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訓練

時數

訓練

人數
縣市

上課

地點
訓練期間 師資 訓練費

政府

80%

學員

20%

09/05 09/29 137745
韓語基礎及生活會話班第

02期
45 20 桃園 遠距教學

110/10/02 ~ 111/01/22

每週六18:30~21:30(10/9、1/1停課)上課
張莉荃 $7,200 $5,760 $1,440

經絡保健調理班第01期 70 22 桃園
思考致富

C+D教室

110/10/16-110/12/18

星期六09:00~12:00;13:00~17:00

王美力

徐啟勝

陳素玲

曾宥梅

清潔用品實務班第02期 42 20 桃園
桃園市人力資源

管理協會701教室

110/11/27-111/01/15

星期六09:00~12:00;13:00~16:00(111/1/1停

課)

傅婉儀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訓練

時數

訓練

人數
縣市

上課

地點
訓練期間 師資 訓練費

政府

80%

學員

20%

09/01 09/13 137766 EXCEL應用實務班第01期 54 28 桃園 遠距教學

110/09/16 ~ 110/11/22

每週一18:30~21:30(9/20及10/11停課)上課、

每週四18:30~21:30上課

沈慧萍 $7,560 $6,048 $1,512

09/01 09/20 137767
商業數位攝影技巧運用班

第01期
24 18 桃園 遠距教學

110/09/23 ~ 110/11/11每週四18:30~21:30上

課
楊昭烈 $3,840 $3,072 $768

09/03 09/23 137768
職場生活日語應用班第01

期
45 20 桃園 遠距教學

110/09/26 ~ 111/01/16 每週日

09:00~12:00(10/10及1/2停課)上課
蘇俐文 $7,200 $5,760 $1,440

09/07 10/04 137769
全方位司儀主持人培訓班

第01期
45 20 桃園 遠距教學

110/10/07 ~ 111/01/13

每週四18:30~21:30上課
戴寶貴 $7,200 $5,760 $1,440

09/21 10/18 137770
多益重點及實戰攻略訓練

班第01期
45 25 桃園 遠距教學

110/10/21 ~ 111/01/27

每週四18:30~21:30上課
曾慶宇 $7,200 $5,760 $1,440

10/20 11/17 137771
生管、製程與產品優化實

務班第01期
35 25 桃園 遠距教學

110/11/20 ~ 110/12/18

每週六09:00~12:00;13:00~17:00上課
楊昭烈 $5,600 $4,480 $1,120

11/05 12/02 137772
就業服務與人資人員法令

實務班第01期
47 28 桃園 遠距教學

110/12/05 ~ 111/01/23

每週日9:00 ~12:00；13:00 ~ 17:00(1/2停

課)上課、每週日9:00 ~12:00；13:00 ~

16:00(僅1/16、1/23)上課

李筱丰 $7,520 $6,016 $1,504

官方LINE: @uui3265u

詳細課程資訊請上中華產業人才認證學會官網查詢：http://www.citca.org.tw/

政府補助課程報名一律至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網站：https://ojt.wda.gov.tw/

TEL：03-3390366

開始報名/

報名截止

110年度下半年-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
TPCU桃園市職能服務職業工會

TCHR桃園市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開始報名/

報名截止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訓練

時數

訓練

人數
縣市

上課

地點
訓練期間 師資 訓練費

政府

80%

學員

20%

09/01 09/20 138687
會計基礎及租稅申報實務

班
36 22 台北 遠距教學

110/09/23 ~ 110/11/04

每週一19:00~22:00(10/11停課)上課、每週四

19:00~22:00上課

張明傑 $5,760 $4,608 $1,152

09/03 09/24 138692
 商務英語會話及口說訓

練班
54 23 台北 遠距教學

110/09/27 ~ 110/11/29

每週一18:30-21:30(10/11停課)上課、每週四

18:30-21:30上課

郭儀風 $7,560 $6,048 $1,512

09/04 09/26 138676
生活日文基礎會話班

第03期
42 23 台北 遠距教學

110/09/29 ~ 110/12/29 每週三18:30~21:30上

課
許宏志 $6,720 $5,376 $1,344

09/07 10/04 138706 投資理財基礎班第01期 42 25 台北 遠距教學

110/10/07 ~ 110/11/23

每週二18:30~21:30上課、每週四18:30~21:30

上課

張春福 $6,720 $5,376 $1,344

09/17 10/14 138669  新多益聽力閱讀基礎班 54 23 台北 遠距教學

110/10/17 ~ 110/12/19

每週日09:00~12:00;13:00~16:00(12/12停課)

上課

陳安琪 $7,560 $6,048 $1,512

官方LINE: @uui3265u

110年度下半年-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
CITCA 中華產業人才認證學會(台北)

開始報名/

報名截止

詳細課程資訊請上中華產業人才認證學會官網查詢：http://www.citca.org.tw/

政府補助課程報名一律至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網站：https://ojt.wda.gov.tw/

TEL：03-3390366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訓練

時數

訓練

人數
縣市

上課

地點
訓練期間 師資 訓練費

政府

80%

學員

20%

09/02 09/22 137062
會計基礎及租稅申報實務

班第01期
36 27 桃園 遠距教學

110/09/25 ~ 110/11/06

每週六9:00 ~12:00；13:00 ~ 16:00(10/9停

課)上課

張明傑 $5,760 $4,608 $1,152

09/03 09/23 137161
多益題型解析訓練班第02

期
45 25 桃園 遠距教學

110/09/26 ~ 111/01/16

每週日18:30~21:30(10/10、1/2停課)上課
陳宏瑋 $7,200 $5,760 $1,440

09/06 10/02 137063
生活日文基礎會話班第01

期
45 18 桃園 遠距教學

110/10/05 ~ 111/01/11

每週二18:30~21:30上課
黃桂英 $7,200 $5,760 $1,440

09/16 10/13 137162
人資法令管理應用實務班

第01期
49 26 桃園 遠距教學

110/10/16 ~ 110/12/11

每週六9:00 ~12:00；13:00 ~ 17:00(11/20、

11/27停課)上課

徐啟勝 $6,860 $5,488 $1,372

09/17 10/14 137064 投資理財基礎班第01期 42 30 桃園 遠距教學
110/10/17 ~ 110/11/28

每週日09:00~12:00;13:00~16:00上課
張春福 $6,690 $5,352 $1,338

11/02 11/29 137065
EXCEL應用實務進階班第

01期
42 26 桃園 遠距教學

110/12/02 ~ 111/01/20

每週一18:30~21:30上課、每週四

18:30~21:30(12/30停課)上課

沈慧萍 $6,720 $5,376 $1,344

官方LINE: @uui3265u

110年度下半年-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
CITCA 中華產業人才認證學會(桃園)

開始報名/

報名截止

詳細課程資訊請上中華產業人才認證學會官網查詢：http://www.citca.org.tw/

政府補助課程報名一律至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網站：https://ojt.wda.gov.tw/

TEL：03-3390366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訓練

時數

訓練

人數
縣市

上課

地點
訓練期間 師資 訓練費

政府

80%

學員

20%

09/02 09/22 138256
職場多益英文實務班第02

期
36 27 台中 遠距教學

110/09/25 ~ 110/12/18

每週六9:00 ~12:00(10/9停課)上課
陳俞安 $5,760 $4,608 $1,152

09/07 10/03 138258 實用西班牙語班第01期 54 18 台中 遠距教學
110/10/06 ~ 111/02/09 每週三18:30~21:30上

課

 陳逸

平
$7,560 $6,048 $1,512

10/22 11/18 138259 領隊導遊班第01期 47 20 台中 遠距教學

110/11/21 ~ 111/01/09

每週日09:00~12:00,13:00~17:00上課、每週日

09:00~12:00,13:00~15:00(僅1/9)上課

吳孟峰

龍姝每
$7,520 $6,016 $1,504

11/19 12/16 138260
人資法令管理應用實務班

第01期
49 24 台中 遠距教學

 110/12/19 ~ 111/02/20

每週日9:00 ~12:00；13:00 ~ 17:00(1/2、

1/30、2/6停課)上課

徐啟勝 $6,860 $5,488 $1,372

官方LINE: @uui3265u

110年度下半年-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
CITCA 中華產業人才認證學會(台中)

開始報名/

報名截止

詳細課程資訊請上中華產業人才認證學會官網查詢：http://www.citca.org.tw/

政府補助課程報名一律至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網站：https://ojt.wda.gov.tw/

TEL：03-33903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