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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基隆市 100

年度成人教

育師資培訓

進階研習 

上午 9 時~下午 4時，

共 36 小時，六梯次。

10/1、10/15、10/22、

11/19、11/26、12/3 

成人學習動機、成人參與學習

活動與參與障礙、社區理論與

社區營造—台灣社區發展經驗

的省思、社區大學的社區學習

與培力、多元文化教學議題、

成人學習問題與輔導、社區大

學的行銷系列課程、成人溝

通、社區大學經營與財務規劃

─論社區大學未來經營發展

道。 

黃富順講座教

授、張德永副教

授、楊國德所長、

林麗惠副教授、游

進年副教授、陳君

山教授 

  

研習滿六梯次(36 小時)

者授予「基隆市成人教育

師資培訓進階研習」證

書。 

    

基隆市 

101 

基隆市 101

年度成人教

育師資培訓

進階研習 

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共 36 小時，六梯次。 

4/28、5/19、5/26、

6/2、6/9、6/30 

社區經營與資源應用、成人學

習評量、成人教學方法、成人

班及經營、成人心理特性、成

人教育概論、成人教學活動設

計、終身學習概論、成人教學

方法、社大的發展與願景、成

人教育的公共參與 

張德永教授、 

游進年教授、 

林美和教授、 

林麗惠教授、 

黃富順理事長、 

楊國德所長、 

王政彥 教授、 

賈桂琳科長、 

陳君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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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99 
成人教學專

業知能研習 
12 小時 

必修 

社區大學與社區教育、成人學

習與成人心理學、課程規劃與

設計、融入式課程與教材設

計、關鍵 3 分鐘-班級經營與管

理 

選修（擇 1 即可） 

成人教學方法與實務技巧、社

大講師與社區資源整合、社大

講師之社大精神實踐、成果呈

現與教學評量、社區大學與弱

勢關懷、北投之美、終身學習

課程的永續經營、創生性社團

經營在成人教育之運用、社區

大學三類課程的轉化、融合與

效益公共化、社大新夥伴：特

殊需求學員、社區組織與發

展、、中正在地文化之美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頒發

成人教學專業知能初階

研習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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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0 

臺北市社區

大學師資專

業知能進階

研習 

10/15、10/16、10/22、

10/29、11/536 小時 

社區大學的招生與行銷、成人

學習的診斷與評量、課程特色.

教學設計與成人學習、成人學

生的諮詢與輔導【一】【二】、

社區大學的招生與行銷、成人

參與學習與參與動機【一】

【二】、社區大學的時代使命

與教師角色、成人學習問題與

輔導、成人教學方法與互動技

巧【一】【二】 

曾光華副教授、游

進年副教授、林瑞

欽院長、黃富順教

授、楊國德所長、

胡夢鯨院長 

        

新北市                   

桃園縣 99 

99 年度桃園

縣社區大學

成教師資專

業知能初階

研習計畫 

5/15、5/16、6/19、

6/20、7/17、7/18 

共 36 小時 

成人教育概論、成人班級經

營、成人學習評量成人教學方

法與技巧、成人心理特性、成

人學習能力與學習特性、、成

人師生溝通、成人教學活動設

計、社區經營與資源的應用、

社大設置理念、任務與功能 

    

一、每場次核發研習證

書，憑 36 小時可授予初

階研習結業證書(桃園縣

政府核發)。 

二、97 年曾參加過 12 小

時課程及 98 年度缺課之

教師同樣的課程可以不

重複選課，證書可合併申

請。 

依據：桃園縣政府教育

處 98年 12月 29 日桃園

縣社區大學行政會議決

議辦理。 

活動目的；逐次提昇並

推動桃園縣社區大學教

師認證，培養教師成為

專業的社大師資。 

各社大新進

教師報名後

須全程參與

36 小時課

程，97 年度

及98年度未

完成36小時

研習之教

師，請依缺

課部分逐場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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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 101 

桃園縣社區

大學 101 年

度師資專業

知能進階研

習計畫 

9/22、9/23、10/6、

10/7、10/20、10/21 

36 小時 

社區大學的時代使命與教師角

色、成人學習問題與輔導、成

人中途輟學的原因與因應、成

人學員的諮詢與輔導、成人教

學設計案例分析及經驗分享、

教學媒介的應用、社區大學的

招生與行銷、成人參與學習與

參與動機 

楊國德教授 

林麗惠副教授 

林瑞欽院長 

吳淑娟助理教授 

王曉璿教授 

張菀珍教授 

黃富順教授 

參加學員需

繳交膳食費

用共計500元

整，不足之處

由縣府補助

辦理。 

(一)每場次核發研習證

書，憑 36 小時可授予進

階研習結業證書（桃園縣

政府核發）。 

(二)曾參加過 36 小時初

階課程的老師，優先參

加。 

    

新竹縣

市 
100 

新竹縣市社

區大學 100

年度成教師

資專業知能

進階研習實

施計畫 

11/12、11/19、12/10、

12/11、12/17、12/24、

36 小時。 

成人學員的諮詢與輔導、社區

大學的時代使命與教師角色、

社區大學的招生與行銷、成人

參與學習與參與動機、成人學

習問題與輔導、成人中途輟學

的原因與因應、成人教學多元

媒體的設計 

秦秀蘭教授、楊國

德教授、吳明烈教

授、黃富順教授、

蔡秀美主任、林麗

惠教授、吳淑娟教

授、林紀慧教授 

0 

（一）全程參與且研習成

績及格者，核發給 36 小

時研習時數，並發給結業

證明書。（二）本縣 100

年度社區大學教師聘

用，將以通過本研習培訓

課程認證者為參酌。 

    

新竹縣

市 
101 

新竹縣市社

區大學 101

年度成教師

資專業知能

初階研習 

4/1、4/8、4/22、4/29、

5/6、5/26 

36 小時 

成人心理特性 、社大設置理

念、目標與功能、成人教育導

論、成人教學方法、成人教學

活動設計、成人學習能力與學

習特性、成人師生溝通、成人

班級經營、成人學習評量、社

區經營與社區資源的整合與開

發 

  0 

（一）全程參與且研習成

績及格者，核發給 36 小

時研習時數，並發給結業

證明書。 

（二）本縣 101 年度社

區大學教師聘用，將以通

過本研習培訓課程認證

者為參酌。 

活動目的：逐次提昇新

竹縣市社區大學教師認

證，培養教師成為專業

的社大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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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100 

苗栗縣 100 

年度社區大

學及成教師

資專業知能

研習 

【進階班第

二期】實施計

畫 

4/09、4/10、4/16、

4/23、4/24、4/30， 

共計 36 小時。 

教學媒體技巧與應用 、社區大

學的時代使命與教師角色、社

區大學的招生與行銷、成人學

生的諮商與輔導、成人教學內

容設計案例分析及教學分享、

成人參與學習動機與實務 

林紀慧教授、楊國

德教授、魏惠娟教

授、林瑞欽院長、

張菀珍教授、黃富

順教授 

0 

凡全程參加初階及進階

課程者，可取得苗栗縣政

府核發之苗栗 

縣社區大學及成人教育

教師合格證明書。 

本縣 100 年度成人基本

教育研習班之教師聘

用，將以通過本研習培訓

課程認證者為參酌 

研習目的之一為推動本

縣社區大學及成人教育

教師認證制度，培養教

師具備相關專業知能。 

  

苗栗縣 101 

苗栗縣 101

年度社區大

學及成教師

資專業知能

研習 

【進階班第

3期】 

實施計畫 

4/7、4/8、4/14、4/15、

4/21、4/28 

36 小時 

成人參與學習與參與動機、社

區大學的招生與行銷、成人教

學設計案例分析及經驗分享、

成人中途輟學的原因與因應、

社區大學的時代使命與教師角

色、成人教學多元媒體的設

計、成人學習問題與輔導、成

人的諮詢與輔導 

黃富順教授、吳明

烈教授、吳淑娟教

授、林麗惠教授、

楊國德教授、林紀

慧教授、蔡秀美教

授、秦秀蘭教授 

0 

（一）全程參與且研習成

績及格者，由苗栗縣政府

發給結業證明書。 

凡全程參加初階及進階

課程者，可取得苗栗縣政

府核發之苗栗    縣社

區大學及成人教育教師

合格證明書。 

（二）本縣 101 年度成人

基本教育研習班之教師

聘用，將以通過本研習培

訓課程認證者為參酌。 

附則：爲提升本縣成人

教育師資品質，請本縣

社區大學優先薦送講師

參訓，參與人數將列為

縣內評鑑指標之ㄧ；另

請學校單位薦送成教班

或補校教師參加培訓，

參與人數將列為往後補

助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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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99 

臺中市社區

大學師資專

業知能研習

初階班 第十

六期 

11/28、12/5、12/11、

12/12、12/18、12/19 

成人學習能力與學習特色、社

區經營與資源應用、高齡與婦

女族群學習特色、成人心理特

色、成人教學方法、成人教學

活動、成人教育概論、成人學

習評量、多元文化議題、成人

班級經營、成人師生溝通 

林麗惠、陳怡華、

黃富順、蘇進棻、

楊國德、吳淑娟 

研習費用

2,800 元(教

育部補助優

惠價) 

全程參與且研習成績及

格者由臺中市政府發給

結業證書。並可參加後續

辦理之 36 小時進階課

程，凡全程參加基礎及進

階課程者，可取得臺中市

政府核發之臺中市社區

大學教師合格證書 

活動宗旨：逐次提昇並

推動台中市社區大學教

師認證制度，培養教師

成為專業的社大師資。 

  

臺中市 101 

101 年度臺

中市社區大

學師資專業

知能培訓 初

階班第 1 期 

6/30、7/1、7/8、7/14、

7/21、7/22 

36 小時 

社區大學設置理念任務與功

能、社區資源的應用、成人心

理特性與教學、成人學習能力

與學習特性、成人班級經營、

成人師生溝通、成人教學方

法、成人教學活動設計、成人

學習評量 

吳明烈教授、蔡秀

美教授、吳淑娟教

授、林麗惠教授、

胡夢鯨教授、楊國

德教授 

市府補助優

惠價新台幣

2,800 元整 

參訓學員於訓練期間符

合下列兩項條件者，由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核發結

訓証書。 

1.全程需參與課程出席

率達總時數之 5/6(含以

上，30 小時以上)，使可

參加成績測驗考核。   

2.於全部課程最後一

日，將針對全部課程出題

測驗，其測驗分數需達到

總成績 之 70 分，為及格

之分數，其研習成績需及

格者由臺中市政府教育

局核發給初階結訓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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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1 

101 年度臺

中市社區大

學師資專業

知能培訓 進

階班第 1 期 

8/18、8/19、8/25、

8/26、、9/1、9/2 

36 小時 

教學媒介技巧與應用、教學媒

介技巧與應用、成人學習問題

與輔導、多元文化議題、成人

參與學習與參與動機、社區大

學的時代使命與教師角色、成

人學員的諮詢與輔導、社區大

學的招生與行銷、成人活動設

計案例分析及教學經驗分享 

王曉璿教授、楊國

德教授、吳明烈教

授、林瑞欽教授、

魏惠娟教授、林麗

惠教授 

市府補助優

惠價新台幣

2,800 元整 

參訓學員於訓練期間符

合下列兩項條件者，由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核發結

訓証書。 

1.全程需參與課程出席

率達總時數之 5/6(含以

上，30 小時以上)，使可

參加成績測驗考核。 

2.於全部課程最後一

日，將針對全部課程出題

測驗，其測驗分數需達到

總成績 之 70 分，為及格

之分數，其研習成績需及

格者由臺中市政府教育

局核發給進階結訓証書。 

    

  101 

101 年度台

中市師資專

業知能培訓 

進階班第 2

期 

8/18、8/25、8/26、

9/2、9/8、9/1536 小

時 

成人教育概論、成人學習評

量、成人學習能力與學習特

性、成人心理特性與教學、社

區資源的應用、社區大學設置

理念任務與功能、成人教學方

法、成人教學活動設計、成人

班級經營、成人師生溝通  

吳淑娟教授 黃富

順教授 蔡秀美教

授 吳明烈教授 

楊國德教授 林麗

惠教授 胡夢鯨教

授 

市府補助優

惠價新台幣

2,800 元整 

.參訓學員於訓練期間符

合下列兩項條件者，由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核發結

訓証書。(1) 全程需參與

課程出席率達總時數之

5/6(含以上，30 小時以

上)，使可參加成績測驗

考核。 (2) 於全部課程

最後一日，將針對全部課

程出題測驗，其測驗分數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師培名稱師培名稱師培名稱師培名稱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授課師資授課師資授課師資授課師資    收費情形收費情形收費情形收費情形    證書證書證書證書？？？？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強制參加強制參加強制參加強制參加    

需達到總成績 之 70

分，為及格之分數，其研

習成績需及格者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核發給初

階結訓証書。 

彰化縣 100 

彰化縣 100

年度社區大

學師資專業

知能研習實

施計畫 

12/3、12/4、12/17、

12/18、12/24、12/25、 

36 小時 

初階 

社大設置理念、目標與功能、

成人教育概論、成人學習能力

與學習特性、成人教學方法、

成人教 

學活動設計、成人心理特性、

成人教學評量、社區經營與資

源的應用、成人師生溝通、成

人班級 

經營 

進階 

成人學習問題與輔導、社區大

學的時代使命與教師角色、成

人中途輟學的原因與因應、社

區大學 

的招生與行銷、成人參與學習

  

(一)本縣各社

區大學教

師：免費。 

(二)他縣市社

區大學教

師：2000 元。 

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證

書乙紙 

計畫目的之為提升並推

動彰化縣社區大學教師

認證制度，培養教師成

為專業之社大師資。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師培名稱師培名稱師培名稱師培名稱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授課師資授課師資授課師資授課師資    收費情形收費情形收費情形收費情形    證書證書證書證書？？？？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強制參加強制參加強制參加強制參加    

與參與動機、教學媒體的應

用、成人學員的輔導與諮商、

成人活動 

設計案例分析及教學經驗分享

（分組討論、報告） 

雲林縣 100 

雲林縣 100

年度社區大

學師資培訓

實施計畫 

7/30 

社大教學風格的想像與建立、

班級經營、社區回饋的作法、

社會議題的發想、教材教法、

案例分享、綜合座談 

邱孝文處長、魏惠

娟教授、洪連明老

師、周秀惠老師、

陳建志老師、陳聰

明校長 

免費 
全程參與者由雲林縣政

府發給結業證書 
    

雲林縣 101 

雲林縣 101

年度社區大

學初階師資

培訓實施計

畫 

8/25 

高齡社會來臨與活躍老化、社

大班級經營分享、地方閱讀會~

土地、河川與社區之整體營

造 、操作電腦視窗探究社區美

學、社區大學教師教學困擾與

因應、海線環境教育與 NGO 合

作反思 

黃錦山教授、林建

榮老師、李秉承主

任、王金樑校長、

楊仙妃科長、林建

榮老師、劉榮輝班

代、干文昌班代 

免費 
全程參與者由雲林縣政

府發給結業證書 
    

嘉義縣 100 

嘉義縣社區

大學 100 年

度成教師資

專業知能【初

階研習】計畫 

11/5、11/19、11/26、

11/27、12/4、12/18  

36 小時 

成人心理特性與教學(一) 

(二)、成人教學方法、成人教

學活動設計、社大設置理念、

任務與功能、社區經營與資源

應用、成人教育概論、成人教

學評量、終身學習與成人班級

經營、成人師生溝通、成人學

黃富順教授、胡夢

鯨教授、張德永教

授、楊國德教授、

吳明烈教授、林麗

惠老師 

0 

  （一）每場次核發研習

證書，憑 36 小時可授予

初階研習結業證書(由嘉

義縣政府核發)。 

 （二）嘉義縣社區大學

101 年師資之聘用，將以

通過本次培訓課程認證

依據：依據嘉義縣政府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100

年度社區大學實施計畫

辦理。 

活動目的之一：提升並

推動嘉義縣社區大學教

師認證，培養在地教師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師培名稱師培名稱師培名稱師培名稱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授課師資授課師資授課師資授課師資    收費情形收費情形收費情形收費情形    證書證書證書證書？？？？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強制參加強制參加強制參加強制參加    

習能力與學習特性(一) (二) 者為參酌。 

  （三）曾參加過其它縣

市 99 年度相同課程之教

師，可以不重複選課，證

書可合併申請。 

成為專業的社大師資。 

  101 

嘉義縣社區

大學 101 年

度成教師資

專業知能【進

階研習】計畫 

8/17、8/19、8/24、

8/25、8/26、8/27 

共計 36 小時。 

成人學員的諮詢與輔導、成人

中途輟學的原因與因應、社區

大學的招生與行銷、教學媒介

的應用、社區大學的時代使命

與教師角色、成人學習問題與

輔導、成人教學設計案例分析

及經驗分享、成人參與學習與

參與動機 (一) (二) 

林瑞欽院長、吳明

烈教授、王曉璿教

授、楊國德教授、

林麗惠教授 

0 

 （一）每場次核發研習

證書，憑 36 小時可授予

進階階研習結業證書。 

（二）嘉義縣社區大學師

資之聘用，將以通過本次

培訓課程認證者為參酌。 

（三）曾參加過其它縣市

相同課程之教師，可以不

重複選課，證書可合併申

請。 

依據：嘉義縣政府委託

民間團體辦理 100 年度

社區大學經營契約書辦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