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代號 課 程 名 稱 授 課 師 資 起 訖 日 期
訓練

時數

訓練

人數

政府補助

(80%)

學員自付

(20%)

每人訓練

費用(元)

報名

開放日期

台灣AI行動計畫-Python程式設計基礎班 薛博士
6/19 ~ 8/07

(8/7下午停課)
日

9:00~12:00 &

13:00~16:00

智慧機械-Inventor工業繪圖與3D模型列印製作班 吳梓誠 老師 6/22 ~ 8/01 一、三、五 18:40-21:40

台灣AI行動計畫-資料科學PYTHON程式設計初級班 蘇有 博士 6/29 ~ 8/01 一、三、五 18:40-21:40

智慧機械-SolidWorks智能組件應用基礎班 鐘士豪 老師 7/03 ~ 8/28 日
9:00~12:00 &

13:00~16:00

台灣AI行動計畫-Python程式設計基礎班 薛博士 7/14 ~ 9/01 二、四 19:00-22:00

台灣AI行動計畫-無線控制與Arduino微控制器整合應用訓練班 曾裕民 老師
7/16 ~ 9/03

(9/3下午停課)
六

9:00~12:00 &

13:00~16:00

台灣AI行動計畫-資料科學PYTHON程式設計進階班 蘇有 博士 8/10 ~ 9/14 一、三、五 18:40-21:40

台灣AI行動計畫-C++物聯網微控制器程式設計班 曾裕民 老師 8/11 ~ 9/29 二、四 18:40-21:40

智慧機械-SolidWorks設計製圖與3D列印模型製造班 吳梓誠 老師
8/17 ~ 9/28

(9/9停課)
一、三、五 18:40-21:40

台灣AI行動計畫-Python應用程式設計進階班 薛博士
8/21 ~ 10/23

(9/11、10/9、10/23下午停課)
日

9:00~12:00 &

13:00~16:00

智慧機械-Inventor智能機械參數設計人才培訓班 林勁均 老師 9/15 ~ 11/03 二、四 18:40-21:40

台灣AI行動計畫-智慧自動化與邏輯電路設計應用班 曾裕民 老師
9/17 ~ 11/12

(10/8、11/12下午停課)
六

9:00~12:00 &

13:00~16:00

智慧機械-SolidWorks智能組件應用進階班 鐘士豪 老師
9/18 ~ 11/20

(10/9停課)
日

9:00~12:00 &

13:00~16:00

台灣AI行動計畫-資料科學大數據模組加強班 蘇有 博士 9/21 ~ 10/26 一、三、五 18:40-21:40

本會會址︰新竹市民族路31號11樓　　TEL：03-5260089 林老師／陳老師　　新竹職訓官方LINE搜尋 @qjj9747o　　最新資訊 https://www.hcedu.org.tw/ 111.05.16版  主辦機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廣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三年七萬》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接下頁　 .

多元職訓教育

培訓企業專才111年度政策類《5+2創新產業》《台灣AI行動計畫》《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課程表

上 課 時 間

1 143933 45 20 $6,480 $1,620 $8,100
5/19

中午12:00【備註】具備基礎電腦操作能力，並對Python程式語言與相關技術有興趣，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2 143959 54 20 $7,264 $1,816 $9,080
5/22

中午12:00【備註】熟悉電腦操作且具空間概念佳，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3 143946 45 20 $6,480 $1,620 $8,100

【備註】具備最基礎的識圖能力及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5 143934 45 20 $6,480

5/29

中午12:00【備註】具備電腦基本概論知識與辦公室軟體基本操作技能，對Python程式語言與相關技術有興趣，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4 143929 54 20 $6,912 $1,728 $8,640
6/03

中午12:00

$1,620 $8,100
6/14

中午12:00【備註】具備基礎電腦操作能力，並對Python程式語言與相關技術有興趣，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6 143931 45 20 $6,800 $1,700 $8,500
6/16

中午12:00【備註】具備電腦語言基礎以及基本電腦硬體概念，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7 143947 45 20 $6,480 $1,620 $8,100

【備註】具備電腦語言基礎以及基本電腦硬體概念，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9 143960 54 20 $7,264

7/10

中午12:00【備註】需具備Python程式設計基礎與辦公室軟體基本操作技能，對程式語言與相關技術有興趣，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8 143932 45 20 $6,800 $1,700 $8,500
7/11

中午12:00

$1,816 $9,080
7/17

中午12:00【備註】熟悉電腦操作且具空間概念佳，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10 143966 45 20 $6,480 $1,620 $8,100
7/21

中午12:00【備註】本課程使用Python進行教學，學員需具備相關基礎知識（如程式撰寫或設計經驗），對應用程式設計有興趣，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11 143927 45 20 $6,480 $1,620 $8,100

【備註】具備電腦語言基礎以及基本電子電路概念，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13 143958 54 20 $6,912

8/15

中午12:00【備註】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對Inventor有興趣，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12 143964 45 20 $6,800 $1,700 $8,500
8/17

中午12:00

$8,100
8/21

中午12:00【備註】需具備Python程式設計基礎與辦公室軟體基本操作技能，對Python程式語言與相關技術有興趣，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 應繳資料單︰□身份證影本　□本人帳戶影本    □照片一張　□參訓契約書　□勞保明細(請務必自行確認開課當日為在保狀態)   □報名時需繳交全額費用(政府補助課程需繳交現金)　□上網報名https://ojt.wda.gov.tw/

招訓方式：1.招訓學員其須符合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補助資格要點之在職勞工。2.報名學員請上"在職訓練網"網站完成報名。3.本單位將審核學員資格及學歷後依『在職訓練網』報名先後順序通知繳費及相關資料。

4.在通知5日內未繳交之名額將由後面序號遞補，已完成繳費流程者，優先保留上課資格。5.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五分之一，且取得學習結訓證書者，經行政程序核可後，始可取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之補助。

6.年滿15歲以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含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投保者)或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勞工(以開訓日為基準日)，具備電腦基本概論知識，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7.若課程異動，請依『在職訓練網』公告為準。

$1,728 $8,640
8/18

中午12:00【備註】具備基礎的SolidWorks繪圖能力及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14 143948 45 20 $6,480 $1,620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33&plantype=1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59&plantype=1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46&plantype=1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29&plan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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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期

智慧機械-3D列印堆疊參數解析與模型製作班 吳梓誠 老師 10/19 ~ 11/28 一、三、五 18:40-21:40

台灣AI行動計畫-資料科學大數據網路爬蟲應用班 蘇有 博士
11/02 ~ 12/07

(12/2停課)
一、三、五 18:40-21:40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元宇宙概念PYTHON遊戲設計初級班 蘇有 博士
11/03 ~ 112/01/05

(12/1停課)
二、四 18:40-21:40

台灣AI行動計畫-智慧機械-Python機器學習程式訓練班 薛博士
11/06 ~ 12/25

(12/25下午停課)
日

9:00~12:00 &

13:00~16:00

智慧機械-SolidWorks智能機械參數設計人才培訓班 林勁均 老師 11/10 ~ 12/29 二、四 18:40-21:40

台灣AI行動計畫-Python程式設計基礎班 薛博士 12/01 ~ 112/01/19 二、四 19:00-22:00

智慧機械-SolidWorks設計製圖與3D列印模型製造班 吳梓誠 老師
12/07 ~ 112/01/18

(1/2停課)
一、三、五 18:40-21:40

台灣AI行動計畫-人工智能PYTHON影像處理初級班 蘇有 博士
12/14 ~ 112/01/18

(1/2停課)
一、三、五 18:40-21:40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商業智慧大數據資料圖形化設計班 蘇有 博士
112/01/12 ~ 112/03/14

(1/24、1/26、2/28停課)
二、四 18:40-21:40

智慧機械-SolidWorks 3D製圖塑膠模具設計班 邱瑞鵬 老師
112/02/04 ~ 112/04/15

(2/18、2/25、3/25、4/15下午停課)
六

9:00~12:00 &

13:00~16:00

台灣AI行動計畫-人工智能PYTHON影像處理進階班 蘇有 博士
112/02/08 ~ 112/03/15

(2/27停課)
一、三、五 18:40-21:40

台灣AI行動計畫-Python深度學習程式訓練班 薛祥元 老師 112/02/12 ~ 112/04/02 日
9:00~12:00 &

13:00~16:00

智慧機械-3D列印堆疊參數解析與模型製作班 吳梓誠 老師 112/02/15 ~ 112/03/27 一、三、五 18:40-21:40

本會會址︰新竹市民族路31號11樓　　TEL：03-5260089 林老師／陳老師　　新竹職訓官方LINE搜尋 @qjj9747o　　最新資訊 https://www.hcedu.org.tw/ 111.05.16版  主辦機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廣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三年七萬》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接下頁　 .

多元職訓教育

培訓企業專才111年度政策類《5+2創新產業》《台灣AI行動計畫》《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課程表

上 課 時 間

15 143962 54 20 $7,264 $1,816 $9,080
9/19

中午12:00【備註】熟悉電腦操作且具空間概念佳，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16 143949 54 20 $6,480 $1,620 $8,100
10/02

中午12:00【備註】需具備Python程式設計基礎與辦公室軟體基本操作技能，對Python程式語言與相關技術有興趣，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10/03

中午12:00【備註】需具備Python程式設計基礎與辦公室軟體基本操作技能，對Python程式語言與相關技術有興趣，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18 143965 45 20 $6,480 $1,620 $8,100
10/06

中午12:00

17 143951 54 20 $6,912 $1,728 $8,640

【備註】本課程使用Python進行教學，學員需具備相關基礎知識（如程式撰寫或設計經驗），對機器學習程式設計有興趣，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9,080

【備註】需具備Python程式設計基礎與辦公室軟體基本操作技能，對Python程式語言與相關技術有興趣，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10/10

中午12:00【備註】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對SolidWorks有興趣，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20 143935 45 20 $6,480 $1,620 $8,100
11/01

中午12:00【備註】具備基礎電腦操作能力，並對Python程式語言與相關技術有興趣，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19 143928 45 20 $6,480 $1,620 $8,100

【備註】本課程使用Python進行教學，學員需具備相關基礎知識（如程式撰寫或設計經驗），對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相關技術有興趣，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24 143930 45 20 $6,480 $1,620 $8,100

11/07

中午12:00【備註】熟悉電腦操作且具空間概念佳，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22 143953 45 20 $6,480 $1,620 $8,100
11/14

中午12:00

21 143961 45 20 $7,264 $1,816

【備註】需具備Python程式設計基礎與辦公室軟體基本操作技能，對Python程式語言與相關技術有興趣，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 應繳資料單︰□身份證影本　□本人帳戶影本    □照片一張　□參訓契約書　□勞保明細(請務必自行確認開課當日為在保狀態)   □報名時需繳交全額費用(政府補助課程需繳交現金)　□上網報名https://ojt.wda.gov.tw/

招訓方式：1.招訓學員其須符合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補助資格要點之在職勞工。2.報名學員請上"在職訓練網"網站完成報名。3.本單位將審核學員資格及學歷後依『在職訓練網』報名先後順序通知繳費及相關資料。

4.在通知5日內未繳交之名額將由後面序號遞補，已完成繳費流程者，優先保留上課資格。5.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五分之一，且取得學習結訓證書者，經行政程序核可後，始可取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之補助。

6.年滿15歲以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含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投保者)或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勞工(以開訓日為基準日)，具備電腦基本概論知識，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7.若課程異動，請依『在職訓練網』公告為準。

【備註】熟悉電腦操作且具空間概念佳，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27

【備註】具備電腦基本概論知識與辦公室軟體基本操作技能，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143963 54 20 $7,264 $1,816 $9,080
112/01/15

中午12:00

112/01/04

中午12:00【備註】具備最基礎的識圖能力及電腦基礎操作能力，並自備15cm塑膠游標尺，希望學習第二專長之在職勞工，均可參加。

26 143945 45 20 $6,480 $1,620 $8,100
112/01/12

中午12:00

23 143956 45 20 $6,480 $1,620 $8,100
12/12

中午12:00

25 143954 45 20 $6,480 $1,620 $8,100
112/01/08

中午12:00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62&plantype=1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49&plantype=1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51&plantype=1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65&plantype=1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28&plantype=1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35&plantype=1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61&plantype=1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53&plantype=1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56&plantype=1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30&plantype=1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54&plantype=1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45&plantype=1
https://ojt.wda.gov.tw/ClassSearch/Detail?OCID=143963&plan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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