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 方 行 政 研 習 中 心 102 年 度 訓 練 成 果 總 報 告

目

錄

頁數

壹、前言 -------------------------------------------- 1
貳、組織與設施現況 ---------------------------------- 1
一、組織 ------------------------------------------ 1
二、預算 ------------------------------------------ 2
三、設施 ------------------------------------------ 2
參、年度計畫概況 ------------------------------------ 4
肆、訓練成果 ---------------------------------------- 6
一、實體訓練 -------------------------------------- 6
(一)全年開辦 636 班，施訓 45,024 人次 -------------- 6
(二)中心辦班 407 班，在地辦班 229 班 --------------- 7
(三)自辦班次 462 班，合辦班次 174 班 --------------- 8
(四)以領導、管理及專業訓練為主要訓練標的 -------- 10
(五)平均訓期 2.31 天，3-11 月是訓練尖峰期 --------- 12
二、數位學習 ------------------------------------- 14
(一)提升數位課程之應用 -------------------------- 14
(二)強化知識社群運用能力 ------------------------ 15
(三)培育多元數位人才 ---------------------------- 17
伍、專案成果 --------------------------------------- 18
一、成立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 18
(一)學術研討會 ---------------------------------- 19
(二)治理特色觀摩 -------------------------------- 19
(三)實務論壇 ------------------------------------ 19
(四)研究成果發表會 ------------------------------ 20
二、建置涉外專業園區「詠晴園」(Sunny Park) ------- 22
三、推動 e 學中心活化計畫 ------------------------- 25

(一)辦理「線上英語營」活動 ---------------------- 25
(二)辦理數位學習熠星方案 ------------------------ 26
(三)辦理數位閱讀活動 ---------------------------- 28
(四)辦理電子師徒制學習方案 ---------------------- 29
陸、精進教學品質 ----------------------------------- 32
一、個案教學 ------------------------------------- 32
二、問題導向教學(PBL) ---------------------------- 33
三、微型教學 ------------------------------------- 33
四、政經兵棋推演 --------------------------------- 34
五、「反思學習」-體驗與對話 ----------------------- 35
六、專業認證 ------------------------------------- 36
柒、深化園區經營 ----------------------------------- 36
一、推動節能減碳措施 ----------------------------- 36
(一)辦理文教大樓大型冷卻水塔汰換暨節能改善 ------ 37
(二)進行文教大樓教室及部分公共區域之燈具汰換 ---- 37
(三)主要建築物加裝獨立水表控管水資源 ------------ 37
二、活化現有空間，建置重點業務專屬場域 ----------- 37
(一)成立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 37
(二)建置涉外業務專屬場域 ------------------------ 38
三、園區綠美化措施 ------------------------------- 38
(一)營造多元生物棲息環境，進行螢火蟲及蝴蝶之培育 38
(二)建置園區花草植栽之培育空間 ------------------ 38
(三)設置學員休憩空間及環境美化設施 -------------- 39
捌、落實推動內訓 ----------------------------------- 40
一、重大政策及管理發展訓練班 --------------------- 40
二、即席表達技巧研習班 --------------------------- 40
三、人格及心理測驗研習班 ------------------------- 41
四、訓練新知讀書心得發表會 ----------------------- 41

玖、今後努力方向 ---------------------------------- 42
一、透過資源整合及夥伴關係，提升地方治理研究能量 - 43
(一)建置地方治理專家資料庫 ---------------------- 43
(二)引進國內外案例辦理治理實務論壇 -------------- 43
(三)依據地方發展重點策辦治理特展 ---------------- 43
(四)結合學術機構合辦學術研討會 ------------------ 43
(五)完成關鍵議題研究 ---------------------------- 44
(六)規劃建置專屬網站 ---------------------------- 44
二、深化「詠晴園」經營，提升公務人員涉外能力 ----- 44
(一)召開「詠晴大會師」 -------------------------- 44
(二)建立「詠晴外籍師資庫」 ---------------------- 44
(三)建置「詠晴交流網」 -------------------------- 45
(四)辦理「詠晴活力營」 -------------------------- 45
(五)辦理「詠晴追憶」聯繫活動 -------------------- 45
三、發展兼具政策轉介及客製化之中高階在地培訓課程 - 45
(一)建立地方政府中高階訓練課程模組 -------------- 45
(二)落實訓練需求調查至個人層次 ------------------ 46
(三)配合地方政府需求實施在地訓練 ---------------- 46
(四)深化教學技法，運用於中高階培訓課程 ---------- 46
(五)辦理訓後教學成果評鑑 ------------------------ 46
四、結合策略聯盟資源，建構地方治理標竿諮詢網路 --- 47
(一)成立策略聯盟地方治理諮詢團隊 ---------------- 47
(二)地方治理標竿案例蒐集 ------------------------ 47
(三)地方治理標竿案例評選及諮詢 ------------------ 47
(四)分區辦理地方治理標竿策略論壇及建構諮詢網絡 -- 47
(五)辦理案例撰寫工作坊及案例個案彙編 ------------ 47
(六)辦理地方治理標竿快訊 ------------------------ 48

五、建構數位與實境結合之混成學習模式 ------------- 48
(一)混成模式培育數位科技種籽人才 ---------------- 48
(二)結合實境學習，建構雲端英語學習機制 ---------- 48
(三)建構數位結合實境的電子師徒制運作模式 -------- 48
拾、結語 ------------------------------------------- 49
拾壹、附錄
附錄 1 訓練成果統計 ------------------------------ 50
附錄 2 訓練成果統計-按辦理月份分 ----------------- 51
附錄 3 訓練成果統計-按需求單位分 ----------------- 52
附錄 4 訓練成果滿意度統計-按月份及班別分 --------- 54
附錄 5 巡迴研習辦理成果 ------------------------- 111
附錄 6 終身學習講堂辦理成果 --------------------- 112
附錄 7 中興學術文化講座辦理成果 ----------------- 114
附錄 8 標竿論壇辦理成果 ------------------------- 115
附錄 9 委製數位課程一覽表 ----------------------- 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