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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主類別 副類別 次類別 課名 課程介紹連結

1 公務類 法制知能 公務行政 圖利與便民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60

2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機車道路交通事故案例分析-交通部公路總局提

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01

3 公務類 專業職能 衛生醫療 結核病的基本概念與治療副作用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15

4 公務類 法制知能 民生權益 個人資料保護法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06

5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環境教育]防火宣導要領與防災新知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14

6 公務類 專業職能 性別教育 [性別主流化]性別與人權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26

7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法制

職場法令必修系列--保險就是保障-臺北市政府勞

動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56

8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法制

職場法令必修系列--遭遇職災怎麼辦-臺北市政府

勞動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62

9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法制

職場法令必修系列--勞資和平分手法-臺北市政府

勞動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63

10 公務類 專業職能 性別教育 [性別主流化]拒絕與狼共舞－談性騷擾防治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90

11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淺談都市更新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98

12 人文類 生命教育 勵志心靈 盲人與法律人─視障者卓越人才講座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417

13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戒菸的方法與策略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433

14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愛滋照護面面觀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437

15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認識安全帽、安全帶及安全座椅防護功能-交通

部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623

16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交通安全您不能不知道系列─酒精對人體及駕駛

行為影響-交通部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649

17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交通安全您不能不知道系列─我的飲酒問題有多

嚴重-交通部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650

18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交通安全您不能不知道系列─輪胎的認識、保養

及爆胎預防(上)-交通部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714

19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交通安全您不能不知道系列─輪胎的認識、保養

及爆胎預防(下)-交通部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715

20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交通安全您不能不知道系列─力、速度、重量與

行車安全-交通部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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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務類 法制知能 民刑法

民法基本原理-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

展學院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754

22 公務類 專業職能 性別教育 [性別主流化]如何在生活中落實性別平等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802

23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交通安全您不能不知道系列─騎乘機車安全-交通

部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804

24 公務類 專業職能 衛生醫療 疑似性侵害案件驗傷採證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920

25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房屋買賣與相關消費爭議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975

26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法制

公法、私法與勞動法之關係剖析-1-臺北市政府

勞動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013

27 人文類 家庭教育 親職教育 家庭教育法：家庭、學校、社區的三角習題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019

28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法制

從最新法院實務判決解析勞動法令(三)-1-臺北市

政府勞動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022

29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法制

公法、私法與勞動法之關係剖析-3-臺北市政府

勞動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023

30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法制

從最新法院實務判決解析勞動法令(三)-2-臺北市

政府勞動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024

31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法制

從最新法院實務判決解析勞動法令(三)-4-臺北市

政府勞動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044

32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安全

勞動身影-模板職人誌。從勞動法令探討勞工職

場安全-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060

33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法制

勞工安全衛生法令、消防安全常識及緊急災害

應變處理流程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094

34 公務類 法制知能 民刑法 潘秀菊-民法總則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137

35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法制

從最新法院實務判決解析勞動法令(三)-3-臺北市

政府勞動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177

36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法制

公法、私法與勞動法之關係剖析-2-臺北市政府

勞動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178

37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了解行人路權，走得更安全-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368

38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交通安全您不能不知道系列─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常識-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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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自行車安全騎乘數位課程-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提

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370

40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兒童交通事故傷害預防及行的安全-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375

41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交通安全您不能不知道系列─行車有序-認識交通

標誌、標線及號誌-交通部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397

42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路口停讓，安全至上-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

委員會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646

43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毒品危害防制課程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682

44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K他命對泌尿系統的傷害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689

45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小心！毒就在你身邊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690

46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毒品施用者復原自我照顧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691

47 公務類 專業職能 性別教育 [性別主流化]何謂職場性騷擾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716

48 公務類 專業職能 性別教育

[性別主流化]雇主如何建立職場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717

49 公務類 專業職能 警政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案件認識與通報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721

50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認識愷他命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794

51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認識毒品咖啡包（新興混合式毒品）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795

52 公務類 專業職能 性別教育

[性別主流化]性別平等首善之國瑞典的日常性別

實作與觀察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803

53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有毒癮者就愛滋是嗎？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811

54 公務類 專業職能 衛生醫療 愛滋病的認識與防護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814

55 公務類 專業職能 衛生醫療 珍愛生命，遠離毒品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815

56 公務類 專業職能 衛生醫療 愛滋病及梅毒篩檢教戰守則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816

57 公務類 專業職能 衛生醫療 如何讓毒癮者找回專注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817

58 公務類 專業職能 衛生醫療 成癮症狀典型表現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818

59 公務類 法制知能 公務行政 行政中立與倫理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819

60 公務類 專業職能 衛生醫療 食品安全衛生法規-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1824

61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毒品危害防制課程之一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041

62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法制

職缺薪資面議-勞動契約審慎看-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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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法制

公司無預警倒閉，勞工如何自救？-臺北市政府

勞動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046

64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法制 你今天被責任制了嗎？-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047

65 公務類 專業職能 衛生醫療 藥事法相關法規宣導-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077

66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淺談毒品法制你我他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173

67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成癮是一種慢性疾病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174

68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戒毒成功人士分享-開啟新人生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217

69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認識傳染疾病及因應方式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219

70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當代台灣成癮問題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222

71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關於毒品-你應該要知道的現況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223

72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關於毒品-通報法令及義務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224

73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職場生存術-跳脫毒癮生活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226

74 人文類 法律理財 法律與生活 房東房客必知-首部租賃專法簡介(上)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304

75 公務類 專業職能 性別教育 [性別主流化]男女大不同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313

76 公務類 專業職能 性別教育 [性別主流化]親密關係交往中的自我保護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314

77 公務類 專業職能 性別教育 [微課程]我，跟我的恐怖情人談分手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317

78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微課程]糖衣陷阱大解密-新型混合式毒品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318

79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毒品危害防制課程之二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350

80 公務類 法制知能 公務行政 廉政三護，阻斷圖利-法務部廉政署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362

81 公務類 法制知能 公務行政 我國廉政政策-法務部廉政署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363

82 公務類 法制知能 公務行政 行政透明-法務部廉政署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364

83 公務類 專業職能 財政 洗錢防制法簡介(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384

84 公務類 專業職能 財政 洗錢防制法簡介(下)-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385

85 管理類 管理機能 危機管理 災害防救法規概要-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400

86 管理類 公共議題 勞動法制

107年1月10日勞動基準法再修法-臺北市政府勞

動局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412

87 公務類 專業職能 性別教育

[性別主流化]性別暴力防治相關法令及措施-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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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公務類 專業職能 性別教育

[性別主流化]就業Lady卡卡der~從性別平等談起-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433

89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環境教育]動物保護法簡介及案例分享（上）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525

90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環境教育]動物保護法簡介及案例分享（下）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527

91 人文類 醫療保健 健康知識 新興傳染病教育訓練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571

92 公務類 專業職能 財政

非營利組織防制洗錢/打擊資恐監理機制-行政院

洗錢防制辦公室提供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709

93 公務類 專業職能 性別教育

[性別主流化]性侵害防治-加害人民刑事責任與被

害人權益保障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so.php?v=2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