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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南市勞工領袖大學開訓囉! 百位在職勞工齊進初階班邁
向成功!

孫宜秋／南市

2019/4/17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辦理為期三個

月的「勞工領袖大學初階班」16日舉行開訓典禮，現場由臺南市副市長許育典、成

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推廣教育中心主任辛致煒、勞工局局長王鑫基、專門委員陳

美顏、職訓就服中心主任梁偉玲及周信輝副教授共同參與開訓典禮，啟動象徵「學

有所成 成功在望」的學士帽，一起鼓勵勞工領袖們踏進「成功大學」的知識殿堂，

不斷精進學習，豐厚自我的實力存摺，邁向成功之路。
 

 臺南市副市長許育典致詞時首先代表黃偉哲市長感謝成功大學提供優質的師資及

場地，與勞工局共同規劃多元化的課程。許育典說人類社會不斷的發展及變遷，從

農業進入到工業化，再發展到資訊時代的數位化，現今人工智慧（AI）正快速發展，

唯有不斷學習才能適應社會的變遷，不被淘汰。
 

 許育典進一步說城市的競爭力在於人才發展，藉由勞工局與成功大學共同精心規

劃課程，能讓勞工朋友不斷學習，將所學帶回所屬工會、企業一起成長。勞工領袖

大學自100年起開辦至今已邁入第9年，至今共培訓2,418名學員，每年初階班都吸引

百名學員報名參加，今年更有企業採取團體報名方式，一口氣鼓勵8位中階主管來參

訓，顯現勞工領袖大學已成為勞工朋友在職進修的首選，創下人才培育的好口碑，

期許透過勞工領袖大學的知能養成，共同來提升大臺南勞動素質，讓臺南成為更具

國際競爭力的優質城市。
 

 勞工局局長王鑫基表示勞工領袖大學透過初階、進階、高階、菁英班的階梯式學

習系統，讓在職勞工朋友透過不斷學習來自我提升，增進個人的工作職能，勞工領

袖大學藉由參訓學員回饋意見進行課程規劃，除了有勞工法規及相關領導、管理類

的課程外，也安排建立健康的自我態度、古都文化等課程，不僅回應現代人對於健

康管理的重視，也強調勞工領袖需有健康的身心做為基礎，才能帶領所屬的工會、

企業健康發展。
 

 本次初階班自4月16日開課，總計80小時，學員全期修畢缺勤次數未超過總時數五

分之一以上並繳交心得報告方能取得結訓資格，預計7月份辦理進階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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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南市勞工領袖大學開訓囉! 百位在職勞工齊
進初階班，邁向成功!

大成報／杜忠聰 2019.04.16 21:20

【大成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辦理為期三個

月的｢勞工領袖大學初階班」16日舉行開訓典禮，現場由臺南市副市長許育典、成功大

學教務長王育民、推廣教育中心主任辛致煒、勞工局局長王鑫基、專門委員陳美顏、職

訓就服中心主任梁偉玲、社團法人勞工領袖協進會理事長陳美靜及周信輝副教授共同參

與開訓典禮，啟動象徵「學有所成 成功在望」的學士帽，一起鼓勵勞工領袖們踏進

「成功大學」的知識殿堂，不斷精進學習，豐厚自我的實力及人脈存摺，邁向成功之

路。  

臺南市副市長許育典表示曾任成大社會科學院院長，此次回到成功大學參加勞工領袖大

學猶如回到娘家一般，感到格外親切。許副市長除感謝成功大學提供優質師資與場地

外，更以自己的生命故事勉勵學員，用喜樂的心去面對事情、樂於幫助他人，就會發現

人生有許多值得珍惜的事，同時鼓勵參訓學員到勞工領袖大學能多結交好友、培養同理

心，這將是大家最重要的生命資產；期許大家藉由勞工領袖大學能不斷學習，並將所學

擴散出去，除了成就自我生命價值，也能在各自的專業領域發揮影響力，讓台南市更加

發光發熱。  

王育民教務長說透過與勞工局合作辦理勞工領袖大學是成功大學展現社會責任的具體表

現，並勉勵學員要活到老、學到老，透過參與勞工領袖大學不斷學習新知、拓廣人脈，

而每一次的學習就是不斷產生新的連結，未來大家結訓後將會發現自己擁有不一樣的新

視野。  

勞工局局長王鑫基表示勞工領袖大學自100年起開辦至今已邁入第9年，透過初階、進

階、高階、菁英班的階梯式學習系統，讓在職勞工朋友不斷學習來自我提升，增進個人

的工作職能，至今共培訓2,418名學員；勞工領袖大學也藉由參訓學員回饋意見進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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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規劃，除了有勞工法規及相關領導、管理類的課程外，也安排建立健康的自我態度、

古都文化等課程，不僅回應現代人對於健康管理的重視，也強調勞工領袖需有健康的身

心做為基礎，才能帶領所屬的工會、企業健康發展。王鑫基說每年初階班都吸引百名學

員報名參加，今年更有企業採取團體報名方式，一口氣鼓勵8位中階主管來參訓，顯現

勞工領袖大學已成為勞工朋友在職進修的首選，創下人才培育的好口碑，期許透過勞工

領袖大學的知能養成，共同來提升大臺南勞動素質，讓臺南成為更具國際競爭力的優質

城市。  

本次初階班自4月16日開課，總計80小時，學員全期修畢缺勤次數未超過總時數五分之

一以上並繳交心得報告方能取得結訓資格，預計7月份辦理進階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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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南市勞工領袖大學開訓囉! 百位在職勞工齊進初階班，
邁向成功!

【勁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辦理為期三個月

的｢勞工領袖大學初階班」16日舉行開訓典禮，現場由臺南市副市長許育典、成功大學

教務長王育民、推廣教育中心主任辛致煒、勞工局局長王鑫基、專門委員陳美顏、職

訓就服中心主任梁偉玲、社團法人勞工領袖協進會理事長陳美靜及周信輝副教授共同

參與開訓典禮，啟動象徵「學有所成 成功在望」的學士帽，一起鼓勵勞工領袖們踏進

「成功大學」的知識殿堂，不斷精進學習，豐厚自我的實力及人脈存摺，邁向成功之

路。
 

臺南市副市長許育典表示曾任成大社會科學院院長，此次回到成功大學參加勞工領袖

大學猶如回到娘家一般，感到格外親切。許副市長除感謝成功大學提供優質師資與場

地外，更以自己的生命故事勉勵學員，用喜樂的心去面對事情、樂於幫助他人，就會

發現人生有許多值得珍惜的事，同時鼓勵參訓學員到勞工領袖大學能多結交好友、培

養同理心，這將是大家最重要的生命資產；期許大家藉由勞工領袖大學能不斷學習，

並將所學擴散出去，除了成就自我生命價值，也能在各自的專業領域發揮影響力，讓

台南市更加發光發熱。
 

王育民教務長說透過與勞工局合作辦理勞工領袖大學是成功大學展現社會責任的具體

表現，並勉勵學員要活到老、學到老，透過參與勞工領袖大學不斷學習新知、拓廣人

脈，而每一次的學習就是不斷產生新的連結，未來大家結訓後將會發現自己擁有不一

勁報 2019/04/16 21:20(12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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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新視野。
 

勞工局局長王鑫基表示勞工領袖大學自100年起開辦至今已邁入第9年，透過初階、進

階、高階、菁英班的階梯式學習系統，讓在職勞工朋友不斷學習來自我提升，增進個

人的工作職能，至今共培訓2,418名學員；勞工領袖大學也藉由參訓學員回饋意見進行

課程規劃，除了有勞工法規及相關領導、管理類的課程外，也安排建立健康的自我態

度、古都文化等課程，不僅回應現代人對於健康管理的重視，也強調勞工領袖需有健

康的身心做為基礎，才能帶領所屬的工會、企業健康發展。王鑫基說每年初階班都吸

引百名學員報名參加，今年更有企業採取團體報名方式，一口氣鼓勵8位中階主管來參

訓，顯現勞工領袖大學已成為勞工朋友在職進修的首選，創下人才培育的好口碑，期

許透過勞工領袖大學的知能養成，共同來提升大臺南勞動素質，讓臺南成為更具國際

競爭力的優質城市。
 

本次初階班自4月16日開課，總計80小時，學員全期修畢缺勤次數未超過總時數五分

之一以上並繳交心得報告方能取得結訓資格，預計7月份辦理進階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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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報 (2019-04-16 21:20)

2019南市勞工領袖大學開訓囉! 百位在職勞工齊進初階班，

邁向成功!

【大成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辦理為期三個

月的｢勞工領袖大學初階班」16日舉行開訓典禮，現場由臺南市副市長許育典、成功

大學教務長王育民、推廣教育中心主任辛致煒、勞工局局長王鑫基、專門委員陳美

顏、職訓就服中心主任梁偉玲、社團法人勞工領袖協進會理事長陳美靜及周信輝副教

授共同參與開訓典禮，啟動象徵「學有所成  成功在望」的學士帽，一起鼓勵勞工領袖

們踏進「成功大學」的知識殿堂，不斷精進學習，豐厚自我的實力及人脈存摺，邁向

成功之路。  
 

臺南市副市長許育典表示曾任成大社會科學院院長，此次回到成功大學參加勞工領袖

大學猶如回到娘家一般，感到格外親切。許副市長除感謝成功大學提供優質師資與場

地外，更以自己的生命故事勉勵學員，用喜樂的心去面對事情、樂於幫助他人，就會

發現人生有許多值得珍惜的事，同時鼓勵參訓學員到勞工領袖大學能多結交好友、培

養同理心，這將是大家最重要的生命資產；期許大家藉由勞工領袖大學能不斷學習，

https://news.sina.com.tw/cobrand/great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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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所學擴散出去，除了成就自我生命價值，也能在各自的專業領域發揮影響力，讓

台南市更加發光發熱。  
 

王育民教務長說透過與勞工局合作辦理勞工領袖大學是成功大學展現社會責任的具體

表現，並勉勵學員要活到老、學到老，透過參與勞工領袖大學不斷學習新知、拓廣人

脈，而每一次的學習就是不斷產生新的連結，未來大家結訓後將會發現自己擁有不一

樣的新視野。  
 

勞工局局長王鑫基表示勞工領袖大學自100年起開辦至今已邁入第9年，透過初階、進

階、高階、菁英班的階梯式學習系統，讓在職勞工朋友不斷學習來自我提升，增進個

人的工作職能，至今共培訓2,418名學員；勞工領袖大學也藉由參訓學員回饋意見進

行課程規劃，除了有勞工法規及相關領導、管理類的課程外，也安排建立健康的自我

態度、古都文化等課程，不僅回應現代人對於健康管理的重視，也強調勞工領袖需有

健康的身心做為基礎，才能帶領所屬的工會、企業健康發展。王鑫基說每年初階班都

吸引百名學員報名參加，今年更有企業採取團體報名方式，一口氣鼓勵8位中階主管

來參訓，顯現勞工領袖大學已成為勞工朋友在職進修的首選，創下人才培育的好口

碑，期許透過勞工領袖大學的知能養成，共同來提升大臺南勞動素質，讓臺南成為更

具國際競爭力的優質城市。  
 

本次初階班自4月16日開課，總計80小時，學員全期修畢缺勤次數未超過總時數五分

之一以上並繳交心得報告方能取得結訓資格，預計7月份辦理進階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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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6 | 勁報

2019南市勞工領袖大學開訓囉! 百位在職勞工齊進初階班，邁向成功!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辦理為期三個月的｢勞工領袖大學初階班」16

日舉行開訓典禮，現場由臺南市副市長許育典、成功大學教務長王育民、推廣教育中

心主任辛致煒、勞工局局長王鑫基、專門委員陳美顏、職訓就服中心主任梁偉玲、社

團法人勞工領袖協進會理事長陳美靜及周信輝副教授共同參與開訓典禮，啟動象徵

「學有所成 成功在望」的學士帽，一起鼓勵勞工領袖們踏進「成功大學」的知識殿

堂，不斷精進學習，豐厚自我的實力及人脈存摺，邁向成功之路。 

臺南市副市長許育典表示曾任成大社會科學院院長，此次回到成功大學參加勞工領袖

大學猶如回到娘家一般，感到格外親切。許副市長除感謝成功大學提供優質師資與場

地外，更以自己的生命故事勉勵學員，用喜樂的心去面對事情、樂於幫助他人，就會

發現人生有許多值得珍惜的事，同時鼓勵參訓學員到勞工領袖大學能多結交好友、培

養同理心，這將是大家最重要的生命資產；期許大家藉由勞工領袖大學能不斷學習，

並將所學擴散出去，除了成就自我生命價值，也能在各自的專業領域發揮影響力，讓

台南市更加發光發熱。 

王育民教務長說透過與勞工局合作辦理勞工領袖大學是成功大學展現社會責任的具體

表現，並勉勵學員要活到老、學到老，透過參與勞工領袖大學不斷學習新知、拓廣人

脈，而每一次的學習就是不斷產生新的連結，未來大家結訓後將會發現自己擁有不一

樣的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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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局長王鑫基表示勞工領袖大學自100年起開辦至今已邁入第9年，透過初階、進

階、高階、菁英班的階梯式學習系統，讓在職勞工朋友不斷學習來自我提升，增進個

人的工作職能，至今共培訓2,418名學員；勞工領袖大學也藉由參訓學員回饋意見進行

課程規劃，除了有勞工法規及相關領導、管理類的課程外，也安排建立健康的自我態

度、古都文化等課程，不僅回應現代人對於健康管理的重視，也強調勞工領袖需有健

康的身心做為基礎，才能帶領所屬的工會、企業健康發展。王鑫基說每年初階班都吸

引百名學員報名參加，今年更有企業採取團體報名方式，一口氣鼓勵8位中階主管來參

訓，顯現勞工領袖大學已成為勞工朋友在職進修的首選，創下人才培育的好口碑，期

許透過勞工領袖大學的知能養成，共同來提升大臺南勞動素質，讓臺南成為更具國際

競爭力的優質城市。 

本次初階班自4月16日開課，總計80小時，學員全期修畢缺勤次數未超過總時數五分

之一以上並繳交心得報告方能取得結訓資格，預計7月份辦理進階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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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領袖大學初階班開訓
　 記 者 吳 孟 珉 ／ 台 南 報 導
2 0 1 9 - 0 4 - 1 6

　市政府勞工局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辦理的「勞工領袖大學初階

班」十六日舉行開訓典禮，由副市長許育典等啟動象徵「學有所

成 成功在望」的學士帽，鼓勵勞工領袖們踏進「成功大學」的知

識殿堂。勞工領袖大學九年來已培訓兩千多名學員。 

　勞工領袖大學自一百年起開辦至今已邁入第九年，至今共培訓

兩千四百十八名學員，每年初階班都吸引百名學員報名參加，今

年更有企業採取團體報名方式，一口氣鼓勵八位中階主管來參

訓。

　勞工局局長王鑫基表示，勞工領袖大學透過初階、進階、高

階、菁英班的階梯式學習系統，讓在職勞工朋友透過不斷學習來

自我提升，增進個人的工作職能，勞工領袖大學藉由參訓學員回

饋意見進行課程規劃，除了有勞工法規及相關領導、管理類的課

程外，也安排建立健康的自我態度、古都文化等課程，不僅回應

現代人對於健康管理的重視，也強調勞工領袖需有健康的身心做

為基礎，才能帶領所屬的工會、企業健康發展。

　勞工局表示，本次初階班自四月十六日開課，為期三個月，總

計八十小時，學員全期修畢缺勤次數未超過總時數五分之一以上

並繳交心得報告方能取得結訓資格，預計七月份辦理進階班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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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大APCS免費短期課程 支持弱勢學生程式教育
孫宜秋／南市

2019/4/17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人工智

慧時代來臨，教育部針對高中生推廣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協助大

學找到對程式有興趣、有潛力學生，

坊間相關課程雨後春筍般出現，偏

鄉、弱勢學子競爭力恐受大影響。成

大４月針對全國高中生開辦免費APCS

短期課程，優先錄取偏鄉、弱勢學生，課程深入淺出，晚間開放電腦教室讓學員練

習，資訊系研究生擔任助教全天候陪同學習。學員認真程度超乎預期，常捨不得午

休。來自台東的吳姓高二生說，過去都自修程式設計，不那麼融會貫通，上課後不

清楚處都搞懂了，開啟對程式更多的想象，很有收穫。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dvanced Ppacement Computer Science）,是一

種學生自我檢測的考試。教育部與台師大資訊工程系合作，推動APCS，供大學選才

參考依據。107學年度首度試辦，22所大學資訊工程相關學系申請入學第一階段採計

APCS，名額46個。108年增為31個個校系，76個名額。
 

 資訊科學不是學測考試項目，資訊領域表現較佳的學生沒有入學優勢，APCS因應

而生，目前高中資訊教育未完全普及，檢測可望督促各高中重視程試設計課程。成

大4月6、7日及13、14日開辦為期4天APCS課程，吸引全台100多名高中一、二年級

生報名，最後錄取40名學員，其中15名為偏遠地區與弱勢學生。
 

 成大研發長謝孫源強調，開辦APCS短期課程的重點在為台灣找尋人才，考量城鄉

間存在教育資源落差，偏鄉、弱勢生優先錄取。成大校長蘇慧貞認同開課理念，大

力支持，上課不收費外也免費提供食、宿，希望學員們都能安心、專心學習。
 

 4天的APCS課程，上午9時上課至下午5時，晚間6時至8時開放電腦教室供自習。

來自北、中、南、東40名學員都是對程式設計有興趣，想更了解APCS檢測。邀請饒

建奇副教授授課外，又安排10名成大資訊系研究生擔任助教。課程主要在講解APCS

觀念及程式設計實作，學員在實作上有任何疑義，助教都依據學員狀況協助學習，

課程雖僅4天但紮實，學員都有好評。謝孫源透露，明年考慮擴大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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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APCS免費短期課程 教育弱勢生
  曹婷婷   2019/04/16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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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人工智慧時代，教育部針對高中生推廣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協助大學

找到對程式有興趣、有潛力學生，坊間相關課程雨後春筍般出現，偏鄉弱勢學子競爭

力恐大受影響。成大４月針對全國高中生開辦免費APCS短期課程，優先錄取偏鄉、

弱勢學生，來自台東的吳姓高二生說，過去自修程式設計，無法融會貫通，上課後搞

懂了，也開啟對程式更多想象，很有收穫。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是一種學生自我檢測考試。教育部與台師大資訊工程系

合作，推動APCS，供大學選才參考依據。107學年度首度試辦，22所大學資訊工程

相關學系申請入學第一階段採計APCS，名額46個，108年增為31個個校系76個名

額。

成大4月6、7日及13、14日開辦為期4天APCS課程，吸引全台100多名高中一、二年

級生報名，最後錄取40名學員，其中15名為偏遠地區與弱勢學生。

研發長謝孫源強調，開辦APCS短期課程的重點在為台灣找尋人才，考量城鄉間存在

教育資源落差，偏鄉、弱勢生優先錄取。成大校長蘇慧貞認同開課理念，大力支持，

上課不收費外也免費提供食、宿，希望學員們都能安心、專心學習。

4天APCS課程，上午9時上課至下午5時，晚間6時至8時開放電腦教室供自習。來自

北、中、南、東40名學員都是對程式設計有興趣，想更了解APCS檢測。邀請饒建奇

副教授授課外，又安排10名成大資訊系研究生擔任助教。課程主要在講解APCS觀念

及程式設計實作，學員在實作上有任何疑義，助教都依據學員狀況協助學習，課程雖

僅4天但紮實，明年考慮擴大舉辦。

授課教授饒建奇表示，4天APCS短期課程是美好的教學經驗，學員學習態度積極，有

時跟不上進度在所難免，但看得出來對資訊科學懷有興趣與熱忱，他說，教育部

APCS宗旨，就是希望開發高中生資訊科學的能力，日後就讀大學資訊相關學系，達

到事半功倍之效，同時也有助於將資訊科學向下扎根到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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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運台南市代表隊共有七七七位選手參賽，
首度有運動傷害防護團隊隨隊。��（記者劉婉君
攝）

2019-04-17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將於廿日在高雄市登場，南市共有七七七位選

手參賽，今年首度安排運動傷害防護團隊隨隊，針對田徑、舉重、跆拳道及軟式網球等四項重

點運動，提供選手最即時的防護與協助，希望幫助選手能夠保持健康、不受傷。

首度安排運動傷害防護員隨隊

台南市全中運代表隊選手中，新化國中魏浩倫在市中

運田徑項目拿下一百公尺及兩百公尺雙金，更在港都

盃全國田徑錦標賽中四破國中男子組大會紀錄（包括

一百公尺預賽、一百公尺決賽、兩百公尺預賽、兩百

公尺決賽），是各界看好的此次全中運南市奪金選手

之一。

協助田徑、軟網、舉重及跆拳道選手

為了照顧南市的運動選手，市府今年自編兩百萬元預算，攜手國立成功大學試辦「優秀運動選

手健康管理服務」，優先服務對象即是國高中參加全中運田徑、軟網、舉重及跆拳道項目的選

手，除了平時對選手進行運動能力檢測，運動傷害預防與照護、健康醫療管理，針對每位選手

不同的檢測及追蹤結果，提供教練與選手做為訓練修正依據，建立運動傷害防護觀念，全中運

六天賽事期間，四名運動傷害防護員也將在現場提供選手及時的防護協助、簡單治療、按摩

等，給選手最強的後援。

南市在去年全中運共獲得廿七金、廿九銀、卅一銅，其中軟式網球勇奪九面金牌。市長黃偉哲

昨天授旗給今年的代表隊時，鼓勵選手們秉持運動家精神及發揮長期培訓實力締造佳績，希望

在專業團隊的照顧下，大家都能保持身體健康，同時打趣說，「請各位選手不要怕領獎金，領

再多市政府也不會倒。」

〈南部〉防護團當後援 台南全中運代表隊授旗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82071/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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