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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6 年度第 2 梯次數位學習認證規定及指標說明會 

 

一、 目的 

為提升大專校院數位學習品質，滿足國人多元學習管道，教育部自

民國 95 年起實施大專校院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之

申請審核作業。本說明會旨在說明現行認證相關規定，協助各大專校院

順利通過認證。 

二、 說明 

（一） 106年度第 2梯次大專校院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數位學習課程

之認證作業，將於 106年 7月 1日至 7月 31日受理申請。 

（二） 本次說明會將針對申請須知及申請文件撰寫說明，並邀請通過認證

教師進行經驗分享，協助申請學校及教師瞭解申請相關規定與認證

評定規準，歡迎有意願申請認證教師及學校數位學習相關業務人員

報名參加。 
 

三、 活動內容 

（一）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承辦單位：數位學習認證專案計畫辦公室 

協辦單位：國立空中大學 

（二） 報名對象 

1. 大專校院有意願申請數位學習認證之教職人員。 

2. 大專校院數位學習相關業務人員。 

（三） 報名方式 

1. 於南區、北區各舉辦 1場，額滿為止。 

2. 即日起開放網路報名，報名截止時間：南區至 106 年 6月 22 日

(四)上午 10時、北區至 106 年 6月 26 日(一)上午 10 時。 

3. 報名網址：https://ace.moe.edu.tw/ 

4. 可現場報名，人數以場地最大容量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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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加人員每場次可登記終身學習時數 3小時。 

6. 相關問題請洽國立空中大學： 

鄧舒帆 小姐，電話(02) 2282-9355 轉 6504， 

e-mail：u9693021@mail.nou.edu.tw   

楊禮安 先生，電話(02) 2282-9355 轉 6503， 

e-mail：xeno@mail.nou.edu.tw 

7. 活動相關簡報及影片，會前與會後將上傳至教育部遠距教學交

流暨認證網(https://ace.moe.edu.tw/)，提供外界上網瀏覽。 

（四） 舉辦場次與議程 

1. 南區說明會（名額：85人） 

（1） 時間：106年 6月 23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至上午 12 時 30 分。 

（2） 地點：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美麗島會廊二聖廳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115號 B1捷運美麗島站內) 

（3） 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09:30~10:00 報到時間 -- 

10:00~10:10 主席致詞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0:10~11:00 數位學習認證簡介 

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專案 

計畫主持人 

林高永 教授 

11:00~11:10 休息時間 -- 

11:10~12:00 數位學習案例分享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王昱鈞 教授 

12:00~12:10 綜合討論與回饋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2:10 賦歸 -- 

（4） 交通資訊（詳附件 1） 

http://www.wowkh.com.tw/files/11-1005-130.php 

mailto:u9693021@mail.nou.edu.tw
mailto:maple7804@mail.nou.edu.tw
https://mail.moe.gov.tw/cgi-bin/downfile/B/Downloads/(https:/ace.moe.edu.tw/
http://www.wowkh.com.tw/files/11-1005-13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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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區說明會（名額：95人） 

（1） 時間：106年 6月 27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至上午 12時 30分 

（2）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米開朗基羅廳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段 85號 B1) 

（3） 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09:30~10:00 報到時間 -- 

10:00~10:10 主席致詞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0:10~11:00 數位學習認證簡介 

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專案

計畫主持人 

林高永 教授 

11:00~11:10 休息時間 -- 

11:10~12:00 數位學習案例分享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 

蔡桂宏 教授 

12:00~12:10 綜合討論與回饋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2:10 賦歸 -- 

（4） 交通資訊（詳附件 2）       

http://www.meeting.com.tw/index.php/contact-us/798-contact-ntu 

（5） 注意事項：禁帶外食(白開水除外)。 

 

http://www.meeting.com.tw/index.php/contact-us/798-contact-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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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6 年度第 2 梯次數位學習認證送審申請研習會 
 

一、 目的 

為提升大專校院數位學習品質，滿足國人多元學習管道，教育部自

民國 95 年起實施大專校院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之

申請審核作業。本說明會旨在說明現行認證相關規定，協助各大專校院

順利通過認證。 

二、 說明 

（一） 106年度第 2梯次大專校院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數位學習課程

之認證作業，將於 106年 7月 1日至 7月 31日受理申請。 

（二） 為加強有意願申請學校送審資料及附件之正確性，本研習會提供資

格審查相關佐證資料應注意事項和常見問題說明，以協助各校助理

準備和製作送審文件，歡迎有意願申請認證教師及送審學校相關作

業處理之助理、行政人員報名參加。 

 

三、 活動內容 

（一）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承辦單位：數位學習認證專案計畫辦公室 

協辦單位：國立空中大學 

（二） 報名對象 

1. 大專校院有意願申請數位學習認證之教職人員。 

2. 送審學校相關作業處理之助理、行政人員 

（三） 報名方式 

1. 於南區、北區各舉辦 1場，額滿為止。 

2. 即日起開放網路報名，報名截止時間：南區至 106 年 6月 22

日(四)上午 10 時、北區至 106年 6 月 26日(一)上午 10 時。 

3. 報名網址：https://ace.moe.edu.tw/ 

4. 可現場報名，人數以場地最大容量為限。 

5. 參加人員每場次可登記終身學習時數 3小時。 



 

5 
 

6. 相關問題請洽國立空中大學： 

鄧舒帆 小姐，電話(02) 2282-9355 轉 6504， 

e-mail： u9693021@mail.nou.edu.tw   

楊禮安 先生，電話(02) 2282-9355 轉 6503， 

e-mail：xeno@mail.nou.edu.tw 

7. 活動相關簡報及影片，會前與會後將上傳至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

暨認證網(https://ace.moe.edu.tw/)，提供外界上網瀏覽。 

（四） 舉辦場次與議程 

1. 南區研習會（名額：85人） 

（1） 時間：106年 6月 23日(星期五)，下午 1時 30分至下午 4時 30分。 

（2） 地點：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美麗島會廊 二聖廳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115號 B1捷運美麗島站內) 

（3） 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13：30~14：00 報到時間 -- 

14：00~14：50 數位學習案例分享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應用英語科 

梁淑娟 教授 

14：50~15：40 

資格審查程序及 

資格審查相關注意事項 

(如：送審規定、退件規定等) 

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專案

計畫主持人 

林高永 教授 

15：40~16：30 綜合討論與回饋 
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專

案計畫辦公室 

16：30 賦歸 -- 

（4） 交通資訊（詳附件 1） 

http://www.wowkh.com.tw/files/11-1005-130.php 

 

mailto:eai748star@mail.nou.edu.tw
mailto:maple7804@mail.nou.edu.tw
https://mail.moe.gov.tw/cgi-bin/downfile/B/Downloads/(https:/ace.moe.edu.tw/
http://www.wowkh.com.tw/files/11-1005-13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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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區研習會（名額：95人） 

（1） 時間：106年 6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分至下午 4時 30分 

（2）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米開朗基羅廳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段 85號 B1) 

（3） 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13：30~14：00 報到時間 -- 

14：00~14：50 數位學習案例分享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彭田 教授 

14：50~15：40 

資格審查程序及 

資格審查相關注意事項 

(如：送審規定、退件規定等) 

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專案

計畫主持人 

林高永 教授 

15：40~16：30 綜合座談 
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專案

計畫辦公室 

16：30 賦歸 -- 

（4） 交通資訊 (詳附件 2) 

http://www.meeting.com.tw/index.php/contact-us/798-contact-nt

u 

（5） 注意事項：禁帶外食(白開水除外)。 

http://www.meeting.com.tw/index.php/contact-us/798-contact-ntu
http://www.meeting.com.tw/index.php/contact-us/798-contact-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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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高雄捷運美麗島站－美麗島會廊 交通資訊 

高雄捷運美麗島站－美麗島會廊 交通資訊 

一、會議地點：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美麗島會廊 二聖聽 

二、會議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115號 B1(捷運美麗島站內) 

三、交通資訊： 

(1)  搭乘捷運： 

(橘線、紅線皆可以)至高雄捷運美麗島站/光之穹頂(穹頂大廳) 往出

口 11(走到底)或由中山路與六合路口的 11號出口走樓梯到地下一樓。 

(2)  搭乘火車： 

由高雄火車站直接轉捷運(紅線)至高雄捷運美麗島站/光之穹頂(穹頂

大廳) 往出口 11(走到底)或由高雄火車站搭乘公車至捷運美麗島站

--12、15、52、60、69、72、100、214、248。 

(3)  搭乘高鐵： 

由高鐵(左營)直接轉捷運(紅線)至高雄捷運美麗島站/光之穹頂(穹頂

大廳) 往出口 11(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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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置圖： 

 

圖 1：美麗島會廊交通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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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交通資訊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交通資訊 

一、 會議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米開朗基羅廳  

二、 會議地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段 85號 B1 

三、 交通資訊： 

(一) 搭乘捷運： 

【捷運公館站】－由二號出口出站，左轉沿羅斯福路四段直行(步行 2分

鐘)，即抵達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二) 搭乘公車： 

【捷運公館站一 (羅斯福路)】254。 

【捷運公館站 (公車專用道-往西區方向)】0南、1、109、208、208(高架線)、

208(區間車)、208(基河二期國宅線)、236、251、252、253、278、 284、284(直

行)、290、52、642、643、644、648、660、671、672、673、676、74、907、 

景美女中-榮總快速公車、棕 12、綠 11、綠 13、藍 28。 

【捷運公館站 (公車專用道-往新店方向)】207、278、280、280(直達車)、

284、311、505、530、606、 606區間車、668、 675、676、松江幹線、松

江-新生幹線、敦化幹線、藍 28。 

【公館 (羅斯福路基隆路口)】671。 

【公館 (基隆路)】1 207 254 275 275(副) 650 672 673 907 南港軟體園區

通勤專車(雙和線)。 

【仁愛路二段】214.248.606。 

【信義杭州路口(往 101)】：0東.20.22.204.670.671信義幹線.信義新幹

線.1503。 

(三) 搭乘火車： 

由臺北火車站直接搭乘臺北捷運「淡水信義線」(紅線) 至【捷運中正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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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堂站】，轉搭「松山新店線」(綠線)至【捷運公館站】。 

(四) 搭乘高鐵： 

由高鐵臺北站直接搭乘臺北捷運「淡水信義線」(紅線) 至【捷運中正紀

念堂站】，轉搭「松山新店線」(綠線)至【捷運公館站】。 

(五) 自行開車： 

    公館水源市場對面羅斯福路上，近羅斯福路與基隆路交叉口  

    國道一號：由松江路交流道下，轉建國高架道路南行至和平東路出口， 

續行辛亥路至基隆路右轉，直行 至羅斯福路再右轉，隨即於

右側「臺灣大學公館二活停車場」停車即可。 

           國道三號：由臺北聯絡道下辛亥路端，接基隆路右轉羅斯福路，隨即於 

右側「臺灣大學公館二活停車場」 停車即可。 

四、 位置圖 

 

圖 3：集思台大會議中心交通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