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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介紹．
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以
下簡稱人發中心）為高雄市政府專設教
育訓練機關，由市府編列公務預算，以
核心職能為基礎，規劃辦理各類專業
性、進階式訓練課程，並配合數位課程
研發製作，擴大辦理巡迴演講（學習列
車），發展混成學習機制，建立完整的公
務人力發展體系，藉由對市府所屬公教
人員廣泛且專業的教育訓練，擴散環境
教育成效，內化成果於各機關單位發揮
影響力，進而維護環境資源、推動環境
保護，以提升環境品質，達成永續發展
之目的。

人發中心位於高雄市左營區，周
邊環繞半屏山、蓮池潭、龜山、左營
洲仔溼地及原生植物生態園區，結合
生態、旅遊及運輸等要素，形成一個
環境優雅、交通便捷的優質教育訓練
場域。「人發中心」成立於68年，前
身為「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
心」，於77年，改制成為高雄市政府
一級機關；接著於79年在崇德路現
址，動工興建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訓
練中心。該訓練場域於82年落成啟
用，成為南臺灣最壯觀亮麗的訓練機
構。86年「公務人員訓練中心」與教
育局所屬「教師研習中心」整合改制
成立「高雄市政府公教人力資源發展
中心」，辦理公教人員訓練研習之專
業機構；92年改制為「高雄市政府公
教人力發展局」。
94年10月4日依據「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委託「致遠管理學
院」（現改制為台灣首府大學）經營
管理，經投資將場域擴建後，於97年
5月正式營運，成為一個兼具行政、
會議、教育訓練、住宿、餐飲及運動
休閒的優質文教會館，促進周邊社區
發展，創造地方就業機會，為一擴大
服務對象，達到公私部門協力合作及
資源共享的成功案例。98年改制成立
「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隸
屬於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參訪活動—愛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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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組
人發中心以彈性、活潑、創
新、體驗及高品質的教育方式，積
極成為高雄市政府完善、優質且專
業的培訓機構，除了協助公務同仁
多元知能提升外，並藉此注入活
力，塑造公教同仁的獨立性和自信
心，強化高雄市府公務人力資源能
量與質量，藉此形塑「廉正、忠
誠、專業、關懷、效能」的公務人
力，以達「創新、卓越、永續」三
大願景目標。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擬定目標及策略，推動環境教育
為達成三大願景目標，以提升
環境教育效能，人發中心建構出專
業訓練、法治訓練、人文研習、趨
勢研習及政策訓練等五大環境教育

訓練體系，除開設實體課程外，另規劃有經典
講座、混成學習、數位學習及學習列車（巡迴
演講）等五大訓練途徑，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
會，內容涵蓋環境教育知能、公民素養等10個
環境教育面向。
有關高雄市政府環境教育方針，人發中心
身為「高雄市永續發展委員會」永續教育組的
成員之一，負責推動永續發展相關之教育及宣
導，並配合執行「高雄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編製山海河港課程及培育專業師資。依照「生
物多樣性資料建置及推廣計畫」，優先處理生物
多樣性主題的教育課程，培養公務人員對於生
態友善認知，避免錯誤政策制定，造成投資浪
費或無可挽回局勢。

機構化學習（實體課程、經典講座、混成
學習）
機構化學習以人發中心場域研習為主，因
具有專業設備與教學環境為其特點，包括結合
多元訓練技法的「實體課程」，以演講方式進行
的「經典講座」及實體課程搭配數位課程之
「混成學習」。人發中心結合多元訓練技法，研
習內容不限於講師面授，且涵蓋體驗實作DIY活
動，如辦公環境綠美化課程、辦公室收納整理
課程、廢油肥皂和安全蟑螂藥自製課程等，並
期望藉由參訪活動，透過教室課程教學及戶外
實地參訪的相互印證下，使學員更易於吸收和
理解課堂知識，近2年（100.5∼102.4）機構化
學習計開設39班、294小時、2,291人次，其中
舉辦14場參訪活動、2場經典講座及4班實體課
程進行混成學習，且103年度環境教育課程已全
面導入混成學習，並搭配辦理行銷活動。
另外，為強化學校管理者對於校園永續經
營的重視，人發中心開辦「國中小校長儲訓
班」、「國中小主任儲訓班」等班期，特安排研
習環境教育課目，如校園永續經營與規劃、災
後學校重建經驗分享、自然生態特色學校參訪

32

在地化學習（學習列車）

辦公室環境綠美化課程

及環境教育園區參訪等，共計22門課、63小時
及4門參訪行程。
人發中心聘請課程講師，廣納各界專業人
士，近2年共計聘請63位講師，且透過專屬之
「課程管理數位資訊平台」，系統e化作業，以維
持教育訓練品質，並達節能減碳之效。於課程
結束後均會進行學習滿意度問卷，針對問題提
出改善建議，且承辦同仁尚需撰寫班期辦理心
得與經驗傳承，供後續班期修正及改善。

自主化學習（數位學習）
為突破時空限制與提供新的學習管道，人
發中心與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合作設置數位學
習網路平台「港都e學苑」，並配合政府推動環
境教育，特增闢「環境教育學習專區」，除自製
23門環境教育數位學習課程外，並與各學習機
構交換數位課程，讓學習效益更加多元化，提
供機關及學校公教同仁、市民上網自由選修，
方便進修及自我提升，該平台並提供公務人員
及環境教育教師終身學習時數認證功能，不僅
提供快速、便捷之學習管道，並有效降低政府
訓練之時間及成本，共推出符合環境教育線上
課程計96門、認證時數達144小時，自99年平
台上線以來，截至102年底已有120,408結訓人
次，共計193,487小時。
為提升同仁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動機及意
願，鼓勵利用公餘時間充實學能，人發中心
「港都e學苑」與地研中心「e學中心」透過合作
行銷，規劃敘獎、補休等獎勵措施，近2
年共舉辦2次數位閱讀活動；此外，自平
台上線以來，自行行銷活動計有8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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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化學習為在各機關學校舉
辦，省去學員交通費用及時間，不
僅節能減碳、就近學習還可降低公
務影響，提高行政效能，並透過規
劃「幸福高雄，創新卓越」學習列
車，由人發中心提供各機關學校講
座鐘點費、課程參考主題及推薦講
座；由各機關學校提出申請環境教
育主題之場次，近2年計5場次。在
人發中心致力推廣下，103年度計
有 14個 單 位 申 請 環 境 教 育 學 習 列
車，已超越往年成果。

策略聯盟
為落實資源整合及建立公部門
與學術研究機構之合作機制，增進
實務與學術經驗交流，人發中心與
義守大學簽訂策略聯盟，與中山大

策略聯盟研討會

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高雄師範
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簽訂培
訓聯盟，進行實質合作。有關環境
議題之成果，主要為合辦環境議題
研討會（計6場次，730人參與）、
學生市政實習專案研究（撰擬環境
專題研究報告計10篇）及發行期刊
「政策與人力管理」等。

機關（構）組
相關獲獎事蹟
人發中心
曾榮獲「金擘
獎—政府機關
團隊佳等獎」、
「國際培訓總會 訓練品質評核系統評
鑑企業機構銀牌獎
全球人力資源
發展獎」、「訓練品質評核系統評
鑑企業機構銀牌獎」、「最佳數位
教材獎」及「數位教材教學設計
師獎」等，顯示辦理環境教育之
訓練品質受認證肯定。

未來展望
面臨當前國際化、全球化的競爭挑戰，以及
日趨複雜的公共事務環境中，人發中心在市政府
重要施政目標及發展的建構下，積極推動公務人
員訓練業務，以提升公務人員素質，培育優質市
政人才。展望未來，除將不斷擴展訓練業務的深
度與廣度，協助市府公務人員發展其管理與專業
能力，涵養人文素質，發展綠色永續經營，提升
市政服務品質外，並在「創新、卓越、永續」三
大願景的理想與目標下，為建造一個具有前瞻思
維、永續的快樂優質教育訓練園區而努力。

學習類別及工作項目
訓練品質—TTQS
課程規劃—職能
評鑑系統
課程內容—發展
綱領

短期目標（3年內）
TTQS銅牌、銀牌
開發職能評鑑問卷系
統

中期目標（4∼5年）
TTQS金牌
分析環境教育職能構
面，據以規劃課程

長期目標（5年以上）
持續改善並保持金牌
課程執行成效再評估，
職能評鑑成果分析

多樣化

階層化

應用化

課程內容—訓練
認證

設置專職經認證之環
境教育人員

完成環境教育機構認
證、辦理環境教育人
員認證班

增強人員認證課程質
與量

設計生物多樣性、永
續發展課程、研擬人
員訓練時數規定

研擬環境教育推廣課
程計畫

持續並完成各期生物
多樣性、永續發展觀
念及保護課程訓練

機 課程內容—結合
政策（生物多樣
構
性政策、永續發
化 展訓練）
課程執行—訓練
方式
課程執行—教學
設備
課程回饋—課程
成效
數位學習平台

自
主
化 數位課程內容
在
地 學習列車
化

加強討論、混成學習、 導入合適且符合主流 參考國內外期刊文獻，
實作、戶外學習等活動 之各式教學技法
持續導入新教學技法
升級電腦教室設備、
成為標竿楷模訓練場
導入綠建築設施
力爭金擘獎優等
域
持續推廣環境教育、 培育學員於日常中對 潛移默化、自然應用
改善學員滿意度問題 於環境教育的認同
環境教育在生活面
「港都e學苑」數位學 強化數位行動學習
依未來趨勢改良平台
習平台功能提升專案 國內外數位課程認證 （虛擬實境等）
國內外數位課程認證
加強環境教育自製課
（AA級 認 證 以 上 ）、
（AAA級認證）、內容
程比例與質量、內容
內容階層化
應用化
多樣化
評估課程執行成效，
推廣行銷提升班期質 協助各機關學校規劃
據以增強課程廣度及
與量
課程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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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課程講師面授

辦公室整理真有趣，收納環保真EASY

參訪活動—科學工藝博物館

環教學習列車—警察局鼓山分局

向環境賀爾蒙說不：廢油肥皂、安全蟑螂藥DIY

參訪活動—88風災重建區

月主管會報、每月中心
會議、年度課程檢討會
議及重要班期座談會
議，適時適地調整班期
規劃方針。（3）建立
課前、課中及課後訓練
作業流程檢查，做為異
常矯正處理時依據。各
局處需求班期（合辦班
期）另有課程及講座建
議表、課程協商會議等
標準作業流程，希望專
業課程能依訓練目的、
受訓對象等予以規劃，
以確保開班實質效益。

推動心得
本中心辦理環境
教育課程均於前一年
度進行訓練計畫規
劃，範疇除本中心自
規班期外，尚包含各
局處需求班期（合辦
班 期 ）， 經 彙 整 資 料
後，由年度訓練研習
計畫工作小組先進行
初審，再聘請專家學
者共同複審，依會議
結論修正計畫內容，
排定訓練期程，簽陳
上級機關人事處核定
後，據以執行年度環
境教育班期。

為維持教育訓練品質，本中心特訂班期作
業流程及相關品質管理手冊，俾利課程內容規
劃執行，其課程品質控管流程摘錄如下：
（1）各項流程監控於訓練計畫訂立、課程
規劃、課程執行、課程追蹤與成果
陳報，各項流程依照規定辦理進
行。（2）利用定期會議檢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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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機關學
校針對內部職能落差分
析結果，遵循高雄市政府市政發
展，填列訓練需求，透過局處提訓
機制、課程協商會議等標準作業流
程，結合本中心班期辦理及課程改
善經驗，執行專業訓練、政策訓練
及法治訓練等各體系環境教育課
程，滿足各機關學校之迫切需求及
環境教育職能缺口。此外，本中心

人發中心專屬之數位學習網路平台「港都e學苑」

機關（構）組

參訪活動—北柴山生態踏查

參訪活動—台江國家公園

為落實環境教育全方面均衡發展，
針對局處提訓班期所不足之處及較
為生硬等問題，豐富學習流程，自
行規劃有人文研習、趨勢研習等各
體系環境教育課程，著重培育學員
於日常生活中，對於環境教育的認
同與重視。綜上所述，無論是局處
提訓或本中心自規班期，均是期望
透過教育訓練將環境教育精神潛移
默化，擴散環境教育成效，使學員
自然應用在生活面，在公務上發揮
影響力，最終提升市政而帶來環境
改善及永續發展。

環境教育不易有立竿見影之效，就像蓋房
子一樣，地基要先打好，結構才會穩固，需要
長期而持續的累積才會展現成果。高雄市由一
個重工業的城市逐漸轉型，從一個不知道什麼
是污染的都市，歷經取締污染、防治污染，正
朝向永續發展的目標前進。高雄市在101年獲得
國際城市宜居獎1金1銀3銅的成績，102年再度
展現亮眼成績，更獲得4金3銀3銅的佳績，顯示
高雄市建造優質的居住環境是有目共睹，備受
國際肯定的。本中心成立30多年來，也始終肩
負著提升公務人員素質的政策使命，期望透過
教育訓練擴散環境教育精神，持續扮演城市治
理的推手，與高雄一同永續成長。

校長儲訓班—自然生態特色學校參訪

參訪活動「二仁溪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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