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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等公務園
+
學習平臺新上架 117門英語課程明細 

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開放式 1 超商門口的神祕數字 

開放式 2 看看我的房間有什麼！ 

開放式 3 你不知道的食物命名由來！ 

開放式 4 世界之最 金氏世界紀錄大蒐奇 

開放式 5 超乎現實新體驗 ─ AR vs. VR 

開放式 6 人類的漫長抗疫史 回顧歷史重大瘟疫 

開放式 7 破解憂鬱症迷思 別再說「加油」好嗎？ 

開放式 8 你跑對了嗎？ 

開放式 9 購物管道大比拼！ 

開放式 10 穿梭大街小巷的好滋味 

開放式 11 一夜好眠不求人 

開放式 12 【完全破解】達人防詐術 

開放式 13 學會說話的藝術！聊天不卡卡 

開放式 14 不擅長聊天？4 個技巧讓你暢聊不冷場 

開放式 15 《綠野仙蹤》 

開放式 16 《伊索寓言》 

開放式 17 《杜立德醫生的故事》 

開放式 18 《格列佛遊記》 

開放式 19 《老人與海》 

開放式 20 《巧克力冒險工廠》 

開放式 21 《北極特快車》 

開放式 22 西餐禮儀實戰教學 

開放式 23 善用行事曆 時間管理好效率 

開放式 24 必學！真假新聞辨識妙招！ 

開放式 25 教你上台不緊張 

開放式 26 專業報告必備：投影片設計技巧大公開 

開放式 27 資安大作戰！網路安全使用守則 

開放式 28 網路留言停看聽 社群媒體使用守則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57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58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59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60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61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62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63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64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65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66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67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68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69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70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71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72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73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74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75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76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77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78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79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80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81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82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83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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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開放式 29 蘭嶼春之盛典 達悟族飛魚季 

開放式 30 臺灣人過中秋 揪團烤肉趣 

開放式 31 出發南臺灣 港都輕旅行 

開放式 32 綠島特搜！必玩景點大公開 

開放式 33 春遊馬祖 自然人文景點大搜奇 

開放式 34 探訪山海秘境 悠遊宜蘭慢活去 

開放式 35 好山好水好風光 日月潭輕旅行 

開放式 36 饗冰果 逛古蹟 花蓮新城小鎮巡禮 

開放式 37 超完美行李打包術 

開放式 38 超實用機場必備句 

開放式 39 露營好好玩 

開放式 40 英文急救包──旅遊篇 

開放式 41 一次搞懂火車英文廣播詞 

開放式 42 春季出遊指南：南韓濟州島慢活之旅 

開放式 43 外星人真的來過？！盤點世界神秘景觀 

開放式 44 關於感恩節吃雞 你不知道的幾件事 

開放式 45 不只尋蛋！復活節各國慶典大公開 

開放式 46 新年好運到 各國跨年特色習俗 

開放式 47 除夕夜圍爐！開運年菜上桌囉 

開放式 48 印度春之慶典 一起揮灑色彩吧！ 

開放式 49 奶茶控看過來 世界特色奶茶巡禮 

開放式 50 佳節愉快！關於「聖誕節」你不知道的幾件事 

開放式 51 十萬個冷知識(任天堂超級瑪莉遊戲) 

開放式 52 十萬個冷知識(可樂) 

開放式 53 十萬個冷知識(聖誕節) 

開放式 54 有笑也有淚 大象的記憶深處 

開放式 55 膠帶背後的小故事 

開放式 56 萊卡的單程太空旅行 

開放式 57 看懂標籤 洗衣不再失誤！ 

開放式 58 如何看出新聞是「真」還是「假」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85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86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87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88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89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90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91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92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93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94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95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96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97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98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199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00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01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02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03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04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05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06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07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08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09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10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11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12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13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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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開放式 59 得來「速」還是得來「塑」？如何解決外送服務的環保問題？  

開放式 60 隨選即聽 ─ Podcast 

開放式 61 洞洞食物大集合 你不知道的美味秘密 

開放式 62 與時俱進的 emoji 

開放式 63 《神探南西》 

開放式 64 《喜福會》 

開放式 65 《戰爭遊戲》 

開放式 66 《我不再沉默》 

開放式 67 《讓愛傳出去》 

開放式 68 《A Night Divided》 

開放式 69 令人失望的績效考核結果 

開放式 70 菜鳥！叫你做就對了！ 

開放式 71 不會吧！又要開會？ 

開放式 72 下班後和同事慶功 

開放式 73 辦公室藝術品影響工作效率 

開放式 74 時間管理大師養成守則 

開放式 75 風靡全台不敗經典：霹靂布袋戲 

開放式 76 聽：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來了！ 

開放式 77 偏鄉守護者 ─ 陳爸與孩子的書屋 

開放式 78 阿爆再創排灣語 × 流行樂新高度 

開放式 79 天涼好個秋！來去日月潭旅遊 

開放式 80 臺灣同志驕傲月 帶你認識「性別認同」 

開放式 81 嘉明湖：登山客們的夢幻景點 

開放式 82 多益專欄(辭職) 

開放式 83 多益專欄(業配開箱影片) 

開放式 84 新多益專欄(聽美術館導覽員導覽) 

開放式 85 「猜」出生字的秘訣 

開放式 86 新多益專欄(招募員工) 

開放式 87 新多益專欄(好萊塢明星離婚謠言) 

開放式 88 十月到慕尼黑啤酒節來一杯吧！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15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16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17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18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19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20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21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22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23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24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25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26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27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28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29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30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31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32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33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34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35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36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37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38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39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40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41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42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43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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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開放式 89 法國濱海秘境─聖米歇爾山 

開放式 90 捷克溫泉小鎮：卡羅維瓦利 

開放式 91 西班牙法雅節火熱登場 

開放式 92 多元文化、美食、古蹟：紐奧良 

開放式 93 歡迎光臨皇后鎮：紐西蘭奇想探險勝地 

開放式 94 日本兒童節：彩色鯉魚旗 

開放式 95 日本庶民小奢侈：錢湯趣 

開放式 96 光之慶典：印度排燈節 

開放式 97 帶你一覽荷蘭的單車文化 

開放式 98 中式餐廳在美國 

開放式 99 小「城」立大功：那些你總是搞錯的首都 

開放式 100 五感藝術：日本傳統和菓子 

微學習 101 樂享火鍋&夏季美味甜點 

微學習 102 動物過冬面面觀&最愛水族箱! 

微學習 103 聰明付款&好習慣與壞習慣 

微學習 104 平安旅遊&樂攀岩 

微學習 105 水上安全&淨灘活動 

微學習 106 皎潔月亮&我的媽媽無敵棒! 

微學習 107 【自我挑戰重組句子】&【J檔案】 

微學習 108 太空探索企業：SpaceX&空氣水 

微學習 109 瑪德琳‧斯圖亞特國際模特兒&打擊樂聽障獨奏家依芙琳‧葛蘭 

微學習 110 拋開重裝輕鬆潛水&鱷魚先生之女，賓蒂厄文 

微學習 111 過度承諾低度實踐&別小看「閒聊」 

微學習 112 深度偽造眼見再也不能為憑&基改食物該不該吃 

微學習 113 愛上里斯本&錯失恐懼症 

微學習 114 開口說英語 

微學習 115 英語超短劇 

微學習 116 英語維基#1 

微學習 117 英語維基#2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45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46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47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48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49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50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51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52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53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54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55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256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68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69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70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71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72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73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74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75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76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77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78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79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80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81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82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83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33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