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親愛的朋友們，108 年度各公立職業訓練機構的招

訓簡介已經出刊，內容為全國 9所公立職業訓練機構為

協助失（待）業者提升就業技能所規劃的職前訓練，歡

迎參閱並報名參訓。 

 

除了本招訓簡介所列的訓練班次外，另有本署所 

屬北基宜花金馬、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及高屏澎東

等分署，因應服務轄區產業特性及就業市場需求，委外

辦理各項訓練班次，及補助各地方政府開辦在地化及社

區化的訓練班次等，均歡迎有需要的朋友，把握機會從

中選擇適性的職類參加訓練，學得一技之長，投入就業

職場，再創美好的人生。 

 

歡迎至本署台灣就業通網站（www.taiwanjobs.gov. 

tw）或各職訓機構網站（如附錄）查詢。敬祝參訓、 

求職順遂，萬事如意。 

http://www.taiwanjob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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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介為9所公立職業訓練機構全年度預定招訓班別介紹

，確實訓練班次、訓練期間、人數、報名及甄試日期等，

以各職業訓練機構網站公告或招生簡章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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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前        訓        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3 樓 

電話：(02)8995-6399 
網址：tkyhkm.wda.gov.tw 

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數位圖文傳播-視覺設計

(五股) 
980 22 

108.01.07 

-108.04.09 

108.05.02 

-108.10.2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數位圖文傳播-文創產品

(整合式訓練) (五股) 
980 22 

108.07.03 

-108.10.03 

108.10.31 

-109.05.07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智動化與機器人班 

第 01期(五股) 
960 24 

107.12.26 

-108.03.06 

108.03.27 

-108.09.19 
學歷不拘。 

智動化與機器人班 

第 02期(五股) 
960 24 

108.06.25 

-108.09.04 

108.09.25 

-109.03.24 
學歷不拘。 

電腦機械製圖(五股) 600 22 
107.10.15 

-108.01.14 

108.02.20 

-108.06.14 
學歷不拘。 

電腦機構設計 

-3D列印與創意設計 

(五股) 

920 22 
108.03.05 

-108.06.05 

108.07.02 

-108.12.17 
學歷不拘。 

電腦機械設計(五股) 920 22 
108.01.02 

-108.03.26 

108.04.23 

-108.10.0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機械設計-文創產品

(整合式訓練)  

(五股) 

980 22 
108.07.03 

-108.10.03 

108.10.31 

-109.05.07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室內裝修設計實務 

第 01期(五股) 
920 22 

107.11.01 

-108.01.30 

108.03.06 

-108.08.20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室內裝修設計實務 

第 02期(五股) 
920 22 

108.05.02 

-108.08.02 

108.08.28 

-109.02.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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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水電第 01期(五股) 960 22 
107.11.01 

-108.01.28 

108.02.27 

-108.08.2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水電班 02期(五股) 960 22 
108.05.07 

-108.08.07 

108.08.28 

-109.02.27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室內配線第 01 期 

(五股) 
320 20 

108.04.10 

-108.07.10 

108.07.31 

-108.09.30 
學歷不拘。 

室內配線第 02 期 

 (五股) 
320 20 

108.08.13 

-108.11.13 

108.11.29 

-109.02.05 
學歷不拘。 

自來水配管第 01期 

(五股) 
320 20 

108.02.11 

-108.05.03 

108.05.29 

-108.07.31 
學歷不拘。 

自來水配管第 02期 

(五股) 
320 20 

108.06.05 

-108.09.05 

108.09.30 

-108.11.29 
學歷不拘。 

機電整合第 01 期 

(五股) 
980 24 

107.10.11 

-108.01.10 

108.02.12 

-108.08.13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機電整合第 02 期 

(五股) 
980 24 

108.01.07 

-108.03.25 

108.04.22 

-108.10.1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機電整合第 03 期 

(五股) 
980 24 

108.04.29 

-108.07.22 

108.08.15 

-109.02.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機電整合第 04 期 

(五股) 
980 24 

108.06.25 

-108.09.25 

108.10.23 

-109.04.24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網路工程師實務應用 

(五股) 
920 20 

107.09.25 

-107.12.03 

108.01.02 

-108.07.0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雲端建置與管理 

(五股) 
1200 20 

108.01.07 

-108.04.08 

108.05.02 

-108.12.12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機設計維修第 01 期 

(泰山) 
920 22 

107.09.21 

-107.12.11 

108.01.07 

-108.07.02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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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電機設計維修第 02 期(泰

山) 
920 22 

108.01.23 

-108.04.10 

108.05.06 

-108.10.1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機設計維修 PLC 

(產訓)(泰山) 
400 20 

108.03.29 

-108.06.19 

108.07.15 

-108.09.24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機設計維修室配 

(產訓)(泰山) 
400 20 

108.06.17 

-108.09.04 

108.10.01 

-108.12.10 

高中(職)畢業(持有

丙級室內配線或相

關工作二年以上)。 

數位影音設計與行銷第 01

期(泰山) 
920 22 

108.01.30 

-108.04.17 

108.05.13 

-108.10.2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歷者)以上。 

數位影音設計與行銷第 02

期(泰山) 
920 22 

108.07.26 

-108.10.17 

108.11.11 

-109.05.0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數值控制機械第 01期

(CNC)(泰山) 
920 20 

108.02.01 

-108.04.19 

108.05.16 

-108.10.2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數值控制機械第 02期

(CNC)(泰山) 
920 20 

108.07.18 

-108.10.04 

108.11.01 

-109.04.22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模具設計第 01 期 

(泰山) 
960 24 

107.09.18 

-107.12.06 

108.01.02 

-108.07.0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模具設計第 02 期 

(泰山) 
960 24 

108.03.25 

-108.06.12 

108.07.10 

-108.12.3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銲接第 01期(泰山) 1000 22 
107.12.26 

-108.03.14 

108.04.12 

-108.10.08 
學歷不拘。 

銲接第 02期(泰山) 1000 22 
108.07.04 

-108.09.20 

108.10.18 

-109.04.22 
學歷不拘。 

電機控制節能(泰山) 920 22 
107.10.01 

-107.12.20 

108.01.14 

-108.07.1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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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升降機裝修第 01期 

(產訓)(泰山) 
300 22 

108.02.18 

-108.05.08 

108.06.03 

-108.08.02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升降機裝修第 02期 

(產訓)(泰山) 
300 22 

108.05.20 

-108.08.07 

108.09.02 

-108.11.0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升降機裝修第 03期 

(產訓)(泰山) 
300 22 

108.07.01 

-108.09.17 

108.10.14 

-108.12.0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網路架設實務應用 

第 01期(泰山) 
920 22 

107.09.17 

-107.12.17 

108.01.17 

-108.07.12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網路架設實務應用 

第 02期(泰山) 
920 22 

108.03.19 

-108.06.19 

108.07.19 

-108.12.3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冷凍空調技術應用 

第 01期(泰山) 
920 24 

107.12.05 

-108.03.05 

108.04.08 

-108.09.20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冷凍空調技術應用 

第 02期(泰山) 
920 24 

108.05.30 

-108.08.30 

108.10.01 

-109.03.20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智慧通訊聯網工程 

第 01期(泰山) 
920 20 

107.11.22 

-108.02.22 

108.03.28 

-108.09.10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智慧通訊聯網工程 

第 02期(泰山) 
920 20 

108.05.26 

-108.08.26 

108.09.26 

-109.03.17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智動控制第01期(泰山) 920 20 
107.12.15 

-108.03.15 

108.04.17 

-108.09.27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智動控制第02期(泰山) 920 20 
108.06.10 

-108.09.10 

108.10.14 

-109.03.3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物聯網應用設計 

第 01期(泰山) 
920 22 

107.11.19 

-108.03.01 

108.04.01 

-108.09.17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物聯網應用設計 

第 02期(泰山) 
920 22 

108.05.23 

-108.08.27 

108.09.25 

-109.03.1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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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數位圖文傳播-網路圖影商

品設計第 01 期 

(泰山) 

980 22 
107.10.25 

-108.02.10 

108.03.08 

-108.09.03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數位圖文傳播-網路圖影商

品設計第 02 期 

(泰山) 

980 22 
108.05.10 

-108.08.11 

108.09.10 

-109.03.13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PHP資料庫網頁設計第 01

期(泰山) 
920 22 

107.11.10 

-108.02.21 

108.03.25 

-108.09.0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PHP資料庫網頁設計第 02

期(泰山) 
920 22 

108.05.14 

-108.08.14 

108.09.16 

-109.03.0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冷凍空調裝修第 01 期 

(基隆) 
920 22 

107.11.26 

-108.02.14 

108.03.11 

-108.08.22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冷凍空調裝修第 02 期 

(基隆) 
920 22 

108.06.03 

-108.08.20 

108.09.17 

-109.03.04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珠寶飾品設計與製作 

第 01期(基隆) 
920 25 

108.10.31 

-108.01.23 

108.02.18 

-108.08.06 
學歷不拘。 

珠寶飾品設計與製作 

第 02期(基隆) 
920 25 

108.04.01 

-108.06.10 

108.07.01 

-108.12.12 
學歷不拘。 

珠寶飾品設計與製作 

第 03期(基隆) 
920 25 

108.07.01 

-108.09.10 

108.09.30 

-109.03.19 
學歷不拘。 

精密機械(基隆) 920 20 
108.01.04 

-108.03.22 

108.04.22 

-108.10.04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程

度。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第 01期(六堵分站) 
920 25 

107.10.31 

-107.12.17 

108.01.14 

-108.07.11 
學歷不拘。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第 02期(六堵分站) 
920 25 

108.04.01 

-108.06.17 

108.07.15 

-108.12.27 
學歷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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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銲接第 01期(基隆) 1000 20 
107.10.31 

-108.01.10 

108.02.11 

-108.08.13 
學歷不拘。 

銲接第 02期(基隆) 1000 20 
108.05.01 

-108.07.18 

108.08.14 

-109.02.17 
學歷不拘。 

冷作(基隆) 1000 20 
108.02.22 

-108.05.10 

108.06.03 

-108.11.29 
學歷不拘。 

屋內線路裝修第 01 期 

(宜蘭) 
920 22 

107.12.19 

-108.02.18 

108.03.18 

-108.08.2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屋內線路裝修第 02 期 

(宜蘭) 
920 22 

108.06.20 

-108.08.19 

108.09.02 

-109.02.1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造園景觀園藝栽培 

(產訓)(宜蘭) 
920 20 

107.11.09 

-108.01.09 

108.02.13 

-108.08.01 
學歷不拘。 

民宿經營實務 

(產訓)(宜蘭) 
600 20 

107.11.28 

-108.01.28 

108.03.04 

-108.06.21 
學歷不拘。 

造園景觀維護 

(產訓)(宜蘭) 
920 20 

108.01.12 

-108.03.12 

108.04.09 

-108.09.20 
學歷不拘。 

造園景觀施作 

(產訓)(宜蘭) 
920 20 

108.04.19 

-108.06.19 

108.07.16 

-108.12.27 
學歷不拘。 

休閒農場經營實務 

(產訓)(宜蘭) 
600 20 

108.05.10 

-108.07.10 

108.08.06 

-108.11.22 
學歷不拘。 

水電(產訓)第 01期 

(花蓮) 
1000 22 

107.10.22 

-107.12.06 

108.01.07 

-108.07.18 

高中(職)畢業或具

丙級室內配線證照。 

水電(產訓)第 02期 

(花蓮) 
1000 22 

108.04.29 

-108.06.03 

108.07.03 

-108.12.31 

高中(職)畢業或具

丙級室內配線證照。 

工業用管配管 

(產訓)(花蓮) 
1200 20 

107.12.10 

-108.01.24 

108.03.05 

-108.10.09 
學歷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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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室內裝修實務 

(產訓)第 01 期(花蓮) 
920 22 

107.10.29 

-107.12.05 

108.01.03 

-108.07.02 
學歷不拘。 

室內裝修實務 

(產訓)第 02 期(花蓮) 
920 22 

108.03.29 

-108.05.30 

108.07.04 

-108.12.18 
學歷不拘。 

室內設計電腦繪圖 

(產訓)(花蓮) 
920 20 

107.11.23 

-108.01.24 

108.03.18 

-108.09.02 
學歷不拘。 

網路工程師(花蓮) 600 20 
108.06.03 

-108.08.05 

108.09.03 

-108.12.23 
學歷不拘。 

玉石飾品設計(花蓮) 1000 20 
107.11.19 

-108.01.24 

108.03.07 

-108.09.05 

高中(職)畢業或具

丙級金銀珠寶飾品

加工證照。 

玉石研磨(花蓮) 920 20 
108.05.06 

-108.07.08 

108.08.05 

-109.01.20 
學歷不拘。 

合計 79 班  1717    

訓練地點： 

五股：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 19號 7樓 

電話：（02）8990-3676 

泰山：新北市泰山區貴子里致遠新村 55之 1號 

電話：（02）2901-8274 

基隆：基隆市和平島平一路 21號之 5 

電話：（02）2463-6805 

六堵分站: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北路 1之 2號 

電話：（02）2451-5020 

宜蘭：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三段 500巷 1號 

電話：（03）923-1295 

花蓮：花蓮市華西路 123號(花蓮東華大學美崙校區) 

電話：（03）824-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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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前        訓        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桃竹苗分署 

地址：桃園縣楊梅市秀才路 851號 

電話：(03)485-5368 

網址：thmr.wda.gov.tw 

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國際物流運籌管理實務 

（桃園）第 01 期 
688 26 

107.10.01 

-107.12.04 

108.01.08 

-108.05.21 

年滿 18 歲，學歷不

拘。 

國際物流運籌管理實務 

（桃園）第 02 期 
688 26 

108.01.08 

-108.04.08 

108.05.15 

-108.09.12 

年滿 18 歲，學歷不

拘。 

國際物流運籌管理實務 

（桃園）第 03 期 
688 26 

108.05.06 

-108.08.06 

108.08.27 

-108.12.26 

年滿 18 歲，學歷不

拘。 

國際貿易與採購 ERP 實務

（桃園）第 01 期 
504 26 

107.12.19  

-108.03.19 

108.04.16  

-108.07.16 
學歷不拘。 

國際貿易與採購 ERP 實務

（桃園）第 02 期 
504 26 

108.06.04 

-108.09.04 

108.09.24 

-108.12.20 
學歷不拘。 

倉管與堆高機操作（桃園）

第 01期 
256 30 

107.10.15 

-108.01.15 

108.02.19 

-108.04.08 

年滿 18 歲，學歷不

拘。 

倉管與堆高機操作（桃園）

第 02期 
256 30 

108.01.16 

-108.03.19 

108.04.16 

-108.05.31 

年滿 18 歲，學歷不

拘。 

倉管與堆高機操作（桃園）

第 03期 
256 30 

108.03.20 

-108.05.22 

108.06.11 

-108.07.24 

年滿 18 歲，學歷不

拘。 

倉管與堆高機操作（桃園）

第 04期 
256 30 

108.05.23 

-108.07.09 

108.07.30 

-108.09.11 

年滿 18 歲，學歷不

拘。 

倉管與堆高機操作（桃園）

第 05期 
256 30 

108.07.10 

-108.09.04 

108.09.24 

-108.11.07 

年滿 18 歲，學歷不

拘。 

連鎖門市經營管理實務 

（桃園）第 01 期 
400 26 

108.01.10 

-108.04.10 

108.05.15 

-108.07.24 
學歷不拘。 

星級旅館實務（桃園） 

第 01期 
440 26 

108.03.04 

-108.06.04 

108.07.11 

-108.09.26 

學歷不拘，須符合旅

館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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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餐飲門市實務（桃園） 

第 01期 
440 26 

107.10.01 

-107.11.27 

108.01.08 

-108.04.02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民宿管理實務（桃園） 

第 01期 
440 26 

107.12.07  

-108.03.07 

108.04.10 

-108.06.28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民宿管理實務（桃園） 

第 02期 
440 26 

108.05.28 

-108.08.28 

108.10.02 

-108.12.18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中餐烹調專業（桃園） 

第 01期 
440 36 

107.10.01 

-107.11.27 

108.01.03 

-108.03.28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中餐烹調專業（桃園） 

第 02期 
440 36 

107.12.07 

-108.03.07 

108.04.10 

-108.06.28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中餐烹調專業（桃園） 

第 03期 
440 36 

108.03.13 

-108.06.04 

108.07.11 

-108.09.26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中餐烹調專業（桃園） 

第 04期 
440 36 

108.06.05 

-108.08.28 

108.10.02 

-108.12.18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西餐烹調專業（桃園） 

第 01期 
600 36 

107.10.01 

-107.11.27 

108.01.08 

-108.05.06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西餐烹調專業（桃園） 

第 02期 
600 36 

108.01.10  

-108.04.10 

108.05.15 

-108.08.28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西餐烹調專業（桃園） 

第 03期 
600 36 

108.04.30 

-108.07.31 

108.09.04 

-108.12.19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10 

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時尚飲料輕食專業（桃園）

第 01期 
440 30 

107.10.01 

-107.11.27 

108.01.03 

-108.03.28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時尚飲料輕食專業（桃園）

第 02期 
440 30 

107.12.07 

-108.03.07 

108.04.10 

-108.06.28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時尚飲料輕食專業（桃園）

第 03期 
440 30 

108.03.13 

-108.06.04 

108.07.11 

-108.09.26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時尚飲料輕食專業（桃園）

第 04期 
440 30 

108.06.05 

-108.08.28 

108.10.02 

-108.12.18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烘焙食品專業（桃園） 

第 01期 
600 36 

107.10.01 

-107.11.27 

108.01.08 

-108.05.06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烘焙食品專業（桃園） 

第 02期 
600 36 

108.01.10 

-108.04.10 

108.05.15 

-108.08.28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烘焙食品專業（桃園） 

第 03期 
600 36 

108.04.30 

-108.07.31 

108.09.04  

-108.12.19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視覺傳達設計（桃園） 

第 01期 
900 26 

107.10.01 

-107.12.04 

108.01.03 

-108.06.2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視覺傳達設計（桃園） 

第 02期 
900 26 

108.03.18 

-108.06.18 

108.07.09 

-108.12.1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網頁動畫行銷（桃園） 

第 01期 
900 26 

107.10.01 

-107.12.04 

108.01.03 

-108.06.2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網頁動畫行銷（桃園） 

第 02期 
900 26 

108.03.18 

-108.06.18 

108.07.09 

-108.12.1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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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多媒體特效後製（桃園） 

第 01期 
900 26 

107.10.01 

-107.12.04 

108.01.03 

-108.06.25 
學歷不拘。 

多媒體特效後製（桃園） 

第 02期 
900 26 

108.03.18 

-108.06.18 

108.07.09 

-108.12.16 
學歷不拘。 

服裝樣版設計（桃園） 

第 01期 
900 27 

107.10.01 

-107.12.04 

108.01.03 

-108.06.2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服裝樣版設計（桃園） 

第 02期 
900 27 

108.03.18 

-108.06.18 

108.07.09 

-108.12.1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服飾創意實務（桃園） 

第 01期 
900 30 

107.10.01 

-107.12.04 

108.01.03 

-108.06.25 
學歷不拘。 

服飾創意實務（桃園） 

第 02期 
900 30 

108.03.18 

-108.06.18 

108.07.09 

-108.12.16 
學歷不拘。 

服裝電腦打版（桃園） 

第 01期 
440 27 

107.12.19 

-108.03.19 

108.04.16 

-108.07.04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室內設計實務（桃園） 

第 01期 
900 26 

107.10.01 

-107.12.04 

108.01.03 

-108.06.2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室內設計實務（桃園） 

第 02期 
900 26 

108.03.18 

-108.06.18 

108.07.09 

-108.12.1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基礎木工與室內裝修工程

實務（桃園）第 01 期 
600 26 

107.10.01 

-108.01.15 

108.02.19 

-108.06.1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基礎木工與室內裝修工程

實務（桃園）第 02 期 
600 26 

108.04.09 

-108.07.09 

108.07.30 

-108.11.13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創意漆作實務（桃園） 

第 01期 
600 26 

107.10.01  

-107.11.27 

108.01.08 

-108.05.06 
學歷不拘。 

創意漆作實務（桃園） 

第 02期 
600 26 

108.05.14 

-108.08.14 

108.09.04 

-108.12.19 
學歷不拘。 

室內裝潢木工實務（桃園）

第 01期 
900 26 

107.10.01 

-107.12.04 

108.01.03 

-108.06.2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室內裝潢木工實務（桃園）

第 02期 
900 26 

108.03.18 

-108.06.18 

108.07.09 

-108.12.1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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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冷凍空調節能（桃園） 

第 01期 
900 25 

107.10.01 

-107.12.04 

108.01.03 

-108.06.2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冷凍空調節能（桃園） 

第 02期 
900 25 

108.03.18 

-108.06.18 

108.07.09 

-108.12.1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冷氣空調實務(青春展翼-

青少年專班) （桃園） 

第 01期 

600 20 
107.10.01 

-108.01.15 

108.02.19 

-108.06.11 

學歷不拘，15 到 29

歲者，弱勢家庭青少

年優先錄取。 

綠能與節能實務（桃園） 

第 01期 
900 25 

108.03.20 

-108.06.20 

108.07.11 

-108.12.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空調機電實務(中高齡專

班) （桃園）第 01 期 
900 25 

107.10.01 

-107.12.04 

108.01.03 

-108.06.25 

學歷不拘，45歲以上

中高齡優先錄取。 

綠色科技水電自動控制 

（桃園）第 01 期 
900 26 

107.11.20 

-108.02.20 

108.03.26 

-108.09.0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綠色科技水電自動控制 

（桃園）第 02 期 
900 26 

108.06.10 

-108.09.10 

108.10.03 

-109.03.10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智慧節能水電自動控制 

（桃園）第 01 期 
900 26 

107.10.01 

-107.12.04 

108.01.03 

-108.06.2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智慧節能水電自動控制 

（桃園）第 02 期 
900 26 

108.03.18 

-108.06.18 

108.07.09 

-108.12.1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工業管路暨室內配線 

（桃園）第 01 期 
900 26 

107.11.20 

-108.02.20 

108.03.26 

-108.09.0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工業管路暨室內配線 

（桃園）第 02 期 
900 26 

108.06.10 

-108.09.10 

108.10.03 

-109.03.10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可程式控制 PLC工程師 

（桃園）第 01 期 
900 24 

107.11.20  

-108.02.20 

108.03.26 

-108.09.0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可程式控制 PLC工程師 

（桃園）第 02 期 
900 24 

108.07.01 

-108.10.01 

108.10.22 

-109.03.2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產業機電控制（桃園） 

第 01期 
1350 24 

108.06.10 

-108.09.10 

108.10.03 

-109.05.27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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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智慧型機器人與圖控整合

應用（桃園）第 01 期 
900 24 

107.10.01 

-107.12.04 

108.01.03 

-108.06.2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智慧型機器人與圖控整合

應用（桃園）第 02 期 
900 24 

108.03.18 

-108.06.18 

108.07.09 

-108.12.1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智慧型工廠與 PLC整合應用

（桃園）第 01 期 
720 24 

107.12.19  

-108.03.19 

108.04.16 

-108.08.22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工業機器人工程師（桃園）

第 01期 
900 24 

108.07.01 

-108.10.01 

108.10.22 

-109.03.2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工配線與可程式控制 PLC

基礎（桃園）第 01 期 
480 24 

107.10.01 

-107.12.04 

108.01.03 

-108.04.0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工配線與可程式控制 PLC

基礎（桃園）第 02 期 
480 24 

108.03.19 

-108.06.19 

108.07.09 

-108.10.0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工業配線及升降機裝修基

礎（桃園）第 01期 
480 24 

107.12.19 

-108.03.19 

108.04.16 

-108.07.1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工業配線及升降機裝修基

礎（桃園）第 02期 
480 24 

108.05.14 

-108.08.14 

108.09.04 

-108.11.2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工業配線與工業控制整合

應用（桃園）第 01 期 
900 24 

107.10.15 

-108.01.15 

108.02.19 

-108.08.02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工業配線與工業控制整合

應用（桃園）第 02 期 
900 24 

108.07.01 

-108.10.01 

108.10.22 

-109.03.2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AutoCAD&SolidWorks)（幼獅）

第01期 

900 25 
107.12.05 

-108.03.05 

108.03.26 

-108.09.0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AutoCAD&SolidWorks) 

（幼獅）第 02 期 

900 25 
108.07.01 

-108.10.01 

108.10.22 

-109.03.2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輔助產品設計開發 

（幼獅）第 01 期 
900 26 

107.10.17 

-108.01.17 

108.02.15 

-108.07.3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數值控制-車銑複合機

（幼獅）第 01 期 
900 26 

107.12.05 

-108.03.05 

108.03.26 

-108.09.0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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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電腦數值控制-車銑複合機

（幼獅）第 02 期 
900 26 

108.07.01 

-108.10.01 

108.10.22 

-109.03.2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輔助精密機械（幼獅）

第 01期 
1200 26 

108.02.07 

-108.05.07 

108.05.28 

-108.12.2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輔助精密機械（幼獅）

第 02期 
1200 26 

108.06.30 

-108.09.30 

108.10.22 

-109.05.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銲接實務(手工電銲、氬銲

與 CO2焊接)（幼獅） 

第 01期 

600 25 
107.10.01  

-107.11.27 

108.01.08 

-108.05.06 
學歷不拘。 

銲接實務(手工電銲、氬銲

與 CO2焊接)（幼獅） 

第 02期 

600 25 
108.01.10 

-108.04.10 

108.05.15 

-108.08.28 
學歷不拘。 

銲接實務(手工電銲、氬銲

與 CO2焊接)（幼獅） 

第 03期 

600 25 
108.05.14 

-108.08.14 

108.09.02 

-108.12.17 
學歷不拘。 

ERP企業資訊系統設計與手

機應用（幼獅）第 01 期 
900 26 

107.11.13 

-108.02.13 

108.03.11 

-108.08.2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ERP企業資訊系統設計與手

機應用（幼獅）第 02 期 
900 26 

108.05.26 

-108.08.26 

108.09.16 

-109.02.20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Java系統設計（幼獅） 

第 01期 
600 28 

107.10.01 

-107.12.13 

108.01.08 

-108.05.0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Java系統設計（幼獅） 

第 02期 
600 28 

108.02.21 

-108.05.21 

108.06.11 

-108.09.24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雲端數據及網管系統 

（幼獅）第 01 期 
900 26 

107.11.13 

-108.02.13 

108.03.11 

-108.08.2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雲端數據及網管系統 

（幼獅）第 02 期 
900 26 

108.05.26 

-108.08.26 

108.09.16 

-109.02.20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iOS手機程式開發 

（幼獅）第 01 期 
600 28 

107.10.01 

-107.12.13 

108.01.08 

-108.05.0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遊戲開發（幼獅） 

第 01期 
600 28 

108.02.07 

-108.05.07 

108.05.28 

- 08.09.10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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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物聯網開發與行動裝置應

用（幼獅）第 01期 
900 26 

107.10.01 

-107.12.27 

108.01.17 

-108.07.0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物聯網開發與行動裝置應

用（幼獅）第 02期 
900 26 

108.03.27 

-108.06.27 

108.07.18 

-108.12.2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跨平台網頁程式設計 

（幼獅）第 01 期 
600 27 

108.01.25 

-108.04.25 

108.05.16 

-108.08.2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跨平台網頁程式設計 

（幼獅）第 02 期 
600 27 

108.05.20 

-108.08.20 

108.09.10 

-108.12.2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嵌入式 Android系統（幼獅）

第 01期 
900 28 

107.10.01 

-107.12.11 

108.01.07 

-108.06.27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嵌入式 Android系統（幼獅）

第 02期 
900 28 

108.03.19  

-108.06.19 

108.07.09 

-108.12.1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手機程式開發與網頁資料

庫應用（幼獅）第 01 期 
600 30 

108.05.14 

-108.08.14 

108.09.04 

-108.12.1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繪圖美編實務 

（北桃園）第 01期 
600 17 

107.10.01 

-107.12.24 

108.01.22 

-108.05.21 
學歷不拘。 

電腦輔助工業繪圖

（Inventor） （北桃園）

第 01期 

480 17 
108.01.29 

-108.04.29 

108.05.24 

-108.08.16 
學歷不拘。 

中西茶點實務（中式麵食）

（新竹）第 01 期 
480 26 

108.01.23 

-108.04.23 

108.05.22 

-108.08.14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手感人氣烘焙飲料實務（西

點蛋糕）（新竹）第 01期 
600 26 

107.10.01 

-107.12.13 

108.01.15 

-108.05.13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手感人氣烘焙飲料實務（西

點蛋糕）（新竹）第 02期 
600 26 

108.04.30  

-108.07.30 

108.08.28 

-108.12.12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電腦繪圖美編實務（新竹）

第 01期 
600 20 

107.10.01 

-107.12.24 

108.01.16 

-108.05.14 
學歷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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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電腦輔助工業繪圖

（Inventor）（苗栗） 

第 01期 

480 20 
107.10.01 

-107.12.26 

108.01.18 

-108.04.23 
學歷不拘。 

活力早午餐實務（苗栗） 

第 01期 
600 26 

107.10.01 

-107.12.13 

108.01.17 

-108.05.15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活力早午餐實務（苗栗） 

第 02期 
600 26 

108.04.30  

-108.07.30 

108.08.28 

-108.12.12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異國風味料理（苗栗） 

第 01期 
480 26 

108.01.23 

-108.04.23 

108.05.23 

-108.08.15 

學歷不拘，須符合餐

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條件。 

電腦繪圖美編實務（苗栗）

第 01期 
600 20 

108.01.16  

-108.04.16 

108.05.07 

-108.08.20 
學歷不拘。 

時尚髮藝實務就業專班 

（桃園）第 01 期 

（產訓合作） 

480 20 
107.12.25  

-108.03.25 

108.04.10 

-108.07.05 

學歷不拘，須符合美

容美髮理髮業從業

人員健康檢查合格

條件。 

時尚髮藝實務就業專班 

（桃園）第 02 期 

（產訓合作） 

480 20 
108.07.01  

-108.09.10 

108.09.25 

-108.12.18 

學歷不拘，須符合美

容美髮理髮業從業

人員健康檢查合格

條件。 

創意快速剪髮就業專班 

（桃園）第 01 期 

（產訓合作） 

336 20 
107.10.08 

-108.01.07 

108.01.21  

-108.03.28 

學歷不拘，須符合美

容美髮理髮業從業

人員健康檢查合格

條件。 

創意快速剪髮就業專班 

（桃園）第 02 期 

（產訓合作） 

336 20 
108.03.25 

-108.07.01 

108.07.17 

-108.09.12 

學歷不拘，須符合美

容美髮理髮業從業

人員健康檢查合格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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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美顏美體 SPA 就業培訓班

（桃園） 

第 01期（產訓合作） 

208 20 
108.04.01 

-108.06.30 

108.07.12 

-108.08.16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 )以上程

度，須符合美容美髮

理髮業從業人員健

康檢查合格條件。 

養生保健足體舒壓師班 

（桃園）第 01 期 

（產訓合作） 

320 20 
107.12.25 

-108.03.25 

108.04.12 

-108.06.06 
學歷不拘。 

芳香舒壓按摩師就業班 

（桃園）第 01 期 

（產訓合作） 

312 20 
108.05.20 

-108.08.20 

108.09.05 

-108.10.31 
學歷不拘。 

冷凍空調裝修就業專班 

（桃園）第 01 期 

（產訓合作） 

416 20 
107.11.25 

-108.02.25 

108.03.15 

-108.05.31 
學歷不拘。 

優質內衣車縫師就業班 

（桃園）第 01 期 

（產訓合作） 

456 20 
108.01.30 

-108.04.30 

108.05.13  

-108.07.31 
學歷不拘。 

合計 117班  3076    

訓練地點： 

桃園職業訓練場：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 851號 

電話：(03)4855368 分機 1602到 1640 

幼獅職業訓練場：桃園市楊梅區幼獅路二段 3號 

電話：(03)4641162分機 7282～7296 

苗栗職業訓練場：苗栗縣竹南鎮頂埔里 10鄰科北二路 2號 

電話：(037)582453 

新竹聯合訓練場：新竹縣竹北市福興路 576號 

電話：(035)584485 

北桃園聯合訓練場：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 92號 5-6樓 

電話：(03)33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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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前        訓        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中彰投分署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 
100號 

電話：(04)2359-2181 
網址：tcnr.wda.gov.tw 

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精密機械班第 01期 1204 28 107.11.05 

-108.01.18 

108.01.28 

-108.09.12 
學歷不拘。 

精密機械班第 02期 1204 28 107.12.24 

-108.02.15 

108.03.11 

-108.10.24 
學歷不拘。 

精密機械班第 03期 1204 28 108.01.21 

-108.03.15 

108.04.08 

-108.11.19 
學歷不拘。 

精密機械班第 04期 1204 28 108.05.06 

-108.06.28 

108.07.22 

-109.03.06 
學歷不拘。 

精密機械班第 05期 1204 28 108.06.03 

-108.07.26 

108.08.19 

-109.04.07 
學歷不拘。 

精密機械班第 06期 1204 28 108.07.08 

-108.08.30 

108.09.23 

-109.05.06 
學歷不拘。 

精密機械班第 07期 1204 28 108.08.12 

-108.10.04 

108.10.28 

-109.06.09 
學歷不拘。 

精密機械班第 08期 1204 28 108.09.09 

-108.11.01 

108.11.25 

-109.07.08 
學歷不拘。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與製造

班第 01期 
1204 30 108.03.25 

-108.04.19 

108.05.13 

-108.12.1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與製造

班第 02期 
1204 28 108.04.15 

-108.06.06 

108.07.15 

-109.02.27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與製造

班第 03期 
1204 30 108.06.03 

-108.07.26 

108.08.19 

-109.04.07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與製造

班第 04期 
1204 30 108.10.14 

-108.12.06 

108.12.30 

-109.08.1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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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CNC數控班第 01期 900 30 107.12.24 

-108.02.15 

108.03.11 

-108.08.22 
學歷不拘。 

CNC數控班第 02期 900 30 108.01.21 

-108.03.15 

108.04.08 

-108.09.25 
學歷不拘。 

CNC數控班第 03期 900 30 108.03.25 

-108.04.19 

108.05.13 

-108.10.28 
學歷不拘。 

CNC數控班第 04期 900 30 108.06.24 

-108.08.16 

108.09.09 

-109.03.03 
學歷不拘。 

CNC數控班第 05期 900 30 108.08.05 

-108.09.27 

108.10.14 

-109.03.27 
學歷不拘。 

CNC數控班第 06期 900 30 108.08.26 

-108.10.18 

108.11.11 

-109.04.30 
學歷不拘。 

產品設計與塑模製造

(CAD/CAM)班第 01期 
900 20 107.12.24 

-108.02.15 

108.03.11 

-108.08.22 
學歷不拘。 

產品設計與塑模製造

(CAD/CAM)班第 02期 
900 20 108.06.24 

-108.08.16 

108.09.09 

-109.03.03 
學歷不拘。 

塑膠模具實務設計 CAD/CAM

班第 01期 
900 20 108.02.11 

-108.04.03 

108.04.29 

-108.10.14 
學歷不拘。 

塑膠模具實務設計 CAD/CAM

班第 02期 
900 20 108.08.12 

-108.10.04 

108.10.28 

-109.04.14 
學歷不拘。 

機電整合班第 01期 1204 30 107.12.10 

-108.02.01 

108.03.04 

-108.10.17 
學歷不拘。 

機電整合班第 02期 1204 30 108.06.03 

-108.07.26 

108.08.12 

-109.03.27 
學歷不拘。 

機電整合班第 03期 1204 30 108.08.12 

-108.10.04 

108.10.28 

-109.06.09 
學歷不拘。 

CNC銑床班第 01期 900 20 108.03.11 

-108.05.03 

108.05.27 

-108.11.11 
學歷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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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CNC銑床班第 02期 900 20 108.09.09 

-108.11.01 

108.11.25 

-109.05.14 
學歷不拘。 

室內水電技術班第 01 期 900 30 108.01.02 

-108.02.23 

108.03.18 

-108.08.29 
學歷不拘。 

室內水電技術班第 02 期 900 30 108.06.24 

-108.08.16 

108.09.09 

-109.03.03 
學歷不拘。 

室內水電技術(工程)班 

第 01期 
900 30 108.03.25 

-108.04.19 

108.05.13 

-108.10.28 
學歷不拘。 

室內水電技術(工程)班 

第 02期 
900 30 108.08.26 

-108.10.18 

108.11.11 

-109.04.30 
學歷不拘。 

工業配線(自動化控制)班

第 01期 
900 30 108.01.02 

-108.02.23 

108.03.18 

-108.08.29 
學歷不拘。 

工業配線(自動化控制)班

第 02期 
900 30 108.06.24 

-108.08.16 

108.09.09 

-109.03.03 
學歷不拘。 

冷凍空調裝修班第 01 期 900 30 108.01.21 

-108.03.15 

108.04.08 

-108.09.25 
學歷不拘。 

冷凍空調裝修班第 02 期 900 30 108.08.05 

-108.09.27 

108.10.14 

-109.03.27 
學歷不拘。 

工業電子班(太陽能光電設

置)第 01期 
900 20 108.03.18 

-108.05.10 

108.06.03 

-108.11.18 
學歷不拘。 

工業電子班(太陽能光電設

置)第 02期 
900 20 108.09.16 

-108.11.08 

108.12.02 

-109.05.21 
學歷不拘。 

汽車修護班第 01期 900 30 108.01.21 

-108.03.15 

108.04.08 

-108.09.2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汽車修護班第 02期 900 30 108.06.17 

-108.08.09 

108.09.02 

-109.02.24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汽車修護班第 03期 900 30 108.08.05 

-108.09.27 

108.10.14 

-109.03.27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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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汽車車身技術班第 01 期 900 20 108.01.02 

-108.02.23 

108.03.18 

-108.08.29 
學歷不拘。 

汽車車身技術班第 02 期 900 20 108.07.08 

-108.08.30 

108.09.23 

-109.03.09 
學歷不拘。 

電腦輔助二輪車輛修護班

第 01期 
900 20 108.02.11 

-108.04.03 

108.04.29 

-108.10.14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輔助二輪車輛修護班

第 02期 
900 20 108.08.12 

-108.10.04 

108.10.28 

-109.04.14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金屬熔接技術班第 01 期 900 30 108.01.21 

-108.03.15 

108.04.08 

-108.09.25 
學歷不拘。 

金屬熔接技術班第 02 期 900 30 108.08.05 

-108.09.27 

108.10.14 

-109.03.27 
學歷不拘。 

網頁實務應用班第 01 期 900 30 107.12.24 

-108.02.15 

108.03.11 

-108.08.22 
學歷不拘。 

網頁實務應用班第 02 期 900 30 108.06.24 

-108.08.16 

108.09.09 

-109.03.03 
學歷不拘。 

電腦網路工程實務班 

第 01期 
900 30 108.01.02 

-108.02.23 

108.03.18 

-108.08.29 
學歷不拘。 

電腦網路工程實務班 

第 02期 
900 30 108.06.24 

-108.08.16 

108.09.09 

-109.03.03 
學歷不拘。 

電腦網路建置與維護班 

第 01期 
900 30 108.04.01 

-108.05.24 

108.06.17 

-108.11.29 
學歷不拘。 

電腦網路建置與維護班 

第 02期 
900 30 108.09.23 

-108.11.15 

108.12.09 

-109.05.28 
學歷不拘。 

雲端技術應用實務第 01期 900 30 108.01.21 

-108.03.15 

108.04.08 

-108.09.25 
學歷不拘。 

雲端技術應用實務第 02期 900 30 108.08.05 

-108.09.27 

108.10.14 

-109.03.27 
學歷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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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網路商務技術應用設計班

第 01期 
900 30 108.02.11 

-108.04.03 

108.04.29 

-108.10.14 
學歷不拘。 

網路商務技術應用設計班

第 02期 
900 30 108.08.12 

-108.10.04 

108.10.28 

-109.04.14 
學歷不拘。 

跨平台網站設置與應用班

第 01期 
900 30 108.03.11 

-108.05.03 

108.05.27 

-108.11.11 
學歷不拘。 

跨平台網站設置與應用班

第 02期 
900 30 108.09.09 

-108.11.01 

108.11.25 

-109.05.14 
學歷不拘。 

食品烘焙班第 01期 900 30 108.02.11 

-108.04.03 

108.04.29 

-108.10.14 
學歷不拘。 

食品烘焙班第 02期 900 30 108.08.12 

-108.10.04 

108.10.28 

-109.04.14 
學歷不拘。 

飾品設計與製造班第 01期 900 30 108.02.11 

-108.04.03 

108.04.29 

-108.10.14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飾品設計與製造班第 02期 900 30 108.08.12 

-108.10.04 

108.10.28 

-109.04.14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飾品設計與製造班 

(設計行銷)第 01期 
604 20 108.03.25 

-108.05.17 

108.06.10 

-108.09.30 
學歷不拘。 

飾品設計與製造班 

(設計行銷)第 02期 
604 20 108.09.09 

-108.11.01 

108.11.25 

-109.03.18 
學歷不拘。 

景觀設計實務班第 01 期 1204 30 108.01.21 

-108.03.15 

108.04.08 

-108.11.1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景觀設計實務班第 02 期 1204 30 108.09.16 

-108.11.08 

108.12.02 

-109.07.15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室內設計實務班第 01 期 1204 30 107.12.10 

-108.02.01 

108.03.04 

-108.10.17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室內設計實務班第 02 期 1204 30 108.08.12 

-108.10.04 

108.10.28 

-109.06.0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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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室內裝修管理班第 01 期 900 20 108.02.11 

-108.04.03 

108.04.29 

-108.10.14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室內裝修管理班第 02 期 900 20 108.08.12 

-108.10.04 

108.10.28 

-109.04.14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建築物裝修木作班第 01期 1204 30 108.04.15 

-108.06.06 

108.07.15 

-109.02.27 
學歷不拘。 

木作設施製作實務班 

第 01期 
900 30 108.01.02 

-108.02.23 

108.03.18 

-108.08.2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營建工程管理實務班 

第 01期 
900 20 108.01.02 

-108.02.23 

108.03.18 

-108.08.29 
學歷不拘。 

營建工程管理實務班 

第 02期 
900 20 108.06.24 

-108.08.16 

108.09.09 

-109.03.03 
學歷不拘。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班 

(勞動學苑) 760 20 
以本分署

招生簡章

為準 

以本分署

招生簡章

為準 
學歷不拘。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班 

(勞動學苑) 760 20 
以本分署

招生簡章

為準 

以本分署

招生簡章

為準 
學歷不拘。 

雲端商務應用暨社群經營

班(勞動學苑) 480 20 
以本分署

招生簡章

為準 

以本分署

招生簡章

為準 
學歷不拘。 

網頁設計行銷實務班 

(勞動學苑) 360 20 
以本分署

招生簡章

為準 

以本分署

招生簡章

為準 
學歷不拘。 

合計 78班  2102   
 

 

勞動學苑：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 588號 

電話：（04）777-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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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前        訓        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雲嘉南分署 

地址：臺南市官田區工業路 40 號 

電話：(06)698-5945轉 2101~2102 

網址：yct168.wda.gov.tw 

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工廠自動化（PLC&儀控）班

第 01期 
844 25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數位設計班(網頁設計&網

路工程)班第 01期 
844 30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學歷不拘。 

應用電子（太陽能光電技術

應用）班第 01 期 
844 20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學歷不拘。 

水電班第 01 期 844 24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冷凍空調班第 01期 844 30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消防安全設備管理班 

第 01期 
844 20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烘焙班第 01 期 844 24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學歷不拘。 

網路行銷設計與微電影製

作班第 01期 
656 25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5.17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廣告設計班第 01期 844 20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CNC電腦數值控制

(CAD/CAM)班(雲林虎尾) 

第 01期 

844 15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學歷不拘。 

電腦輔助機械繪圖班 

第 01期 
844 30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學歷不拘。 

室內設計班第 01期 844 30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創意家具設計及製作班 

第 01期 
844 25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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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綠生活與裝修工程實務班 

第 01期 
844 25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營建工程估價與實務班 

第 01期 
844 20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學歷不拘。 

藝術漆作班第 01期 844 20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學歷不拘。 

TIG氬氣鎢極銲接班 844 15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學歷不拘。 

汽車塗裝技術班第 01 期 844 20 
107.11.12 

-107.12.27 

108.01.11 

-108.06.21 
學歷不拘。 

產訓合作訓練-特殊銲接班 

第 01期 
1060 20 

107.11.12 

-107.12.27 

108.01.09 

-108.07.3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自動控制(微處理與 PLC控

制)班第 01期 
884 25 

108.02.11 

-108.03.26 

108.04.12 

-108.09.19 
學歷不拘。 

農特商品包裝設計行銷班

第 01期 
724 20 

108.02.11 

-108.03.26 

108.04.12 

-108.08.2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創意商品網路行銷班 

第 01期 
884 30 

108.02.11 

-108.03.26 

108.04.12 

-108.09.19 
學歷不拘。 

電工班第 01 期 884 20 
108.02.11 

-108.03.26 

108.04.12 

-108.09.1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數位圖文傳播科技班 

第 01期 
884 30 

108.02.11 

-108.03.26 

108.04.12 

-108.09.1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PLC控制實務班第 01 期 724 15 
108.02.11 

-108.03.26 

108.04.12 

-108.08.2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建築空間繪圖班第 01 期 884 30 
108.02.11 

-108.03.26 

108.04.12 

-108.09.1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裝修工程實務班(老屋修

復)班第 01期 
884 20 

108.02.11 

-108.03.26 

108.04.12 

-108.09.1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輔助工程測量班 

第 01期 
884 20 

108.02.11 

-108.03.26 

108.04.12 

-108.09.1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工廠自動化（PLC&儀控）班

第 02期 
892 25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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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特殊銲接班第 01期 892 20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數位設計班(網頁設計&網

路工程)班第 02期 
892 30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學歷不拘。 

應用電子（太陽能光電技術

應用）班第 02 期 
892 20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學歷不拘。 

水電班第 02 期 892 24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冷凍空調班第 02期 892 30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消防安全設備管理班 

第 02期 
892 20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烘焙班第 02 期 892 24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學歷不拘。 

廣告設計班第 02期 892 20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CNC電腦數值控制

(CAD/CAM)班(雲林虎尾) 

第 02期 

892 15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學歷不拘。 

電腦輔助機械繪圖班 

第 02期 
892 30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學歷不拘。 

機電整合班第 01期 1860 24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9.06.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室內設計班第 02期 892 30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創意家具設計及製作班 

第 02期 
892 25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綠生活與裝修工程實務班

第 02期 
892 25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營建工程估價與實務班 

第 02期 
892 20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學歷不拘。 

藝術漆作班第 02期 892 20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學歷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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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汽車塗裝技術班第 02 期 892 20 
108.05.13 

-108.07.01 

108.07.12 

-108.12.18 
學歷不拘。 

自動控制(微處理與 PLC控

制)班第 02期 
868 25 

108.08.08 

-108.09.26 

108.10.09 

-109.03.09 
學歷不拘。 

農特商品包裝設計行銷班

第 02期 
700 20 

108.08.08 

-108.09.26 

108.10.09 

-109.02.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創意商品網路行銷班 

第 02期 
868 30 

108.08.08 

-108.09.26 

108.10.09 

-109.03.09 
學歷不拘。 

電工班第 02 期 868 20 
108.08.08 

-108.09.26 

108.10.09 

-109.03.0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數位圖文傳播科技班 

第 02期 
868 30 

108.08.08 

-108.09.26 

108.10.09 

-109.03.0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PLC控制實務班第 02 期 700 15 
108.08.08 

-108.09.26 

108.10.09 

-109.02.1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數值控制機械班

(CAD/CAM與 CNC切削中心

機)班第 01期 

868 30 
108.08.08 

-108.09.26 

108.10.09 

-109.03.0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建築空間繪圖班第 02 期 868 30 
108.08.08 

-108.09.26 

108.10.09 

-109.03.0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裝修工程實務班(老屋修

復)第 02期 
868 20 

108.08.08 

-108.09.26 

108.10.09 

-109.03.0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輔助工程測量班 

第 02期 
868 20 

108.08.08 

-108.09.26 

108.10.09 

-109.03.0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合計 56班  1310    

訓練地點： 

臺南：臺南市官田區工業路 40號 

電話:(06)698-5945#2101~2102 

雲林：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 

電話:(05)633-042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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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前        訓        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高屏澎東分署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凱旋 4路 
105號 

電話：(07)821-0171 
網址：kpptr.wda.gov.tw 

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電腦數值控制與機械加工

第 01期 
960 24 

107.11.05 

-107.11.30 

108.01.03 

-108.07.08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輔助創意設計與製造

第 01期(產訓班) 
1060 24 

107.11.05 

-107.11.30 

專業訓練 

108.01.03 

-108.06.26 

實務訓練 

108.06.27 

-108.07.26 

依合作用人單位需

求設受訓資格。 

行動商務系統設計與開發

第 01期 
900 30 

107.11.05 

-107.11.30 

108.01.03 

-108.07.02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網拍多媒體行銷第 01 期 284 30 
107.11.05 

-107.11.30 

108.01.03 

-108.03.08 
學歷不拘。。 

銲接第 01期(產訓班) 1060 24 
107.11.05 

-107.11.30 

專業訓練 

108.01.03 

-108.06.30 

實務訓練 

108.07.01 

-108.07.31 

依合作用人單位需

求設受訓資格。 

可程式機電控制第 01 期 450 24 
107.11.05 

-107.11.30 

108.01.03 

-108.04.10 
學歷不拘。 

國際貿易行銷第 01 期 350 35 
107.11.05 

-107.11.30 

108.01.03 

-108.03.20 
學歷不拘。 

旅遊從業人員第 01 期 392 40 
107.11.05 

-107.11.30 

108.01.03 

-108.03.25 
學歷不拘。 

會展產業(MICE)人才培訓

第 01期 
326 35 

107.11.05 

-107.11.30 

108.01.03 

-108.03.13 
學歷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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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電腦數值控制-CNC銑床與

車床第 01期(產訓班) 
1050 24 

108.01.14 

-108.02.12 

專業訓練 

108.03.21 

-108.09.20 

實務訓練 

108.09.21 

-108.10.21 

依合作用人單位需

求設受訓資格。 

室內及工業配線第 01 期 900 23 
108.01.14 

-108.02.12 

108.03.21 

-108.09.11 
學歷不拘。 

網路管理與通信技術整合

實務第 01期 
900 24 

108.01.14 

-108.02.12 

108.03.21 

-108.09.12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智慧電子實務應用第 01期 900 24 
108.01.14 

-108.02.12 

108.03.21 

-108.09.12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機電控制第 01 期 960 24 
108.01.14 

-108.02.12 

108.03.21 

-108.09.12 
學歷不拘。 

物流從業人員第 01 期 300 30 
108.01.14 

-108.02.12 

108.03.21 

-108.05.27 

年滿 18歲，學歷不

拘。 

旅遊從業人員第 02 期 392 40 
108.01.14 

-108.02.12 

108.03.21 

-108.06.04 
學歷不拘。 

電腦數值控制-CNC車床 

第 01期 
900 24 

108.02.25 

-108.03.22 

108.04.23 

-108.10.09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手工電銲暨半自動電銲 

第 01期 
624 20 

108.02.25 

-108.03.22 

108.04.23 

-108.08.15 
學歷不拘。 

國際貿易行銷第 02 期 350 35 
108.02.25 

-108.03.22 

108.04.23 

-108.07.02 
學歷不拘。 

冷凍空調配線第 01 期 900 24 
108.03.18 

-108.04.12 

108.05.13 

-108.10.31 
學歷不拘。 

物流從業人員第 02 期 300 30 
108.03.18 

-108.04.12 

108.05.23 

-108.07.26 

年滿 18歲，學歷不

拘。 



 

30 

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會展產業(MICE)人才培訓

第 02期 
326 35 

108.03.18 

-108.04.12 

108.05.23 

-108.07.24 
學歷不拘。 

電腦輔助繪圖與 3D 列印創

作第 01期 
480 24 

108.03.18 

-108.04.12 

108.05.23 

-108.08.19 
學歷不拘。 

電腦數值控制與機械加工

第 02期 
960 24 

108.05.06 

-108.06.06 

108.07.08 

-108.12.3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電腦輔助創意設計與製造

第 01期 
900 24 

108.05.06 

-108.06.06 

108.07.12 

-108.12.30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綜合銲接第 01 期 900 24 
108.05.06 

-108.06.06 

108.07.12 

-108.12.31 
學歷不拘。 

機電整合第 01 期 1800 24 
108.05.06 

-108.06.06 

108.07.12 

-109.06.26 
學歷不拘。 

行動商務系統設計與開發

第 02期 
900 30 

108.05.06 

-108.06.06 

108.07.12 

-108.12.31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網拍多媒體行銷第 02 期 284 30 
108.05.06 

-108.06.06 

108.07.12 

-108.09.02 
學歷不拘。 

水電技術第 01 期 600 23 
108.05.06 

-108.06.06 

108.07.12 

-108.11.15 
學歷不拘。 

旅遊從業人員第 03 期 392 40 
108.05.06 

-108.06.06 

108.07.12 

-108.09.24 
學歷不拘。 

國際貿易行銷第 03 期 350 35 
108.05.06 

-108.06.06 

108.07.12 

-108.09.20 
學歷不拘。 

產學訓銲接 1800 30 

以招生簡

章公告日

期為準 

以招生簡

章公告日

期為準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年

齡 15歲以上 29歲以

下。 

電腦輔助 3D 模具設計與產

品實作第 01 期 
1200 24 

108.07.22 

-108.08.16 

108.09.17 

-109.04.27 
學歷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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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電腦輔助創意設計與製造

第 02期 
900 24 

108.07.22 

-108.08.16 

108.09.17 

-109.03.17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室內及工業配線第 02 期 900 23 
108.07.22 

-108.08.16 

108.09.17 

-109.03.18 
學歷不拘。 

網路管理與通信技術整合

實務第 02期 
900 24 

108.07.22 

-108.08.16 

108.09.17 

-109.03.12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智慧電子實務應用第 02期 900 24 
108.07.22 

-108.08.16 

108.09.17 

-109.03.12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機電控制第 02 期 960 24 
108.07.22 

-108.08.16 

108.09.17 

-109.03.18 
學歷不拘。 

國際貿易行銷第 04 期 350 35 
108.07.22 

-108.08.16 

108.09.17 

-108.11.26 
學歷不拘。 

物流從業人員第 03 期 300 30 
108.07.22 

-108.08.16 

108.09.17 

-108.11.22 

年滿 18歲，學歷不

拘。 

電腦數值控制-CNC車床 

第 02期 
900 24 

108.08.19 

-108.09.12 

108.10.17 

-109.04.27 

高中(職)畢業(或同

等學力者)以上。 

會展產業(MICE)人才培訓

第 03期 
326 35 

108.08.19 

-108.09.12 

108.10.17 

-108.12.17 
學歷不拘。 

冷凍空調配線第 02 期 900 24 
108.08.19 

-108.09.12 

108.10.25 

-109.04.28 
學歷不拘。 

旅遊從業人員第 04 期 392 40 
108.08.19 

-108.09.12 

108.10.17 

-108.12.27 
學歷不拘。 

合計 45班  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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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前        訓        練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 301號 
電話：(02)2872-1940 
網址：www.tvdi.gov.taipei 

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電腦化會計實務 480 28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1.07 

-108.04.11 

高中職以上畢業(須

檢附畢業證明文

件)。 

互動式網頁設計 64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1.18 

-108.05.22 

1.高中職以上畢業

(須檢附畢業證明

文件)。 

2.具備電腦基礎並

對網頁設計有興

趣者。 

3.青年優先(年滿15

歲以上至35歲以

下)。 

整合網路社群行銷應用 64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1.21 

-108.05.23 

1.高中職以上畢業

(須檢附畢業證明

文件) 。 

2.具電腦基礎者，自

備相機、自備手機

網路。 

網路開店 x自媒體行銷 56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1.22 

-108.05.10 

高中職以上畢業(須

檢 附 畢 業 證 明 文

件 )，具電腦基礎

者，自備數位相機。 

西式餐點實務 48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2.15 

-108.05.15 

1.年滿15歲以上。 

2.青年優先(年滿15

歲以上至35歲以

下優先) 。 

時尚烘焙 480 30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3.20 

-108.06.14 
年滿1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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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創意影像 48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4.10 

-108.07.03 

高中職以上畢業(須
檢 附 畢 業 證 明 文
件 )，具電腦基礎
者，自備數位相機。 

平面視覺設計 60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4.15 

-18.07.29 

高中職以上畢業(須
檢 附 畢 業 證 明 文
件 )，具電腦基礎
者，自備隨身碟、數
位相機。 

電腦化會計實務 480 28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4.22 

-108.07.15 

高中職以上畢業(須
檢 附 畢 業 證 明 文
件)。 

智慧電子技術 80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4.25 

-108.09.12 

高中職以上畢業(須
檢 附 畢 業 證 明 文
件)。 

商業企劃人才養成 48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4.25 

-108.07.18 

1.高中職以上畢業
(須檢附畢業證明
文件) 。 

2.具 Office基礎者，
自備數位相機。 

JSP程式設計 56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4.26 

-108.08.02 

1.高中職以上畢業
(須檢附畢業證明
文件) 。 

2.具備電腦基礎並
對程式設計有興
趣者。 

咖啡館餐點實務 40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6.13 

-108.08.21 
年滿15歲以上。 

電腦化會計實務 480 28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7.29 

-108.10.23 

高中職以上畢業(須
檢 附 畢 業 證 明 文
件) 。 

物聯網與行動裝置維護 768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8.12 

-108.12.26 

1.高中職以上畢業
(須檢附畢業證明
文件)。 

2.青年優先(年滿15
歲以上至35歲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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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電商社群媒體行銷實務 648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8.16 

-108.12.11 

1.高中職以上畢業

(須檢附畢業證明

文件)。 

2.具電腦基礎者，自

備相機、自備手機

網路。 

麵包西點實務 640 30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8.22 

-108.12.13 

1.年滿15歲以上。 

2.青年優先(年滿15

歲以上至35歲以

下)。 

Wordpress錢進網路商店 60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8.28 

-108.12.13 

高中職以上畢業(須

檢 附 畢 業 證 明 文

件 )，具電腦基礎

者，自備數位相機。 

平面視覺設計 60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9.09 

-108.12.25 

高中職以上畢業(須

檢 附 畢 業 證 明 文

件 )，具電腦基礎

者，自備隨身碟、數

位相機。 

商業企劃與數據分析養成 56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9.11 

-108.12.20 

高中職以上畢業(須

檢 附 畢 業 證 明 文

件)，具 Office 基礎

者，自備數位相機。 

JSP程式設計 56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9.11 

-108.12.20 

1.高中職以上畢業

(須檢附畢業證明

文件)。 

2.具備電腦基礎並

對程式設計有興

趣者。 

創意影像 48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9.23 

-108.12.16 

高中職以上畢業(須

檢 附 畢 業 證 明 文

件 )，具電腦基礎

者，自備數位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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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物聯網應用技術 48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9.30 

-108.12.24 

(10.05不排課) 

高中職以上畢業(須
檢 附 畢 業 證 明 文
件)。 

時尚創意拼布趣 320 30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10.21 

-108.12.13 
年滿15歲以上。 

重型機車修護 320 20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2.18 

-108.04.17 
年滿15歲以上。 

男士服裝製作 860 30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2.25 

-108.07.31 
年滿15歲以上。 

家用,商用冷凍空調機檢修 480 30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3.04 

-108.05.28 

高中職以上畢業(電
機、冷凍相關科系尤
佳)。 

手機維修與包膜技術 640 25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3.18 

-108.07.10 

1.高中職以上畢業
(須檢附畢業證明
文件)。 

2.青年優先(年滿15
歲以上至35歲以
下)。 

中式餐點實務 560 30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3.13 

-108.06.21 
年滿15歲以上 

照顧服務員 240 30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4.11 

-108.05.22 

16歲以上，身體健康
狀況良好，具擔任照
顧服務工作熱忱及
中文基本聽、說、
讀、寫能力者。 

車輛維修工程 592 20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5.20 

-108.08.30 

1.青年優先(年滿15
歲以上至35歲以
下優先) 。 

2.應屆畢業之高職
生或大專生可。 

3.具汽車丙級技術
證者。 

4.開訓日前無法取
得畢業證書者不
得請領任何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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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照顧服務員 240 30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7.11 

-108.08.21 

16歲以上，身體健康

狀況良好，具擔任照

顧服務工作熱忱及

中文基本聽、說、

讀、寫能力者。 

輪車基礎保養維修 640 20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8.19 

-108.12.10 
年滿15歲以上。 

汽車板噴修護 600 20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9.02 

-108.12.18 

1.年滿15歲以上 

2.青年優先(年滿15

歲以上至35歲以

下優先) 

車輛維修 536 20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9.02 

-108.12.26 

1.青年優先(年滿15

歲以上至35歲以

下優先)。 

2.特定對象(原住民

/中低收)優先。 

3.應屆畢業之高職

生或大專生可。 

4.具汽車丙級技術

證者。 

家用,商用冷凍空調機檢修 480 30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9.09 

-108.12.03 

高中職以上畢業(電

機、冷凍相關科系尤

佳)。 

中式餐點實務 560 30 
依招生簡

章規定 

108.09.09 

-108.12.18 
年滿15歲以上。 

合計 37班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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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前        訓        練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訓練就業中心 

地址：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 300號 
電話：(07)783-5011 
網址：www.ktec.gov.tw 

訓 練 職 類 訓練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食品烘焙班 
每梯次暫定

684小時 

每梯次招

收 20人 

108 年度第

1 梯次產訓

合作職前訓

練班報名期

間 暫 定 為

107年 12月

15 日起至

108 年 1 月

15 日止。 

 

108 年度第

2 梯次產訓

合作職前訓

練班報名期

間 暫 定 為

108 年 6 月

19 日起至

108 年 7 月

19 日止。 

 

108 年度第

1 梯次產訓

合作職前訓

練班訓練期

間暫定為 

108 年 2 月

27 日起至

108年 7月 4

日止。 

 

108 年度第

2 梯次產訓

合作職前訓

練班訓練期

間暫定為 

108年8月21

日起至 108

年12月20日

止。 

1.具就業意願之國民

及具有居留身分之

新住民配偶，15 歲

以上，男女不拘，符

合各職類參訓資格。           
2. 受 訓 資 格 若 有 更

動，則依各梯次招生

簡章規定辦理。 

美髮設計師養成

班 

每梯次暫定

684小時 

每梯次招

收 20人 

地方風味小吃班 
每梯次暫定

684小時 

每梯次招

收 20人 

工業配線與可程

式控制班 

每梯次暫定

684小時 

每梯次招

收 20人 

美容彩顏造型班 
每梯次暫定

684小時 

每梯次招

收 20人 

水電裝修實務班 
每梯次暫定

684小時 

每梯次招

收 20人 

輕食餐飲實務班 
每梯次暫定

684小時 

每梯次招

收 20人 

汽機車修護班 
每梯次暫定

684小時 

每梯次招

收 20人 

合計 16班  3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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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前        訓        練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中心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 3 段 78號 

電話：(03)332-1224轉 702~707 

網址：www.vtc.gov.tw 

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汽機車修護班(1) 904 25 
即日起 

-107.11.18 

108.01.17 

-108.07.0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國中畢業及年滿 18
歲。 

汽機車修護班(2) 904 25 
 108.4.15 

-108.05.26 

108.07.17 

-108.12.24 

挖掘機操作班(1) 400 25 
即日起 

-107.11.18 

108.01.08 

-108.03.25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國中畢業及年滿 18
歲。 

挖掘機操作班(2) 400 25 
108.04.15 

-108.05.26 

108.07.17 

-108.09.25 

裝載與堆高機操作

班(1) 
400 25 

108.01.11 

-108.03.03 

108.04.25 

-108.07.0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國中畢業及年滿 18
歲。 

裝載與堆高機操作

班(2) 
400 25 

108.07.05 

-108.09.01 

108.10.07 

-108.12.17 

飛機修護班 400 25 
107.12.10 

-108.01.20 

108.03.19 

-108.05.29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國中畢業及年滿 18
歲。 

航空器維護工程師

班 
640 25 

108.05.03 

-108.06.23 

108.08.05 

-108.11.26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1-3身份(其中 之
一)且需國中畢業及年滿 1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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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堆高機操作班(短期

班)(1) 
40 30 

即日起 

-107.12.16 

108.01.14 

-108.01.18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符合上列 1-2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國中畢業及年滿18
歲。 

堆高機操作班(短期

班)(2) 
40 30 

107.12.14 

-108.02.10 

108.03.11 

-108.03.15 

堆高機操作班(短期

班)(3) 
40 30 

108.02.11 

-108.04.07 

108.05.06 

-108.05.10 

堆高機操作班(短期

班)(4) 
40 30 

108.04.18 

-108.06.16 

108.07.15 

-108.07.19 

堆高機操作班(短期

班)(5) 
40 30 

108.06.17 

-108.08.18 

108.09.16 

-108.09.20 

堆高機操作班(短期

班)(6) 
40 30 

108.08.16 

-108.10.13 

108.11.11 

-108.11.15 

公用管線工程師班

(1) 
904 30 

即日起 

-107.11.18 

108.01.17 

-108.07.0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國中畢業及年滿 18
歲。 

公用管線工程師班

(2) 
904 30 

108.4.15 

-108.05.26 

108.07.17 

-108.12.24 

電力配置檢驗工程

師班(1) 
904 30 

即日起 

-107.11.18 

108.01.17 

-108.07.0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國中畢業及年滿 18
歲。 

電力配置檢驗工程

師班(2) 
904 30 

108.04.15 

-108.05.26 

108.07.17 

-108.12.24 

水電能源工程師班

(1) 
904 30 

即日起 

-107.11.18 

108.01.17 

-108.07.0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國中畢業及年滿 18
歲。 

水電能源工程師班

(2) 
904 30 

108.04.15 

-108.05.26 

108.07.17 

-10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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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冷凍空調工程師班

(1) 
904 30 

即日起 

-107.11.18 

108.01.17 

-108.07.0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國中畢業及年滿 18
歲。 

冷凍空調工程師班

(2) 
904 30 

108.04.15 

-108.05.26 

108.07.17 

-108.12.24 

消防安全設備管理

班(1) 
768 25 

107.11.01 

-108.01.13 

108.02.22 

-108.07.11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及年
滿 18 歲。 

消防安全設備管理

班(2) 
768 25 

108.05.03 

-108.06.23 

108.08.05 

-108.12.18 

餐飲廚藝管理班(1) 768 36 
107.11.01 

-108.01.13 

108.02.22 

-108.07.11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及年
滿 18 歲。 

餐飲廚藝管理班(2) 768 36 
108.05.03 

-108.06.23 

108.08.05 

-108.12.18 

複合式烘焙班(1) 600 30 
即日起 

-107.11.18 

108.01.08 

-108.05.01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及年
滿 18 歲。 

複合式烘焙班(2) 600 30 
108.02.01 

-108.03.24 

108.05.10 

-108.08.23 

複合式烘焙班(3) 600 30 
108.05.31 

-108.07.21 

108.09.02 

-108.12.17 

網路互動及視覺設

計班(1) 
904 25 

即日起 

-107.11.18 

108.01.17 

-108.07.0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網路互動及視覺設

計班(2) 
904 25 

108.04.15 

-108.05.26 

108.07.17 

-10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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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網路工程師 904 25 
即日起 

-107.11.18 

108.01.17 

-108.07.0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寬頻網路通信班(夜

間班) 
268 25 

107.10.02 

-108.01.01 

108.01.21 

-108.07.0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符合上列 1-2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大數據分析及系統

設計班 
600 25 

107.12.10 

-108.01.20 

108.03.19 

-108.07.0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通信及弱電工程班 480 25 
108.01.11 

-108.03.03 

108.04.11 

-108.07.0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物聯網應用工程師

班 
904 25 

108.04.15 

-108.05.26 

108.07.17 

-108.12.2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雲端網路通信工程

師班 
904 25 

108.04.15 

-108.05.26 

108.07.17 

-108.12.2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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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Cisco網路建置實務

班(夜間班) 
268 25 

108.04.18 

-108.06.16 

108.07.18 

-108.12.23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符合上列 1-2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數位網路創意行銷

班(1) 
904 25 

即日起 

-107.11.18 

108.01.17 

-108.07.0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數位網路創意行銷

班(2B) 
904 25 

108.04.15 

-108.05.26 

108.07.17 

-108.12.24 

影音動畫特效班(1) 904 25 
即日起 

-107.11.18 

108.01.17 

-108.07.0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影音動畫特效班(2) 904 25 
108.04.15 

-108.05.26 

108.07.17 

-108.12.24 

琺瑯工藝班(假日

班)(1) 
96 25 

107.10.26 

-108.01.01 

108.01.26 

-108.05.11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符合上列 1-2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琺瑯工藝班(假日

班)(2) 
96 25 

108.04.18 

-108.06.16 

108.07.20 

-108.10.26 

室內設計繪圖班(1) 400 25 
107.11.01 

-108.01.13 

108.02.22 

-108.05.07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室內設計繪圖班(2) 400 25 
108.03.15 

-108.05.05 

108.06.17 

-108.08.23 

室內設計繪圖班(3) 400 25 
108.05.31 

-108.07.21 

108.09.02 

-10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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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手創時尚工藝班(1) 400 25 
107.11.01 

-108.01.13 

108.02.22 

-108.05.07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手創時尚工藝班(2) 400 25 
108.02.01 

-108.03.24 

108.05.10 

-108.07.19 

CNC多軸銑床班(1) 904 25 
即日起 

-107.11.18 

108.01.17 

-108.07.0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CNC多軸銑床班(2) 904 25 
108.04.15 

-108.05.26 

108.07.10 

-108.12.17 

智慧機器人設計師

班 
904 25 

108.04.15 

-108.05.26 

108.07.17 

-108.12.24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3D列印創意金屬設

計班 
768 25 

107.11.01 

-108.01.13 

108.02.22 

-108.07.11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珠寶飾品創作班 600 25 
108.02.01 

-108.03.24 

108.05.10 

-108.08.23 

1.榮民(眷)。 
2.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3.屆退官兵(請附上校級以上
主官薦訓證明正本)。 

4.符合上列 1-3 身份(其中之
一)且需高中(職)畢業年滿
18 歲並具備電腦基本操作
技能。 

合計 54班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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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前        訓        練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遠洋漁業開發中心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北一路 1 號 
電話：（07）823-9611 
網址：www.fa.gov.tw 

訓  練  職  類 訓練

時數 
預訓

人數 
報名起 
訖日期 訓練期間 受  訓  資  格 

基本安全訓練班  28 1150 

依漁業署網站

之漁業訓練開

班資訊報名時

間報名 

每月隔週

辦理 

在船長 12公尺以上

漁船擔任漁船船員

者。 

小型漁船（筏） 
基本安全訓練班 16 1300 

依漁業署網站

之漁業訓練開

班資訊報名時

間報名 

每月隔週

辦理 

在船長未滿 12公尺

漁船擔任漁船船員

者。 

基本安全補訓班 8 80 

依漁業署網站

之漁業訓練開

班資訊報名時

間報名 

配合漁船

船員基本

安全訓練

班辦理 

已接受求生滅火訓

練，尚未接受漁船

船員基本安全訓

練。  

合計 60班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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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受訓學員費用負擔規定 
學員參加職前訓練期間，除依各分署規定膳食費須自行負擔及分攤住宿、水

電、清潔等費用外，其餘學費、材料費及勞保費均由政府公費負擔。 

 

附錄二：相關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領及注意事項 
1.凡符合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請領資格者，悉依「就業保險法」及「就業促進

津貼實施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2.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須先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

職訓諮詢評估適訓推介參加全日制職訓課程者，得申領「就業保險法」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 

3.非自願離職失業者如同時具有獨力負擔家計者、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長期失業者、二度就業

婦女、家庭暴力被害人及更生受保護人等身分，應優先以非自願離職身分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職訓諮詢評估適訓推介參加全日制

職訓課程後申請「就業保險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若未優先申請「就業

保險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將不予核發「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職業

訓練生活津貼，若發現有違反規定之情形，將撤銷及追繳已領取之津貼。 

 

附錄三：全國公立職業訓練機構聯絡資訊 

1.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網址：tkyhkm.wda.gov.tw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 3樓 
電話： (02)8995-6399 

2.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桃竹苗分署            
網址：thmr.wda.gov.tw 
地址：桃園縣楊梅市秀才路 851 號 
電話：(03)485-5368 

3.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中彰投分署             
網址：tcnr.wda.gov.tw  
地址：臺中市工業區一路 100 號 
電話：(04)2359-2181 

http://www.nvtc.gov.tw/
http://www.tyv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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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雲嘉南分署           
網址：yct168.wda.gov.tw  
地址：臺南市官田區工業路 40號 
電話：(06)698-5945 

5.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高屏澎東分署       
網址：kpptr.wda.gov.tw  
地址：高雄市凱旋四路 105 號 
電話：(07)821-0171 

6.臺北市 
職能發展學院        
網址：www.tvdi.gov.tw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 301 號 
電話：(02)2872-1940 

7.新北市政府          
職業訓練中心 
網址: ilabor.ntpc.gov.tw/cloud/VocTraining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 2段 7號 5樓東側 
電話：(02)8969-2150 

8.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訓練就業中心        
網址：www.ktec.gov.tw  
地址：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 300 號 
電話：(07)783-5011 

9.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除役官兵 
職業訓練中心        
網址：www.vtc.gov.tw 
地址：桃園市成功路 3段 78號 
電話：(03)332-1224 

10.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遠洋漁業開發中心 
網址：www.fa.gov.tw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北一路 1號 
電話：(07)823-9611 

 

http://www.vtc.gov.tw/
http://www.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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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全國公立就業中心（站）聯絡資訊 
1.北基宜花金馬分署所屬就業中心 
◎基隆就業中心 

地址：基隆市中正路 102號 
電話：(02)2422-5263 

◎基隆就業中心-六堵分站 
地址：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北路 1-2 號 
電話：(02)2451-5020 

◎板橋就業中心(委辦新北市政府)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163 號 
電話：(02)2959-8856 

◎新店就業中心(委辦新北市政府)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2段 190 號 
電話：(02)8911-1750 

◎三重就業服務站(委辦新北市政府)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 4段 12號 1-2樓 
電話：(02)2976-7157 

◎羅東就業中心 
地址：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 50號 1-2 樓 
電話：(03)954-2094 

◎花蓮就業中心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國民三街 25號 
電話：(03)832-3262 

◎玉里就業中心 
地址：花蓮縣玉里鎮光復路 160 號 
電話：(03)888-2033 

◎金門就業中心 
地址：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73 號 
電話：(082)311-119 

◎連江就業中心 
地址：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47-4 號 
電話：(083)623-576 

 
2.桃竹苗分署所屬就業中心 
◎桃園就業中心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 92號 
電話：(03)333-3005 

◎中壢就業中心(委辦桃園市政府)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新興路 182 號 
電話：(03)468-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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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就業中心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九路 7-3 號 
電話：(03)554-2564 

◎新竹就業中心 
地址：新竹市光華東街 56號 
電話：(03)534-3011 

◎苗栗就業中心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中山路 558 號 1樓 
電話：(037)358-395 

 
3.中彰投分署所屬就業中心 
◎臺中就業中心 

地址：臺中市市府路 6號 
電話：(04)2222-5153 

◎豐原就業中心(委辦臺中市政府)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社興路 37號 
電話：(04)2527-1812  

◎沙鹿就業中心 
地址：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 493 號 
電話：(04)2662-4191  

◎彰化就業中心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長壽街 202 號 
電話：(04)727-4271 

◎員林就業中心 
地址：彰化縣員林鎮靜修東路 33號 
電話：(04)834-5369 

◎南投就業中心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 2段 117 號 
電話：(049)222-4094 
 

4.雲嘉南分署所屬就業中心 
◎臺南就業中心 

地址：臺南市東區衛民街 19號 
電話：(06)237-1218；(06)237-1213 

◎永康就業中心 
地址：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 147 號 
電話：(06)203-8560 

◎新營就業中心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102 之 3號 
電話：(06)632-8700；(06)635-8781 

◎嘉義就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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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嘉義市興業東路 267 號 
電話：(05)224-0670； (05)224-0656 

◎朴子就業中心 
地址：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87及 89號 
電話：(05)362-1632 

◎斗六就業中心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上海路 222 之 1號 
電話：(05)532-5105 

◎虎尾就業中心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 
電話：(05)633-0422 

 
5.高屏澎東分署所屬就業中心 
◎屏東就業中心 

地址：屏東縣屏東市復興路 446 號 
電話：(08)755-9955 

◎潮州就業中心 
地址：屏東縣潮州鎮昌明路 98號 
電話：(08)788-2214 

◎臺東就業中心 
地址：臺東市博愛路 356號 
電話：(089)357-126 

◎澎湖就業中心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水源路 52號 
電話：(06)927-1207 

◎岡山就業服務站(委辦高雄市政府) 
地址：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 27號 
電話：(07)622-8321 

◎鳳山就業服務站(委辦高雄市政府)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 235 號 
電話：(07)741-0243  
 

6.臺北市就業服務處及所屬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8樓  
電話：(02)2308-5230 

◎西門就業服務站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峨嵋街 81號 
電話：(02)2381-3344 

◎內湖就業服務站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 6段 99號 7樓（內湖區行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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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790-0399 
◎景美就業服務站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段 393 號 2樓  
電話：(02)8931-5334 

◎頂好就業服務站暨銀髮人才就業諮詢站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 1段 77號東區地下街 30及 33號店鋪 
電話：(02)2740-0922 

◎信義就業服務站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 5段 15號 11樓 
電話：(02)2729-3138  

◎北投就業服務站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 30號 5樓 
電話：(02)2898-1819 

◎個案管理資源站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段 393 號 3樓 
電話：(02)2930-2696 

 
7.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及所屬就業服務站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 2段 7號 5樓東側    
電話：(02)8969-2166 

◎五股就業服務站      
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 9號              
電話：(02)2298-8527 

◎土城就業服務站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 1段 101 號           
電話：(02)8262-3500 

◎新莊就業服務站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425 號               
電話：(02)2206-6196 

 
8.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9號 
電話：(03) 332-2101 

 
9.臺中市就業服務處及所屬就業服務站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26 號 2 樓  
電話：(04)2228-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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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號世紀大樓 10樓   
電話：(06) 633-0820  

 
11.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及所屬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地址：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17 號 
電話：(07)733-0823 

◎前鎮就業服務站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 6號 1樓（高雄市勞工行政中心 1樓） 
電話：(07)822-0790 

◎中區就業服務站 
地址：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61 號 1樓 
電話：(07)251-1285； (07)241-0053 

◎左營就業服務站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 189 號 1樓 
電話：(07)550-9848 

◎三民就業服務站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 468 號 10樓 
電話：(07)383-7191 

◎楠梓就業服務站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學專路 777 號 2樓（後勁活動中心） 
電話：(07)360-9521；(07)360-9522 

 
※※如欲參加訓練者，請逕洽各職業訓練機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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