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 
102年度第 3梯次自辦在職技術人員進修訓練招生簡章 

一、訓練宗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為因應產業發展並提高在職勞工職場穩定度，充分運用各

職業訓練中心訓練設施與師資，利用假日或夜間時段辦理在職人員之進修訓練，以提升

生產力及服務品質。 

二、招生對象：具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份之在職勞工，其投保身份以開訓日

為基準日。 

三、招訓班別： 

職類 
訓練
時數 

招訓
人數 

訓練期間 
受訓資格 

學員負
擔費用
（元） 

訓練目標 

及課程內容 
上課時間 

冷氣冰箱維修

班 
144 20 

102.08.14 

~ 

102.11.08 
國中以上

畢業 
2,230 

熟悉冷氣冰箱維修相關

知識，從事冷氣冰箱維修
工作需要 每週一、三、五 

18：30~21：45 

CNC銑床-進階

班 
144 20 

102.08.14 

~ 

102.11.08 
高中（職）
以上畢業 

2,670 

熟悉CAD/CAM軟體之應
用，能操作 CNC銑床等
工作  每週一、三、五 

18：30~21：45 

工業配線班第 2

期 
144 20 

102.08.14 

~ 

102.11.08 
高中（職）
以上畢業 

2,950 

熟悉工業配線之基礎電
工、識圖與製圖、控制電
路配線等工作 每週一、三、五 

18：30~21：45 

電腦組裝與維

修-進階班 
144 20 

102.08.14 

~ 

102.11. 13 
高中（職）
以上畢業 

2,670 

熟悉電腦各元件相關知
識與硬體結構，從事電腦
之維護及安裝等工作 每週一、三、五 

18：30~21：45 

可程式控制班

第 2期 
144 20 

102.08.14 

~ 

102.11.08 
高中（職）
以上畢業 

3,170 

熟悉可程式控制器各部
元件相關知識，使能適應
可程式控制器各部元件
需要 

每週一、三、五 

18：30~21：45 

四、報名日期：102年 7月 5日 0時至 7月 15日 24時截止。 

五、報名方式： 

（一）網路報名：請於報名期間內，至職訓 e網（http://www.etraining.gov.tw）或本中心網站

（http://www.svtc.gov.tw）/訓練課程。步驟如下： 

   方式一：職訓 e網報名 

1. 輸入 http://www.etraining.gov.tw進入職訓 e網。 

2. 功能選項中「課程資訊」→「分區課程清單」→「南區職訓中心」→點選欲報名之「訓

練班別課程」，瀏覽課程介紹，點選「我要報名」，登入會員（如未加入會員者請先加入

會員） 



3. 勾選報名課程→送出報名資料→請先確認個人資料，再送出報名資料，即完成報名手續。 

※未加入職訓 e網會員者： 

請先加入會員，賡續報名步驟請由上述 2、3步驟操作。輸入之「密碼」請自行牢記，俾便日

後查詢課程及報名等使用。 

   方式二：本中心首頁報名 

1. 輸入 http://www.svtc.gov.tw本中心網站，點選「訓練課程」→我要報名-職訓 e網 

2. 繼續報名步驟請依職訓 e網報名 2、3步驟操作。 

    （二）至本中心報名：本人或委託親友填妥報名表於上班時間內（星期一至星期五 8時至 17時）

逕送本中心服務台登記受理，由本中心服務人員代為登錄網路報名表後始完成報名手續。 

    （三）身心障礙者於報名時，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或逾有效期限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註記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得提驗上開文件影本，申請於甄試時提供必要協助服

務，俾利中心評估提供。報名時未提出申請或未檢附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視同無需求。 

    （四）甄試通知單於 102年 7月 18日前寄發並於本中心網頁公布試場、甄試時間。 

六、甄試： 

    （一）甄試日期、時間、科目： 

日期 甄試科目 時間 備註 

102年 7月 27日 

（星期六） 

筆試 

08：30~08：40 考生入場 

08：40~09：30 

1. 筆試測驗內容以選擇題方式命題，試題
為各職類基本專業常識，計 25題。 

2. 筆試時間開始 15分鐘後（8時 55分）
禁止入場，如未於時間內入場考試者，
視同放棄應考資格。 

口試 13：30~15：30 

1. 考生依筆試測驗成績高低，選取各職類

招訓人數的 2倍數參加口試。 

2. 口試到達時間至當日 15時止，如未於
時間內到達者，視同放棄應考資格。 

   （二）甄試地點：本中心（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 105號；電話：07-8210171轉 2310、2316） 

（三）甄試應注意事項： 

1. 依據簡章及所寄發甄試通知單的甄試日期、時間、准考證號碼及試場等，準時參加甄試。

未收到甄試通知單者可至本中心網頁查詢或電洽本中心。 

2. 各考生一律參加筆試測驗，測驗時應攜帶甄試通知單、身分證明文件。筆試測驗採電腦閱

卷答案卡作答，請自備 2B鉛筆及軟性橡皮擦，非使用 2B鉛筆作答致無法讀卡者，由應試

人員自行負責。 

3. 考生口試時間： 

(1) 考生筆試後，依成績高低排序於當日上午12時以前公布選取招訓人數的2倍數人員，參

加於當日下午辦理之口試，不足倍數以實際人數為之。【公布地點：本中心玄關及網站】 

(2) 口試時應攜帶甄試通知單、身分證明文件、學歷證件（驗畢歸還，若證件與參訓資格

條件不符者及未於規定時間內到達者，視同放棄考試資格）。 

4. 綜合測驗（筆試）缺考者，不得參加口試甄試：任一甄試科目（綜合測驗或口試）缺考或

零分者，皆不予錄取。 

5. 甄試錄取標準以筆試、口試二科（比重各佔50%）合計總成績依序錄取至招訓人數為止，

惟甄試成績總分相同者，依筆試成績最高者優先錄取，若筆試與口試均同分者以公開抽籤

決定之。 



七、錄取名單公告與報到日期： 

（一）錄取名單公告：正取生與備取生錄取名單預定於102年7月31日17時前公告於本中心公布欄與

網頁。 

（二）正取生繳費日期及備取生遞補： 

正取生： 102年 8月 1日至 8月 7日上午 8時至下午 17時（例假日不收費）至本中心行政

課繳費，並繳交畢業證書影本，亦可採郵寄或匯票方式繳費（詳如※其它事項 3）。

參訓後發現身份資格不符者（開訓當日未具＂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

被保險人＂身份或學歷資格不符）將取消錄取資格，其訓練費用僅退還所繳費用

50%，或因逾時未繳交費用，上述缺額將由備取生遞補。 

備取生： 依各職類缺額電話通知遞補，甄試成績總分及序位相同者，依筆試成績最高者優先

遞補，若筆試與口試均同分者以公開抽籤決定之。繳費日期：102年 8月 8日至 8

月 13日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例假日不收費）至本中心行政課繳費，費用及資料

繳交等同正取生規定。 

※其它事項： 

1. 學員須負擔部分訓練費用，餘由政府補助。訓練費用繳交後開訓前（不含開訓當日）因故

無法參訓者，退還所繳費用70%；已開訓（含開訓當日）未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而申請

退訓者，退還所繳費用50%；惟因參訓人數不足而取消開班時，本中心將全額退還所繳交

費用。 

2. 若學員因開訓後（含開訓當日）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而退訓者、及參訓期間行為不檢，

或影響其他學員上課秩序，經職訓中心認定情節重大而勒令退訓者，其所繳費用不予退費

或延期參訓。 

3. 錄取者繳交費用可採購買郵政匯票方式，郵政匯票抬頭請指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

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21字，勿用縮寫，併同畢業證書影本以掛號郵寄至本中心教務課

（寄送時間應於繳費期限內，以郵戳為憑）。 

八、受訓（上課）時間、地點： 

（一）受訓（上課）時間：依班級開課時間。 

（二）地點：本中心（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105號）。 

九、結訓證書：完成全期課程訓練、測驗成績及格且缺課時數未達總時數四分之一者，由本中心頒發結

訓證書。 

十、其他： 

（一）甄試或報到當日如逢不可抗拒因素而經地方機關宣布停止上班時，則順延之，並於本中心網

站公布順延日期。 

   （二）報到學員人數未滿招訓人數之半數，本中心得不開班。 

（三）簡章及報名表索取：請至本中心網站（www.svtc.gov.tw）下載報名表或附回郵（貼 5元郵票）

信封，並詳填收件人姓名、地址郵寄本中心服務台索取。 

十一、本中心交通位置圖與聯絡方式：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105號、電話：（07）8210171轉2310 

「服務台」。網址：www.svtc.gov.tw 

http://www.svtc.gov.tw/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 

自辦在職訓練招生報名表 
＊為必填處 

報考班別 

職  類  期別 
 

＊姓名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 身 份 別 
○本國   

○外籍（含大陸人士） 

＊身分證字號 

（或護照號碼 

或工作證號） 

 

＊ 性 別 ○男  ○女 婚 姻 ○未婚  ○已婚 

＊最高學歷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畢業 

狀況 

○畢業 

○肄業 

○在學 

＊學校名稱  ＊科系 

 

＊ 兵 役 
（女生填免役） 

○已役  ○未役 ○在役中 

○免役   

＊聯絡 

電話 

日  

夜  

電 子 信 箱  
行動 

電話 
 

 □我願意收到 e網寄發的相關訊息.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縣 

市 
 

 

區 

鄉 

鎮 

 

里 

鄰 

路 

 

巷 

 

弄 

 

號之 

 

樓之 

＊登入 e 網 

會員密碼 
 

PS：請牢記「e網會員密碼」或妥善保存這份報名表，以備下次登錄 e網報名使用，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