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

109年度第33期(第二梯次)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班招生簡章

一、目標：培訓具就業意願及潛能之身心障礙者，學習一技之長，以就業自立。

二、訓練品質承諾：身障職訓，首選博訓。本中心為全國唯一專責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

訓練的公立機構，提供導師和訓練師雙師制度、引進業師與職場接軌、志工參與加

值服務、無障礙環境完備及多元豐富的輔導課程，讓學員獲得優質的訓練品質。

三、對象：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年滿 15 歲以

上具失業者身分，並經評估具備參加訓練之意願及潛能者。

四、招生名額： 

職類 班別
名額

(名)
備註

清潔洗車職類

清潔園藝班 10 心智障礙及可耐

戶外炎熱環境者

優先

清潔廚務班 10

洗車美容班 10

說明:上述所有職類如未能招足名額之班級，本中心將於網路公告缺額，

符合報名資格且完成報名手續者，再依通知甄試，本中心並得保留未足

額之開班權利。

五、各職類訓練期程、時數與上課時間：

清潔洗車職類

期程 109年 7月 21日至11月 28日

時數 562小時

上課時間

日期/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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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1日至

8月31日

早上9:00-12:00

下午1:30-4:20

早上9:00-12:00

下午1:30-2:20

9月 1日至

11月 28日

早上8:00-12:00

下午1:30-4:20

早上8:00-12:00

下午不上課

六、報名相關規定：

(一) 報名方式及時間：:

1. 現場報名(親自或委託他人)：

(1) 填妥報名表及各應檢附文件親自或委託他人至本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

三路 101號 )2 樓教務課報名。

(2) 報名時間 :109年 5月 4日至 109年 6月 10 日，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下午1時 30 分至 5時。

2. 通訊報名：填妥報名表及各應檢附文件，於6      月      10      日前郵寄至高雄市

政府勞工局博訓中心「80752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三路 101號 2樓教務課

收」，逾期或文件不齊全，恕皆不受理。

3. 本中心得視報名情形，延後報名截止日期，並於本中心網頁公告之。

(網址https:// poai.kcg.gov.tw/)

4. 報名者請詳閱下列應檢附文件：必繳文件如有不齊全，恕不受理；如

有符合選繳文件身分者，請一併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應檢附文件 內容

必繳資料  報名表正反面 1份(請黏貼影本國民身分證正反面 1份及身

心障礙證明正反面 1份)。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明細表(查詢日期應為 109年 4月 19

日後，請攜帶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印章至勞保局查

詢，亦可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勞動保險卡至勞保局網站查詢)。
    

 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        

 職業訓練諮詢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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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3個月彩色半身一吋照片 1張（黏貼於報名表）。

 35元限時掛號標準回郵信封 1份，請填妥姓名、可收件住址

(通知甄試時間地點用)

選繳資料  非自願離職失業者必繳:

(1)職業訓練推介單

(2)就業保險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申請書給付收據

 疾病資料表(持癲癇證明報名者，為協助輔導之需)

 醫療單位相關證明文件(持精障證明由醫療單位轉介報名者，

為協助輔導之需，須為本中心使用之醫療諮詢單格式)。

 持視障證明者請附視力證明(為甄試協助之需)。

 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檢附有記事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

簿以利各項證件驗證之用。

 曾更名者，請加附戶籍謄本影本。

備註  報名者請詳細填寫有關申請表，若填寫不實，經本中心發現

致影響本身權益或退訓時，自行負責並賠償訓練費用。

 報名資料若有塗改請於塗改處簽名。

(二) 勞工保險局位址:

高屏地區勞工保險局位址

單位 電話 地址

高雄市辦事處 07-7275115
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 6號 1樓 (行政

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1樓)

高雄市第二辦事處 07-7462500 高雄市鳳山區復興街 6號

屏東辦事處 08-7377027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552之 1號

(三) 報名表資料索取方式：

1. 本中心(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網站首頁下載(網

址:https:// poai.kcg.gov.tw/)。

2. 本中心、高雄市各身心障礙社團(機構)、本市各區公所社會(經)課、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各就業服務站索取。

3. 電話索取(郵寄送達): 07-3214033按分機9由總機人員登記索取。

(四) 注意事項

1、報名者需持有身心障礙證明，報名後經職業能力評估，具就業意願者始

予錄取。設籍本市、未曾參加職業訓練、經職重窗口評估等另有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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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

2、 考量職業訓練屬就業導向、公平參訓原則與政府訓練資源有限，曾在

任何職訓機構參加職業訓練者，2年內相同班次，不得重複報名。惟 2

年內欲參加不同班次訓練者，需經職業重建個案管理評估，並以銜接

進階專業職類班為原則。

3、 如欲報名但對自身職業興趣、性向有諮詢需求者，可洽各公立就業服

務站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諮詢，惟諮詢結果僅供參考，不作為錄訓之

依據。

4、 有接受下述醫療行為者，請提供醫療、診療或病史文件，以利提供報

名者更適切評估(癲癇患者或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可至中心網頁下載表格，

持表單請醫師填寫)：

(1)癲癇患者，請附原診療之神經內科醫師填寫疾病資料表。

(2)視覺障礙者，請附視力證明。

(3)慢性精神疾病者，如由醫療單位轉介，請附醫療單位相關證明文件。

5、 患有隱性疾病、需長時間於上課期間固定回診者，請考量參訓適宜性，

以免影響訓練期程及求職就業。

6、 繳交之影本資料請自行事先影印，以利報名。

7、 若繳交資料未齊全，本中心人員將先行通知，於報名截止日前須繳交

齊

全，逾時未繳交齊全，視同放棄報名資格，原報名相關資料本中心將

不再寄回，並予以銷毀處理。

8、 請審慎評估欲報名班別，更改班別以一次為限  (  修改班別請於報名完成

日

起三日內親自至本中心修改  )  ，逾期不得再修改報名班別。

9、 報名者於報名時若仍有勞保身分(加保職業工會經切結無工作者除外)，

及

經查核為負責人身分者不得報名。

七、甄試時間及地點：

(一) 甄試時間：109年 6月 29日至7月3日(各職類甄試日期，依本中心甄

試通知單為準)。

(二) 甄試地點：本中心(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三路101號)，各班甄試報到地點，

詳閱甄試通知單。

(三) 分梯次通知甄試，逾時不候；甄試時間及地點如有變更，將另行通知。

八、甄試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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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甄試時間約需 2至 3小時；視情況需要並經當日甄試老師同意後，家

長、監護人、社工師或就服員等，可陪同晤談甄試。

(二) 甄試項目包含職能測驗、晤談評估。

(三) 甄試及甄試相關說明:

1、若於109年 6月 24日還未收到甄試通知單，請自行來電確認，以避免影

響考試資格。

2、錄取名單公佈日期:招生錄取名單預定於 109年 7月 15日公佈於本中心

網頁，並另行郵寄通知甄試結果。

3、缺考者及單項成績零分者，皆不予錄取。

4、甄試成績總分相同者，依職能測驗成績排序;各班依成績高低排序擇優

錄取。

5、依據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準第十條錄訓原則:應試者對於試題若有疑

義，應於甄試結束次日起三個工作日內，以及對於甄試結果有異議欲申

請成績複查或申訴者，應於甄試結果公告日起三個工作日內，檢具正確

之個人姓名、連絡電話及地址等相關資料，以書面方式提出；逾期提出

者，不予受理。另應試者不得要求重新評閱、申請閱覽、提供各細項分

數、複印答案卷(卡)或評審表，亦不得要求告知試題命製人員及監評人

員之姓名及其他有關資料。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並以成績複算統計結

果回覆。

6、甄試內容皆為報考職類須具備之基本技能(請參考各班甄試項目說明)，

皆

不提供考古題。

九、開訓日期：109年 7月 21日（星期二）。

十、訓練地點：本中心(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三路101號)。

十一、開訓報到注意事項：身心障礙證明，已到期須重新鑑定者，請儘速辦理

重

鑑，倘於報到日未通過鑑定者，將喪失參訓資格，即由

備取者依序遞補。

十二、遞補期限：遞補期間109年 7月 21日至8月3日，如有學員未報到或

退訓將由備取者依序遞補參訓。

十三、訓練期間須注意並遵守事項：

(一)學員經職業能力評估通知錄取，須與本中心簽訂職業訓練契約書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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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入訓。受訓學員或家長簽約保證（其子女）於訓練期間遵守契約書各

項

約定。

(二)訓練期間由本中心定期為學員辦理學習評量。若因作業未如期完成，

學

習態度差而影響全班紀律或進度者、期中考成績(含態度、平時考核、

期中考試)未達 60分並經補考後仍未通過者，依職業訓練契約書辦理

退

訓並賠償訓練費用。

(三)請假時數規範:

1. 清潔洗車職類班學員，請假不得超過時數 57小時(訓練時數十分之

一)。

2. 請假、曠課超過規定或行為違反學員手冊相關規定情節重大遭退訓

者，須依職業訓練契約書規定賠償各項訓練費用；職類適性不合影

響訓練進度經考核確實者，予以退訓不得轉班。

3. 受訓期間課程、實習所需材料，由本中心統一購置，個人所需參考

書籍、證照檢定費、輔導課程材料由學員自行自付，另受訓期間交

通由學員自行處理，本中心亦無提供住宿。

4. 受訓期間本中心提供學員免費午餐，但戶外課程(實習或參訪等)不

供餐，由學員自行處理，本中心亦不補助費用。

5. 受訓學員一律參加勞保，保費由本中心補助。

十四、有關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須知：

(一) 具有非自願離職身分之失業者應依就業保險法規定，報名截止日前，

先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職業訓練諮詢，經評估適訓後，持該機

構開立之「職業訓練推介單」及「就業保險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

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報名參訓，並於甄試錄訓後，優先以非自願離

職身分申請「就業保險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否則將依「就業促

進津貼實施辦法」規定，不予核發該辦法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且

系統會持續勾稽至結訓後 2年，若發現有違反規定之情形，將撤銷

及追繳已領取之津貼;另錄取與開立之「職業訓練推介單」須為相

同班別，方可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二) 2年內依「就業保險法」及「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請領之職業

訓練生活津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身心障礙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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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領取最長以 1年為限；「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之訓練生活津

貼請領金額為現行基本工資60%。

(1)依各相關法令規定已無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與身心障礙生活補助擇一

領

取之限制，故領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不影響原有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之

請領，惟 109年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將納入家庭總收入合計，經報名

錄訓者請自行試算合併計算後之家戶所得，是否影響 110年度中低、

低收入戶之補助申請。(如有疑問者請洽各區公所社會課詢問) 

(2) 有下列情形者，受訓期間不得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軍人退休俸、公營事業退

休金 (惟符合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領取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者除外 )。



受訓期間另在其他公司行號參加勞保者【含入訓前在公司行號參加勞保（職業

工會除外）於入訓日尚未退保者或為公司行號負責人】。



當期次訓練如已領有「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或職訓生活津貼，則不得同時

請領「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之職訓生活津貼。

(3) 於津貼請領期間已就業、中途離訓、遭訓練單位退訓者或另於其他公

司行號參加勞工保險者，將不再核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十五、結訓及發證：經評量達成訓練目標者，發給職業訓練結訓證書，未達成

訓練

                 目標者，僅發給參訓證明，並協助輔導就業。

十六、各訓練職類班招訓內容：以下各訓練職類班，其課程內容依職場需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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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性調整。

清潔園藝班

甄試項目

1. 職能測驗：50%【室內外清潔及園藝工具辨識、掃地、連續彎腰、蹲站、搬

運 25公斤培養土至指定位置等】

2. 晤談評估：50%【就業動機，過往參訓、求職歷程、適訓綜合評估等】

課程內容(著重各種勞務操作性工作訓練)

1. 常用園藝及打掃工具之介紹與使用。

2. 外圍打掃工作(室外環境整理)：掃除枯枝落葉、垃圾清理、修剪、除草(鐮

刀或割草機)、吹葉機教學…等。

3. 室內清潔課程:掃、擦、拖、玻璃擦拭技巧、簡易廁所清潔維護。

4. 園藝課程:育苗、換盆、定植、除草、澆水、施肥、室內盆栽整理及照顧。

5. 職場情境訓練：安排醫院、公園、停車場或學校實習，模擬職場之情境訓

練。

6. 就業生活適應訓練。

未來就業方向

1. 醫院、公園、停車場、學校、高鐵站…等地之外圍打掃人員。

2. 園藝工(除草、修剪、澆水、種植…等工作) 。

3. 室內清潔人員。
清潔廚務班

甄試項目

1. 職能測驗：50%【基本生活能力認知、掃地、連續彎腰、蹲站、搬運約 20

公斤左右餐具至指定位置等】

2. 晤談評估：50%【就業動機，過往參訓、求職歷程、適訓綜合評估等】

課程內容(著重各種勞務操作性工作訓練)

1. 清潔課程：掃、擦、拖、玻璃擦拭技巧學習及清潔維護、靜電拖把使用、

廁所簡易清潔維護。

2. 餐廳外場：餐廳及週邊環境清潔維護、用餐人數及餐具準備、餐後收拾整

理、外場服務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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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廚房內場：各類餐具清洗技巧、自動洗碗機餐具插籃清洗及分類收納、廚

房清理、協助用餐準備 (人數統計、廚餘桶垃圾袋) 、發送便當、餐後收

拾、廚餘清理。

4. 職場情境訓練：安排餐廳、飯店、辦公大樓情境訓練。

5. 就業生活適應訓練。

未來就業方向

1. 飯店、賣場、美食街、醫院、學校、…等不具危險性工作之清潔人員。

2. 餐廳前場：餐具收拾、餐廳清潔維護、前場服務等工作人員。

3. 廚房後場：廚房助手(含廚房清潔維護工、洗碗工、洗濯工…) 。

洗車美容班

甄試項目

1. 職能測驗:50% 【汽車車體提水清洗、踩梯登高擦拭、擰布擦拭、清潔檢

視、用具整理歸位、蹲姿測驗】

2.談評估:50% 【就業動機，過往參訓、求職歷程、適訓綜合評估等】

課程內容

1. 洗車技能訓練：

(1) 車體外裝技能 :基本手工洗車等清潔、沖水與擦拭之獨立作業能力訓練；

使用水槍、汽動機等相關專業汽車器具，技術性運用於車體外裝美容等專業汽

車服務。

(2) 車體內裝技能 :車體內裝物品歸位和清潔整理，座椅皮革擦拭保養與地毯

除塵清理等整裝服務。

(3) 洗車職場之基本問候與禮貌禮儀訓練。

(4) 洗車職場收費及找錢等基本計算能力實務演練

2. 清潔技能訓練:

(1)基本室外清潔技能訓練:洗車週邊場域環境打掃整理與清潔維護。

(2)基本室內清潔技能訓練:掃、擦、拖及廁所清潔與環境衛生品質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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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洗車場情境訓練：洗車分區清潔打蠟及車體內裝清潔整理實務操作等模擬
職場情境訓練。

4. 就業生活適應訓練與自理能力、問題解決能力養成。

未來就業方向

1. 洗車類: 加油站洗車、洗車美容、手工洗車等相關洗車職務。

2. 清潔類:室內清潔、戶外打掃及環境整理維護等相關清潔職務。

3. 其他職類: 倉儲物流人員、作業員、物品陳列人員及代工相關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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