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 

112 年度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班招生簡介 
 

一、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二、 經費來源：就業安定基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三、 訓練對象： 

（一） 日間養成職業訓練:凡失業、未就業之身心障礙者，年滿 15 歲，依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具備生活自理能力，並經評估具備擬參加訓練職類之就業潛能
者，參訓者無須負擔相關受訓費用。 

（二） 第二專長(在職)訓練:依法領有身心障礙者證明，年滿 15 歲，通過訓練單位評估可提供就業證明之在職勞工為優先，參訓者無須負擔相關受訓費用。 

四、 課程資訊：請逕洽各訓練單位報名專線(服務時間:每週一至五 09-17 點)，招生簡章可至本中心首頁下載 https://poai.kcg.gov.tw，各班甄試時間由訓練單位另行通
知、開課時間、上課地點如有變動，以各受託訓練單位公佈為主。 

 

委託辦理日間養成職業訓練班(待業者) 

訓練班別 課程簡述 
招訓 

人數 

總時

數 

報名 

截止日 

甄試 

日期 
開課日 訓練單位/上課地點 報名專線 

養生紓壓 

技能班 

徒手按摩技巧教學、芳香療法、經

穴學、解剖學，應用實習與按摩丙

級技術士證照輔導，培訓按摩相關

從業人員 

10 900 3/23 3/27 4/10-11/8 

高雄市視障關懷發展協會 

(三民區覺民路 91號) 

上課地點:高雄市鳳西國中 

(鳳山區光華路 69號) 

07-3878187 

李小姐 

行政 

事務班 

電話服務技巧、辦公室應用文書軟

體、電腦 TQC 證照輔導，培訓行

政助理與電話客服業相關人員 

15 560 4/14 4/18 4/25-9/28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苓雅區凱旋二路 130 號 

凱旋醫院附設社區復健中心) 

上課地點:高雄市高齡整合長期照護中心 

(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號 8F) 

0961123621 

米小姐 

照顧 

服務班 

生活照護技巧、環境活動協助訓練

與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檢定輔導等，

內含政府核定照顧服務員必修 129

小時專業時數，培訓照顧服務與居

家服務人員 

15 400 4/18 4/21 5/2-8/11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苓雅區凱旋二路 130 號 

凱旋醫院附設社區復健中心) 

上課地點:高雄市高齡整合長期照護中心 

(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號 8F) 

07-7131236#241 

駱小姐 

社會住宅與經

紀人地政士專

業培訓班 

輔導不動產營業員證照、不動產經

紀業與地政士專業法規及實務、包

租代管，培訓不動產相關從業人員 

10 350 5/3 5/4 5/11-8/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動產教育平台訓練協會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150號 17樓) 

07-2366632 

蕭小姐 

【旗山區】 

葫蘆工藝 

創作技能班 

葫蘆工藝基礎技法教學、雕刻應用

實習，培訓葫蘆雕刻創作展銷相關

人員 

8 300 6/2 6/6 6/13-8/3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百工職人培育協會 

(新興區七賢一路 238號 2 樓) 

上課地點::武德殿藝文中心 

(旗山區中正路 110號） 

0925850450 

王小姐

0987188972 

何先生 

專業清潔 

人員培訓班 

專業空間、賣場及辦公場域相關清

潔要點 SOP及整理收納技巧課程與

實務演練，培訓專業清潔服務人員 

10 350 6/7 6/8 6/26-9/20 
義守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前金區五福三路 21 號7 樓) 

07-2169052 

周小姐 

中餐烹調暨小

吃點心製作班 

餐飲服務人員技能訓練與中餐烹調

丙級技術士證照輔導，培訓餐飲從

業相關人員 

15 300 7/2 7/5 7/13-10/5 

高雄中餐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苓雅區中正一路 100 號 

捷運技擊館站 1號出口） 

07-7618966 

伍小姐 

委託辦理第二專長(在職)職業訓練班(在職者優先) 

訓練班別 課程簡述 
招訓 

人數 

總時

數 

報名 

截止日 

甄試 

日期 

開課日 
(各班上課時間請參

閱招生簡章) 

訓練單位/上課地點 報名專線 

職場按摩 

進修班 

提供在職按摩師提升專業技能，輔

導乙級按摩技術士證照術科課程 
10 240 3/15 3/16 

3/20-10/12 

每週一與二 

高雄市按摩工會 

（鹽埕區府北路 36號 3樓之 13） 

上課地點:高雄捷運文化中心站３號出口Ｂ1 

向日葵盲人按摩館 

07-5333221 

李先生 

裁縫手作 

生活應用班 

畫布製版技巧、縫合貼襯及歐洲刺

繡針法等示範與教學 

作品:創意圍裙組、鴨舌帽組、嬰

幼兒圍兜組、珠繡飾物組 

10 54 4/21 4/22 
4/29-6/17 

每週六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上課地點:高醫第二社區復健中心 

(三民區熱河一街 94 號) 

07-3113911 

吳先生 

陶瓷工藝 

雕塑班 

動物造型盆器捏塑、花卉構圖上色

設計、山型花卉結合燈具製作、綠

藝植裁挑選、種植教學 

10 54 5/29 5/30 
6/3-7/22 

每週二與週六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百工職人培育協會 

(新興區七賢一路 238號 2 樓) 

上課教室:高雄捷運中央公園站 

3 號出口R9-14訓練教室 

07-2360262 

鄭小姐 

實用療癒 

生活羊毛氈班 

羊毛纖維及色彩搭配、針氈及溼氈

教學 

作品：迷你口金包、夾心餅乾吊飾、

印花拉鍊包、兔子別針、石紋置物

淺盤、兔子車車公仔、側背小包 

10 54 6/26 6/26 
7/3-8/30 

每週一與三 

義守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前金區五福三路 21 號7 樓) 

07-2169052 

周小姐 

手工皂與 

擴香石養成班 

手工皂與擴香石教學 

作品：擴香片(普普風、撥染、拓印)、

酒精流體畫、手工皂(油萃、膏類製

作、鉀皂、中草藥、洗髮用品) 

10 54 7/13 7/15 
7/22-9/16 

每週六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上課地點:高醫築夢安生社區復健中心 

(三民區自由一路 62 號) 

07-3113880 

張先生 

磚新生活 

雕磚進階班 

磚雕技法與桌旗美學應用教學 

作品：皂盤,囍字墊,山牆名片架,點

心皿,果雕盤,筷子籠、手捏筷架,創

意磚雕拼貼 

10 54 7/26 8/1 
8/8-10/5 

每週二與四 

高雄市東方藝術學會 

(新興區七賢一路 238號 2 樓) 

上課教室:高雄捷運中央公園站 

3 號出口R9-14訓練教室 

0925850450 

王小姐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 

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三路 101 號 電話:07-3214033 分機 328、330、336 

 

https://poai.kcg.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