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女力經濟－高雄婦女經濟培力方案◆插班公告及報名表問卷

111年高雄市婦女經濟培力方案‧開放插班生公告

高雄市府每年運用公益彩券盈餘基金推動「女力經濟－高雄婦女經濟培力方

案」，陪伴婦女在家庭照顧負擔之餘踏上創業一路面對挑戰，邀請徵選婦女及提供

婦女發展產業的社福團體投入111年度的技能訓練及展售輔導。

因應今年初疫情的不確定因素眾多，民眾反映今年招生報名期間適逢疫情緊

張期間錯失報名期限，經會議審慎討論決議特別開放今年前四堂課

(3/22、3/29、4/12、4/19)開放民眾參加單堂課程及限時插班生報名整系列方案，

相關細節請參照下列說明。

一、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2) 辦理單位：高雄市中山企業管理學會

(3) 連絡電話：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館-社工吳小姐(07)397-9672#25。

高雄市中山企業管理學會-專案管理楊先生(07)581-0056。

二、插班生報名須知

1. 報名方式：至4月 26日(二)17:00止，可採下列方式擇一遞送報名及問卷：

(1)線上報名：https://pse.is/111kcglady_apply，歡迎優先運用線上報名

方式，報名表及問卷可一次填報完畢，系統將主動EMAIL填報內容給報名

者，即可確認已報名成功。

(2) Email報名：將附件之報名表及問卷調查表應以可編輯之電子檔格式傳送

至108kcg.lady@gmail.com，並聯繫581-0056確認接收。

2. 徵選方式：須經｢書審｣及｢面審｣兩個階段審查通過，並繳納保證金後入選為

方案學員：

1) ｢書審｣(書面審查)：插班生申請之民眾經提交報名表及問卷調查表確認完

成報名後，送交第一階段的書面資料審查，將個別以電話方式通知審查結

果及預約面審時間。

2) ｢面審｣(面談審查)：通過｢書審｣名單的報名者，進入第二階段｢面審｣徵選，

請留意面審徵選日期資訊:

(1) 3月底前申請，將排於 4      月      6      日  (  二  )  上午      9:00 ，地點:婦女館(1F)女人

空間。〈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77號〉

(2) 4月 26日(二)17:00前申請，將排於 5      月      3      日  (  二  )  上午      9:00，地點:婦

女館(1F)女人空間。

[插班生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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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證金繳費方式：

(1)每位入選學員可免費參與培訓，為確保學員上課權益應完成基本培訓課程。

(2)保證金金額：每位個人學員 1000 元，每組團體學員 2000元。

(3)繳費期限：收到審查錄取通知後三天內須完成繳納保證金。如未在期限

內完成保證金繳納者視同放棄資格，將通知候補名單遞補。（繳費表示

已詳閱同意學員權利義務）

(4)繳費方式：

甲、請至婦女館服務台臨櫃繳費(時間：星期二至六 09：00－17：00)。

乙、 可於社會局活動報名網註冊後報名女力經濟【團體學員】保證金線

上刷卡繳費(https://booking.kcg.gov.tw/course/course_list/3.h  tml)。

個人QR     團體 QR

前往社會局活動報名網，報名後可刷卡繳納保證金

4. 入選學員權利及義務 (等同今年方案新生)

權利：(方案係依培力婦女政策，提供免費參與，請善用珍惜資源!)

(1)入選學員依照個人創業進程，分為基礎及進階學員，可免費參加方案培

力課程，固定於週二上午      9:00-12:30  辦理及保證金退費應盡義務，請務

必評估自身可積極參與學習並同意預留週二時間參與方案)。預計主題課

程：

堂次 課程名稱 堂次 課程名稱

實務課程十堂：(團體及個人學員皆可參加)

1 好創意發想新產品 6 新媒體應用發展趨勢

2 這樣賣會賺錢嗎？ 7 形象包裝獨特的我

3 吸眼球的產品攝影 8 線上直播分享密技

4 必勝產品文案撰寫 9 團購社團長大術

5 我用 line@官方帳號圈粉了 10 婦女成功創業歷程分享

實戰課程二堂：(限入選之團體及進階學員參加)

1 市集行銷必殺技 2 面銷抓住顧客的心

回訓工作坊課程：(不限年度學員)

1 產品影片編輯

(2)入選學員可免費報名每個月的專家個別診斷：參訓學員可藉由每個月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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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顧問現場診斷，針對目前發展現況提出建議及改善方向。亦可於每月

進行一次自我進度檢視等團體座談。 

(3)入選學員可免費報名參加專屬之企業參訪、回訓工作坊，學習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並看到更多合作的空間及機會。

(4)入選學員可報名參加市集實體展售，透過外部市集實踐實體展售學習成

效。

義務：

(1)入選學員須依課程要求至少學習完成滿 10堂之培力課程（含課程、診斷、

參訪、回訓工作坊及市集實體展售）後，於年度最後一堂課結束時，核

對證件無誤時無息退還保證金。未達成堂數者，將於公告後保證金沒入

市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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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高雄市政府社會局111年女力經濟—高雄婦女經濟培力方案

插 班 生‧報  名  表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新生      □舊生

□個人學員  □團體學員(團體名稱：                    )

姓  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

日
     年     月     日

婚姻

子女狀況

□未婚  □同居  □已婚  □分居  □離婚  □喪偶

子女：學齡前＿人、國小＿人、國中＿人、高中＿人、大學＿人、工作＿

人

聯絡方式 (日)               (夜)                (手機)

E－mail 最高學歷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其他通訊工具

(可複選)
1.□FB姓名：     2.□line ID：        3.□其他        

第二部分：對象身分類別

請勾選您目前的身份概況說明  (可複選)

□一般婦女 (20~44歲) □中高齡婦女 (45-64歲) □高齡婦女(滿 65歲以上)

□負擔家庭照顧者(需照顧家有 12歲以下孩童或身障家人或長輩)

□原住民              □獨立負擔家計者

□低收入戶(請附證明)  □中低收入戶(請附證明) □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請附證明)

□身心障礙者(請附證明)□特殊境遇家庭(請附證明)  

□其他特定身分(請說明)                                    

第三部份：家庭概況

同

住

家

庭

成

員

稱謂 姓名
年

齡

特殊情況描述

（未入學、重病、無法自理、需特別照顧）

第四部分：經濟概況說明

1. 請問您目前的主要收入來源?

   □自身正職工作 □家人工作收入 □販售產品收入 □其他(請說明)：

2. 您的家庭主要開銷項目?

   □基本生活開銷  □醫療費用  □子女教育  □照顧負擔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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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創業概況說明

1.請勾選您目前所具備的技能或專長（可複選）

□外語專長：（請填寫專長外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腦專長：（請填寫會使用之軟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販售專長：（請填寫曾有之販售經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殊技能：（請填寫目前持有證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專長：（以上未列之其他專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部份：創業意願說明

1.曾經創業過？

□是/□否，產品是：                               

店名：             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經□現有的網路通路，網址是：                               

2.目前有創業

打算?

□是／□否

如已有產品或服務，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選擇創業的

主要因素

□經濟因素(如:可從事之一般工作無法滿足經濟所需)

說明：                                       

□就業因素(如無法在一般就業市場找到合適工作)

說明：                                       

□其他因素，說明：                           

4.家庭支持程

度

未來如果創業需要投入相對時間與精神，您認為目前家庭支持程度

□非常支持   □還算支持  □有點支持  □不太支持

□非常不支持 □不清楚

5.參加本方案

 有何自我期許

6.未來期望參

加哪些創業

課程

第七部份：曾經參加的創業課程

1.課程一
課程名稱：＿＿＿＿＿＿＿＿＿＿   參加年度：____________

主辦單位：＿＿＿＿＿＿＿＿＿＿＿＿

2.課程二
課程名稱：＿＿＿＿＿＿＿＿＿＿   參加年度：____________

主辦單位：＿＿＿＿＿＿＿＿＿＿＿＿

◎因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申請人                  (  簽名  )願同意將上述資料提供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及受託

單位（高雄市中山企業管理學會），並以利日後資訊提供與服務。

◎申請者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個人資料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請求：(1)查閱或刪除(2)索取複製本(3)補充

或更正(4)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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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111年女力經濟—高雄婦女經濟培力方案

插 班 生‧個人課前問卷調查表
請完成下列簡單問卷，做為課堂進行之參考資料，協助您有效迅速獲得所需之資訊，早日完

成創業夢想。

1.若您還未創業，目前進度是（單選）：

□已經在籌備中，近期開業□已經有方向，還未展開行動

□僅止於有興趣，還未找到方向□目前沒有創業打算□已創業

2.您想創業最主要的理由是（至多選二項）：

□掌握商機□滿足企圖心與成就感□對目前月前一份工作不滿意

□年齡因素□興趣□結交人脈□其他                      （請填答）

3.您認為創業最大的阻力可能是（至多選三項）：

□自信不足□專業不足□資訊不足□輔導資源不足□資金不足

□家庭因素□其他＿＿＿＿＿＿＿

4.您預備的創業資金是多少？（單選）

□10 萬以下□11 萬～30 萬□31 萬～50 萬□51 萬～100 萬

□101 萬～300 萬□300 萬以上

5.您的創業資金來源是（至多選二項）：

□自有資金□親友借貸□親友投資□銀行貸款□政府創業貸款

□其他＿＿＿＿（請填答）

6.您最可能的創業方式是（單選）︰

□自營工作室□選擇加盟事業□商行□成立公司□網路開店

□攤販□其他                 

7.您最需要哪些有關創業方面的協助？（至多選二項）

□工商登記輔導□營運計劃書輔導□事業經營管理□相關法規知識□ 

財稅法規□商品通路管理□其他＿＿＿＿＿

8.未來是否有創業貸款需求：□是 □否

9.消息來源是透過：

□報紙□電子郵件□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網站□FaceBook(好好逛幸福館粉絲頁)

□廣播電台□電子報□親友介紹□學校單位□所屬協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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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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