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 

110年度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班級一覽 

訓練班別： 
委託辦理日間養成職業訓練班(待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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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單位與上課地點 報名專線 

養生紓壓 

技能班 

徒手按摩技巧教學、腳底按摩、芳香療法、

病理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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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60 1/28 2/18 3/2-11/12 

高雄市視障關懷發展協會 

上課地點:高雄市鳳西國中 

(高市鳳山區光華路69號) 

07-3878187 

李小姐 

不動產經紀

人員與地政

士專業培訓

班 

不動產營業員證照取得課程、不動產經紀

業專業法規及實務、地政士專業法規及實

務、不動產經紀業實務作業技能、不動產

業銷售與環境分析實地參訪，培訓不動產

相關從業人員 

15 360 3/19 3/22 4/6-7/2 

社團法人高雄市不動產 

交易安全協會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150號17樓 

07-2363580 

蕭小姐 

行政 

事務班 

電話服務技巧、辦公室應用文書軟體與事

務機器操作、辦公室清潔與電腦 TQC證照

輔導，培訓行政助理與電話客服業相關人

員 

15 600 4/21 

初試

4/26 

複試

5/3 

5/11-10/27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0

號 

0961-123621 

米小姐 

(服務時間: 

每週一至五 

09-17點) 

專精餐飲 

服務人員 

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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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360 7/23 8/12 8/27-11/22 

高雄中餐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02

號（捷運技擊館站1號出

口） 

07-7618966 

伍小姐 

專業清潔 

服務培訓班 

專業空間清潔、居家清潔及辦公場域清潔

及整理收納技巧課程，與清潔實務演練，

培訓清潔服務人員 

15 360 8/18 8/23 9/6-11/12 

義守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21

號7樓 

07-2169052 

周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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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420 
110年 9月 2日高市博訓教字 

第 11070303700號函停辦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0

號 

0974-011854 

劉小姐 

(服務時間: 

每週一至五 

09-17點) 

食品加工暨

包裝作業 

實務班 

食品安全衛生及食品加工技巧指導，食品

加工與包裝作業實務演練，培訓食品加工

作業人員 

6 360 
110年 9月 14日高市博訓教字 

第 11070319100號函停辦 

高雄市方舟就業服務協會 

上課地點:高市旗山區旗南

一路磚廠巷16號(暫定) 

07-3753073 

蕭小姐 

個別職能-洗

車清潔 

技能培訓班 

汽車外觀清洗、內裝清潔及簡易保養技能

教學，各場域基礎清潔技巧與實務演練，

培訓洗車清潔相關服務人員 

8 360 8/27 8/27 9/10-11/18 

高雄市方舟就業服務協會 

上課地點:高市橋頭區芋寮

路1號(高苑工商) 

07-3753073 

蕭小姐 

委託辦理第二專長(進修)職業訓練班(在職者優先) 

班別 課程簡述 
招訓 

人數 

總時

數 

報名 

截止日 

甄試 

時間 

上課日期 

與時間 
訓練單位與上課地點 報名專線 

金工飾品多

元應用創作

班 

個人化金屬飾品、金屬針線纏繞畫作、辦

公桌植物美化設計。實作作品:室內植栽、

手鍊、耳環、墜子等 

12 72 8/19 8/20 

8/30-11/24 

每週一、三 

18:30-21:30 

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1號) 

07-5613281

轉 167 

鄭小姐 

百變氣球魔

術實務班 

卡通、節慶、會場、生日派對、畢業典禮

等佈置與造型氣球教學。實作作品:愛紗

公主、熱帶魚、角落生物等。生活魔術教

學、街頭藝人表演藝術與考照輔導 

12 42 9/8 9/9 

9/13-10/20 

每週一、三、

五 

18:30-21:30 

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1號) 

07-5613281

轉 167 

鄭小姐 

手工皂暨保

養品紓壓應

用班 

頭部、臉、肩頸、手足紓壓手法與手工皂

保養品製作教學。實作作品:抗菌洗手液/

防蚊液/天然洗潔精/精華液/舒緩凍膜/

酵母皂/美顏皂/BB霜/護唇膏 

12 72 9/8 9/10 

9/14-12/7 

每週二、四 

18:30-21:30 

社團法人高雄市美容教育學

會(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77-1號12樓-1) 

07-2157085 

林小姐 

縫紉 

手作班 

歐式刺繡基礎針法技巧教學、配色與貼布

繡組合技巧、多媒材與服飾再生創意製作

(牛仔布包、抱枕家飾品)。實作作品:刺繡

胸針、刺繡口金包、木環貼布繡仕女包。 

12 42 9/3 9/15 

9/22-10/23 

每週三 17:30-

20:30/每周六 

09:00-15:30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 (上課地點:高醫第二

社區復健中心高雄市三民區

熱河一街94號) 

07-3113911 

吳先生 

農地工廠特

登到廠登作

業實務班 

農地工廠特登實務辦法、特登用地變更辦

法、都市與非都土地變更法規與實務、工

廠環保/工安/消防管制實務作業、農地工

廠特登到廠登估價實務 

12 42 10/25 10/26 

10/30-12/11 

每週六 

09:00-16:00 

社團法人高雄市不動產交易

安全協會(高雄市三民區九

如二路150號17樓) 

07-2363580 

蕭小姐 

備註:各職類班甄試時間將由辦理單位另行通知。 



備註：本表僅供參考，各班時間、地點如有變動，以各受託訓練單位公佈為主。 
經費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安定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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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訓原則：考量各職類班職業訓練屬就業導向、公平參訓原則與政府訓練資源有限，2年內以參訓 1次為原則。如 2年

內重複參加不同班次身心障礙職業訓練者且有下列情事之一，均應先經職業重建窗口評估。 
(1)結訓學員尚處於訓後 3個月內之就業輔導期間。 

(2)開訓日前 1年內曾參加勞動力發展署及職訓中心自辦、委外或補助辦理之職前訓練課程，且因請假、曠課時數或其他可

歸責於學員事由而被退訓。 

(3)開訓日前 2年內重覆參加相同班名、訓練時數亦相同之訓練課程。 

(4)開訓日前 2年內已有 2次職前訓練參訓紀錄，且其訓後 3個月內均無就業效果或紀錄。但可提供 2年內確有受僱事實

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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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