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顧服務員訓練專班課程表 
訓練單位 社團法人臺南市南工聯長期照護推展協會 班別名稱 照顧服務員專班(職前班第2期)  
聯 絡 人 黃春蘭 06-2932526 報名日期 即日起~108/08/12 
上課時間 星期一~五8:30~12:30至13:30~17:30 甄試日期 108/08/15 上午10:00 
人數/時數 30人/105小時 報名地點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七街418號 

訓練費用 
政府負擔8,365元 

學員負擔2,091元 

 

實習地點

私立安和老人長期照顧中心/私立

長和老人長期照顧中心 
(台南市安平區長和路4段283號、

285號) 

甄選方式 

筆試50% (範圍依照顧服務員單一技術士技能檢

定學科測試屆試題) 學科地點
台南市各業工人聯合會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七街418號2樓) 

口試50% 

甄試地點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七街418號2樓 居家單位
社團法人台南市家庭關懷協會 

(台南市東區東寧路120巷10-2號)

應備文件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 

2.正面半身照片1吋2張 

3.勞工保險總表及明細表+農民保險紀錄表 (開訓日前一個月內) 

4.存摺影本1份(甄試錄取後才收) 

5.費用10,456元(甄選錄取後才收費) 
6.其他各項符合特定對象身分者證明文件。 

照顧服務員訓練班課程表 

項

次 

上課 

日期 

上課時間 

（00:00-00:00） 

時

數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上課地點 

1 
9/02 

(一) 

08:30~10:30 2 照顧服務員功能角色與服務內
涵 莊智中 社工師 

建平七街

418號2樓 

10:30~12:30 2 照顧服務資源與團隊協同合作 莊智中 社工師 

13:30~15:30 2 認識家庭照顧者與服務技巧 莊智中 社工師 

15:30~17:30 2 營養膳食與備餐原則 呂培瑜 營養師 

2 
9/03 

(二） 

08:30~10:30 2 疾病徵兆之認識及老人常見疾
病之照顧事項 林建志 講師 

建平七街

418號2樓 
10:30~12:30 2 身體結構與功能 林建志 講師 

13:30~15:30 2 就業市場趨勢分析 賴玉杏 護理師 

3 
9/04 

(三) 

08:30~12:30 4 活動與運動及輔具協助 曹宜穎 講師 

建平七街

418號2樓 

13:30~14:30 1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劉美吟 講師 

14:30~16:30 2 家務處理協助技巧 劉美吟 講師 

16:30~17:30 1 居家用藥安全 劉美吟 講師 

4 9/05 
(四） 

08:30~12:30 4 清潔與舒適協助技巧 賴玉杏 護理師 建平七街

418號2樓 13:30~15:30 2 清潔與舒適協助技巧 賴玉杏 護理師 

 
 
 



 

5 
9/06 

 (五) 

08:30~10:30 2 基本生理需求 藺寶珍 講師 

建平七街

418號2樓 
10:30~12:30 2 基本生命徵象 藺寶珍 講師 

13:30-17:30 4 認識身心障礙者之需求與服務
技巧 張儀芬 護理師 

6 
9/09 

 (一) 

08:30~10:30 2 急症處理 林建銘 消防員 

建平七街

418號2樓 

10:30-12:30 2 急救概念 林建銘 消防員 

13:30~14:30 1 意外災害的緊急處理 林建銘 消防員 

14:30-17:30 3 原住民族文化安全導論 李玉春  講師 

7 9/10 
 (二) 

08:30~10:30 2 認識失智症與溝通技巧 劉美吟  講師 

建平七街

418號2樓 
10:30~12:30 2 心理健康與壓力調適 翁政興  講師 

13:30~15:30 2 臨終關懷及認識安寧照顧 張儀芬 護理師 

8 9/11 
(三) 

09:00~10:00 1 性別工作平等法 李育禹 律師 

建平七街

418號2樓 

10:00~11:00 1 防治職場性騷擾 李育禹 律師 

11:00~12:00 1 就業反歧視 李育禹 律師 

13:00~15:00 2 
長期照顧服務願景與相關法律

基本認識 
李育禹 律師 

9 
9/12 
 

(四） 

8:30-9:30 1 實作-基本生命徵象 薛恩  護理師 
助教  賴玉杏 

建平七街

418號2樓 

9:30-11:30 2 實作-急救概念 
薛恩  護理師 
助教  賴玉杏 

11:30-12:30 1 實作-營養膳食與備餐原則 
薛恩  護理師 
助教  賴玉杏 

13:30-15:30 2 實作-清潔與舒適協助技巧 
薛恩  護理師 
助教  賴玉杏 

15:30-17:30 2 實作-活動與運動及輔具協助 
薛恩  護理師 
助教  賴玉杏 

10 9/16 
 (一) 08:30~17:30 8 臨床實習 吳姿慧 護理師 

施旻君 主任 

私立安和老

人長期照顧

中心 

11 9/17 
 (二) 08:30~17:30 8 臨床實習 吳姿慧 護理師 

施旻君 主任 

私立安和老

人長期照顧

中心 

12 9/18 
 (三) 08:30~17:30 8 臨床實習 吳姿慧 護理師 

施旻君 主任 

私立安和老

人長期照顧

中心 

13 9/19 
 (四) 08:30~15:30 6 臨床實習 吳姿慧 護理師 

施旻君 主任 

私立安和老

人長期照顧

中心 

14 9/20 
 (五) 08:30~17:30 8 居家實習： 

身體照顧服務；家務服務 
黃后儀 主任 
曾麗蓉 社工 

台南市家庭

關懷協會 

15 9/23 
 (一) 

08:30~10:30 2 求職技巧 賴玉杏 護理師 建平七街

418號2樓 10:30~12:30 2 綜合討論與課程評量 賴玉杏 護理師 

總計 105    

 



108 年度臺南市政府補助辦理照顧服務員訓練班 
招 生 簡 章(職前班第 2 期) 

招訓字號：南市勞訓字第 1080130223 號  

一、 辦理單位：社團法人臺南市南工聯長期照護推展協會 

二、 經費來源：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就業安定基金補助 

三、 招生對象與資格條件 

※本班招收訓練對象應以失業者為優先，若因失業者招生人數未達核定預訓人數，始得招收在職者，

但其比例以不逾招生人數 15％為原則。 

1.年滿 16 歲以上之失業者、初次就業待業者及具就業保險、勞工保險（含漁民保險）、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

在職勞工，性別不拘。 

2.身心健康、無不良嗜好及傳染病。(甄試錄取後須檢附胸部 X光攝影檢查、皮膚疥瘡檢查、糞便細菌培養、濃縮法腸

內寄生蟲糞便檢查(含痢疾阿米巴原蟲）。(本項目依縣市主管機關規定調整之) 

3.具擔任照護服務工作熱忱者。 

4.自營工作者、公司或行(商)號負責人（含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不得以失業者身分參加本計畫訓練；日

間部在學學生如未工作，尚未身屬職場，非屬「勞動力」範疇，亦不符失業者身分參加職業訓練。 

四、 訓練日期：108 年 9 月 2 日~108 年 9 月 23 日 

學科： 9 月 02 日~9 月 11 日（星期一~星期五   8 點 30 分 ~17 點 30 分） 

術科： 9 月 12 日~9 月 23 日（星期一~星期五   8 點 30 分 ~17 點 30 分） 

五、 上課地址： 

學科：地點名稱：社團法人臺南市南工聯長期照護推展協會(台南市安平區建平七街 418 號)      

實習：地點名稱：臺南市私立安和老人長期照顧中心/臺南市私立長和老人長期照顧中心 

               (台南市安南區長和路4段 283號、285 號)       

居家照顧服務：地點名稱：社團法人台南市家庭關懷協會(台南市東區東寧路 120 巷 10-2 號)   

報名專線：06-2932526           傳真：06-2932528 

六、 報名地點：台南市安平區建平七街 418 號 

七、 報名起迄日：108 年 1 月 28 日至 108 年 8 月 12 日 

八、 應備資料：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 

2.正面半身照片 1 吋 2 張  

3.勞工保險總表及明細表(開訓日前 1個月內) 

4.農保健康保險總表及明細表(開訓日前 1個月內)。 

5.其他各項符合特定對象身分者證明文件。 

九、 甄選方式：筆試(50%) 、口試(50%) 

1. 筆試題型及範圍：選擇題 50 題，範圍依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測試歷屆試題。 

2. 口試範圍：(1)參訓歷史(2) 訓後生涯規劃(3) 適訓綜合評估(4) 求職歷程等項目，並依口試

情形綜合評估適訓狀況。 
3. 以失業者為優先，為協助弱勢特定對象，報名者之參訓歷史、近半年求職歷程、訓後生涯規劃

及適訓綜合評估項目，列入甄試評分項目。具有就業保險法所定非自願離職者、就業服務法第
二十四條所定特定對象（獨力負擔家計者、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或中低收入戶
工作能力者、長期失業者、二度就業婦女、家庭暴力被害人、更生受保護人、其他必要者）、
外籍配偶、大陸地區配偶、香港及澳門地區配偶或性侵害被害人身分之甄試者，總成績以筆試
加口試成績加權百分之三計算，加分之相關身分資格佐證資料，最遲應於甄試當日提出，逾時
或未依規定提出者，視同放棄加分資格；經甄選合格者，依甄選成績名次依序錄訓。 

4. 甄試方式：採筆試及口試方式進行，於 108 年 8 月 15 日進行甄試，合格分數 60 分。(經甄選
合格者，依甄選成績名次依序錄訓。) 

5. 應試者對於甄試結果有異議欲申請成績複查或申訴者，應於成績公告次日起 2工作日內檢具正
確之個人姓名、聯絡電話及地址等相關資料，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提出成績複查，逾期不予

廣告 



受理，並以一次為限。 
十、 甄試日期：108 年 8 月 15 日(早上 10:00 筆試及口試)。 

    ※甄試日期安排於報名截止日起二個工作日後至七個工作日內 
十一、 甄試地址：社團法人臺南市南工聯長期照護推展協會(台南市安平區建平七街 418 號) 
十二、 參訓費用：10,456 元 
   「本課程參訓學員須先繳交全額訓練費用」。 
十三、 補助費用： 

1. 取得結業證書後，特定對象者依繳交訓練費用全額補助；一般身分者依繳交訓練費用補助 80％。 
2. 已領有照顧服務員訓練結業證明書或照顧服務員職類技術士證者，參加本訓練課程，其訓練費用不

予補助。 

十四、 退費標準： 
1. 開訓前，已錄訓之學員因故無法參加訓練，收取核定訓練費用百分之五，餘額退還學員。 
2. 已開訓但未逾訓練總時數三分之一者，退還核定訓練費用百分之五十。 
3. 已逾訓練總時數三分之一者，不予退費。 

十五、 不得報名規定： 
1. 在前次參加職前訓練結訓之訓後一百八十日內，不得以失業者身份報名。 
2. 曾參加職前訓練課程而被退訓，其退訓日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一年內，不得以失業者身份報名。 
3. 重覆參加相同班名之職前訓練課程，且其離、退訓日(不含遞補期限內離訓)或結訓日於報名班次之

開訓日前三年內，不得以失業者身份報名。 
4. 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二年內，已有二次以上職前訓練參訓紀錄(含中途離、退訓。但不含遞補期限

內離訓) ，不得以失業者身份報名。 
5. 已參加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及各分署自辦、委託或補助辦理之其他職前訓練或在職訓練課程，不

得同時以失業者身分參加本計畫訓練課程，經查獲者，應撤銷本計畫參訓資格，不予補助訓練經
費。但參加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在職訓練課程期間，發生非自願離職情事，以就業保險非自願離
職身分參加本計畫之訓練課程者，不在此限。 

十六、 注意事項 

1. 學員參訓當日，訓練單位應為學員(含在職者)辦理參加勞工保險（訓）字號保險。 
2. 參訓學員於參訓期間之請假規定：核心課程之出席率應達 80％以上，並完成所有臨床實習課程、

實作課程及綜合討論與課程評量者，始可參加成績考核。 
3. 成績考核及格者，方可向臺南市政府核備後發給結業證明書。成績考核分數：學科需達 80 分以上；

術科成績須達 70 分以上者 
訓練期間重複參訓其他訓練課程，接受政府訓練經費補助者，不得同時申領補助！ 

 

   聯絡人：黃春蘭                           電  話：06-2932526 

  地  址：台南市安平區建平七街 418 號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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