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東縣政府補助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

辦理「109年度補助辦理照顧服務員自訓自用職業訓練計畫」

「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自訓自用(假日)班」招生簡章
核准文號：府社勞字第1080274065號函

一、訓練目標：

協助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之原住民、二度就業、失業、弱勢婦女與大陸及外籍配偶提

升就業技能，儘速投入職場就業。

二、開班資訊：

訓練時數：130小時

上課日期：109年 04月 11日至109年 05月 25日(週六、週日)

上課時間：上午08:00～12:00  下午13:00-17:00

學科地點：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五樓慈濟部

(台東縣關山鎮和平路125-5號)

術科地點：

(1)養護機構：財團法人台灣省台東縣天主教聖十字架修女會附設天主教私立聖十字

                   架療養院

(2)日間照顧服務中心：社團法人臺東縣天主教愛德婦女協會附設海端鄉愛德日間照

                           顧服務中心

(3)社區居家服務：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

訓練人數：20人 

三、就業方向：

為配合我國「高齡社會」需要長期照護人力，並配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推動照顧服

務產業，加強照顧服務人力培訓，提昇照顧服務品質，習得第二專長，以促進其投入

就業市場。

四、訓練方式：

採學、術科並進方式進行，提供學員足額之訓練器材、督訓人力。並於課程進行中進

行學術科之課程評量，並提供補考機會，於相關學術科考核及格後始發給結業證書。

(1)學科：注重認知學習，傳授專業概念，共享寶貴經驗。

(2)術科：講解、示範、觀摩、試作。

五、課程內容：總計130小時

(1)核心課程「學科課程」共計72小時

(2)回覆示教「示教課程」共計12小時

(3)臨床實習「醫療機構臨床實習課程」共計30小時

(4)居家服務「台東縣政府委託居家服務單位臨床實習課程」共計16小時

六、招生對生：

    (一)招生對象：

        1.年滿 16歲(含)以上、性別不拘、國民小學畢業以上者。



        2.失業者、初次就業待業者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農民保險身分之在職勞工，

          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2-1 具本國籍。

          2-2 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

          2-3 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六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之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

              戶籍國民，及取得居留身分之泰國、緬甸、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

              且依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取得工作許可者。

          2-4 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並取得工作許可者。

     ※自營作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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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身分參訓。

       (備註：公司或行(商)負責人說明如下：

a.公司或行(商)號係指公司登記狀態為「核准設立」、「核准設立，但已命令

  解散」、「申覆（辯）期」、「列入廢止中」等。

b.公司負責人者，包含董事長、副董事長、常務董事、董事、監察人、獨立董

事、執行業務股東、代表公司股東、訴訟代理人、重整監督人、重整人、臨

時管理人、接管小組召集人、接管小組等。

c.商號負責人者，包含負責人、合夥人。）

   3.具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身分者，應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參訓。

    (二)報名學員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錄訓：

        1.報名班次之報名截止日尚處於前次結訓班次之訓後90日就業輔導期間。

        2.開訓日前1年內曾參加本署及機關自辦、委外或補助(含補助地方政府辦理之身

          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專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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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職前訓練課程(含中途離、退訓，但不含遞

          補期限內離訓者)。

        4.開訓日前2年內已有2次(含)以上職前訓練參訓紀錄(含中途離、退訓，但不含

          遞補期限內離訓者)，且於結訓後90日內均無就業效果或紀錄。但可提供開訓日

          前 2年內確有投保勞工保險(不含職業工會、農會、漁會及公法救助關係領取津

          貼之保險者)之受僱事實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前項不予錄訓之參訓歷史統計範圍，以參加本署及分署自辦、委外或補助(含補

          助地方政府辦理之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專班)辦理之職前訓練課程或班次為限。

    (三)以待業者身分參加本職訓課程者，不得於參訓期間參加本署暨各分署自辦、委託或

        補助辦理之其他職前訓練或在職訓練課程，如經查獲，應撤銷參訓資格；但參加本

        署在職訓練課程期間，發生非自願性失業情事，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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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在職勞工身分參訓者，得於參訓期間參加與

        本訓練課程不同時段之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課程。

七、報名期間、地點及報名方式：

報名期間：109年 02月 01日起至109年 02月 27日止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30－12：00  下午13：30-17：00

報名地點：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三樓居家照護組辦公室

報名方式：

(一)直接向本單位親自報名。

(二)報名應繳證件及注意事項：

          1.學員報名時，應於「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同意  

            書」及「就業保險非自願離職者參加職業訓練需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進行職訓



            諮詢並推介之權益說明暨同意書」簽名切結，如因故未能於報名當日繳交者，

            最遲應於筆試前繳交。

2.繳驗資格證明文件：(1)國民身分證；(2)勞保明細表；(3)最高學歷；(4)特定

身分證明文件；以上證件均應備影本 1份。

3.繳交最近 3個月內半身正面脫帽二吋照片一式      2      張，相片背面須書明姓名、出

生年月日（1張黏貼於上課證，另 1張黏貼於受訓學員基本資料卡）。

4.報名表「聯絡電話」必須詳實填寫於各班開訓前不會變更之聯絡電話，如因本

人填寫錯誤或不符，致無法按時聯繫其本人時，報考人應自行負責。

八、錄訓方式與甄試時間、地點、內容及備取遞補規定：

(一)錄訓方式：採「甄選錄訓」方式辦理：甄試作業分筆試及口試二階段，分數各占

    50%，筆試加口試總成績達 60分以上始得錄訓為原則。另具有就業保險法所定非

          自願離職者、就業服務法第24條所定特定對象、外籍配偶或大陸地區配偶身分

          之甄試者，總成績以筆試加口試成績加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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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

          位將依筆試、口試成績計算總成績及名次後，依序錄訓，如總成績同分者，以筆

          試成績高者優先錄訓；筆試成績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參加筆試或口試者，一律

          不予錄訓。

(二)筆試前，報名者應出示身分及資格之證明文件以供查驗，未符資格者，不得參加

          筆試；甄試當日未攜帶身分及資格之證明文件者，應簽具並繳交符合資格之切結

          書，並於錄訓報到時出示證明文件，未出示者，視同放棄參訓資格。

      (三)筆試階段：應設置 2(含)以上監考人員，筆試測驗開始15分鐘後不得進入試場應

          試，視為缺考；缺考或違反筆試考場規定情節重大者，不得參加口試。

      (四)口試階段：

     1.本單位將依筆試測驗成績，依序選取參加口試人員，參加口試人數以預訓人

 數之二倍為原則。

           2.應設置 2(含)以上之口試委員，並得由就業服務人員、職業訓練人員或具相

             關專業之專家學者擔任。

           3.口試前應告知學員將全程錄音或錄影。

           4.口試內容應與學員簡單自我介紹、學員參訓歷史、近半年求職歷程、為何來

             參訓、結訓後生涯規劃、認為照顧服務員的工作內容有哪些等簡答題，不得

             涉及歧視或其他不當言論，並依口試情形綜合評估其適訓狀況。

(五)甄試時間：109年 03月 05日

          筆試時間：109年 03月 05日上午09時 00分至上午10時 00分止

          口試時間：109年 03月 05日上午10時 01分至下午17時 15分止

          甄試地點：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

          甄試內容

         ●筆試50%(內容包含身體清潔、緊急及意外事件處理、生活照護、家務處理，筆

                    試題型為選擇題)。

         ●口試50%(內容包含簡單自我介紹、學員參訓歷史、近半年求職歷程、為何來參

              訓、結訓後生涯規劃、認為照顧服務員的工作內容有哪些等簡答題)。

●備取遞補方式：正取 20名，備取 3名。依甄試成績高低依順序錄訓；若開訓後

  如有學員異動訓練崗位出缺時，於開訓3日內另行通知備取者遞補之。

(六)本班為職前訓練班，訓練對象以失業者為優先，錄取順序依下列原則辦理：(一)

    以失業者甄試成績高低依序錄訓(二)尚有缺額時，再以在職者甄試成績高低錄 

    訓(三)備取原則亦同。



九、甄試錄取及報到事宜：

(一)公告錄取

    錄取名單公布時間：108年 03月 23日上午10時 00點

          錄取名單公布方式：於本單位公告欄、網頁公布正取、備取名單及電話方式通知

                            甄試結果。

          公告內容：最低錄取分數、錄取人員報到應注意事項、試題疑義、成績複查及申

                    訴之原則、錄取名單(含備取名單)、筆試試題及答案。

(二)成績複查

    參加甄試人員對於試題若有疑義，應於甄試日結束次日起 3個(含)工作日以內提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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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

          (含)工作日內提出，逾期提出者，得不予受理。參加甄試人員不得要求重新評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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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有關資料。

(三)辦理報到

    報到日期：109年 03月 20日(五)至 109年 04月 06日(一)

          報到時間：上午08:30-下午17：00前(12:00-13:30休息)

          報到地點：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三樓居家照護組辦公室

    正取人員應依規定時間及地點，備妥應備文件辦理報到事宜；報到結束尚有缺額

          時，本單位得依備取順序通知遞補。開訓當日無法報到者，應由學員親自向本單

          位辦理請假。倘學員當日未依請假規則辦理請假事宜視為放棄參訓資格，得由本

          單位依備取順位逕通知遞補者辦理報到。遞補者逾時或未依規定辦理報到者，亦

          同。

(四)體檢：正取及備取者應繳交最近前3個月體檢表，體檢費用自付項目：一般學理

          檢查、血液常規及生化包括B、C型肝炎抗原抗體測、尿液、糞便檢查包

    括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寄生蟲、胸部 X光)，請於      109      年      03      月      19      日

    前繳交完畢。

(五)其他

    未錄訓之報名民眾所繳交之文件資料，請於錄取名單公告 3日內親臨本單位辦理

          退件手續，逾期未取回者將統一銷毀。

        ※民眾參訓資格經高屏澎東分署審核結果，不符招生對象資格條件者，不得列入開

          訓名單，亦不得繼續參加本班次訓練課程。

十、經費來源、訓練費用收退費標準：

(一)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為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二)訓練費用：

     1.免負擔費用對象：請於報到前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訓練單位提出申請，經成

       績考核及格而取得結業證(明)書，且符合特定身分者，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依核定訓練費用全額補助。

     2.一般國民失業者身分應繳納學員自負額3,000元。

(三)退費：

          1.倘本課程未能如期開班者，或因本單位未落實參訓學員資格審查，致有學員不

            符補助資格而退訓者，應全數退還學員已繳交之費用。

          2.參訓學員已繳納之訓練費用，如因個人因素辦理離、退訓，得於開訓前申請退

還所繳費用之七成；受訓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而退訓者，退還所繳費用之半數；

受訓逾全期三分之一而退訓者，不予退費。



十一、本班次未符合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條件

十二、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單位將輔導結訓學員就業，並得將學員聯繫方式、訓練成績與訓練狀況記錄，

    取得個別學員書面同意後，提供徵才單位參考。

(二)參訓期間膳宿及交通請學員自理，完成全期訓練且成績合格者，由本單位發給結

          訓證書。

(三)參訓學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核發補助、撤銷或廢止原核定補助，並追繳已

          撥付之補助費，且自處分日或司法機關判決確定日起一年內不予補助：

     1.為自己或他人以偽造文書或不實資料參加訓練或申領補助。

           2.參訓期間實際到課情形與簽名內容不符、代他人或請他人代為簽名。

           3.提供個人身份資料供他人參訓或代他人參訓。

           4.其他未符相關計畫規定並經高屏澎東分署認定情節重大。

(四)上課期間如遇颱風來襲，則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布台東縣決定是否停課，停課

          當天之課程後補。

聯絡電話：089-814880轉 352 邱校芬 護理師

          089-814880轉 309温俞柔 護理師
 
  

                                      



職前訓練受訓學員基本資料卡

轄區分署*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高屏澎東分署
訓練別*

109年度台東縣照顧服務員

用人單位自訓自用訓練班

相    片

班別代碼 TT01 學號

班別名稱* 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自訓自用第01期

報到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開訓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結訓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Last Name(姓)：        First name(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別* 1.□男  2.□女 婚姻狀況* 1.□已婚   2.□未婚

最高學歷* 1.□國中(含以下) 2.□高中職 3.□專科 4.□大學 5.□碩士 6.□博士

學校名稱* 科系*

畢業狀況* 1.□畢業  2.□肄業  3.□在學中

兵役狀況* 1.□役畢  2.□未役  3.□免役 4.□在役中

在

役

者

必

填

軍種* 職務(兵役) 階級*

服務單位名稱* 主管階級姓名

單位電話* 服役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至西元     年    月   日

服役單位地址* □□□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同上)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主要參訓身分別*

1. □一般身分者 2.□就業保險被險人非自願失業者 3.□中高齡(45歲以上)
4. □原住民 5.□身心障礙者 6.□生活扶助戶 7.□急難救助戶
8. □家庭暴力受害人 9.□更生保護人 10.□農漁民 
11.□屆退官兵(須單位將級以上長官薦送函) 12.□外籍配偶 13.□大陸配偶
14.□遊民 15.□公營事業民營化員工 16.□參加職業工會失業者 
17.□921受災戶 18.□性侵害被害人 19.□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失業者
20.□臨時工作津貼人員 21.□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人員 
22.□犯罪被害人及其親屬 23.□長期失業者 24.□獨力負擔家計者 
25.□天然災害受災民眾 26.□因應貿易自由化協助勞工 
27.□中低收入戶

訓練生活津貼類別* 1.□未申請 2.□就業保險法 3.□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4.□農委會

身心

障礙

必填

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緊急通知人姓名* 緊急通知人關係* 緊急通知人電話*

緊急通知人地址* □□□

受訓前工作經歷

服務單位 職稱 任職起迄年月

西元     年    月~      年    月

西元     年    月~      年    月

交通方式 1.□住宿 2.□通勤 受訓前真正失業週數

是□ 否□ 同意提供您的基本資料供查詢(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學歷、科系、電話、電子郵件帳號)

是□ 否□ 同意提供您的基本資料供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暨所屬機關，為本人提供職業訓練及就業

          服務時使用

*本資料卡僅供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暨所屬機關用運，

 以從事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
學員確認簽名*

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請實貼- -請實貼-

其他證明影本

-可浮貼-



109年度照顧服務員自訓自用應備文件檢查表

□ 2吋照片兩張
□ 學員基本資料卡  □完整  □不完整
□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兩分
□ 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  □完整  □不完整
□ 查詢個人資料同意書  □完整  □不完整

□ 學歷證明一份
□ 勞保明細表
□ 特定身分相關證明文件(戶籍謄本有記事欄) 

□ 體檢報告正本(體檢項目如附件)
   (正取及備取人員請於03/19前繳交完畢，
    請盡早受檢)

關山慈濟醫院自費健檢-居護組(居服員)
1080620修訂

序號 批價碼 項目 金額

1 H004937 關山老人日照中心(照服員)

2 H113 掛號費   $    50

3 H121 醫師診察費   $   299

4 L0301 CBC and Platelet   $   200

5 L0102 GOT血清麩胺酸苯醋酸轉胺基脢   $    50

6 L0103 GPT血清麩胺酸丙酮酸轉胺基脢   $    50

7 L0107 BUN血中尿素氮   $    40

8 L0109 Creatinine 基氨酸(CRE)   $    40

9 L0110 Cholesterol(T-CHO)總膽固醇   $    70

10 L0111 Triglyceride(TG)/三酸甘油脂   $   120

11 L0112 Glucose  AC血液及體葡萄糖   $    50

12 L0125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   200

13 L0141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   250

14 L0420 B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EIA/LIA   $   160

15 L0421 B型肝炎表面抗體 Anti HBs   $   200

16 L0430 C型肝炎病毒抗體檢查 Ant-HCV Ab(EIA)   $   250

17 L0512 Urine examination /尿 一般檢查   $    75

18 L0726 細菌培養鑑定檢查 (Stool culture)   $   200

19 X70101 X-ray Chest PA Must standing   $   200

總計   $ 2,504

#適用範圍：1.居服員體檢 2.居服員職前訓練體檢。

#備註：本表格金額為106年度訂定，未來各年度檢查金額依健保局公告價格予以調整，收

 費以批價櫃檯計算為依據。

#照顧服務員訓練開課前檢附開課日3個月之健康檢查報告，否則不得接受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