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辦理 
   110年度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自費班) 招生簡章更新版 

平日第1班、平日第2班、假日1班、平日第6班 
(平日第3班、平日第4班、平日第5班、、平夜1班、平夜2班疫情因素停課) 

一、訓練目標： 

(一)課程目標：在完整的課程規劃下，受訓學員能學到嬰幼兒照顧相關的專業知識，
如了解嬰幼兒發展與能力評估、熟悉教保工作項目、優質托育人員能
力培養並與嬰幼兒及其父母建立良好關係等技能，除此之外，另有照
顧實務經驗等傳授，以實質幫助往後就業的各種技巧、知識。 

(二)就業展望：考取保母人員技術士證照，托育人員的就業管道，如托嬰中心、公共
托育家園、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平台之保母媒合或與嬰幼兒托育相關產
業等。 

(三)托育補助：修畢本托育專業訓練課程後領有結業證書者並考取保母人員技術士
證，登記加入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並與政府簽訂準公共化契約，另受托
0-3歲幼兒之家長可依政府規定自行申請 6,000元不等之保母托育費
用補助。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三、培訓單位：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及推廣教育中心。

地 址：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聯絡電話：推廣教育中心 07-7358800 分機 1187、1188、1189 

 

四、訓練對象及資格： 

年滿 20 歲者，並以設籍或實際居住本市者優先(含大陸地區配偶取得長期居留證，依

親居留證及合法取得外僑居留證之外籍人士)，至多得開放 10﹪名額予外縣市民眾參訓；

惟開課前 2 週未額滿，得以開放外縣市民眾參訓。 

 

五、招生人數：每班招收 50 人。(每班招生人數未達 40 人，不開班) 

 報名資料齊全才收件，每班以繳費為憑，額滿為止。 

 

六、訓練時數：學科時數：108 小時、術科時數：18+16(本校增加術科時數)=34 小

時， 共計 142 小時。 

 

 

 七、課程內容： 

托育人員訓練核心課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相關法規導論」、「嬰幼兒發展」、

「親職教育與社會資源運用」、「托育服務概論及專業倫理」、「嬰幼兒環境規劃及活動設計」、

「嬰幼兒健康照護」、「嬰幼兒照護技術」。 

 

班別名稱 上課期間 星期 學科上課時間 術科上課時間 

托育人員平日第  1 班 110.02.18-03.23 週一 ~ 週五 09:00-16:00 08:00-17:00 

托育人員平夜第  1 班 110.02.24-04.30 週一 ~ 週五 18:00-21:00 18:00-22:00 

托育人員假日第  1 班 110.03.06-05.29 週六 ~ 週日 09:00-16:00 08:00-17:00 

托育人員平日第  2 班 110.04.13-05.13 週一 ~ 週五 09:00-16:00 08:00-17:00 

托育人員平日第  6 班 110.11.23-12.23 週一 ~ 週五 09:00-16:00 08:00-17:00 



八、上課地點： 

 學科教室：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人文大樓 11-0209教室。 

術科教室：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館 術科場地。   

上課地址：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上課教室依課程表排定為主）。 

 

九、報名方式：請親自至正修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現場報名(可委託代為報名)。 

(一)報名資料：繳交報名表、2 吋光面脫帽照片3 張、學費 8000 元。 

(二)報名時間：每週一至週五 08:30-16:30 

(三)報名地點：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行政大樓2F） 

地址：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 號 

電話：(07)7358800 分機1187、1188、1189。 

 

   (四) 報名繳費日期： 

 

十、收費標準：學費為 8,000 元，報名時繳交；依政府規定為自費班，上完課後不退費。 

 
十一、報名後無法上課退費規定： 

1.本校未能如期開班者(報名人數未達 40 人)，全數退還學員已繳交之費用。 
2.開課前 7 日(不含開課當日)退訓，退還學費 90%(7,200 元)。 
3.開課後退訓，上課時數未達總時數三分之一(含)者，退還學費 60%(4,800 
元)， 如上課時數達三分之一(含)以上者，不予退費。 

 

十二、注意事項： 
1.專業課程(單科)不得缺課 1/3，且缺課（不分假別）最多為 142 小時之 20%，
術科課程一律不得缺課，否則不頒發結業證書。 

2.無法參訓者，請於開課前，親自攜帶收據至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推廣
教育中心辦理退費。 

班別名稱 報名期間 繳交費用 招生人數 

托育人員平日第 1 班 109.12.15-110.01.15 8000 元 50 人(未達 40 人不開班) 

托育人員平夜第 1 班 110.01.25-01.28 8000 元 50 人(未達 40 人不開班) 

托育人員假日第 1 班 110.02.01-02.04 8000 元 50 人(未達 40 人不開班) 

托育人員平日第 2 班 110.03.23-03.26 8000 元 50 人(未達 40 人不開班) 

托育人員平日第 6 班 110.11.02-11.05 8000 元 50 人(未達 40 人不開班)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正修科技大學辦理 
110年度托育人員專業訓練班   報 名 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現在通訊處  

電   話 (家)                        (手機) 

受訓身分 □一般民眾 □原住民 □新住民 從何得知
報名資訊 

□親友推薦□社會局/正修網站  □

其他______________ 

受訓目的 □接受職業訓練 □儲備第二專長 □增加專業知能 □其他___ 
緊急事件 
連絡人姓名  緊急事件 

連絡人電話  

報
名
班
別 

□ 托育人員平日第1班 
報名日期：109.12.15-110.01.15 

□ 托育人員平日第4班 
報名日期：110.05.25-110.05.28 

□ 托育人員平夜第1班 
       報名日期：110.01.25-110.01.28 

□ 托育人員平日第5班 
       報名日期：110.07.06-110.07.09 

□ 托育人員假日第1班 
      報名日期：110.02.01-110.02.04 

□ 托育人員平夜第2班 
報名日期：110.08.31-110.09.03 

□  托育人員平日第2班 
報名日期：110.03.23-110.03.26 

□ 托育人員平日第6班 
報名日期：110.11.02-110.11.05 

□ 托育人員平日第3班 
報名日期：110.04.20-110.04.23  

2吋光面脫帽 
照片請浮貼 

2吋光面脫帽 
照片請浮貼 

2吋光面脫帽 
照片請浮貼 

報名資格 年滿20歲者，並以設籍或實際居住本市者優先，至多得開放10%名額予外縣市民
眾參訓、欲報考保母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之民眾。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正修科技大學基於學員資料管理之目的，須蒐集您的「姓名、性別、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報名班別」等個人資料，以在辦理行政期間及地區內，作為學員資料管理、製作通訊錄及必要聯繫之用。

您得以下列聯絡方式行使請求查閱、補充、更正；請求提供複製本；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請求刪除個人資料

等權利，請洽【幼保系連絡電話:7358800#2464】。(註：如未完整提供各項資料，將無法完成學員資料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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