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年度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招生簡章 

訓練單位名稱  國立嘉義大學 

課程名稱 進階烘焙（西式糕點類）實作學士學分班第 1期 

報名/上課地點 
國立嘉義大學-嘉義市林森東路 151 號 

（各訓練單位上課地址，相同者寫一個即可） 

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 

1.請先至職訓 e 網：http://www.etraining.gov.tw/index.html 加入 e 網會員 
2.再至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網：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報名 

訓練目標 

緣由：提升學員西點類烘焙技術與餐飲衛生觀念，建立正確蛋糕烘焙相關知識，能熟

練西點烘焙相關實務之運用，並於作業時熟練相關技巧，提昇工作效率與品質，並培

養對麵包烘焙之興趣，並輔導學員取得麵包及蛋糕烘焙丙級證照。 

學科：食品衛生安全觀念的建立，西點烘焙蛋糕製做學習。 

技能：培養第二專長及增加糕點製作技術，創造就業機會。 

品德：快樂的學習－寓教於樂－分享烘焙幸福的美味。 

課程內容大綱 

及時數 

日期 授課時間 時數 課程進度內容 學/術科 任課老師

2013/7/13 星期六 09:00~12:00 3 食品衛生與安全 學科 馮淑慧 

2013/7/13 星期六 13:00~16:00 3 瑪爾貝克、奶油核桃蛋糕 術科 江盈達 

2013/7/20 星期六 09:00~12:00 3 提拉米蘇 術科 江盈達 

2013/7/20 星期六 13:00~16:00 3 輕乳酪蛋糕 術科 江盈達 

2013/7/27 星期六 09:00~12:00 3 歐式鹹派 術科 江盈達 

2013/7/27 星期六 13:00~16:00 3 異國風味蛋糕 術科 江盈達 

2013/8/3 星期六 09:00~12:00 3 歐式麵包 術科 江盈達 

2013/8/3 星期六 13:00~16:00 3 輕食蛋糕 術科 江盈達 

2013/8/10 星期六 09:00~12:00 3 踏雪尋莓 術科 江盈達 

2013/8/10 星期六 13:00~16:00 3 草莓塔 術科 江盈達 

2013/8/17 星期六 09:00~12:00 3 酒燒鳳梨 術科 江盈達 

2013/8/17 星期六 13:00~16:00 3 蒸蛋糕 術科 江盈達 

2013/8/24 星期六 09:00~12:00 3 時尚杯子蛋糕 術科 江盈達 

2013/8/24 星期六 13:00~16:00 3 烘焙產品營養分析 學科 馮淑慧 

共 42 小時 

招訓對象 

及資格條件 

補助對象為年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勞工保險或農民保險身分之在職勞工，

且符合下列資格之一： （一）具本國籍。 （二）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

結婚，且獲准居留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陸地區人民。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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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並取得工

作許可者。 前項年齡及補助資格以開訓日為基準日。 其他：1、學歷：高中職畢以

上 2、年齡：年滿十五歲 3、性別：男女兼收 4、體格：身心健康、無痼疾 5、操

行：無不良嗜好。 

遴選學員標準 

及作業程序 

遴選方式： 1.以職訓 e 網報名先後順序為主,請上職訓 e 網網站完成報名登記並於

報名期間結束後 7 日內至嘉義大學進修部(林森校區)辦公室，繳交報名相關資料與

費用逾期者視為放棄。2.報名資料繳交或填寫不齊者，本校得退回、或通知於期限



內補正。 

招訓人數 20 人 

報名起迄日期 102 年 6 月 13 日至 102 年 7 月 10 日 

預定上課時間 
102 年 7 月 13 日（星期六）至 8月 24 日（星期六） 

每週六上午 09:00-12:00 及下午 13:00-16:00 上課，共計 42 小時 

授課師資 
本校食品科學系  馮淑慧教授 

烘焙乙級講師    江盈達老師 

費用 

實際參訓費用$11000 元 

（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補助$8800，參訓學員自行負擔$2200） 

政府補助一般勞工訓練費用 80%、補助全額訓練費用適用對象訓練費用 100% 

退費辦法 

（依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第三十點、三十一點制訂） 

三十、參訓學員已繳納訓練費用，但因個人因素，於開訓前辦理退訓者，訓練單位應

依下列規定辦理退費： 

（一）非學分班訓練單位最多得收取本局核定訓練費用百分之五，餘者退還學員。

（二）學分班退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理。 

已開訓但未逾訓練總時數三分之一者，訓練單位應退還本局核定訓練費用百分

之五十。 

匯款退費者，學員須自行負擔匯款手續費用或於退款金額中扣除。 

已逾訓練總時數三分之一者，不予退費。 

三十一、訓練單位受理學員報名並收取費用後，因故未開班者，應將已收取之費用全

額退還；如變更訓練時間、地點等，致學員無法配合而需退訓者，訓練單位

應依未上課時數佔訓練總時數之比例退還學員訓練費用。 

匯款退費者，由訓練單位負擔匯款手續費用。 

說明事項 

1.訓練單位得先收取全額訓練費用，並與學員簽訂契約。 
2.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力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中高齡者、獨力負擔家計者、

更生受保護者、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中低收入戶、六十五歲以上者、因犯罪行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成

年子女之監護人、因犯罪行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成年子

女之監護人等在職勞工為全額補助對象，報名時須備齊相關資料。 
3.缺席時數未逾訓練總時數之四分之ㄧ，且取得結訓證書者（學分班之學員須取得學

分證明），經行政程序核可後，始可取得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之補助。 
4.參加職前訓練期間，接受政府訓練經費補助者（勞保投保證號前 2 碼數字為 09 訓

字保之參訓學員），及參訓學員投保狀況檢核表為裁字保之參訓學員，不予補助訓

練費用。 

訓練單位 

連絡專線 

聯絡電話：（05）2732401-05      聯絡人：莊富琪小姐 

傳真：（05）2732406      電子郵件：vvan@mail.ncyu.edu.tw 

補助單位 

申訴專線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電話：0800-777888   http://www.evta.gov.tw 
其他課程查詢：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台南職業訓練中心】 
電話：06-6985945 分機 1404            http://www.tnvtc.gov.tw 

電子郵件：center@tnvtc.gov.tw        傳真：06‐6985941 

 

※報名前請務必仔細詳閱以上說明。 



 

   102 年度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招生簡章 

訓練單位名稱  國立嘉義大學 

課程名稱 食品加工學士學分班第 1 期 

報名/上課地點 
國立嘉義大學-林森校區(嘉義市林森東路 151 號) 

（各訓練單位上課地址，相同者寫一個即可） 

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 

1.請先至職訓 e 網：http://www.etraining.gov.tw/index.html 加入 e 網會員 
2.再至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網：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報名

訓練目標 

緣由：提升學員食品加工技術與餐飲衛生觀念，建立正確各類食品加工相關知識，
並於作業時熟練相關技巧，提昇工作效率與品質，並培養對食品加工之興趣，並使
學員能增加第 2專長技能。 
學科：食品衛生安全觀念的建立與認識.經由實務操作後的因而推出更多食材的再利
用的觀念，讓現代人知道如何保存及保留住食材的原味。 
技能：食物的精緻化、多樣化、保存性、美食性，在現今科技昌明的時代，已成為
食品加工重要的課題。食品加工的重要性除了提昇食品營養價值、貯存性、利用性、
嗜好性、輸送性、簡便性、商品性，更重要的是如何更加安全與衛生。期望能培養
在職者的第二專長，透個人創作概念創造個人就業機會。 
  那為何要讓食品作加工程序呢？眾所皆知，食品原料的來源不外乎，動、植物
方面，而這些原料都有季節的問題，加工不僅使農漁牧產品充分利用、破除季節性
的限制，更可讓農漁牧經營企業化，在經營中獲到利潤，帶動相關業的發展，植加
農漁業的收入，進而改善國民的生活水準。 
品德：快樂的學習－寓教於樂－學習如何將食品加工後的產品，創造出個人的風格
產品並符合安全衛生的標準，更能提升個人的食品加工的知識。 

課程內容大綱 

及時數 

日期 授課時間 時數 課程進度內容 學/術科 任課老師

2013/7/15 星期一 18:00~21:00 3 甜酒釀 術科 馮淑慧 

2013/7/19 星期五 18:00~21:00 3 麵包 術科 馮淑慧 

2013/7/22 星期一 18:00~21:00 3 綠豆軟糕 術科 馮淑慧 

2013/7/26 星期五 18:00~21:00 3 發酵蔬菜 術科 馮淑慧 

2013/7/29 星期一 18:00~21:00 3 醃漬蔬菜 術科 馮淑慧 

2013/8/2 星期五 18:00~21:00 3 果醬.果茶 術科 馮淑慧 

2013/8/5 星期一 18:00~21:00 3 鹹蛋 術科 馮淑慧 

2013/8/9 星期五 18:00~21:00 3 蛋黃醬 術科 馮淑慧 

2013/8/12 星期一 18:00~21:00 3 水產加工魚排 術科 馮淑慧 

2013/8/16 星期五 18:00~21:00 3 魚丸 術科 馮淑慧 

2013/8/19 星期一 18:00~21:00 3 肉品加工香腸 術科 馮淑慧 

2013/8/23 星期五 18:00~21:00 3 高纖貢丸 術科 馮淑慧 
 

招訓對象 

及資格條件 

補助對象為年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勞工保險或農民保險身分之在職勞工，

且符合下列資格之一： （一）具本國籍。 （二）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

結婚，且獲准居留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陸地區人民。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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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並取

得工作許可者。 前項年齡及補助資格以開訓日為基準日。 其他：1、學歷：高中



職畢以上 2、年齡：年滿十五歲 3、性別：男女兼收 4、體格：身心健康、無痼疾 

5、操行：無不良嗜好。 

遴選學員標準 

及作業程序 

遴選方式： 1.以職訓 e網報名先後順序為主,請上職訓 e網網站完成報名登記並於

報名期間結束後 7日內至嘉義大學進修部(林森校區)辦公室，繳交報名相關資料與

費用逾期者視為放棄。2.報名資料繳交或填寫不齊者，本校得退回、或通知於期限

內補正。 

招訓人數 20 人 

報名起迄日期 102 年 6 月 15 日至 102 年 7 月 11 日 

預定上課時間 
102 年 7 月 15 日（星期一）至 8月 23 日（星期五） 

每週一、週五晚上 18:00-21:00 上課，共計 36 小時 

授課師資 本校食品科學系  馮淑慧教授 

費用 

實際參訓費用$8500 元 

（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補助$6800，參訓學員自行負擔$1700） 

政府補助一般勞工訓練費用 80%、補助全額訓練費用適用對象訓練費用 100% 

退費辦法 

（依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第三十點、三十一點制訂） 
三十、參訓學員已繳納訓練費用，但因個人因素，於開訓前辦理退訓者，訓練單位

應依下列規定辦理退費： 
（一）非學分班訓練單位最多得收取本局核定訓練費用百分之五，餘者退還學員。
（二）學分班退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理。 

已開訓但未逾訓練總時數三分之一者，訓練單位應退還本局核定訓練費用百
分之五十。 

匯款退費者，學員須自行負擔匯款手續費用或於退款金額中扣除。 
已逾訓練總時數三分之一者，不予退費。 

三十一、訓練單位受理學員報名並收取費用後，因故未開班者，應將已收取之費用
全額退還；如變更訓練時間、地點等，致學員無法配合而需退訓者，訓練單位應依
未上課時數佔訓練總時數之比例退還學員訓練費用。 

匯款退費者，由訓練單位負擔匯款手續費用。 

說明事項 

1.訓練單位得先收取全額訓練費用，並與學員簽訂契約。 
2.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力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中高齡者、獨力負擔家計者、

更生受保護者、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

者、中低收入戶、六十五歲以上者、因犯罪行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親屬或

其未成年子女之監護人、因犯罪行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其

未成年子女之監護人等在職勞工為全額補助對象，報名時須備齊相關資料。 
3.缺席時數未逾訓練總時數之四分之ㄧ，且取得結訓證書者（學分班之學員須取得

學分證明），經行政程序核可後，始可取得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之補助。 
4.參加職前訓練期間，接受政府訓練經費補助者（勞保投保證號前 2 碼數字為 09 訓

字保之參訓學員），及參訓學員投保狀況檢核表為裁字保之參訓學員，不予補助訓

練費用。 

訓練單位 

連絡專線 

聯絡電話：（05）2732401-05      聯絡人：莊富琪小姐 

傳真：（05）2732406      電子郵件：vvan@mail.ncyu.edu.tw 

補助單位 

申訴專線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電話：0800-777888   http://www.evta.gov.tw 
其他課程查詢：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台南職業訓練中心】 
電話：06-6985945 分機 1404             http://www.tnvtc.gov.tw 

電子郵件：center@tnvtc.gov.tw         傳真：06‐6985941 

※報名前請務必仔細詳閱以上說明。 



   102 年度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招生簡章 

訓練單位名稱  國立嘉義大學 

課程名稱 商務日文會話學士學分班第 1期 

報名/上課地點 
國立嘉義大學-林森校區(嘉義市林森東路 151 號) 

（各訓練單位上課地址，相同者寫一個即可） 

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 

1.請先至職訓 e 網：http://www.etraining.gov.tw/index.html 加入 e 網會員 
2.再至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網：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報名

訓練目標 

緣由：提升在職學員語言上之能力，能幫助學員在語言上實務之運用，提昇工作效

率與品質，並輔導學員取得語言檢定及提昇在職場上之競爭力。 

學科：培養及提升商業日文語文與欣賞日本商業文化能力。 

技能：培養商業對話日文能力，取得日文認證證照，從事教學或擔任商業日文相關

工作，以創造就業機會。 

品德：快樂的學習，與培養欣賞及尊重商業道德文化能力。 

課程內容大綱 

及時數 

 

    共修習 36 小時 

日期 授課時間 時數 課程進度內容 授課教師
2013/8/13 星期二 18:30~20:30 2 日本語的發音 翁頂升 

2013/8/15 星期四 18:30~20:30 2 自我介紹 翁頂升 
2013/8/20 星期二 18:30~20:30 2 商業用單字語彙 翁頂升 
2013/8/22 星期四 18:30~20:30 2 公司上下関係用語 翁頂升 
2013/8/27 星期二 18:30~20:30 2 員工招募 翁頂升 
2013/8/29 星期四 18:30~20:30 2 面試 翁頂升 
2013/9/3 星期二 18:30~20:30 2 日語會話練習 翁頂升 
2013/9/5 星期四 18:30~20:30 2 第 1階段-分組演練對話練習 翁頂升 
2013/9/10 星期二 18:30~20:30 2 期中測驗 翁頂升 
2013/9/12 星期四 18:30~20:30 2 得意先訪問（拜訪客戸） 翁頂升 
2013/9/17 星期二 18:30~20:30 2 業務会議用語 翁頂升 
2013/9/24 星期二 18:30~20:30 2 海外出張（海外出差） 翁頂升 
2013/9/26 星期四 18:30~20:30 2 飛行機の中用語 翁頂升 
2013/10/1 星期二 18:30~20:30 2 入国時（入境過海關時） 翁頂升 
2013/10/3 星期四 18:30~20:30 2 海外進出（前進海外） 翁頂升 
2013/10/8 星期二 18:30~20:30 2 閱讀短文 翁頂升 
2013/10/15 星期二 18:30~20:30 2 第 2 階段實際模擬演練 翁頂升 
2013/10/17 星期四 18:30~20:30 2 期末測驗 翁頂升 

招訓對象 

及資格條件 

補助對象為年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勞工保險或農民保險身分之在職勞工，

且符合下列資格之一： （一）具本國籍。 （二）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

結婚，且獲准居留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陸地區人民。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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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並取

得工作許可者。 前項年齡及補助資格以開訓日為基準日。 其他：1、學歷：高中

職畢以上 2、年齡：年滿十五歲 3、性別：男女兼收 4、體格：身心健康、無痼疾 

5、操行：無不良嗜好。 

遴選學員標準 

及作業程序 

遴選方式： 1.以職訓 e網報名先後順序為主,請上職訓 e網網站完成報名登記並於

報名期間結束後 7日內至嘉義大學進修部(林森校區)辦公室，繳交報名相關資料與



費用逾期者視為放棄。2.報名資料繳交或填寫不齊者，本校得退回、或通知於期限

內補正。 

招訓人數 20 人 

報名起迄日期 102 年 7 月 13 日至 102 年 8 月 10 日 

預定上課時間 
102 年 8 月 13 日（星期二）至 10 月 17 日（星期四） 

每週二、週四晚上 18:30-20:30 上課，共計 36 小時 

授課師資 本校企業管理學系  翁頂升教授 

費用 

實際參訓費用$5000 元 

（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補助$4000，參訓學員自行負擔$1000） 

政府補助一般勞工訓練費用 80%、補助全額訓練費用適用對象訓練費用 100% 

退費辦法 

（依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第三十點、三十一點制訂） 
三十、參訓學員已繳納訓練費用，但因個人因素，於開訓前辦理退訓者，訓練單位

應依下列規定辦理退費： 
（一）非學分班訓練單位最多得收取本局核定訓練費用百分之五，餘者退還學員。
（二）學分班退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理。 

已開訓但未逾訓練總時數三分之一者，訓練單位應退還本局核定訓練費用百
分之五十。 
匯款退費者，學員須自行負擔匯款手續費用或於退款金額中扣除。 
已逾訓練總時數三分之一者，不予退費。 

三十一、訓練單位受理學員報名並收取費用後，因故未開班者，應將已收取之費用
全額退還；如變更訓練時間、地點等，致學員無法配合而需退訓者，訓練
單位應依未上課時數佔訓練總時數之比例退還學員訓練費用。 
匯款退費者，由訓練單位負擔匯款手續費用。 

說明事項 

1.訓練單位得先收取全額訓練費用，並與學員簽訂契約。 
2.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力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中高齡者、獨力負擔家計者、

更生受保護者、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

者、中低收入戶、六十五歲以上者、因犯罪行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親屬或

其未成年子女之監護人、因犯罪行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其

未成年子女之監護人等在職勞工為全額補助對象，報名時須備齊相關資料。 
3.缺席時數未逾訓練總時數之四分之ㄧ，且取得結訓證書者（學分班之學員須取得

學分證明），經行政程序核可後，始可取得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之補助。 
4.參加職前訓練期間，接受政府訓練經費補助者（勞保投保證號前 2 碼數字為 09 訓

字保之參訓學員），及參訓學員投保狀況檢核表為裁字保之參訓學員，不予補助訓

練費用。 

訓練單位 

連絡專線 

聯絡電話：（05）2732401-05      聯絡人：莊富琪小姐 

傳真：（05）2732406      電子郵件：vvan@mail.ncyu.edu.tw 

補助單位 

申訴專線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電話：0800-777888   http://www.evta.gov.tw 
其他課程查詢：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台南職業訓練中心】 
電話：06-6985945 分機 1404             http://www.tnvtc.gov.tw 

電子郵件：center@tnvtc.gov.tw         傳真：06‐6985941 

 

※報名前請務必仔細詳閱以上說明。 

 



 

   102 年度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招生簡章 

訓練單位名稱  國立嘉義大學 

課程名稱 烘焙麵包實作學士學分班第 2期 

報名/上課地點 
國立嘉義大學-蘭潭校區(食品加工廠)嘉義市學府路 300 號 

（各訓練單位上課地址，相同者寫一個即可） 

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 

1.請先至職訓 e 網：http://www.etraining.gov.tw/index.html 加入 e 網會員 
2.再至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網：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報名

訓練目標 

緣由：依據 102 年度產業人才投資方案作業手冊辦理。 

學科：食品衛生安全觀念的建立與認識，經由實務操作烘培與食品加工傳統的手藝

製做學習。 

技能：培養第二專長，創造及增加就業機會。 

品德：快樂的學習－寓教於樂－分享烘焙幸福甜滋味。 

課程內容大綱 

及時數 

日期 授課時間 時數 課程進度內容 任課老師

2013/9/7 星期六 09:00~12:00 3 蜂蜜吐司麵包 馮淑慧 

2013/9/7 星期六 13:00~16:00 3 杏仁瓦片 馮淑慧 

2013/9/14 星期六 09:00~12:00 3 鹹蒸糕 馮淑慧 

2013/9/14 星期六 13:00~16:00 3 優格乳酪麵包 馮淑慧 

2013/9/28 星期六 09:00~12:00 3 貝果 馮淑慧 

2013/9/28 星期六 13:00~16:00 3 巧克力夾心餅 馮淑慧 

2013/10/5 星期六 09:00~12:00 3 葡萄啟事棒 馮淑慧 

2013/10/5 星期六 13:00~16:00 3 水果塔 馮淑慧 

2013/10/12 星期六 09:00~12:00 3 雜糧啟事紅豆麵包 馮淑慧 

2013/10/12 星期六 13:00~16:00 3 甜筒核桃餅 馮淑慧 

2013/10/19 星期六 09:00~12:00 3 辯子麵包 馮淑慧 

2013/10/19 星期六 13:00~16:00 3 芝麻餅乾 馮淑慧 

   共 36 小時 

招訓對象 

及資格條件 

補助對象為年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勞工保險或農民保險身分之在職勞工，

且符合下列資格之一： （一）具本國籍。 （二）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

結婚，且獲准居留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陸地區人民。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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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並取

得工作許可者。 前項年齡及補助資格以開訓日為基準日。 其他：1、學歷：高中

職畢以上 2、年齡：年滿十五歲 3、性別：男女兼收 4、體格：身心健康、無痼疾 

5、操行：無不良嗜好。 

遴選學員標準 

及作業程序 

遴選方式： 1.以職訓 e網報名先後順序為主,請上職訓 e網網站完成報名登記並於

報名期間結束後 7日內至嘉義大學進修部(林森校區)辦公室，繳交報名相關資料與

費用逾期者視為放棄。2.報名資料繳交或填寫不齊者，本校得退回、或通知於期限

內補正。 

 



招訓人數 25 人 

報名起迄日期 102 年 8 月 7 日至 102 年 9 月 4 日 

預定上課時間 
102 年 9 月 7 日（星期六）至 10 月 19 日（星期六） 

每週六日間上午 09:00-12:00 及下午 13:00-16:00 上課，共計 36 小時 

授課師資 本校食品科學系  馮淑慧教授 

費用 

實際參訓費用$8000 元 

（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補助$6400，參訓學員自行負擔$1600） 

政府補助一般勞工訓練費用 80%、補助全額訓練費用適用對象訓練費用 100% 

退費辦法 

（依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第三十點、三十一點制訂） 

三十、參訓學員已繳納訓練費用，但因個人因素，於開訓前辦理退訓者，訓練單位

應依下列規定辦理退費： 

（一）非學分班訓練單位最多得收取本局核定訓練費用百分之五，餘者退還學員。

（二）學分班退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理。 

已開訓但未逾訓練總時數三分之一者，訓練單位應退還本局核定訓練費用百

分之五十。 

匯款退費者，學員須自行負擔匯款手續費用或於退款金額中扣除。 

已逾訓練總時數三分之一者，不予退費。 

三十一、訓練單位受理學員報名並收取費用後，因故未開班者，應將已收取之費用

全額退還；如變更訓練時間、地點等，致學員無法配合而需退訓者，訓練

單位應依未上課時數佔訓練總時數之比例退還學員訓練費用。 

匯款退費者，由訓練單位負擔匯款手續費用。 

 

說明事項 

1.訓練單位得先收取全額訓練費用，並與學員簽訂契約。 
2.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力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中高齡者、獨力負擔家計者、

更生受保護者、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

者、中低收入戶、六十五歲以上者、因犯罪行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親屬或

其未成年子女之監護人、因犯罪行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其

未成年子女之監護人等在職勞工為全額補助對象，報名時須備齊相關資料。 
3.缺席時數未逾訓練總時數之四分之ㄧ，且取得結訓證書者（學分班之學員須取得

學分證明），經行政程序核可後，始可取得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之補助。 
4.參加職前訓練期間，接受政府訓練經費補助者（勞保投保證號前 2 碼數字為 09 訓

字保之參訓學員），及參訓學員投保狀況檢核表為裁字保之參訓學員，不予補助訓

練費用。 

訓練單位 

連絡專線 

聯絡電話：（05）2732401-05      聯絡人：莊富琪小姐 

傳真：（05）2732406      電子郵件：vvan@mail.ncyu.edu.tw 

補助單位 

申訴專線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電話：0800-777888   http://www.evta.gov.tw 
其他課程查詢：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台南職業訓練中心】 
電話：06-6985945 分機 1404             http://www.tnvtc.gov.tw 

電子郵件：center@tnvtc.gov.tw         傳真：06‐6985941 

 

※報名前請務必仔細詳閱以上說明。 



   102 年度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招生簡章 

訓練單位名稱  國立嘉義大學 

課程名稱 木工基礎訓練班第 1期 

報名/上課地點 
國立嘉義大學-蘭潭校區(木材加工廠)嘉義市學府路 300 號 

（各訓練單位上課地址，相同者寫一個即可） 

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 

1.請先至職訓 e 網：http://www.etraining.gov.tw/index.html 加入 e 網會員 
2.再至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網：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報名

訓練目標 

緣由：依據產業人才投資方案作業手冊辦理。作為嘉南地區最佳的技術人力培訓大
學，提供民眾終身學習機會，培訓專業能力，提升人力資本，創造個人美好工作與
生活進而提升國家競爭力。 
學科：以基本手工及機械操作、油漆塗裝、簡單家具製作等實用技能為主；另輔助
室內裝璜相關知識技能之教學。 
技能：簡易木工訓練以傳統訓練為基礎，加上實作設計課程，擴展木工訓練範圍，
增加受訓學員之就業技能及自行創業機會。 
品德：培養社區人民運用文化美學的觀念，增進個人品德修養。 

課程內容大綱 

及時數 

共 36 小時 

日期 授課時間 時數 課程進度內容 

2013/9/24 星期二 18:00~22:00 4 

認識木工工具:1.認識各種木工工具：鉋刀、鋸子、鑿刀、
量測工具、敲擊工具。 2.木工工具用途介紹。 3.工具
整備：認識磨刀石、研磨工具、砂輪機。 

2013/10/1 星期二 18:00~22:00 4 

鉋削基礎技術:1.鉋刀研磨法：手工研磨、砂輪研磨。 2.
鉋刀調整方法 3.鉋削方法：推鉋、拉鉋。 4.基礎鉋削
練習：平面鉋削、直角鉋削、正方材鉋削 

2013/10/8 星期二 18:00~22:00 4 

鋸切基礎技術:1.鋸切工具：縱切工具、橫切工具、夾背
鋸。 2.鋸片調整 3.基礎鋸切練習：橫切十道，縱切十
道。 4.鉋削再精進：鉋削法、鉋刀調整。 （鉋削小競
賽—鉋屑厚度） 

2013/10/15 星期二 18:00~22:00 4 

鑿切基礎技術:1.鑿刀種類：打鑿、修鑿。 2.基礎鑿孔
練習：通孔、暗孔。 3.鋸切再精進：橫切十道、縱切十
道 （鋸切小競賽—方榫接合） 

2013/10/22 星期二 18:00~22:00 4 
實習作品一：1＋1墊 1.十字搭接：鉋、鋸、鑿精準度控
制。 2.圓榫接合：鑽孔技巧。 

2013/11/5 星期二 18:00~22:00 4 
實習作品二：紅酒架 1.十字搭接：鉋、鋸、鑿精準度控
制。 2.實木拼板作業：木理、顏色。 

2013/10/29 星期二 18:00~22:00 4 
實習作品一：1＋1墊 3.砂磨技術 4.鉋削、鋸切、鑿切
綜合練習。 

2013/11/12 星期二 18:00~22:00 4 
實習作品二：紅酒架 3.砂磨技術 4.圓弧加工技術。 5.
鉋削、鋸切、鑿切綜合練習。 

2013/11/19 星期二 18:00~22:00 4 實作作品修飾及檢討 

招訓對象 

及資格條件 

補助對象為年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勞工保險或農民保險身分之在職勞工，
且符合下列資格之一： （一）具本國籍。 （二）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
結婚，且獲准居留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陸地區人民。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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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並取
得工作許可者。 前項年齡及補助資格以開訓日為基準日。 其他：1、學歷：高中
職畢以上 2、年齡：年滿十五歲 3、性別：男女兼收 4、體格：身心健康、無痼疾 
5、操行：無不良嗜好。 
 

遴選學員標準 遴選方式： 1.以職訓 e網報名先後順序為主,請上職訓 e網網站完成報名登記並於



及作業程序 報名期間結束後 7日內至嘉義大學進修部(林森校區)辦公室，繳交報名相關資料與
費用逾期者視為放棄。2.報名資料繳交或填寫不齊者，本校得退回、或通知於期限
內補正。 

招訓人數 20 人 

報名起迄日期 102 年 8 月 24 日至 102 年 9 月 21 日 

預定上課時間 
102 年 9 月 24 日（星期二）至 11 月 19 日（星期二） 

每週二晚上 18:00-22:00 上課，共計 36 小時 

授課師資 本校木質材料與設計學系  蘇文清教授 

費用 

實際參訓費用$6480 元 

（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補助$5184，參訓學員自行負擔$1296） 

政府補助一般勞工訓練費用 80%、補助全額訓練費用適用對象訓練費用 100% 

退費辦法 

（依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第三十點、三十一點制訂） 

三十、參訓學員已繳納訓練費用，但因個人因素，於開訓前辦理退訓者，訓練單位

應依下列規定辦理退費： 

（一）非學分班訓練單位最多得收取本局核定訓練費用百分之五，餘者退還學員。

（二）學分班退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理。 

已開訓但未逾訓練總時數三分之一者，訓練單位應退還本局核定訓練費用百

分之五十。匯款退費者，學員須自行負擔匯款手續費用或於退款金額中扣除。

已逾訓練總時數三分之一者，不予退費。 

三十一、訓練單位受理學員報名並收取費用後，因故未開班者，應將已收取之費用

全額退還；如變更訓練時間、地點等，致學員無法配合而需退訓者，訓練

單位應依未上課時數佔訓練總時數之比例退還學員訓練費用。 

匯款退費者，由訓練單位負擔匯款手續費用。 

說明事項 

1.訓練單位得先收取全額訓練費用，並與學員簽訂契約。 
2.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力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中高齡者、獨力負擔家計者、

更生受保護者、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

者、中低收入戶、六十五歲以上者、因犯罪行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親屬或

其未成年子女之監護人、因犯罪行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其

未成年子女之監護人等在職勞工為全額補助對象，報名時須備齊相關資料。 
3.缺席時數未逾訓練總時數之四分之ㄧ，且取得結訓證書者（學分班之學員須取得

學分證明），經行政程序核可後，始可取得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之補助。 
4.參加職前訓練期間，接受政府訓練經費補助者（勞保投保證號前 2 碼數字為 09 訓

字保之參訓學員），及參訓學員投保狀況檢核表為裁字保之參訓學員，不予補助訓

練費用。 

訓練單位 

連絡專線 

聯絡電話：（05）2732401-05      聯絡人：莊富琪小姐 

傳真：（05）2732406      電子郵件：vvan@mail.ncyu.edu.tw 

補助單位 

申訴專線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電話：0800-777888   http://www.evta.gov.tw 
其他課程查詢：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台南職業訓練中心】 
電話：06-6985945 分機 1404             http://www.tnvtc.gov.tw 

電子郵件：center@tnvtc.gov.tw         傳真：06‐6985941 

※報名前請務必仔細詳閱以上說明。 

 



   102 年度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招生簡章 

訓練單位名稱  國立嘉義大學 

課程名稱 經典烘焙學實作學士學分班第 1期 

報名/上課地點 
國立嘉義大學-蘭潭校區(食品加工廠)嘉義市學府路 300 號 

（各訓練單位上課地址，相同者寫一個即可） 

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 

1.請先至職訓 e 網：http://www.etraining.gov.tw/index.html 加入 e 網會員 
2.再至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網：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報名

訓練目標 

緣由：依據產業人才投資方案作業手冊辦理。 

學科：食品衛生安全觀念的建立與認識.經由實務操作烘培出傳統的手藝。 

技能：培養在職者的第二專長並能幫助學習者取得證照，透個人努力學習國過程更

加增進烘焙的技能也創造個人就業機會。 

品德：快樂的學習－寓教於樂－分享烘焙幸福甜蜜滋味。 

課程內容大綱 

及時數 

日期 授課時間 時數 課程進度內容 任課老師

2013/11/2 星期六 09:00~12:00 3 紅豆甜麵包 馮淑慧 

2013/11/2 星期六 13:00~16:00 3 奶油大理石蛋糕 馮淑慧 

2013/11/9 星期六 09:00~12:00 3 奶酥甜麵包 馮淑慧 

2013/11/9 星期六 13:00~16:00 3 海綿蛋糕 馮淑慧 

2013/11/16 星期六 09:00~12:00 3 橄欖形餐包 馮淑慧 

2013/11/23 星期六 09:00~12:00 3 圓頂葡萄乾吐司 馮淑慧 

2013/11/16 星期六 13:00~16:00 3 巧克力戚風蛋糕捲 馮淑慧 

2013/11/23 星期六 13:00~16:00 3 奶油空心餅 馮淑慧 

2013/11/30 星期六 09:00~12:00 3 圓頂奶油吐司 馮淑慧 

2013/11/30 星期六 13:00~16:00 3 檸檬布丁派 馮淑慧 

2013/12/7 星期六 09:00~12:00 3 蒸烤雞蛋布丁 馮淑慧 

2013/12/7 星期六 13:00~16:00 3 山型白吐司 馮淑慧 

共 36 小時 

招訓對象 

及資格條件 

補助對象為年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勞工保險或農民保險身分之在職勞工，

且符合下列資格之一： （一）具本國籍。 （二）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

結婚，且獲准居留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陸地區人民。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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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並取

得工作許可者。 前項年齡及補助資格以開訓日為基準日。 其他：1、學歷：高中

職畢以上 2、年齡：年滿十五歲 3、性別：男女兼收 4、體格：身心健康、無痼疾 

5、操行：無不良嗜好。 

遴選學員標準 

及作業程序 

遴選方式： 1.以職訓 e網報名先後順序為主,請上職訓 e網網站完成報名登記並於

報名期間結束後 7日內至嘉義大學進修部(林森校區)辦公室，繳交報名相關資料與

費用逾期者視為放棄。2.報名資料繳交或填寫不齊者，本校得退回、或通知於期限

內補正。 

 

招訓人數 20 人 



報名起迄日期 102 年 10 月 2 日至 102 年 10 月 30 日 

預定上課時間 
102 年 11 月 02 日（星期六）至 12 月 07 日（星期六） 

每週六上午 09:00-12:00 及下午 13:00-16:00，共計 36 小時 

授課師資 本校食品科學系  馮淑慧教授 

費用 

實際參訓費用$9000 元 

（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補助$7200，參訓學員自行負擔$1800） 

政府補助一般勞工訓練費用 80%、補助全額訓練費用適用對象訓練費用 100% 

退費辦法 

（依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第三十點、三十一點制訂） 

三十、參訓學員已繳納訓練費用，但因個人因素，於開訓前辦理退訓者，訓練單位

應依下列規定辦理退費： 

（一）非學分班訓練單位最多得收取本局核定訓練費用百分之五，餘者退還學員。

（二）學分班退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理。 

已開訓但未逾訓練總時數三分之一者，訓練單位應退還本局核定訓練費用百

分之五十。 

匯款退費者，學員須自行負擔匯款手續費用或於退款金額中扣除。 

已逾訓練總時數三分之一者，不予退費。 

三十一、訓練單位受理學員報名並收取費用後，因故未開班者，應將已收取之費用

全額退還；如變更訓練時間、地點等，致學員無法配合而需退訓者，訓練

單位應依未上課時數佔訓練總時數之比例退還學員訓練費用。 

匯款退費者，由訓練單位負擔匯款手續費用。 

說明事項 

1.訓練單位得先收取全額訓練費用，並與學員簽訂契約。 
2.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力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中高齡者、獨力負擔家計者、

更生受保護者、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

者、中低收入戶、六十五歲以上者、因犯罪行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親屬或

其未成年子女之監護人、因犯罪行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其

未成年子女之監護人等在職勞工為全額補助對象，報名時須備齊相關資料。 
3.缺席時數未逾訓練總時數之四分之ㄧ，且取得結訓證書者（學分班之學員須取得

學分證明），經行政程序核可後，始可取得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之補助。 
4.參加職前訓練期間，接受政府訓練經費補助者（勞保投保證號前 2 碼數字為 09 訓

字保之參訓學員），及參訓學員投保狀況檢核表為裁字保之參訓學員，不予補助訓

練費用。 

訓練單位 

連絡專線 

聯絡電話：（05）2732401-05      聯絡人：莊富琪小姐 

傳真：（05）2732406      電子郵件：vvan@mail.ncyu.edu.tw 

補助單位 

申訴專線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電話：0800-777888   http://www.evta.gov.tw 
其他課程查詢：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台南職業訓練中心】 
電話：06-6985945 分機 1404             http://www.tnvtc.gov.tw 

電子郵件：center@tnvtc.gov.tw         傳真：06‐6985941 

 

※報名前請務必仔細詳閱以上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