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 
接受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委託辦理 103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專案 

大樓空調與機電消防班招生簡章 

備查文號: 103年 2月 26日北分署廣字第 1030010581號函 
一、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二、訓練單位: 東南科技大學 

三、訓練班別及時間： 

班別名稱 人數 時數 
訓練起迄 

日    期 
上課時間 

錄訓方式 

（甄試錄訓） 

自行負 

擔費用 

上課地點 

報名電話 

大樓空調與

機電消防班 

40 

人 

516 

小時 

103.04.18. 

至 

103.07.25. 

週一至週五 

8:20~17:20 

103年 4月 16日 

筆試：上午 9時 30分 

口試：下午 13時 30分 
7,250元 

新北市深坑區北

深路三段 152 號

東南科技大學 

(02)8662-5837 

 
四、參訓資格及訓練費用負擔(【以招收失業民眾參訓為限】，符合下列資格之失業者方得受理報名)： 

(一)年齡：年滿 15歲以上有就業意願之失業者。 
(二)性別：男女兼收 
(三)學歷：高中(職)以上畢業【不限科系】或高中(職)肆業具同等學力者。 

    (四)適訓條件：具理工基礎或相關經驗佳；訓後有擔任大樓機電與機電消防相關工作就業意願者優先。 
(五)開班條件：具就保身分參訓者人數，須佔每班次實際開訓人數 35％（含）以上，始得開班。 
(六)具下表身分者，檢具應備文件送訓練單位初審符合者，得先免繳自繳費用，再由訓練單位函報主

辦單位複審，若複審結果不符合者，參訓人員應再補交自行負擔參訓班次「個人訓練費用」
之 20％費用，參訓人員如同時具有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身分，優先適用就業保險被
保險人身分免費參訓。 

1、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失業者 12、外籍及大陸地區配偶失業者 

2、獨力負擔家計者 13、因犯罪被害之失業者 

3、中高齡者（年滿 45歲至 65歲） 14、因天然災害受災之失業者 

4、身心障礙者 15、中低收入戶 

5、原住民 16、受貿易自由化影響失業勞工 

6、生活扶助戶 17、自立少年 

7、更生受保護人 18、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失業者 

8、長期失業者 19、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委

託計畫之社工人員訪視評估確有經濟

困難，且有就業意願者 

9、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失業者 

10、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 

11、無國籍人民之失業者 20、逾六十五歲者 

(七)若您是下列身分民眾之報名，請於本班次公告截止報名日前(最遲 103年 4月 15日)先洽詢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相關作業程序，如報名截止日未完成程序，且經錄訓者，將導致參

訓時無法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時，自行負責。 

【非自願性離職之就業保險法被保險人】：辦理適訓評估及後續推介參訓（取得職業訓練推

介單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收據暨申請書） 

【長期失業者】：需先取得「最近一個月內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之證明文

件」。 



(八)具有參加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檢附「參加職業工會勞工保

險之失業勞工加退保證明單（須載明加、退保日期、原工作性質及失業原因）」、「無工

作切結書」及「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影本」三項者，得先免繳自繳費用，未檢附

或資料不全者，比照第(九)項一般國民失業者身分參訓。 

(九)一般國民失業參訓，應自行負擔參訓班次「個人訓練費用」之 20％費用，已報名繳費學員

因故無法參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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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學員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錄訓。但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進行適性、適訓專業評

估確有職能落差之參訓需求，且訓練崗位尚有缺額可供訓練時，不在此限： 

1、結訓學員尚處於訓後三個月內之就業輔導期間者。 

2、開訓日前一年內曾參加本署及各分署自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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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訓日前二年內重覆參加相同班名、訓練時數亦相同之訓練課程。 

4、開訓日前二年內已有二次職前訓練參訓紀錄，且其訓後三個月內均無就業效果或紀錄。

但可提供二年內確有受僱事實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五、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與時間：自即日起每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 8 時 30分至下午 17時 30分（例假日

除外）受理報名，至 103 年 4月 15日中午 17時止。 

     (二)報名地點：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號 東南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三)報名方式：隨到現場親自或委託報名、臺灣就業通（網址：www.taiwanjobs.gov.tw） 

(四)報名繳交文件：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保明細表（影本）、1吋相片 2張，具「非自願

離職身分」者必須繳交「職訓推介單」，具「長期失業身分」者必須繳交「求職登記證明

文件」，資料不齊或欠缺者，不予接受報名。 

【註 1】報名民眾請攜帶「學歷證件、身分證、勞保明細表」（正本）由本單位現場查驗。 

【註 2】報名當天學歷證件未攜帶或學歷證件遺失，請開列證明文件，經甄試公告錄訓者，

應於開訓報到當日繳交俾憑查驗，未檢附者「取消」錄訓資格。 

【註 3】如因招訓人數不足或其他需要申請延長招生或甄試期限，訓練單位應於預定甄試日

期前提出訓練計畫變更申請表函請主辦單位變更，並以核定後之開結訓日期為訓練

期程。另民眾於規定時間完成參訓報名程序後，除掌握甄試日期外對於報名時所留

下聯絡電話或 E-Mail務必正確(倘若有聯絡資料有修正時，應主動向報名單位提出

修正)，可避免因甄試日期有所變動時無法直接聯絡當事人而錯過甄試時間。 

六、各訓練班次錄訓方式規定: 

(一)「免試入訓」:具有「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者，需至本署所屬分署各站適

訓職類諮詢並取得「職訓推介單」報名，名額為每班次招訓人數之 50%，採「免試入訓」方

式辦理。 

(二)「甄選錄訓」:其他身分者如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離職失業者及非就業保險之一般失業者，

採「甄選錄訓」方式辦理，甄試方式如下： 

1.第一試（筆試 50％） 

【筆試時間】103年 4月 16日上午 9 時 30分起於東南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教室舉行。 

(1)請報名民眾攜帶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提前 30 分鐘親自辦理報到（簽

名），未出具身分證明文件不得參加第一試（筆試）甄試。 

(2)逾筆試測驗時間達 15分鐘者，不得進入考場參加甄試。 



(3)筆試試題範圍詳參看「甄試通知單」所列項目與內容。 

   【考試題型及科目出題來源】 

              筆試內容包括「自然與生活科技、基本電學能力」測驗。（選擇題及問答題）。 

出題來源: (1) 國內各國民小學網站:(自然與生活科技 歷屆評量試題)   

(2)「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網站(自然科)  

【名單公告】筆試項目至少達 60 分以上方為合格。預定甄選錄訓錄取人數之 1.5 倍參加

第二試(口試)（筆試合格名單預定當日中午 12時 10分公佈張貼於東南科技

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網站及公佈欄）。 

【公告試題】甄試後在試場外之公布欄即時提供甄試題目及答案 7日。 

2.第二試（口試 25％）103 年 4 月 16 日下午 1 時 30 分於東南科技大學推廣教育教室舉行。 

3.基本資料審查（25％） 

區分「參訓歷史（2％～15％）、參訓身分（2％～7％）、最近一次失業期間（1％～3

％）」三項基本資料分數： 

(1)由本單位分別依「TIMS系統參訓歷史資料、報名者繳交證明文件及勞保投保資料」

詳實查核後列計分數。 

(2)具四、(六)表列失業者身分之報名民眾，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供查核，未

檢附者，本項「基本資料」成績以「最低分」列計。 

(三)甄試注意事項 

1.甄試作業分筆試及口試二階段，分數各占百分之五十，筆試成績須達六十分以上始得錄

訓，並依筆試、口試成績計算總分及名次後，依序錄訓。 

2.筆試前，應查驗報名者身分及資格。 

3.筆試階段：應設置二人(含)以上監考人員，筆試測驗開始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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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參加口試人數至多為預訓人數扣除免試入訓推介人數後之二倍。依筆試測驗成績，依序

選取參加口試人員。 

5.應設置二名(含)以上之口試委員，並得由就業服務人員或具相關專業之專家學者擔任。 

6.口試前應告知學員將全程錄音。 

7.口試內容應與學員參訓身分、參訓歷史、近半年求職歷程、訓後生涯規劃及適訓綜合評

估等項目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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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訓練單位應至本署 TIMS系統查詢報名者之參訓、離訓、退訓及訓後就業等紀錄。 

【註】未錄訓之報名民眾所繳交之文件（影本）資料，請於錄取名單公告 7日內親臨本單位辦

理退件手續（倘若超過時間未領回者，將授權訓練單位自行銷毀）。 

七、錄訓說明： 

(一)「甄選錄訓」甄試總成績(含：筆試、基本資料審查、口試三項)達 60 分(含)以上為錄訓門

檻，依成績高低順序排列後，分列正取、備取，錄取名單於 5日內在本校公佈欄公告。 

(二)甄試成績不公告，對於甄試成績有異議者，得於錄取名單公告 3日內以書面方式申請成績複

查，逾期不予受理，且複查以一次為限。申請成績複查者，不得要求重新評閱、申請閱覽或

複印答案卷及口試表、或提供各項甄試細項分數，複查內容僅重新核算成績加總是否有誤。 

【甄試成績查詢窗口：王老師、電話：（02）8662-5837】 

(三)開訓後（含開訓當日）如尚有訓練崗位出缺時，將於開訓後 3日內依備取序號順序遞補學員。  

http://www.bctest.ntnu.edu.tw/exam/102/102Nature150DPI.pdf


八、課程大綱與授課師資： 

課程大綱 授課師資 課程大綱 授課師資 

大樓節能減碳技術實務 高劉銘 節能減碳技術 林振源 

電機工程技術 吳炳煌 照明工程技術 郭仰 

空調工程技術 謝建新 消防警報系統 黃培誠 

空調證照輔導 吳春淵 機電安全防護 謝宗凱 

冷凍空調裝修 王勝標 性別平等 陳莉榛 

供水系統實務 王勝標 人際溝通 陳莉榛 

管線工程圖學 陳一維 就業市場趨勢說明 林秋堂 

工業配電證照輔導 洪子猷 求職技巧 林秋堂 

配電工程技術 洪子猷 教務管理規定 王勝標 

能源監控系統 朱明輝 職涯規劃、職場工作倫理 林秋堂 

機電工程技術 黃正光 供水系統原理 王勝標 

九、注意事項： 

(一)受訓期間依規定強制加入訓字號勞工保險（不含全民健保），尚因其是否領取勞保老年給

付或於 65 歲前是否曾投保勞工保險等情事而有不同規定【例如:投保平安意外保險（含意

外醫療）】 

(二)符合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身分者，於開訓後（含開訓當日）5日內繳交所需證明文件，經

本單位收集完整後函報主辦單位審查，經審核通過之學員，依規定按月核撥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倘若中途離訓或退訓者，即停止發放。 

(三)受訓期間膳宿自理，受訓期滿全期訓練成績合格者，由本單位發給結訓證書。請事假、病

假及曠課時數累積達全期訓練總時數 8%（含）或曠課累積達全期訓練總時數 4%（含）以上

者，或參訓期間行為不檢情節重大者，應勒令退訓且不發給結訓證書。 

十、東南科技大學交通資訊： 

公車路線：聯營公車 236、251欣欣客運 666、237都到達東南；台北客運 15、16；指南客運 912、

660、6皆經過東南科技大學。 

搭乘捷運：可木柵站、木柵動物園站、市政府站(912)轉車，東南科技大學站(校門口)下車。 

自行開車：北二高信義支線已通車，由 101開車到東南只要十分鐘車程。本校距北二高木柵交流

道僅 200公尺，利用北二高迅速便捷。本校新建立體停車場，可停 350輛汽車。 

十一、『大樓空調與機電消防班』特色： 

●配合證照制度推行，提供有志於大樓空調節能減碳技術之年輕人培訓管道。 

●於短時間內取得最實用之就業技能，迅速投入就業職場，提升就業力。 

●大樓空調節能減碳技術就業培訓，習得一技之長(第二專長) 增加就業能力與機會。 

●科技大學師資群與一流訓練設備之結合，縮短學用落差，培養就業市場即戰力。 

●結訓前輔導參加「冷凍空調裝修」「工業配線」職類丙級檢定。 

●結合求才廠商辦理各類型徵才活動，協助學員順利就業。 

十二、就業展望： 

●大型購物中心、醫院、旅館等大樓空調與機電消防設備維護工程師 

●大樓空調與機電消防設備工程管理服務人員 

●企業廠務、機電設備監測維護專業人員 

●節能減碳技術應用系統工程師 

●冷凍空調設備裝修專業人員 
 

大樓空調與機電消防班 = 技能培訓 +  證照輔導 +  輔導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