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委託辦理 

103年「失業者職業訓練─美髮實務就業班」招生簡章(廣告) 

核准文號: 103年 1月 16日 北職輔字第 1033420194號函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二、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三、 訓練單位: 華夏技術學院 
四、 參訓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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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學歷 
(四) 適訓條件：有就業意願之失業者均可參訓，無特殊條件。 
(五) 參訓資格： 

          1、參訓學員以失業者身分在一年內（以參訓班次之結訓日起算）參加新北市政府職業
訓練中心所辦職業訓練以一班為限。 

          2、二年內曾參加相同性質之職訓班別（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及各縣市政府
勞政單位所辦或補助之職訓課程為準），且未有就業紀錄（以勞保投保紀錄為準）
者，不得參加同職類之訓練。 

          3、參訓學員於職訓班別參訓期間或訓後 90天內就業輔導期者不予錄訓。 

五、 訓練費用負擔： 

(一) 具有以下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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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性失業者(參訓人員優先適用身分) 

          2、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失業者 

          3、特定對象之失業者 

(二) 一般國民之失業者、參加職業工會被保險人(得檢附「無工作切結書」，比照一般國民參

加失業者職業訓練)，及未符合上述身份之失業者參訓，應自行負擔個人訓練費用之 20％。 

六、 訓練班別及時間： 

班別名稱 訓練人數 時數 
訓練起迄 

日    期 
上課時間及地點 

美髮實務就

業班 
30人 

210 

小時 
103/5/7-6/26 

星期三~星期六 

09:00~17:00 

華夏技術學院 

七、 報名及甄試說明： 

報    名 

日    期 

報    名 

時    間 

錄訓方式 

（甄試錄訓） 
甄試公告 

自行負 

擔費用 

報名地點 

報名電話 

即日起 

至 5/1 

週一至週五 

09:00~16:30 

103年 5月 2日 

筆試（50％）：上午 10時整 

地點：華夏技術學院恆毅樓

D106 教室 

口試（50％）：下午 14時整 

地點：華夏技術學院恆毅樓

D106 教室 

5月 5日下

午 16 時 00

分於推廣

教育中心

網頁公告 

3,533元 

華夏技術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 

新北市中和區工

專路 111號 

呂秀惠助理 

02-89415156 

     ※報名方式：現場親自報名 
     ※報名繳交文件：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保明細表（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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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須繳交開訓日前一個

月內之「求職登記證明文件」，其他具有特定對象身分之報名民眾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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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下列身分報名之民眾，請於本班次公告截止報名日前(最遲 103年 5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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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生活津貼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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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訓前一個月內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之證明
文件」。 

八、 甄試方式： 

 (一)第一試（筆試 50％） 

【筆試時間】103 年 5月 2日上午 10時 0分起於華夏技術學院恆毅樓 D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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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內容包括「美髮丙級測驗」。（選擇題，約 50題） 

【名單公告】預定及格者參加第二試(口試)（筆試合格名單預定當日下午 1時 30分公佈
張貼於本單位華夏技術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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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試（口試 50％）102年 5月 2日下午 14時 0分起於華夏技術學院恆毅樓 D106教室

舉行。 

     ※筆試項目錄訓分數須至少達六十分(含)以上始得錄訓。口試內容與學員參訓身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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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筆試、口試等項目及

配分，計算甄選總成績及名次依序錄訓為原則。 
【註】未錄訓之報名民眾所繳交之文件（影本）資料，本單位處理方式： 

■ 不論錄取與否，一律不得要求退還。 
□ 請於錄取名單公告□日內親臨本單位辦理退件手續。    

九、 錄訓說明: 

    (一)甄試總成績(含：筆試、口試)達錄訓標準 60分者為合格，依成績高 低順序排列後，正取

30名、備取 5名，錄取名單及最低錄取分數於甄試後 5個工作天內在本單位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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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以電話或書面方式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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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小姐、電話：（02）8941-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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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依備取序號依順序遞補

學員。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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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職技巧課程 李采儒 毛髮理論 林瑋倫 

就業市場趨勢 李采儒 洗護理論 林瑋倫 

就業輔導 李采儒 染髮配色概論 黃銘祺 

性別平等課程 李采儒 燙髮理論概念 黃銘祺 

產業導讀-美髮市場分析 謝有智 燙髮藥劑分析 黃銘祺 

梳編基礎理論 謝有智 染髮色彩 DNA 黃銘祺 

剪髮概念分析 謝有智 新秘造型理論 路湘沂 

吹風基礎概念分析 謝有智 儀器原理導讀 呂秀惠 

整髮理論 謝有智 （上述為學科課程）  

【註】授課師資以實際開課為主。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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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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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者(依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作業規定)，應勒令

退訓且不發給結訓證書。 

     

 訓練單位：華夏技術學院 

 地    址：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號         電話：（02）8941-5156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委託辦理 

103年「失業者職業訓練─美髮實務就業班」報名表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1 吋相片 

黏貼處 
身分證號碼  性    別 □男    □女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聯絡電話 
（日） 

（夜） 

電子郵件  兵役狀況 □役畢□未役□免役 

學      歷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身
份
別 

□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失業者   □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失業者 

□ 原住民  □ 獨立負擔家計者 □ 新住民  □ 參加職業工會失業者        

□ 生活扶助戶  □ 長期失業者  □ 身心障礙者  □ 中高齡   □中低收入戶 

□ 其他_______   

請您再次審閱以上資料是否填寫完整，於確認後簽章。        申請人簽章：                                                

報

名

資

料 

審

查 

（此欄位為本中心審查資格之用，欲報名者請勿填寫） 

□ 報名表（請以正楷填寫完整，並於申請人簽章處簽名或蓋章）。 

□ 1 吋相片 2 張(後面請以正楷寫上名字)。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 1 份（貼妥於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 開訓前近 1 個月勞保明細表正本 1 份。 

□特定對象文件 1 份。 

 

 

聯 絡 人：呂小姐 

聯絡電話：02-8941-5156        傳真：02-2941-5730 並註明報名班別與姓名 

收件地址：2356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推廣教育中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委託辦理 

103年「失業者職業訓練─美髮實務就業班」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班別：美髮實務就業班 

姓名： 

學號： 

 

 

 
 

 

 

 

 

身身身分分分證證證正正正面面面影影影本本本   
 

 

 

 

 

 

 

身身身分分分證證證反反反面面面影影影本本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