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分署保有調整課程、師資、開辦與否及遴選學
員之權利，本簡章如有未詳盡部分，以本分署網
站公告為準，歡迎來電洽詢。

桃園職業訓練場 
326020 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 851 號 
電話：(03)485-5368 分機 1602 ∼ 1640 

幼獅職業訓練場 
326023 桃園市楊梅區幼獅路二段 3 號 
電話：(03)464-1162 分機 7282 ∼ 7296

TAOYUAN-HAINCHU-MIAOLI REGIONAL BRANCH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MINISTRY OF LABOR

11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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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竹苗分署網站 台灣就業通課程查詢

跨平台網頁程式設計與智能聯網 
（幼獅） 
報名起訖：110.10.01-111.02.18
甄試日期：111.03.01
訓練起訖：111.03.15-111.10.19
訓練時數：1200 小時
預訓人數：26 人

物聯網開發與行動裝置應用（Android、
Python、Embedded System）（幼獅） 
報名起訖：110.10.01-111.02.15
甄試日期：111.02.22
訓練起訖：111.03.08-111.10.12
訓練時數：1200 小時
預訓人數：26 人

資訊
服務

物流
服務

移地
訓練

報名資格：15 歲以上之失待業民眾，符合受訓資格 
 且有就業意願者。

報名方式：
•網路線上報名：【台灣就業通】
  http://www.taiwanjobs.gov.tw/
•傳真報名電話：桃園職業訓練場 (03) 485-5973
  幼獅職業訓練 (03) 496-4376
•24 小時語音報名專線：（03）485-1508
•填寫報名表件，送達或郵寄至桃竹苗分署自辦訓 
 練科。

洽詢電話：
•桃園職業訓練場 
 （03）4855368 分機 1602 ∼ 1640
•幼獅職業訓練場 
 （03）4641162 分機 7282 ∼ 7296
•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

午 1 時至 5 時受理親自、委託報名、通信郵寄、
電話、傳真及網路線上報名亦可。

自辦職前訓練課程
歡迎年滿 15 歲以上失待業民眾踴躍報名

電腦輔助機械繪圖（AutoCAD） 
（北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0.12.24
甄試日期：111.01.07
訓練起訖：111.01.18-111.03.17
訓練時數：304 小時
預訓人數：16 人

電腦影像美編設計（苗栗） 
報名起訖：110.10.01-110.12.31
甄試日期：111.01.11
訓練起訖：111.01.24-111.04.13
訓練時數：400 小時
預訓人數：20 人

烘焙點心暨飲料調製（身障專班）（新竹） 
報名起訖：110.10.01-111.01.10
甄試日期：111.01.21
訓練起訖：111.02.14-111.03.16
訓練時數：176 小時
預訓人數：18 人

西餐烹調專業（中壢） 
報名起訖：110.10.01-110.12.31
甄試日期：111.01.10
訓練起訖：111.01.20-111.03.31
訓練時數：360 小時
預訓人數：35 人

倉管與堆高機操作（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0.12.20
甄試日期：111.01.03
訓練起訖：111.01.27-111.03.23
訓練時數：268 小時
預訓人數：30 人

國際貿易與採購 ERP實務（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0.12.01
甄試日期：110.12.14
訓練起訖：111.01.04-111.03.24
訓練時數：420 小時
預訓人數：28 人

商貿與科技物流實務（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1.02.08
甄試日期：111.02.21
訓練起訖：111.03.16-111.07.05
訓練時數：596 小時
預訓人數：28 人



服飾創意實務（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1.01.02
甄試日期：111.01.13
訓練起訖：111.01.24-111.07.14
訓練時數：900 小時
預訓人數：27 人

服裝樣版設計（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1.01.02
甄試日期：111.01.14
訓練起訖：111.01.24-111.06.27
訓練時數：800 小時
預訓人數：27 人

視覺傳達設計（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1.01.02
甄試日期：111.01.14
訓練起訖：111.01.24-111.07.14
訓練時數：900 小時
預訓人數：26 人

商品創意設計（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1.01.04
甄試日期：111.01.17
訓練起訖：111.01.24-111.07.14
訓練時數：900 小時
預訓人數：26 人

多媒體特效後製（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1.01.02
甄試日期：111.01.13
訓練起訖：111.01.24-111.07.14
訓練時數：900 小時
預訓人數：26 人

時尚飲料輕食專業（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1.01.14
甄試日期：111.01.26
訓練起訖：111.02.24-111.05.18
訓練時數：440 小時
預訓人數：30 人

烘焙西點培訓（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0.12.10
甄試日期：110.12.23
訓練起訖：111.01.12-111.04.20
訓練時數：512 小時
預訓人數：30 人

電腦立體繪圖輔助產品設計 
（幼獅） 
報名起訖：110.10.01-111.01.03
甄試日期：111.01.14
訓練起訖：111.02.10-111.07.26
訓練時數：900 小時
預訓人數：26 人

室內裝潢木工實務（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1.01.17
甄試日期：111.01.27
訓練起訖：111.02.16-111.07.19
訓練時數：800 小時
預訓人數：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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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機器人與圖控整合應用 
（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0.12.06
甄試日期：110.12.17
訓練起訖：111.01.07-111.06.28
訓練時數：900 小時
預訓人數：24 人

電工配線與可程式控制 PLC基礎（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0.12.01
甄試日期：110.12.14
訓練起訖：111.01.03-111.04.28
訓練時數：600 小時
預訓人數：24 人

機電
服務

人氣民宿經營管理（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0.12.22
甄試日期：111.01.05
訓練起訖：111.02.10-111.05.11
訓練時數：480 小時
預訓人數：26 人

觀光
休閒

室內設計實務（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0.12.09
甄試日期：110.12.22
訓練起訖：111.01.05-111.06.30
訓練時數：900 小時
預訓人數：26 人

漆藝塗裝實務（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1.01.16
甄試日期：111.01.26
訓練起訖：111.02.16-111.07.15
訓練時數：800 小時
預訓人數：26 人

基礎木工與室內裝修工程實務（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1.01.06
甄試日期：111.01.19
訓練起訖：111.02.09-111.06.07
訓練時數：600 小時
預訓人數：26 人

空調機電實務（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0.12.15
甄試日期：110.12.28
訓練起訖：111.01.12-111.07.04
訓練時數：900 小時
預訓人數：24 人

冷氣空調實務（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1.01.06
甄試日期：111.01.19
訓練起訖：111.02.09-111.04.07
訓練時數：300 小時
預訓人數：20

能源冷凍空調節能（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0.12.16
甄試日期：110.12.29
訓練起訖：111.01.13-111.07.05
訓練時數：900 小時
預訓人數：24 人

智慧節能水電自動控制（桃園） 
報名起訖：110.10.01-110.12.09
甄試日期：110.12.22
訓練起訖：111.01.05-111.06.28
訓練時數：900 小時
預訓人數：26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