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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母相關課程進修、考照資訊、輔導加入系統以利就業，一次到位！ 

~~專業訓練‧貼心服務~~ 
本次訓練提供家有幼兒欲提升照顧知能，或有意成為專業托育服務人員一個完整的訓練機會，凡取得保母技術士證或修畢托育人員專業訓練

課程達 126 小時者，即可加入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受訓結束後，經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審核成績及出席時數是否符合規定，審核通過後，由台中市政府社會局發給托育人員結業證書，本校並輔

導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單一級保母技術士技能檢定。 

依 107 年 8 月 1 日實施之準公共化托育政策，若家長將嬰幼兒交由具有保母技術士證照且加入準公共化之托育人員收托，且家長符合申請資

格，則每月可獲 6,000 元托育補助。 

相關家庭托育費用補助申請資格，以及可憑學歷證明直接加入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之相關科系，請洽詢各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招生

對象 

符合受訓資格者： 

設籍或居住臺中市且年滿 20 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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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至多得開放 10%名額予外縣市民眾參訓，男女不拘。 

1. 建議非相關科系者(持相關科系學歷者可依規定選擇直接報名檢定考試或加入居家托育中心)。 

2. 有志從事保母工作、身心健康、品性端正、富愛心、耐心、無不良嗜好者。 

招生

人數 
45 人(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人數額滿為止) 

費   

用 
$ 8,000 元  (統一費用，不適用任何優惠方案。) 

報名

地點 
弘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 1018 號 L 棟 1 樓 L104) 

繳交

資料 
報名表、身份証影本 1 份  

報名

方式 

 恕不接受電話方式報名，本中心報名採網路方式報名( https://ndu.hk.edu.tw/ )，身分證影本於開課當天繳

交即可。(如網路報名顯示”已額滿”請來電洽詢。) 

 完成網路報名程序及繳費後，即為完成報名，並非完成網路報名程序即為報名成功；如完成網路報名程

序後 2 日內未完成繳費，將移至備取不另行通知，請見諒。 

 報名後務必將劃撥及轉帳繳款資訊填寫至線上匯款資訊或來電確認，否則視同未完成。 

繳費

方式 

錄取方式一律以完成網路報名程序及繳費先後為順序，即日起開始報名繳費，額滿為止。 

1. 郵政劃撥(帳號：22026721，戶名：弘光科技大學)，請於劃撥單通訊欄上註明報名班別、姓名。 

2. 信用卡繳費(須達 2,000 元以上方可刷卡繳費，需本人親至櫃台辦理)。 

3. 現金繳費(需於開課前完成)。 

4. ATM/匯款付款：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代號:812)建北分行 帳號 : 2068-10-0009320-2 戶名 : 弘光科技大學 

★劃撥、ATM 轉帳  繳款完成請務必來電回覆或直接線上填寫匯款資訊  

https://goo.gl/forms/1Ewn9oLmfrI23Mur2 

(1)銀行/戶名(2)帳號後五碼 

<匯款帳號後五碼(若同時有信用卡及提款卡功能，請提供帳號後五碼，非卡號唷!> 

(3)姓名+報名的課程 

★ (若尚未繳費,請勿填寫此表單) 

注 意

事 

項 

1. 此為預定開課課程，本校保有調整上課日期、地點及開課與否之權力。 

2. 本專業訓練課程不包含代理報名技術士檢定證照，亦非保證考取證照之保證性質班級。 

3. 本課程內容皆以現行最新資訊、測試參考資料為主，結業後若需報考 108 年本校或其他單位保母人員單

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請自行參酌相關單位公告之最新消息。 

4. 為維護學習權益，除不可抗力之因素外，不得要求補課或補考。 

  

https://ndu.hk.edu.tw/
https://goo.gl/forms/1Ewn9oLmfrI23Mur2


 

  

108 年度預計招生班別：(請擇一期報名) 

 課程表及地點、教室以實際開課安排為主。 

 以下期別之現有名額，將以報名地點現場公告為主；若遇額滿，建議改報其他期別或排備取。 

 平日班週一~週五上課，假日班週六~週日上課。 

 上課時間皆為早上 09:00-12:00、下午 1:00-4:00  共 135 小時。 

 為考量實際模擬保母檢定操作，術科上課地點一律安排在弘光科技大學合格檢定試場上課(自行前往)。 

期別 上課日期 說明會 上課地點 備註 

第 107期 

平日班 

108D001 

108年 03月 05日 

至 

108年 04月 11日 

時間：108 年 02

月 14日早

上 10:00 

地點：弘光科技

大學 

※開課前需先參 

 與課前說明會 

弘光科技大學 

4/1-4/5 連假停課 

第 108期 

平日班 

108D002 

108年 04月 09日 

至 

108年 05月 09日 

 

第 109期 

假日班 

108D003 

108年 04月 13日 

至 

108年 07月 07日 

5/12 母親節停課 

6/8-6/9 連假停課 

第 110期 

平日班 

108D004 

108年 05月 07日 

至 

108年 06月 06日 

  

第 111期 

平日班 

108D005 

108年 09月 03日 

至 

108年 10月 04日 

時間：108 年 08

月 07日上

午 10:00 

地點：弘光科技

大學 

※開課前需先參 

 與課前說明會 

9/13中秋節停課 

第 112期 

平日班 

108D006 

108年 10月 15日 

至 

108年 11月 14日 

 

第 113期 

假日班 

108D007 

108年 09月 21日 

至 

108年 12月 15日 

 

第 114期 

平日班 

108D008 

108年 11月 05日 

至 

108年 12月 05日 

 



 

  

課程 

內容 

學科:講述、討論為主；術科:講述及分組練習為主 

七大單元(含學科及術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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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課程

成績考核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實施計畫」第七點規定，參訓人員出席率達下列標準，得參

加成績考核，經考核及格者，授予該課程名稱之學分：  

1. 該專業訓練課程名稱(單科)出席率達三分之二以上。(每單元請假不得超過 6 小時) 

2. 該專業訓練課程(總時數)出席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全部請假時數加總不得超過 22 小時) 

3. 嬰幼兒照護技術課程出席率百分之百。 

4. 訓練成績以 60 分為及格標準，不及格者不發予結業證書且不得進行補考或補課。 

5. 考核合格者於結訓三週後發給結業證明書，需親自帶身份證、印章至本中心領取，倘若委託他人

領取，雙方請事先填具委託書；持訓練合格之結業證明書始得選擇加入各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擔

任親屬保母或選擇報考保母人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退費辦法

及標準 

1. 退費流程：(以下程序皆須全部完成才算完成退訓手續。) 

(1)請先來電告知確定退課。 

(2)準備好本人存摺影本及收據正本。 

(3)請親自至弘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現場填寫學員退學（訓）申請表，並提供帳戶影本及收據

正本。 

註:退費一律以匯款方式退予本人帳戶，並須配合本校撥款時間辦理(學校完成請款流程至撥款需

15 天至一個月左右時間)。若需郵寄者請自行斟酌送達推廣中心之時間點，因申請表需正本並簽

名，故不接受傳真或其他方式。 

2. 退費標準： 

辦理完退費程序之時間 退費比例 退費金額 備註 

開課日往前推算第 10日之

前 
全額退費 8,000 元 

含例假日，不含國定假日

及開課前第 10 日當日 

開課日往前推算第 10日之

內 95% 7,600 元 不含開課當日 

開課日後，上課時數未達

總時數三分之一 
60% 4,800 元 

含開課當日 

即開課 42 小時之前 

開課日後，上課時數達三

分之一以上(含) 不予退費 0 元 
含開課當日 

即開課第 42 小時之後 
 

聯絡資訊 

報名及承辦單位：弘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洽詢電話 04-26318652 分機 6152~6153        網址：http://ndu.hk.edu.tw/ 

傳真電話 04-26319280 

LINE@ID: @aoj0240h 

  地址:433 台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 1018 號 (L 棟生活應用大樓 1 樓 L104 辦公室) 

http://ndu.hk.edu.tw/


※可憑學歷證明直接加入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之相關科系: 
名稱類別 相同科系 相關科系 備註 

幼兒保育 幼兒保育系 

幼兒保育學系 

嬰幼兒保育系 

幼兒教育系 

國民教育研究所 

家庭教育研究所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 

兒童發展及家庭教育學系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家政與家庭生活教育組） 

兒童發展研究所 

兒童與家庭學系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註 1）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註 2） 

生活應用科學系（學前教育組、人生發展

組、兒童與家庭組、兒童與家庭研究組）（註

3） 

1. 98 年 2 月 18 日童綜字第

0980002574 號函略以：「兒

童與家庭服務系」為「幼兒

保育系」之相關科系。 

2. 95 年 6 月 20 日童綜字第

0950007881 號函略以：「青

少年兒童福利學系」 為「幼

兒保育系」之相關科系。 

3. 依據 100 年 7 月 22 日幼兒

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科系認

定研商會議決議納入。 

家政 家政系 

家政學系 

生活應用科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 

兒童發展及家庭教育學系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家政與家庭生活教育組） 

幼兒教育系 

家庭教育研究所 

 

護理 護理系 

護理學系/所/組 

臨床護理 

社區護理 

健康照護研究所 

包括「護理人員法」第 2 條及參考醫

事人員檢覈辦法（已廢止）第 6 條、

第 11條等，具有參加護理師、護士考

試資格之科系所者。 

※108年保母人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相關資訊: 

網站名稱 網址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檢中心全球資訊網 https://www.wdasec.gov.tw/ 

即測即評服務網 https://www.etest.org.tw/ 

即測即評線上模擬測試 https://www.etest.org.tw/web/ 

 

 

※臺中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相關資訊: 

名稱 辦理單位 服務區域 電話 

臺中市第一區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

會 

中區、東區、南區、南屯區 
2472-4830 

臺中市第二區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朝陽科技大學 

西區、西屯區 
2452-7828、2452-8556 

臺中市第三區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亞洲大學 

北區、北屯區 
2233-8063 

臺中市第四區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弘光科技大學 

沙鹿區、龍井區、大肚區、清水區、梧棲

區、大甲區、大安區、外埔區 
2636-8722、2636-8227 

臺中市第五區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中臺科技大學 

豐原、后里、石岡、東勢、新社、潭子、

神岡、大雅、和平區 
2522-6618、2522-5995 

臺中市第六區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亞洲大學 

大里區、太平區、霧峰區、烏日區 
2482-0181  

https://www.etest.org.tw/evta/We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