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業班

快速剪髮

整體造型一、主辦單位：勞　動　部

二、協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三、訓練單位：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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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剪髮

與

整體造型創業班

30
人

330
小時

107.06.25
至

107.08.31

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107年 6月 21日 (四 )
報到時間 :1300∼ 1320
筆試：下午 13時 30分
口試：下午 14時 20分
✽攜帶具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錄取名單將於 6/22(五 )
下午 3點公告在救國團網站

5,040元

基隆市救國團

基隆市獅球路 8號
02-2431-2111
0933768035

謝小姐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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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學歷
(四 )適訓條件：有就業意願之失業者均可參訓。
(五 ) 符合下列身分檢具應備文件送訓練單位初審符合者， 得免繳自行負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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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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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若您是下列身分之報名民眾，請於本班次公告截止報名日前（最遲 107年 6月 18日上午 10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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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連續失業期間達 1年以上，且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 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 6個月以上，並於最近 1個月

內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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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一般國民失業者身分參訓。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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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0元），所繳交費用於開訓（參訓）後一律不予退還（簽
無工作切結書）。

(九 )  報名學員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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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尚於前次結訓班次之訓後 180日內。
　　 2、 曾參加職前訓練課程而被退訓，其退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 1年內。
　　 3、重覆參加相同班名之職前訓練課程，且其離、退訓日（不含遞補期限內離訓）或結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 3年內。
　　 4、 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 2年內，已有 2次以上職前訓練參訓紀錄（含中途離、退訓，但不含遞補期限內離訓）。
　　 5、 凡是在職勞工、自營作業者、公司或行（商）號負責人，不得參加職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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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失業者
職業訓練招生簡章

一技在手‧創業無窮

快速剪髮

整體造型
 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基隆市政府　　委託辦理

廣
告

與接受

創業班

1、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失業者
　▲非自願性離職者 -被公司資遣者
　▲自願性離職者 -目前無就業者

2、獨力負擔家計者

3、中高齡者（年滿 45歲至 65歲）

4、身心障礙之失業者

5、原住民之失業者

6、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者

7、長期失業者

8、二度就業婦女之失業者

9、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之失業者

10、更生受保謢人之失業者

11、新住民之失業者（外籍及大陸地區配偶失業者）

12、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失業者

13、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

14、無國籍人民之失業者

15、因犯罪被害之失業者

16、因重大災害受災之失業者

17、受貿易自由化影響失業勞工

18、自立少年之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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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就業意願之失業者

20、逾六十五歲之失業者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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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報名方式：

(一 ) 報名日期與時間： 自即日起每週一至週六，每日上午 9時 00分至下午 21時 00分止受理現場或郵寄報名； 
報名收件截止日：107年 6月 18日（一）上午 10時 00分止。

(二 ) 報名地點：  1、基隆市救國團 （仁愛區獅球路 8號 ,成功國小對面 ,2431-2111轉 32分機） 
（週一 ~週六上午 09:00至下午 21:00）

　　　　　　　    2、光華社教中心 （仁愛區成功一路 133巷 1號 ,全聯福利中心 2樓 ,2433-8146） 
（週一 ~週六上午 09:00至下午 21:00）

　　　　　　　    3、汐止社教中心 （新北市汐止區新興路 3號 5樓 ,2642-9750） 
（週一 ~週五上午 09:00至下午 21:00，週六上午 09:00至下午 16:00）

(三 )報名方式：依報名時間到現場親自或委託報名即可。 台灣就業通報名網站：http://www.taiwanjobs.gov.tw 
(四 ) 報名應繳交文件：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保明細表（正本）、1吋半相片3張；另免繳自行負擔費用者，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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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如資料不齊全或欠缺者，不

予接受報名【報名時請攜帶身分證（正本）由本單位現場查驗後歸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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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基隆辦事處 :基隆市中正區正義路 40號，電話：(02)2426-7796
　　 ■ 基隆區就業服務中心 : 基隆市中正路 102號，電話：02-2422-5263~4

七、錄訓方式：採以甄選錄訓方式辦理

(一 )甄試方式如下：
　　  1.第一試（筆試 50％，考試題型：是非題、選擇題；內容：美容美髮基本概念）
　　  　 【筆試時間】107年 6月 21日（四）下午 13時 00分至基隆市救國團（獅球路）二樓 203室報到，考試地點於本會二樓

204教室舉行。
　　  　(1)請報名民眾攜帶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提前親自辦理報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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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二試（口試 25％）107年 6月 21日（四）下午 2時 20分起於基隆市救國團單位於 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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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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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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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列正取 30位、備取 5位。
　　  2.筆試前，應查驗報名者身分及資格，不得代考。
　　  3.口試前應告知學員將全程錄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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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錄取名單將於 6/22（五）下午 3點前公告於基隆市救國團網站（http://klctc.cyc.tw/）。
　　  ※ 另未錄訓之報名民眾所繳交之文件（影本）資料，請於 6/25-7/2親自到基隆市救國團辦理退件手續（如委託他人辦理者請攜帶

當事人證件；倘若超過時間未領回者，將授權訓練單位自行銷毀）。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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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名
單將於 6/22（五）下午 3點前公告在基隆市救國團網站。

(二 )甄試成績查詢窗口：救國團基隆市團委會，電話：2431-2111#32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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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課程大綱：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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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大綱 ( 學科 ) 課程大綱 ( 術科 )
就業市場趨勢分析 女子基礎染髮設計
求職面試技巧及履歷撰寫 肩頸頭部按摩
創業貸款類別分析 女子垂髮分髮線剪髮
工作性別平等、防治職場性騷擾 女子長髮低中高層次設計
職場倫理道德、包頭編髮設計 女子中髮低中高層次設計
勞工職場安全 女子短髮低中高層次設計
勞退新制及勞動基準法 女子短髮方型剪髮設計
經營行銷與應用 女子綜合髮型設計及吹風技巧
人際關係與顧客維護 男士手推剪及電推剪髮型設計示範練習
彩妝流行色彩分析 男士時尚髮型電推剪
藝術美甲彩繪、美髮基本概論 男士流行造型設計
自我品味美學整體造型 男士推剪平頭變化造型
女子美髮工具認識與運用 成果驗收髮型設計講解及示範
髮型設計與應用
男子美髮工具認識與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