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辦理
「坐月子服務人員培訓課程」(自費班)招生簡章
一、 訓練目標：
(一)課程目標：提供產婦專業化及人性化之坐月子服務
1.學科訓練目的在培養專業坐月子人才的學理專業素養，與強化職業倫理與道德的觀念。
2.術科訓練目的在讓優秀坐月子人才具有專業看護與烹調技能。
(二)就業展望：期盼學員結業後加入「高雄市坐月子到宅服務媒合平台」
，投入到宅坐月子客製化服務，
提供產婦及其家人舒適專業完整坐月子之服務，及提供在地居民就業機會。
二、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三、 培訓單位：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地
址：屏東縣南州鄉三民路 367 號。
聯絡電話：進修推廣教育中心 08-864-7367 分機 146
四、 訓練對象及資格：居住於高雄市，年滿 20 歲以上，有意願加入坐月子到宅服務之民眾。
五、 上課起迄日及上課時間：

梯次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報名期間

第一梯

105.03.28 ~105.05.10

週一～週五
8:30-17:30

高雄市仁武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

即日起至
105 年 3 月 16 日

第二梯

105.05.30 ~105.07.06

週一～週六
8:30-17:30

第三梯

105.08.22 ~105.10.04

週一～週五
8:30-17:30

高雄市第二區坐月
即日起至
子到宅服務媒合平
105 年 5 月 18 日
台&慈惠醫專
高雄市仁武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

即日起至
105 年 8 月 10 日

六、 招生人數：50 人，招生人數未達 40 人不開班。
七、 訓練時數：學科時數 140 小時、術科時數 100 小時，共計 240 小時。
八、 課程內容：
訓練核心課程：
「服務概論及專業倫理」
、
「產婦產後健康照護」
、
「家事管理」
、
「產婦食品理
論」、「嬰幼兒發展」、
「嬰幼兒健康照護」、「產婦及嬰幼兒照護技術」、「月子餐點藥膳料理
實作」
、「家事管理專業實作」。

九、 上課地點：
梯次
第一梯
第二梯
第三梯

上課地點
高雄市仁武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高雄市仁武區水管路三段776 號)
高雄市第二區做月子到宅服務媒合平台(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36 號 3 樓) 及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屏東縣南州鄉三民路 367 號)
高雄市仁武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高雄市仁武區水管路三段776 號)

十、 報名方式：請親自至第一區坐月子服務媒合平台現場報名。
(一) 報名資料繳交：
1.報名表。
2.2 吋光面脫帽照片 3 張（請於照片背面寫上姓名）。
3.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4.保母相關科系者請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5.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者必須繳交區公所核發之證明文件。

(二) 報名時間：每週二至週六 09：00-17：00。報名資料齊全才收件。
(三) 報名地點：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1 樓(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75 號)，電話：07-3909861。
十一、收費標準：本培訓班為自費班，收費情形如下：
(一)一般學員學費為 1 萬 5,000 元，修滿全部課程 240 小時。
(二)幼保或護理相關科系畢業者或領有保母證照或開辦訓練課程前 3 年內取得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 126 小時結業證書者，免修 A 類課程 54 小時，學費 1 萬 2,000
元，每梯次符合此項規定參訓人數最高上限為 20 人，報名時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清寒家庭：低收入戶民眾學費 3,000 元，中低收入戶民眾學費 6,000 元，每梯次補助共
2 名為限，報名時需檢附區公所核發之證明文件。
＊保母相關科系：1.領有保母職業訓練(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結業證書者(訓練
課程 126 小時)
2.幼保相關科系(資格請參閱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章)

十二、甄選方式及錄訓標準：
甄試方式以筆試與面試二階段實施。
第 1 階段：筆試
筆試：50 題選擇題，每題 2 分，以保母人員丙級技術士檢定學科題庫為主(保母人員丙級
技術士檢定學科題庫請於高雄市孕媽咪資源中心第一區坐月子到宅服務媒合平台
網頁技能檢定下載）
。依序取前 70 名參加面試，與最後 1 名同分者增加面試名額。
第 2 階段：面試 (筆試未列入前 70 名者，不得參加面試)
十三、筆試及面試時間地點：
梯次

筆試時間

面試時間

筆試及面試地點

第一梯

105 年 03 月 18 日(五)
08:30-09:00 報到
09:10-10:10 筆試

105 年 03 月 18 日(五)
10:30-11:00 報到
11:00-12:00 面試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105 年 05 月 20 日(五)

105 年 05 月 20 日(五)

08:30-09:00 報到
09:10-10:10 筆試

10:30-11:00 報到
11:00-12:00 面試

105 年 08 月 12 日(五)

105 年 08 月 12 日(五)

08:30-09:00 報到
09:10-10:10 筆試

10:30-11:00 報到
11:00-12:00 面試

第二梯

第三梯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十四、錄取標準：
(一) 每梯次預計錄取 50 名學員(內含 2 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保障名額，如低收入及中低
收入戶報名人數不足 2 名，則以其它資格遞補)
(二) 依甄選總成績(筆試 50%+面試 50%，未參加面試者不予計分)排序，錄取總成績同分
者以筆試成績比序，正取 50 名，備取 10 名。
(三) 依據甄選成績排序，若成績相同者以幼保或護理相關科系畢業者及領有保母證照者為
優先錄取；其次以領有保母證照者為次要錄取；再其次以幼保或護理相關科系畢業者
錄取。
(四)每梯次之錄取公告於筆、面試當日下午 17:30 於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進修推廣教育
中心首頁(http:/tzuhui.edu.tw/)及高雄市第一區坐月子到宅服務媒合平台 FB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newmamaone)公佈，正取人員須於每梯次開課日前 3 天(不含假日)
繳交訓練費用，逾期將以自動棄權論，缺額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十五、報名後無法上課退費規定：
(一)本校未能如期開班者，全數退還學員已繳交之費用。
(二)開課後未逾全期三分之ㄧ者，退應繳學費金額 50%，已逾全期三分之ㄧ者(含)，不予退

費。

十六、注意事項：
(一)學員參加訓練課程之出席時數符合時數，但課程成績考核結果不及格者，不頒發結業
證書。
(二)如遇天然災害導致停班停課情形，應予補課，併計入出席率。
(三)出席該課程學科(單科)出席率達三分之二以上且術科不得請假以及專業訓練課程(總時
數)出席率達 80%以上，始得參加學習測驗。
(四)訓練期滿經學習測驗及格（以 70 分為及格標準），始可核發結業證書，經甄選面試評
估通過者始可加入平台者。
十七、聯絡方式
(一)地點
1.高雄市第一區坐月子到宅服務媒合平台：(07)390-9861
2.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進修推廣教育中心：（08）864-7367#146
(二)高雄市第一區坐月子到宅服務媒合平台 FB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newmamaone

** 幼保相關科系 (請參閱以下資格說明)：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辦理
「坐月子服務人員培訓課程」

報名表
報名梯次
(請勾選)

□第一梯次(105.3.28-5.10) □第二梯次(105.5.30-7.6)
□第三梯次(105.8.20-10.4)

姓 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2 吋光面脫帽
照片請浮貼
(照片勿裁切)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請務必填寫正
確，相關訊息均以
簡訊通知)

緊急事件
連絡人姓名

(家)
(手機)
(必填)

緊急事件
連絡人電話

(必填)

2 吋光面脫帽
照片請浮貼
(照片勿裁切)

(一)一般學員學費為 1 萬 5,000 元。
(二)幼保或護理相關科系畢業者或領有保母證照或開辦

報
名
費
用
說
明

訓練課程前 3 年內取得保母職業訓練 126 小時結業證
書者，免修 A 類課程 54 小時，學費 1 萬 2,000 元，符
合此項規定參訓人數最高上限為 20 人，報名時需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清寒家庭：低收入戶民眾學費 3,000 元，中低收入戶
民眾學費 6,000 元，補助共 2 名為限，報名時需檢附
區公所核發之證明文件。

身份證正面影本

報名日期

年

2 吋光面脫帽
照片請浮貼
(照片勿裁切)

身份證反面影本

月

日

備註：1.本表請由報名人親自填寫並貼妥照片。
2.訓練期滿經學習測驗及格(以 70 分為及格標準)，始可核發結業證書，
經甄選面試評估通過者始可加入平台者。
3.報名資料概不退還，由單位統一銷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