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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屆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計畫 

 

 

一、目的： 

(一) 改善技能、肯定身心障礙者之潛能。 

(二) 鼓勵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上的經濟活動。 

(三) 促進社會大眾瞭解身心障礙者之能力。 

(四) 提倡國際友誼與技術交流。 

(五) 督促各級政府重視身心障礙者的需要和權利。 

二、依據：職業訓練法、技能競賽實施及獎勵辦法。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二) 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三) 承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四) 協辦單位：衛生福利部、教育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各身    

心障礙者之團體、機構、學校、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 

四、競賽日期： 

(一) 報到、選手熟悉場地：111年11月3日(星期四)。 

(二) 競賽：111年11月4日(星期五) 。 

(三) 英雄榜揭榜、頒獎典禮：111年11月5日(星期六)。 

五、競賽場地：詳見簡章。 

六、競賽職類： 

(一) 預定舉辦籐藝、家具木工、電腦程式設計、網頁設計、CAD 機械設計製

圖、資料庫建置、陶藝、繪畫、基礎女裝、男裝、工業電子、珠寶金銀

細工、攝影、海報設計、編輯排版、蛋糕裝飾、電腦組裝、平面木雕、

電腦軟體應用、自行車組裝、西餐烹飪、廣告牌設計、進階女裝、麵包

製作、電腦輔助立體製圖、電腦操作、花藝、電腦中文輸入等28職類。 

(二) 上開職類技能範圍詳見簡章。 

(三) 除上開職類外，本屆如有新增職類(表演賽)，其名稱、技能範圍及競賽

方式將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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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競賽方式： 

(一) 技能競賽一律採用試題規定之材料、機具、量具及相關設施為準，競

賽方式以實地技能操作為原則。但各職類報名人數超過競賽場地設備

負荷容量時，得先行辦理筆試或技能測驗，擇優參加競賽。 

(二) 依規定各職類報名人數達6人時，該職類始辦理競賽。 

八、報名資格：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年滿15歲以上，領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證明者(依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身心障礙鑑定作業辦法」規定所開立之

證明)。僅採認衛生主管機關鑑定，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核發的身心障

礙證明，不採認其他單位開立的證明。 

(二) 曾獲得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前3名之優勝選手，不得再參加同職類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三) 「電腦操作」職類限制視覺功能障礙者報名，其身心障礙證明所記載的

障礙類別必須為「第2類 b210」(或 ICD診斷01)；「電腦中文輸入」職類

限制智力功能障礙者報名，其身心障礙證明所記載的障礙類別必須為

「第1類 b117」(或 ICD診斷06)。 

(四) 本競賽以具有身心障礙資格者始得參賽，報名時無法提供有效期限(至

競賽當日為準)身心障礙證明者，應於111年6月15日(星期三)前完成換

發補證並繳交影印本至承辦單位，競賽當日將查驗身心障礙證明之有效

期限，未符合規定者不得參賽。若導致參賽人數不足6人時，該職類改

辦理表演賽，優勝獎金減半發給。 

九、報名方式暨日期： 

(一) 經提名單位（機關、學校及具法人資格之附屬單位、團體、公司行號及

職業訓練機構）推薦始得報名，在學者以就讀學校為提名單位，在職者

以服務單位為提名單位。每一單位同一職類最多以推薦3人為限，各單

位推薦選手報名前，務請特別注意被推薦者之身心狀況是否適合參與競

賽。 

(二) 採網路報名方式： 

1.請於111年5月2日(星期一)至5月30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登入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網站(https://www.wdasec.gov.tw)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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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報名系統連結完成網路報名，登錄完成後下載網路報名表，於5月31

日(星期二)前郵寄報名表，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予受理。(如未依規

定於上述期限內寄出報名資料，網路報名視為無效，將予以註銷報名

資格)。對網路報名有困難者，可電洽02-89956399轉2655、1292、

1293、1294提供協助。 

2.報名表請加蓋提名單位印信(得由內部單位或子公司蓋章戳)，並檢附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及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裝在 A4大小信封內。

另將報名系統列印之「寄件信封封面」貼在信封上，以掛號逕寄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五股職業訓練場（24890新北市五股

區五權路19號7樓，電話：02-89956399轉2655、1292、1293、1294）。 

十、索取簡章地點： 

簡章請於111年4月25日(星期一)至5月30日(星期一)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技能檢定中心技能競賽科或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含就業中心)、

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所屬就業服務中心（站）索取(如附表)，或上

網 至 勞 動 部 勞 動 力 發 展 署 技 能 檢 定 中 心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

https://www.wdasec.gov.tw）。 

十一、競賽規則： 

(一) 競賽過程中，選手應遵守技能競賽實施及獎勵辦法第五章競賽規則及大

會等相關規定，服從職類裁判人員及技術顧問現場講解之規範事項，違

反者，依規定處理。 

(二) 選手因作弊取得之成績，事後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名次及獎勵，並按

成績依序遞補。 

十二、裁判來源及須知： 

(一) 裁判人員由主辦單位遴聘之。 

(二) 裁判人員應遵守技能競賽裁判須知。 

十三、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技能檢定中心編列預算支應。 

十四、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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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簡章索取處 

單位名稱 
郵遞

區號 
地 址 電 話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技能檢定中心 
408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501號6樓 

(服務中心) 
04-2259570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3樓 02-89956399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桃竹苗分署 
326 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851號 03-4855368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中彰投分署 
407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100號 04-2359218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雲嘉南分署 
720 

臺南市官田區工業路40號(官田工業區

內) 
06-6985945-5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高屏澎東分署 
806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105號 07-821017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中心 
330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3段78號 03-3321224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泰山職業訓練場 
243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里致遠新村55之1號 02-29018274-6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五股職業訓練場 
248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17號7樓 02-89903676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基隆職業訓練場 
202 基隆市中正區和平島平一路21之5號 02-24636805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宜蘭職業訓練場 
264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3段500巷1號 03-9231295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花蓮職業訓練場 
970 花蓮縣花蓮市華西路123號 03-8242083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基隆就業中心 
202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102號 02-24225263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羅東就業中心 
265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50號 03-9542094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花蓮就業中心 
970 花蓮縣花蓮市國民三街25號 03-8323262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玉里就業中心 
981 花蓮縣玉里鎮光復路160號 03-8882033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連江就業中心 
209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47之4號 083-623576 



5 

單位名稱 
郵遞

區號 
地 址 電 話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金門就業中心 
892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2段55號 082-311119 

桃竹苗分署 

桃園職業訓練場 
326 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851號 03-4855368 

桃竹苗分署 

幼獅職業訓練場 
326 桃園市楊梅區幼獅路2段3號 03-4641162 

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 

桃園就業中心 
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59號 03-3333005 

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 

中壢就業中心 
320 桃園市中壢區新興路182號 03-4681106 

桃竹苗分署 

竹北就業中心 
302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九路7之3號 03-5542564 

桃竹苗分署 

新竹就業中心 
300 新竹市北區光華東街56號 03-5343011 

桃竹苗分署 

苗栗就業中心 
360 栗縣苗栗市中山路558號 037-358395 

中彰投分署 

臺中就業中心 
403 臺中市西區市府路6號 04-22225153 

臺中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408 臺中市屯區精科路26號2樓 04-23553140 

臺中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沙鹿就業服務站 
433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658號 04-26231955 

臺中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豐原就業服務站 
420 臺中市豐原區社興路37號 04-25271812 

中彰投分署 

彰化就業中心 
500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838號1樓 04-7274271 

中彰投分署 

員林就業中心 
510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東路33號 04-8345369 

中彰投分署 

南投就業中心 
540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2段117號 049-2224094 

雲嘉南分署 

虎尾就業中心 
632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 05-6330422 

雲嘉南分署 

斗六就業中心 
640 雲林縣斗六市上海路222-1號 05-5325105 

雲嘉南分署 

嘉義就業中心 
600 嘉義市東區興業東路267號 05-2240656 

雲嘉南分署 

朴子就業中心 
613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87、89號 05-362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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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郵遞

區號 
地 址 電 話 

雲嘉南分署 

臺南就業中心 
701 臺南市東區衛民街19號 06-2371218 

雲嘉南分署 

新營就業中心 
730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102-3號 06-6328700 

雲嘉南分署 

永康就業中心 
710 臺南市永康區東橋二街18號 06-2038560 

高屏澎東分署 

屏東就業中心 
900 屏東縣屏東市復興路446號 08-7559955 

高屏澎東分署 

潮州就業中心 
920 屏東縣潮州鎮昌明路98號 08-7882214 

高屏澎東分署 

臺東就業中心 
950 臺東縣臺東市博愛路356號 089-357126 

高屏澎東分署 

澎湖就業中心 
880 澎湖縣馬公市水源路52號 06-9271207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鳳山就業服務站 
830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5號 07-7410243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岡山就業服務站 
820 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27號 07-6228321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110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5樓 02-27208889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111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301號 02-28721940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108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8樓 02- 23085231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艋舺就業服務站 
108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3樓 02- 23085230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南港東明青銀就業服務站 
115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2段60巷19號1-2

樓 
02-27400922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北投就業服務站 
112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02-28981819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西門就業服務站 
108 臺北市萬華區峨嵋街81號 02-23813344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內湖就業服務站 
114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99號7樓(內

湖區行政中心7樓) 
02-27900399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景美就業服務站 
116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93號2樓 02-89315334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信義就業服務站 
110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11樓 02-27293138 

臺北市身心障礙服務中心 104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5巷2號 02-25222486 



7 

單位名稱 
郵遞

區號 
地 址 電 話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22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7樓 02-29603456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235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55號 02-22465066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三重就業服務站 
24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4段12號1-2樓 02-29767157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板橋就業服務站 
220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63號 02-29598856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中和就業服務站 
235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18號1-2樓 02-22461250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新莊就業服務站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425號 02-22066196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汐止就業服務站 
221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268號（汐

止區公所1樓） 
02-86923963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 806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392號1樓 07-8151500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833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17號1樓 07-7330823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前鎮就業服務站 
806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6號1樓 07-8220790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三民就業服務站 
807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68號10樓 07-3837191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成功就業服務站 
801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80號6樓 07-5509848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楠梓就業服務站 
811 高雄市楠梓區學專路777號2樓 07-3609521 

財團法人東區職業訓練中心 950 臺東縣臺東市博物館路110號 089-380232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202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 02-24201122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3樓 03-3322101 

新竹市政府勞工處 300 新竹市東區龍山西路99號 03-5324900 

新竹縣政府勞工處 302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03-5518101 

苗栗縣政府社會處 360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號 037-322150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407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惠中

樓4樓) 
04-22289111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 500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100號8樓 04-7264150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 54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049-2222106 

雲林縣政府勞動暨青年事務發展

處 
64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 05-5522810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600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 05-225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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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郵遞

區號 
地 址 電 話 

嘉義縣政府社會局 612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1號 05-3620900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730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 06-6320310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806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6號 07-8124613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802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 07-3344885 

宜蘭縣政府勞工處 260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039-251000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970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038-227171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950 臺東縣臺東市桂林北路201號 089-340720 

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 900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17號 08-7558048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880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 06-9274400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 893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73號 082-324648 

連江縣政府民政處 209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6號 083-625131 

備註：簡章亦可上網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網站(https://www.wdasec.gov.tw)下

載 

 

 

http://www.wdasec.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