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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章、報名書表修改對照表 

(111.04 版與 111.08 版對照表) 

更新日期:111.08.1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可現場繳費、快速發證 

頁次 新增 

P.I 

P.IV 

P.14 

P.1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職類乙級自 111年第 3梯次起，學術科測試成績合格者，可現場繳費、快

速發證。 

 嘉市區學科測試地點由大同技術學院調整為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頁次 更新 

P.13 

 

縣市 
代
碼 考區 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郵遞
區號 地址 

嘉義市 53 嘉市區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600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7號 

頁次 原文 

P.13 

 

縣市 
代
碼 考區 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郵遞
區號 地址 

嘉義市 53 嘉市區 大同技術學院 600 嘉義市東區彌陀路 253號 

 壹拾、第 3梯次增辦竹編單一級 

頁次 新增 

P.30 

 

職類 

代號 
職類名稱 職類項目 級別 

一般報檢人 

繳款金額 

申請免試 

學科者 

申請免試

術科者 

21200 竹編  單一 2,440 元 2,250 元 3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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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參、報檢資格-五、外籍人士、大陸地區人民等報檢資格及注意事項  

頁次 原文 

P.41 

(一) 外籍人士：必須持有外僑居留證。 
(二) 大陸地區人民：必須持有依親居留證或長期居留證。（不可至軍事單位進行該學、術科

測試） 

新增 

(一) 外籍人士：1.必須持有外僑居留證。 
                   2.香港或澳門居民：必須持有外僑居留證或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

證且許可證類別為定居證。 
(二) 大陸地區人民：必須持有依親居留證、長期居留證或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且許可證類別為定居證。（不可至軍事單位進行該學、術科測試） 

 壹拾柒、合格發證 

頁次 新增 

P.56 
六、取得技術士證且具原住民身分，請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洽詢申請原住民

技術士獎勵金。 

 附件 38-技術士技能檢定因應重大偶發事件學、術科測試退費申請表 

頁次 新增 

P.103~

104 
新增提醒文字：填寫內容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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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參、報檢資格-照顧服務員新增相關科系 

頁次 新增 

P.32 

照顧服務員 年滿 16 歲
(含取得長
期居留證
或依親居
留證之大
陸地區配
偶及取得
外僑居留
證之外籍
人士。) 

民國 92年 2月 13日以前之居家服務員、病患服務員或照顧服務員訓練
結業證明文件。該訓練應經政府機關同意備查。 

民國 92年 2月 13日後之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書(內容需記載地方主管
機關同意備查之日期、文號、訓練課程及時數)。 

註:結業證明書請檢附正、反面影本。 

高中（職）以上照顧服務員職類相關科系所（含高中相關學程）畢業。 
高級中等學校照顧服務科及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學生(須為在校生並檢
附在學證明文件)，取得照顧服務理論與實務相關課程各 2 學分及照顧
服務員 40 小時實習時數證明，並以就讀學校所開具之學分證明（成績
單），及符合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所規定之實習單位所開具之實習
時數證明為認定依據。 

註：須為在校學生並檢附在學證明文件。 

前述所稱相關科系所如下： 
A.家政類群：家政、照顧服務、生活服務產業系生活應用科學碩士班、
家政教育等科系所。 

B.兒童與幼保類群：幼兒保育、幼老、特殊（兒童）教育、嬰幼兒保育、
幼兒教育、兒童發展（福利）、兒童與發展、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家
庭教育、青少年兒童福利、生活應用與保健、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幼兒保育暨產業等科系所。 

C.社會類群：社會學、社會工作（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社
會福利（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應用社會（學）、醫學社會與社
會工作（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生活(應用)科（學）、老人福祉
（學）、社會行政、社會行政與社會工作、社會暨公共事務、社會科學、
人類發展（學）、幼老福利、生活服務產業(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
福利學、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等科系所。 

D.社會與心理教育類群：社會心理（學）、心理輔導（學）、心理（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輔導與諮商（學）、諮
商心理（學）、應用心理（學）、臨床心理（學）、臨床與諮商心理（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心理復健（學）、輔導、教育心理、諮商與教
育心理、心理與諮商、諮商與應用心理、社會科教育學等科系所。 

E.長期照顧類群：早期療育與照護、長期照顧（護）、老人照顧（護）、
老人福祉（利）、老人福祉與社會工作、老人健康管理、老人服務事業
管理、銀髮產業管理、銀髮族活動管理、老人護理暨管理、老人福利
與事業、高齡(社會)健康管理、醫務健康照護、長青事業服務、養生
與健康行銷學、銀髮養生環境學、銀髮健康促進學、健康產業管理學、
銀髮生活產業、養生休閒管理、健康照顧社會工作、醫務暨健康事業
管理學、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高齡健康促進、未來與樂活產業學、
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健康照護管理學、高齡照顧福祉、高齡暨健康
照護管理、長期照顧經營管理、高齡（福祉）服務、健康促進與銀髮
保健、醫務管理(學)、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高齡福祉事業管理、
樂齡服務產業管理、高齡健康與照護管理、醫藥保健商務、醫療暨健
康產業管理、長期照顧與健康促進管理、高齡福祉養生管理、老人服
務事業、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長期照顧與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等
科系所。 

F.醫護衛類群：公共衛生學、醫事技術學、食品營養學、復健治療學、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復健諮商、復健技術、呼吸照顧、護理助產、
助產、護理、中西醫結合護理、醫事檢驗、醫事技術、醫事放射、放
射技術、影像醫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公共
衛生、食品衛生（營養）、營養、營養保健、口腔衛生學、口腔衛生與
健康照護、視光、保健營養等科系所。 

G.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 
註：1.111年 2月 22日公告增列「老人服務事業科系」。 
     2.111年 3月 14日公告新增「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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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參、報檢資格-職業潛水 

頁次 新增 

P.35 

P.37 

P.87 

職業潛水 年滿 18歲  持有最近
一年之醫
院合格潛
水體檢表
正本 (附
件 28 健
康 檢 查
表) 

依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相關規定
發給之救生員證書。 

註:救生員證書格式（A4 大小）、相
關規定及資料庫可逕至教育部體
育 署 救 生 員 授 證 資 訊 網 站
(http://www.lifeguard.utaipe
i.edu.tw/index.php）查詢。 

領有國外相當職業潛水
丙級以上之執照，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可，得從
事潛水作業者。 

參加國防部所屬機關
(構)或依法設立職業訓
練機構，辦理之職業潛
水職類從業人員養成訓
練水肺空氣潛水作業及
水面供氣-空氣潛水作
業訓練，並領有結訓證
書者。 

技能檢定職業潛水職類術科測試
評鑑合格場地之國防部所屬機關
(構)或依法設立職業訓練機構，
於學員訓練課程中，針對欲報考
職業潛水職類丙級（水肺空氣潛
水及水面供氣空氣潛水）技術士
技能檢定者所辦理六分鐘內游泳
二百公尺及心肺復甦術測驗之測
驗合格證明。 

申請免術科測試者，得免附前三款規定文件。 
本申請檢定資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一日修正生效前，已符合修正前規定之資格
者，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體檢表限用本簡章規定之表格，表格內容若有異動，依技檢中心最新公告為主。 
※體檢須由設有潛水醫學科之醫院醫師簽認合格後，持憑辦理報名。 

 

職業潛水 年滿 18歲  持有最近
一年之醫
院合格潛
水體檢表
正本 (附
件28健康
檢查表) 

依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相
關規定發給之救生員證
書。 

註:救生員證書格式（A4 大
小）、相關規定及資料庫
可逕至教育部體育署救
生 員 授 證 資 訊 網 站
（http://www.lifeguar
d.utaipei.edu.twindex
.php）查詢。 

領有國外相當職業潛
水乙級以上之執照，經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得
從事潛水作業者。 

技能檢定職業潛水職類術
科測試評鑑合格場地之國
防部所屬機關(構)或依法
設立職業訓練機構，於學
員訓練課程中，針對欲報
考職業潛水職類乙級（人
工調和混合氣潛水）技術
士技能檢定者所辦理六分
鐘內游泳二百公尺測驗之
測驗合格證明。 

具有職業潛水丙級技
術士證，且參加國防部
所屬機關(構)或依法
設立職業訓練機構，辦
理之職業潛水職類從
業人員養成訓練人工
調和混合氣潛水作業
訓練，並領有結訓證書
者。 

申請免術科測試者，得免附前三款規定文件。 
本申請檢定資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一日修正生效前，已符合修正前規定
之資格者，仍適用修正前規定。 
※體檢表限用本簡章規定之表格，表格內容若有異動，依技檢中心最新公告為主。 
※體檢須由設有潛水醫學科之醫院醫師簽認合格後，持憑辦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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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特定對象身心障礙者及更生受保護人應備文件文字修正 

頁次 更新 

P.49 

壹拾參、報檢資格 

十四、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申請補助事項 

身分別 應備文件 認定方式 

身心障礙者 一、 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
申請書（附件 34-1）。 

二、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與在中華
民國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
留之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提供有
效之居留證明文件及配偶戶口名簿
影本。 

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無註
記有效期間之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
障礙手冊影本」、「有效期限至檢定報
名日期以後之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
障礙手冊影本」或「逾有效期間，但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註記展
延期限且展延期限至檢定報名日期
以後之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障礙手
冊影本」。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領有身心
障礙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者。 

原住民 一、 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
申請書（附件 34-1）。 

二、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與在中華
民國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
留之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提供有
效之居留證明文件及配偶戶口名簿
影本。 

三、 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新式）戶口名簿
影本(本項證明文件得由本部透過系
統介接查知者，免附)。 

戶籍登記為原住民者。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一、 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
申請書（附件 34-1）。 

二、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與在中華
民國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
留之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提供有
效之居留證明文件及配偶戶口名簿
影本。 

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 

一、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指經社政
主管機關依社會救助法認定為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 

二、 申請人需列冊於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證明書內且為列冊人口。 

三、 茲因每年 10 至 12 月份縣市政府調
查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約於翌
年 1 或 2 月份始核發證明文件，在
未取得該文件前，凡符合資格者，
於報名時得以先繳費方式，嗣後檢
附：繳費單據、補助申請書、國民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個人存摺封
面影本、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
明文件（證明文件生效日需在報名
之前），送技檢中心辦理退費。 

更生受保護
人 

一、 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
申請書（附件 34-1）。 

二、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與在中華
民國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
留之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提供有
效之居留證明文件及配偶戶口名簿
影本。 

三、 出監證明或地方法院、地方檢察署或
財團法人臺灣（福建）更生保護（分）
會出具之證明文件。 

更生受保護人係指具下列情形之一： 
(一) 執行期滿，或赦免出獄。 
(二) 假釋、保釋出獄。 
(三) 保安處分執行完畢，或免其處分之

執行。 
(四) 受少年管訓處分，執行完畢。 
(五) 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或軍

事審判法第一百四十條，以不起訴
為適當，而予以不起訴之處分。 

(六) 受免除其刑之宣告，或免其刑之執
行。 

(七) 受緩刑之宣告。 
(八) 在觀護人觀護中之少年。 
(九) 在保護管束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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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3-1：移工紙本加列外語輔助學科試題協助申請表-新增限定職類 

頁次 新增 

P.15 

P.44 

P.75 

說 明 

1. 申請協助對象限符合報檢資格之移工(居留事由為移工、外勞或應聘)。 

2. 申請協助時報檢人必須符合該申請職類之報檢資格。 

3. 申請協助項目只限提供印尼語、越南語、泰國語及菲律賓(以英文）等四種語言
擇一應檢，學、術科試務及監場(評）人員說明與學科試題公告皆以中文為主；
所提供之加列外語學科試題，如與中文試題有任何牴觸或不相符之處，仍以中文
版本試題為準，加列外語試題僅為輔助服務性質，不得據以作為試題疑義等相關
訴求。 

※請務必轉知報檢人學科測試注意事項，以免違規被扣分或以零分計算※ 
相關資訊請至試務資訊網 https://skill.tcte.edu.tw/應檢人專區/移工參加學科測試注意事項 

申請人 

姓 名 
 

統一證號或身

分證統一編號 
 

緊 急 

聯 絡 

人資訊 

姓名：                     電子信箱： 

電話(公)：                 行動電話： 

學科協 

助項目 
僅得申請一種語言： □印尼語     □越南語    □泰國語   □英語 

限定可

申請職

類 ： 

□00400一般手工電銲(單一) 

□00901泥水-砌磚(乙、丙) 

□00902泥水-粉刷(乙、丙) 

□00903泥水-面材舖貼(乙、丙) 

□01200家具木工(甲、乙、丙) 

□01800鋼筋(丙) 

□01900模板(甲、乙、丙) 

□04200測量(丙) 

□04202測量-工程測量(甲、乙) 

□04203測量-地籍測量(甲、乙) 

□06104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架空式(機上操作)(單一) 

□06105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架空式(地面操作)(單一) 

□08101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管渠系統(乙) 

□08102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機電設備(乙) 

□08103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處理系統(乙) 

□08104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水質檢驗(乙) 

□09100氬氣鎢極電銲(單一) 

□09700半自動電銲(單一) 

□12600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 

□13600造園景觀(乙) 

□15100堆高機操作(單一) 

□17100裝潢木工(乙) 

□17401營建防水-填縫系防水施工(丙) 

□17402營建防水-水泥系防水施工(丙) 

□17403營建防水-烘烤系防水施工(丙) 

□17404營建防水-薄片系防水施工(丙) 

□17405營建防水-塗膜系防水施工(丙) 

□17406 營建防水-瀝青油毛氈系熱工法防

水施工(丙) 

□17500混凝土(丙) 

□17800照顧服務員(單一) 

□20200鋼管施工架(丙) 

□20701金屬帷幕牆-帷幕牆項(丙) 

□21100建築製圖應用(乙) 

□21101建築製圖應用-電腦繪圖(丙) 

□21102建築製圖應用-手繪圖(丙) 

□22000職業安全管理(甲) 

□22100職業衛生管理(甲) 

學科應

檢地點 

請勾選下列限定考區，並確認與報名表考區填寫一致： 
□北部地區-板橋區 
□中部地區-大里區 
□南部地區-鳳山區 
□東部地區-花蓮區 
※測試地點以准考證所載為準，術科(不含採筆試非測驗題職類)測試地點以學科測試地點
(非報檢人住址)為分配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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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附件內容 

頁次 說明 

P.87 附件 28-職業潛水健康檢查表 

P.88 附件 29-技術士證換、補發審核申請書 

P.89 附件 30-技術士證書（懸掛式）審核申請書 

P.102 附件 37-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溢繳報名費用之退費申請表 

P.103~104 附件 38-技術士技能檢定因應重大偶發事件學、術科測試退費申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