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度提升勞工自主學習計畫招訓簡章
訓練單位名稱
課程名稱
報名/上課地點

廣告

臺灣總工會
皮革烙畫電燒創作班(課程代碼 96801)
臺中市北區崇德路１段 579 號 3 樓之 3

報名方式

採網路報名
1.請先至台灣就業通網站：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加入會員
2.再至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網：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報名

訓練目標

緣由：1.本會以促進勞工權益、提升勞工就業競爭力與關懷弱勢勞工之服務為宗旨‧為提升在職勞工第二
專長之培育，提送此班，以滿足在職勞工之訓練需求‧2.本訓練課程將傳統皮革工藝技術導入地方特色的
元素並運用於製作作品上，以提高學員對創意商品之敏感度及作品競爭力。由業界師資實例示範教學、訓
練學員皮烙、電燒、手縫等實用技法、完成個人獨一無二的皮革創作品，增進學員作品競爭力，未來可從
事宅經濟銷售、街頭藝術創作等。
學科：1.本班將培訓學員皮革製作、工具操作等專業知識，提高其專業能力‧2.本課程訓練將由講師實例
示範教學及手作皮烙製作技法實際作品演練為主，以增進學員在職技能‧
技能：1.透過專業皮烙、電燒、手縫等實用技法，藝術與應用之實際訓練，讓學員使用製作技能去融合復
古與創意，提升皮烙實作技術。2.運用實際範例練習與操作，使學員能學會皮烙製作技法與整合實務技能
並提升第二專長。3.導入生活實用的元素並充分運用於手作皮革製作上，以提高學員對產品之敏感度及作
品競爭力‧
品德：1.透過本班之訓練，能促進學員對手作皮烙單品製作的專業技術能力，提升學員個人及家庭的文化
素養‧2.本班將培訓學員具備手作皮烙作品製作的專業能力，進而研發創意實用之作品，達到個人職場及
家庭經濟之需求，並提升個人第二專長，亦可因應經濟不景氣個人轉業的能力儲備‧3.期為在職勞工提高
附加價值，並提供在職勞工訓練資源及專業技能，提升生活品質及帶動經濟成長‧

日期
6/10
(六)

6/17
(六)

6/24
(六)

課程內容大綱
及時數

7/1
(六)
7/15
(六)
7/22
(六)
7/29
(六)
8/5
(六)
8/12
(六)

招訓對象
及資格條件

授課時間

時數

課程進度內容
任課老師
皮革燒烙認識/工具介紹、工具使用技巧與安全操作說
陳韶英
明
面紙套圖樣設計/描圖、拓印圖樣至皮面上，運用電烙
陳韶英
筆刻畫圖樣完成作品
皮面電烙深淺技巧/電烙筆與溫控器搭配，深淺調整技
陳韶英
巧介紹
零錢盒/燒烙完成圖樣後，以雙針縫法組合、釘上四合
陳韶英
釦後完成
皮革基本手縫技巧/工具介紹，雙針縫法與卡層成型製
陳韶英
作重點說明
展現個性的名片夾/裁切各部件，運用不同筆頭燒烙圖
陳韶英
樣
展現個性的名片夾/各部件備好後以雙針縫飾技法組裝
陳韶英
成型
My way 手機套/個人化用品設計、組合方式技巧介紹
陳韶英
My way 手機套/依個人手機大小，裁切皮片後燒烙圖樣 陳韶英
My way 手機套/依個人手機大小，裁切皮片後燒烙圖樣 陳韶英
皮包入門版型設計介紹/包款特色、口金運用與打版技
李玉芳
巧
皮包入門版型設計介紹/平面製圖、包款打版，皮料裁
李玉芳
切與備料

09:30~12:30

3

13:30~16:30

3

09:30~12:30

3

13:30~16:30

3

09:30~12:30

3

13:30~16:30

3

09:30~12:30

3

13:30~16:30
09:30~12:30
13:30~16:30

3
3
3

09:30~12:30

3

13:30~16:30

3

09:30~12:30

3

專屬的口金包/內裡明口袋與暗口袋設計、製作

李玉芳

13:30~16:30
09:30~12:30

3
3

專屬的口金包/完成包身內裡與成型外包身
專屬的口金包/在外包身內墊底加強，安裝插釦下座

李玉芳
李玉芳

13:30~16:30

3

專屬的口金包/決定好插釦上片位置後，再套入內裡

李玉芳

09:30~12:30

3

專屬的口金包/安裝入口金，內裡與外包身包口一起縫
製

李玉芳

13:30~16:30

3

專屬的口金包/短提把製作，並與包口釘釦後即完成

李玉芳

補助對象為年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勞工，且符合下
列資格之一：

1.具本國籍。
2.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
3.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六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之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或取得居留身分
之泰國、緬甸、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且依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取得工作許
可者。
4.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並取得工作許可者。
前項年齡及補助資格以開訓日為基準日。

遴選學員標準
及作業程序
招訓人數
報名起迄日期
預定上課時間
授課師資

以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網報名順序為主，並依序遴選審查，額滿後列備取。
30 人
106 年 5 月 10 日 12:00 至 106 年 6 月 7 日 18:00
106 年 6 月 10 日（星期六）至 8 月 12 日（星期六）
每週六，9:30-12:30；13:30-16:30 上課，共計 54 小時
李玉芳 老師
學歷: 台南家政專科學校 美術工藝科工藝設計組
經歷: 芳華手作藝術行 15 年,台中家扶中心 6 年
專長: 皮革包設計、皮雕製作、皮染技藝、皮塑設計

陳韶英 老師
學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金融管理系
經歷: 向日葵手作工坊 8 年,大葉大學造型藝術學系 1 年
專長: 1.皮革藝術設計 2.日本語能力

費用

實際參訓費用$10,000 元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補助$8,000 元，參訓學員自行負擔$2,000 元）
政府補助一般勞工訓練費用 80%、補助全額訓練費用適用對象訓練費用 100%

退費辦法

1.參訓學員已繳納訓練費用，但因個人因素，於開訓日前辦理退訓者，訓練單位至多得收取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核定訓練費用百分之五，餘者退還學員。已開訓但未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
者，訓練單位應退還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核定訓練費用百分之五十。已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
者，不予退費。匯款退費者，學員須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用或於退款金額中扣除。
2.訓練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全數退還學員已繳交之費用：(1)因故未開班。(2)未如期開班。
(3)因訓練單位未落實參訓學員資格審查，致有學員不符補助資格而退訓者。如變更訓練時間、地
點或其他重大缺失等，致學員無法配合而需退訓者，訓練單位應依未上課時數佔訓練總時數之
比例退還學員訓練費用。匯款退費者，由訓練單位負擔匯款手續費用。
3.訓練單位辦理退費時，應於一個月內將費用退還學員。

說明事項

訓練單位
報名專線

補助單位
申訴專線

1.訓練單位得先收取全額$10,000 元，並與學員簽訂契約。
2.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中高齡者、獨力負擔家
計者、家庭暴力被害人、更生受保護人、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為有必要者、六十五歲以上者、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
成年子女之監護人、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
之監護人之在職勞工為全額補助對象，報名時須備齊相關資料。
3.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五分之ㄧ，且取得結訓證書者，並填寫參訓學員意見調查
表，經行政程序核可後，始可取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之補助。
4.參加職前訓練期間，接受政府訓練經費補助者（勞保投保證號前 2 碼數字為 09 訓字保
之參訓學員）
，及參訓學員僅投保裁減續保(勞保投保證號前 3 碼為 075 或 175)及職災
續保(勞保投保證號前 3 碼為 076)之參訓學員，不予補助訓練費用。
聯絡人：黃偉誌
電
話：04-22335928
傳
真：04-22309012
電子信箱：tpflfl@gmail.com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申訴電話：0800-777888
網址：http://www.wda.gov.tw/
其他課程查詢：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電
話：04-23592181
朱婉婷小姐 分機 1516 電子信箱：wtjhu@wda.gov.tw
沈勤智先生 分機 1508 電子信箱：chinchih@wda.gov.tw
蔡亭鈴小姐 分機 1551 電子信箱：tinlin0928@wda.gov.tw
傳
真：04-23590893
網
址：http://tcnr.wda.gov.tw/
【106 年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專案辦公室】
申訴電話：04-24608375 分機 201～218
傳
真：04-24638491

※報名前請務必仔細詳閱以上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