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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14 日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公告   勞中三字第 0990300711 號 

主  旨：公告本會九十九年度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一梯次委託辦理術科測試單位（如附

件）。 
依  據：行政程序法第十五、十六條及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辦理。 

主任委員 王如玄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99 年度第 1 梯次委託辦理術科測驗分配表 

職類 術科單位 級別 

00100 冷凍空調裝修 0006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桃園職業訓練中心 甲級 

00100 冷凍空調裝修 0006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桃園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00100 冷凍空調裝修 0003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中區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00100 冷凍空調裝修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00100 冷凍空調裝修 2008 高雄市立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乙級 

00100 冷凍空調裝修 4091 國立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乙級 

00100 冷凍空調裝修 0006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桃園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00100 冷凍空調裝修 0003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中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00100 冷凍空調裝修 2008 高雄市立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丙級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路裝修） 9009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技術訓練中心 甲級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路裝修） 0009 臺北市政府勞工局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路裝修） 0016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訓練中心 乙級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路裝修） 2042 彰化縣私立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乙級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路裝修） 0007 高雄市政府勞工局訓練就業中心 乙級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路裝修） 1035 國立金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乙級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路裝修） 0002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北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路裝修） 0016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訓練中心 丙級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路裝修） 0003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中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路裝修）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路裝修） 0007 高雄市政府勞工局訓練就業中心 丙級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路裝修） 1035 國立金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丙級 

00901 泥水－砌磚 0003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中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00902 泥水－粉刷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行政院公報 第 016 卷 第 071 期  20100419  衛生勞動篇 

 

00903 泥水－面材舖貼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01500 冷作 0022 臺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乙級 

01500 冷作 0022 臺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丙級 

01800 鋼筋 0003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中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01800 鋼筋 9001 財團法人東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01900 模板 P052 南亞技術學院 丙級 

01900 模板 0003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中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02100 熱處理 4040 大同大學 丙級 

02100 熱處理 2003 南臺科技大學 丙級 

02102 熱處理－一般浴鹽處理 4040 大同大學 乙級 

02103 熱處理－滲碳滲氮熱處理 4040 大同大學 乙級 

02103 熱處理－滲碳滲氮熱處理 2003 南臺科技大學 乙級 

02104 熱處理－高週波熱處理 4040 大同大學 乙級 

02701 重機械修護－底盤 2050 臺北市立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乙級 

02702 重機械修護－引擎 2050 臺北市立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乙級 

03700 金屬塗裝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05000 石油化學 9007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處訓練所 乙級 

06104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架空

式－機上操作 
0022 臺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單一級

06105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架空

式－地面操作 
0047 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單一級

06201 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伸臂

可伸縮 
0022 臺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單一級

06202 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伸臂

不伸縮 
0022 臺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單一級

06700 女子美髮 0018 財團法人中華文化社會福利事業基金會附設職業

訓練中心 
丙級 

06700 女子美髮 1025 桃園縣清華高級中學 丙級 

06700 女子美髮 4017 建國科技大學 丙級 

06700 女子美髮 1004 國立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丙級 

06700 女子美髮 9041 高雄市理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 丙級 

06800 鋼琴調音 9018 功學社山葉樂器股份有限公司 單一級

07100 製鞋 9050 鞋類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丙級 

07101 製鞋－製面 9050 鞋類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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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02 製鞋－製配底 9050 鞋類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乙級 

07200 按摩 F009 台北市立啟明學校 乙級 

07200 按摩 F009 台北市立啟明學校 丙級 

07601 中餐烹調－素食 0018 財團法人中華文化社會福利事業基金會附設職業

訓練中心 
丙級 

07601 中餐烹調－素食 2054 萬能科技大學 丙級 

07601 中餐烹調－素食 1017 中臺科技大學 丙級 

07601 中餐烹調－素食 4044 南榮技術學院 丙級 

07601 中餐烹調－素食 1062 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丙級 

07601 中餐烹調－素食 1055 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F083 台北市餐飲業職業工會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0018 財團法人中華文化社會福利事業基金會附設職業

訓練中心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2066 基隆市私立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1043 臺北縣私立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1045 國立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F018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2054 萬能科技大學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4035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F045 苗栗縣私立龍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1017 中臺科技大學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2013 私立僑泰高級中學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2042 彰化縣私立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F079 嘉義市餐飲職業工會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4003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4044 南榮技術學院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F063 高雄市餐飲業職業工會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1035 國立金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1062 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F086 台東縣外燴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1008 花蓮縣私立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1055 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丙級 

07602 中餐烹調－葷食 4023 台灣觀光學院 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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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00 眼鏡鏡片製作 9047 台北市鐘錶眼鏡業職業工會 丙級 

07800 眼鏡鏡片製作 4035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丙級 

07800 眼鏡鏡片製作 4002 逢甲大學 丙級 

07800 眼鏡鏡片製作 3047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丙級 

07900 油壓 2015 華夏技術學院 乙級 

07900 油壓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07900 油壓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08600 網版製版 1026 私立崑山高級中學 甲級 

08600 網版製版 1026 私立崑山高級中學 乙級 

08600 網版製版 1022 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乙級 

08600 網版製版 1026 私立崑山高級中學 丙級 

08700 平版印刷 9014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甲級 

08700 平版印刷 9014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乙級 

08700 平版印刷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08700 平版印刷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09000 圖文組版 9014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甲級 

09000 圖文組版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甲級 

09001 圖文組版－文字處理 9014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丙級 

09001 圖文組版－文字處理 2013 私立僑泰高級中學 丙級 

09001 圖文組版－文字處理 2063 國立台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丙級 

09001 圖文組版－文字處理 1058 國立後壁高級中學 丙級 

09003 圖文組版－電腦排版 9014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乙級 

09003 圖文組版－電腦排版 2021 國立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乙級 

09003 圖文組版－電腦排版 2013 私立僑泰高級中學 乙級 

09003 圖文組版－電腦排版 3003 明道高級中學 乙級 

09003 圖文組版－電腦排版 2063 國立台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乙級 

09003 圖文組版－電腦排版 1058 國立後壁高級中學 乙級 

09003 圖文組版－電腦排版 2006 高雄市立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乙級 

09004 圖文組版－圖像組版 9014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乙級 

09004 圖文組版－圖像組版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09100 氬氣鎢極電銲 0002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北區職業訓練中心 單一級

09100 氬氣鎢極電銲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單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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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03 中式米食加工－熟粉、一般

膨發類 
5001 財團法人中華穀類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丙級 

09503 中式米食加工－熟粉、一般

膨發類 
4006 弘光科技大學 丙級 

09503 中式米食加工－熟粉、一般

膨發類 
2049 國立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丙級 

09506 中式米食加工－米粒類米

漿型 
1043 臺北縣私立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丙級 

09506 中式米食加工－米粒類米

漿型 
5001 財團法人中華穀類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丙級 

09506 中式米食加工－米粒類米

漿型 
4006 弘光科技大學 丙級 

09506 中式米食加工－米粒類米

漿型 
2049 國立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丙級 

09506 中式米食加工－米粒類米

漿型 
4023 台灣觀光學院 丙級 

09507 中式米食加工－米粒類一

般漿團 
5001 財團法人中華穀類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丙級 

09507 中式米食加工－米粒類一

般漿團 
4006 弘光科技大學 丙級 

09507 中式米食加工－米粒類一般

漿團 
2049 國立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丙級 

09601 中式麵食加工－水調（和）

麵類 
5001 財團法人中華穀類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乙級 

09601 中式麵食加工－水調（和）

麵類 
4006 弘光科技大學 乙級 

09601 中式麵食加工－水調（和）

麵類 
2043 國立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乙級 

09602 中式麵食加工－發麵類 5001 財團法人中華穀類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乙級 

09602 中式麵食加工－發麵類 4006 弘光科技大學 乙級 

09602 中式麵食加工－發麵類 4003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乙級 

09603 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

糕漿皮類 
5001 財團法人中華穀類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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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03 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

糕漿皮類 
4006 弘光科技大學 乙級 

09603 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

糕漿皮類 
2032 私立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乙級 

09603 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

糕漿皮類 
4003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乙級 

09603 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

糕漿皮類 
1043 臺北縣私立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丙級 

09603 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

糕漿皮類 
5001 財團法人中華穀類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丙級 

09603 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

糕漿皮類 
4006 弘光科技大學 丙級 

09603 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

糕漿皮類 
2032 私立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丙級 

09603 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

糕漿皮類 
4003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丙級 

09603 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

糕漿皮類 
2049 國立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丙級 

09606 中式麵食加工－水調和麵

類、發麵類 
1043 臺北縣私立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丙級 

09606 中式麵食加工－水調和麵

類、發麵類 
5001 財團法人中華穀類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丙級 

09606 中式麵食加工－水調和麵

類、發麵類 
4006 弘光科技大學 丙級 

09606 中式麵食加工－水調和麵

類、發麵類 
4003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丙級 

09800 職業潛水 4004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乙級 

09800 職業潛水 4004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丙級 

10000 美容 0018 財團法人中華文化社會福利事業基金會附設職業

訓練中心 
丙級 

10000 美容 3007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丙級 

10000 美容 1043 臺北縣私立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丙級 

10000 美容 2012 新竹縣私立東泰高級中學 丙級 

10000 美容 F044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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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美容 F002 苗栗縣私立大成高級中學 丙級 

10000 美容 1006 臺中市明德女子高級中學 丙級 

10000 美容 2042 彰化縣私立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丙級 

10000 美容 1004 國立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丙級 

10000 美容 1003 高雄市私立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丙級 

10000 美容 4014 東方技術學院 丙級 

10000 美容 2064 永達技術學院 丙級 

10000 美容 9001 財團法人東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10000 美容 1008 花蓮縣私立國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丙級 

10100 勞工安全管理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甲級 

10200 勞工衛生管理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甲級 

10300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11000 物理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 4003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甲級 

11000 物理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 4003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乙級 

11100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 4003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甲級 

11100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 4003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乙級 

12200 氣體燃料導管配管 0009 臺北市政府勞工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12400 電繡 F007 國立中壢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丙級 

13300 園藝 1005 國立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丙級 

13300 園藝 2009 國立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丙級 

13300 園藝 1027 國立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丙級 

13300 園藝 1035 國立金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丙級 

13400 農藝 2009 國立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丙級 

13600 造園景觀 9027 財團法人七星環境綠化基金會 丙級 

13600 造園景觀 0003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中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13600 造園景觀 2016 中州技術學院 丙級 

13600 造園景觀 1027 國立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丙級 

14600 金銀珠寶飾品加工 0003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中區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14600 金銀珠寶飾品加工 0002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北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14600 金銀珠寶飾品加工 0003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中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14600 金銀珠寶飾品加工 2008 高雄市立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丙級 

14800 建築塗裝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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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 堆高機操作 0033 社團法人中華起重升降機具協會附設台北職業訓

練中心 
單一級

15100 堆高機操作 9053 社團法人宜蘭縣勞工教育協進會附設職業訓練中

心 
單一級

15100 堆高機操作 9060 台灣省工商安全衛生協會附設中壢職業訓練中心 單一級

15100 堆高機操作 001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附設台中職

業訓練中心 
單一級

15100 堆高機操作 0037 中華壓力容器協會附設台中職業訓練中心 單一級

15100 堆高機操作 0039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力中心附設中區服務處 單一級

15100 堆高機操作 0041 台中縣工業會附設職業訓練中心 單一級

15100 堆高機操作 0038 中華民國勞工教育協進會附設中區職業訓練中心 單一級

15100 堆高機操作 0043 中華壓力容器協會附設虎尾職業訓練中心 單一級

15100 堆高機操作 001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附設嘉南職

業訓練中心 
單一級

15100 堆高機操作 0045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力中心附設台南服務處 單一級

15100 堆高機操作 0044 中華壓力容器協會附設台南職業訓練中心（仁德

場） 
單一級

15100 堆高機操作 0036 社團法人台灣安全衛生教育協會附設高雄職業訓

練中心 
單一級

15100 堆高機操作 0047 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單一級

15400 保母人員 2069 台北市私立育達高職 單一級

15400 保母人員 1043 臺北縣私立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單一級

15400 保母人員 3005 私立光復高級中學 單一級

15400 保母人員 F044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單一級

15400 保母人員 4006 弘光科技大學 單一級

15400 保母人員 2035 吳鳳技術學院 單一級

15400 保母人員 4022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一級

15400 保母人員 2001 正修科技大學 單一級

15400 保母人員 N002 慈濟大學 單一級

15500 特定瓦斯器具裝修 0009 臺北市政府勞工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15500 特定瓦斯器具裝修 9020 財團法人台灣燃氣器具研發中心 丙級 

15500 特定瓦斯器具裝修 2019 國立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丙級 

15500 特定瓦斯器具裝修 0007 高雄市政府勞工局訓練就業中心 丙級 

15600 通信技術（電信線路） 4118 亞東技術學院 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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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0 通信技術（電信線路） 2054 萬能科技大學 乙級 

15600 通信技術（電信線路） 4098 南開科技大學 乙級 

15600 通信技術（電信線路） P038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乙級 

15600 通信技術（電信線路） 4027 北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丙級 

15600 通信技術（電信線路） 4118 亞東技術學院 丙級 

15600 通信技術（電信線路） 2054 萬能科技大學 丙級 

15600 通信技術（電信線路） 4098 南開科技大學 丙級 

15600 通信技術（電信線路） P038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丙級 

16300 照相 1014 私立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丙級 

16600 用電設備檢驗 9003 臺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訓練所 乙級 

16600 用電設備檢驗 9003 臺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訓練所 丙級 

16600 用電設備檢驗 0016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訓練中心 丙級 

17000 機電整合 2015 華夏技術學院 乙級 

17000 機電整合 4033 明新科技大學 乙級 

17000 機電整合 4017 建國科技大學 乙級 

17000 機電整合 4098 南開科技大學 乙級 

17000 機電整合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17000 機電整合 4019 大漢技術學院 乙級 

17001 機電整合－自動化機構組 2015 華夏技術學院 丙級 

17002 機電整合－自動化控制組 2015 華夏技術學院 丙級 

17002 機電整合－自動化控制組 1015 蘭陽技術學院 丙級 

17002 機電整合－自動化控制組 4017 建國科技大學 丙級 

17002 機電整合－自動化控制組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17100 裝潢木工 0006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桃園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17100 裝潢木工 0003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中區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17100 裝潢木工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17100 裝潢木工 0006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桃園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17100 裝潢木工 0003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中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17100 裝潢木工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17100 裝潢木工 9001 財團法人東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17200 網路架設 0009 臺北市政府勞工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17200 網路架設 0016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訓練中心 丙級 

17200 網路架設 2016 中州技術學院 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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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0 網路架設 4034 遠東科技大學 丙級 

17200 網路架設 1012 高雄市私立立志高級中學 丙級 

17500 混凝土 P052 南亞技術學院 丙級 

17500 混凝土 0003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中區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17500 混凝土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4104 致理技術學院 乙級 

18100 門市服務 2022 東南科技大學 乙級 

18100 門市服務 2017 私立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乙級 

18100 門市服務 1033 國立宜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乙級 

18100 門市服務 2054 萬能科技大學 乙級 

18100 門市服務 1001 國立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乙級 

18100 門市服務 4010 嶺東科技大學 乙級 

18100 門市服務 2032 私立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乙級 

18100 門市服務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18100 門市服務 1003 高雄市私立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乙級 

18100 門市服務 4104 致理技術學院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2022 東南科技大學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1043 臺北縣私立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1039 國立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2017 私立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1033 國立宜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2028 國立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2054 萬能科技大學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1001 國立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4010 嶺東科技大學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4086 國立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1009 國立員林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2019 國立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2032 私立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2035 吳鳳技術學院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2063 國立台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1003 高雄市私立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4101 和春技術學院 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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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0 門市服務 1016 國立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丙級 

18100 門市服務 S001 國立花蓮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丙級 

19500 就業服務 000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 

20000 國貿業務 1001 國立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乙級 

20000 國貿業務 1001 國立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丙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