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政府可提供大專校院資源教室之就業服務資源一覽表 

彙整日期:112 年 2 月 23 日 

業務屬性 服務內容 辦理單位 業務網站 備註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

建個案管理 

 

設置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提供 15 歲以上、具有

工作意願及能力，設籍或居住且工作地點在本市之身心障礙

者職業重建服務。透過個案管理方式，提供就業諮詢、障礙

功能評估、職涯輔導、連結相關資源等服務，以達協助身心

障礙者就業之目的。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一、北區職業重建服務窗口(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一)服務區域：桃園區、八德區、龜山區、蘆竹區、大溪區、大園區、復興

區 

(二)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3 樓 

(三)電話：03-333-3814/ 333-3870 

(四)傳真：03-334-3573 

二、南區職業重建服務據點： 

(一)服務區域：中壢區、平鎮區、龍潭區、楊梅區、新屋區、觀音區 

(二)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明德路 60 號 4 樓（請由民權路入口搭乘電梯） 

(三)電話：03-4020122/4020136 

(四)傳真：03-402-0196 

https://reurl.cc/lvZXW9 

宣導摺頁網址: 

https://reurl.cc/XL53v

M 

身心障礙者就業轉

銜 

由教育（含特教網通報）、社政(福)機構、醫療機構等單位轉

介之身心障礙者，得填寫轉介表至職業重建服務窗口，以協

助身心障礙者進入持續且完整之就業轉銜系統。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一、北區職業重建服務窗口(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一)服務區域：桃園區、八德區、龜山區、蘆竹區、大溪區、大園區、復興

區 

(二)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3 樓 

(三)電話：03-333-3814/ 333-3870 

(四)傳真：03-334-3573 

二、南區職業重建服務據點： 

(一)服務區域：中壢區、平鎮區、龍潭區、楊梅區、新屋區、觀音區 

(二)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明德路 60 號 4 樓（請由民權路入口搭乘電梯） 

(三)電話：03-4020122/4020136 

(四)傳真：03-402-0196 

https://reurl.cc/lvZXW9   

身心障礙者職業輔

導評量 

本局提供年滿 15 歲以上、未滿 65 歲，居住或工作於桃園市

之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服務，為落實就業轉銜暨職業重

建服務工作，以瞭解其職業潛能、興趣、技能、工作人格、

生理狀況及所需輔具等，使身心障礙者能依其特質與就業環

境相互結合。 

1.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身障就業科)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3 樓 

電話：03-333-3814 

傳真：03-334-3573 

2.委託單位:財團法人桃園市美好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

基金會桃竹事務所、社團法人桃園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https://reurl.cc/5M8a9v   

https://reurl.cc/lvZXW9
https://reurl.cc/XL53vM
https://reurl.cc/XL53vM
https://reurl.cc/lvZXW9
https://reurl.cc/5M8a9v


職業訓練 

一、結合轄區內公民營訓練資源，規劃辦理以就業為導向的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專班」，並結合就業輔導計畫，促進

身心障礙者就業創業。 

二、課程包含學科、術科及就業準備等 3 項，訓練期程約

500-800 小時，以日間全日制實施，每日訓練 6-8 小時、每

週訓練 5 日為原則。 

三、112 年共辦理 11 班:清潔類 5 班、服務類 1 班、創新類 1

班、按摩類 1 班、資訊類 3 班。 

四、112 年身障職訓專班班別: 

1.專業清潔人員培訓班 

2.專業汽車美容班 

3.清潔服務人員培訓班 

4.專業清潔打蠟班 

5.專業汽車清潔班 

6.行動美容美甲實務班 

7.男女髮型設計養成班 

8.養生舒壓技能班 

9.美工暨資料應用人員培訓班 

10.文創商業設計班 

11.辦公室文書與美編設計實務班 

一、報名有關事宜請逕洽各承辦單位，其他事項可電洽本府勞動局 03-

3322101 轉 6814、6815。 

二、112 年身障職訓班專班承辦單位及電話: 

1.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 03-2208427、 0937963360 

2.社團法人桃園市康復之友協會 03-4627920 

3.社團法人桃園市智障者家長協會 03-3699135 

4.社團法人台灣榮耀社會互助協會 0972855773 

5.社團法人桃園市康復之友協會 03-4627920 

6.社團法人中華兩岸職業能力發展協會 02-29746999 

7.社團法人桃園市視障福利發展協進會 03-3359633 

8.好學科技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03-4228007 

9.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03-4909001 

10.虹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03-4227723 

https://reurl.cc/MRXDKp 

 

庇護性職場見習 

一、對於年滿 15 歲，有就業意願、但就業能力不足，有庇

護性就業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經地方政府身心障礙者職業重

建服務窗口轉介，經職業輔導評量後，符合資格者，派案至

適合的庇護工場，庇護工場評估適合者予以進用。二、庇護

工場提供庇護性就業身心障礙者庇護支持、提升工作知能及

態度、就業轉銜及職場見習相關服務，工場設施依身心障礙

者需要，提供無障礙環境。 

1.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身障就業科)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3 樓，電

話：03-333-3814，傳真：03-334-35732.本市庇護工場:(1)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伊甸烘焙咖啡屋 03-4278229 分機 102(2)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

院附設樂桃桃咖啡簡餐坊 03-3698553*2633/330(3)國軍桃園總醫院民眾診療

服務處附設沁心小站庇護餐坊 03-4799595#325290(4)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附設樂桃桃複合式庇護工坊 03-3698553*2604/330(5)財團法人桃園市美好社

會福利基金會附設美好庇護工場 03-4719287(6)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

會附設桃園市府庇護商店 03-332-9003(7)社團法人中華身心障礙公益技能協

會附設亮翌庇護洗衣工場 03-3277835(8)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

桃園南門公園庇護商店 03-334-1090(9)晨揚國際事業有限公司附設晨揚庇護

工場 03-3677170(10)桃園市禾豐文創印刷庇護工場 03-331-1358(11)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附設愛不囉嗦長庚庇護商店 03-3286601(12)晨揚國際

事業有限公司附設杏揚愛心庇護商行 03-3772728(13)路得啟智學園附設陪你

走一段路生活坊 03-3731947(14)微光庇護工場蘆竹店 03-4251711(15)義美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附設庇護工場桃園民生店 03-3351311(16)社團法人唯愛公益

協會附設綠綠發芽希望工坊 03-3972728(17)樂芽永續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樂芽

潤米庇護工場 03-3139631 

https://reurl.cc/klqvAn   

https://reurl.cc/MRXDKp
https://reurl.cc/klqvAn


一般性就業服務 無 無 無   

支持性就業服務 

為協助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而不足以獨立在競爭性就

業市場工作之身心障礙者，結合社福團體、學校、醫院提供

支持性就業服務，服務內容包括開發就業機會、陪同工作面

試、職場安置與支持性輔導等。 

1.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身障就業科)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3 樓 

電話：03-333-3814 

傳真：03-334-3573 

2.本局委託支持性就服團體:財團法人桃園市美好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

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桃竹事務所、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桃園市分

事務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臺

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社團法人桃園市聲暉協進會、社團法人桃園市智障

者家長協會、社團法人桃園市肢體傷殘協進會、社團法人桃園市康復之友協

會、社團法人桃園市自閉症協進會 

https://reurl.cc/GeXD3Z   

職務再設計 

一、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克服工作障礙，推動職務再設計服

務，透過改善工作環境、改善工作機具、提供就業輔具、改

善工作條件及調整工作內容等方式，增進其工作效能，進而

順利進入就業市場並穩定就業，每一申請個案每人每年補助

金額以新臺幣 10 萬元為限。 

二、另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相關手語翻譯服務，服務項目包

含： 

(一)就業諮詢媒合、徵才、面試、職場溝通等工作相關事務

之手語翻譯服務。 

(二)職場相關的課程、訓練、演講、會議及其他大型活動之

手語翻譯。 

(三)職場相關之司法事務、勞資爭議等手語翻譯服務。 

1.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身障就業科)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3 樓 

電話：03-333-3814 

傳真：03-334-3573 

2.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輔具資源中心)：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諮詢專線：03-3699721 轉 1124。 

3.手語翻譯服務委託單位:社團法人桃園市聾啞福利協進會 

LineID：yu1000715 

電話：03-331-4198 

傳真：03-331-4206 

https://reurl.cc/5M8aAz    

居家就業服務 

為促進有工作潛能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對於無法久坐或外

出，致不易進入一般性職場或無法創業之身心障礙者，提供

適性之居家就業服務，以擴增就業機會，進而能自力更生。 

1.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身障就業科)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3 樓 

電話：03-333-3814 

傳真：03-334-3573 

2.居家就業服務委託單位:財團人桃園市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電話:03-4909001 轉 221 

https://reurl.cc/5M8aeG   

創業輔導 

對年滿 18 歲、有意創業的身心障礙者，提供創業補助、創

業貸款利息補貼等創業輔導，協助在創業前有充份準備及完

善風險管理評估，並以其專業技能創業。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身障就業科)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3 樓 

電話：03-333-3814 

傳真：03-334-3573 

https://reurl.cc/MRXD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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