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區服務 107 年 05 月 

勞安、品管、工程、消防 

訓練課程           勞-01

 

※上課地點：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三十八路 189 號       ※傳真報名：04-23505035；04-23500042 

※洽詢電話：04-23505038 轉 
229 林先生；260 胡先生；249 李小姐；217 陳先生； 
239 劉先生；209 溫先生；218 陳小姐；255 黃先生；241 林小姐 

職業職業職業職業安全衛生安全衛生安全衛生安全衛生管理員管理員管理員管理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職業職業職業職業安全衛生安全衛生安全衛生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業務主管業務主管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時時時時        段段段段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上課時數上課時數上課時數上課時數 時段時段時段時段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假日班週六、日 09:0009:0009:0009:00~~~~16:0016:0016:0016:00 或或或或 09:0009:0009:0009:00~~~~18:0018:0018:0018:00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7/0707/0707/0707/07→→→→08/2608/2608/2608/26    甲種甲種甲種甲種 42hr42hr42hr42hr    夜間夜間夜間夜間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5/05/05/05/00003333→→→→05050505////22222222    7,0007,0007,0007,000    夜間班週一至五 18:3018:3018:3018:30~~~~21:3021:3021:3021:30 或或或或 18:0018:0018:0018:00~~~~22:0022:0022:0022:00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5/1605/1605/1605/16→→→→07/0407/0407/0407/04    乙種乙種乙種乙種 35hr35hr35hr35hr    日間日間日間日間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4/1804/1804/1804/18→→→→04/2604/2604/2604/26    6,0006,0006,0006,000    日間班週一至五 09:0009:0009:0009:00~~~~16:0016:0016:0016:00 或或或或 09:0009:0009:0009:00~~~~18:0018:0018:0018:00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4/1104/1104/1104/11→→→→05/005/005/005/04444    丙種丙種丙種丙種 21hr21hr21hr21hr    夜間夜間夜間夜間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5/2905/2905/2905/29→→→→05050505////31313131    4,0004,0004,0004,000    密集班週一至五 夜間 及及及及 週六白天 101010107777 年年年年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營造業甲種甲種甲種甲種 42hr42hr42hr42hr 夜間夜間夜間夜間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7/1007/1007/1007/10→→→→07070707////27272727    7,0007,0007,0007,000    課程內容：1.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營造業丙種丙種丙種丙種 26hr26hr26hr26hr 夜間夜間夜間夜間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5/2305/2305/2305/23→→→→06/0406/0406/0406/04    4,5004,5004,5004,500              2.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及管理  3.專業課程 時間：夜間班：週一至週五 18:30~21:30 或 18:00~22:00 資格限制：1.高中職以上畢     2.一年以上現場工作經驗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3,00013,00013,00013,000 元元元元            ((((計計計計 115115115115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日間班：週一至週五 09:00~18:00 

職業職業職業職業安全安全安全安全／／／／衛生管理師衛生管理師衛生管理師衛生管理師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技 能 檢 定技 能 檢 定技 能 檢 定技 能 檢 定 ---- 總 複 習總 複 習總 複 習總 複 習 班班班班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上課時數上課時數上課時數上課時數 時段時段時段時段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乙級乙級乙級乙級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衛生衛生衛生衛生    管理員管理員管理員管理員        技術士技術士技術士技術士    總複習班總複習班總複習班總複習班 安全師安全師安全師安全師    130hr130hr130hr130hr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4/2804/2804/2804/28→→→→07/2207/2207/2207/22    16,00016,00016,00016,000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6/09 06/09 06/09 06/09 →→→→    06/1006/1006/1006/10    週週週週六六六六、、、、日日日日        09:0009:0009:0009:00    ~ ~ ~ ~ 17:0017:0017:0017:00    38hr38hr38hr38hr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0008888////11118888→→→→00009999////02020202    8,0008,0008,0008,0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2,1002,1002,1002,100 元元元元                                    ((((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    職安員職安員職安員職安員    學員學員學員學員 1111,,,,500500500500 元元元元))))    衛生師衛生師衛生師衛生師    130hr130hr130hr130hr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101010107777 年年年年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16161616,,,,000000000000    甲級甲級甲級甲級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師師師師        技術士技術士技術士技術士    總複習班總複習班總複習班總複習班    54545454hrhrhrhr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7/207/207/207/21111→→→→08080808////12121212    10101010,,,,000000000000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09090909::::00 00 00 00 ~ ~ ~ ~ 16161616::::00000000    ※時間：夜間班：週一至週五 18:30~21:30 或 18:00~22:00 假日班：週六至週日 09:00~18:00 ※報名需需附 參訓資格參訓資格參訓資格參訓資格 證明文件(如：管理員結業證書等) ※影本 請加註    與正本相符與正本相符與正本相符與正本相符，並簽章並簽章並簽章並簽章。。。。    甲級甲級甲級甲級            衛生衛生衛生衛生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師師師師        技術士技術士技術士技術士    總複習班總複習班總複習班總複習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09090909::::00000000    ~ ~ ~ ~ 17171717::::000000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2001,2001,2001,200 元元元元            ((((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    勞安員勞安員勞安員勞安員    / / / / 管理師學員管理師學員管理師學員管理師學員 800800800800 元元元元))))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 ( ( ( 廠護廠護廠護廠護    ) ) ) ) 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 開課日期時間開課日期時間開課日期時間開課日期時間：：：：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共八天共八天共八天共八天        08:3008:3008:3008:30~~~~17:3017:3017:3017:30            ((((按課表上課按課表上課按課表上課按課表上課)   )   )   )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時時時時    數數數數：：：：    55552222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8,5008,5008,5008,500 元元元元            ( 3( 3( 3( 3 人同時報名人同時報名人同時報名人同時報名九九九九折折折折    )))) 

在 職在 職在 職在 職 (((( 回 訓回 訓回 訓回 訓 )))) 教 育 訓 練教 育 訓 練教 育 訓 練教 育 訓 練 班班班班 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人員    在職在職在職在職訓練          (每2 年12 小時) 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在職在職在職訓練 在職訓練(每3 年3 小時) 
日日日日間間間間 13:30~16:3013:30~16:3013:30~16:3013:30~16:30    

夜間夜間夜間夜間 18181818::::30303030~~~~21212121::::30303030    訓練費用訓練費用訓練費用訓練費用：：：：700700700700 元元元元 本中心 (1)堆高機(2)吊掛 (3)固定式起重機 (4)移動式起重機 舊生價舊生價舊生價舊生價 500500500500 元元元元    
4444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    ((((三三三三))))、、、、22226666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白天白天白天白天    09090909::::00 00 00 00 ~~~~    16161616::::00   00   00   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3333,,,,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    安安安安    / / / / 衛師衛師衛師衛師、、、、職安員職安員職安員職安員    舊生價舊生價舊生價舊生價：：：：2222,,,,000000000000 5555 月月月月 11110000 日日日日    ((((四四四四))))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6666 月月月月 11114444 日日日日    ((((五五五五)))) 職業安全衛生 業務主管    在在在在職職職職訓練           (每2 年6 小時)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在職在職在職訓練 

5555 月月月月 11117777 日日日日    ((((四四四四)))) 白天白天白天白天    09090909::::00 00 00 00 ~~~~    16161616::::00   00   00   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111,,,,700700700700 元元元元        ((((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    業務主管業務主管業務主管業務主管                舊生價舊生價舊生價舊生價：：：：1111,,,,200200200200 元元元元)))) 5555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四四四四))))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5555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五五五五)))) 職業安全衛生 營造業業務主管    在在在在職職職職訓練     (每2 年6 小時) 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在職在職在職訓練 

4444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六六六六)))) 白天白天白天白天    09090909::::00000000    ~~~~    16161616::::00   00   00   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111,,,,700700700700 元元元元        ((((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    職安課程職安課程職安課程職安課程                舊生價舊生價舊生價舊生價：：：：1111,,,,200200200200 元元元元)))) 4444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    ((((四四四四))))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請先報名 勞工健康服務 護理人員    在在在在職職職職訓練            (每3年12小時) 吊掛 作業人員在職在職在職在職訓練 101010107777 年年年年        請先報名 白天白天白天白天    09090909::::00000000    ~~~~    16161616::::00   00   00   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111,,,,700700700700 元元元元        ((((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    職安課程職安課程職安課程職安課程                舊生價舊生價舊生價舊生價：：：：1111,,,,200200200200 元元元元)))) 4444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二二二二))))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5555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四四四四)))) 
模板支撐 作業主管在職在職在職在職訓練 有機、特化 作業主管在職在職在職在職訓練 在職訓練(每3 年6 小時) 訓練費用訓練費用訓練費用訓練費用：：：：1,2001,2001,2001,200 元元元元 本中心 (1)有害作業 (2)營造作業主管 舊生價舊生價舊生價舊生價 1,0001,0001,0001,000 元元元元 6666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六六六六))))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請先報名    5555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    ((((五五五五))))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7777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    ((((五五五五))))    

施工架、鋼構 作業主管在職在職在職在職訓練 擋土、露天開挖 作業主管在職在職在職在職訓練 
4444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六六六六))))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9999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六六六六)))) 9999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六六六六))))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請先報名 
缺氧 作業主管在職在職在職在職訓練 屋頂 作業主管在職在職在職在職訓練 粉塵 作業主管在職在職在職在職訓練 

5555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四四四四)))) 6666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六六六六))))    6666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四四四四))))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8888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四四四四))))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10101010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六六六六))))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10101010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    ((((四四四四))))    急救人員在職訓練(每 3 年 3 小時)    訓練費用訓練費用訓練費用訓練費用：：：：800800800800 元元元元    本中心急救人員舊生價舊生價舊生價舊生價 600600600600 元元元元 
日間班日間班日間班日間班 13:30～16:30 夜間班夜間班夜間班夜間班 18:30～21:30 假日班假日班假日班假日班週六 09:00～12:00 

4444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5555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請先報名    ※上課地點：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三十八路 189 號        ※傳真報名：04-2350-5035；04-2350-0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