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區服務 107 年 04 月 

勞安、品管、工程、消防 

訓練課程           勞-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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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初訓班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初訓班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初訓班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初訓班    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複訓班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複訓班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複訓班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複訓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3 /1503 /1503 /1503 /15    週週週週四四四四    →→→→    03030303    / 16/ 16/ 16/ 16    週週週週五五五五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3 /03 /03 /03 /    08080808    週週週週四四四四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3 / 1903 / 1903 / 1903 / 19    週週週週一一一一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3 / 2903 / 2903 / 2903 / 29    週四週四週四週四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0004444    / 13/ 13/ 13/ 13    週五週五週五週五                            防火證書期滿三年者需參加複訓講習，方能擔任防火管理人!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日間班 09:30-16:50 上課兩天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1.消防常識         2.火災預防  3.自衛消防編組     4.消防防護計劃 5.設備設施操作之維護管理及操作之要領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3,2003,2003,2003,200 元元元元(計 12 小時)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日間班 09:00~16:00 上課一天 ※※※※資格限制資格限制資格限制資格限制：：：：需備具防火結業證書正本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1.防火管理對策  2.檢修申報制度 3.簡易避難計算  4.教育訓練方法  5.共同防火管理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6001,6001,6001,600 元元元元(計 6 小時) 
保安監督人講習訓練初訓班保安監督人講習訓練初訓班保安監督人講習訓練初訓班保安監督人講習訓練初訓班    保安監督人講習訓練複訓班保安監督人講習訓練複訓班保安監督人講習訓練複訓班保安監督人講習訓練複訓班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班號 LF0398)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日間班，08:30-17:2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1.未領有防火管理人合格證書者，  6,5006,5006,5006,500 元元元元，(上課三天，計 24 小時） 2.領有防火管理人合格證書且在兩年有效期限內者，  5,1005,1005,1005,100 元元元元，(上課二天，計 15 小時）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11107070707 年年年年    00003333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週三週三週三週三)     )     )     )         (班號 LF0385)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0005 5 5 5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週三週三週三週三)  )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日間班，08:50-17:50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2,7002,7002,7002,700 元元元元 (上課一天，計 8 小時)     資格限制資格限制資格限制資格限制：：：：需具備保安監督人結業證書正本 ※保安監督人證書期滿兩年者務必參加複訓講習！ 
有害物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有害物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有害物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有害物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營造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營造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營造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營造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1.1.1.1.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1.1.1.1.模板支撐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模板支撐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模板支撐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模板支撐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4040404////10101010    →→→→    00004444////17171717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夜間班 (班號 LC0206)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5/0305/0305/0305/03    →→→→    05/1005/1005/1005/10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夜間班 (班號 LA0175) 2.2.2.2.缺氧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缺氧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缺氧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缺氧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2.2.2.2.鋼構組配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鋼構組配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鋼構組配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鋼構組配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5050505////11118888    →→→→    05050505/2/2/2/25555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夜間班 (班號 LC0201)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5/2205/2205/2205/22    →→→→    05/2905/2905/2905/29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夜間班 (班號 LA0188) 3.3.3.3.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3.3.3.3.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6060606////22222222    →→→→    06060606////29292929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夜間班 (班號 LC0207)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8080808////14141414    →→→→    08080808////21212121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夜間班 (班號 LA0198) 4.4.4.4.粉塵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粉塵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粉塵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粉塵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4.4.4.4.擋土支撐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擋土支撐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擋土支撐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擋土支撐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4040404////18181818    →→→→    04040404////25252525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夜間班 (班號 LA0211)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7070707////18181818    →→→→    07070707////25252525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夜間班 (班號 LA0180) 5.5.5.5.屋頂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屋頂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屋頂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屋頂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5.5.5.5.露天開挖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露天開挖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露天開挖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露天開挖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4040404////20202020    →→→→    04040404////27272727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夜間班 (班號 LA0211)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04/1204/1204/1204/12    →→→→    04/04/04/04/19191919    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夜間班 (班號 LA0184) 

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報名表      (報名日期：   /   /   )      報名傳真電話：04-2350-5035 班名  班 號  上課日期  編號 姓     名 性別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畢業學校 科系名稱 行動電話 職 稱     /   /         /   /         /   /     機構名稱 (股)公司 主要產品  員工人數  統一編號  電 話 (  )            分機 傳 真 (  ) 發票地址  連絡地址 □同左或 訓練聯絡人  電子信箱  行動       □公司指派 □自行參加 本人已詳閱簡章及報名表所有內容並了解其內容無誤本人已詳閱簡章及報名表所有內容並了解其內容無誤本人已詳閱簡章及報名表所有內容並了解其內容無誤本人已詳閱簡章及報名表所有內容並了解其內容無誤，，，，本人並同意貴中心於課程執行及廣宣所需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本人並同意貴中心於課程執行及廣宣所需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本人並同意貴中心於課程執行及廣宣所需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本人並同意貴中心於課程執行及廣宣所需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