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區服務 107 年 07 月 

勞安、品管、工程、消防 

訓練課程           勞-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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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鍾小姐 

239 劉先生；209 溫先生；218 陳小姐；255 黃先生；241 林小姐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回訓班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回訓班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回訓班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回訓班    班班班班別別別別    時時時時間間間間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    上 課 日上 課 日上 課 日上 課 日 期期期期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土土土土
建建建建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6666 月月月月22223333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8888 月月月月11111111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機電設備機電設備機電設備機電設備（（（（空調空調空調空調、、、、消防消防消防消防））））    7777 月月月月7777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7777 月月月月21212121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8,0008,0008,0008,000    夜間夜間夜間夜間    6666 月月月月30303030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9999 月月月月1111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路面工程品質管理路面工程品質管理路面工程品質管理路面工程品質管理((((草屯班草屯班草屯班草屯班))))    8888 月月月月3333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    8888 月月月月12121212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8,0008,0008,0008,000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7777 月月月月22221111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9999 月月月月8888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邊坡工程品質管理邊坡工程品質管理邊坡工程品質管理邊坡工程品質管理    9999 月月月月8888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9999 月月月月29292929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8,0008,0008,0008,000    
機機機機
電電電電    

夜間夜間夜間夜間 6666 月月月月23232323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8888 月月月月25252525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景觀工程品質管理景觀工程品質管理景觀工程品質管理景觀工程品質管理    10101010 月月月月6666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10101010 月月月月22227777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8,0008,0008,0008,000    夜間夜間夜間夜間    路面工程品質管理路面工程品質管理路面工程品質管理路面工程品質管理    6666 月月月月26262626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7777 月月月月26262626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8,0008,0008,0008,000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9999 月月月月22222222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11111111 月月月月24242424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景觀工程品質管理景觀工程品質管理景觀工程品質管理景觀工程品質管理    7777 月月月月24242424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    8888 月月月月23232323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8,0008,0008,0008,000    日間日間日間日間 都市土木施工品管都市土木施工品管都市土木施工品管都市土木施工品管    9999 月月月月17171717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    9999 月月月月21212121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8,0008,0008,0008,0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6,00016,00016,00016,000 元元元元(計 84 小時)    ※※※※課程內容與資格限制課程內容與資格限制課程內容與資格限制課程內容與資格限制：：：：請另參閱詳細簡請另參閱詳細簡請另參閱詳細簡請另參閱詳細簡章章章章，，，，請來電索取簡章或上網請來電索取簡章或上網請來電索取簡章或上網請來電索取簡章或上網下載簡章下載簡章下載簡章下載簡章。。。。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取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核發取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核發取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核發取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核發「「「「品管工程師品管工程師品管工程師品管工程師」」」」或或或或「「「「公公公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結業證書結業證書結業證書結業證書，，，，每四年需回訓一次每四年需回訓一次每四年需回訓一次每四年需回訓一次 36363636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請來電索取簡章或上網下載簡章請來電索取簡章或上網下載簡章請來電索取簡章或上網下載簡章請來電索取簡章或上網下載簡章，，，，備齊資料寄至本中心始算完成備齊資料寄至本中心始算完成備齊資料寄至本中心始算完成備齊資料寄至本中心始算完成報名程序報名程序報名程序報名程序。。。。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假日班假日班假日班假日班((((週六週六週六週六、、、、日日日日))))  09:00~16:00     夜間班夜間班夜間班夜間班((((週一至週五週一至週五週一至週五週一至週五))))18:30~21:30    ※※※※開開開開((((結結結結))))訓日為假日訓日為假日訓日為假日訓日為假日((((週六或週日週六或週日週六或週日週六或週日))))白天白天白天白天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資料備妥後請於開課前資料備妥後請於開課前資料備妥後請於開課前資料備妥後請於開課前 15151515 日前繳交資料日前繳交資料日前繳交資料日前繳交資料((((審查合格後審查合格後審查合格後審查合格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營造業工地主任營造業工地主任營造業工地主任營造業工地主任 22022022022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工地主任回訓班工地主任回訓班工地主任回訓班工地主任回訓班    

內政部委託辦理工地主任職能訓練課程講習內政部委託辦理工地主任職能訓練課程講習內政部委託辦理工地主任職能訓練課程講習內政部委託辦理工地主任職能訓練課程講習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夜間班夜間班夜間班夜間班                                                                                                (班號 LA0183)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7777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 ) ) ����    12121212 月月月月22221111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週一至五週一至五週一至五週一至五 18:30~21:30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假日班假日班假日班假日班                                                                                                (班號 LA0186)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8108108108 年年年年 4 4 4 4 月月月月27272727 日日日日    ����    8888 月月月月22225555 日日日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週六週六週六週六、、、、日日日日 09:00~18:00        費用：40,000 元(品管、勞安舊生或 3 人同報享九折)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符合營造業法第 31 條第 1 項各款之一所規定    資格者(請參閱詳細簡章) 洽詢電話洽詢電話洽詢電話洽詢電話：：：：04-23505038 分機 249 李小姐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此課程需辦理自然人憑證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領有執業證者，四年回訓講習課程(班號 LA0192)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1111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    9999 月月月月9999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請電洽請電洽請電洽請電洽(計 32 小時，星期六、日)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此課程需辦理自然人憑證 
施工安全評估人員施工安全評估人員施工安全評估人員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20202020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    ����    8888 月月月月10101010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班號 LB0005)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夜間班夜間班夜間班夜間班  18:30~21:3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2,00012,00012,00012,000 元元元元(計 76 小時) 

營建鋼結構營建鋼結構營建鋼結構營建鋼結構    工程實務班工程實務班工程實務班工程實務班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23232323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    7777 月月月月1111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班號 LA0185)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週六班週六班週六班週六班  09:00~16: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7,200 元(計 24 小時，星期六、日) 
建築識圖培訓班建築識圖培訓班建築識圖培訓班建築識圖培訓班 機水電工程識圖培訓班機水電工程識圖培訓班機水電工程識圖培訓班機水電工程識圖培訓班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7107107107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17171717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    12121212月月月月22222222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班號 LA0189)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請先報名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週六班週六班週六班週六班 09:00 ~ 18: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7,0007,0007,0007,000 元元元元(計 36 小時，星期六)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21212121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8888 月月月月5555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班號 LA0176)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假日班假日班假日班假日班 09:00-16: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12,60012,60012,60012,600 元元元元(計 36 小時，星期六、日)    機水電工程概論、圖說內容分類、圖說識圖要領、繪製講解與練習 

營建工程估價人員培訓班營建工程估價人員培訓班營建工程估價人員培訓班營建工程估價人員培訓班 機水電工程估價人員培訓班機水電工程估價人員培訓班機水電工程估價人員培訓班機水電工程估價人員培訓班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11111111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    9999 月月月月22222222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班號 LA0193)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週六班週六班週六班週六班 09:00 ~ 18: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9,0009,0009,0009,000 元元元元(計 36 小時，星期六)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22229999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    10101010 月月月月7777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 ) )  (班號 LA0191)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週末班週末班週末班週末班 09:00 ~ 16: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7,2007,2007,2007,200 元元元元(計 24 小時，星期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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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