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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印染整理業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簡章 

一、 課程目的： 

  為增進印染整理業現場勞工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知能，經調查、輔導瞭解產業

作業現場危害特性，分別就職業安全衛生現場管理、化學品通識及分級管理、異

常工作負荷預防、肌肉骨骼危害預防等管理實務主題，於全國北、中、南區辦理

旨揭教育訓練課程，期能提升從業人員之安全衛生知識，並加強作業現場危害預

防管理及工作環境改善意識。 

二、 主辦單位：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三、 協辦單位：    台灣區絲綢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經濟部工業局大園工業、觀音工業區、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 

四、 承辦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五、 參加對象：印染整理業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階層及現場人員優先參加。 

六、 報名方式： 

 (一)網路報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報名網址 

http://stusys-c.isha.org.tw/ 

(二)傳真報名：請填妥報名表回傳至工安協會 04-7615190 

(三)聯絡專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鄭工程師，電話：04-7610190#15                

 (四)截止日期：課程前 1 日 15:00 截止，或已達名額上限，將提前結束受理。   

七、 報名注意事項： 

(一) 因傳真報名有作業時間誤差故以網路報名優先受理，務必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二) 預計每場 60 人次，報名人員務必出席，若有出席異動請於開課前 2 日通知。 

(三) 本教育訓練課程職安署全額補助，並提供實用講義。 

(四) 全程參與課程主題 1-4，於訓練結束後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規定核發在職訓練時數 3 小時；全程參與「急救人員在職教育

訓練」，於訓練結束後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

核發在職教育訓練時數 3 小時。 

(五) 會場備有茶水供學員使用，現場不供應紙杯，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六) 職安署有保留課程變更之權利，如有任何課程變更另於網路公告或個別通知。 

http://stusys-c.ish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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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課程資訊與報名表： 

108 年度印染整理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 報名表 

課程項目與主題大綱 日期/時間 
上課地點 

 

報名
 

主題 1：危害通識與化學品分級管

理實務 

大綱：危害通識計畫製作、化學品

清單、作業環境監測、分級管理 

5/9(三) 

09:00~12:00 

【臺中】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環境保護中心 

臺中市南屯區工業區二十七路 17 號 
□ 

5/29(三) 

09:00~12:00 

【新北】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 6 號 
□ 

主題 2：職場健康管理與促進實務 

大綱：異常負荷危害、肌肉骨骼危

害預防、健康檢查與管理 

4/8(一) 

13:30~16:30 

【桃園】經濟部工業局觀音工業區服務中心 

桃園市觀音區工業五路 3 號 
□ 

7/3(三) 

09:00~12:00 

【彰化】織足藏樂館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三段 706 巷 25 號 
□ 

主題 3：職場安全衛生管理實務 

大綱：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安衛人員報備、承攬

管理 

7/4(四) 

13:30~16:30 

【雲林】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雲林縣斗六市溪洲里科加路 20 號 
□ 

8/6(二) 

09:00~12:00 

【臺南】佳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官田廠 

臺南市官田區二鎮里工業路 11 號 B 區 
□ 

9/10(二) 

09:00~12:00 

【臺北】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愛國東路 22 號 7 樓(紡拓大樓) 
□ 

主題 4：火災與感電危害預防實務 

大綱：印染整理業火災、感電災害

實例與預防 

4/18(四) 

09:00~12:00 

【桃園】經濟部工業局大園工業區服務中心 

桃園市大園區民生路 101 號 
□ 

6/14(五) 

09:00~12:00 

【臺南】崑山科技大學 

臺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織物染整及印花類產線教室 D3206) 

□ 

主題 5：急救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8/29(四) 

09:00~12:00 

【桃園】經濟部工業局大園工業區服務中心 

桃園市大園區民生路 101 號 
□ 

公司名稱  地址  

報名人員/職稱  連絡電話  

報名人員/職稱  連絡電話  

※職安署有保留課程變更之權利，如有任何課程變更另於網路公告或個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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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項目與主題大綱 日期/時間 講師 簡介 

主題 1：危害通識與化學品分級管理實

務 

大綱：危害通識計畫製作、化學品清

單、作業環境監測、分級管理 

5/9(三) 

09:00~12:00 

施慧中 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助理教授 
5/29(三) 

09:00~12:00 

主題 2：職場健康管理與促進實務 

大綱：異常負荷危害、肌肉骨骼危害預

防、健康檢查與管理 

4/8(一) 

13:30~16:30 
鄭進順 

1.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油廠工程師 

2. 前台北市勞動檢查處職業衛生檢查員、技正、科長 

3. 前 3-7 屆臺北市政府職業病認定委員 
7/3(三) 

09:00~12:00 

主題 3：職場安全衛生管理實務 

大綱：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安衛人員報備、承攬管理 

7/4(四) 

13:30~16:30 

林建良 

1. 勤益科技大學總務處環安組組長 

2.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 

3. 工業安全技師 

4. 工礦衛生技師 

8/6(二) 

09:00~12:00 

9/10(二) 

09:00~12:00 

主題 4：火災與感電危害預防實務 

大綱：印染整理業火災、感電災害實例

與預防 

4/18(四) 

09:00~12:00 

6/14(五) 

09:00~12:00 

主題 5：急救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8/29(四) 

09:00~12:00 
陳建榮 

1. 國立台北健康護理大學訓練窗口 

2. 中級救護技術員 

3.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急救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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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詳細交通資訊：依照由北而南依序 

【台北場】 

地點: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 

地址:台北市愛國東路 22 號 7 樓(紡拓大樓) 

 

交通: 

 捷運：淡水信義或松山新店線中正紀念堂站 (5 號出口） 

停車資訊： 

 路邊停車(收費) 

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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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場】 

地點：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 6 號 

 

交通： 

 捷運：板南線永寧站出口 (2 號出口） 

 公車：275 副、705、706、916、917 (捷運永寧站)、922、981(捷運永寧站)、藍 43、藍

44(承天路站) 

 開車：北二高土城交流道 

停車資訊： 

 紡織綜合所平面停車場 (14 個車位) 

 承天路 4 巷停車位： 

 汽車停車場 (266 個車位) 

 機車停車場 (230 個車位) 

 捷運停車位： 

 汽車停車場 (220 個車位) 

 機車停車場 (1032 個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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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場-觀音】 

地點：經濟部工業局觀音工業區服務中心 

地址：桃園市觀音區工業五路 3 號 

 

交通： 

 自行開車 

1.南下：從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號)轉機場系統(國道 2號)，於大園交流道下，遇民生

路，遇大觀路左轉(往觀音方向)，遇成功路右轉即可抵達觀音工業區 

2.北上：由 66號快速道路接 61號快速道路於草漯交流道下直行接成功路右轉即可抵達

觀音工業區 

 搭火車或公車： 

於中壢火車站下車後，搭乘桃園客運，5043中壢往樹林新村路線即可抵達。 

 搭乘高鐵： 

於桃園站下車，搭乘計程車可抵達，路程約 35分鐘 

停車資訊： 

 觀音工業區服務中心旁邊停車場 



 

7 

 

【桃園場-大園】 

地點：經濟部工業局大園工業區服務中心 

地址：桃園市大園區民生路 101 號 

 

交通： 

 開車：從國道 2 號大園出口下交流道→沿著縣道縣道 110 前往至大園工業區服務中心   

 高鐵：桃園高鐵→5089 號公車南門站下車→步行 15 分鐘至大園工業區服務中心   

 公車：桃園市中心 5086 號公車九崁站上車→大園站下車→步行 15 分鐘至大園工業區

服務中心 

停車資訊： 

 大園工業區服務中心旁邊停車場(近民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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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場】 

地點：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環境保護中心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二十七路 17 號 

 

交通： 

 開車： 

1.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南下)南屯交流道，往龍井方向直走，五權西路三段右轉工業區 27

路 

2.中二高龍井交流道往台中方向直走，中龍路左轉中蔗路直走，進入五權西路三段左

轉，進入工業區 27路 

 公車：台中市公車：27及 49路公車於台中火車站前之公車站出發，搭乘者可於台中工業

區內環隆科技站下車走入。又該兩路公車在朝馬均設有停車站。 

 高鐵：台中高鐵搭乘計程車前往 

停車資訊： 

 工業局工業區環境保護中心旁邊停車場(近工業區二十七路) 

台中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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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場】 

地點：織足藏樂館 

地址：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三段 706 巷 25 號 

 

交通： 

 國道 1號埔鹽系統出口→接 76號快速道路往員林方向直行從員林交流道下，沿 76號快

速道路下方直走→於縣道 141右轉→員集路直走約 2.6公里，左轉至織足藏樂館(位於員

集路與新雅路之交叉口社頭鄉果菜市場內) 

 搭火車:於永靖或社頭火車站下車後，搭計程車前往 

公車:於員林搭乘員林客運往二水方向，於橋頭村站下車 

停車資訊： 

 備有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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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場】 

地點: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雲林分部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科加路 20 號 

 

交通： 

 【國道】中山高 (一號國道) 斗南交流道下、中二高 (國道三號) 斗六交流道下。 

 【台鐵】搭乘山線至雲林斗六站，換搭計程車至雲林分部 (約 10分鐘車程)。  

 【高鐵】 

(1)抵達台中烏日站後，換乘計程車至雲林分部 (約 50分鐘車程)；亦可步行至台鐵新烏

日站， 轉搭區間車至斗六站，換搭計程車至雲林分部 (約 10分鐘車程)。  

(2)抵達雲林虎尾站後，換乘計程車至雲林分部 (約 30分鐘車程)；亦可搭乘高鐵接駁車

至台鐵雲林斗六站， 換搭計程車至雲林分部 (約 10分鐘車程)。 

停車資訊： 

 備有停車場或路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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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場-佳和實業】 

地點：佳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南市官田區工業路 11 號 

 

交通： 

 開車 

1.南下國道 1號新營出口→往新營方向沿復興路直走→柳營外環道右轉→縱貫公路台 1

線右轉→富強路左轉→再於工業路左轉即到目的地 

2.北上國道 3號官田系統交流道出口，台 84線快速道路往官田方向→縱貫公路台 1線右

轉→於工業路右轉即到目的地 

停車資訊： 

 備有停車場或路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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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場-崑山科技大學】 

地點:崑山科技大學 

地址:臺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交通： 

 高鐵:台南高鐵站，轉搭台鐵沙崙站，至台南站下車，轉乘 2、19、綠 17公車， 

 自行開車: 

1.北上:國道 1號下台南交流道(共 2處出口)，往裕農路方向，右轉復興路，再直行崑大

路約 200公尺 

2.南下:大灣交流道下(324公里處)，靠左行駛過 1個紅綠燈後，行駛迴車道後靠右行

駛，右轉復興路，再直行崑大路約 200公尺 

 公車: 

1.台南火車站，轉乘 2、19、綠 17公車 

2.永康火車站，搭乘 20號公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