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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本部補助中原大學辦理「107學年度職業安全衛生教育研

習」，請轉知所屬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該校107年8月6日原環字第1070003552號函辦理。

二、旨揭教育研習資訊如下：

(一)時間：分3梯次，107年9月4至5日、9月13至14日及9月2

6至27日。

(二)地點：全人教育村B1F兩嘉演藝廳。

(三)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請逕登錄http：//goo.gl

/FYgvCE網站，每梯次約200人，各梯次若額滿將截止報

名。

三、檢附教育研習簡章，如有相關疑問請逕洽該校聯絡人：傅

先生，電話：(03)2651913。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 2018-08-09
08:30:23

國立嘉義大學

1070010527　1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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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07學年度職業安全衛生教育研習』計畫簡章 

一、承辦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主辦單位：中原大學 

二、研習目標 

針對需要進入實驗（實習）場所學習的學生推動學前新生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期使學生在進入學校實驗（實習）場所前即有基本的安全衛生觀念與知識，並藉以預

防學生在實驗（實習）課程中意外的發生。 

三、研習時間與地點 

請依據所屬地區報名。上課教室及地圖請詳閱教育部安全衛生教育網上所公告之資

訊，教室如有異動，以教育部安全衛生教育網公告為準。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地 點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研習 D1 107/9/4 日~5 日 全人教育村 B1F兩嘉演藝廳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 200號）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研習 D2 107/9/13 日~14 日 全人教育村 B1F兩嘉演藝廳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 200號）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研習 D3 107/9/26 日~27 日 全人教育村 B1F兩嘉演藝廳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 200號） 

四、參加對象 

進入實驗場所實際從事實驗之人員、所有大專校院研究所碩博士新生優先，對

實驗室安全衛生有興趣者均可報名。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五、研習課程內容 

 請參閱課程表（附件），惟每梯次之課程排序，依師資調度狀況調整。 

 本次訓練將於全部課程結束後舉辦測驗，測驗規則如下： 

1. 測驗題型為選擇題，測驗時間為 50 分鐘（完成作答者即可繳卷離開）。 

2. 教育部證明發放原則：答對題數達總題數之 70%（含）者評定為合格，並發

予測驗合格證明；出席課程並依規定簽到，即可獲得該門課程出席證明。本

研習營所頒發之證明將於研習營結束後 2 個月內製作完成，請學員自行上網

提供 email信箱俾利主辦單位發放。 

六、研習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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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習不提供午餐、不收取任何研習費用，恕不供住宿、亦不提供交通接送。 

(住宿參考 http://guesthouse.cycu.edu.tw/default.htm) 
 

七、 報名方式 
 一律採線上報名，請逕登錄 https://goo.gl/FYgvCE 網站後，即可登錄報名畫面。 

 報名日期：（每梯次約 200 人，中原大學人員 140 名，非中原大學人員 60 名） 

自即日起至 107 年 9 月 24 日（一），各梯次若額滿將陸續截止報名。 

 若本研習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颱風、地震)，無法如期舉辦，則依辦理所在縣市宣

佈停止上班，順延辦理，並另行通知時間地點。 

 報名相關問題聯絡方式： 

業務承辦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承辦業務 

中原大學 傅先生 03-2651913 場次研習相關問題 

※研習營報名問題請善加利用報名系統或中原大學環安中心信箱詢問：

esh@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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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07學年度職業安全衛生教育研習課表 

中原大學場次 

時間 第一天(9/4) 第二天(9/5) 

上午 

08:50~09:10 簽到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毒性化學物質及化學性危害預防、

GHS 危害物分類、化學品分級危害評

估管理） 

徐建偉 

08:50~09:10 簽到 

實驗室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含法規說明、案例講解、緊急應變、

實驗室管理、廢棄物處理） 

(09：10~12：00) 

許逸洋 

 

午休（12：00~13：00） 

下午 

12:50~13:10 簽到 

機械、電氣安全及危害防止 

(13：10~14：50) 

徐建偉 

 

12:50~13:10 簽到 

生物性危害預防 

(13：10~15：00) 

謝淑婷 

14:50~15:10 簽到 

火災爆炸 

(15：00~16：00)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15:00~15:10 簽到 

個人防護及緊急應變基本概念 

(15：10~17：00)  

環科中心 
測驗 

(16：10~17：00) 

每梯次之課程排序，視師資調度狀況調整 

附件 

http://laws.ilosh.gov.tw/ioshcustom/Web/Law/Detail.aspx?id=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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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07學年度職業安全衛生教育研習課表 

中原大學場次 

時間 第一天(9/13、9/26) 第二天(9/14、9/27) 

上午 

08:50~09:10 簽到 

實驗室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含法規說明、案例講解、緊急應變、

實驗室管理、廢棄物處理） 

(09：10~12：00) 

許逸洋 

 

08:50~09:10 簽到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毒性化學物質及化學性危害預防、

GHS 危害物分類、化學品分級危害評

估管理） 

徐建偉 

午休（12：00~13：00） 

下午 

12:50~13:10 簽到 

生物性危害預防 

 (13：10~15：00) 

謝淑婷 

12:50~13:10 簽到 

機械、電氣安全及危害防止 

(13：10~14：50) 

徐建偉 

 

14:50~15:10 簽到 

火災爆炸 

(15：00~16：00)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15:00~15:10 簽到 

個人防護及緊急應變基本概念 

(15：10~17：00)  

環科中心 
測驗 

(16：10~17：00) 

每梯次之課程排序，視師資調度狀況調整 

附件 

http://laws.ilosh.gov.tw/ioshcustom/Web/Law/Detail.aspx?id=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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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生職業安全衛生教育研習課程表 
時間、地點暫定實際依本校公佈日期為主惟實際上課內容以公告為主 

 

地點 全人教育村 B1F演藝廳 

日期 108/3/11 

 報到開幕& 課程介紹 

上午 

 

08:50~09:30 簽到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 

（含法規說明、案例講解、實驗室管理及危害預防、廢

棄物處理、化學性危害預防、GHS 危害物分類、危害性

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09：00~12：00) 

許逸洋 

 午休（12：00~14：00） 

下午 

12:50~13:10 簽到 

機械、電氣安全及危害防止 

(13：10~15：00) 

許逸洋 

 

15:00~15:10 簽到 

個人防護及緊急應變基本概念  

(15：10~17：00)  

環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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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交通方式 

地點：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村 B1F 演藝廳（地圖如後） 

 自中壢火車站後站步行至本校約二十分鐘(或中壢火車站前站騎乘 Ubike 至中

原大學圖書館)。 

 桃園客運 120、 155、中壢客運 112 北，至中山東路下車，或至實踐路下車即

可。約五至十分鐘可至本校。 

 搭火車到中壢站下車，由火車站搭計程車約 100 元（無跳錶）。 

 建議搭乘桃園客運 155 路公車在中原國小站下車較為方便。 

 

 Youbike 中壢後火車站→中原大學 

http://psyfs.cycu.edu.tw/tpa2005/data/cycupath.gif
http://psyfs.cycu.edu.tw/tpa2005/data/cycupath.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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