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109 年度橡膠製品製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簡章
一、課程目的：
為增進橡膠製品製造業現場勞工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知能，及提醒雇主加強外
籍移工之職災預防措施，分別就橡膠業職業災害預防、化學品危害分級與管理、
通風原理與改善、電氣安全、粉塵作業危害預防、火災爆炸危害預防、外籍移工
作業風險分析及職災預防等管理實務主題，於全國北、中、南區辦理本教育訓練
活動，期能提升從業人員之安全衛生知識，並加強作業現場設備危害預防管理及
工作環境改善。
二、 主辦單位：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三、 承辦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四、 協辦單位：

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

五、 參加對象：橡膠製品製造業從業人員優先參加。
六、 報名方式：
1.網路報名：報名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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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傳真報名：請填妥報名表回傳至工安協會 04-22601237
3.聯絡專線：04-22601153 # 36、#34 王工程師、鄭工程師
4.截止日期：活動日前 2 日下午 5:00 截止，或達報名上限即結束受理。
七、報名注意事項：
1. 本教育訓練課程職安署全額補助，並提供餐點、課程講義。每場次同一事業單位報
名上限原則至多 3 人，若因故無法參加請提前 5 天取消，以保障學員上課權益。
2.全程參與訓練課程者，於訓練結束後依身分別核發安全衛生在職訓練時數 3 小時。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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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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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本訓練活動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之注意事項與防疫措施：
1.各場次活動以實名制登記，所蒐集個人資料僅用於報名本教育訓練活動。
2.訓練場地事前將進行清潔消毒，凡參加者請全程自行配戴口罩，現場報到時依額
溫檢測結果，若無發燒情況(低於 37.5℃)，或無呼吸道不適之症狀始可入場，入
場前請確實洗手及配合以酒精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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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課程資訊：(報名表請見下一頁)
課程項目與主題大綱
主題：工業通風基礎與案例說明
大綱：通風原理介紹、高效率整體與局部通風
(熱與污染物移除)案例說明
主題：工作安全分析與作業標準製作
大綱：工作安全分析的目的、注意事項及程序、
工作安全分析表及安全作業標準表之製作
實施、實作演練、外籍移工作業風險分析
及職災預防
主題：橡膠業常見職業災害與預防
大綱：橡膠業常見設備及危害鑑別、橡膠製造業
相關安全衛生法規簡介、橡膠業職災案例
探討及預防對策、外籍移工作業風險分析
及職災預防
主題：化學品危害分級與管理實務
大綱：危害性化學品通識制度 (含標示、安全資
料表、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及危害通識計
畫)、作業環境監測、化學品分級管理介
紹、外籍移工作業風險分析及職災預防
主題：電氣安全管理實務
大綱：電氣相關安全法規、電氣危害介紹、電氣
安全實務、紅外線熱影像儀簡介、外籍移
工作業風險分析及職災預防
主題：化學品危害分級與管理實務
大綱：危害性化學品通識制度 (含標示、安全資
料表、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及危害通識計
畫)、作業環境監測、化學品分級管理介
紹、外籍移工作業風險分析及職災預防
主題：橡膠業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
大綱：作業環境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及風險控
制、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實施重點說
明、外籍移工作業風險分析及職災預防
主題：粉塵作業危害預防實務
大綱：粉塵對人體健康影響、常見粉塵作業種
類、粉塵作業危害預防措施、呼吸防護具
介紹及選用、外籍移工作業風險分析及職
災預防
主題：機械設備採購與承攬管理實務
大綱：施工承攬相關法規及承攬管理、外籍移工
作業風險分析及職災預防
主題：火災爆炸危害預防
大綱：橡膠業產業危害特性、火災爆炸成因、預
防與災害案例說明、外籍移工作業風險分
析及職災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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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7/29(三)
09:00~12:00

7/29(三)
13:30~16:30

上課地點
【臺中】
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瓦特廳
301 會議室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
（台鐵新烏日站 3 樓）

8/6(四)
09:00~12:00
【新北】
新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3 樓禮堂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95 號
8/6(四)
13:30~16:30

8/11(二)
09:00~12:00

8/11(二)
13:30~16:30

【高雄】
高雄市勞工教育生活中心獅甲館
303 會議室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路 132 號

8/20(四)
09:00~12:00

8/20(四)
13:30~16:30

8/28(五)
09:00~12:00
8/28(五)
13:30~16:30

【新北】
新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3 樓禮堂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95 號

【臺中】
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瓦特廳
301 會議室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
（台鐵新烏日站 3 樓）

十、報名表：
報名
勾選

課程名稱

日期/時間

上課地點

(可複選)

□

工業通風基礎與案例說明

□

工作安全分析與作業標準製作

□

橡膠業常見職業災害與預防

□

化學品危害分級與管理實務

□

電氣安全管理實務

□

化學品危害分級與管理實務

□

橡膠業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

□

粉塵作業危害預防實務

□

機械設備採購與承攬管理實務

□

火災爆炸危害預防

7/29(三) 【臺中】
09:00~12:00 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瓦特廳 301
會議室
7/29(三)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
13:30~16:30 （台鐵新烏日站 3 樓）
8/6(四)
09:00~12:00 【新北】
新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3 樓禮堂
8/6(四)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95 號
13:30~16:30
8/11(二) 【高雄】
09:00~12:00 高雄市勞工教育生活中心獅甲館 303
8/11(二) 會議室
13:30~16:30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路 132 號
8/20(四)
09:00~12:00 【新北】
新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3 樓禮堂
8/20(四)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95 號
13:30~16:30
8/28(五) 【臺中】
09:00~12:00 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瓦特廳 301
會議室
8/28(五)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
13:30~16:30 （台鐵新烏日站 3 樓）

公司名稱

地址

素食
打勾

連絡電話
□

1 姓名/職稱
E-mail
連絡電話

□

2 姓名/職稱
E-mail
➢

填妥報名表後請傳真至 04-22601237 工安協會，並請電話聯繫 04-22601153 分機 36 或 34，
確認是否已收到貴公司之報名表，謝謝！

➢

網路報名網址：http://bcetsys-c.ish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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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詳細交通資訊：

【新北場】
新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95 號

交通：
⚫

捷運：搭機場捷運至 A3 新北產業園區站或新北環狀線 Y20 新北產業園區站 1 號出口
左轉

⚫

公車：520、835、982、橘 17、橘 21、958、959 至管理中心站或捷運新北產業園區站
步行 3 分鐘即為本中心大樓
發車時刻及路線圖請見新北市政府公車動態資訊系統網站
http://e-bus.tpc.gov.tw/

⚫

開車：中山高速公路經由(五股、新莊交流道)往新莊方向後接新五路至中港南路口左
轉至中港橋左轉進入新北產業園區五權路即進入工業區。

停車資訊：
⚫

停車位：嘟嘟房停車場五工一站(有收費)—福慧路與五工路路口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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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場】
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瓦特廳 301 會議室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台鐵新烏日站 3 樓）

交通：
⚫ 台鐵：台鐵新烏日站直走約 30 秒抵達
⚫ 高鐵：高鐵台中站請往出口 3 台鐵車站方向直行，右轉往台鐵售票大廳，會議中
心即在左側
⚫ 開車：台 74 線(中彰快速道路)的 1-成功號出口下交流道，右轉環河橋於高鐵東
路右轉直駛至高鐵東一路左轉(會議中心即在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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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資訊（參考）：
⚫ 台鐵新烏日車站【室內停車場】
：電梯直達會議中心
汽車 20 元/時，高鐵東一路右轉入迴轉道左側即為汽車停車入口處
機車 20 元/日，機車停車入口處位於高鐵東一路
⚫ 【日出停車場】：汽車 80~100 元/日；機車 15 元/平日、20 元/假日
步行至台鐵新烏日車站(搭乘電梯或手扶梯至會議中心)，停車入口處位於高鐵東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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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場】
高雄市勞工教育生活中心獅甲館 303 會議室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路 132 號

交通：
⚫ 捷運：搭捷運至 R7 獅甲(勞工公園)站 3 號出口
⚫ 開車交通：南下國道 1 號瑞隆路出口匝道→往西向直行接一心一路→民權二路左
轉→勞工公園
停車資訊：路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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