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中心榮獲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評鑑技術類、管理類【優等】
!!本中心自108年起成為即測即評及發證考場可原地考取技術士證

學科訓練場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央東路88號19樓之3
術科訓練場址:桃園市平鎮區東龍街1191巷66號
電話：03-4268110傳真：03-4268125112年05月 - 112年06月開班招生簡章

章課程名稱 時數 開課日期
上課
時間

費用(含稅價) 受訓資格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乙級) 115 112.05.22(確定開課)
一.三.五
(夜間班)

特惠價12,000
1.高中職以上畢業
2.一年以上工作經驗證明

職業安全管理師(甲級)抵充班 43 112.05.28(確定開課) 周六.日 特惠價8,000 上完乙員115小時兩年結業內

職業衛生管理師(甲級)抵充班 59 112.07.08(確定開課) 周六.日 特惠價9,000 上完乙員115小時兩年結業內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42
112.06.01(確定開課)
112.07.17(預定開課)

夜間班
日間班

特惠價7,000
100人以上公司
(含電腦測驗費)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1
112.06.07(確定開班)

112.07.03(確定開班)
日間班 特惠價5,000

30人以下公司
(含電腦測驗費)

丁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6 112.11.10(預定開班) 日間班 特惠價2,000
5人以下公司
(含電腦測驗費)

營造業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42
112.05.09(確定開課)

112.08.08(預定開課)
夜間班 特惠價7,000

100人以上公司
(含電腦測驗費)

營造業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6 滿15人立即開班 日間班 特惠價5,500
30人以下公司
(含電腦測驗費)

堆高機操作人員訓練班 18

112.06.07(確定開課)
112.06.10(確定開課)
112.06.28(確定開課)

夜間班
假日班
日間班

訓練費5,000

技檢費1,820

無學歷限制
(依職安法規定年滿18歲)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
(架空式-地面操作)(天車)

38 112.05.31(確定開班) 夜間班
特惠價8,000

技檢費2,870
無學歷限制特惠價不含技檢報名費

三公噸以上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
(伸臂可伸縮)(吊車)

38 112.07.05(確定開班) 夜間班
特惠價8,000

技檢費2,870
無學歷限制特惠價不含技檢報名費

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
班

18 112.06.27(預定開班) 夜間班 特惠價4,500
無學歷限制
另上吊掛兩項優惠8,000

起重吊掛作業人員訓練班(吊掛手) 18 112.07.26(預定開班) 夜間班 特惠價4,500
無學歷限制
另上三下固兩項優惠8,000

高空工作車 16

112.07.03(確定開課)

112.08.02(確定開課)

112.06.16(確定開課)

日間班 特惠價8,500 無學歷限制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 35 112.06.07(預定開班) 夜間班
特惠價8,000

技檢費2,690
無學歷限制特惠價不含技檢報名費

乙炔熔接操作人員訓練班 18 112.05.23(預定開課) 夜間班 5,000 無學歷限制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人員訓練班 35 112.07.11(預定開課) 日間班 8,000 無學歷限制

高壓氣體容器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5 112.05.17(預定開課) 日間班 8,000 無學歷限制

小型鍋爐操作人員訓練班 18 滿15人立即開班 日間班 5,000 無學歷限制

乙級鍋爐操作人員訓練班 50 滿15人立即開班 夜間班
特惠價10,000

技檢費3,540
無學歷限制特惠價不含技檢報名費

防火管理人初訓 12
112.05.16(確定開課)

112.06.13(預定開課)
日間班 3,200 無學歷限制

防火管理人複訓 6
112.05.18(確定開課)

112.06.15(預定開課)
日間班 1,600

無學歷限制
(初訓後每三年回訓6小時)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訓練班 18 112.05.22(確定開課) 日間班 特惠價4,500 無學歷限制(含電腦測驗費)

缺氧作業主管訓練班 18 112.06.12(預定開課) 日間班 特惠價4,500 無學歷限制(含電腦測驗費)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訓練班 18 滿15人立即開班 日間班 特惠價4,500 無學歷限制(含電腦測驗費)

粉塵作業主管訓練班 18 滿15人立即開班 日間班 特惠價4,500 無學歷限制(含電腦測驗費)

鉛作業主管訓練班 18 112.05.29(確定開課) 日間班 特惠價4,500 無學歷限制



!!本中心榮獲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評鑑技術類、管理類【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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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05月- 112年06月開班招生簡章

課程名稱 時數 開課日期
上課
時間

費用(含稅價) 受訓資格

急救人員訓練班 16
112.05.10(確定開課)

112.06.07(確定開課)
日間班 特惠價4,500 無學歷限制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訓練班 52
112.05.02(確定開課)

112.06.20(預定開課)

每週二
(日間班)

特惠價8000
★必須於報名三天內需提供
【執業執照正反面】
【2年相關工作經驗證明】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在職訓練班 12 滿15人立即開班 假日班 特惠價3000 已取得健護證書

屋頂作業主管訓練班 18 112.06.19(預定開課) 日間班 特惠價4,500 無學歷限制(含電腦測驗費)

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訓練班 18 滿15人立即開班 夜間班 特惠價4,500 無學歷限制(含電腦測驗費)

擋土支撐作業主管訓練班 18 112.05.15(確定開課) 夜間班 特惠價4,500 無學歷限制(含電腦測驗費)

露天開挖作業主管訓練班 18 滿15人立即開班 夜間班 特惠價4,500 無學歷限制(含電腦測驗費)

鋼構組配作業主管訓練班 18 滿15人立即開班 夜間班 特惠價4,500 無學歷限制

模板支撐作業主管訓練班 18 112.06.09(預定開課) 夜間班 特惠價4,500 無學歷限制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6
112.05.08(確定開課)
112.05.11(確定開課)

日間班
夜間班

1,000 無學歷限制

臺灣職安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6 112.05.31(確定開課) 日間班 1,200 無學歷限制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罐槽車-初訓) 20 112.07.28(預定開課) 假日班 特惠價5,000
大貨車以上
有效駕照影本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一般貨車-初訓) 16 112.07.28(預定開課) 假日班 特惠價4,000
小型車以上
有效駕照影本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罐槽車-複訓) 14 112.06.10(確定開課) 假日班 特惠價4,000
證明書有效期間屆滿前3個月
內及大貨車以上有效駕照影本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一般貨車-複訓) 12 112.06.10(確定開課) 假日班 特惠價3,500
證明書有效期間屆滿前3個月
內及小型車以上有效駕照影本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一般業甲.乙.丙)在職教育訓練班

6
112.05.18(確定開課)

112.05.26(確定開課)
日間班 1,300 依法6h/2年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管理員
在職教育訓練班

12
112.05.18(確定開課)

112.06.15(確定開課)
日間班 2,500 依法12h/2年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營造業甲.乙.丙)在職教育訓練班

6
112.05.24(預定開課)
112.06.27(預定開課)

日間班
夜間班

1,300 依法6h/2年

有害作業主管在職教育訓練班
(有機.缺氧.粉塵.特化.鉛)

6
112.05.08(確定開課)
112.06.06(確定開課)

日間班 1,300 依法6h/3年

營造作業主管在職教育訓練班
(施工架.擋土.模板.鋼構.露天.隧挖.隧襯.屋頂)

6 112.06.29(預定開課) 日間班 1,300 依法6h/3年

危險性機械人員在職教育訓練班
(固定式.移動式.吊掛)

3
112.05.18(確定開課)

112.06.15(確定開課)
夜間班 700 依法3h/3年

危險性設備人員在職教育訓練班
(一壓.高特.高容.甲.乙.丙.小型鍋爐)

3 112.07.05(預定開課) 夜間班 700 依法3h/3年

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班 3
112.05.25(確定開課)

112.06.29(確定開課)
夜間班 700 依法3h/3年

急救人員在職教育訓練班 3
112.05.12(確定開課)

112.06.09(預定開課)
下午班 700 依法3h/3年

乙炔熔接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班 3 112.07.26(預定開課) 夜間班 700 依法3h/3年



!!本中心榮獲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評鑑技術類、管理類【優等】

!!本中心自108年起成為即測即評及發證考場可原地考取技術士證

訓練政策:配合政府職安政策，增進訓練服務品質，提升檢定的合格率，達訓輔用合一目標。

訓練承諾:秉持持續改善精神，致力規劃、執行推廣相關專業訓練及輔導協助，提供企業以及學員多

元、滿意的服務，為產業培育優秀職安人才，進而達成產業零災害及技術輔導。

核心價值:熱誠服務、團隊合作、優良品質、持續改善。

1.匯款或ATM轉帳
抬頭：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銀行代碼：808-玉山銀行中壢分行
銀行帳號：0130-440-030515

2.開課當天現場繳費

地址 320桃園市中壢區中央東路88號19樓之3 Email fung268@mail.isha.org.tw

電話 03-4268110 傳真 03-4268125

網址
工安協會網站
http://www.isha.org.tw/

即測即評網站(中壢)
http://www.isha.org.tw/etestJL/

Facebook粉絲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isha4268110/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ID) 畢業學校

連絡電話
(手機)

Email(必填)
證書字號(在職回訓必填)
例:安同壢ooo訓證字第000號
例:151-00234號

個人地址(必填)

戶籍地址(必填)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ID) 畢業學校

連絡電話
(手機)

Email(必填)
證書字號(在職回訓必填)
例:安同壢ooo訓證字第000號
例:151-00234號

個人地址(必填)

戶籍地址(必填)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ID) 畢業學校

連絡電話
(手機)

Email(必填)
證書字號(在職回訓必填)
例:安同壢ooo訓證字第000號
例:151-00234號

個人地址(必填)

戶籍地址(必填)

公司名稱(發票抬頭)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統一編號

聯絡人 連絡電話 Email

備註

歡迎您報名參加本中心舉辦之各項訓練課程，請您務必於開課前二日完成報名，以利報備主管機關。
職安署新規定，報名參加初訓課程學員請務必填上個人地址才算報名成功。
本中心可到廠或接受委託及至指定地點包班訓練，歡迎來電洽詢。

mailto:fung268@mail.isha.org.tw
http://training.isha.org.tw/ISHA_tch/Pages/Introduce.aspx?ID=004
http://www.isha.org.tw/etestJL/
https://www.facebook.com/isha4268110/


停車場!!就在我們樓下錢櫃及全家旁下去…..
目前統一收費，每小時以30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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