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 班別 費用(元) 時數 早鳥價 連絡人 備註

10/17-10/20 11/29-12/3

荷重1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 12/19-12/22 107/1/9-1/12 堆高機操作
(本中心為即測即評測驗單位) 10/11-10/16 11/21-11/24 檢定費1700元

12/20-12/24 107/1/10-1/14 謝先生

3公噸以上移動式起重機操作 分機 移動式起重機
(本中心為即測即評測驗單位) 1156 檢定費2800元

陳小姐

吊掛特殊作業 (指揮手) 夜間 9/5-9/9 11/29-12/2 4,500 18 3,600 分機 日間班

乙炔氣體裝置切割熔接作業 夜間 8/29-9/2 11/21-11/25 4,500 18 3,600 1547 (週一至週五)

10/23-10/27 12/18-12/22 09:00-17:00

9/18-9/22 11/13-11/17 夜間班

18:30-21:30

缺氧作業主管 日間 10/18-10/20 12/13-12/15 假日班

粉塵作業主管 日間 10/17-10/19 12/25-12/27 孫小姐 (週六、週日)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日間 9/20-9/22 11/22-11/24 分機 09:00-17:00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日間 9/27-9/29 12/5-12/7 1040

急救人員 日間 10/11-10/13 11/14-11/16 3,500

危物運送－初訓 平日18:00-22:00

(學科夜間；術科及測驗全天) 孫小姐 假日08:30-17:00

危物運送－複訓 1040
平日18:00-22:00

(學科夜間；術科及測驗全天) 假日08:30-17:00

4,500

107/1/22-1/26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人員

12/15-12/17

3,000
18

其他貨車 3500元
(時數:16小時)

罐槽車需
有職業大
貨車以上

駕照

其他貨車
備有小客
車駕照

罐 槽 車 3500元
(時數:16小時)

罐 槽 車 4000元
(時數:20小時)

考試訊息！本中心承辦［堆高機操作即測即評及發證］考照業務！［一般業及營造業 甲種、乙種職業安衛生業務主管］結訓
電腦測驗業務    洽詢專線：林小姐(分機2828)                           106.8.24 製表

網址：Labor.cpc.org.tw(勞工安全衛生訓練網) ～敬請多加利用網路報名～

各班次報名截止日為開訓日前3天(含例假日)

12/16-12/17

五六日

                          106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初訓]課程   [廣告]

185,000

6,000

3公噸以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3,600

38

高壓氣體容器操作人員

18

5,600

4,000

夜間

日間

35

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32號15樓         顧客專線：0800-022-088

個資聲明: 本人已詳閱簡章及報名表所有內容並了解其內容無誤，本人並同意　貴中心於課程執行及廣宣所需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

電話：07-336-2918轉各承辦人或 按9(總機)  傳真：07-335-8087  顧客信箱：customer@cpc.org.tw

退費辦法：依據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16條規定: 職業訓練機構辦理訓練，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向學員收取必要費用，並應掣
給正式收據。繳納訓練費用之學員於開訓前退訓者，職業訓練機構應依其申請 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七成； 受訓未逾全期1/3而退訓者，
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半數；受訓逾全期1/3而退訓者，不退費。

其他貨車 3000元
(時數:12小時)

六日

開課日期

日間

日間

夜間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高雄服務處

5,100

早鳥有喜！凡於開課前20天完成報名並繳費者適用喔！行動要快！（依早鳥價欄位所示）

危險性機械、設備類：

夜間

註：參訓學員附
贈檢定報名表乙
份

10/21-10/22

11/21-12/3

107/1/30-2/11

9/12-9/17

12/19-12/23

10/20-10/22

有害物作業主管類：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新制(採電腦測驗)  註:取得其他貨車訓練證明書，不得使用於罐槽車。

7,000

107/2/5-2/9



課程名稱 班別 費用(元) 時數 早鳥價 連絡人

職業安全管理師 15,000 130 13,500 莊先生

職業安全管理師(抵充班) 9,000 38 8,100 分機152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夜間(含
假日) 13,000 115 11,700 楊小姐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日間 10/25-10/27 11/21-11/23 4,000 21 3,600 分機0383

日間 9/15-9/22 11/17-11/24

假日

乙種－職業安全生業務主管 日間 10/16-10/20 11/27-12/1 5,000 35 4,500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週日 1,000 6 蘇小姐

分機2605

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作業主管 9/6-9/8 12/6-12/8 6,000 21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主任 9/20-9/22 12/19-12/21 6,000 22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管 9/13-9/15 12/13-12/15 6,000 21

營造業甲種－職業安全生業務主管 假日 10/14-10/29 11/18-12/3 6,500 42 5,800

營造業丙種－職業安全生業務主管 假日 10/14-10/22 11/25-12/3 4,500 26 4,000

擋土支撐作業主管 夜間 3,100

鋼構組配作業主管 夜間 3,100 蘇小姐

露天開挖作業主管 夜間 3,100
分機2605

模板支撐作業主管 夜間 3,100

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 夜間 3,100

屋頂作業主管 夜間 3,100

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夜間 12,000 76 10,500

考試訊息！本中心承辦［堆高機操作即測即評及發證］考照業務！［一般業及營造業 甲種、乙種、丙種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主管］結訓電腦測驗業務    洽詢專線：林小姐(分機2828)                106.8.24 製表

網址：Labor.cpc.org.tw (勞工安全衛生訓練網)   ※※ 敬請多加利用網路報名 ※※

各班次報名截止日為開訓日前3天(含例假日)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
管

招生中

招生中

3,500

09:00-17:00

4,000小型鍋爐操作人員

假日班

9/17、10/15、11/19、12/17

洽詢電話：07-336-2918轉各承辦人或 按 9(總機)        傳真熱線：07-335-8087 

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32號15樓   顧客信箱：customer@cpc.org.tw   顧客專線：0800-022-088

招生中

9/4～9/11

12/20～12/22

夜間班

日間班

4,500

9/18～9/25

退費辦法：依據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16條規定: 職業訓練機構辦理訓練，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向學員收取必要費用，並應掣給正式收據。
繳納訓練費用之學員於開訓前退訓者，職業訓練機構應依其申請 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七成；受訓未逾全期1/3而退訓者，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半數；受
訓逾全期1/3而退訓者，不退費。

招生中

6,500

（營造業類）作業主管： 09:00-17:00

(週一至週五)

(週六、週日)

(週一至週五)

日間

招生中

5,800

備註開課日期

聲明:本人已詳閱簡章及報名表所有內容並了解其內容無誤，本人並同意　貴中心於課程執行及廣宣所需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

18

9/4～9/11

日間

18:30-21:30

一般安全衛生

訓練對象為新

進人員或在職

員工
18

10/18-10/20

10/14-10/29
42

9/25～11/30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高雄服務處
                       106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初訓]課程         [廣告]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暨業務主管：

安全師資格
需取得職業
安全衛生管
理員結業或
本科系畢業

夜間



課程名稱 班別 時數 費用(元) 連絡人

楊小姐

全日班 分機0383

週日班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 下午班 3小時/3年 500

營造業－甲乙丙種業務主管 週日班 6小時/2年 800

各級鍋爐操作人員 下午班 3小時/3年 500

高壓氣體供消主管 全日班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主管 全日班 蘇小姐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主任 全日班 分機2605

鋼構組配作業主管 週六班

露天開挖作業主管 週六班

模板支撐作業主管 週日班

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週六班

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 週日班

擋土支撐作業主管 週日班

下午班

夜間班 謝先生

下午班 分機1156

夜間班

移動式起重機操作 夜間班 陳小姐

吊掛作業人員 夜間班 分機1547

乙炔氣體裝置熔接切割作業 六日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 下午班

高壓氣體容器操作 下午班

缺氧作業主管 全日班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全日班 孫小姐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全日班 分機1040

粉塵作業主管 全日班

急救人員 下午班 3小時/3年 500

報名網址：Labor.cpc.org.tw(勞工安全衛生訓練網) 或 cpc.tw  ※※敬請多加利用網路報名※※

報名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32號15樓 (台鳳帝門大樓，近漢神百貨公司）

聲明:本人已詳閱簡章及報名表所有內容並了解其內容無誤，本人並同意　貴中心於課程執行及廣宣所需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

顧客信箱：customer@cpc.org.tw       顧客專線：0800-022-088

洽詢電話：07-336-2918 轉各承辦人 或 按9(總機)   傳真熱線：07-335-8087

10/5、12/18

10/26、12/14

10/20

危險性設備操作 及 營造業類作業主管：

10/27、12/15

800

1000

9/9、12/2 各班次報名截止日

為開訓日前３天

全日班

開課日期 備註

500

9/7、11/15、107/1/23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9/10、12/17

9/20、11/20、107/1/23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高雄服務處
               106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回訓]課程         【廣告】

9/17、12/17

9/26、11/21

9/9、12/2

9/26、11/28、107/1/25

8/31、10/13、12/15、107/2/24

9/13、11/23

9/12、10/17、11/23、12/20

9/19、11/23、107/1/24

修法:依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自106年
1月1日起實施(對象:
安全師、衛生師、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三
類)每2年回訓12小時

9/13、11/17、107/1/24 13:30-16:30

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類：

堆高機操作

(不含例假日)

09:00-16:00

800

下午班

退費辦法：依據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16條規定: 職業訓練機構辦理訓練，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向學員收取必要費用，並應掣給正式收據。繳納訓練費用之學員於開訓前
退訓者，職業訓練機構應依其申請 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七成； 受訓未逾全期1/3而退訓者，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半數；受訓逾全期1/3而退訓者，不退費。

18:30-21:30

8/29、10/12、12/13、107/2/23

6小時/3年

8/24、10/26、12/26

9/14、11/21

10/12、12/21

10/6、12/20

◎ 本中心有教室出借服務，設備完善，意者請洽櫃台人員                          106.8.24 製表

週六、日班

09:00-16:00

有害物作業主管類：

6小時/3年

10/22、12/3

6小時/3年

3小時/3年

9/10、12/3

例：中訓證字第
×××××號

1500

9/8、10/6、10/24

夜間班

9/16、12/16

10/19

職業安全衛生(甲乙丙種)業務
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含安全師、衛生師、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員)

12小時/2年

6小時/2年 800
9/17、10/29

9/27～9/28

10/26～10/27
全日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