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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事業單位作業環境監測實務訓練課程-進階班 

一、 目的 

根據統計，目前多數事業單位在執行作業環境監測時，大多委託監測機構辦

理，惟作業環境監測之執行，包含許多面向，如前置規劃、相似暴露族群劃分、結

果分析等，惟有確實瞭解暴露評估及作業環境監測之目的，並採取系統性的規劃，

監測結果才能真實反映勞工於作業環境的暴露現況，爰本（107）年度規劃辦理 4

場次進階實務課程訓練，教導事業單位在實施作業環境監測時應注意之事項，規劃

之課程包含暴露評估策略概論（包含相關法規）、前置規劃、監督查核與後續處理，

及「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及暴露危害管理系統」說明等 4類主題。 

二、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二)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三、 參加對象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人員 

四、 場次與名額  

(一) 北區（共 2場次）： 

※臺北場 

※日期：107年 5月 8日（二）上午  ※名額：80人 

※地點：臺北金融園區 願景廳（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51 號西側 6 樓之 6） 

 

※新竹場 

※日期：107年 5月 11日（五）下午  ※名額：75人 

※地點：集思竹科會議中心 愛迪生廳（新竹科學園區工業東二路 1號） 

 

(二) 中區（共 1場次）： 

※臺中場 

※日期：107年 5月 21日（一）上午  ※名額：80人 

※地點：經濟部中區聯合服務中心 704 會議室（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503 號

7樓） 

 

(三) 南區（共 1場次）： 

※高雄場 

※日期：107年 5月 17日（四）下午  ※名額：70人 

※地點：經濟部南區服務中心 9樓會議室（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4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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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以下日期或額滿即截止報名 

北區（臺北場）：107年 5月 1日 

北區（新竹場）：107年 5月 4日 

中區（臺中場）：107年 5月 14日 

南區（高雄場）：107年 5月 10日 

六、 費用：免費 

七、 報名方式 

1.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 

2.報名網址：https://goo.gl/fbReRS (大小寫需一致) 

 

 

 

 

八、 聯絡資訊 

聯絡人：蔡宛汝 小姐 

電話：03-5751006轉 12 

E-mail：wjtsai@mail.isha.org.tw 

九、 課程表與講師群 

※ 臺北場 

時間（上午場） 主題 講師 

08：15 ~ 08：30 報到  

08：30 ~ 09：00 暴露評估策略概論（包含相關法規） 
王士旻 助理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09：00 ~ 09：50 環測實施之前置規劃 
王士旻 助理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09：50 ~ 10：00 休息  

10：00 ~ 10：50 環測實施之監督查核及後續處理 
王士旻 助理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10：50 ~ 11：00 休息  

11：00 ~ 11：50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及暴露危害管理系統」

說明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璞藝資訊有限公司 

11：50 ~ 12：00 綜合座談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工安協會 

12：00~ 賦歸  

 

※將於各區課程訓練後核發全程

參與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在

職教育訓練時數 3 小時」證明。 

https://goo.gl/fb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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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場 

時間（下午場） 主題 講師 

12：45 ~ 13：00 報到  

13：00 ~ 13：30 暴露評估策略概論（包含相關法規） 
王士旻 助理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13：30 ~ 14：20 環測實施之前置規劃 
王士旻 助理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14：20 ~ 14：30 休息  

14：30 ~ 15：20 環測實施之監督查核及後續處理 
王士旻 助理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15：20 ~ 15：40 休息  

15：40 ~ 16：30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及暴露危害管理系統」

說明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璞藝資訊有限公司 

16：30 ~ 16：40 綜合座談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工安協會 

16：40~ 賦歸  

 

 

 

※ 臺中場 

時間（上午場） 主題 講師 

08：15 ~ 08：30 報到  

08：30 ~ 09：00 暴露評估策略概論（包含相關法規） 
王櫻芳 助理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09：00 ~ 09：50 環測實施之前置規劃 
王櫻芳 助理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09：50 ~ 10：00 休息  

10：00 ~ 10：50 環測實施之監督查核及後續處理 
王櫻芳 助理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10：50 ~ 11：00 休息  

11：00 ~ 11：50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及暴露危害管理系統」

說明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璞藝資訊有限公司 

11：50 ~ 12：00 綜合座談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工安協會 

12：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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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場 

時間（下午場） 主題 講師 

12：45 ~ 13：00 報到  

13：00 ~ 13：30 暴露評估策略概論（包含相關法規） 
王櫻芳 助理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13：30 ~ 14：20 環測實施之前置規劃 
王櫻芳 助理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14：20 ~ 14：30 休息  

14：30 ~ 15：20 環測實施之監督查核及後續處理 
王櫻芳 助理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15：20 ~ 15：40 休息  

15：40 ~ 16：30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及暴露危害管理系統」

說明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璞藝資訊有限公司 

16：30 ~ 16：40 綜合座談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工安協會 

16：4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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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交通資訊 

(一) 北區： 

 臺北場：107年 5月 8日（二）上午 

臺北金融園區 願景廳（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51 號）。 

（請於 1 樓大廳搭手扶梯至 2 樓，再轉搭左手邊「西側」電梯至 6 樓，即活動會場） 

★捷運：板南線西門站四號出口或淡水線臺大醫院站一號出口步行約 5~8 分鐘。 

★公車：站名二二八和平公園站、博愛路、衡陽路口。 

★停車：本大樓(世紀羅浮)地下平面收費停車場約 300 個平面車位，由衡陽路右側進

停車場。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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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場：107年 5月 11日（五）下午 

集思竹科會議中心 愛迪生廳（新竹科學園區工業東二路 1號） 

★高鐵：搭乘高鐵至新竹站 → 搭乘計程車到科技生活館(約 250 元內)或請於四號出口

搭乘園區巡迴巴士(週一到週五行駛)(橘色屋頂) 至科技生活館。 

★火車：搭乘火車至新竹火車站 → 轉乘 

1. 搭乘計程車至科技生活館(約 250元內)。 

2. 搭乘新竹往下公館公車，園區大門下車，改搭園區巡迴巴士(週一到週五行駛)(綠

色屋頂) 至科技生活館。 

3. 搭乘一路公車，至園區大門下車，改搭園區巡迴巴士(週一到週五行駛)(綠色屋頂) 

至科技生活館。 

★公車：。 

1. 亞聯客運：至科技生活館（竹科站）下車。 

2. 統聯客運：至科技生活館（竹科站）下車。 

3. 國光號（若為竹科站，限定台中）：至科技生活館（竹科站）下車。 

4. 園區巡迴巴士：至科技生活館（竹科站）下車。 

 行駛時間：週一至週五 06:30～21:30。 

 通往園區一、二、三期及光復路。 

 服務電話：0928-033-019 

★開車： 

1.科技生活館旁停車場：一小時 30元。 

2.管理局旁停車場：一小時 20元(假日不收費，走路約 5分鐘)。 

3.竹村七路為路邊停車格或路邊白線：不收費(走路約 10分鐘內)。 

4.工業東二路的路邊停車格：不收費。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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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區 

 臺中場：107年 5月 21日（一）上午 

經濟部中區聯合服務中心 704 會議室（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503 號 7 樓【黎明

新村廉明樓】） 

★公車： 

 54(臺中客運) 烏日停車場→黎明新村 / 下港尾→黎明新村 

 29(臺中客運) 仁友東站→干城一站 / 臺中監獄→干城一站 

 81(統聯客運) 統聯轉運站→黎明新村 / 臺中火車站→黎明新村 

 107(臺中客運) 舊正(烏溪橋頭)→黎明新村(黎明路) 

 160(高鐵快捷公車；和欣客運) 高鐵臺中站→黎明新村 / 僑光科大→黎明新村 

★計程車：臺中火車站至本服務中心約需 200～300 元；朝馬至本中心約需 80～200 元

(概估)。 

★自行開車 

 路線(一)：中山高速公路中港交流道駛下，往臺中市區方向(不要上中港高架橋)，

遇第一個紅綠燈右轉黎明路，約 1.5 公里即可到達。 

 路線(二)：中彰快速道路，由「市政路」出口駛下，往文心路方向遇黎明路右轉 1 

公里即可抵達。 

 停車資訊：經濟部中區聯合服務中心內部設有停車場。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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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區 

 高雄場：107年 5月 17日（四）下午 

經濟部南區服務中心 9樓會議室（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436號 9樓） 

★高鐵：搭乘高鐵至左營站 → 轉乘捷運橘線至市議會站公車 

★台鐵：搭乘台鐵至高雄站 → 轉乘捷運橘線至市議會站 

★公車(市議會公車站)：高雄市公車 60、248、205、72、69、52 

★捷運：市議會站 

★自行開車：中山高速公路中正交流道駛下，往西直行，至中正四路與成功一路交叉路

口右轉。 

 停車資訊：大樓地下室備有收費停車場。 

  

【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