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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4 學學年度安全衛生研習營』』簡簡章章  

一一、、  承承辦辦單單位位  

指指導導單單位位：：教教育育部部資資訊訊及及科科技技教教育育司司  

主主辦辦單單位位：：中中山山醫醫學學大大學學  

二二、、  研研習習目目標標及及活活動動宗宗旨旨  

由於大專校院與高中職校實驗場所使用之機械設備與有害物質種類繁多，許

多化學品更有不同的潛在危害，對於校園內人數佔絕大部分的學生人數而言，如

何給予新進教職員生適當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是為推動校園安全衛生工作主要

的課題之一。 

適當予以新進教職員生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提高新進教職員生「事前

採取適當減災知識、具應變及復原重建常識」之基本概念，不但可提昇新進教職

員生安全衛生素養，並可獲致相當的防災效益。 

廣泛招收跨校之新進教職員生，施以 2 梯次各兩天 12 小時之基礎安全衛生

教育課程，已增進新進教職員生之安全衛生素養。課程安排以符合新進教職員生

必備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緊急應變及消防教育等課程共 12 小時。訓練課

程計畫施以課後安全衛生素養測驗評量，以了解教職員生對課程內容之吸收能

力。 

三三、、  研研習習時時間間  

104 年 8 月 20、21 日及 9 月 7、8 日各一梯次，為期 2 天。 

四四、、  研研習習地地點點  

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1 樓 0112 演講廳) 

地址：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五五、、  預預定定受受理理報報名名人人數數：：  

每每梯梯次次 119900 人人((依依報報名名先先後後，，額額滿滿為為止止))  

六六、、  報報名名資資格格：：  
全國大專校院之研究所學生、研究助理、教職員，以及對安全衛生有興趣者均可

報名。 

七七、、  研研習習課課程程內內容容：：  
請參閱課程表(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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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安全衛生研習營 
日期：104 年 8 月 20、21 日(E1 梯次)、9 月 07、08 日 (E2 梯次)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1樓 0112 演講廳 

第一天課程 

時間 議題 主講人(主持人) 

08:30~08:50 報到 中山醫大環安衛中心 

08:50~09:00 開幕式 中山醫大呂校長克桓 

09:00~10:20 安全衛生(含緊急應變) 
主講人/吳春林 科長 

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10:20~10:30 休息 

10:30~11:50 安全衛生(含緊急應變) 
主講人/吳春林 科長 

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11:50~13:20 午餐 

13:20~15:10 生物性危害暨廢棄物處理 
主講人/林子賢 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職安系 

15:10~15:20 休息 

15:20~17:10 火災爆炸 主講人/臺中市勤工消防分隊 

第二天課程 

時間 議題 主講人(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 中山醫大環安衛中心 

09:00~10:20 化學性危害(含危害通識) 
主講人/陳秀玲 

弘光科技大學環安系 

10:20~10:30 休息 

10:30~11:50 化學性危害(含危害通識) 
主講人/陳秀玲 

弘光科技大學環安系 

11:50~13:20 午餐(12:00-12:30 本校研究生『教學助理培訓營』) 

13:20~15:10 個人防護具使用 
主講人/陳振菶 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職安系 

15:10~15:20 休息 

15:20~16:20 
綜合座談暨 

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管理簡介 
中山醫大環安衛中心主任 

16:20~17:00 問卷填寫、課後測驗 中山醫大環安衛中心主任 
註: 
1.E2 梯次火災爆炸課程含消防演練操作，當天下課時間為演練結束。 
2.本次教育訓練將於課程結束後，舉辦測驗，測驗通過者，發放結業證明。 
  測驗規則如下： 

A. 課後測驗題目數為 20 題，測驗時間為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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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參與活動結業證明發放原則：全程出席者且課後測驗答對題數達總題數之 70%（含）者評

定為合格，即可獲得結業證明。 

C. 本校教職員生結業證明由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發放系所，系所協助發放，外校人員一律掛

號寄出。 

3.第二天中午本校研究生均需參加由「教學資源暨教師成長中心」舉辦之『教學助理培訓營』，

當天本校研究生午餐由該中心配合辦理提供。 

4.現場不接受外校學員臨時報名。報名之學員至 9:10 尚未報到者，將取消資格，不得異議，

缺額由本校候補報名之學員遞補。 

 

八八、、  研研習習費費用用  
1. 本研習不收取任何研習費用，不提供午餐。 

2. 本研習不提供住宿，不提供汽機車停車位。請多加利用大眾運輸系統。 

3. 為響應環保，請參加人員自行攜帶飲水用具。 

 

九九、、  報報名名方方式式  
 一律採線上報名，請至下方報名網頁(中山醫學大學數位學習系統-活動連結)，請依參與之

場次及本校(含本校新進研究生)、外校人員資訊點選報名 
 報名網頁: http://lms.csmu.edu.tw/course/index.php 
 報名日期：（每梯次約 190 人） 

E1 梯次:  即日起 至 104 年 8 月 12 日（三） 
E2 梯次:  即日起 至 104 年 8 月 31 日（一） 
各梯次若額滿將陸續截止報名。 

 報名相關問題聯絡方式： 

業務承辦中心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承辦業務 
中山醫學大學 詹先生 04-24730022*11461 場次研習相關問題 

  

十十、、  中山醫學大學交通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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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車資訊】 

※自行開車:GPS 座標(24.122771, 120.651540)  

  1.國道一號北上、南下高速公路(南屯交流道)於南屯交流道下--->接五權西路往台中市區方向直行---> 

      遇文心南路右轉--->直行文心南路(未過平交道)---> 左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 

  2.國道三號北上高速公路(接中投公路:台 63線)中投公路(3.5 公里處)出口往台中、大里德芳路段下中投公路---> 

      左轉文心南路往台中市--->直行文心南路(過平交道)--->右轉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 右轉建國北路-> 

      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 

  3.國道三號南下高速公路(烏日交流道)於烏日交流道下--->接環中路八段往台中市--->直行上路橋環中路七段 

       --->下路橋後靠右側接慢車道繼續直行環中路七段--->直行慢車道右轉復興路一段(中山路一段)往台中市 

       --->直行復興路一段左轉文心南路--->直行文心南路(過平交道)--->右轉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 右轉建國北 

       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 

※搭乘高鐵:台中烏日高鐵站  

  1.轉乘統聯客運 85號、159 號公車，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往建國北路(台中火車站方向)步行約 5分鐘。  

  2.至新烏日火車站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北至大慶火車站下車，出站後左轉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6分鐘。 

  3.搭乘計程車(告訴司機建國北路直走中山醫學大學，車程約 5~8 分鐘)。 

※搭乘台鐵:台中火車站或台中大慶車站  

  1.至台中火車站者，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南至大慶車站下車，出站後左轉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6分鐘。 

  2.至台中大慶車站者，出站後左轉，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分鐘。 

※搭乘公車(可刷悠遊卡、台灣通上下車)  

  1.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53號、73號、85號、159 號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  

  2.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79號於大慶火車站下車，往建國北路(台中火車站方向)再步行約 6分鐘。  

  3. 搭乘全航客運公車 158 號於中山醫學大學(建國北路)站下車。  

會場平面圖： 

  

正心樓 1 樓

0112 演講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