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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8.10.16勞動部令 勞職授字第1080204081號) 

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修正

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執行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錄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型式檢定業務，特 

 訂定本要點。

二、行政機關、學術機構及非營利法人得申請為型式檢定（以下簡稱檢定）機構。

三、檢定機構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如下：

 (一)具有從事檢定業務能力、固定辦事處所、組織健全及財務基礎良好。

 (二)具備檢定所必要之測試用設備、器具及個人防護具（附表一）。

 (三)備有申請第四款及第五款認證之品質手冊文件(以下簡稱品質手冊)，或訂有載明下列 

  事項之檢定管理手冊：

 １、組織及權責。

 ２、檢定主管與檢定員之選任、解任、配置、訓練、資格審定、編組及分工。

 ３、檢定作業程序及檢定標準之作業方法。

 ４、檢定業務之品保措施及基準。

 ５、檢定文件及紀錄管制。

 ６、實施檢定業務之時間。

 ７、實施檢定業務之場所。

 ８、檢定費用之收費標準及收費方式。

 ９、檢定合格證明書之發給、變更記載、補發、換發及繳還。

 １０、檢定有關文件及帳簿之保存。

 (四)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之專業檢測實驗室，並通過由簽署國際認證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 

  組織（以下簡稱認證組織）之國際標準ISO／IEC17025相關領域認證。

 (五)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之產品驗證部門，並通過由認證組織之國際標準ISO／IEC17065 

 相關領域認證。

 (六)置有符合資格之檢定主管一人及檢定員二人以上。

 (七)設有業務檔案室或可妥為保存檔案資料文件之場所。

 (八)具有執行檢定業務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定認證，應由簽署國際認證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組織為之。

四、檢定機構之檢測實驗室應置實驗室主管、技術主管、品質主管及檢測員等人員。

 前項人員於必要時，得相互兼任之。但專職人員應至少為二人。

 第一項實驗室之技術主管之資格，準用檢定員相關規定；品質主管之資格，應為大專以

 上畢業、曾受品質管理相關專業訓練及從事相關檢測領域品質管理實務工作三年以上。

五、申請為檢定機構者，應檢附申請表（附表二）及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但行 

 政機關得免檢附：

 (一)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

 (二)載明成立宗旨、任務及組織概況等事項之組織章程。

 (三)記載下列事項之書面文件：

 １、檢測用設備及必要個人防護具清單。

 ２、檢定主管、檢定員名冊與其擬任檢定對象產品有關之學經歷文件及服務證明等相 

  關證明文件。

 ３、有經營檢定以外業務者，附兼營業務種類及概要。

 (四)型式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

 (五)符合第三點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國際標準  ISO/IEC  17025  及  ISO/IEC  17065  相關領 

  域認證證書。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者。

六、檢定機構應依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規定執行業務。

 前項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應為輔助檢定業務之執行，且應適時修正，以符實際需要。

七、檢定主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學系碩士以上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 

  具之研究、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三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 

  者。

 (二)大專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系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具之研究 

  、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五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組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 

  具之研究、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七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 

  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資格者。

八、檢定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學系碩士以上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 

  、製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一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二)大專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系以上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製 

  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二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組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 

  、製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三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資格者。

九、檢定機構對於新進之檢定主管及檢定員，應於任職前施予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前訓練 

 十二小時以上；每年並應施予在職訓練六小時以上。

 檢定機構應任命已受前項訓練之人員從事檢定業務。

 未受第一項訓練之人員，檢定機構應通知限期補訓完成，始能從事檢定業務。

十、中央主管機關對依第五點規定提出申請之機構，應審查其所送文件，並經現場實地評核認 

 可後，公告周知；檢定機構申請變更檢定種類時，亦同。

 前項認可之期限最長為三年，檢定機構於期限屆滿擬繼續辦理者，應於屆滿日前三個月內 

 ，填具申請表（附表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每次展延期限最長為三年。

十一、申請型式檢定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檢定機構提出：

 (一)依法登記文件，包括工廠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相當設立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附：

  １、依法無須設立登記。

  ２、相關資料已登錄有案，且其記載事項無變更。

  ３、國外申請者，其無國內營業據點。

 (二)機械設備器具基本資料。

 (三)型式名稱說明書：包括型錄、產品名稱、產品外觀圖、商品分類號列、主機台及控 

  制台基本規格等說明資訊。

 (四)歸類為同一型式之理由說明書。但為單品申請型式檢定者，免附。

 (五)主型式及系列型式清單。

 (六)構造圖，包括產品安全裝置性能示意圖及安裝位置。

 (七)有電氣、氣壓或液壓回路者，附各該回路圖。

 (八)性能說明書。

 (九)產品之安裝、操作、保養、維修說明書及危害之保護對策。

 (十)產品安全裝置及安全配備清單，包括相關裝置之品名、規格、安全構造、性能及防 

   護與符合性說明、重要零組件驗證測試報告及相關強度計算。

 (十一)製程說明文件。但為單品申請型式檢定者，免附。

   檢定機構認有必要時，得要求前項申請人另提供相關試驗報告、文件或物件。

   第一項所定文件資料應以中文為主，並得輔以英文或其他外文；文件為英文以外 

   之外文者，並須附具英譯本對照。

   檢定機構為辦理前二項資料之保存及管理，得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資料之電子檔 

   。

十二、檢定機構受理申請後，應為檢定，並為必要之測試及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檢定機 

 構辦理檢定業務時，應以檢定機構名義為之。但檢定相關之測試或生產技術品

 質一致性查核工作，得由檢定機構依其專業及技術需求，另委由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之測試實驗室或專業機構辦理。

 前項檢測工作，因情況特殊而擬採監督試驗或臨場試驗時，檢定機構應擬具評估分析報 

 告，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為之。

十三、檢定機構對於國外輸入之機械、設備及器具，其申請人所附國外試驗報告、檢驗證明或 

 相關驗證文件，為依我國與他國、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簽定雙邊或多邊相互承認協定或 

 協約規定所簽發者，得承認其效力，並據以免除前點所定全部或部分之檢定或測試。但 

 因未簽定協定、協約或其他特殊原因致執行有困難者，得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以實驗 

 室對實驗室方式相互承認試驗報告。

十四、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檢定機構應發給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附表三） 

 ，交申請人收執，以資證明。

 檢定機構核發前項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時，應通知申請人在與送驗機型歸屬同一型式系 

 列機型之產品本體明顯處，張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附表四），以資識別。但因本體太 

 小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無法標示時，產品之製造者或輸入者得以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其他方式標示之。

 前項產品已依法張貼安全標示者，得免張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檢定機構對於檢定不合 

 格者，應以書面說明不合格理由，復知申請人。

十五、前點第一項所定之檢定合格證明書有效期限為三年。期限屆滿擬繼續使用者，申請人應 

 於期限屆滿日前三個月內，檢附原發證明書及相關圖面、文件，向檢定機構申請展延， 

 每次展延期限為三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重新申請檢定：

 (一)型式構造經變更設計，致與原檢定合格之型式不符。

 (二)檢定所依據之法規已修正。

 (三)逾檢定合格證明書效期。檢定機構核可前項檢定合格期限之展延時，應收回原發證 

  明書，換發新證明書交申請人收執。

十六、檢定合格證明書於有效期限內，有遺失、滅失、污損或須變更者，得備具下列文件向原 

 發證機構申請補發、換發或變更記載：

 (一)遺失或滅失：敘明事由之切結書。

 (二)污損致不堪使用：原領證明書。

 (三)登載事項有異動：名稱、地址等相關資料異動之證明文件。

十七、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檢定機構應廢止其 

 型式檢定合格及限期繳回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一)經購樣、取樣檢驗結果不符合型式檢定所依據之法規。

 (二)經限期提供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技術文件或樣品，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或屆期仍 

  未提供。

 (三)型式檢定合格產品因瑕疵造成重大傷害或危害。

 (四)經依第十二點規定，發現產品實體與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所載事項不符，經通知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五)型式檢定合格產品產製廠場未符合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

 (六)型式檢定合格產品未符合第十四點所定標示規定，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七)依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應重新申請檢定，自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  

  內未申請換發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八)型式檢定所依據之法規已廢止。

 (九)其他經檢定機構認定違規情節重大。前項涉及刑責者，應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

十八、以詐欺或虛偽不實之方法取得型式檢定合格者，檢定機構應撤銷其型式檢定合格及限期 

 繳回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其有涉及刑責者，應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十九、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檢定機構應註銷其 

 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一)自行申請註銷。

 (二)設立登記文件經依法撤銷、廢止或註銷。

 (三)事業單位經依法解散、歇業或撤回認許。

二十、檢定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令其暫停辦理型式檢定業務：

 (一)經國內認證組織暫停其檢定業務有關之認證資格。

 (二)檢定機構所採用之符合性評鑑機構，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三)經通知限期提供資料，無正當理由屆期未提供。

 (四)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查核，無正當理由未配合辦理。

 (五)有申訴、陳情或爭議案件時，應配合辦理而未配合辦理。

 (六)未依第二十五點規定，或遷移固定辦事處所、變更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者， 

  未於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相關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經通知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

  檢定機構已改正前項情形，並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始得恢復辦理型式檢定業

  務。

二十一、檢定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全部或一部之認可：

 (一)主動申請終止或中止認可。

 (二)經國內認證組織撤銷或廢止其認證資格。

 (三)檢定機構喪失執行型式檢定業務能力，或有礙公正有效執行型式檢定業務。

 (四)怠於辦理型式檢定及相關符合性評鑑業務。

  (五)未依第十點規定辦理申請核准或變更，或未經核准前，擅自執行型式檢定業務。

 (六)檢定機構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第二十七點所定現場督導或查核。

 (七)未於第二十七點規定期間內完成改善，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符合者，逕自恢復 

  型式檢定業務。

 (八)未依第二十八點規定遵守利益迴避或保密義務原則。

 (九)核發之檢定合格證明書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十)接受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飲宴應酬或請託關說，或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 

  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利益，情節重大。

 (十一)其他違反法令規定，情節重大。

   檢定機構有前項情形者，應將未完成之檢定案件，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 

   他機構接辦。

二十二、檢定機構對於執行檢定業務相關案卷資料之原本、附件、圖面及簿冊等，應建檔管理 

 及保持完整，並依其性質及重要性分類，永久保存或保存十五年以上。但依檔案電子 

 儲存管理實施辦法規定，以電子化方式儲存者，紙本保存期限得縮短為三年。

 前項型式檢定業務檔案資料，應妥為保存及保密，以維申請者之權益。檢定機構對於 

 第一項之定期保存檔案，其已逾法定保存年限而需銷毀者，應電子儲存，始得為之。

二十三、檢定機構應置備簿冊記錄下列事項，並於每月五日前，將前一個月之執行情形及型式 

 檢定結果報告表（附表五），以電子傳輸方式傳送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站：

 (一)申請檢定或展延期限之申請人姓名、名稱、地址及電話。

 (二)檢定或展延期限之機械設備器具種類型式及性能。

 (三)實施檢定及展延期限之年月日。

 (四)所發檢定合格證明書之字號。

 (五)實施檢定之檢定員姓名。

 (六)判定檢定通過與否之檢定主管姓名。

 (七)檢定或展延期限不合格者，其不合格理由。

 (八)其他執行檢定業務有關事項。

二十四、檢定機構對於檢定業務相關文件資料，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傳送電子檔案至中央 

 主管機關建置之檔案資料庫或其指定之資訊網站。但依法或依國際標準  ISO／  

 IEC17025及ISO／IEC17065有保密義務者，不在此限。

 前項應傳送之業務文件，其電子檔案範圍及檔案格式等事項，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辦理。

二十五、檢定機構於檢定人員有異動時，應於異動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異動人員名冊及新 

 進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二十六、檢定機構擬終止或中止檢定業務時，應於事前三個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檢定機構有前項情形者，應將未完成之檢定案件，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機 

 構接辦。

二十七、中央主管機關為監督檢定機構執行檢定業務情形，得實施現場督導或查核，必要時， 

 並得索取檢定相關紀錄、簿冊等資料及詢問有關人員。

 檢定機構應就前項現場督導或查核事項，提出相關紀錄、報告、文件或說明，並就 

 中央主管機關書面通知應改善事項，於限期內改善之。

 二十八、為維護檢定機構之獨立性與公正性，其所任用之檢定主管、檢定員、相關行政及技 

 術人員應避免下列行為：

 (一)洩漏因業務所持有或知悉之生產技術、設備及經營財務等秘密；離職後亦同。

 (二)與申請檢定之申請人發生直接或間接財務關係。

- 02 -

雙月刊 期193化彰 工業



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執行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錄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型式檢定業務，特 

 訂定本要點。

二、行政機關、學術機構及非營利法人得申請為型式檢定（以下簡稱檢定）機構。

三、檢定機構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如下：

 (一)具有從事檢定業務能力、固定辦事處所、組織健全及財務基礎良好。

 (二)具備檢定所必要之測試用設備、器具及個人防護具（附表一）。

 (三)備有申請第四款及第五款認證之品質手冊文件(以下簡稱品質手冊)，或訂有載明下列 

  事項之檢定管理手冊：

 １、組織及權責。

 ２、檢定主管與檢定員之選任、解任、配置、訓練、資格審定、編組及分工。

 ３、檢定作業程序及檢定標準之作業方法。

 ４、檢定業務之品保措施及基準。

 ５、檢定文件及紀錄管制。

 ６、實施檢定業務之時間。

 ７、實施檢定業務之場所。

 ８、檢定費用之收費標準及收費方式。

 ９、檢定合格證明書之發給、變更記載、補發、換發及繳還。

 １０、檢定有關文件及帳簿之保存。

 (四)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之專業檢測實驗室，並通過由簽署國際認證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 

  組織（以下簡稱認證組織）之國際標準ISO／IEC17025相關領域認證。

 (五)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之產品驗證部門，並通過由認證組織之國際標準ISO／IEC17065 

 相關領域認證。

 (六)置有符合資格之檢定主管一人及檢定員二人以上。

 (七)設有業務檔案室或可妥為保存檔案資料文件之場所。

 (八)具有執行檢定業務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定認證，應由簽署國際認證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組織為之。

四、檢定機構之檢測實驗室應置實驗室主管、技術主管、品質主管及檢測員等人員。

 前項人員於必要時，得相互兼任之。但專職人員應至少為二人。

 第一項實驗室之技術主管之資格，準用檢定員相關規定；品質主管之資格，應為大專以

 上畢業、曾受品質管理相關專業訓練及從事相關檢測領域品質管理實務工作三年以上。

五、申請為檢定機構者，應檢附申請表（附表二）及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但行 

 政機關得免檢附：

 (一)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

 (二)載明成立宗旨、任務及組織概況等事項之組織章程。

 (三)記載下列事項之書面文件：

 １、檢測用設備及必要個人防護具清單。

 ２、檢定主管、檢定員名冊與其擬任檢定對象產品有關之學經歷文件及服務證明等相 

  關證明文件。

 ３、有經營檢定以外業務者，附兼營業務種類及概要。

 (四)型式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

 (五)符合第三點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國際標準  ISO/IEC  17025  及  ISO/IEC  17065  相關領 

  域認證證書。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者。

六、檢定機構應依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規定執行業務。

 前項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應為輔助檢定業務之執行，且應適時修正，以符實際需要。

七、檢定主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學系碩士以上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 

  具之研究、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三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 

  者。

 (二)大專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系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具之研究 

  、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五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組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 

  具之研究、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七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 

  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資格者。

八、檢定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學系碩士以上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 

  、製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一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二)大專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系以上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製 

  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二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組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 

  、製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三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資格者。

九、檢定機構對於新進之檢定主管及檢定員，應於任職前施予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前訓練 

 十二小時以上；每年並應施予在職訓練六小時以上。

 檢定機構應任命已受前項訓練之人員從事檢定業務。

 未受第一項訓練之人員，檢定機構應通知限期補訓完成，始能從事檢定業務。

十、中央主管機關對依第五點規定提出申請之機構，應審查其所送文件，並經現場實地評核認 

 可後，公告周知；檢定機構申請變更檢定種類時，亦同。

 前項認可之期限最長為三年，檢定機構於期限屆滿擬繼續辦理者，應於屆滿日前三個月內 

 ，填具申請表（附表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每次展延期限最長為三年。

十一、申請型式檢定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檢定機構提出：

 (一)依法登記文件，包括工廠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相當設立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附：

  １、依法無須設立登記。

  ２、相關資料已登錄有案，且其記載事項無變更。

  ３、國外申請者，其無國內營業據點。

 (二)機械設備器具基本資料。

 (三)型式名稱說明書：包括型錄、產品名稱、產品外觀圖、商品分類號列、主機台及控 

  制台基本規格等說明資訊。

 (四)歸類為同一型式之理由說明書。但為單品申請型式檢定者，免附。

 (五)主型式及系列型式清單。

 (六)構造圖，包括產品安全裝置性能示意圖及安裝位置。

 (七)有電氣、氣壓或液壓回路者，附各該回路圖。

 (八)性能說明書。

 (九)產品之安裝、操作、保養、維修說明書及危害之保護對策。

 (十)產品安全裝置及安全配備清單，包括相關裝置之品名、規格、安全構造、性能及防 

   護與符合性說明、重要零組件驗證測試報告及相關強度計算。

 (十一)製程說明文件。但為單品申請型式檢定者，免附。

   檢定機構認有必要時，得要求前項申請人另提供相關試驗報告、文件或物件。

   第一項所定文件資料應以中文為主，並得輔以英文或其他外文；文件為英文以外 

   之外文者，並須附具英譯本對照。

   檢定機構為辦理前二項資料之保存及管理，得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資料之電子檔 

   。

十二、檢定機構受理申請後，應為檢定，並為必要之測試及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檢定機 

 構辦理檢定業務時，應以檢定機構名義為之。但檢定相關之測試或生產技術品

 質一致性查核工作，得由檢定機構依其專業及技術需求，另委由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之測試實驗室或專業機構辦理。

 前項檢測工作，因情況特殊而擬採監督試驗或臨場試驗時，檢定機構應擬具評估分析報 

 告，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為之。

十三、檢定機構對於國外輸入之機械、設備及器具，其申請人所附國外試驗報告、檢驗證明或 

 相關驗證文件，為依我國與他國、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簽定雙邊或多邊相互承認協定或 

 協約規定所簽發者，得承認其效力，並據以免除前點所定全部或部分之檢定或測試。但 

 因未簽定協定、協約或其他特殊原因致執行有困難者，得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以實驗 

 室對實驗室方式相互承認試驗報告。

十四、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檢定機構應發給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附表三） 

 ，交申請人收執，以資證明。

 檢定機構核發前項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時，應通知申請人在與送驗機型歸屬同一型式系 

 列機型之產品本體明顯處，張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附表四），以資識別。但因本體太 

 小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無法標示時，產品之製造者或輸入者得以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其他方式標示之。

 前項產品已依法張貼安全標示者，得免張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檢定機構對於檢定不合 

 格者，應以書面說明不合格理由，復知申請人。

十五、前點第一項所定之檢定合格證明書有效期限為三年。期限屆滿擬繼續使用者，申請人應 

 於期限屆滿日前三個月內，檢附原發證明書及相關圖面、文件，向檢定機構申請展延， 

 每次展延期限為三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重新申請檢定：

 (一)型式構造經變更設計，致與原檢定合格之型式不符。

 (二)檢定所依據之法規已修正。

 (三)逾檢定合格證明書效期。檢定機構核可前項檢定合格期限之展延時，應收回原發證 

  明書，換發新證明書交申請人收執。

十六、檢定合格證明書於有效期限內，有遺失、滅失、污損或須變更者，得備具下列文件向原 

 發證機構申請補發、換發或變更記載：

 (一)遺失或滅失：敘明事由之切結書。

 (二)污損致不堪使用：原領證明書。

 (三)登載事項有異動：名稱、地址等相關資料異動之證明文件。

十七、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檢定機構應廢止其 

 型式檢定合格及限期繳回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一)經購樣、取樣檢驗結果不符合型式檢定所依據之法規。

 (二)經限期提供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技術文件或樣品，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或屆期仍 

  未提供。

 (三)型式檢定合格產品因瑕疵造成重大傷害或危害。

 (四)經依第十二點規定，發現產品實體與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所載事項不符，經通知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五)型式檢定合格產品產製廠場未符合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

 (六)型式檢定合格產品未符合第十四點所定標示規定，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七)依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應重新申請檢定，自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  

  內未申請換發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八)型式檢定所依據之法規已廢止。

 (九)其他經檢定機構認定違規情節重大。前項涉及刑責者，應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

十八、以詐欺或虛偽不實之方法取得型式檢定合格者，檢定機構應撤銷其型式檢定合格及限期 

 繳回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其有涉及刑責者，應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十九、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檢定機構應註銷其 

 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一)自行申請註銷。

 (二)設立登記文件經依法撤銷、廢止或註銷。

 (三)事業單位經依法解散、歇業或撤回認許。

二十、檢定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令其暫停辦理型式檢定業務：

 (一)經國內認證組織暫停其檢定業務有關之認證資格。

 (二)檢定機構所採用之符合性評鑑機構，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三)經通知限期提供資料，無正當理由屆期未提供。

 (四)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查核，無正當理由未配合辦理。

 (五)有申訴、陳情或爭議案件時，應配合辦理而未配合辦理。

 (六)未依第二十五點規定，或遷移固定辦事處所、變更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者， 

  未於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相關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經通知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

  檢定機構已改正前項情形，並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始得恢復辦理型式檢定業

  務。

二十一、檢定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全部或一部之認可：

 (一)主動申請終止或中止認可。

 (二)經國內認證組織撤銷或廢止其認證資格。

 (三)檢定機構喪失執行型式檢定業務能力，或有礙公正有效執行型式檢定業務。

 (四)怠於辦理型式檢定及相關符合性評鑑業務。

  (五)未依第十點規定辦理申請核准或變更，或未經核准前，擅自執行型式檢定業務。

 (六)檢定機構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第二十七點所定現場督導或查核。

 (七)未於第二十七點規定期間內完成改善，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符合者，逕自恢復 

  型式檢定業務。

 (八)未依第二十八點規定遵守利益迴避或保密義務原則。

 (九)核發之檢定合格證明書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十)接受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飲宴應酬或請託關說，或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 

  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利益，情節重大。

 (十一)其他違反法令規定，情節重大。

   檢定機構有前項情形者，應將未完成之檢定案件，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 

   他機構接辦。

二十二、檢定機構對於執行檢定業務相關案卷資料之原本、附件、圖面及簿冊等，應建檔管理 

 及保持完整，並依其性質及重要性分類，永久保存或保存十五年以上。但依檔案電子 

 儲存管理實施辦法規定，以電子化方式儲存者，紙本保存期限得縮短為三年。

 前項型式檢定業務檔案資料，應妥為保存及保密，以維申請者之權益。檢定機構對於 

 第一項之定期保存檔案，其已逾法定保存年限而需銷毀者，應電子儲存，始得為之。

二十三、檢定機構應置備簿冊記錄下列事項，並於每月五日前，將前一個月之執行情形及型式 

 檢定結果報告表（附表五），以電子傳輸方式傳送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站：

 (一)申請檢定或展延期限之申請人姓名、名稱、地址及電話。

 (二)檢定或展延期限之機械設備器具種類型式及性能。

 (三)實施檢定及展延期限之年月日。

 (四)所發檢定合格證明書之字號。

 (五)實施檢定之檢定員姓名。

 (六)判定檢定通過與否之檢定主管姓名。

 (七)檢定或展延期限不合格者，其不合格理由。

 (八)其他執行檢定業務有關事項。

二十四、檢定機構對於檢定業務相關文件資料，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傳送電子檔案至中央 

 主管機關建置之檔案資料庫或其指定之資訊網站。但依法或依國際標準  ISO／  

 IEC17025及ISO／IEC17065有保密義務者，不在此限。

 前項應傳送之業務文件，其電子檔案範圍及檔案格式等事項，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辦理。

二十五、檢定機構於檢定人員有異動時，應於異動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異動人員名冊及新 

 進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二十六、檢定機構擬終止或中止檢定業務時，應於事前三個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檢定機構有前項情形者，應將未完成之檢定案件，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機 

 構接辦。

二十七、中央主管機關為監督檢定機構執行檢定業務情形，得實施現場督導或查核，必要時， 

 並得索取檢定相關紀錄、簿冊等資料及詢問有關人員。

 檢定機構應就前項現場督導或查核事項，提出相關紀錄、報告、文件或說明，並就 

 中央主管機關書面通知應改善事項，於限期內改善之。

 二十八、為維護檢定機構之獨立性與公正性，其所任用之檢定主管、檢定員、相關行政及技 

 術人員應避免下列行為：

 (一)洩漏因業務所持有或知悉之生產技術、設備及經營財務等秘密；離職後亦同。

 (二)與申請檢定之申請人發生直接或間接財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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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執行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錄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型式檢定業務，特 

 訂定本要點。

二、行政機關、學術機構及非營利法人得申請為型式檢定（以下簡稱檢定）機構。

三、檢定機構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如下：

 (一)具有從事檢定業務能力、固定辦事處所、組織健全及財務基礎良好。

 (二)具備檢定所必要之測試用設備、器具及個人防護具（附表一）。

 (三)備有申請第四款及第五款認證之品質手冊文件(以下簡稱品質手冊)，或訂有載明下列 

  事項之檢定管理手冊：

 １、組織及權責。

 ２、檢定主管與檢定員之選任、解任、配置、訓練、資格審定、編組及分工。

 ３、檢定作業程序及檢定標準之作業方法。

 ４、檢定業務之品保措施及基準。

 ５、檢定文件及紀錄管制。

 ６、實施檢定業務之時間。

 ７、實施檢定業務之場所。

 ８、檢定費用之收費標準及收費方式。

 ９、檢定合格證明書之發給、變更記載、補發、換發及繳還。

 １０、檢定有關文件及帳簿之保存。

 (四)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之專業檢測實驗室，並通過由簽署國際認證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 

  組織（以下簡稱認證組織）之國際標準ISO／IEC17025相關領域認證。

 (五)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之產品驗證部門，並通過由認證組織之國際標準ISO／IEC17065 

 相關領域認證。

 (六)置有符合資格之檢定主管一人及檢定員二人以上。

 (七)設有業務檔案室或可妥為保存檔案資料文件之場所。

 (八)具有執行檢定業務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定認證，應由簽署國際認證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組織為之。

四、檢定機構之檢測實驗室應置實驗室主管、技術主管、品質主管及檢測員等人員。

 前項人員於必要時，得相互兼任之。但專職人員應至少為二人。

 第一項實驗室之技術主管之資格，準用檢定員相關規定；品質主管之資格，應為大專以

 上畢業、曾受品質管理相關專業訓練及從事相關檢測領域品質管理實務工作三年以上。

五、申請為檢定機構者，應檢附申請表（附表二）及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但行 

 政機關得免檢附：

 (一)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

 (二)載明成立宗旨、任務及組織概況等事項之組織章程。

 (三)記載下列事項之書面文件：

 １、檢測用設備及必要個人防護具清單。

 ２、檢定主管、檢定員名冊與其擬任檢定對象產品有關之學經歷文件及服務證明等相 

  關證明文件。

 ３、有經營檢定以外業務者，附兼營業務種類及概要。

 (四)型式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

 (五)符合第三點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國際標準  ISO/IEC  17025  及  ISO/IEC  17065  相關領 

  域認證證書。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者。

六、檢定機構應依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規定執行業務。

 前項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應為輔助檢定業務之執行，且應適時修正，以符實際需要。

七、檢定主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學系碩士以上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 

  具之研究、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三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 

  者。

 (二)大專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系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具之研究 

  、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五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組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 

  具之研究、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七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 

  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資格者。

八、檢定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學系碩士以上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 

  、製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一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二)大專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系以上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製 

  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二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組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 

  、製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三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資格者。

九、檢定機構對於新進之檢定主管及檢定員，應於任職前施予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前訓練 

 十二小時以上；每年並應施予在職訓練六小時以上。

 檢定機構應任命已受前項訓練之人員從事檢定業務。

 未受第一項訓練之人員，檢定機構應通知限期補訓完成，始能從事檢定業務。

十、中央主管機關對依第五點規定提出申請之機構，應審查其所送文件，並經現場實地評核認 

 可後，公告周知；檢定機構申請變更檢定種類時，亦同。

 前項認可之期限最長為三年，檢定機構於期限屆滿擬繼續辦理者，應於屆滿日前三個月內 

 ，填具申請表（附表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每次展延期限最長為三年。

十一、申請型式檢定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檢定機構提出：

 (一)依法登記文件，包括工廠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相當設立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附：

  １、依法無須設立登記。

  ２、相關資料已登錄有案，且其記載事項無變更。

  ３、國外申請者，其無國內營業據點。

 (二)機械設備器具基本資料。

 (三)型式名稱說明書：包括型錄、產品名稱、產品外觀圖、商品分類號列、主機台及控 

  制台基本規格等說明資訊。

 (四)歸類為同一型式之理由說明書。但為單品申請型式檢定者，免附。

 (五)主型式及系列型式清單。

 (六)構造圖，包括產品安全裝置性能示意圖及安裝位置。

 (七)有電氣、氣壓或液壓回路者，附各該回路圖。

 (八)性能說明書。

 (九)產品之安裝、操作、保養、維修說明書及危害之保護對策。

 (十)產品安全裝置及安全配備清單，包括相關裝置之品名、規格、安全構造、性能及防 

   護與符合性說明、重要零組件驗證測試報告及相關強度計算。

 (十一)製程說明文件。但為單品申請型式檢定者，免附。

   檢定機構認有必要時，得要求前項申請人另提供相關試驗報告、文件或物件。

   第一項所定文件資料應以中文為主，並得輔以英文或其他外文；文件為英文以外 

   之外文者，並須附具英譯本對照。

   檢定機構為辦理前二項資料之保存及管理，得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資料之電子檔 

   。

十二、檢定機構受理申請後，應為檢定，並為必要之測試及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檢定機 

 構辦理檢定業務時，應以檢定機構名義為之。但檢定相關之測試或生產技術品

 質一致性查核工作，得由檢定機構依其專業及技術需求，另委由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之測試實驗室或專業機構辦理。

 前項檢測工作，因情況特殊而擬採監督試驗或臨場試驗時，檢定機構應擬具評估分析報 

 告，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為之。

十三、檢定機構對於國外輸入之機械、設備及器具，其申請人所附國外試驗報告、檢驗證明或 

 相關驗證文件，為依我國與他國、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簽定雙邊或多邊相互承認協定或 

 協約規定所簽發者，得承認其效力，並據以免除前點所定全部或部分之檢定或測試。但 

 因未簽定協定、協約或其他特殊原因致執行有困難者，得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以實驗 

 室對實驗室方式相互承認試驗報告。

十四、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檢定機構應發給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附表三） 

 ，交申請人收執，以資證明。

 檢定機構核發前項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時，應通知申請人在與送驗機型歸屬同一型式系 

 列機型之產品本體明顯處，張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附表四），以資識別。但因本體太 

 小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無法標示時，產品之製造者或輸入者得以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其他方式標示之。

 前項產品已依法張貼安全標示者，得免張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檢定機構對於檢定不合 

 格者，應以書面說明不合格理由，復知申請人。

十五、前點第一項所定之檢定合格證明書有效期限為三年。期限屆滿擬繼續使用者，申請人應 

 於期限屆滿日前三個月內，檢附原發證明書及相關圖面、文件，向檢定機構申請展延， 

 每次展延期限為三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重新申請檢定：

 (一)型式構造經變更設計，致與原檢定合格之型式不符。

 (二)檢定所依據之法規已修正。

 (三)逾檢定合格證明書效期。檢定機構核可前項檢定合格期限之展延時，應收回原發證 

  明書，換發新證明書交申請人收執。

十六、檢定合格證明書於有效期限內，有遺失、滅失、污損或須變更者，得備具下列文件向原 

 發證機構申請補發、換發或變更記載：

 (一)遺失或滅失：敘明事由之切結書。

 (二)污損致不堪使用：原領證明書。

 (三)登載事項有異動：名稱、地址等相關資料異動之證明文件。

十七、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檢定機構應廢止其 

 型式檢定合格及限期繳回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一)經購樣、取樣檢驗結果不符合型式檢定所依據之法規。

 (二)經限期提供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技術文件或樣品，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或屆期仍 

  未提供。

 (三)型式檢定合格產品因瑕疵造成重大傷害或危害。

 (四)經依第十二點規定，發現產品實體與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所載事項不符，經通知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五)型式檢定合格產品產製廠場未符合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

 (六)型式檢定合格產品未符合第十四點所定標示規定，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七)依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應重新申請檢定，自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  

  內未申請換發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八)型式檢定所依據之法規已廢止。

 (九)其他經檢定機構認定違規情節重大。前項涉及刑責者，應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

十八、以詐欺或虛偽不實之方法取得型式檢定合格者，檢定機構應撤銷其型式檢定合格及限期 

 繳回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其有涉及刑責者，應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十九、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檢定機構應註銷其 

 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一)自行申請註銷。

 (二)設立登記文件經依法撤銷、廢止或註銷。

 (三)事業單位經依法解散、歇業或撤回認許。

二十、檢定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令其暫停辦理型式檢定業務：

 (一)經國內認證組織暫停其檢定業務有關之認證資格。

 (二)檢定機構所採用之符合性評鑑機構，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三)經通知限期提供資料，無正當理由屆期未提供。

 (四)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查核，無正當理由未配合辦理。

 (五)有申訴、陳情或爭議案件時，應配合辦理而未配合辦理。

 (六)未依第二十五點規定，或遷移固定辦事處所、變更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者， 

  未於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相關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經通知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

  檢定機構已改正前項情形，並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始得恢復辦理型式檢定業

  務。

二十一、檢定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全部或一部之認可：

 (一)主動申請終止或中止認可。

 (二)經國內認證組織撤銷或廢止其認證資格。

 (三)檢定機構喪失執行型式檢定業務能力，或有礙公正有效執行型式檢定業務。

 (四)怠於辦理型式檢定及相關符合性評鑑業務。

  (五)未依第十點規定辦理申請核准或變更，或未經核准前，擅自執行型式檢定業務。

 (六)檢定機構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第二十七點所定現場督導或查核。

 (七)未於第二十七點規定期間內完成改善，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符合者，逕自恢復 

  型式檢定業務。

 (八)未依第二十八點規定遵守利益迴避或保密義務原則。

 (九)核發之檢定合格證明書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十)接受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飲宴應酬或請託關說，或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 

  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利益，情節重大。

 (十一)其他違反法令規定，情節重大。

   檢定機構有前項情形者，應將未完成之檢定案件，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 

   他機構接辦。

二十二、檢定機構對於執行檢定業務相關案卷資料之原本、附件、圖面及簿冊等，應建檔管理 

 及保持完整，並依其性質及重要性分類，永久保存或保存十五年以上。但依檔案電子 

 儲存管理實施辦法規定，以電子化方式儲存者，紙本保存期限得縮短為三年。

 前項型式檢定業務檔案資料，應妥為保存及保密，以維申請者之權益。檢定機構對於 

 第一項之定期保存檔案，其已逾法定保存年限而需銷毀者，應電子儲存，始得為之。

二十三、檢定機構應置備簿冊記錄下列事項，並於每月五日前，將前一個月之執行情形及型式 

 檢定結果報告表（附表五），以電子傳輸方式傳送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站：

 (一)申請檢定或展延期限之申請人姓名、名稱、地址及電話。

 (二)檢定或展延期限之機械設備器具種類型式及性能。

 (三)實施檢定及展延期限之年月日。

 (四)所發檢定合格證明書之字號。

 (五)實施檢定之檢定員姓名。

 (六)判定檢定通過與否之檢定主管姓名。

 (七)檢定或展延期限不合格者，其不合格理由。

 (八)其他執行檢定業務有關事項。

二十四、檢定機構對於檢定業務相關文件資料，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傳送電子檔案至中央 

 主管機關建置之檔案資料庫或其指定之資訊網站。但依法或依國際標準  ISO／  

 IEC17025及ISO／IEC17065有保密義務者，不在此限。

 前項應傳送之業務文件，其電子檔案範圍及檔案格式等事項，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辦理。

二十五、檢定機構於檢定人員有異動時，應於異動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異動人員名冊及新 

 進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二十六、檢定機構擬終止或中止檢定業務時，應於事前三個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檢定機構有前項情形者，應將未完成之檢定案件，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機 

 構接辦。

二十七、中央主管機關為監督檢定機構執行檢定業務情形，得實施現場督導或查核，必要時， 

 並得索取檢定相關紀錄、簿冊等資料及詢問有關人員。

 檢定機構應就前項現場督導或查核事項，提出相關紀錄、報告、文件或說明，並就 

 中央主管機關書面通知應改善事項，於限期內改善之。

 二十八、為維護檢定機構之獨立性與公正性，其所任用之檢定主管、檢定員、相關行政及技 

 術人員應避免下列行為：

 (一)洩漏因業務所持有或知悉之生產技術、設備及經營財務等秘密；離職後亦同。

 (二)與申請檢定之申請人發生直接或間接財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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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執行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錄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型式檢定業務，特 

 訂定本要點。

二、行政機關、學術機構及非營利法人得申請為型式檢定（以下簡稱檢定）機構。

三、檢定機構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如下：

 (一)具有從事檢定業務能力、固定辦事處所、組織健全及財務基礎良好。

 (二)具備檢定所必要之測試用設備、器具及個人防護具（附表一）。

 (三)備有申請第四款及第五款認證之品質手冊文件(以下簡稱品質手冊)，或訂有載明下列 

  事項之檢定管理手冊：

 １、組織及權責。

 ２、檢定主管與檢定員之選任、解任、配置、訓練、資格審定、編組及分工。

 ３、檢定作業程序及檢定標準之作業方法。

 ４、檢定業務之品保措施及基準。

 ５、檢定文件及紀錄管制。

 ６、實施檢定業務之時間。

 ７、實施檢定業務之場所。

 ８、檢定費用之收費標準及收費方式。

 ９、檢定合格證明書之發給、變更記載、補發、換發及繳還。

 １０、檢定有關文件及帳簿之保存。

 (四)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之專業檢測實驗室，並通過由簽署國際認證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 

  組織（以下簡稱認證組織）之國際標準ISO／IEC17025相關領域認證。

 (五)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之產品驗證部門，並通過由認證組織之國際標準ISO／IEC17065 

 相關領域認證。

 (六)置有符合資格之檢定主管一人及檢定員二人以上。

 (七)設有業務檔案室或可妥為保存檔案資料文件之場所。

 (八)具有執行檢定業務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定認證，應由簽署國際認證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組織為之。

四、檢定機構之檢測實驗室應置實驗室主管、技術主管、品質主管及檢測員等人員。

 前項人員於必要時，得相互兼任之。但專職人員應至少為二人。

 第一項實驗室之技術主管之資格，準用檢定員相關規定；品質主管之資格，應為大專以

 上畢業、曾受品質管理相關專業訓練及從事相關檢測領域品質管理實務工作三年以上。

五、申請為檢定機構者，應檢附申請表（附表二）及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但行 

 政機關得免檢附：

 (一)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

 (二)載明成立宗旨、任務及組織概況等事項之組織章程。

 (三)記載下列事項之書面文件：

 １、檢測用設備及必要個人防護具清單。

 ２、檢定主管、檢定員名冊與其擬任檢定對象產品有關之學經歷文件及服務證明等相 

  關證明文件。

 ３、有經營檢定以外業務者，附兼營業務種類及概要。

 (四)型式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

 (五)符合第三點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國際標準  ISO/IEC  17025  及  ISO/IEC  17065  相關領 

  域認證證書。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者。

六、檢定機構應依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規定執行業務。

 前項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應為輔助檢定業務之執行，且應適時修正，以符實際需要。

七、檢定主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學系碩士以上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 

  具之研究、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三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 

  者。

 (二)大專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系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具之研究 

  、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五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組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 

  具之研究、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七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 

  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資格者。

八、檢定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學系碩士以上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 

  、製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一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二)大專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系以上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製 

  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二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組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 

  、製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三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資格者。

九、檢定機構對於新進之檢定主管及檢定員，應於任職前施予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前訓練 

 十二小時以上；每年並應施予在職訓練六小時以上。

 檢定機構應任命已受前項訓練之人員從事檢定業務。

 未受第一項訓練之人員，檢定機構應通知限期補訓完成，始能從事檢定業務。

十、中央主管機關對依第五點規定提出申請之機構，應審查其所送文件，並經現場實地評核認 

 可後，公告周知；檢定機構申請變更檢定種類時，亦同。

 前項認可之期限最長為三年，檢定機構於期限屆滿擬繼續辦理者，應於屆滿日前三個月內 

 ，填具申請表（附表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每次展延期限最長為三年。

十一、申請型式檢定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檢定機構提出：

 (一)依法登記文件，包括工廠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相當設立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附：

  １、依法無須設立登記。

  ２、相關資料已登錄有案，且其記載事項無變更。

  ３、國外申請者，其無國內營業據點。

 (二)機械設備器具基本資料。

 (三)型式名稱說明書：包括型錄、產品名稱、產品外觀圖、商品分類號列、主機台及控 

  制台基本規格等說明資訊。

 (四)歸類為同一型式之理由說明書。但為單品申請型式檢定者，免附。

 (五)主型式及系列型式清單。

 (六)構造圖，包括產品安全裝置性能示意圖及安裝位置。

 (七)有電氣、氣壓或液壓回路者，附各該回路圖。

 (八)性能說明書。

 (九)產品之安裝、操作、保養、維修說明書及危害之保護對策。

 (十)產品安全裝置及安全配備清單，包括相關裝置之品名、規格、安全構造、性能及防 

   護與符合性說明、重要零組件驗證測試報告及相關強度計算。

 (十一)製程說明文件。但為單品申請型式檢定者，免附。

   檢定機構認有必要時，得要求前項申請人另提供相關試驗報告、文件或物件。

   第一項所定文件資料應以中文為主，並得輔以英文或其他外文；文件為英文以外 

   之外文者，並須附具英譯本對照。

   檢定機構為辦理前二項資料之保存及管理，得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資料之電子檔 

   。

十二、檢定機構受理申請後，應為檢定，並為必要之測試及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檢定機 

 構辦理檢定業務時，應以檢定機構名義為之。但檢定相關之測試或生產技術品

 質一致性查核工作，得由檢定機構依其專業及技術需求，另委由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之測試實驗室或專業機構辦理。

 前項檢測工作，因情況特殊而擬採監督試驗或臨場試驗時，檢定機構應擬具評估分析報 

 告，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為之。

十三、檢定機構對於國外輸入之機械、設備及器具，其申請人所附國外試驗報告、檢驗證明或 

 相關驗證文件，為依我國與他國、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簽定雙邊或多邊相互承認協定或 

 協約規定所簽發者，得承認其效力，並據以免除前點所定全部或部分之檢定或測試。但 

 因未簽定協定、協約或其他特殊原因致執行有困難者，得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以實驗 

 室對實驗室方式相互承認試驗報告。

十四、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檢定機構應發給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附表三） 

 ，交申請人收執，以資證明。

 檢定機構核發前項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時，應通知申請人在與送驗機型歸屬同一型式系 

 列機型之產品本體明顯處，張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附表四），以資識別。但因本體太 

 小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無法標示時，產品之製造者或輸入者得以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其他方式標示之。

 前項產品已依法張貼安全標示者，得免張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檢定機構對於檢定不合 

 格者，應以書面說明不合格理由，復知申請人。

十五、前點第一項所定之檢定合格證明書有效期限為三年。期限屆滿擬繼續使用者，申請人應 

 於期限屆滿日前三個月內，檢附原發證明書及相關圖面、文件，向檢定機構申請展延， 

 每次展延期限為三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重新申請檢定：

 (一)型式構造經變更設計，致與原檢定合格之型式不符。

 (二)檢定所依據之法規已修正。

 (三)逾檢定合格證明書效期。檢定機構核可前項檢定合格期限之展延時，應收回原發證 

  明書，換發新證明書交申請人收執。

十六、檢定合格證明書於有效期限內，有遺失、滅失、污損或須變更者，得備具下列文件向原 

 發證機構申請補發、換發或變更記載：

 (一)遺失或滅失：敘明事由之切結書。

 (二)污損致不堪使用：原領證明書。

 (三)登載事項有異動：名稱、地址等相關資料異動之證明文件。

十七、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檢定機構應廢止其 

 型式檢定合格及限期繳回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一)經購樣、取樣檢驗結果不符合型式檢定所依據之法規。

 (二)經限期提供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技術文件或樣品，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或屆期仍 

  未提供。

 (三)型式檢定合格產品因瑕疵造成重大傷害或危害。

 (四)經依第十二點規定，發現產品實體與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所載事項不符，經通知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五)型式檢定合格產品產製廠場未符合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

 (六)型式檢定合格產品未符合第十四點所定標示規定，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七)依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應重新申請檢定，自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  

  內未申請換發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八)型式檢定所依據之法規已廢止。

 (九)其他經檢定機構認定違規情節重大。前項涉及刑責者，應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

十八、以詐欺或虛偽不實之方法取得型式檢定合格者，檢定機構應撤銷其型式檢定合格及限期 

 繳回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其有涉及刑責者，應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十九、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檢定機構應註銷其 

 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一)自行申請註銷。

 (二)設立登記文件經依法撤銷、廢止或註銷。

 (三)事業單位經依法解散、歇業或撤回認許。

二十、檢定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令其暫停辦理型式檢定業務：

 (一)經國內認證組織暫停其檢定業務有關之認證資格。

 (二)檢定機構所採用之符合性評鑑機構，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三)經通知限期提供資料，無正當理由屆期未提供。

 (四)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查核，無正當理由未配合辦理。

 (五)有申訴、陳情或爭議案件時，應配合辦理而未配合辦理。

 (六)未依第二十五點規定，或遷移固定辦事處所、變更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者， 

  未於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相關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經通知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

  檢定機構已改正前項情形，並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始得恢復辦理型式檢定業

  務。

二十一、檢定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全部或一部之認可：

 (一)主動申請終止或中止認可。

 (二)經國內認證組織撤銷或廢止其認證資格。

 (三)檢定機構喪失執行型式檢定業務能力，或有礙公正有效執行型式檢定業務。

 (四)怠於辦理型式檢定及相關符合性評鑑業務。

  (五)未依第十點規定辦理申請核准或變更，或未經核准前，擅自執行型式檢定業務。

 (六)檢定機構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第二十七點所定現場督導或查核。

 (七)未於第二十七點規定期間內完成改善，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符合者，逕自恢復 

  型式檢定業務。

 (八)未依第二十八點規定遵守利益迴避或保密義務原則。

 (九)核發之檢定合格證明書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十)接受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飲宴應酬或請託關說，或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 

  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利益，情節重大。

 (十一)其他違反法令規定，情節重大。

   檢定機構有前項情形者，應將未完成之檢定案件，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 

   他機構接辦。

二十二、檢定機構對於執行檢定業務相關案卷資料之原本、附件、圖面及簿冊等，應建檔管理 

 及保持完整，並依其性質及重要性分類，永久保存或保存十五年以上。但依檔案電子 

 儲存管理實施辦法規定，以電子化方式儲存者，紙本保存期限得縮短為三年。

 前項型式檢定業務檔案資料，應妥為保存及保密，以維申請者之權益。檢定機構對於 

 第一項之定期保存檔案，其已逾法定保存年限而需銷毀者，應電子儲存，始得為之。

二十三、檢定機構應置備簿冊記錄下列事項，並於每月五日前，將前一個月之執行情形及型式 

 檢定結果報告表（附表五），以電子傳輸方式傳送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站：

 (一)申請檢定或展延期限之申請人姓名、名稱、地址及電話。

 (二)檢定或展延期限之機械設備器具種類型式及性能。

 (三)實施檢定及展延期限之年月日。

 (四)所發檢定合格證明書之字號。

 (五)實施檢定之檢定員姓名。

 (六)判定檢定通過與否之檢定主管姓名。

 (七)檢定或展延期限不合格者，其不合格理由。

 (八)其他執行檢定業務有關事項。

二十四、檢定機構對於檢定業務相關文件資料，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傳送電子檔案至中央 

 主管機關建置之檔案資料庫或其指定之資訊網站。但依法或依國際標準  ISO／  

 IEC17025及ISO／IEC17065有保密義務者，不在此限。

 前項應傳送之業務文件，其電子檔案範圍及檔案格式等事項，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辦理。

二十五、檢定機構於檢定人員有異動時，應於異動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異動人員名冊及新 

 進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二十六、檢定機構擬終止或中止檢定業務時，應於事前三個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檢定機構有前項情形者，應將未完成之檢定案件，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機 

 構接辦。

二十七、中央主管機關為監督檢定機構執行檢定業務情形，得實施現場督導或查核，必要時， 

 並得索取檢定相關紀錄、簿冊等資料及詢問有關人員。

 檢定機構應就前項現場督導或查核事項，提出相關紀錄、報告、文件或說明，並就 

 中央主管機關書面通知應改善事項，於限期內改善之。

 二十八、為維護檢定機構之獨立性與公正性，其所任用之檢定主管、檢定員、相關行政及技 

 術人員應避免下列行為：

 (一)洩漏因業務所持有或知悉之生產技術、設備及經營財務等秘密；離職後亦同。

 (二)與申請檢定之申請人發生直接或間接財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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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執行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錄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型式檢定業務，特 

 訂定本要點。

二、行政機關、學術機構及非營利法人得申請為型式檢定（以下簡稱檢定）機構。

三、檢定機構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如下：

 (一)具有從事檢定業務能力、固定辦事處所、組織健全及財務基礎良好。

 (二)具備檢定所必要之測試用設備、器具及個人防護具（附表一）。

 (三)備有申請第四款及第五款認證之品質手冊文件(以下簡稱品質手冊)，或訂有載明下列 

  事項之檢定管理手冊：

 １、組織及權責。

 ２、檢定主管與檢定員之選任、解任、配置、訓練、資格審定、編組及分工。

 ３、檢定作業程序及檢定標準之作業方法。

 ４、檢定業務之品保措施及基準。

 ５、檢定文件及紀錄管制。

 ６、實施檢定業務之時間。

 ７、實施檢定業務之場所。

 ８、檢定費用之收費標準及收費方式。

 ９、檢定合格證明書之發給、變更記載、補發、換發及繳還。

 １０、檢定有關文件及帳簿之保存。

 (四)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之專業檢測實驗室，並通過由簽署國際認證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 

  組織（以下簡稱認證組織）之國際標準ISO／IEC17025相關領域認證。

 (五)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之產品驗證部門，並通過由認證組織之國際標準ISO／IEC17065 

 相關領域認證。

 (六)置有符合資格之檢定主管一人及檢定員二人以上。

 (七)設有業務檔案室或可妥為保存檔案資料文件之場所。

 (八)具有執行檢定業務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定認證，應由簽署國際認證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組織為之。

四、檢定機構之檢測實驗室應置實驗室主管、技術主管、品質主管及檢測員等人員。

 前項人員於必要時，得相互兼任之。但專職人員應至少為二人。

 第一項實驗室之技術主管之資格，準用檢定員相關規定；品質主管之資格，應為大專以

 上畢業、曾受品質管理相關專業訓練及從事相關檢測領域品質管理實務工作三年以上。

五、申請為檢定機構者，應檢附申請表（附表二）及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但行 

 政機關得免檢附：

 (一)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

 (二)載明成立宗旨、任務及組織概況等事項之組織章程。

 (三)記載下列事項之書面文件：

 １、檢測用設備及必要個人防護具清單。

 ２、檢定主管、檢定員名冊與其擬任檢定對象產品有關之學經歷文件及服務證明等相 

  關證明文件。

 ３、有經營檢定以外業務者，附兼營業務種類及概要。

 (四)型式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

 (五)符合第三點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國際標準  ISO/IEC  17025  及  ISO/IEC  17065  相關領 

  域認證證書。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者。

六、檢定機構應依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規定執行業務。

 前項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應為輔助檢定業務之執行，且應適時修正，以符實際需要。

七、檢定主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學系碩士以上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 

  具之研究、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三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 

  者。

 (二)大專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系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具之研究 

  、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五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組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 

  具之研究、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七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 

  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資格者。

八、檢定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學系碩士以上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 

  、製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一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二)大專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系以上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製 

  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二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組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 

  、製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三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資格者。

九、檢定機構對於新進之檢定主管及檢定員，應於任職前施予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前訓練 

 十二小時以上；每年並應施予在職訓練六小時以上。

 檢定機構應任命已受前項訓練之人員從事檢定業務。

 未受第一項訓練之人員，檢定機構應通知限期補訓完成，始能從事檢定業務。

十、中央主管機關對依第五點規定提出申請之機構，應審查其所送文件，並經現場實地評核認 

 可後，公告周知；檢定機構申請變更檢定種類時，亦同。

 前項認可之期限最長為三年，檢定機構於期限屆滿擬繼續辦理者，應於屆滿日前三個月內 

 ，填具申請表（附表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每次展延期限最長為三年。

十一、申請型式檢定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檢定機構提出：

 (一)依法登記文件，包括工廠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相當設立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附：

  １、依法無須設立登記。

  ２、相關資料已登錄有案，且其記載事項無變更。

  ３、國外申請者，其無國內營業據點。

 (二)機械設備器具基本資料。

 (三)型式名稱說明書：包括型錄、產品名稱、產品外觀圖、商品分類號列、主機台及控 

  制台基本規格等說明資訊。

 (四)歸類為同一型式之理由說明書。但為單品申請型式檢定者，免附。

 (五)主型式及系列型式清單。

 (六)構造圖，包括產品安全裝置性能示意圖及安裝位置。

 (七)有電氣、氣壓或液壓回路者，附各該回路圖。

 (八)性能說明書。

 (九)產品之安裝、操作、保養、維修說明書及危害之保護對策。

 (十)產品安全裝置及安全配備清單，包括相關裝置之品名、規格、安全構造、性能及防 

   護與符合性說明、重要零組件驗證測試報告及相關強度計算。

 (十一)製程說明文件。但為單品申請型式檢定者，免附。

   檢定機構認有必要時，得要求前項申請人另提供相關試驗報告、文件或物件。

   第一項所定文件資料應以中文為主，並得輔以英文或其他外文；文件為英文以外 

   之外文者，並須附具英譯本對照。

   檢定機構為辦理前二項資料之保存及管理，得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資料之電子檔 

   。

十二、檢定機構受理申請後，應為檢定，並為必要之測試及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檢定機 

 構辦理檢定業務時，應以檢定機構名義為之。但檢定相關之測試或生產技術品

 質一致性查核工作，得由檢定機構依其專業及技術需求，另委由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之測試實驗室或專業機構辦理。

 前項檢測工作，因情況特殊而擬採監督試驗或臨場試驗時，檢定機構應擬具評估分析報 

 告，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為之。

十三、檢定機構對於國外輸入之機械、設備及器具，其申請人所附國外試驗報告、檢驗證明或 

 相關驗證文件，為依我國與他國、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簽定雙邊或多邊相互承認協定或 

 協約規定所簽發者，得承認其效力，並據以免除前點所定全部或部分之檢定或測試。但 

 因未簽定協定、協約或其他特殊原因致執行有困難者，得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以實驗 

 室對實驗室方式相互承認試驗報告。

十四、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檢定機構應發給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附表三） 

 ，交申請人收執，以資證明。

 檢定機構核發前項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時，應通知申請人在與送驗機型歸屬同一型式系 

 列機型之產品本體明顯處，張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附表四），以資識別。但因本體太 

 小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無法標示時，產品之製造者或輸入者得以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其他方式標示之。

 前項產品已依法張貼安全標示者，得免張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檢定機構對於檢定不合 

 格者，應以書面說明不合格理由，復知申請人。

十五、前點第一項所定之檢定合格證明書有效期限為三年。期限屆滿擬繼續使用者，申請人應 

 於期限屆滿日前三個月內，檢附原發證明書及相關圖面、文件，向檢定機構申請展延， 

 每次展延期限為三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重新申請檢定：

 (一)型式構造經變更設計，致與原檢定合格之型式不符。

 (二)檢定所依據之法規已修正。

 (三)逾檢定合格證明書效期。檢定機構核可前項檢定合格期限之展延時，應收回原發證 

  明書，換發新證明書交申請人收執。

十六、檢定合格證明書於有效期限內，有遺失、滅失、污損或須變更者，得備具下列文件向原 

 發證機構申請補發、換發或變更記載：

 (一)遺失或滅失：敘明事由之切結書。

 (二)污損致不堪使用：原領證明書。

 (三)登載事項有異動：名稱、地址等相關資料異動之證明文件。

十七、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檢定機構應廢止其 

 型式檢定合格及限期繳回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一)經購樣、取樣檢驗結果不符合型式檢定所依據之法規。

 (二)經限期提供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技術文件或樣品，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或屆期仍 

  未提供。

 (三)型式檢定合格產品因瑕疵造成重大傷害或危害。

 (四)經依第十二點規定，發現產品實體與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所載事項不符，經通知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五)型式檢定合格產品產製廠場未符合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

 (六)型式檢定合格產品未符合第十四點所定標示規定，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七)依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應重新申請檢定，自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  

  內未申請換發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八)型式檢定所依據之法規已廢止。

 (九)其他經檢定機構認定違規情節重大。前項涉及刑責者，應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

十八、以詐欺或虛偽不實之方法取得型式檢定合格者，檢定機構應撤銷其型式檢定合格及限期 

 繳回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其有涉及刑責者，應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十九、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檢定機構應註銷其 

 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一)自行申請註銷。

 (二)設立登記文件經依法撤銷、廢止或註銷。

 (三)事業單位經依法解散、歇業或撤回認許。

二十、檢定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令其暫停辦理型式檢定業務：

 (一)經國內認證組織暫停其檢定業務有關之認證資格。

 (二)檢定機構所採用之符合性評鑑機構，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三)經通知限期提供資料，無正當理由屆期未提供。

 (四)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查核，無正當理由未配合辦理。

 (五)有申訴、陳情或爭議案件時，應配合辦理而未配合辦理。

 (六)未依第二十五點規定，或遷移固定辦事處所、變更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者， 

  未於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相關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經通知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

  檢定機構已改正前項情形，並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始得恢復辦理型式檢定業

  務。

二十一、檢定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全部或一部之認可：

 (一)主動申請終止或中止認可。

 (二)經國內認證組織撤銷或廢止其認證資格。

 (三)檢定機構喪失執行型式檢定業務能力，或有礙公正有效執行型式檢定業務。

 (四)怠於辦理型式檢定及相關符合性評鑑業務。

  (五)未依第十點規定辦理申請核准或變更，或未經核准前，擅自執行型式檢定業務。

 (六)檢定機構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第二十七點所定現場督導或查核。

 (七)未於第二十七點規定期間內完成改善，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符合者，逕自恢復 

  型式檢定業務。

 (八)未依第二十八點規定遵守利益迴避或保密義務原則。

 (九)核發之檢定合格證明書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十)接受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飲宴應酬或請託關說，或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 

  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利益，情節重大。

 (十一)其他違反法令規定，情節重大。

   檢定機構有前項情形者，應將未完成之檢定案件，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 

   他機構接辦。

二十二、檢定機構對於執行檢定業務相關案卷資料之原本、附件、圖面及簿冊等，應建檔管理 

 及保持完整，並依其性質及重要性分類，永久保存或保存十五年以上。但依檔案電子 

 儲存管理實施辦法規定，以電子化方式儲存者，紙本保存期限得縮短為三年。

 前項型式檢定業務檔案資料，應妥為保存及保密，以維申請者之權益。檢定機構對於 

 第一項之定期保存檔案，其已逾法定保存年限而需銷毀者，應電子儲存，始得為之。

二十三、檢定機構應置備簿冊記錄下列事項，並於每月五日前，將前一個月之執行情形及型式 

 檢定結果報告表（附表五），以電子傳輸方式傳送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站：

 (一)申請檢定或展延期限之申請人姓名、名稱、地址及電話。

 (二)檢定或展延期限之機械設備器具種類型式及性能。

 (三)實施檢定及展延期限之年月日。

 (四)所發檢定合格證明書之字號。

 (五)實施檢定之檢定員姓名。

 (六)判定檢定通過與否之檢定主管姓名。

 (七)檢定或展延期限不合格者，其不合格理由。

 (八)其他執行檢定業務有關事項。

二十四、檢定機構對於檢定業務相關文件資料，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傳送電子檔案至中央 

 主管機關建置之檔案資料庫或其指定之資訊網站。但依法或依國際標準  ISO／  

 IEC17025及ISO／IEC17065有保密義務者，不在此限。

 前項應傳送之業務文件，其電子檔案範圍及檔案格式等事項，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辦理。

二十五、檢定機構於檢定人員有異動時，應於異動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異動人員名冊及新 

 進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二十六、檢定機構擬終止或中止檢定業務時，應於事前三個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檢定機構有前項情形者，應將未完成之檢定案件，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機 

 構接辦。

二十七、中央主管機關為監督檢定機構執行檢定業務情形，得實施現場督導或查核，必要時， 

 並得索取檢定相關紀錄、簿冊等資料及詢問有關人員。

 檢定機構應就前項現場督導或查核事項，提出相關紀錄、報告、文件或說明，並就 

 中央主管機關書面通知應改善事項，於限期內改善之。

 二十八、為維護檢定機構之獨立性與公正性，其所任用之檢定主管、檢定員、相關行政及技 

 術人員應避免下列行為：

 (一)洩漏因業務所持有或知悉之生產技術、設備及經營財務等秘密；離職後亦同。

 (二)與申請檢定之申請人發生直接或間接財務關係。

- 06 -

雙月刊 期193化彰 工業



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執行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錄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型式檢定業務，特 

 訂定本要點。

二、行政機關、學術機構及非營利法人得申請為型式檢定（以下簡稱檢定）機構。

三、檢定機構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如下：

 (一)具有從事檢定業務能力、固定辦事處所、組織健全及財務基礎良好。

 (二)具備檢定所必要之測試用設備、器具及個人防護具（附表一）。

 (三)備有申請第四款及第五款認證之品質手冊文件(以下簡稱品質手冊)，或訂有載明下列 

  事項之檢定管理手冊：

 １、組織及權責。

 ２、檢定主管與檢定員之選任、解任、配置、訓練、資格審定、編組及分工。

 ３、檢定作業程序及檢定標準之作業方法。

 ４、檢定業務之品保措施及基準。

 ５、檢定文件及紀錄管制。

 ６、實施檢定業務之時間。

 ７、實施檢定業務之場所。

 ８、檢定費用之收費標準及收費方式。

 ９、檢定合格證明書之發給、變更記載、補發、換發及繳還。

 １０、檢定有關文件及帳簿之保存。

 (四)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之專業檢測實驗室，並通過由簽署國際認證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 

  組織（以下簡稱認證組織）之國際標準ISO／IEC17025相關領域認證。

 (五)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之產品驗證部門，並通過由認證組織之國際標準ISO／IEC17065 

 相關領域認證。

 (六)置有符合資格之檢定主管一人及檢定員二人以上。

 (七)設有業務檔案室或可妥為保存檔案資料文件之場所。

 (八)具有執行檢定業務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定認證，應由簽署國際認證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組織為之。

四、檢定機構之檢測實驗室應置實驗室主管、技術主管、品質主管及檢測員等人員。

 前項人員於必要時，得相互兼任之。但專職人員應至少為二人。

 第一項實驗室之技術主管之資格，準用檢定員相關規定；品質主管之資格，應為大專以

 上畢業、曾受品質管理相關專業訓練及從事相關檢測領域品質管理實務工作三年以上。

五、申請為檢定機構者，應檢附申請表（附表二）及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但行 

 政機關得免檢附：

 (一)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

 (二)載明成立宗旨、任務及組織概況等事項之組織章程。

 (三)記載下列事項之書面文件：

 １、檢測用設備及必要個人防護具清單。

 ２、檢定主管、檢定員名冊與其擬任檢定對象產品有關之學經歷文件及服務證明等相 

  關證明文件。

 ３、有經營檢定以外業務者，附兼營業務種類及概要。

 (四)型式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

 (五)符合第三點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國際標準  ISO/IEC  17025  及  ISO/IEC  17065  相關領 

  域認證證書。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者。

六、檢定機構應依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規定執行業務。

 前項檢定管理手冊或品質手冊應為輔助檢定業務之執行，且應適時修正，以符實際需要。

七、檢定主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學系碩士以上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 

  具之研究、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三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 

  者。

 (二)大專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系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具之研究 

  、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五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組畢業，並具實際從事檢定相關機械、設備、器 

  具之研究、設計、製造、安全檢查、安全測試或檢定實務經驗七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 

  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資格者。

八、檢定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學系碩士以上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 

  、製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一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二)大專校院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系以上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製 

  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二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或電機相關科組畢業，並具與檢定對象產品相關之研究、設計 

  、製造、安全檢查或安全測試實務經驗三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資格者。

九、檢定機構對於新進之檢定主管及檢定員，應於任職前施予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前訓練 

 十二小時以上；每年並應施予在職訓練六小時以上。

 檢定機構應任命已受前項訓練之人員從事檢定業務。

 未受第一項訓練之人員，檢定機構應通知限期補訓完成，始能從事檢定業務。

十、中央主管機關對依第五點規定提出申請之機構，應審查其所送文件，並經現場實地評核認 

 可後，公告周知；檢定機構申請變更檢定種類時，亦同。

 前項認可之期限最長為三年，檢定機構於期限屆滿擬繼續辦理者，應於屆滿日前三個月內 

 ，填具申請表（附表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每次展延期限最長為三年。

十一、申請型式檢定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檢定機構提出：

 (一)依法登記文件，包括工廠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相當設立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附：

  １、依法無須設立登記。

  ２、相關資料已登錄有案，且其記載事項無變更。

  ３、國外申請者，其無國內營業據點。

 (二)機械設備器具基本資料。

 (三)型式名稱說明書：包括型錄、產品名稱、產品外觀圖、商品分類號列、主機台及控 

  制台基本規格等說明資訊。

 (四)歸類為同一型式之理由說明書。但為單品申請型式檢定者，免附。

 (五)主型式及系列型式清單。

 (六)構造圖，包括產品安全裝置性能示意圖及安裝位置。

 (七)有電氣、氣壓或液壓回路者，附各該回路圖。

 (八)性能說明書。

 (九)產品之安裝、操作、保養、維修說明書及危害之保護對策。

 (十)產品安全裝置及安全配備清單，包括相關裝置之品名、規格、安全構造、性能及防 

   護與符合性說明、重要零組件驗證測試報告及相關強度計算。

 (十一)製程說明文件。但為單品申請型式檢定者，免附。

   檢定機構認有必要時，得要求前項申請人另提供相關試驗報告、文件或物件。

   第一項所定文件資料應以中文為主，並得輔以英文或其他外文；文件為英文以外 

   之外文者，並須附具英譯本對照。

   檢定機構為辦理前二項資料之保存及管理，得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資料之電子檔 

   。

十二、檢定機構受理申請後，應為檢定，並為必要之測試及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檢定機 

 構辦理檢定業務時，應以檢定機構名義為之。但檢定相關之測試或生產技術品

 質一致性查核工作，得由檢定機構依其專業及技術需求，另委由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之測試實驗室或專業機構辦理。

 前項檢測工作，因情況特殊而擬採監督試驗或臨場試驗時，檢定機構應擬具評估分析報 

 告，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為之。

十三、檢定機構對於國外輸入之機械、設備及器具，其申請人所附國外試驗報告、檢驗證明或 

 相關驗證文件，為依我國與他國、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簽定雙邊或多邊相互承認協定或 

 協約規定所簽發者，得承認其效力，並據以免除前點所定全部或部分之檢定或測試。但 

 因未簽定協定、協約或其他特殊原因致執行有困難者，得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以實驗 

 室對實驗室方式相互承認試驗報告。

十四、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檢定機構應發給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附表三） 

 ，交申請人收執，以資證明。

 檢定機構核發前項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時，應通知申請人在與送驗機型歸屬同一型式系 

 列機型之產品本體明顯處，張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附表四），以資識別。但因本體太 

 小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無法標示時，產品之製造者或輸入者得以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其他方式標示之。

 前項產品已依法張貼安全標示者，得免張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檢定機構對於檢定不合 

 格者，應以書面說明不合格理由，復知申請人。

十五、前點第一項所定之檢定合格證明書有效期限為三年。期限屆滿擬繼續使用者，申請人應 

 於期限屆滿日前三個月內，檢附原發證明書及相關圖面、文件，向檢定機構申請展延， 

 每次展延期限為三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重新申請檢定：

 (一)型式構造經變更設計，致與原檢定合格之型式不符。

 (二)檢定所依據之法規已修正。

 (三)逾檢定合格證明書效期。檢定機構核可前項檢定合格期限之展延時，應收回原發證 

  明書，換發新證明書交申請人收執。

十六、檢定合格證明書於有效期限內，有遺失、滅失、污損或須變更者，得備具下列文件向原 

 發證機構申請補發、換發或變更記載：

 (一)遺失或滅失：敘明事由之切結書。

 (二)污損致不堪使用：原領證明書。

 (三)登載事項有異動：名稱、地址等相關資料異動之證明文件。

十七、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檢定機構應廢止其 

 型式檢定合格及限期繳回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一)經購樣、取樣檢驗結果不符合型式檢定所依據之法規。

 (二)經限期提供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技術文件或樣品，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或屆期仍 

  未提供。

 (三)型式檢定合格產品因瑕疵造成重大傷害或危害。

 (四)經依第十二點規定，發現產品實體與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所載事項不符，經通知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五)型式檢定合格產品產製廠場未符合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

 (六)型式檢定合格產品未符合第十四點所定標示規定，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七)依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應重新申請檢定，自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  

  內未申請換發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八)型式檢定所依據之法規已廢止。

 (九)其他經檢定機構認定違規情節重大。前項涉及刑責者，應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

十八、以詐欺或虛偽不實之方法取得型式檢定合格者，檢定機構應撤銷其型式檢定合格及限期 

 繳回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其有涉及刑責者，應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十九、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檢定機構應註銷其 

 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一)自行申請註銷。

 (二)設立登記文件經依法撤銷、廢止或註銷。

 (三)事業單位經依法解散、歇業或撤回認許。

二十、檢定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令其暫停辦理型式檢定業務：

 (一)經國內認證組織暫停其檢定業務有關之認證資格。

 (二)檢定機構所採用之符合性評鑑機構，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三)經通知限期提供資料，無正當理由屆期未提供。

 (四)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查核，無正當理由未配合辦理。

 (五)有申訴、陳情或爭議案件時，應配合辦理而未配合辦理。

 (六)未依第二十五點規定，或遷移固定辦事處所、變更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者， 

  未於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相關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經通知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

  檢定機構已改正前項情形，並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始得恢復辦理型式檢定業

  務。

二十一、檢定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全部或一部之認可：

 (一)主動申請終止或中止認可。

 (二)經國內認證組織撤銷或廢止其認證資格。

 (三)檢定機構喪失執行型式檢定業務能力，或有礙公正有效執行型式檢定業務。

 (四)怠於辦理型式檢定及相關符合性評鑑業務。

  (五)未依第十點規定辦理申請核准或變更，或未經核准前，擅自執行型式檢定業務。

 (六)檢定機構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第二十七點所定現場督導或查核。

 (七)未於第二十七點規定期間內完成改善，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符合者，逕自恢復 

  型式檢定業務。

 (八)未依第二十八點規定遵守利益迴避或保密義務原則。

 (九)核發之檢定合格證明書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十)接受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飲宴應酬或請託關說，或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 

  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利益，情節重大。

 (十一)其他違反法令規定，情節重大。

   檢定機構有前項情形者，應將未完成之檢定案件，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 

   他機構接辦。

二十二、檢定機構對於執行檢定業務相關案卷資料之原本、附件、圖面及簿冊等，應建檔管理 

 及保持完整，並依其性質及重要性分類，永久保存或保存十五年以上。但依檔案電子 

 儲存管理實施辦法規定，以電子化方式儲存者，紙本保存期限得縮短為三年。

 前項型式檢定業務檔案資料，應妥為保存及保密，以維申請者之權益。檢定機構對於 

 第一項之定期保存檔案，其已逾法定保存年限而需銷毀者，應電子儲存，始得為之。

二十三、檢定機構應置備簿冊記錄下列事項，並於每月五日前，將前一個月之執行情形及型式 

 檢定結果報告表（附表五），以電子傳輸方式傳送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站：

 (一)申請檢定或展延期限之申請人姓名、名稱、地址及電話。

 (二)檢定或展延期限之機械設備器具種類型式及性能。

 (三)實施檢定及展延期限之年月日。

 (四)所發檢定合格證明書之字號。

 (五)實施檢定之檢定員姓名。

 (六)判定檢定通過與否之檢定主管姓名。

 (七)檢定或展延期限不合格者，其不合格理由。

 (八)其他執行檢定業務有關事項。

二十四、檢定機構對於檢定業務相關文件資料，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傳送電子檔案至中央 

 主管機關建置之檔案資料庫或其指定之資訊網站。但依法或依國際標準  ISO／  

 IEC17025及ISO／IEC17065有保密義務者，不在此限。

 前項應傳送之業務文件，其電子檔案範圍及檔案格式等事項，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辦理。

二十五、檢定機構於檢定人員有異動時，應於異動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異動人員名冊及新 

 進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二十六、檢定機構擬終止或中止檢定業務時，應於事前三個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檢定機構有前項情形者，應將未完成之檢定案件，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機 

 構接辦。

二十七、中央主管機關為監督檢定機構執行檢定業務情形，得實施現場督導或查核，必要時， 

 並得索取檢定相關紀錄、簿冊等資料及詢問有關人員。

 檢定機構應就前項現場督導或查核事項，提出相關紀錄、報告、文件或說明，並就 

 中央主管機關書面通知應改善事項，於限期內改善之。

 二十八、為維護檢定機構之獨立性與公正性，其所任用之檢定主管、檢定員、相關行政及技 

 術人員應避免下列行為：

 (一)洩漏因業務所持有或知悉之生產技術、設備及經營財務等秘密；離職後亦同。

 (二)與申請檢定之申請人發生直接或間接財務關係。

- 07 -

雙月刊 期193化彰 工業



◎編輯組(依據108.9.25勞動部令  勞職授字第10802038012號) 

勞動部補助高風險製造業事業單位
建置自動化安全產線作業要點

勞動部補助高風險製造業事業單位建置自動化安全產線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為依法辦妥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事業單位：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之下列行業別及其小類或細類行業之一：

 １、金屬製品製造業。

 ２、機械設備製造業。

 ３、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４、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５、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６、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７、塑膠製品製造業。

 (二)未接受政府機關相同事項補助。

 前項事業單位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所定資格條件或行政院「歡迎台商回台投資

 行動方案」適用對象者，優先予以補助。

五、申請補助之事業單位需經受委託機構輔導，並依據ISO12100及ISO14121-2等國際標準實 

 施機械安全風險評估，判定產線或其附屬設施安全改善成效。

七、本要點補助項目如下，其說明如附表：

 (一)廠房建置全新自動化安全產線。

 (二)廠房改善既有產線為自動化或半自動化安全產線。

 (三)廠房改善既有產線附屬設施為安全設施。

 申請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補助項目者，以二年為限，且同一廠房於核定補助年度後三年

 內不得再申請前項第三款補助項目。

八、本要點補助項目之額度如下：

 (一)廠房建置全新自動化安全產線：由審查小組審查後，核定補助金額，每案補助不得超 

  過申請案總費用百分之四十；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二百萬元。

 (二)廠房改善既有產線為自動化或半自動化安全產線：由審查小組審查後，核定補助金額 

  ，每案補助不得超過申請案總費用百分之四十；每年最高補助二百萬元。

  (三)廠房改善既有產線附屬設施為安全設施：由審查小組審查後，核定補助金額，每案 

  補助不得超過申請案總費用百分之四十，且同一事業單位補助總金額合計不超過五十 

  萬元。

  同一事業單位申請本要點之補助金額，應與同一年度經本部或本部職安署補助其改善 

  安全衛生設施之金額合併計算，最高為二百萬元。

九、事業單位應依下列年度申請期間，向受委託機構提出補助申請：

 (一)一百零八年度：自本要點修正生效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止。

 (二)一百零九年度：自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起至一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止。

十、補助申請案依受委託機構收件先後順序辦理，並以郵戳或送達日期為憑。當年度支應經費 

 用罄時，即停止辦理補助。

 本補助因立法院審查一百零八年度或一百零九年度預算指定刪減或統刪經費者，應依審

 查通過之額度配合刪減經費；因額度不足致無法執行者，終止補助。

十一、事業單位申請補助時，應於第九點規定期間內檢具下列文件，向受委託機構提出申請：

 (一)經費補助申請表

 (二)事業單位建置自動化安全產線經費補助計畫書

 (三)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

 (四)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五)建置全新自動化安全產線、改善既有產線或產線附屬設施前後之勞保投保人數證明 

  。

 (六)切結書。

 (七)領據。

 (八)支出憑證黏存單：申請補助經費總額之統一發票收執聯影本，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 

  單，並由相關人員核章。另新購具安全效能之設備需檢附設備原廠銷售證明。

  (九)建置全新自動化安全產線、改善既有產線或產線附屬設施前後之設施照片。

 (十)補助款經費報告表。

 (十一)補助成果報告表。

 (十二)人力進用承諾書。

 (十三)人員培訓計畫。

 (十四)既有人力影響評估表。

 (十五)撥款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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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補助高風險製造業事業單位建置自動化安全產線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為依法辦妥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事業單位：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之下列行業別及其小類或細類行業之一：

 １、金屬製品製造業。

 ２、機械設備製造業。

 ３、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４、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５、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６、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７、塑膠製品製造業。

 (二)未接受政府機關相同事項補助。

 前項事業單位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所定資格條件或行政院「歡迎台商回台投資

 行動方案」適用對象者，優先予以補助。

五、申請補助之事業單位需經受委託機構輔導，並依據ISO12100及ISO14121-2等國際標準實 

 施機械安全風險評估，判定產線或其附屬設施安全改善成效。

七、本要點補助項目如下，其說明如附表：

 (一)廠房建置全新自動化安全產線。

 (二)廠房改善既有產線為自動化或半自動化安全產線。

 (三)廠房改善既有產線附屬設施為安全設施。

 申請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補助項目者，以二年為限，且同一廠房於核定補助年度後三年

 內不得再申請前項第三款補助項目。

八、本要點補助項目之額度如下：

 (一)廠房建置全新自動化安全產線：由審查小組審查後，核定補助金額，每案補助不得超 

  過申請案總費用百分之四十；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二百萬元。

 (二)廠房改善既有產線為自動化或半自動化安全產線：由審查小組審查後，核定補助金額 

  ，每案補助不得超過申請案總費用百分之四十；每年最高補助二百萬元。

  (三)廠房改善既有產線附屬設施為安全設施：由審查小組審查後，核定補助金額，每案 

  補助不得超過申請案總費用百分之四十，且同一事業單位補助總金額合計不超過五十 

  萬元。

  同一事業單位申請本要點之補助金額，應與同一年度經本部或本部職安署補助其改善 

  安全衛生設施之金額合併計算，最高為二百萬元。

九、事業單位應依下列年度申請期間，向受委託機構提出補助申請：

 (一)一百零八年度：自本要點修正生效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止。

 (二)一百零九年度：自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起至一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止。

十、補助申請案依受委託機構收件先後順序辦理，並以郵戳或送達日期為憑。當年度支應經費 

 用罄時，即停止辦理補助。

 本補助因立法院審查一百零八年度或一百零九年度預算指定刪減或統刪經費者，應依審

 查通過之額度配合刪減經費；因額度不足致無法執行者，終止補助。

十一、事業單位申請補助時，應於第九點規定期間內檢具下列文件，向受委託機構提出申請：

 (一)經費補助申請表

 (二)事業單位建置自動化安全產線經費補助計畫書

 (三)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

 (四)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五)建置全新自動化安全產線、改善既有產線或產線附屬設施前後之勞保投保人數證明 

  。

 (六)切結書。

 (七)領據。

 (八)支出憑證黏存單：申請補助經費總額之統一發票收執聯影本，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 

  單，並由相關人員核章。另新購具安全效能之設備需檢附設備原廠銷售證明。

  (九)建置全新自動化安全產線、改善既有產線或產線附屬設施前後之設施照片。

 (十)補助款經費報告表。

 (十一)補助成果報告表。

 (十二)人力進用承諾書。

 (十三)人員培訓計畫。

 (十四)既有人力影響評估表。

 (十五)撥款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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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之說明 

補助項目 說明 
 
 
 
 
 
 
 
 
 
 
 
廠房建置全新自動 

全新自動化安全產線說明如下： 
1.「全新」指產線內設備皆為新購置設備。 
2.「自動化」指生產過程無頇人力參與，常見之自動化設備 

如工業用機器人、輸送帶或自動進料/退料系統等。 
3.「產線」指三台以上動力機械設備，從事前後相關製程工 

作所構成之設備組合，其動力機械設備例示如下： 
(1)加工機械：如鍛造機、鉚釘機、車床、銑床、磨床、 

研磨機、拋光機、加工中心機、鑽床、鏜床、鉋床、 
鋸床、拉床及雕刻機等。 

化安全產線 (2)成型機械：如動力衝剪機械、橡膠/塑膠射出成型機、 
押出機等。 

(3)專用機械：如攪拌機、粉碎機、混合機、分條機、切 
割機、分離機、壓榨機、充填機、工業爐、加熱機、 
點膠機、壓合機、組裝機、電焊機、熔接機、電鍍機、 
檢測機及包裝機等。 

(4)工業用機器人：指符合工業用機器人危害預防標準第 
二條第一款定義之工業用機器人。 

4.「安全產線」指產線需能確保安全，可避免職災發生。 
 
 
 
廠房改善既有產線

為自動化或半自動 

改善既有產線為自動化或半自動化安全產線說明如下： 
1.「既有產線」指非該年度所購置之三台以上動力機械設備， 

並設置於從事前後相關製程工作所構成之設備組合，其動 

力機械設備同上述例示。

2.「自動化」同上述定義。 
化安全產線 3.「半自動化」指生產過程仍頇部分人力參與，常見之半自 

動化設備如線性進料盤及旋轉進料盤等。 
4.「安全產線」同上述定義。 

 
 
 
廠房改善既有產線 

改善既有產線附屬設施為安全設施說明如下： 
1.「產線附屬設施」指產線內的共用附屬設施如電力供應設 

施、氣體儲存與供應設施、化學品儲存與供應設施、排氣 
附屬設施為安全設 與廢氣處理設施等。 
施 2.「安全設施」指具危害性之共用附屬設施採用本質安全、 

安全連鎖或被動式防火等系統安全設計，能有效降低火災 
爆炸或人員受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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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8.10.16勞動部令  勞職授字第10802040772號) 

呼吸防護計畫及採行措施指引

呼吸防護計畫及採行措施指引

一、勞動部為執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以供雇主訂定呼吸 

 防護計畫，並據以執行，特訂定本指引。

二、雇主使勞工於有害環境作業需使用呼吸防護具時，應依其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之特性， 

 採取適當之呼吸防護措施，訂定呼吸防護計畫據以推動，並指派具有呼吸防護相關知能之 

 專人負責執行。

 前項呼吸防護具不包含消防用途之呼吸防護具。 

三、本指引所稱有害環境，指無法以工程控制或行政管理有效控制空氣中之有害氣體、蒸氣及 

 粉塵之濃度，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作業場所之有害物濃度超過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之二分之一。

 (二) 作業性質具有臨時性、緊急性，其有害物濃度有超過容許暴露濃度之虞，或無法確認 

  有害物及其濃度之環境。

 (三) 氧氣濃度未達百分之十八之缺氧環境，或其他對勞工生命、健康有立即危害之虞環境 

  。 

四、第二點呼吸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

 (二) 防護具之選擇。

 (三) 防護具之使用。

 (四) 防護具之維護及管理。

 (五) 呼吸防護教育訓練。

  (六) 成效評估及改善。

五、前點第一款所定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為雇主選用呼吸防護具前，應確認作業勞工可能暴 

 露之呼吸危害並進行評估。

 前項危害辨識，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 空氣中有害物之名稱及濃度。

 (二) 有害物在空氣中為粒狀、氣狀或其他狀態。

 (三) 作業型態及內容。

  (四) 是否為缺氧環境或對勞工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環境。

 (五) 作業環境中是否有易燃氣體、易爆氣體，或環境易受不同大氣壓力、高低溫等影響。 

 第一項之暴露評估，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符合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列之作業場所，依規定辦理作業環境監測之評估。

 (二) 符合國家標準 CNS 15030 化學品分類，具有健康危害之化學品者，依危害性化學品

評   估及分級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暴露評估。

 (三) 從事臨時性、短暫性或維修保養等非經常性作業之勞工，應視其不同作業環境及特性 

  ，實施必要之監測及評估，掌握勞工實際暴露實態。

 (四) 於發生事故緊急應變時，需進入災區執行搶救、止漏或其他緊急處置任務之勞工，應 

  評估其可能之最嚴重暴露情境，確保依各狀況所選用之防護具可提供戴用人員充分之 

  防護。

六、第四點第二款所定防護具之選擇，為雇主依前點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之結果，決定呼吸防 

 護具類型。

 選擇使用半面體或全面體等緊密貼合式呼吸防護具時，應依勞工生理狀況及防護需求，實 

  施生理評估及密合度測試。

  雇主應依附件及下列規定，決定呼吸防護具類型：

 (一) 對於勞工暴露於可能會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有害物濃度、缺氧環境或無法確 

  認有害物及濃度之環境等，雇主應使勞工使用供氣式呼吸防護具。

 (二) 非屬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環境，雇主應依暴露有害物之種類、濃度及防護具 

  之防護效能等資料，提供供氣式或淨氣式呼吸防護具。

 (三) 考量勞工工作負荷程度、穿戴時間、異常之溫度或濕度、溝通、視野、供氣方式、活 

  動情形及穿戴眼鏡等因素。

 (四) 呼吸防護具需搭配護目鏡或防護衣等其他個人防護具時，應考量不同防護具之相容性 

  。 

七、雇主依前點第二項實施生理評估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及相關部門人員，共同訂定 

  適合其作業型態之生理評估方法、內容及需進一步轉介醫師進行醫學評估之機制。

 (二) 雇主應提供醫護人員實施生理或醫學評估所需資訊，並須保護受評估者之個人隱私。 

  雇主依前點第二項實施密合度測試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指派專人或委託專業人員進行測試，以判定呼吸防護具與使用者面部之密合程度。

 (二) 測試時機及頻率，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首次或重新選擇呼吸防護具時。

  ２、每年至少測試一次。

  ３、勞工之生理變化會影響面體密合時。

  ４、勞工反映密合有問題時。

 (三) 密合度測試，依其原理區分如下： 

  １、定性密合度測試：利用受測者嗅覺或味覺主觀判斷是否有測試氣體洩漏進入面體 

    內。

   ２、定量密合度測試：利用儀器量測呼吸防護具面體外測試物濃度及面體內測試物濃 

    度，以其比值評估洩漏情形。

 (四) 實施方法，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定性密合度測試：可用於正壓式呼吸防護具；對於負壓式呼吸防護具僅可用於有 

    害物濃度小於十倍容許濃度值之作業環境，或非屬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 

    環境，或密合係數等於或小於一百之防護具。

  ２、定量密合度測試：可用於正壓式及負壓式呼吸防護具；測試所得之密合係數，半 

    面體需大於一百，全面體需大於五百。

八、第四點第三款所定防護具之使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雇主使勞工於每次戴用呼吸防護具進入作業區域前，應使其實施密合檢點，確實調整 

  面體及檢點面體與顏面間密合情形，確認處於良好狀況才可使用。

 (二) 使用時應排除可能引起洩漏之因素，避免面體洩漏。

  (三) 使用淨氣式呼吸防護具應確認使用有效之濾材、濾匣及濾罐。

 (四) 使用供氣式呼吸防護具時，應確保供應氣體之品質無危害勞工之虞。 

  前項第一款所定密合檢點，包含正壓及負壓檢點兩種方式，兩者於檢點時均需進行，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負壓檢點：遮住吸氣閥並吸氣，面體需保持凹陷狀態。

 (二) 正壓檢點：遮住呼氣閥並呼氣，面體需維持膨脹狀態。 

九、第四點第四款所定防護具之維護及管理，為雇主對於所置備之呼吸防護具，應就以下管理 

 項目訂定實施方式並據以執行，以維護呼吸防護具之防護效能：

 (一) 清潔及消毒。

 (二) 儲存。

 (三) 檢查。

 (四) 維修。

 (五) 領用。

 (六) 廢棄。 

十、第四點第五款所定呼吸防護教育訓練，為雇主使勞工使用呼吸防護具，應依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實施適當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留存紀錄。 

十一、第四點第六款所定成效評估及改善，為雇主應每年至少一次評估呼吸防護計畫之執行成

 效，適時檢討及改善，以確認計畫有效執行並符合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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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護計畫及採行措施指引

一、勞動部為執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以供雇主訂定呼吸 

 防護計畫，並據以執行，特訂定本指引。

二、雇主使勞工於有害環境作業需使用呼吸防護具時，應依其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之特性， 

 採取適當之呼吸防護措施，訂定呼吸防護計畫據以推動，並指派具有呼吸防護相關知能之 

 專人負責執行。

 前項呼吸防護具不包含消防用途之呼吸防護具。 

三、本指引所稱有害環境，指無法以工程控制或行政管理有效控制空氣中之有害氣體、蒸氣及 

 粉塵之濃度，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作業場所之有害物濃度超過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之二分之一。

 (二) 作業性質具有臨時性、緊急性，其有害物濃度有超過容許暴露濃度之虞，或無法確認 

  有害物及其濃度之環境。

 (三) 氧氣濃度未達百分之十八之缺氧環境，或其他對勞工生命、健康有立即危害之虞環境 

  。 

四、第二點呼吸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

 (二) 防護具之選擇。

 (三) 防護具之使用。

 (四) 防護具之維護及管理。

 (五) 呼吸防護教育訓練。

  (六) 成效評估及改善。

五、前點第一款所定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為雇主選用呼吸防護具前，應確認作業勞工可能暴 

 露之呼吸危害並進行評估。

 前項危害辨識，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 空氣中有害物之名稱及濃度。

 (二) 有害物在空氣中為粒狀、氣狀或其他狀態。

 (三) 作業型態及內容。

  (四) 是否為缺氧環境或對勞工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環境。

 (五) 作業環境中是否有易燃氣體、易爆氣體，或環境易受不同大氣壓力、高低溫等影響。 

 第一項之暴露評估，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符合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列之作業場所，依規定辦理作業環境監測之評估。

 (二) 符合國家標準 CNS 15030 化學品分類，具有健康危害之化學品者，依危害性化學品

評   估及分級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暴露評估。

 (三) 從事臨時性、短暫性或維修保養等非經常性作業之勞工，應視其不同作業環境及特性 

  ，實施必要之監測及評估，掌握勞工實際暴露實態。

 (四) 於發生事故緊急應變時，需進入災區執行搶救、止漏或其他緊急處置任務之勞工，應 

  評估其可能之最嚴重暴露情境，確保依各狀況所選用之防護具可提供戴用人員充分之 

  防護。

六、第四點第二款所定防護具之選擇，為雇主依前點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之結果，決定呼吸防 

 護具類型。

 選擇使用半面體或全面體等緊密貼合式呼吸防護具時，應依勞工生理狀況及防護需求，實 

  施生理評估及密合度測試。

  雇主應依附件及下列規定，決定呼吸防護具類型：

 (一) 對於勞工暴露於可能會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有害物濃度、缺氧環境或無法確 

  認有害物及濃度之環境等，雇主應使勞工使用供氣式呼吸防護具。

 (二) 非屬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環境，雇主應依暴露有害物之種類、濃度及防護具 

  之防護效能等資料，提供供氣式或淨氣式呼吸防護具。

 (三) 考量勞工工作負荷程度、穿戴時間、異常之溫度或濕度、溝通、視野、供氣方式、活 

  動情形及穿戴眼鏡等因素。

 (四) 呼吸防護具需搭配護目鏡或防護衣等其他個人防護具時，應考量不同防護具之相容性 

  。 

七、雇主依前點第二項實施生理評估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及相關部門人員，共同訂定 

  適合其作業型態之生理評估方法、內容及需進一步轉介醫師進行醫學評估之機制。

 (二) 雇主應提供醫護人員實施生理或醫學評估所需資訊，並須保護受評估者之個人隱私。 

  雇主依前點第二項實施密合度測試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指派專人或委託專業人員進行測試，以判定呼吸防護具與使用者面部之密合程度。

 (二) 測試時機及頻率，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首次或重新選擇呼吸防護具時。

  ２、每年至少測試一次。

  ３、勞工之生理變化會影響面體密合時。

  ４、勞工反映密合有問題時。

 (三) 密合度測試，依其原理區分如下： 

  １、定性密合度測試：利用受測者嗅覺或味覺主觀判斷是否有測試氣體洩漏進入面體 

    內。

   ２、定量密合度測試：利用儀器量測呼吸防護具面體外測試物濃度及面體內測試物濃 

    度，以其比值評估洩漏情形。

 (四) 實施方法，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定性密合度測試：可用於正壓式呼吸防護具；對於負壓式呼吸防護具僅可用於有 

    害物濃度小於十倍容許濃度值之作業環境，或非屬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 

    環境，或密合係數等於或小於一百之防護具。

  ２、定量密合度測試：可用於正壓式及負壓式呼吸防護具；測試所得之密合係數，半 

    面體需大於一百，全面體需大於五百。

八、第四點第三款所定防護具之使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雇主使勞工於每次戴用呼吸防護具進入作業區域前，應使其實施密合檢點，確實調整 

  面體及檢點面體與顏面間密合情形，確認處於良好狀況才可使用。

 (二) 使用時應排除可能引起洩漏之因素，避免面體洩漏。

  (三) 使用淨氣式呼吸防護具應確認使用有效之濾材、濾匣及濾罐。

 (四) 使用供氣式呼吸防護具時，應確保供應氣體之品質無危害勞工之虞。 

  前項第一款所定密合檢點，包含正壓及負壓檢點兩種方式，兩者於檢點時均需進行，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負壓檢點：遮住吸氣閥並吸氣，面體需保持凹陷狀態。

 (二) 正壓檢點：遮住呼氣閥並呼氣，面體需維持膨脹狀態。 

九、第四點第四款所定防護具之維護及管理，為雇主對於所置備之呼吸防護具，應就以下管理 

 項目訂定實施方式並據以執行，以維護呼吸防護具之防護效能：

 (一) 清潔及消毒。

 (二) 儲存。

 (三) 檢查。

 (四) 維修。

 (五) 領用。

 (六) 廢棄。 

十、第四點第五款所定呼吸防護教育訓練，為雇主使勞工使用呼吸防護具，應依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實施適當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留存紀錄。 

十一、第四點第六款所定成效評估及改善，為雇主應每年至少一次評估呼吸防護計畫之執行成

 效，適時檢討及改善，以確認計畫有效執行並符合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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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護計畫及採行措施指引

一、勞動部為執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以供雇主訂定呼吸 

 防護計畫，並據以執行，特訂定本指引。

二、雇主使勞工於有害環境作業需使用呼吸防護具時，應依其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之特性， 

 採取適當之呼吸防護措施，訂定呼吸防護計畫據以推動，並指派具有呼吸防護相關知能之 

 專人負責執行。

 前項呼吸防護具不包含消防用途之呼吸防護具。 

三、本指引所稱有害環境，指無法以工程控制或行政管理有效控制空氣中之有害氣體、蒸氣及 

 粉塵之濃度，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作業場所之有害物濃度超過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之二分之一。

 (二) 作業性質具有臨時性、緊急性，其有害物濃度有超過容許暴露濃度之虞，或無法確認 

  有害物及其濃度之環境。

 (三) 氧氣濃度未達百分之十八之缺氧環境，或其他對勞工生命、健康有立即危害之虞環境 

  。 

四、第二點呼吸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

 (二) 防護具之選擇。

 (三) 防護具之使用。

 (四) 防護具之維護及管理。

 (五) 呼吸防護教育訓練。

  (六) 成效評估及改善。

五、前點第一款所定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為雇主選用呼吸防護具前，應確認作業勞工可能暴 

 露之呼吸危害並進行評估。

 前項危害辨識，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 空氣中有害物之名稱及濃度。

 (二) 有害物在空氣中為粒狀、氣狀或其他狀態。

 (三) 作業型態及內容。

  (四) 是否為缺氧環境或對勞工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環境。

 (五) 作業環境中是否有易燃氣體、易爆氣體，或環境易受不同大氣壓力、高低溫等影響。 

 第一項之暴露評估，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符合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列之作業場所，依規定辦理作業環境監測之評估。

 (二) 符合國家標準 CNS 15030 化學品分類，具有健康危害之化學品者，依危害性化學品

評   估及分級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暴露評估。

 (三) 從事臨時性、短暫性或維修保養等非經常性作業之勞工，應視其不同作業環境及特性 

  ，實施必要之監測及評估，掌握勞工實際暴露實態。

 (四) 於發生事故緊急應變時，需進入災區執行搶救、止漏或其他緊急處置任務之勞工，應 

  評估其可能之最嚴重暴露情境，確保依各狀況所選用之防護具可提供戴用人員充分之 

  防護。

六、第四點第二款所定防護具之選擇，為雇主依前點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之結果，決定呼吸防 

 護具類型。

 選擇使用半面體或全面體等緊密貼合式呼吸防護具時，應依勞工生理狀況及防護需求，實 

  施生理評估及密合度測試。

  雇主應依附件及下列規定，決定呼吸防護具類型：

 (一) 對於勞工暴露於可能會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有害物濃度、缺氧環境或無法確 

  認有害物及濃度之環境等，雇主應使勞工使用供氣式呼吸防護具。

 (二) 非屬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環境，雇主應依暴露有害物之種類、濃度及防護具 

  之防護效能等資料，提供供氣式或淨氣式呼吸防護具。

 (三) 考量勞工工作負荷程度、穿戴時間、異常之溫度或濕度、溝通、視野、供氣方式、活 

  動情形及穿戴眼鏡等因素。

 (四) 呼吸防護具需搭配護目鏡或防護衣等其他個人防護具時，應考量不同防護具之相容性 

  。 

七、雇主依前點第二項實施生理評估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及相關部門人員，共同訂定 

  適合其作業型態之生理評估方法、內容及需進一步轉介醫師進行醫學評估之機制。

 (二) 雇主應提供醫護人員實施生理或醫學評估所需資訊，並須保護受評估者之個人隱私。 

  雇主依前點第二項實施密合度測試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指派專人或委託專業人員進行測試，以判定呼吸防護具與使用者面部之密合程度。

 (二) 測試時機及頻率，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首次或重新選擇呼吸防護具時。

  ２、每年至少測試一次。

  ３、勞工之生理變化會影響面體密合時。

  ４、勞工反映密合有問題時。

 (三) 密合度測試，依其原理區分如下： 

  １、定性密合度測試：利用受測者嗅覺或味覺主觀判斷是否有測試氣體洩漏進入面體 

    內。

   ２、定量密合度測試：利用儀器量測呼吸防護具面體外測試物濃度及面體內測試物濃 

    度，以其比值評估洩漏情形。

 (四) 實施方法，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定性密合度測試：可用於正壓式呼吸防護具；對於負壓式呼吸防護具僅可用於有 

    害物濃度小於十倍容許濃度值之作業環境，或非屬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 

    環境，或密合係數等於或小於一百之防護具。

  ２、定量密合度測試：可用於正壓式及負壓式呼吸防護具；測試所得之密合係數，半 

    面體需大於一百，全面體需大於五百。

八、第四點第三款所定防護具之使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雇主使勞工於每次戴用呼吸防護具進入作業區域前，應使其實施密合檢點，確實調整 

  面體及檢點面體與顏面間密合情形，確認處於良好狀況才可使用。

 (二) 使用時應排除可能引起洩漏之因素，避免面體洩漏。

  (三) 使用淨氣式呼吸防護具應確認使用有效之濾材、濾匣及濾罐。

 (四) 使用供氣式呼吸防護具時，應確保供應氣體之品質無危害勞工之虞。 

  前項第一款所定密合檢點，包含正壓及負壓檢點兩種方式，兩者於檢點時均需進行，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負壓檢點：遮住吸氣閥並吸氣，面體需保持凹陷狀態。

 (二) 正壓檢點：遮住呼氣閥並呼氣，面體需維持膨脹狀態。 

九、第四點第四款所定防護具之維護及管理，為雇主對於所置備之呼吸防護具，應就以下管理 

 項目訂定實施方式並據以執行，以維護呼吸防護具之防護效能：

 (一) 清潔及消毒。

 (二) 儲存。

 (三) 檢查。

 (四) 維修。

 (五) 領用。

 (六) 廢棄。 

十、第四點第五款所定呼吸防護教育訓練，為雇主使勞工使用呼吸防護具，應依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實施適當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留存紀錄。 

十一、第四點第六款所定成效評估及改善，為雇主應每年至少一次評估呼吸防護計畫之執行成

 效，適時檢討及改善，以確認計畫有效執行並符合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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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呼吸防護具選用步驟

危害 

缺氧 有害物 

立即致危環境 非立即致危環境 

正壓或壓力需 
求型輸氣管面 

罩 +

 

輔 助 呼 吸 

器 

全面體正壓或 
壓力需求型自 
攜呼吸器 

 
 
 
 
 

粒狀物 

 
 
 
 

粒狀物+ 
氣狀物 

 
 
 
 
 

氣狀物 

輸氣管面罩/ 

淨氣式複合 

輸氣管面罩  輸氣管面罩/

淨氣式複合
 

輸氣管面罩

 

淨氣式 淨氣式 淨氣式 

防塵面具  動力淨氣
式防塵面
具

 

 

 

   防 塵 / 防

毒兼用式 

防毒面具 

Great-Orange Advertising Co., Ltd

客戶至上
品質第一

彰化市雲長路117號  TEL：04-7112367 FAX：04-763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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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8.9.25財政部令  台財稅字第10804635620號函)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部分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標準依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條之二第四項、第三條之四第三項、第八十

八條第四項、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六  

項及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一第十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納稅義務人如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 

 事業，按下列規定扣繳：

 一、薪資按下列二種方式擇一扣繳，由納稅義務人自行選定適用之。

 但兼職所得及非每月給付之薪資，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之規定扣繳，免併入全月 

 給付總額扣繳。

 (一)按全月給付總額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之規定扣繳之。碼頭車站搬運工及營建 

  業等按日計算並按日給付之臨時工，其工資免予扣繳，仍應依本法第八十九條 

  第三項規定，由扣繳義務人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二)按全月給付總額扣取百分之五。

 二、佣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三、利息按下列規定扣繳：

 (一)軍、公、教退休（伍）金優惠存款之利息免予扣繳，仍應準用本法第八十九條 

  第三項規定，由扣繳義務人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二)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之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

 (三)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分配之利息，按分配額扣取百分之十。

 (四)公債、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五)以前三目之有價證券或短期票券從事附條件交易，到期超過原買入金額部分之 

  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六)其餘各種利息，一律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四、納稅義務人及與其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之配偶與受其扶養之親屬有金融機構存款

  之利息及儲蓄性質信託資金之收益者，得依儲蓄免扣證實施要點之規定領用免扣 

 證，持交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登記，累計不超過新臺幣二十七萬元部分，免予扣 

 繳。但郵政存簿儲金之利息及依本法規定分離課稅之利息，不包括在內。

 五、租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六、權利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七、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十。但政府舉辦之獎券 

  中獎獎金，每聯（組、注）獎額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者，免予扣繳。每聯（  

  組、注）獎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者，應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八、執行業務者之報酬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九、退職所得按給付額減除定額免稅後之餘額扣取百分之六。

 十、告發或檢舉獎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十一、與證券商或銀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按所得額扣取百分之十。

 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留、停留合計滿一 

 百八十三天之大陸地區人民及同條第三項規定在臺灣地區有固定營業場所之大 

 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取得屬前項各款之臺灣地區來源所得，適用前 

 項規定扣繳。

第三條 納稅義務人如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 

 利事業，按下列規定扣繳：

 一、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如有公司分配之股利，合作社分配之盈餘，其他法 

  人分配或應分配之盈餘，合夥組織營利事業合夥人每年應分配之盈餘，獨資組織 

  營利事業資本主每年所得之盈餘，按給付額、應分配額或所得數扣取百分之二十 

  一。

 二、薪資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八。但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人員所領政府發給之薪資按全月給付總額超過新臺幣三萬元 

   部分，扣取百分之五。

  (二)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前目所定人員以外之個人全月薪資給付總額 

   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一點五倍以下者，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六。

 三、佣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四、利息按下列規定扣繳：

   (一)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之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五。

  (二)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分配之利息，按分配額扣取百分之十五。

  (三)公債、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五。

  (四)以前三目之有價證券或短期票券從事附條件交易，到期賣回金額超過原買入金 

   額部分之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五。

  (五)其餘各種利息，一律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五、租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六、權利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七、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二十。但政府舉辦之獎 

  券中獎獎金，每聯（組、注）獎額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者，得免予扣繳。

 八、執行業務者之報酬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但個人稿費、版稅、樂譜、作曲、 

  編劇、漫畫、講演之鐘點費之收入，每次給付額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者，得免予 

  扣繳。

 九、與證券商或銀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按所得額扣取百分之十五。

 十、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有前九款所列各類所 

  得以外之所得，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十一、退職所得按給付額減除定額免稅後之餘額扣取百分之十八。

 十二、告發或檢舉獎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留、停留合計未滿 

 一百八十三天之大陸地區人民與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在臺灣地區無固定營 

 業場所之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取得屬前項第二款至第十二款之臺 

 灣地區來源所得，適用前項各該款規定扣繳。

第十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修正發布之第二條至第五 

 條、第九條、第十三條，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 

 發布之條文，自一百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一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二年九月五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 

 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 

 八年九月二十日修正發布之第二條、第三條，自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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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標準依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條之二第四項、第三條之四第三項、第八十

八條第四項、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六  

項及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一第十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納稅義務人如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 

 事業，按下列規定扣繳：

 一、薪資按下列二種方式擇一扣繳，由納稅義務人自行選定適用之。

 但兼職所得及非每月給付之薪資，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之規定扣繳，免併入全月 

 給付總額扣繳。

 (一)按全月給付總額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之規定扣繳之。碼頭車站搬運工及營建 

  業等按日計算並按日給付之臨時工，其工資免予扣繳，仍應依本法第八十九條 

  第三項規定，由扣繳義務人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二)按全月給付總額扣取百分之五。

 二、佣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三、利息按下列規定扣繳：

 (一)軍、公、教退休（伍）金優惠存款之利息免予扣繳，仍應準用本法第八十九條 

  第三項規定，由扣繳義務人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二)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之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

 (三)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分配之利息，按分配額扣取百分之十。

 (四)公債、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五)以前三目之有價證券或短期票券從事附條件交易，到期超過原買入金額部分之 

  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六)其餘各種利息，一律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四、納稅義務人及與其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之配偶與受其扶養之親屬有金融機構存款

  之利息及儲蓄性質信託資金之收益者，得依儲蓄免扣證實施要點之規定領用免扣 

 證，持交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登記，累計不超過新臺幣二十七萬元部分，免予扣 

 繳。但郵政存簿儲金之利息及依本法規定分離課稅之利息，不包括在內。

 五、租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六、權利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七、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十。但政府舉辦之獎券 

  中獎獎金，每聯（組、注）獎額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者，免予扣繳。每聯（  

  組、注）獎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者，應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八、執行業務者之報酬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九、退職所得按給付額減除定額免稅後之餘額扣取百分之六。

 十、告發或檢舉獎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十一、與證券商或銀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按所得額扣取百分之十。

 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留、停留合計滿一 

 百八十三天之大陸地區人民及同條第三項規定在臺灣地區有固定營業場所之大 

 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取得屬前項各款之臺灣地區來源所得，適用前 

 項規定扣繳。

第三條 納稅義務人如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 

 利事業，按下列規定扣繳：

 一、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如有公司分配之股利，合作社分配之盈餘，其他法 

  人分配或應分配之盈餘，合夥組織營利事業合夥人每年應分配之盈餘，獨資組織 

  營利事業資本主每年所得之盈餘，按給付額、應分配額或所得數扣取百分之二十 

  一。

 二、薪資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八。但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人員所領政府發給之薪資按全月給付總額超過新臺幣三萬元 

   部分，扣取百分之五。

  (二)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前目所定人員以外之個人全月薪資給付總額 

   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一點五倍以下者，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六。

 三、佣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四、利息按下列規定扣繳：

   (一)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之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五。

  (二)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分配之利息，按分配額扣取百分之十五。

  (三)公債、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五。

  (四)以前三目之有價證券或短期票券從事附條件交易，到期賣回金額超過原買入金 

   額部分之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五。

  (五)其餘各種利息，一律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五、租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六、權利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七、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二十。但政府舉辦之獎 

  券中獎獎金，每聯（組、注）獎額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者，得免予扣繳。

 八、執行業務者之報酬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但個人稿費、版稅、樂譜、作曲、 

  編劇、漫畫、講演之鐘點費之收入，每次給付額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者，得免予 

  扣繳。

 九、與證券商或銀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按所得額扣取百分之十五。

 十、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有前九款所列各類所 

  得以外之所得，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十一、退職所得按給付額減除定額免稅後之餘額扣取百分之十八。

 十二、告發或檢舉獎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留、停留合計未滿 

 一百八十三天之大陸地區人民與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在臺灣地區無固定營 

 業場所之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取得屬前項第二款至第十二款之臺 

 灣地區來源所得，適用前項各該款規定扣繳。

第十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修正發布之第二條至第五 

 條、第九條、第十三條，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 

 發布之條文，自一百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一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二年九月五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 

 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 

 八年九月二十日修正發布之第二條、第三條，自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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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標準依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條之二第四項、第三條之四第三項、第八十

八條第四項、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六  

項及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一第十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納稅義務人如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 

 事業，按下列規定扣繳：

 一、薪資按下列二種方式擇一扣繳，由納稅義務人自行選定適用之。

 但兼職所得及非每月給付之薪資，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之規定扣繳，免併入全月 

 給付總額扣繳。

 (一)按全月給付總額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之規定扣繳之。碼頭車站搬運工及營建 

  業等按日計算並按日給付之臨時工，其工資免予扣繳，仍應依本法第八十九條 

  第三項規定，由扣繳義務人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二)按全月給付總額扣取百分之五。

 二、佣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三、利息按下列規定扣繳：

 (一)軍、公、教退休（伍）金優惠存款之利息免予扣繳，仍應準用本法第八十九條 

  第三項規定，由扣繳義務人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二)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之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

 (三)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分配之利息，按分配額扣取百分之十。

 (四)公債、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五)以前三目之有價證券或短期票券從事附條件交易，到期超過原買入金額部分之 

  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六)其餘各種利息，一律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四、納稅義務人及與其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之配偶與受其扶養之親屬有金融機構存款

  之利息及儲蓄性質信託資金之收益者，得依儲蓄免扣證實施要點之規定領用免扣 

 證，持交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登記，累計不超過新臺幣二十七萬元部分，免予扣 

 繳。但郵政存簿儲金之利息及依本法規定分離課稅之利息，不包括在內。

 五、租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六、權利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七、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十。但政府舉辦之獎券 

  中獎獎金，每聯（組、注）獎額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者，免予扣繳。每聯（  

  組、注）獎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者，應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八、執行業務者之報酬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九、退職所得按給付額減除定額免稅後之餘額扣取百分之六。

 十、告發或檢舉獎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十一、與證券商或銀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按所得額扣取百分之十。

 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留、停留合計滿一 

 百八十三天之大陸地區人民及同條第三項規定在臺灣地區有固定營業場所之大 

 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取得屬前項各款之臺灣地區來源所得，適用前 

 項規定扣繳。

第三條 納稅義務人如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 

 利事業，按下列規定扣繳：

 一、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如有公司分配之股利，合作社分配之盈餘，其他法 

  人分配或應分配之盈餘，合夥組織營利事業合夥人每年應分配之盈餘，獨資組織 

  營利事業資本主每年所得之盈餘，按給付額、應分配額或所得數扣取百分之二十 

  一。

 二、薪資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八。但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人員所領政府發給之薪資按全月給付總額超過新臺幣三萬元 

   部分，扣取百分之五。

  (二)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前目所定人員以外之個人全月薪資給付總額 

   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一點五倍以下者，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六。

 三、佣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四、利息按下列規定扣繳：

   (一)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之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 

   五。

  (二)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分配之利息，按分配額扣取百分之十五。

  (三)公債、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五。

  (四)以前三目之有價證券或短期票券從事附條件交易，到期賣回金額超過原買入金 

   額部分之利息，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五。

  (五)其餘各種利息，一律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五、租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六、權利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七、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二十。但政府舉辦之獎 

  券中獎獎金，每聯（組、注）獎額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者，得免予扣繳。

 八、執行業務者之報酬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但個人稿費、版稅、樂譜、作曲、 

  編劇、漫畫、講演之鐘點費之收入，每次給付額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者，得免予 

  扣繳。

 九、與證券商或銀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按所得額扣取百分之十五。

 十、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有前九款所列各類所 

  得以外之所得，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十一、退職所得按給付額減除定額免稅後之餘額扣取百分之十八。

 十二、告發或檢舉獎金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留、停留合計未滿 

 一百八十三天之大陸地區人民與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在臺灣地區無固定營 

 業場所之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取得屬前項第二款至第十二款之臺 

 灣地區來源所得，適用前項各該款規定扣繳。

第十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修正發布之第二條至第五 

 條、第九條、第十三條，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 

 發布之條文，自一百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一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二年九月五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 

 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 

 八年九月二十日修正發布之第二條、第三條，自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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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令  農輔字第1080023922號) 

老年農民喪葬慰問金核發作業要點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落實對長期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老 

 年農民之喪葬照顧，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老年農民，指符合下列條件之農民：

 (一)年滿六十五歲。

 (二)農保加保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

 (三)無欠繳保險費或滯納金。前項老年農民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九月六日及當日以後死 

  亡，為其支出殯葬費之人，於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二十三條所定期限內，向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申請同條例第四十條第一項所定喪葬津貼，經勞保局取 

  消老年農民農保被保險人資格，致不予給付喪葬津貼者，得依本要點請領喪葬慰問金 

  （以下簡稱慰問金）。

三、依前點第二項請領慰問金之人（以下簡稱請領人），應委由勞保局代為檢附下列資料，向 

 本會請領慰問金，並記載於農保喪葬津貼申請書中：

 (一)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六十六條所定書件影本。

 (二)取消老年農民農保被保險人資格及不予給付喪葬津貼行政處分函。

 (三)老年農民之農保相關資料。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發慰問金：

 (一)未符合第二點規定。

 (二)依前點第一款規定應檢附之資料有欠缺，經通知請領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未完 

  全補正。

 (三)老年農民死亡時，符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死亡之喪葬津貼請領條件。

 (四)同一老年農民，曾經本會核發慰問金。

五、經審查符合慰問金請領規定者，發給一次性慰問金新臺幣十萬二千元，匯入請領人申請農 

 保喪葬津貼時指定之國內金融機構本人帳戶。

 請領人有二人以上者，應依人數平均發給之。

六、勞保局撤銷取消老年農民農保被保險人資格及不予給付喪葬津貼之行政處分，並給付喪葬 

 津貼時，應同時通知本會。

  前項情形經請領人於農保喪葬津貼申請書中同意者，勞保局得自農保喪葬津貼中，將相當 

 於溢領慰問金之金額代為扣減繳還本會。

七、有第四點各款情形之一，而溢領慰問金者，本會應以書面行政處分命溢領者於三十日內繳 

 還溢領金額，屆期仍不繳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但已依前點第二項規定，由勞保局自 

 農保喪葬津貼中，將溢領之慰問金代為繳還本會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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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8.7.2經濟部  經企字第 10804602970號)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要點

一、目的：

 因應全球貿易環境快速變遷，產業應加速朝創新化、智慧化及高值化發展，為支持國內中 

 小企業升級轉型，特訂定本要點。

二、資金額度與來源：

 貸款總額度為新臺幣二百億元，由承貸銀行自有資金辦理，貸款風險由承貸銀行承擔；各 

 承貸銀行承辦本項貸款委辦手續費由中小企業發展基金依實際貸放平均餘額以年息百分之  
 一點五支付，支付期間自撥貸之日起算最長五年，並得視中小企業發展基金財務狀況調整 

 委辦手續費及支付期間。

三、貸款對象：

 符合「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適用對象，並取得經濟部資格認定核定函之中小企業 

 。 
四、貸款用途：

 (一) 興（擴）建廠房、營運場所及相關設施。
 (二) 購置機器設備。
 (三) 中期營運週轉金。 
五、貸款額度：

 每一計畫貸款額度視申請人財務狀況核定，除中期營運週轉金外，最高不得超過該計畫投 

 資成本百分之八十，得分批動用，惟不得循環動用。

六、貸款利率：

 貸款利率最高不超過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分之零點五，機動計息。 
七、貸款期限：

 貸款期限最長為十年，含寬限期最多三年。 
八、辦理單位：

 本貸款由本國公、民營銀行辦理貸放事宜，並遴選經理銀行辦理融資管理業務。

九、擔保條件：

 依各承貸銀行之核貸作業規定辦理，必要時得依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規定移送 

 信用保證，單一企業申請本項貸款信用保證之授信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一億元，不受同一企  
 業保證融資額度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之限制，保證成數最高九點五成，保證手續費年費率 

 最高百分之零點三。

十、申貸程序：

 (一) 本貸款作業準則由承貸銀行訂定之。
 (二) 承貸銀行依據申請人貸款計畫，審查其計畫可行性及償還能力等據以核貸。 

十一、使用監督：

 (一)中小企業資格有爭議時，由承貸銀行洽經理銀行協助認定，經理銀行無法認定時，由 
   經理銀行洽請經濟部認定。

 (二)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及各承貸銀行得派員 
   前往借款人處調查有關貸款運用情形，借款人不得拒絕。

 (三)借款人應保持確實完整之會計紀錄及憑證，如有移用貸款情事，應由各承貸銀行按一 
   般放款利率核計利息後，收回全部貸款，承貸銀行並應將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對該案已 

   支付之手續費全部返還。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承貸銀行及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規定辦理。 
十三、本貸款受理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或

   核貸金額累計達貸款總額度時停止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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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因應全球貿易環境快速變遷，產業應加速朝創新化、智慧化及高值化發展，為支持國內中 

 小企業升級轉型，特訂定本要點。

二、資金額度與來源：

 貸款總額度為新臺幣二百億元，由承貸銀行自有資金辦理，貸款風險由承貸銀行承擔；各 

 承貸銀行承辦本項貸款委辦手續費由中小企業發展基金依實際貸放平均餘額以年息百分之  
 一點五支付，支付期間自撥貸之日起算最長五年，並得視中小企業發展基金財務狀況調整 

 委辦手續費及支付期間。

三、貸款對象：

 符合「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適用對象，並取得經濟部資格認定核定函之中小企業 

 。 
四、貸款用途：

 (一) 興（擴）建廠房、營運場所及相關設施。
 (二) 購置機器設備。
 (三) 中期營運週轉金。 
五、貸款額度：

 每一計畫貸款額度視申請人財務狀況核定，除中期營運週轉金外，最高不得超過該計畫投 

 資成本百分之八十，得分批動用，惟不得循環動用。

六、貸款利率：

 貸款利率最高不超過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分之零點五，機動計息。 
七、貸款期限：

 貸款期限最長為十年，含寬限期最多三年。 
八、辦理單位：

 本貸款由本國公、民營銀行辦理貸放事宜，並遴選經理銀行辦理融資管理業務。

九、擔保條件：

 依各承貸銀行之核貸作業規定辦理，必要時得依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規定移送 

 信用保證，單一企業申請本項貸款信用保證之授信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一億元，不受同一企  
 業保證融資額度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之限制，保證成數最高九點五成，保證手續費年費率 

 最高百分之零點三。

十、申貸程序：

 (一) 本貸款作業準則由承貸銀行訂定之。
 (二) 承貸銀行依據申請人貸款計畫，審查其計畫可行性及償還能力等據以核貸。 

十一、使用監督：

 (一)中小企業資格有爭議時，由承貸銀行洽經理銀行協助認定，經理銀行無法認定時，由 
   經理銀行洽請經濟部認定。

 (二)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及各承貸銀行得派員 
   前往借款人處調查有關貸款運用情形，借款人不得拒絕。

 (三)借款人應保持確實完整之會計紀錄及憑證，如有移用貸款情事，應由各承貸銀行按一 
   般放款利率核計利息後，收回全部貸款，承貸銀行並應將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對該案已 

   支付之手續費全部返還。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承貸銀行及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規定辦理。 
十三、本貸款受理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或

   核貸金額累計達貸款總額度時停止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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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訊息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彰化分局

一、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達辦理稅籍登記標準者，應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並繳納稅款,以 

 免受罰

 財政部中區國税局彰化分局表示,個人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者，除因經營初期,銷售貨 

 物每月銷售額未達8萬元或銷售勞務每月銷售額未連4萬元，可暫免辦理税籍登記外，應於 

 開始營業前向國税局辦理税籍登記並依規定報繳税款，否則經查獲不但應補缴本税，另將 

 按所漏税額處5倍以下罰鍰。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賣家若經營初期，銷售貨物每月銷售額未達8萬元或銷售勞務每月銷售 

 額未連4萬元，可暫免向國税局辦理税籍登記，其「每月銷售領」之認定，以最近6個月之 

 銷售總額平均計算，惟一旦銷售額超過上述標準，應即向國稅局辦理稅籍登記並報繳稅款 

 。

二、請個人或營利事業於申請適用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課稅時要審慎評估其稅負 

 效果及資金運用情形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為引導個人匯回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匯回境外轉投責收益，於符合國際規範下，促進我國 

 整體經濟發展，108年7月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境外資金匪回管理運用及課税條例」(下稱 

 資金專法)，該條例於108年7月24日經總统公布，行政院核定自108年8月1日施行，施行期 

 問二年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依該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個人匯回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匯 

 回境外轉投資收益，得選擇依本條例規定課稅，免依所得基本税額條例、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所得稅法規定課徵基本稅額及所得稅，且一經擇定不得變更。」因此 

 ，個人或營利事業申請適用本條例前，應自行評估適用一般所得稅制與本條例之稅負效果 

 及資金運用限制差異，審慎選定課稅方式，一經擇定不得變更。

 該分局特别提醒，資金專法自108年8月15日施行，施行後個人或營利事業之境外資金可選 

 擇依所得税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資金專法完税。資金專法施行前 

 個人有海外所得時，適用所得基本税額税率為20%，有大陸所得時依所得稅法適用税率為 

 5%-40% ;營利事業有境外所得時依所得我法適用税率為20%，個人或營利事業在境外已繳 

 納稅額可以扣抵，但有限額規定。108年8月15日以後，個人或營利事業可以依原本方式完 

 税，也可以申請適用資金專法，於符合適用要件資格審查後，將資金於施行日起一年内匯

 回適用税率為8%，於施行日滿一年之次日起一年匯回適用税率為10%，但在境外已缴納税 

 額不得扣抵且資金須於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控管。故個人與營利事業欲申請適用資金專 

 法應做審慎評估，因申請適用後即無法再選擇依所得稅法、兩岸人民關條條例、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完稅。

三、被繼承人生前借款與公司尚未清償者,應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生前借款給公司且截至死亡日止該公司尚未清 

 償者，其性質屬被繼承人對公司之債權，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屬於被繼承人財產，應 

 列入遺產申報課稅，以免漏報遭補稅處罰。

四、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民法第1138條所定繼承人,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8條第2項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0條 

 第1項第5款規定,贈與農業用地免徵贈與稅之條件，除需作農業使用外，贈與對象必須是 

 民法第1138條之繼承人，即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或祖父母等，才可免徵贈與 

 稅；如果受贈對象為媳婦、妊子或外甥，則不能適用該項免稅規定。

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二十條(81.26.修正)(不計入贈與總額之項目)

左列各款不計人贈與總額：

五、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繼承人者，不 

 計入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數。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五年内，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 

 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内已恢復作 

 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受贈人死亡、該受贈土 

 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農業發展條例

第三十八條 (農用農地及地上農作物遺產稅、贈與稅、田賦之減免)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 

  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承受者，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遺產 

  稅，並自承受之年起，免徵田賦十年。承受人自承受之日起五年內，未將該土地繼 

  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内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 

  限内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缴應納稅賦。但如因該承 

  受人死亡、該承受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繼承人 

  者，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贈與稅，並自受贈之年起，免徵田賦十年。 

  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五年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 

  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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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達辦理稅籍登記標準者，應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並繳納稅款,以 

 免受罰

 財政部中區國税局彰化分局表示,個人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者，除因經營初期,銷售貨 

 物每月銷售額未達8萬元或銷售勞務每月銷售額未連4萬元，可暫免辦理税籍登記外，應於 

 開始營業前向國税局辦理税籍登記並依規定報繳税款，否則經查獲不但應補缴本税，另將 

 按所漏税額處5倍以下罰鍰。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賣家若經營初期，銷售貨物每月銷售額未達8萬元或銷售勞務每月銷售 

 額未連4萬元，可暫免向國税局辦理税籍登記，其「每月銷售領」之認定，以最近6個月之 

 銷售總額平均計算，惟一旦銷售額超過上述標準，應即向國稅局辦理稅籍登記並報繳稅款 

 。

二、請個人或營利事業於申請適用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課稅時要審慎評估其稅負 

 效果及資金運用情形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為引導個人匯回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匯回境外轉投責收益，於符合國際規範下，促進我國 

 整體經濟發展，108年7月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境外資金匪回管理運用及課税條例」(下稱 

 資金專法)，該條例於108年7月24日經總统公布，行政院核定自108年8月1日施行，施行期 

 問二年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依該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個人匯回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匯 

 回境外轉投資收益，得選擇依本條例規定課稅，免依所得基本税額條例、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所得稅法規定課徵基本稅額及所得稅，且一經擇定不得變更。」因此 

 ，個人或營利事業申請適用本條例前，應自行評估適用一般所得稅制與本條例之稅負效果 

 及資金運用限制差異，審慎選定課稅方式，一經擇定不得變更。

 該分局特别提醒，資金專法自108年8月15日施行，施行後個人或營利事業之境外資金可選 

 擇依所得税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資金專法完税。資金專法施行前 

 個人有海外所得時，適用所得基本税額税率為20%，有大陸所得時依所得稅法適用税率為 

 5%-40% ;營利事業有境外所得時依所得我法適用税率為20%，個人或營利事業在境外已繳 

 納稅額可以扣抵，但有限額規定。108年8月15日以後，個人或營利事業可以依原本方式完 

 税，也可以申請適用資金專法，於符合適用要件資格審查後，將資金於施行日起一年内匯

 回適用税率為8%，於施行日滿一年之次日起一年匯回適用税率為10%，但在境外已缴納税 

 額不得扣抵且資金須於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控管。故個人與營利事業欲申請適用資金專 

 法應做審慎評估，因申請適用後即無法再選擇依所得稅法、兩岸人民關條條例、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完稅。

三、被繼承人生前借款與公司尚未清償者,應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生前借款給公司且截至死亡日止該公司尚未清 

 償者，其性質屬被繼承人對公司之債權，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屬於被繼承人財產，應 

 列入遺產申報課稅，以免漏報遭補稅處罰。

四、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民法第1138條所定繼承人,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8條第2項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0條 

 第1項第5款規定,贈與農業用地免徵贈與稅之條件，除需作農業使用外，贈與對象必須是 

 民法第1138條之繼承人，即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或祖父母等，才可免徵贈與 

 稅；如果受贈對象為媳婦、妊子或外甥，則不能適用該項免稅規定。

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二十條(81.26.修正)(不計入贈與總額之項目)

左列各款不計人贈與總額：

五、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繼承人者，不 

 計入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數。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五年内，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 

 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内已恢復作 

 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受贈人死亡、該受贈土 

 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農業發展條例

第三十八條 (農用農地及地上農作物遺產稅、贈與稅、田賦之減免)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 

  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承受者，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遺產 

  稅，並自承受之年起，免徵田賦十年。承受人自承受之日起五年內，未將該土地繼 

  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内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 

  限内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缴應納稅賦。但如因該承 

  受人死亡、該承受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繼承人 

  者，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贈與稅，並自受贈之年起，免徵田賦十年。 

  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五年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 

  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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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達辦理稅籍登記標準者，應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並繳納稅款,以 

 免受罰

 財政部中區國税局彰化分局表示,個人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者，除因經營初期,銷售貨 

 物每月銷售額未達8萬元或銷售勞務每月銷售額未連4萬元，可暫免辦理税籍登記外，應於 

 開始營業前向國税局辦理税籍登記並依規定報繳税款，否則經查獲不但應補缴本税，另將 

 按所漏税額處5倍以下罰鍰。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賣家若經營初期，銷售貨物每月銷售額未達8萬元或銷售勞務每月銷售 

 額未連4萬元，可暫免向國税局辦理税籍登記，其「每月銷售領」之認定，以最近6個月之 

 銷售總額平均計算，惟一旦銷售額超過上述標準，應即向國稅局辦理稅籍登記並報繳稅款 

 。

二、請個人或營利事業於申請適用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課稅時要審慎評估其稅負 

 效果及資金運用情形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為引導個人匯回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匯回境外轉投責收益，於符合國際規範下，促進我國 

 整體經濟發展，108年7月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境外資金匪回管理運用及課税條例」(下稱 

 資金專法)，該條例於108年7月24日經總统公布，行政院核定自108年8月1日施行，施行期 

 問二年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依該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個人匯回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匯 

 回境外轉投資收益，得選擇依本條例規定課稅，免依所得基本税額條例、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所得稅法規定課徵基本稅額及所得稅，且一經擇定不得變更。」因此 

 ，個人或營利事業申請適用本條例前，應自行評估適用一般所得稅制與本條例之稅負效果 

 及資金運用限制差異，審慎選定課稅方式，一經擇定不得變更。

 該分局特别提醒，資金專法自108年8月15日施行，施行後個人或營利事業之境外資金可選 

 擇依所得税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資金專法完税。資金專法施行前 

 個人有海外所得時，適用所得基本税額税率為20%，有大陸所得時依所得稅法適用税率為 

 5%-40% ;營利事業有境外所得時依所得我法適用税率為20%，個人或營利事業在境外已繳 

 納稅額可以扣抵，但有限額規定。108年8月15日以後，個人或營利事業可以依原本方式完 

 税，也可以申請適用資金專法，於符合適用要件資格審查後，將資金於施行日起一年内匯

 回適用税率為8%，於施行日滿一年之次日起一年匯回適用税率為10%，但在境外已缴納税 

 額不得扣抵且資金須於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控管。故個人與營利事業欲申請適用資金專 

 法應做審慎評估，因申請適用後即無法再選擇依所得稅法、兩岸人民關條條例、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完稅。

三、被繼承人生前借款與公司尚未清償者,應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生前借款給公司且截至死亡日止該公司尚未清 

 償者，其性質屬被繼承人對公司之債權，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屬於被繼承人財產，應 

 列入遺產申報課稅，以免漏報遭補稅處罰。

四、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民法第1138條所定繼承人,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8條第2項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0條 

 第1項第5款規定,贈與農業用地免徵贈與稅之條件，除需作農業使用外，贈與對象必須是 

 民法第1138條之繼承人，即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或祖父母等，才可免徵贈與 

 稅；如果受贈對象為媳婦、妊子或外甥，則不能適用該項免稅規定。

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二十條(81.26.修正)(不計入贈與總額之項目)

左列各款不計人贈與總額：

五、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繼承人者，不 

 計入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數。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五年内，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 

 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内已恢復作 

 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受贈人死亡、該受贈土 

 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農業發展條例

第三十八條 (農用農地及地上農作物遺產稅、贈與稅、田賦之減免)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 

  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承受者，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遺產 

  稅，並自承受之年起，免徵田賦十年。承受人自承受之日起五年內，未將該土地繼 

  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内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 

  限内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缴應納稅賦。但如因該承 

  受人死亡、該承受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繼承人 

  者，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贈與稅，並自受贈之年起，免徵田賦十年。 

  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五年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 

  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 

  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受贈人死亡、該受贈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 

  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繼承人有數人，協議由一人繼承土地而需以現金補償其他繼承人者，由主管 

  機關協助辦理二十年土地貸款。

五、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贈受雙方為配偶或直系血親，方有免贈與稅之適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1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因配偶、 

 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贈與稅，例如父母贈與子女或祖父母贈與孫子女。如贈 

 受雙方為兄弟或婆媳關保則不適用該項免稅規定。

都市計畫法

第五十條之一 (稅賦之免徵)

   公共設施保留地因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徵收取得之加成補償，免徵所得稅； 

   因繼承或因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

六、營利事業自108年8月15日起兩年內獲配並匯回之境外轉投資收益可申請適用境外資金匯 

 回專法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近來常接獲企業主詢問有關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 

 ，營利事業之適用範圍為何?

 該分局說明，前開條例已自8月15日施行,施行期問2年，該條例規定營利事業之適用範圍 

 ，為自施行日起算2年内自其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之境外轉投資事業獲配並匯回之投 

 資收益：而境外轉投資收益，是指營利事業自其於臺灣、澎湖、金門、馬祖以外國家或地 

 區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之轉投資事業獲配之投資收益，故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 

 業,自施行日起2年內自其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之境外轉投資事業獲配並匯回之投資收 

 益，可申請適用境外資金匯回專法。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若是施行前已獲配之投資收益或匯回之資金不屬境外轉投資收益(例 

 如:其他類別所得)，即非屬該條例之適用範圍，營利事業必須於108年8月15日起2年內自其 

 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之境外轉投資事業獲配並匯回之境外轉投資收益才有適用。

七、提高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免稅門檻為新臺幣5, 000 元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自今(108)年12月1日起,政府舉辦之獎券(含公益彩券、運 

 動彩券及統一發票)中獎獎金免予扣繳門檻(即免稅門檻)，由新臺幣(下同)2,000元提高為 

 5000元。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說明，目前公益彩券、運動彩券或統一發票中獎獎金超過2,000元， 

 就要課徵20%所得稅，為進一步簡化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扣缴作業，鼓勵民眾購買政 

 府舉辦之獎券投注公益及於消費時索取統一發票，財政部修正「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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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達辦理稅籍登記標準者，應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並繳納稅款,以 

 免受罰

 財政部中區國税局彰化分局表示,個人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者，除因經營初期,銷售貨 

 物每月銷售額未達8萬元或銷售勞務每月銷售額未連4萬元，可暫免辦理税籍登記外，應於 

 開始營業前向國税局辦理税籍登記並依規定報繳税款，否則經查獲不但應補缴本税，另將 

 按所漏税額處5倍以下罰鍰。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賣家若經營初期，銷售貨物每月銷售額未達8萬元或銷售勞務每月銷售 

 額未連4萬元，可暫免向國税局辦理税籍登記，其「每月銷售領」之認定，以最近6個月之 

 銷售總額平均計算，惟一旦銷售額超過上述標準，應即向國稅局辦理稅籍登記並報繳稅款 

 。

二、請個人或營利事業於申請適用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課稅時要審慎評估其稅負 

 效果及資金運用情形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為引導個人匯回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匯回境外轉投責收益，於符合國際規範下，促進我國 

 整體經濟發展，108年7月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境外資金匪回管理運用及課税條例」(下稱 

 資金專法)，該條例於108年7月24日經總统公布，行政院核定自108年8月1日施行，施行期 

 問二年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依該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個人匯回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匯 

 回境外轉投資收益，得選擇依本條例規定課稅，免依所得基本税額條例、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所得稅法規定課徵基本稅額及所得稅，且一經擇定不得變更。」因此 

 ，個人或營利事業申請適用本條例前，應自行評估適用一般所得稅制與本條例之稅負效果 

 及資金運用限制差異，審慎選定課稅方式，一經擇定不得變更。

 該分局特别提醒，資金專法自108年8月15日施行，施行後個人或營利事業之境外資金可選 

 擇依所得税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資金專法完税。資金專法施行前 

 個人有海外所得時，適用所得基本税額税率為20%，有大陸所得時依所得稅法適用税率為 

 5%-40% ;營利事業有境外所得時依所得我法適用税率為20%，個人或營利事業在境外已繳 

 納稅額可以扣抵，但有限額規定。108年8月15日以後，個人或營利事業可以依原本方式完 

 税，也可以申請適用資金專法，於符合適用要件資格審查後，將資金於施行日起一年内匯

 回適用税率為8%，於施行日滿一年之次日起一年匯回適用税率為10%，但在境外已缴納税 

 額不得扣抵且資金須於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控管。故個人與營利事業欲申請適用資金專 

 法應做審慎評估，因申請適用後即無法再選擇依所得稅法、兩岸人民關條條例、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完稅。

三、被繼承人生前借款與公司尚未清償者,應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生前借款給公司且截至死亡日止該公司尚未清 

 償者，其性質屬被繼承人對公司之債權，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屬於被繼承人財產，應 

 列入遺產申報課稅，以免漏報遭補稅處罰。

四、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民法第1138條所定繼承人,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8條第2項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0條 

 第1項第5款規定,贈與農業用地免徵贈與稅之條件，除需作農業使用外，贈與對象必須是 

 民法第1138條之繼承人，即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或祖父母等，才可免徵贈與 

 稅；如果受贈對象為媳婦、妊子或外甥，則不能適用該項免稅規定。

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二十條(81.26.修正)(不計入贈與總額之項目)

左列各款不計人贈與總額：

五、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繼承人者，不 

 計入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數。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五年内，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 

 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内已恢復作 

 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受贈人死亡、該受贈土 

 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農業發展條例

第三十八條 (農用農地及地上農作物遺產稅、贈與稅、田賦之減免)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 

  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承受者，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遺產 

  稅，並自承受之年起，免徵田賦十年。承受人自承受之日起五年內，未將該土地繼 

  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内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 

  限内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缴應納稅賦。但如因該承 

  受人死亡、該承受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繼承人 

  者，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贈與稅，並自受贈之年起，免徵田賦十年。 

  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五年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 

  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 

 將免税門檻調高，訂於今年12月1日起施行，亦即政府獎券中獎人於今年12月1日以後兑領 

 之獎金，得適用新免稅門檻5,000元之規定。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進一步說明,以今年7-8月期之統一發票中獎獎金為例，其領獎期問自 

 今年10月6日至109年1月6日止，中獎人於今年12月1日至109年1月6日間兌領獎金，中獎金 

 額為4,000元者(即兌中四獎)，即可適用新制免扣繳税款，省下800元稅款(中獎獎金4,000元x 

 扣繳率20%)。該分局特別提醒中獎民眾注意政府獎券中獎獎金課税新規定，配合調整兌領 

 獎金期程規劃,享受中獎獎金小確幸。

Great-Orange Advertis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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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8.10.17財政部中區國稅局一字第108001131B號) 

營利事業申報所得稅常見錯樣彙總表

科 目

營  業  收  入
非營業收入

錯      誤      態      樣

1、營利事業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未加計短漏開統 

  一發票之銷售額,致漏報營業收入。

2、小規模營利事業於年度中改為使用統一發票商號,而於辦理 

  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漏未申報其屬小規模營 

  利事業期間查定課徵之銷售額。

3、營利事業誤將註冊地為國外之基金及有價證券之處分利益列 

  為停徵之證券交易所得,致短漏報營利事業所得稅。

4、營利事業短報海關退稅、保險理賠、銀行利息收入、政府補 

  助款及領回未支付員工退休金或資遣費之退休準備金等收入。

5、營利事業已交付開立銷貨發票之貨品,收入已實現,惟仍帳列 

  預收貨款,隱匿該筆營業收入。

6、營利事業取得機會中獎獎金,未列入其他收入申報,致造成短 

  漏報收入之情形。

7、公司出售土地及建物,已於當年度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因於 

  次一年度辦理點交,遲至次一年度才列報出售資產增益,與營 

  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稱營所稅查核準則)第24條之2規 

  定不合,應以所有權移轉登記日認列出售資產損益。

8、營利事業資金貸與股東或同業,未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  

  項規定設算利息收入。

9、上年度預收款項未轉列本年度申報營業收入,亦未於申報 書 

  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揭露並調整說明,致漏報營業收入。

10、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為孳息他益股權信託之受益人,因誤將 

   信託契約取得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認屬所得稅法第42條 

   第1項不計入所得額課稅,而短漏報課稅所得額。

11、營利事業以短期票券從事附條件交易,到期賣回金額超過原 

   買入金額部分之利息所得,未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1第4項規 

   定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12、營利事業銷售下腳及廢料,漏未依營所稅查核準則第36條規 

   定 ,將其列為收入或成本之減項,致短漏報所得。

13、營利事業投資國外企業在臺上市(櫃)之股票所獲配之股利,  

   非屬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轉投資國內營利事業所獲配之投 

   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適用範疇,該股利應計入所得額 

   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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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費用及
營業損失

科 目

營  業  成  本

錯      誤      態      樣

1、營利事業依進口報單上所載進口稅及貨物稅先行列報進貨成本, 

   其後又依海關核發「海關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之進口稅及貨 

   物稅列報進貨成本,致重複列報營業成本。

2、營利事業發生銷貨退回,卻以銷貨折讓處理,未於存貨帳中記載 

   退貨入庫之紀錄,致期末存貨少計虛列當年度營業成本。

3、營利事業主要為買賣業,並部分分裝加工產品,惟將其所有製造 

   費用全數帳列其他營業成本項下,並未將其製造費用分攤於期末 

   存貨。

4、營利事業購入間接材(物)料,未於會計年度終止日就尚未耗用部 

   分,依所得稅法第64條規定轉列用品盤存。

5、薪資費用中屬依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規定,一次性提撥之勞 

   工退休準備金部分,未依費用性質區分為營業成本或營業費用, 

   致營業成本異常。

6、營利事業出口貨物於年底復運進口未再出口一於辦理結算申報 

   時申報銷貨退回惟漏未帳列期末存貨,致虛增營業成本。

1、營利事業列報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失,或個人、家庭之 

   消費支出。

2、營利事業列報長期駐外人員薪資、旅費、保險費、似食費等費 

   用,未能提示從事與營業活動有關之證明文件,亦未列報技術服 

   務相對收入,不符收入費用配合原則。

3、營利事業以無催用事實之人頭,虛報薪資支出、似食費、保險費 

   及退休金等費用。

4、營利事業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未對文具用品及包裝 

   費用進行實際盤存調整,致高估營業費用。

5、因債務人倒閉致債權不能收回之呆帳損失,應取具郵政事業無法 

   送達之存證函,該存證函並應書有催收日於主管機關依法登記之 

   營業所在地址,憑以認定呆帳損失。

6、營利事業列報國外佣金支出,僅具備形式之合約書、付款證明, 

   卻未能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2條規定,提示具體勞務之 

   仲介事實及佣金計算資料。

7、銷售房地之廣告費及佣金支出,於房屋未完工交屋前,係預售房 

   地所發生之推銷費用,應按遞延費用列帳,配合房地銷售收入列 

   為出售年度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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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錯      誤      態      樣

固定資產報廢

取具無交易事
實之進項憑證

研發支出投資
抵減

免稅所得相關
成本費用分攤
異常

依境外所得來
源國稅法規定
繳納之所得稅
可扣抵之稅額

8、營利事業申報國外投資損失,該被投資公司並無實質營運活動, 

   申報時未檢附轉投資具有實質營運之事業因營業上虧損致該國 

   外被投資事業發生損失之證明文件,與營所稅查核準則第99條 

   第2款規定不符,不得認列。

9、營利事業合建分售建案之廣告費,未依營所稅查核準則第78條第 

    1款第11目規定,由地主與建主按其售價比例分攤。

10、營利事業財務報表有尚未彌補累積虧損卻列報對政黨、政治 

     團體或參選人之捐贈支出,不符合政治獻金法第7條第1項第3 

     款有累積虧損未依規定彌補之營利事業不得捐贈政治獻金之 

     規定。

11、營利事業依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規定估算勞工退休準備金 

     專戶餘額不足給付次一年度內預估成就退休條件勞工之退休 

     金數額,並列報為當年度退休金費用,惟於次年初才實際提撥該 

     差額,依營所稅查核準則第71條第8款第4目規定,該補足之差額 

      ,應於實際提撥年度以費用列支。

未逾耐用年限之固定資產報廢,若僅除帳卻無法提示報廢事實之具

體事證,應自已實現損失中剔除,以免短漏報課稅所得額。

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3條第2項但書規定計算境外所得在所得來

源國之已繳納所得稅額之可扣抵限額時,應以境外收入減除相關成

本費用後之所得額計算限額,而非直接以該境外收入計算。

非適用房地合一稅新制之土地交易所得、證券交易所得、期貨交易

所得及依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取得之股利或盈餘等免稅或停止課

徵所得稅或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免稅所得,未依規定合理分攤相關

成本、費用或損失,致虛增免稅所得,短報應稅所得。

營利事業利用股東、家族成員或員工成立之小型企業開立不實統一

發票供其虛報營業成本或費用,涉嫌逃漏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依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規定列報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

應於辦理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3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

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研究發展活動之認定及研發支出專案

認定之申請,並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向稅捐稽徵機關

提出申請,如僅向單一機關申請,則不得適用投資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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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合於獎勵規定
之免稅所得

未依所得基本
稅額條例規定
計算及申報基
本稅額

未分配盈餘申
報

其他

錯      誤      態      樣

營利事業於計算五年免稅申報案之「合於獎勵規定之免稅所得」

時 ,漏未減除非屬五年免稅投資計畫產品之收入淨額 ,致虛增

免稅所得。

營利事業雖無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7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免稅所

得,惟因結算申報時選擇適用投資抵減稅額獎勵,致一般所得稅額

低於基本稅額,惟未依規定申報及繳納基本稅額。

1、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未依規定加計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等相 

   關規定自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致有漏報未分配盈餘之情事。

2、營利事業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時,

   應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  

   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累積虧損數額,非僅限87年度以後 

   之虧損。

3、前一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經稽徵機關核定有短漏報 

   稅後純益(核定通知書421欄) ,未於申報同年度未分配盈餘申 

   報時自行調整加計稅後純益,致短漏報未分配盈餘。

1、會計師查核簽證案件,營利事業未如期繳納或短繳結算申報 

   自繳稅款,仍應視為普通申報案件,無盈虧互抵之適用。

2、合夥商號辦理上一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因於年 

   度結束后至次一年度辦理申報期間變更合夥人或合夥比例,  

   於填報營利事業投資人明細時卻誤填為變更後合夥人或合夥 

   比例。

3、營利事業於計算前10年核定虧損自本年度純益額扣除之金額 

   時 ,未將以往各該核定虧損年度取得依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 

   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先行抵減各該期之核定虧損,再以 

   虧損之餘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致課稅所得額計算錯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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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遣通報Q＆A

一、Q：資遣通報的法令依據是什麼？

 A：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於員工離職之10日前，將被資 

  遣員工之姓名、性別、年齡、住址、電話、擔任工作、資遣事由及需否就業輔導等事 

  項，列冊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但其資遣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之情事所致者，應自被資遣員工離職之日起3日內為之。」

二、Q：為什麼要辦理資遣通報？（資遣通報的目的為何？）

 A：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2項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接獲前項通報資料後，應依被資 

  遣人員之志願、工作能力，協助其再就業。」所以雇主應依規定辦理資遣通報，以便 

  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因應協助輔導被資遣勞工再就業。

三、Q：如果雇主未依規定辦理資遣通報，有沒有罰則？由誰來罰？

 A：就業服務法第68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33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 

  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第75條規定：「本法所定罰鍰，由直轄市及縣（市）主 

  管機關處罰之。」

四、Q：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辦理通報，其中所稱的「雇主」應如何解釋？又 

 如果我們公司（或單位）並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資遣員工時，是否仍應通報？

 A：就業服務法第2條第3款規定：「雇主：指聘、僱用員工從事工作者。」另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94年5月12日勞職業字第0940022631號函釋：「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雇主辦理 

  資遣員工時，仍應依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規定辦理資遣通報。」

五、Q：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辦理通報，其中所稱的「員工」應如何解釋？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1年8月26日台81勞職業字第28860號函釋：「凡非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依法進用之人員均在適用範圍內，故在資遣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聘、僱之人員時， 

  應向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通報。」

六、Q：公司法委任經理人是否屬就業服務法第2條所規定之「員工」，是否須依法辦理資遣 

 通報？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3年5月13日勞職業字第0930019530號函釋：「就業服務法第2條第 

  3款規定：『雇主：指聘、僱用員工從事工作者。』又本會81年8月26日台81勞職業字 

  第28860號函釋：『⋯⋯凡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依法進用之人員均在適用範圍內，故 

  在資遣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聘、僱之人員時，應向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通報。』故事業單位如係資遣委任經理人，自須依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規定辦理 

  資遣通報。」

七、Q：何種情況之勞動契約終止，雇主須辦理資遣通報？（員工在什麼原因下離職，雇主須 

 辦理資遣通報？）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2年2月8日台82勞職業字第08982號函釋：「所稱『資遣』係指雇 

  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之行為。」另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職業訓練局92年11月11日職業字第0920059015號函釋：「勞工如已依規定通知新 

  雇主不同意留用時，舊雇主應依法辦理資遣通報。」

 參考：

 勞動基準法第11條：

 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一、歇業或轉讓時。

 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 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勞動基準法第13條：

 勞工在第50條規定之停止工作期間或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但雇主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

 勞動基準法第20條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時，除新舊雇主商定留用之勞工外，其餘勞工應依 

 第16條規定期間預告終止契約，並應依第17條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其留用勞工之工作年 

 資，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

八、Q：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於員工離職之10日前辦理通報，其中所稱的「離 

 職日期」應如何認定？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2年1月18日台82勞職業字第40180號函釋：「係指雇主通知員工應 

  離職之日起往前計算之意。」另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 年 3 月 18 日勞職業字第 

  0930063119號函釋：「勞工之資遣通報離職日期應以約定終止勞動契約之日期。」

九、Q：就業服務法有關資遣通報的規定中，「10日前」應如何計算？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5年10月30日勞職業字第0950506599號令釋：「核釋就業服務法第 

  33條第1項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應列冊通報期間日數之計算，以員工離職生效日為始 

  日，並包含星期例假日，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 

  期間之末日，並自即日生效。」

十、Q：就業服務法資遣通報規定所稱的「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是指哪裡？

◎ 資料來源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4年9月19日勞職業字第0940506092號函釋：「本法第33條第1項所 

  指之『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行政程序法第11條第1項規定，應以 

  被資遣人員原職務（即原實際勞務提供）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為受理通報機關。」

十一、Q：雇主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給付應預告而未預告之「預告期間工資」後，是 

 否仍應依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規定，辦理資遣通報？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2年12月23日勞職業字第0920068100號函釋：「就業服務法第33 

  條第1項之規定，其旨在藉由執行資遣通報方式使相關機關協助被資遣員工再就業 

  ，其通報對象為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而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之 

  規定，係課雇主終止勞動契約之預告義務，其預告之對象為被終止勞動契約之勞工 

  ，二者所預告（或通報）之對象及立法目的不同，並不相互牴觸，故雇主雖依勞動 

  基準法規定給付『預告期間工資』終止勞動契約，仍應依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 

  規定辦理通報。」

十二、Q：勞工於試用期內或屆期時，雇主欲終止勞動契約，是否仍需辦理資遣通報？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6年9月3日台86勞資2字第035588號函釋：「試用期內或屆期時 

  ，雇主欲終止勞動契約，仍應依勞動基準法第11、12、16及17條相關規定辦理。」 

  故雇主仍應依規定辦理資遣通報。

十三、Q：新聘到職員工工作未滿10日離職，雇主是否仍需辦理資遣通報？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4年10月11日勞職業字第0940506194號函釋：

  一、按員工到職未滿10日，如係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終止勞動契約時 

   ，雇主仍有資遣費之給付義務，自屬資遣範圍，故仍須辦理資遣通報。

  二、法已明定，若資遣員工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事所致者，雖其資 

   遣為不可歸責於雇主之因素，且又係遭遇重大事件，然雇主仍應自被資遣員工 

   離職之日起3日內為之。雖員工工作未滿10日，但係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 

   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則仍不能免除雇主資遣通報之義務，依舉重明 

   輕之法理仍應比照本法第33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自員工離職之日起3日內辦理 

   資遣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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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Q：資遣通報的法令依據是什麼？

 A：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於員工離職之10日前，將被資 

  遣員工之姓名、性別、年齡、住址、電話、擔任工作、資遣事由及需否就業輔導等事 

  項，列冊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但其資遣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之情事所致者，應自被資遣員工離職之日起3日內為之。」

二、Q：為什麼要辦理資遣通報？（資遣通報的目的為何？）

 A：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2項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接獲前項通報資料後，應依被資 

  遣人員之志願、工作能力，協助其再就業。」所以雇主應依規定辦理資遣通報，以便 

  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因應協助輔導被資遣勞工再就業。

三、Q：如果雇主未依規定辦理資遣通報，有沒有罰則？由誰來罰？

 A：就業服務法第68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33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 

  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第75條規定：「本法所定罰鍰，由直轄市及縣（市）主 

  管機關處罰之。」

四、Q：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辦理通報，其中所稱的「雇主」應如何解釋？又 

 如果我們公司（或單位）並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資遣員工時，是否仍應通報？

 A：就業服務法第2條第3款規定：「雇主：指聘、僱用員工從事工作者。」另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94年5月12日勞職業字第0940022631號函釋：「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雇主辦理 

  資遣員工時，仍應依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規定辦理資遣通報。」

五、Q：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辦理通報，其中所稱的「員工」應如何解釋？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1年8月26日台81勞職業字第28860號函釋：「凡非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依法進用之人員均在適用範圍內，故在資遣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聘、僱之人員時， 

  應向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通報。」

六、Q：公司法委任經理人是否屬就業服務法第2條所規定之「員工」，是否須依法辦理資遣 

 通報？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3年5月13日勞職業字第0930019530號函釋：「就業服務法第2條第 

  3款規定：『雇主：指聘、僱用員工從事工作者。』又本會81年8月26日台81勞職業字 

  第28860號函釋：『⋯⋯凡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依法進用之人員均在適用範圍內，故 

  在資遣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聘、僱之人員時，應向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通報。』故事業單位如係資遣委任經理人，自須依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規定辦理 

  資遣通報。」

七、Q：何種情況之勞動契約終止，雇主須辦理資遣通報？（員工在什麼原因下離職，雇主須 

 辦理資遣通報？）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2年2月8日台82勞職業字第08982號函釋：「所稱『資遣』係指雇 

  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之行為。」另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職業訓練局92年11月11日職業字第0920059015號函釋：「勞工如已依規定通知新 

  雇主不同意留用時，舊雇主應依法辦理資遣通報。」

 參考：

 勞動基準法第11條：

 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一、歇業或轉讓時。

 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 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勞動基準法第13條：

 勞工在第50條規定之停止工作期間或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但雇主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

 勞動基準法第20條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時，除新舊雇主商定留用之勞工外，其餘勞工應依 

 第16條規定期間預告終止契約，並應依第17條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其留用勞工之工作年 

 資，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

八、Q：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於員工離職之10日前辦理通報，其中所稱的「離 

 職日期」應如何認定？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2年1月18日台82勞職業字第40180號函釋：「係指雇主通知員工應 

  離職之日起往前計算之意。」另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 年 3 月 18 日勞職業字第 

  0930063119號函釋：「勞工之資遣通報離職日期應以約定終止勞動契約之日期。」

九、Q：就業服務法有關資遣通報的規定中，「10日前」應如何計算？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5年10月30日勞職業字第0950506599號令釋：「核釋就業服務法第 

  33條第1項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應列冊通報期間日數之計算，以員工離職生效日為始 

  日，並包含星期例假日，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 

  期間之末日，並自即日生效。」

十、Q：就業服務法資遣通報規定所稱的「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是指哪裡？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4年9月19日勞職業字第0940506092號函釋：「本法第33條第1項所 

  指之『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行政程序法第11條第1項規定，應以 

  被資遣人員原職務（即原實際勞務提供）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為受理通報機關。」

十一、Q：雇主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給付應預告而未預告之「預告期間工資」後，是 

 否仍應依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規定，辦理資遣通報？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2年12月23日勞職業字第0920068100號函釋：「就業服務法第33 

  條第1項之規定，其旨在藉由執行資遣通報方式使相關機關協助被資遣員工再就業 

  ，其通報對象為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而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之 

  規定，係課雇主終止勞動契約之預告義務，其預告之對象為被終止勞動契約之勞工 

  ，二者所預告（或通報）之對象及立法目的不同，並不相互牴觸，故雇主雖依勞動 

  基準法規定給付『預告期間工資』終止勞動契約，仍應依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 

  規定辦理通報。」

十二、Q：勞工於試用期內或屆期時，雇主欲終止勞動契約，是否仍需辦理資遣通報？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6年9月3日台86勞資2字第035588號函釋：「試用期內或屆期時 

  ，雇主欲終止勞動契約，仍應依勞動基準法第11、12、16及17條相關規定辦理。」 

  故雇主仍應依規定辦理資遣通報。

十三、Q：新聘到職員工工作未滿10日離職，雇主是否仍需辦理資遣通報？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4年10月11日勞職業字第0940506194號函釋：

  一、按員工到職未滿10日，如係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終止勞動契約時 

   ，雇主仍有資遣費之給付義務，自屬資遣範圍，故仍須辦理資遣通報。

  二、法已明定，若資遣員工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事所致者，雖其資 

   遣為不可歸責於雇主之因素，且又係遭遇重大事件，然雇主仍應自被資遣員工 

   離職之日起3日內為之。雖員工工作未滿10日，但係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 

   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則仍不能免除雇主資遣通報之義務，依舉重明 

   輕之法理仍應比照本法第33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自員工離職之日起3日內辦理 

   資遣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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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Q：資遣通報的法令依據是什麼？

 A：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於員工離職之10日前，將被資 

  遣員工之姓名、性別、年齡、住址、電話、擔任工作、資遣事由及需否就業輔導等事 

  項，列冊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但其資遣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之情事所致者，應自被資遣員工離職之日起3日內為之。」

二、Q：為什麼要辦理資遣通報？（資遣通報的目的為何？）

 A：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2項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接獲前項通報資料後，應依被資 

  遣人員之志願、工作能力，協助其再就業。」所以雇主應依規定辦理資遣通報，以便 

  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因應協助輔導被資遣勞工再就業。

三、Q：如果雇主未依規定辦理資遣通報，有沒有罰則？由誰來罰？

 A：就業服務法第68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33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 

  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第75條規定：「本法所定罰鍰，由直轄市及縣（市）主 

  管機關處罰之。」

四、Q：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辦理通報，其中所稱的「雇主」應如何解釋？又 

 如果我們公司（或單位）並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資遣員工時，是否仍應通報？

 A：就業服務法第2條第3款規定：「雇主：指聘、僱用員工從事工作者。」另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94年5月12日勞職業字第0940022631號函釋：「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雇主辦理 

  資遣員工時，仍應依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規定辦理資遣通報。」

五、Q：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辦理通報，其中所稱的「員工」應如何解釋？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1年8月26日台81勞職業字第28860號函釋：「凡非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依法進用之人員均在適用範圍內，故在資遣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聘、僱之人員時， 

  應向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通報。」

六、Q：公司法委任經理人是否屬就業服務法第2條所規定之「員工」，是否須依法辦理資遣 

 通報？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3年5月13日勞職業字第0930019530號函釋：「就業服務法第2條第 

  3款規定：『雇主：指聘、僱用員工從事工作者。』又本會81年8月26日台81勞職業字 

  第28860號函釋：『⋯⋯凡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依法進用之人員均在適用範圍內，故 

  在資遣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聘、僱之人員時，應向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通報。』故事業單位如係資遣委任經理人，自須依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規定辦理 

  資遣通報。」

七、Q：何種情況之勞動契約終止，雇主須辦理資遣通報？（員工在什麼原因下離職，雇主須 

 辦理資遣通報？）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2年2月8日台82勞職業字第08982號函釋：「所稱『資遣』係指雇 

  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之行為。」另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職業訓練局92年11月11日職業字第0920059015號函釋：「勞工如已依規定通知新 

  雇主不同意留用時，舊雇主應依法辦理資遣通報。」

 參考：

 勞動基準法第11條：

 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一、歇業或轉讓時。

 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 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勞動基準法第13條：

 勞工在第50條規定之停止工作期間或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但雇主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

 勞動基準法第20條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時，除新舊雇主商定留用之勞工外，其餘勞工應依 

 第16條規定期間預告終止契約，並應依第17條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其留用勞工之工作年 

 資，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

八、Q：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時，應於員工離職之10日前辦理通報，其中所稱的「離 

 職日期」應如何認定？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2年1月18日台82勞職業字第40180號函釋：「係指雇主通知員工應 

  離職之日起往前計算之意。」另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 年 3 月 18 日勞職業字第 

  0930063119號函釋：「勞工之資遣通報離職日期應以約定終止勞動契約之日期。」

九、Q：就業服務法有關資遣通報的規定中，「10日前」應如何計算？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5年10月30日勞職業字第0950506599號令釋：「核釋就業服務法第 

  33條第1項規定，雇主資遣員工應列冊通報期間日數之計算，以員工離職生效日為始 

  日，並包含星期例假日，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 

  期間之末日，並自即日生效。」

十、Q：就業服務法資遣通報規定所稱的「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是指哪裡？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4年9月19日勞職業字第0940506092號函釋：「本法第33條第1項所 

  指之『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行政程序法第11條第1項規定，應以 

  被資遣人員原職務（即原實際勞務提供）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為受理通報機關。」

十一、Q：雇主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給付應預告而未預告之「預告期間工資」後，是 

 否仍應依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規定，辦理資遣通報？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2年12月23日勞職業字第0920068100號函釋：「就業服務法第33 

  條第1項之規定，其旨在藉由執行資遣通報方式使相關機關協助被資遣員工再就業 

  ，其通報對象為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而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之 

  規定，係課雇主終止勞動契約之預告義務，其預告之對象為被終止勞動契約之勞工 

  ，二者所預告（或通報）之對象及立法目的不同，並不相互牴觸，故雇主雖依勞動 

  基準法規定給付『預告期間工資』終止勞動契約，仍應依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 

  規定辦理通報。」

十二、Q：勞工於試用期內或屆期時，雇主欲終止勞動契約，是否仍需辦理資遣通報？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6年9月3日台86勞資2字第035588號函釋：「試用期內或屆期時 

  ，雇主欲終止勞動契約，仍應依勞動基準法第11、12、16及17條相關規定辦理。」 

  故雇主仍應依規定辦理資遣通報。

十三、Q：新聘到職員工工作未滿10日離職，雇主是否仍需辦理資遣通報？

 A：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4年10月11日勞職業字第0940506194號函釋：

  一、按員工到職未滿10日，如係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終止勞動契約時 

   ，雇主仍有資遣費之給付義務，自屬資遣範圍，故仍須辦理資遣通報。

  二、法已明定，若資遣員工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事所致者，雖其資 

   遣為不可歸責於雇主之因素，且又係遭遇重大事件，然雇主仍應自被資遣員工 

   離職之日起3日內為之。雖員工工作未滿10日，但係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 

   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則仍不能免除雇主資遣通報之義務，依舉重明 

   輕之法理仍應比照本法第33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自員工離職之日起3日內辦理 

   資遣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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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１9 期
◎（108年9月～10月）

3
1.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９場「國際貿易英文書信寫作技巧實務」訓練班 

 ，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１０、１７日(１８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 本會辦理「卓越主管五大關鍵能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吳美娥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3. 本會辦理第６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４、５日﹝二天、１２小時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唐筱佳、陳宗佑 

 、蔡佳洲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4. 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８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見習實施計畫∼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見習活動」 

 觀摩，於１０８年９月５、６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課程研習∼職業安全衛生法 

 規概述、工作場所災害類型之預防暨職災案例分析探討：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見習觀摩： 

 山野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致贈陳董事長水景感謝牌；台灣華可貴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致贈張副廠長林燁感謝牌。夜宿∼翰品酒店(桃園市)

5. 本會辦理第２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型」訓練班，於 

 １０８年９月６日至２２日﹝夜間班、９天、３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柯昭德、丘蔚興、桂美俊、林志昌、伍耀璋、陳新福、吳金福、廖振魁、劉文峰等９ 

 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１場就業研習課程「拼接皮革創意運用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９、１６、２３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溪州鄉農會舉行，本 

 班聘請白梅蘭、蔡文晃、陳慶龍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１場就業促進活動「E化時代∼智慧手機 

 玩轉E生活」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花壇樂齡學習中心舉行， 

 本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生產問題分析與降低生產成本實作」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０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１８人參加。

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畫∼第２場「急救人員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１、１８、２５日﹝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假 

 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王芷柔、蔣麗雅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 

 參加。

10. 本會辦理第１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１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５９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２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９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緻興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 

 怡擔任。

1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２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翰優企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計有３４人參加。

1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４場「營建工程會計與稅務實務」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６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魏錫原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 

 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１８日結訓。

1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２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縫紉飾品製作 

 結合植物染應用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６、１７、１９日﹝３天、１５小時﹞ 

 假田中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詹雯雯、張志達、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15. 本會辦理第２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

  １６至１０月１９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 

 士、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潘美娟、陳金鐘、林新圳、伍耀璋、林明修等１０ 

 位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16. 本會辦理第２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

 １６至１０月９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士 

 、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潘美娟、陳金鐘、林新圳、伍耀璋、林明修等１０位 

 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17. 本會辦理「王牌業務高手特訓∼B２B客戶開發與報價、叫價實戰秘笈班」講習，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１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 

 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第二次廠商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８日上午九時， 

 假本會會議室舉行，出席委員：盧玉娟、何建昌、施能貴、陳宗瑋、陳永興等５位出席， 

 會議由陳祕書長永興主持，經全體委員評審決議核定：看展人員有３人（２家）詳如下列：

 (1)記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立偉副理、徐長興經理

 (2)元鴻工業有限公司：蕭文靜經理

19. 本會辦理第９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人 

 參加。

20. 本會辦理「專案管理∼提昇領導能力工作坊」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９日下午一時三十 

 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袁明義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 

 加。

21. 本會辦理「品牌意識與基礎改善手法」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仁傑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2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２場就業促進活動「勇於嘗試、精彩人 

 生∼街頭藝人認證經驗分享」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 

 縣工業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彩雲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下午 

 六時至九時，假加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欣婷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５場「薪資設計與績效獎金規劃實務」 

 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２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２６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６日結訓。

2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３場就業研習課程「芳療運用結合長照 

 照護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３、２４、２５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 

 業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吳淑輯、林建業、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 

 ，有２０人參加。

26. 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３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錢美容老師擔任，有 

 ２９人參加。

2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４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傘業縫紉製作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４、２５、２６日﹝３天、１５小時﹞假金興工作坊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張明玉、連德偉、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8. 本會辦理第２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９月２４日至２９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陳新福、桂美俊、廖振魁、戴吉男等５位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2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籌組企業工會暨簽訂團體協約臨廠輔導及宣導計畫∼第２場「 

 集體法令暨經驗分享」座談會，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 

 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老師擔任，有１０４人參加。研習課程：集體勞動 

 法令及工會法、團體協約法與協商實務、問題交流暨綜合座談。

30. 本會辦理第１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５日下午六 

 時至九時，假松漢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1. 本會辦理第７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９月２５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任金山、柯昭德、林柏森、廖振魁、王仁杉、張家成等６位老師擔任，有 

 ３０人參加。

32. 本會辦理「強化自我管理、從負責邁向當責」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３９ 

 人參加。

33. 本會辦理「提昇管理效果效率的精髓∼走動式管理」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７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文發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

34. 本會辦理第７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 

 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５０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１場「商業採購與議價策略實務」訓練 

 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１７日開訓，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3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３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３１日開訓，本班聘請簡文成、楊淑如等２位 

 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３１人參加。

37.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行前 

 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０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說明會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

 有６家廠商、６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38. 本會辦理第７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０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39. 本會辦理「北韓∼妙香山、金鋼山及瀋陽」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至８日辦理， 

 由吳董事長天來擔任團長、賴理事銘曉擔任副團長，計有３４人參加。遊覽：瀋陽∼張氏 

 帥府、趙四小姐樓、本溪水洞、中街、瀋陽故宮、滿清一條街、九一八事件紀念館、北陵 

 公園、昭陵太極陵寢；北韓：萬壽臺大紀念碑、千里馬銅像、妙香山、國際友誼展覽館、 

 菩賢寺、凱旋門、地下鐵(體驗一站)、少年宮大秀、板門店、高麗博物館、金日成廣場、東 

 明王陵、青山裡合作農場、金剛山景區。

40. 本會辦理「初級會計員實務」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日下午七時，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５７人參

加。安排﹝夜間班、１０天、２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３日結訓。

41. 本會辦理第１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

 ５９人參加。

4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８場「採購人員國貿專業知識與技巧實務講座 

 」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熊敏賢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43.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日本國 

 際五金工具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日至１１日假日本／千葉舉行，計有７家公司

 (８攤位)面積７２m2。參展公司：亦佐實業有限公司、偉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鑫基塑膠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豐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江井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勝谷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4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５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飾彩拚創意運用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１６、２３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秀水鄉農會舉 

 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5. 本會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辦理「協助企業出口拓 

 銷及參展實務」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 

 堂四樓舉行，研討會由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副處長盧惠珠、何理事建昌主持。研習課程 

 ∼協助企業出口拓銷措施介紹、１０９年度國內、外參展補助說明：聘請聘請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副組長曾玉雲擔任；參展策略與展覽行銷實務：聘請高青國際有限公司總經

　 理林友程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4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３場就業促進活動「智慧手機基本操作 

 與應用」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鹿港鎮老人文康中心舉 

 行，本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7. 本會辦理第１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 

 ５７人參加。

48.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巴黎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假法國／巴黎舉行，計有４家公司

 (６攤位)面積５４m2。參展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唯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允 

 國際精密有限公司、亞柏士氣動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49.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巴黎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假法國／巴黎舉行，計有４家公司

 (６攤位)面積５４m2。參展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唯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允 

 國際精密有限公司、亞柏士氣動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50. 本會辦理第５場「吊升荷重在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 

 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伍耀璋、陳新福、丘蔚興、廖振魁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1. 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８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見習實施計畫∼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見習活動 

 」觀摩，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１８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研習課程∼職業 

 安全衛生法規概述、工作場所災害類型之預防暨職災案例分析探討：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 

 。見習觀摩：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雲林縣﹞致贈鄭經理雅化感謝牌；台灣菸酒 

 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致贈職安管理課陳課長春利感謝牌。

　 夜宿∼兆品酒店(嘉義市)

52.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參展廠商」展覽，於 

 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１９日假台中國際展覽館舉行，本會招募４３攤位(３３家廠商)總 

 面積６１２平方公尺，詳如下列：

 (1)９６平方公尺：彰化縣產業形象館含（玻璃展示櫃）：計２家

　 　  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鴻星股份有限公司。

　  含（精品櫃）：計２家

　 　  騰順科技有限公司、巨阜企業有限公司。

 (2)淨空地(２４平方公尺)：計１家

    伊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標準攤位(２４平方公尺)：計９家。

　　  台灣泰德軾股份有限公司、阿盛實業有限公司、合成園藝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崧豪園藝 

 工具有限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冠宏輪有限公司、峻侑工業有限公司、歐貿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捷領螺絲興業有限公司。

  (4)標準攤位(１２平方公尺)：計２３家

    彰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堡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正來易剪刀 

 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丁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崇成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友晟塑膠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沛陞企業有限公司、兆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柏菲得科技製造有限公 

 司、鴻星股份有限公司、曜鴻金屬有限公司、魔研精密工業有限公司、三卯鍛壓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金華隆五金工業有限公司、福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碩毅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紳發金屬股份有限公司、銀帝工業社、昇詠鎖業有限公司、台灣富華美有限公司、 

 崇鉦工業有限公司、鴻達園藝企業有限公司。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支持服務計畫∼第２場「一遇不順就抓狂、培養EQ 

 有訣竅」心理健康講座，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下午七時至九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有９６人參加。

54.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１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０日上午十時，假彰化縣工 

 業會會議室舉行，出席監事有４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 

 。會議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 

 個議案。

55. 本會辦理「日本∼沖繩」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０至２３日辦理，由郭理事長永 

 斌擔任團長、尤副理事長山泉擔任副團長，有５６人參加。遊覽：琉球村、恩納玻璃工房 

 、美之海水族館、琉球王朝古蹟∼首里城、波之上神宮、瀨長島、玉泉洞、王國村、琉球 

 傳統大鼓隊、泡盛工廠。

56.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２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日下午五時，假日 

 本沖繩∼殘波岬皇家渡假飯店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１８人參加，本會 

 陳秘書長永興、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張專員靜怡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 

 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４個議案。

5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７場就業研習課程「手縫皮件作品實務 

 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２２、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 

 行，本班聘請連德偉、黃彩雲、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8.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８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花藝作品設計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２２、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尾公路花 

 園遊客服務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蔡文晃、張志達、游晶晶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59. 本會辦理第８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６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桂美俊、林志昌、楊昇儒、王仁杉、黃周斌等６位老師擔任， 

 有２９人參加。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２場「國際多益英語實務」訓練班，結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陳珍 

 緒老師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２１日開訓，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排﹝夜間班 

 、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４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溪湖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張詠善老師擔任 

 ，有７４人參加。研習課程：雇主資遣與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之解析與Q&A。

62.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

 ３６人參加。

63.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４場就業促進活動「就業趨勢與咖啡創 

 業經驗分享」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大竹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本班聘請連德偉、陳郁翔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64. 本會辦理第１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蔣麗雅老師擔任， 

 有２８人參加。

6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５場「薪資設計與績效獎金規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 

 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２２日開訓，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 

 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２６人參加。

66.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３場「如何利用國外海關進出口數據開發客源 

 實務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 ４６ 人參加。

67. 本會辦理第１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５５人參加。

68.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１５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開訓 

 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９天、２７ 

 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２５日結訓。

69. 本會「第十五屆第九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陳秘書長永興、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 

 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70. 本會辦理「彰化縣１０８年慶祝工業節」表揚大會，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六時， 

 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有２５８人參加。典禮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王縣長惠美、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李科長重慶、彰化縣政府建設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勞工處 

 吳處長蘭梅、經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盟貴、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陳副總幹事營 

 穎青、立法委員柯呈枋等等貴賓蒞臨指導。會中王縣長頒發本會承辦「２０１９產業策展 

 活動」獎杯及「優良廠商」８５家獎牌，隨即舉行餐敘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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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９場「國際貿易英文書信寫作技巧實務」訓練班 

 ，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１０、１７日(１８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 本會辦理「卓越主管五大關鍵能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吳美娥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3. 本會辦理第６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４、５日﹝二天、１２小時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唐筱佳、陳宗佑 

 、蔡佳洲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4. 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８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見習實施計畫∼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見習活動」 

 觀摩，於１０８年９月５、６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課程研習∼職業安全衛生法 

 規概述、工作場所災害類型之預防暨職災案例分析探討：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見習觀摩： 

 山野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致贈陳董事長水景感謝牌；台灣華可貴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致贈張副廠長林燁感謝牌。夜宿∼翰品酒店(桃園市)

5. 本會辦理第２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型」訓練班，於 

 １０８年９月６日至２２日﹝夜間班、９天、３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柯昭德、丘蔚興、桂美俊、林志昌、伍耀璋、陳新福、吳金福、廖振魁、劉文峰等９ 

 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１場就業研習課程「拼接皮革創意運用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９、１６、２３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溪州鄉農會舉行，本 

 班聘請白梅蘭、蔡文晃、陳慶龍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１場就業促進活動「E化時代∼智慧手機 

 玩轉E生活」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花壇樂齡學習中心舉行， 

 本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生產問題分析與降低生產成本實作」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０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１８人參加。

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畫∼第２場「急救人員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１、１８、２５日﹝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假 

 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王芷柔、蔣麗雅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 

 參加。

10. 本會辦理第１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１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５９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２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９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緻興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 

 怡擔任。

1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２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翰優企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計有３４人參加。

1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４場「營建工程會計與稅務實務」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６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魏錫原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 

 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１８日結訓。

1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２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縫紉飾品製作 

 結合植物染應用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６、１７、１９日﹝３天、１５小時﹞ 

 假田中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詹雯雯、張志達、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15. 本會辦理第２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

  １６至１０月１９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 

 士、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潘美娟、陳金鐘、林新圳、伍耀璋、林明修等１０ 

 位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16. 本會辦理第２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

 １６至１０月９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士 

 、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潘美娟、陳金鐘、林新圳、伍耀璋、林明修等１０位 

 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17. 本會辦理「王牌業務高手特訓∼B２B客戶開發與報價、叫價實戰秘笈班」講習，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１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 

 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第二次廠商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８日上午九時， 

 假本會會議室舉行，出席委員：盧玉娟、何建昌、施能貴、陳宗瑋、陳永興等５位出席， 

 會議由陳祕書長永興主持，經全體委員評審決議核定：看展人員有３人（２家）詳如下列：

 (1)記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立偉副理、徐長興經理

 (2)元鴻工業有限公司：蕭文靜經理

19. 本會辦理第９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人 

 參加。

20. 本會辦理「專案管理∼提昇領導能力工作坊」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９日下午一時三十 

 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袁明義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 

 加。

21. 本會辦理「品牌意識與基礎改善手法」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仁傑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2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２場就業促進活動「勇於嘗試、精彩人 

 生∼街頭藝人認證經驗分享」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 

 縣工業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彩雲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下午 

 六時至九時，假加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欣婷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５場「薪資設計與績效獎金規劃實務」 

 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２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２６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６日結訓。

2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３場就業研習課程「芳療運用結合長照 

 照護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３、２４、２５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 

 業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吳淑輯、林建業、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 

 ，有２０人參加。

26. 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３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錢美容老師擔任，有 

 ２９人參加。

2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４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傘業縫紉製作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４、２５、２６日﹝３天、１５小時﹞假金興工作坊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張明玉、連德偉、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8. 本會辦理第２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９月２４日至２９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陳新福、桂美俊、廖振魁、戴吉男等５位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2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籌組企業工會暨簽訂團體協約臨廠輔導及宣導計畫∼第２場「 

 集體法令暨經驗分享」座談會，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 

 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老師擔任，有１０４人參加。研習課程：集體勞動 

 法令及工會法、團體協約法與協商實務、問題交流暨綜合座談。

30. 本會辦理第１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５日下午六 

 時至九時，假松漢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1. 本會辦理第７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９月２５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任金山、柯昭德、林柏森、廖振魁、王仁杉、張家成等６位老師擔任，有 

 ３０人參加。

32. 本會辦理「強化自我管理、從負責邁向當責」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３９ 

 人參加。

33. 本會辦理「提昇管理效果效率的精髓∼走動式管理」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７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文發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

34. 本會辦理第７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 

 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５０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１場「商業採購與議價策略實務」訓練 

 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１７日開訓，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3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３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３１日開訓，本班聘請簡文成、楊淑如等２位 

 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３１人參加。

37.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行前 

 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０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說明會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

 有６家廠商、６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38. 本會辦理第７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０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39. 本會辦理「北韓∼妙香山、金鋼山及瀋陽」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至８日辦理， 

 由吳董事長天來擔任團長、賴理事銘曉擔任副團長，計有３４人參加。遊覽：瀋陽∼張氏 

 帥府、趙四小姐樓、本溪水洞、中街、瀋陽故宮、滿清一條街、九一八事件紀念館、北陵 

 公園、昭陵太極陵寢；北韓：萬壽臺大紀念碑、千里馬銅像、妙香山、國際友誼展覽館、 

 菩賢寺、凱旋門、地下鐵(體驗一站)、少年宮大秀、板門店、高麗博物館、金日成廣場、東 

 明王陵、青山裡合作農場、金剛山景區。

40. 本會辦理「初級會計員實務」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日下午七時，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５７人參

加。安排﹝夜間班、１０天、２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３日結訓。

41. 本會辦理第１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

 ５９人參加。

4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８場「採購人員國貿專業知識與技巧實務講座 

 」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熊敏賢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43.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日本國 

 際五金工具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日至１１日假日本／千葉舉行，計有７家公司

 (８攤位)面積７２m2。參展公司：亦佐實業有限公司、偉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鑫基塑膠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豐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江井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勝谷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4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５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飾彩拚創意運用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１６、２３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秀水鄉農會舉 

 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5. 本會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辦理「協助企業出口拓 

 銷及參展實務」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 

 堂四樓舉行，研討會由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副處長盧惠珠、何理事建昌主持。研習課程 

 ∼協助企業出口拓銷措施介紹、１０９年度國內、外參展補助說明：聘請聘請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副組長曾玉雲擔任；參展策略與展覽行銷實務：聘請高青國際有限公司總經

　 理林友程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4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３場就業促進活動「智慧手機基本操作 

 與應用」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鹿港鎮老人文康中心舉 

 行，本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7. 本會辦理第１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 

 ５７人參加。

48.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巴黎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假法國／巴黎舉行，計有４家公司

 (６攤位)面積５４m2。參展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唯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允 

 國際精密有限公司、亞柏士氣動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49.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巴黎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假法國／巴黎舉行，計有４家公司

 (６攤位)面積５４m2。參展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唯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允 

 國際精密有限公司、亞柏士氣動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50. 本會辦理第５場「吊升荷重在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 

 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伍耀璋、陳新福、丘蔚興、廖振魁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1. 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８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見習實施計畫∼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見習活動 

 」觀摩，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１８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研習課程∼職業 

 安全衛生法規概述、工作場所災害類型之預防暨職災案例分析探討：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 

 。見習觀摩：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雲林縣﹞致贈鄭經理雅化感謝牌；台灣菸酒 

 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致贈職安管理課陳課長春利感謝牌。

　 夜宿∼兆品酒店(嘉義市)

52.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參展廠商」展覽，於 

 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１９日假台中國際展覽館舉行，本會招募４３攤位(３３家廠商)總 

 面積６１２平方公尺，詳如下列：

 (1)９６平方公尺：彰化縣產業形象館含（玻璃展示櫃）：計２家

　 　  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鴻星股份有限公司。

　  含（精品櫃）：計２家

　 　  騰順科技有限公司、巨阜企業有限公司。

 (2)淨空地(２４平方公尺)：計１家

    伊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標準攤位(２４平方公尺)：計９家。

　　  台灣泰德軾股份有限公司、阿盛實業有限公司、合成園藝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崧豪園藝 

 工具有限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冠宏輪有限公司、峻侑工業有限公司、歐貿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捷領螺絲興業有限公司。

  (4)標準攤位(１２平方公尺)：計２３家

    彰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堡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正來易剪刀 

 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丁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崇成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友晟塑膠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沛陞企業有限公司、兆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柏菲得科技製造有限公 

 司、鴻星股份有限公司、曜鴻金屬有限公司、魔研精密工業有限公司、三卯鍛壓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金華隆五金工業有限公司、福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碩毅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紳發金屬股份有限公司、銀帝工業社、昇詠鎖業有限公司、台灣富華美有限公司、 

 崇鉦工業有限公司、鴻達園藝企業有限公司。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支持服務計畫∼第２場「一遇不順就抓狂、培養EQ 

 有訣竅」心理健康講座，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下午七時至九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有９６人參加。

54.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１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０日上午十時，假彰化縣工 

 業會會議室舉行，出席監事有４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 

 。會議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 

 個議案。

55. 本會辦理「日本∼沖繩」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０至２３日辦理，由郭理事長永 

 斌擔任團長、尤副理事長山泉擔任副團長，有５６人參加。遊覽：琉球村、恩納玻璃工房 

 、美之海水族館、琉球王朝古蹟∼首里城、波之上神宮、瀨長島、玉泉洞、王國村、琉球 

 傳統大鼓隊、泡盛工廠。

56.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２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日下午五時，假日 

 本沖繩∼殘波岬皇家渡假飯店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１８人參加，本會 

 陳秘書長永興、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張專員靜怡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 

 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４個議案。

5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７場就業研習課程「手縫皮件作品實務 

 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２２、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 

 行，本班聘請連德偉、黃彩雲、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8.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８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花藝作品設計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２２、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尾公路花 

 園遊客服務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蔡文晃、張志達、游晶晶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59. 本會辦理第８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６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桂美俊、林志昌、楊昇儒、王仁杉、黃周斌等６位老師擔任， 

 有２９人參加。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２場「國際多益英語實務」訓練班，結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陳珍 

 緒老師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２１日開訓，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排﹝夜間班 

 、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４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溪湖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張詠善老師擔任 

 ，有７４人參加。研習課程：雇主資遣與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之解析與Q&A。

62.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

 ３６人參加。

63.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４場就業促進活動「就業趨勢與咖啡創 

 業經驗分享」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大竹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本班聘請連德偉、陳郁翔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64. 本會辦理第１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蔣麗雅老師擔任， 

 有２８人參加。

6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５場「薪資設計與績效獎金規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 

 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２２日開訓，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 

 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２６人參加。

66.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３場「如何利用國外海關進出口數據開發客源 

 實務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 ４６ 人參加。

67. 本會辦理第１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５５人參加。

68.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１５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開訓 

 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９天、２７ 

 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２５日結訓。

69. 本會「第十五屆第九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陳秘書長永興、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 

 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70. 本會辦理「彰化縣１０８年慶祝工業節」表揚大會，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六時， 

 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有２５８人參加。典禮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王縣長惠美、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李科長重慶、彰化縣政府建設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勞工處 

 吳處長蘭梅、經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盟貴、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陳副總幹事營 

 穎青、立法委員柯呈枋等等貴賓蒞臨指導。會中王縣長頒發本會承辦「２０１９產業策展 

 活動」獎杯及「優良廠商」８５家獎牌，隨即舉行餐敘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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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９場「國際貿易英文書信寫作技巧實務」訓練班 

 ，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１０、１７日(１８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 本會辦理「卓越主管五大關鍵能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吳美娥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3. 本會辦理第６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４、５日﹝二天、１２小時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唐筱佳、陳宗佑 

 、蔡佳洲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4. 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８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見習實施計畫∼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見習活動」 

 觀摩，於１０８年９月５、６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課程研習∼職業安全衛生法 

 規概述、工作場所災害類型之預防暨職災案例分析探討：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見習觀摩： 

 山野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致贈陳董事長水景感謝牌；台灣華可貴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致贈張副廠長林燁感謝牌。夜宿∼翰品酒店(桃園市)

5. 本會辦理第２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型」訓練班，於 

 １０８年９月６日至２２日﹝夜間班、９天、３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柯昭德、丘蔚興、桂美俊、林志昌、伍耀璋、陳新福、吳金福、廖振魁、劉文峰等９ 

 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１場就業研習課程「拼接皮革創意運用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９、１６、２３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溪州鄉農會舉行，本 

 班聘請白梅蘭、蔡文晃、陳慶龍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１場就業促進活動「E化時代∼智慧手機 

 玩轉E生活」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花壇樂齡學習中心舉行， 

 本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生產問題分析與降低生產成本實作」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０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１８人參加。

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畫∼第２場「急救人員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１、１８、２５日﹝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假 

 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王芷柔、蔣麗雅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 

 參加。

10. 本會辦理第１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１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５９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２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９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緻興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 

 怡擔任。

1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２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翰優企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計有３４人參加。

1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４場「營建工程會計與稅務實務」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６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魏錫原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 

 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１８日結訓。

1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２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縫紉飾品製作 

 結合植物染應用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６、１７、１９日﹝３天、１５小時﹞ 

 假田中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詹雯雯、張志達、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15. 本會辦理第２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

  １６至１０月１９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 

 士、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潘美娟、陳金鐘、林新圳、伍耀璋、林明修等１０ 

 位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16. 本會辦理第２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

 １６至１０月９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士 

 、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潘美娟、陳金鐘、林新圳、伍耀璋、林明修等１０位 

 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17. 本會辦理「王牌業務高手特訓∼B２B客戶開發與報價、叫價實戰秘笈班」講習，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１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 

 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第二次廠商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８日上午九時， 

 假本會會議室舉行，出席委員：盧玉娟、何建昌、施能貴、陳宗瑋、陳永興等５位出席， 

 會議由陳祕書長永興主持，經全體委員評審決議核定：看展人員有３人（２家）詳如下列：

 (1)記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立偉副理、徐長興經理

 (2)元鴻工業有限公司：蕭文靜經理

19. 本會辦理第９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人 

 參加。

20. 本會辦理「專案管理∼提昇領導能力工作坊」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９日下午一時三十 

 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袁明義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 

 加。

21. 本會辦理「品牌意識與基礎改善手法」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仁傑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2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２場就業促進活動「勇於嘗試、精彩人 

 生∼街頭藝人認證經驗分享」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 

 縣工業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彩雲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下午 

 六時至九時，假加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欣婷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５場「薪資設計與績效獎金規劃實務」 

 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２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２６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６日結訓。

2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３場就業研習課程「芳療運用結合長照 

 照護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３、２４、２５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 

 業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吳淑輯、林建業、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 

 ，有２０人參加。

26. 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３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錢美容老師擔任，有 

 ２９人參加。

2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４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傘業縫紉製作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４、２５、２６日﹝３天、１５小時﹞假金興工作坊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張明玉、連德偉、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8. 本會辦理第２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９月２４日至２９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陳新福、桂美俊、廖振魁、戴吉男等５位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2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籌組企業工會暨簽訂團體協約臨廠輔導及宣導計畫∼第２場「 

 集體法令暨經驗分享」座談會，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 

 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老師擔任，有１０４人參加。研習課程：集體勞動 

 法令及工會法、團體協約法與協商實務、問題交流暨綜合座談。

30. 本會辦理第１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５日下午六 

 時至九時，假松漢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1. 本會辦理第７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９月２５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任金山、柯昭德、林柏森、廖振魁、王仁杉、張家成等６位老師擔任，有 

 ３０人參加。

32. 本會辦理「強化自我管理、從負責邁向當責」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３９ 

 人參加。

33. 本會辦理「提昇管理效果效率的精髓∼走動式管理」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７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文發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

34. 本會辦理第７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 

 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５０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１場「商業採購與議價策略實務」訓練 

 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１７日開訓，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3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３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３１日開訓，本班聘請簡文成、楊淑如等２位 

 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３１人參加。

37.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行前 

 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０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說明會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

 有６家廠商、６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38. 本會辦理第７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０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39. 本會辦理「北韓∼妙香山、金鋼山及瀋陽」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至８日辦理， 

 由吳董事長天來擔任團長、賴理事銘曉擔任副團長，計有３４人參加。遊覽：瀋陽∼張氏 

 帥府、趙四小姐樓、本溪水洞、中街、瀋陽故宮、滿清一條街、九一八事件紀念館、北陵 

 公園、昭陵太極陵寢；北韓：萬壽臺大紀念碑、千里馬銅像、妙香山、國際友誼展覽館、 

 菩賢寺、凱旋門、地下鐵(體驗一站)、少年宮大秀、板門店、高麗博物館、金日成廣場、東 

 明王陵、青山裡合作農場、金剛山景區。

40. 本會辦理「初級會計員實務」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日下午七時，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５７人參

加。安排﹝夜間班、１０天、２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３日結訓。

41. 本會辦理第１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

 ５９人參加。

4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８場「採購人員國貿專業知識與技巧實務講座 

 」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熊敏賢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43.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日本國 

 際五金工具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日至１１日假日本／千葉舉行，計有７家公司

 (８攤位)面積７２m2。參展公司：亦佐實業有限公司、偉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鑫基塑膠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豐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江井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勝谷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4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５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飾彩拚創意運用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１６、２３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秀水鄉農會舉 

 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5. 本會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辦理「協助企業出口拓 

 銷及參展實務」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 

 堂四樓舉行，研討會由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副處長盧惠珠、何理事建昌主持。研習課程 

 ∼協助企業出口拓銷措施介紹、１０９年度國內、外參展補助說明：聘請聘請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副組長曾玉雲擔任；參展策略與展覽行銷實務：聘請高青國際有限公司總經

　 理林友程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4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３場就業促進活動「智慧手機基本操作 

 與應用」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鹿港鎮老人文康中心舉 

 行，本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7. 本會辦理第１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 

 ５７人參加。

48.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巴黎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假法國／巴黎舉行，計有４家公司

 (６攤位)面積５４m2。參展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唯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允 

 國際精密有限公司、亞柏士氣動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49.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巴黎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假法國／巴黎舉行，計有４家公司

 (６攤位)面積５４m2。參展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唯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允 

 國際精密有限公司、亞柏士氣動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50. 本會辦理第５場「吊升荷重在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 

 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伍耀璋、陳新福、丘蔚興、廖振魁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1. 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８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見習實施計畫∼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見習活動 

 」觀摩，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１８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研習課程∼職業 

 安全衛生法規概述、工作場所災害類型之預防暨職災案例分析探討：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 

 。見習觀摩：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雲林縣﹞致贈鄭經理雅化感謝牌；台灣菸酒 

 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致贈職安管理課陳課長春利感謝牌。

　 夜宿∼兆品酒店(嘉義市)

52.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參展廠商」展覽，於 

 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１９日假台中國際展覽館舉行，本會招募４３攤位(３３家廠商)總 

 面積６１２平方公尺，詳如下列：

 (1)９６平方公尺：彰化縣產業形象館含（玻璃展示櫃）：計２家

　 　  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鴻星股份有限公司。

　  含（精品櫃）：計２家

　 　  騰順科技有限公司、巨阜企業有限公司。

 (2)淨空地(２４平方公尺)：計１家

    伊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標準攤位(２４平方公尺)：計９家。

　　  台灣泰德軾股份有限公司、阿盛實業有限公司、合成園藝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崧豪園藝 

 工具有限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冠宏輪有限公司、峻侑工業有限公司、歐貿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捷領螺絲興業有限公司。

  (4)標準攤位(１２平方公尺)：計２３家

    彰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堡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正來易剪刀 

 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丁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崇成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友晟塑膠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沛陞企業有限公司、兆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柏菲得科技製造有限公 

 司、鴻星股份有限公司、曜鴻金屬有限公司、魔研精密工業有限公司、三卯鍛壓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金華隆五金工業有限公司、福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碩毅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紳發金屬股份有限公司、銀帝工業社、昇詠鎖業有限公司、台灣富華美有限公司、 

 崇鉦工業有限公司、鴻達園藝企業有限公司。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支持服務計畫∼第２場「一遇不順就抓狂、培養EQ 

 有訣竅」心理健康講座，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下午七時至九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有９６人參加。

54.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１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０日上午十時，假彰化縣工 

 業會會議室舉行，出席監事有４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 

 。會議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 

 個議案。

55. 本會辦理「日本∼沖繩」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０至２３日辦理，由郭理事長永 

 斌擔任團長、尤副理事長山泉擔任副團長，有５６人參加。遊覽：琉球村、恩納玻璃工房 

 、美之海水族館、琉球王朝古蹟∼首里城、波之上神宮、瀨長島、玉泉洞、王國村、琉球 

 傳統大鼓隊、泡盛工廠。

56.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２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日下午五時，假日 

 本沖繩∼殘波岬皇家渡假飯店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１８人參加，本會 

 陳秘書長永興、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張專員靜怡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 

 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４個議案。

5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７場就業研習課程「手縫皮件作品實務 

 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２２、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 

 行，本班聘請連德偉、黃彩雲、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8.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８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花藝作品設計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２２、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尾公路花 

 園遊客服務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蔡文晃、張志達、游晶晶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59. 本會辦理第８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６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桂美俊、林志昌、楊昇儒、王仁杉、黃周斌等６位老師擔任， 

 有２９人參加。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２場「國際多益英語實務」訓練班，結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陳珍 

 緒老師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２１日開訓，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排﹝夜間班 

 、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４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溪湖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張詠善老師擔任 

 ，有７４人參加。研習課程：雇主資遣與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之解析與Q&A。

62.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

 ３６人參加。

63.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４場就業促進活動「就業趨勢與咖啡創 

 業經驗分享」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大竹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本班聘請連德偉、陳郁翔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64. 本會辦理第１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蔣麗雅老師擔任， 

 有２８人參加。

6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５場「薪資設計與績效獎金規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 

 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２２日開訓，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 

 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２６人參加。

66.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３場「如何利用國外海關進出口數據開發客源 

 實務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 ４６ 人參加。

67. 本會辦理第１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５５人參加。

68.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１５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開訓 

 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９天、２７ 

 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２５日結訓。

69. 本會「第十五屆第九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陳秘書長永興、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 

 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70. 本會辦理「彰化縣１０８年慶祝工業節」表揚大會，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六時， 

 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有２５８人參加。典禮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王縣長惠美、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李科長重慶、彰化縣政府建設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勞工處 

 吳處長蘭梅、經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盟貴、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陳副總幹事營 

 穎青、立法委員柯呈枋等等貴賓蒞臨指導。會中王縣長頒發本會承辦「２０１９產業策展 

 活動」獎杯及「優良廠商」８５家獎牌，隨即舉行餐敘聯誼。

- 34 -

雙月刊 期193化彰 工業



1.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９場「國際貿易英文書信寫作技巧實務」訓練班 

 ，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１０、１７日(１８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 本會辦理「卓越主管五大關鍵能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吳美娥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3. 本會辦理第６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４、５日﹝二天、１２小時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唐筱佳、陳宗佑 

 、蔡佳洲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4. 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８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見習實施計畫∼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見習活動」 

 觀摩，於１０８年９月５、６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課程研習∼職業安全衛生法 

 規概述、工作場所災害類型之預防暨職災案例分析探討：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見習觀摩： 

 山野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致贈陳董事長水景感謝牌；台灣華可貴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致贈張副廠長林燁感謝牌。夜宿∼翰品酒店(桃園市)

5. 本會辦理第２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型」訓練班，於 

 １０８年９月６日至２２日﹝夜間班、９天、３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柯昭德、丘蔚興、桂美俊、林志昌、伍耀璋、陳新福、吳金福、廖振魁、劉文峰等９ 

 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１場就業研習課程「拼接皮革創意運用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９、１６、２３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溪州鄉農會舉行，本 

 班聘請白梅蘭、蔡文晃、陳慶龍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１場就業促進活動「E化時代∼智慧手機 

 玩轉E生活」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花壇樂齡學習中心舉行， 

 本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生產問題分析與降低生產成本實作」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０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１８人參加。

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畫∼第２場「急救人員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１、１８、２５日﹝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假 

 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王芷柔、蔣麗雅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 

 參加。

10. 本會辦理第１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１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５９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２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９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緻興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 

 怡擔任。

1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２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翰優企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計有３４人參加。

1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４場「營建工程會計與稅務實務」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６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魏錫原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 

 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１８日結訓。

1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２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縫紉飾品製作 

 結合植物染應用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６、１７、１９日﹝３天、１５小時﹞ 

 假田中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詹雯雯、張志達、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15. 本會辦理第２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

  １６至１０月１９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 

 士、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潘美娟、陳金鐘、林新圳、伍耀璋、林明修等１０ 

 位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16. 本會辦理第２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

 １６至１０月９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士 

 、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潘美娟、陳金鐘、林新圳、伍耀璋、林明修等１０位 

 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17. 本會辦理「王牌業務高手特訓∼B２B客戶開發與報價、叫價實戰秘笈班」講習，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１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 

 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第二次廠商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８日上午九時， 

 假本會會議室舉行，出席委員：盧玉娟、何建昌、施能貴、陳宗瑋、陳永興等５位出席， 

 會議由陳祕書長永興主持，經全體委員評審決議核定：看展人員有３人（２家）詳如下列：

 (1)記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立偉副理、徐長興經理

 (2)元鴻工業有限公司：蕭文靜經理

19. 本會辦理第９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人 

 參加。

20. 本會辦理「專案管理∼提昇領導能力工作坊」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９日下午一時三十 

 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袁明義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 

 加。

21. 本會辦理「品牌意識與基礎改善手法」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仁傑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2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２場就業促進活動「勇於嘗試、精彩人 

 生∼街頭藝人認證經驗分享」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 

 縣工業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彩雲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下午 

 六時至九時，假加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欣婷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５場「薪資設計與績效獎金規劃實務」 

 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２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２６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６日結訓。

2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３場就業研習課程「芳療運用結合長照 

 照護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３、２４、２５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 

 業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吳淑輯、林建業、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 

 ，有２０人參加。

26. 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３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錢美容老師擔任，有 

 ２９人參加。

2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４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傘業縫紉製作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４、２５、２６日﹝３天、１５小時﹞假金興工作坊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張明玉、連德偉、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8. 本會辦理第２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９月２４日至２９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陳新福、桂美俊、廖振魁、戴吉男等５位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2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籌組企業工會暨簽訂團體協約臨廠輔導及宣導計畫∼第２場「 

 集體法令暨經驗分享」座談會，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 

 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老師擔任，有１０４人參加。研習課程：集體勞動 

 法令及工會法、團體協約法與協商實務、問題交流暨綜合座談。

30. 本會辦理第１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５日下午六 

 時至九時，假松漢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1. 本會辦理第７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９月２５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任金山、柯昭德、林柏森、廖振魁、王仁杉、張家成等６位老師擔任，有 

 ３０人參加。

32. 本會辦理「強化自我管理、從負責邁向當責」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３９ 

 人參加。

33. 本會辦理「提昇管理效果效率的精髓∼走動式管理」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７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文發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

34. 本會辦理第７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 

 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５０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１場「商業採購與議價策略實務」訓練 

 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１７日開訓，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3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３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３１日開訓，本班聘請簡文成、楊淑如等２位 

 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３１人參加。

37.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行前 

 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０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說明會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

 有６家廠商、６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38. 本會辦理第７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０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39. 本會辦理「北韓∼妙香山、金鋼山及瀋陽」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至８日辦理， 

 由吳董事長天來擔任團長、賴理事銘曉擔任副團長，計有３４人參加。遊覽：瀋陽∼張氏 

 帥府、趙四小姐樓、本溪水洞、中街、瀋陽故宮、滿清一條街、九一八事件紀念館、北陵 

 公園、昭陵太極陵寢；北韓：萬壽臺大紀念碑、千里馬銅像、妙香山、國際友誼展覽館、 

 菩賢寺、凱旋門、地下鐵(體驗一站)、少年宮大秀、板門店、高麗博物館、金日成廣場、東 

 明王陵、青山裡合作農場、金剛山景區。

40. 本會辦理「初級會計員實務」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日下午七時，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５７人參

加。安排﹝夜間班、１０天、２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３日結訓。

41. 本會辦理第１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

 ５９人參加。

4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８場「採購人員國貿專業知識與技巧實務講座 

 」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熊敏賢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43.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日本國 

 際五金工具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日至１１日假日本／千葉舉行，計有７家公司

 (８攤位)面積７２m2。參展公司：亦佐實業有限公司、偉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鑫基塑膠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豐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江井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勝谷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4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５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飾彩拚創意運用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１６、２３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秀水鄉農會舉 

 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5. 本會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辦理「協助企業出口拓 

 銷及參展實務」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 

 堂四樓舉行，研討會由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副處長盧惠珠、何理事建昌主持。研習課程 

 ∼協助企業出口拓銷措施介紹、１０９年度國內、外參展補助說明：聘請聘請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副組長曾玉雲擔任；參展策略與展覽行銷實務：聘請高青國際有限公司總經

　 理林友程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4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３場就業促進活動「智慧手機基本操作 

 與應用」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鹿港鎮老人文康中心舉 

 行，本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7. 本會辦理第１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 

 ５７人參加。

48.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巴黎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假法國／巴黎舉行，計有４家公司

 (６攤位)面積５４m2。參展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唯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允 

 國際精密有限公司、亞柏士氣動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49.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巴黎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假法國／巴黎舉行，計有４家公司

 (６攤位)面積５４m2。參展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唯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允 

 國際精密有限公司、亞柏士氣動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50. 本會辦理第５場「吊升荷重在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 

 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伍耀璋、陳新福、丘蔚興、廖振魁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1. 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８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見習實施計畫∼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見習活動 

 」觀摩，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１８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研習課程∼職業 

 安全衛生法規概述、工作場所災害類型之預防暨職災案例分析探討：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 

 。見習觀摩：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雲林縣﹞致贈鄭經理雅化感謝牌；台灣菸酒 

 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致贈職安管理課陳課長春利感謝牌。

　 夜宿∼兆品酒店(嘉義市)

52.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參展廠商」展覽，於 

 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１９日假台中國際展覽館舉行，本會招募４３攤位(３３家廠商)總 

 面積６１２平方公尺，詳如下列：

 (1)９６平方公尺：彰化縣產業形象館含（玻璃展示櫃）：計２家

　 　  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鴻星股份有限公司。

　  含（精品櫃）：計２家

　 　  騰順科技有限公司、巨阜企業有限公司。

 (2)淨空地(２４平方公尺)：計１家

    伊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標準攤位(２４平方公尺)：計９家。

　　  台灣泰德軾股份有限公司、阿盛實業有限公司、合成園藝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崧豪園藝 

 工具有限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冠宏輪有限公司、峻侑工業有限公司、歐貿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捷領螺絲興業有限公司。

  (4)標準攤位(１２平方公尺)：計２３家

    彰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堡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正來易剪刀 

 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丁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崇成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友晟塑膠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沛陞企業有限公司、兆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柏菲得科技製造有限公 

 司、鴻星股份有限公司、曜鴻金屬有限公司、魔研精密工業有限公司、三卯鍛壓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金華隆五金工業有限公司、福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碩毅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紳發金屬股份有限公司、銀帝工業社、昇詠鎖業有限公司、台灣富華美有限公司、 

 崇鉦工業有限公司、鴻達園藝企業有限公司。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支持服務計畫∼第２場「一遇不順就抓狂、培養EQ 

 有訣竅」心理健康講座，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下午七時至九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有９６人參加。

54.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１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０日上午十時，假彰化縣工 

 業會會議室舉行，出席監事有４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 

 。會議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 

 個議案。

55. 本會辦理「日本∼沖繩」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０至２３日辦理，由郭理事長永 

 斌擔任團長、尤副理事長山泉擔任副團長，有５６人參加。遊覽：琉球村、恩納玻璃工房 

 、美之海水族館、琉球王朝古蹟∼首里城、波之上神宮、瀨長島、玉泉洞、王國村、琉球 

 傳統大鼓隊、泡盛工廠。

56.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２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日下午五時，假日 

 本沖繩∼殘波岬皇家渡假飯店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１８人參加，本會 

 陳秘書長永興、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張專員靜怡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 

 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４個議案。

5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７場就業研習課程「手縫皮件作品實務 

 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２２、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 

 行，本班聘請連德偉、黃彩雲、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8.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８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花藝作品設計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２２、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尾公路花 

 園遊客服務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蔡文晃、張志達、游晶晶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59. 本會辦理第８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６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桂美俊、林志昌、楊昇儒、王仁杉、黃周斌等６位老師擔任， 

 有２９人參加。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２場「國際多益英語實務」訓練班，結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陳珍 

 緒老師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２１日開訓，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排﹝夜間班 

 、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４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溪湖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張詠善老師擔任 

 ，有７４人參加。研習課程：雇主資遣與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之解析與Q&A。

62.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

 ３６人參加。

63.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４場就業促進活動「就業趨勢與咖啡創 

 業經驗分享」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大竹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本班聘請連德偉、陳郁翔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64. 本會辦理第１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蔣麗雅老師擔任， 

 有２８人參加。

6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５場「薪資設計與績效獎金規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 

 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２２日開訓，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 

 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２６人參加。

66.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３場「如何利用國外海關進出口數據開發客源 

 實務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 ４６ 人參加。

67. 本會辦理第１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５５人參加。

68.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１５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開訓 

 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９天、２７ 

 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２５日結訓。

69. 本會「第十五屆第九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陳秘書長永興、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 

 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70. 本會辦理「彰化縣１０８年慶祝工業節」表揚大會，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六時， 

 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有２５８人參加。典禮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王縣長惠美、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李科長重慶、彰化縣政府建設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勞工處 

 吳處長蘭梅、經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盟貴、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陳副總幹事營 

 穎青、立法委員柯呈枋等等貴賓蒞臨指導。會中王縣長頒發本會承辦「２０１９產業策展 

 活動」獎杯及「優良廠商」８５家獎牌，隨即舉行餐敘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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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９場「國際貿易英文書信寫作技巧實務」訓練班 

 ，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１０、１７日(１８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 本會辦理「卓越主管五大關鍵能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吳美娥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3. 本會辦理第６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４、５日﹝二天、１２小時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唐筱佳、陳宗佑 

 、蔡佳洲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4. 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８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見習實施計畫∼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見習活動」 

 觀摩，於１０８年９月５、６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課程研習∼職業安全衛生法 

 規概述、工作場所災害類型之預防暨職災案例分析探討：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見習觀摩： 

 山野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致贈陳董事長水景感謝牌；台灣華可貴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致贈張副廠長林燁感謝牌。夜宿∼翰品酒店(桃園市)

5. 本會辦理第２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型」訓練班，於 

 １０８年９月６日至２２日﹝夜間班、９天、３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柯昭德、丘蔚興、桂美俊、林志昌、伍耀璋、陳新福、吳金福、廖振魁、劉文峰等９ 

 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１場就業研習課程「拼接皮革創意運用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９、１６、２３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溪州鄉農會舉行，本 

 班聘請白梅蘭、蔡文晃、陳慶龍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１場就業促進活動「E化時代∼智慧手機 

 玩轉E生活」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花壇樂齡學習中心舉行， 

 本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生產問題分析與降低生產成本實作」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０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１８人參加。

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畫∼第２場「急救人員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１、１８、２５日﹝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假 

 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王芷柔、蔣麗雅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 

 參加。

10. 本會辦理第１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１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５９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２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９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緻興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 

 怡擔任。

1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２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翰優企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計有３４人參加。

1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４場「營建工程會計與稅務實務」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６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魏錫原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 

 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１８日結訓。

1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２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縫紉飾品製作 

 結合植物染應用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６、１７、１９日﹝３天、１５小時﹞ 

 假田中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詹雯雯、張志達、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15. 本會辦理第２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

  １６至１０月１９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 

 士、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潘美娟、陳金鐘、林新圳、伍耀璋、林明修等１０ 

 位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16. 本會辦理第２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

 １６至１０月９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士 

 、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潘美娟、陳金鐘、林新圳、伍耀璋、林明修等１０位 

 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17. 本會辦理「王牌業務高手特訓∼B２B客戶開發與報價、叫價實戰秘笈班」講習，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１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 

 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第二次廠商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８日上午九時， 

 假本會會議室舉行，出席委員：盧玉娟、何建昌、施能貴、陳宗瑋、陳永興等５位出席， 

 會議由陳祕書長永興主持，經全體委員評審決議核定：看展人員有３人（２家）詳如下列：

 (1)記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立偉副理、徐長興經理

 (2)元鴻工業有限公司：蕭文靜經理

19. 本會辦理第９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人 

 參加。

20. 本會辦理「專案管理∼提昇領導能力工作坊」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９日下午一時三十 

 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袁明義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 

 加。

21. 本會辦理「品牌意識與基礎改善手法」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仁傑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2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２場就業促進活動「勇於嘗試、精彩人 

 生∼街頭藝人認證經驗分享」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 

 縣工業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彩雲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下午 

 六時至九時，假加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欣婷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５場「薪資設計與績效獎金規劃實務」 

 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２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２６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６日結訓。

2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３場就業研習課程「芳療運用結合長照 

 照護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３、２４、２５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 

 業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吳淑輯、林建業、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 

 ，有２０人參加。

26. 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３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錢美容老師擔任，有 

 ２９人參加。

2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４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傘業縫紉製作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４、２５、２６日﹝３天、１５小時﹞假金興工作坊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張明玉、連德偉、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8. 本會辦理第２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９月２４日至２９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陳新福、桂美俊、廖振魁、戴吉男等５位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2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籌組企業工會暨簽訂團體協約臨廠輔導及宣導計畫∼第２場「 

 集體法令暨經驗分享」座談會，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 

 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老師擔任，有１０４人參加。研習課程：集體勞動 

 法令及工會法、團體協約法與協商實務、問題交流暨綜合座談。

30. 本會辦理第１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５日下午六 

 時至九時，假松漢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1. 本會辦理第７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９月２５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任金山、柯昭德、林柏森、廖振魁、王仁杉、張家成等６位老師擔任，有 

 ３０人參加。

32. 本會辦理「強化自我管理、從負責邁向當責」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３９ 

 人參加。

33. 本會辦理「提昇管理效果效率的精髓∼走動式管理」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７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文發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

34. 本會辦理第７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 

 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５０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１場「商業採購與議價策略實務」訓練 

 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１７日開訓，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3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３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３１日開訓，本班聘請簡文成、楊淑如等２位 

 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３１人參加。

37.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行前 

 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０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說明會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

 有６家廠商、６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38. 本會辦理第７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０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39. 本會辦理「北韓∼妙香山、金鋼山及瀋陽」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至８日辦理， 

 由吳董事長天來擔任團長、賴理事銘曉擔任副團長，計有３４人參加。遊覽：瀋陽∼張氏 

 帥府、趙四小姐樓、本溪水洞、中街、瀋陽故宮、滿清一條街、九一八事件紀念館、北陵 

 公園、昭陵太極陵寢；北韓：萬壽臺大紀念碑、千里馬銅像、妙香山、國際友誼展覽館、 

 菩賢寺、凱旋門、地下鐵(體驗一站)、少年宮大秀、板門店、高麗博物館、金日成廣場、東 

 明王陵、青山裡合作農場、金剛山景區。

40. 本會辦理「初級會計員實務」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日下午七時，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５７人參

加。安排﹝夜間班、１０天、２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３日結訓。

41. 本會辦理第１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

 ５９人參加。

4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８場「採購人員國貿專業知識與技巧實務講座 

 」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熊敏賢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43.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日本國 

 際五金工具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日至１１日假日本／千葉舉行，計有７家公司

 (８攤位)面積７２m2。參展公司：亦佐實業有限公司、偉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鑫基塑膠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豐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江井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勝谷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4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５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飾彩拚創意運用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１６、２３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秀水鄉農會舉 

 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5. 本會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辦理「協助企業出口拓 

 銷及參展實務」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 

 堂四樓舉行，研討會由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副處長盧惠珠、何理事建昌主持。研習課程 

 ∼協助企業出口拓銷措施介紹、１０９年度國內、外參展補助說明：聘請聘請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副組長曾玉雲擔任；參展策略與展覽行銷實務：聘請高青國際有限公司總經

　 理林友程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4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３場就業促進活動「智慧手機基本操作 

 與應用」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鹿港鎮老人文康中心舉 

 行，本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7. 本會辦理第１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 

 ５７人參加。

48.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巴黎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假法國／巴黎舉行，計有４家公司

 (６攤位)面積５４m2。參展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唯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允 

 國際精密有限公司、亞柏士氣動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49.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巴黎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假法國／巴黎舉行，計有４家公司

 (６攤位)面積５４m2。參展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唯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允 

 國際精密有限公司、亞柏士氣動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50. 本會辦理第５場「吊升荷重在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 

 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伍耀璋、陳新福、丘蔚興、廖振魁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1. 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８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見習實施計畫∼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見習活動 

 」觀摩，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１８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研習課程∼職業 

 安全衛生法規概述、工作場所災害類型之預防暨職災案例分析探討：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 

 。見習觀摩：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雲林縣﹞致贈鄭經理雅化感謝牌；台灣菸酒 

 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致贈職安管理課陳課長春利感謝牌。

　 夜宿∼兆品酒店(嘉義市)

52.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參展廠商」展覽，於 

 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１９日假台中國際展覽館舉行，本會招募４３攤位(３３家廠商)總 

 面積６１２平方公尺，詳如下列：

 (1)９６平方公尺：彰化縣產業形象館含（玻璃展示櫃）：計２家

　 　  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鴻星股份有限公司。

　  含（精品櫃）：計２家

　 　  騰順科技有限公司、巨阜企業有限公司。

 (2)淨空地(２４平方公尺)：計１家

    伊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標準攤位(２４平方公尺)：計９家。

　　  台灣泰德軾股份有限公司、阿盛實業有限公司、合成園藝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崧豪園藝 

 工具有限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冠宏輪有限公司、峻侑工業有限公司、歐貿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捷領螺絲興業有限公司。

  (4)標準攤位(１２平方公尺)：計２３家

    彰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堡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正來易剪刀 

 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丁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崇成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友晟塑膠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沛陞企業有限公司、兆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柏菲得科技製造有限公 

 司、鴻星股份有限公司、曜鴻金屬有限公司、魔研精密工業有限公司、三卯鍛壓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金華隆五金工業有限公司、福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碩毅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紳發金屬股份有限公司、銀帝工業社、昇詠鎖業有限公司、台灣富華美有限公司、 

 崇鉦工業有限公司、鴻達園藝企業有限公司。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支持服務計畫∼第２場「一遇不順就抓狂、培養EQ 

 有訣竅」心理健康講座，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下午七時至九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有９６人參加。

54.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１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０日上午十時，假彰化縣工 

 業會會議室舉行，出席監事有４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 

 。會議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 

 個議案。

55. 本會辦理「日本∼沖繩」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０至２３日辦理，由郭理事長永 

 斌擔任團長、尤副理事長山泉擔任副團長，有５６人參加。遊覽：琉球村、恩納玻璃工房 

 、美之海水族館、琉球王朝古蹟∼首里城、波之上神宮、瀨長島、玉泉洞、王國村、琉球 

 傳統大鼓隊、泡盛工廠。

56.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２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日下午五時，假日 

 本沖繩∼殘波岬皇家渡假飯店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１８人參加，本會 

 陳秘書長永興、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張專員靜怡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 

 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４個議案。

5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７場就業研習課程「手縫皮件作品實務 

 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２２、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 

 行，本班聘請連德偉、黃彩雲、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8.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８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花藝作品設計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２２、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尾公路花 

 園遊客服務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蔡文晃、張志達、游晶晶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59. 本會辦理第８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６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桂美俊、林志昌、楊昇儒、王仁杉、黃周斌等６位老師擔任， 

 有２９人參加。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２場「國際多益英語實務」訓練班，結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陳珍 

 緒老師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２１日開訓，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排﹝夜間班 

 、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４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溪湖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張詠善老師擔任 

 ，有７４人參加。研習課程：雇主資遣與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之解析與Q&A。

62.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

 ３６人參加。

63.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４場就業促進活動「就業趨勢與咖啡創 

 業經驗分享」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大竹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本班聘請連德偉、陳郁翔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64. 本會辦理第１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蔣麗雅老師擔任， 

 有２８人參加。

6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５場「薪資設計與績效獎金規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 

 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２２日開訓，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 

 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２６人參加。

66.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３場「如何利用國外海關進出口數據開發客源 

 實務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 ４６ 人參加。

67. 本會辦理第１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５５人參加。

68.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１５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開訓 

 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９天、２７ 

 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２５日結訓。

69. 本會「第十五屆第九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陳秘書長永興、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 

 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70. 本會辦理「彰化縣１０８年慶祝工業節」表揚大會，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六時， 

 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有２５８人參加。典禮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王縣長惠美、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李科長重慶、彰化縣政府建設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勞工處 

 吳處長蘭梅、經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盟貴、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陳副總幹事營 

 穎青、立法委員柯呈枋等等貴賓蒞臨指導。會中王縣長頒發本會承辦「２０１９產業策展 

 活動」獎杯及「優良廠商」８５家獎牌，隨即舉行餐敘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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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９場「國際貿易英文書信寫作技巧實務」訓練班 

 ，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１０、１７日(１８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 本會辦理「卓越主管五大關鍵能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吳美娥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3. 本會辦理第６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４、５日﹝二天、１２小時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唐筱佳、陳宗佑 

 、蔡佳洲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4. 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８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見習實施計畫∼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見習活動」 

 觀摩，於１０８年９月５、６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課程研習∼職業安全衛生法 

 規概述、工作場所災害類型之預防暨職災案例分析探討：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見習觀摩： 

 山野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致贈陳董事長水景感謝牌；台灣華可貴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致贈張副廠長林燁感謝牌。夜宿∼翰品酒店(桃園市)

5. 本會辦理第２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型」訓練班，於 

 １０８年９月６日至２２日﹝夜間班、９天、３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柯昭德、丘蔚興、桂美俊、林志昌、伍耀璋、陳新福、吳金福、廖振魁、劉文峰等９ 

 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１場就業研習課程「拼接皮革創意運用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９、１６、２３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溪州鄉農會舉行，本 

 班聘請白梅蘭、蔡文晃、陳慶龍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１場就業促進活動「E化時代∼智慧手機 

 玩轉E生活」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花壇樂齡學習中心舉行， 

 本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生產問題分析與降低生產成本實作」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０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１８人參加。

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畫∼第２場「急救人員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１、１８、２５日﹝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假 

 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王芷柔、蔣麗雅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 

 參加。

10. 本會辦理第１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１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５９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２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９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緻興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 

 怡擔任。

1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２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翰優企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計有３４人參加。

1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４場「營建工程會計與稅務實務」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６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魏錫原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 

 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１８日結訓。

1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２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縫紉飾品製作 

 結合植物染應用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６、１７、１９日﹝３天、１５小時﹞ 

 假田中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詹雯雯、張志達、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15. 本會辦理第２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

  １６至１０月１９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 

 士、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潘美娟、陳金鐘、林新圳、伍耀璋、林明修等１０ 

 位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16. 本會辦理第２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

 １６至１０月９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士 

 、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潘美娟、陳金鐘、林新圳、伍耀璋、林明修等１０位 

 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17. 本會辦理「王牌業務高手特訓∼B２B客戶開發與報價、叫價實戰秘笈班」講習，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１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 

 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第二次廠商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８日上午九時， 

 假本會會議室舉行，出席委員：盧玉娟、何建昌、施能貴、陳宗瑋、陳永興等５位出席， 

 會議由陳祕書長永興主持，經全體委員評審決議核定：看展人員有３人（２家）詳如下列：

 (1)記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立偉副理、徐長興經理

 (2)元鴻工業有限公司：蕭文靜經理

19. 本會辦理第９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人 

 參加。

20. 本會辦理「專案管理∼提昇領導能力工作坊」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９日下午一時三十 

 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袁明義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 

 加。

21. 本會辦理「品牌意識與基礎改善手法」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仁傑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2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２場就業促進活動「勇於嘗試、精彩人 

 生∼街頭藝人認證經驗分享」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 

 縣工業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彩雲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下午 

 六時至九時，假加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欣婷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５場「薪資設計與績效獎金規劃實務」 

 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２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２６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６日結訓。

2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３場就業研習課程「芳療運用結合長照 

 照護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３、２４、２５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 

 業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吳淑輯、林建業、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 

 ，有２０人參加。

26. 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３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錢美容老師擔任，有 

 ２９人參加。

2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４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傘業縫紉製作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４、２５、２６日﹝３天、１５小時﹞假金興工作坊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張明玉、連德偉、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8. 本會辦理第２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９月２４日至２９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陳新福、桂美俊、廖振魁、戴吉男等５位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2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籌組企業工會暨簽訂團體協約臨廠輔導及宣導計畫∼第２場「 

 集體法令暨經驗分享」座談會，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 

 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老師擔任，有１０４人參加。研習課程：集體勞動 

 法令及工會法、團體協約法與協商實務、問題交流暨綜合座談。

30. 本會辦理第１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５日下午六 

 時至九時，假松漢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1. 本會辦理第７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９月２５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任金山、柯昭德、林柏森、廖振魁、王仁杉、張家成等６位老師擔任，有 

 ３０人參加。

32. 本會辦理「強化自我管理、從負責邁向當責」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３９ 

 人參加。

33. 本會辦理「提昇管理效果效率的精髓∼走動式管理」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７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文發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

34. 本會辦理第７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 

 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５０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１場「商業採購與議價策略實務」訓練 

 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１７日開訓，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3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３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３１日開訓，本班聘請簡文成、楊淑如等２位 

 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３１人參加。

37.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行前 

 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０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說明會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

 有６家廠商、６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38. 本會辦理第７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０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39. 本會辦理「北韓∼妙香山、金鋼山及瀋陽」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至８日辦理， 

 由吳董事長天來擔任團長、賴理事銘曉擔任副團長，計有３４人參加。遊覽：瀋陽∼張氏 

 帥府、趙四小姐樓、本溪水洞、中街、瀋陽故宮、滿清一條街、九一八事件紀念館、北陵 

 公園、昭陵太極陵寢；北韓：萬壽臺大紀念碑、千里馬銅像、妙香山、國際友誼展覽館、 

 菩賢寺、凱旋門、地下鐵(體驗一站)、少年宮大秀、板門店、高麗博物館、金日成廣場、東 

 明王陵、青山裡合作農場、金剛山景區。

40. 本會辦理「初級會計員實務」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日下午七時，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５７人參

加。安排﹝夜間班、１０天、２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３日結訓。

41. 本會辦理第１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

 ５９人參加。

4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８場「採購人員國貿專業知識與技巧實務講座 

 」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熊敏賢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43.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日本國 

 際五金工具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日至１１日假日本／千葉舉行，計有７家公司

 (８攤位)面積７２m2。參展公司：亦佐實業有限公司、偉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鑫基塑膠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豐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江井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勝谷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4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５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飾彩拚創意運用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１６、２３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秀水鄉農會舉 

 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5. 本會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辦理「協助企業出口拓 

 銷及參展實務」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 

 堂四樓舉行，研討會由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副處長盧惠珠、何理事建昌主持。研習課程 

 ∼協助企業出口拓銷措施介紹、１０９年度國內、外參展補助說明：聘請聘請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副組長曾玉雲擔任；參展策略與展覽行銷實務：聘請高青國際有限公司總經

　 理林友程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4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３場就業促進活動「智慧手機基本操作 

 與應用」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鹿港鎮老人文康中心舉 

 行，本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7. 本會辦理第１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 

 ５７人參加。

48.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巴黎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假法國／巴黎舉行，計有４家公司

 (６攤位)面積５４m2。參展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唯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允 

 國際精密有限公司、亞柏士氣動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49.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巴黎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假法國／巴黎舉行，計有４家公司

 (６攤位)面積５４m2。參展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唯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允 

 國際精密有限公司、亞柏士氣動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50. 本會辦理第５場「吊升荷重在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 

 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伍耀璋、陳新福、丘蔚興、廖振魁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1. 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８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見習實施計畫∼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見習活動 

 」觀摩，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１８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研習課程∼職業 

 安全衛生法規概述、工作場所災害類型之預防暨職災案例分析探討：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 

 。見習觀摩：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雲林縣﹞致贈鄭經理雅化感謝牌；台灣菸酒 

 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致贈職安管理課陳課長春利感謝牌。

　 夜宿∼兆品酒店(嘉義市)

52.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參展廠商」展覽，於 

 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１９日假台中國際展覽館舉行，本會招募４３攤位(３３家廠商)總 

 面積６１２平方公尺，詳如下列：

 (1)９６平方公尺：彰化縣產業形象館含（玻璃展示櫃）：計２家

　 　  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鴻星股份有限公司。

　  含（精品櫃）：計２家

　 　  騰順科技有限公司、巨阜企業有限公司。

 (2)淨空地(２４平方公尺)：計１家

    伊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標準攤位(２４平方公尺)：計９家。

　　  台灣泰德軾股份有限公司、阿盛實業有限公司、合成園藝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崧豪園藝 

 工具有限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冠宏輪有限公司、峻侑工業有限公司、歐貿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捷領螺絲興業有限公司。

  (4)標準攤位(１２平方公尺)：計２３家

    彰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堡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正來易剪刀 

 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丁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崇成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友晟塑膠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沛陞企業有限公司、兆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柏菲得科技製造有限公 

 司、鴻星股份有限公司、曜鴻金屬有限公司、魔研精密工業有限公司、三卯鍛壓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金華隆五金工業有限公司、福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碩毅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紳發金屬股份有限公司、銀帝工業社、昇詠鎖業有限公司、台灣富華美有限公司、 

 崇鉦工業有限公司、鴻達園藝企業有限公司。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支持服務計畫∼第２場「一遇不順就抓狂、培養EQ 

 有訣竅」心理健康講座，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下午七時至九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有９６人參加。

54.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１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０日上午十時，假彰化縣工 

 業會會議室舉行，出席監事有４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 

 。會議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 

 個議案。

55. 本會辦理「日本∼沖繩」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０至２３日辦理，由郭理事長永 

 斌擔任團長、尤副理事長山泉擔任副團長，有５６人參加。遊覽：琉球村、恩納玻璃工房 

 、美之海水族館、琉球王朝古蹟∼首里城、波之上神宮、瀨長島、玉泉洞、王國村、琉球 

 傳統大鼓隊、泡盛工廠。

56.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２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日下午五時，假日 

 本沖繩∼殘波岬皇家渡假飯店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１８人參加，本會 

 陳秘書長永興、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張專員靜怡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 

 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４個議案。

5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７場就業研習課程「手縫皮件作品實務 

 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２２、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 

 行，本班聘請連德偉、黃彩雲、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8.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８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花藝作品設計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２２、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尾公路花 

 園遊客服務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蔡文晃、張志達、游晶晶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59. 本會辦理第８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６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桂美俊、林志昌、楊昇儒、王仁杉、黃周斌等６位老師擔任， 

 有２９人參加。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２場「國際多益英語實務」訓練班，結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陳珍 

 緒老師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２１日開訓，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排﹝夜間班 

 、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４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溪湖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張詠善老師擔任 

 ，有７４人參加。研習課程：雇主資遣與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之解析與Q&A。

62.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

 ３６人參加。

63.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４場就業促進活動「就業趨勢與咖啡創 

 業經驗分享」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大竹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本班聘請連德偉、陳郁翔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64. 本會辦理第１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蔣麗雅老師擔任， 

 有２８人參加。

6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５場「薪資設計與績效獎金規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 

 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２２日開訓，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 

 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２６人參加。

66.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３場「如何利用國外海關進出口數據開發客源 

 實務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 ４６ 人參加。

67. 本會辦理第１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５５人參加。

68.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１５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開訓 

 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９天、２７ 

 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２５日結訓。

69. 本會「第十五屆第九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陳秘書長永興、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 

 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70. 本會辦理「彰化縣１０８年慶祝工業節」表揚大會，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六時， 

 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有２５８人參加。典禮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王縣長惠美、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李科長重慶、彰化縣政府建設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勞工處 

 吳處長蘭梅、經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盟貴、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陳副總幹事營 

 穎青、立法委員柯呈枋等等貴賓蒞臨指導。會中王縣長頒發本會承辦「２０１９產業策展 

 活動」獎杯及「優良廠商」８５家獎牌，隨即舉行餐敘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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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９場「國際貿易英文書信寫作技巧實務」訓練班 

 ，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１０、１７日(１８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 本會辦理「卓越主管五大關鍵能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吳美娥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3. 本會辦理第６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４、５日﹝二天、１２小時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唐筱佳、陳宗佑 

 、蔡佳洲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4. 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８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見習實施計畫∼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見習活動」 

 觀摩，於１０８年９月５、６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課程研習∼職業安全衛生法 

 規概述、工作場所災害類型之預防暨職災案例分析探討：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見習觀摩： 

 山野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致贈陳董事長水景感謝牌；台灣華可貴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致贈張副廠長林燁感謝牌。夜宿∼翰品酒店(桃園市)

5. 本會辦理第２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型」訓練班，於 

 １０８年９月６日至２２日﹝夜間班、９天、３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柯昭德、丘蔚興、桂美俊、林志昌、伍耀璋、陳新福、吳金福、廖振魁、劉文峰等９ 

 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１場就業研習課程「拼接皮革創意運用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９、１６、２３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溪州鄉農會舉行，本 

 班聘請白梅蘭、蔡文晃、陳慶龍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１場就業促進活動「E化時代∼智慧手機 

 玩轉E生活」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花壇樂齡學習中心舉行， 

 本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生產問題分析與降低生產成本實作」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０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１８人參加。

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畫∼第２場「急救人員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１、１８、２５日﹝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假 

 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王芷柔、蔣麗雅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 

 參加。

10. 本會辦理第１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１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５９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２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９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緻興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 

 怡擔任。

1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２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翰優企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計有３４人參加。

1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４場「營建工程會計與稅務實務」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６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魏錫原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 

 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１８日結訓。

1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２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縫紉飾品製作 

 結合植物染應用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６、１７、１９日﹝３天、１５小時﹞ 

 假田中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詹雯雯、張志達、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15. 本會辦理第２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

  １６至１０月１９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 

 士、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潘美娟、陳金鐘、林新圳、伍耀璋、林明修等１０ 

 位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16. 本會辦理第２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９月

 １６至１０月９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士 

 、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潘美娟、陳金鐘、林新圳、伍耀璋、林明修等１０位 

 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17. 本會辦理「王牌業務高手特訓∼B２B客戶開發與報價、叫價實戰秘笈班」講習，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１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 

 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第二次廠商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８日上午九時， 

 假本會會議室舉行，出席委員：盧玉娟、何建昌、施能貴、陳宗瑋、陳永興等５位出席， 

 會議由陳祕書長永興主持，經全體委員評審決議核定：看展人員有３人（２家）詳如下列：

 (1)記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立偉副理、徐長興經理

 (2)元鴻工業有限公司：蕭文靜經理

19. 本會辦理第９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人 

 參加。

20. 本會辦理「專案管理∼提昇領導能力工作坊」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１９日下午一時三十 

 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袁明義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 

 加。

21. 本會辦理「品牌意識與基礎改善手法」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仁傑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2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２場就業促進活動「勇於嘗試、精彩人 

 生∼街頭藝人認證經驗分享」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 

 縣工業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彩雲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０日下午 

 六時至九時，假加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欣婷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５場「薪資設計與績效獎金規劃實務」 

 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２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２６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６日結訓。

2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３場就業研習課程「芳療運用結合長照 

 照護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３、２４、２５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 

 業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吳淑輯、林建業、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 

 ，有２０人參加。

26. 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３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錢美容老師擔任，有 

 ２９人參加。

2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４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傘業縫紉製作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４、２５、２６日﹝３天、１５小時﹞假金興工作坊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張明玉、連德偉、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8. 本會辦理第２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９月２４日至２９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陳新福、桂美俊、廖振魁、戴吉男等５位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2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籌組企業工會暨簽訂團體協約臨廠輔導及宣導計畫∼第２場「 

 集體法令暨經驗分享」座談會，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 

 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老師擔任，有１０４人參加。研習課程：集體勞動 

 法令及工會法、團體協約法與協商實務、問題交流暨綜合座談。

30. 本會辦理第１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５日下午六 

 時至九時，假松漢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1. 本會辦理第７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９月２５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任金山、柯昭德、林柏森、廖振魁、王仁杉、張家成等６位老師擔任，有 

 ３０人參加。

32. 本會辦理「強化自我管理、從負責邁向當責」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３９ 

 人參加。

33. 本會辦理「提昇管理效果效率的精髓∼走動式管理」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７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文發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

34. 本會辦理第７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 

 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５０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１場「商業採購與議價策略實務」訓練 

 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１７日開訓，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3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３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３１日開訓，本班聘請簡文成、楊淑如等２位 

 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３１人參加。

37.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行前 

 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０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說明會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

 有６家廠商、６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38. 本會辦理第７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９月３０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39. 本會辦理「北韓∼妙香山、金鋼山及瀋陽」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至８日辦理， 

 由吳董事長天來擔任團長、賴理事銘曉擔任副團長，計有３４人參加。遊覽：瀋陽∼張氏 

 帥府、趙四小姐樓、本溪水洞、中街、瀋陽故宮、滿清一條街、九一八事件紀念館、北陵 

 公園、昭陵太極陵寢；北韓：萬壽臺大紀念碑、千里馬銅像、妙香山、國際友誼展覽館、 

 菩賢寺、凱旋門、地下鐵(體驗一站)、少年宮大秀、板門店、高麗博物館、金日成廣場、東 

 明王陵、青山裡合作農場、金剛山景區。

40. 本會辦理「初級會計員實務」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日下午七時，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５７人參

加。安排﹝夜間班、１０天、２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３日結訓。

41. 本會辦理第１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

 ５９人參加。

4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８場「採購人員國貿專業知識與技巧實務講座 

 」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熊敏賢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43.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日本國 

 際五金工具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日至１１日假日本／千葉舉行，計有７家公司

 (８攤位)面積７２m2。參展公司：亦佐實業有限公司、偉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鑫基塑膠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豐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江井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勝谷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4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５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飾彩拚創意運用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１６、２３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秀水鄉農會舉 

 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5. 本會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辦理「協助企業出口拓 

 銷及參展實務」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９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 

 堂四樓舉行，研討會由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副處長盧惠珠、何理事建昌主持。研習課程 

 ∼協助企業出口拓銷措施介紹、１０９年度國內、外參展補助說明：聘請聘請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副組長曾玉雲擔任；參展策略與展覽行銷實務：聘請高青國際有限公司總經

　 理林友程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4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３場就業促進活動「智慧手機基本操作 

 與應用」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鹿港鎮老人文康中心舉 

 行，本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7. 本會辦理第１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 

 ５７人參加。

48.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巴黎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假法國／巴黎舉行，計有４家公司

 (６攤位)面積５４m2。參展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唯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允 

 國際精密有限公司、亞柏士氣動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49. 本會承辦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巴黎汽 

 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假法國／巴黎舉行，計有４家公司

 (６攤位)面積５４m2。參展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唯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允 

 國際精密有限公司、亞柏士氣動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50. 本會辦理第５場「吊升荷重在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 

 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伍耀璋、陳新福、丘蔚興、廖振魁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1. 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８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見習實施計畫∼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見習活動 

 」觀摩，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１８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研習課程∼職業 

 安全衛生法規概述、工作場所災害類型之預防暨職災案例分析探討：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 

 。見習觀摩：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雲林縣﹞致贈鄭經理雅化感謝牌；台灣菸酒 

 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致贈職安管理課陳課長春利感謝牌。

　 夜宿∼兆品酒店(嘉義市)

52.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參展廠商」展覽，於 

 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１９日假台中國際展覽館舉行，本會招募４３攤位(３３家廠商)總 

 面積６１２平方公尺，詳如下列：

 (1)９６平方公尺：彰化縣產業形象館含（玻璃展示櫃）：計２家

　 　  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鴻星股份有限公司。

　  含（精品櫃）：計２家

　 　  騰順科技有限公司、巨阜企業有限公司。

 (2)淨空地(２４平方公尺)：計１家

    伊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標準攤位(２４平方公尺)：計９家。

　　  台灣泰德軾股份有限公司、阿盛實業有限公司、合成園藝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崧豪園藝 

 工具有限公司、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冠宏輪有限公司、峻侑工業有限公司、歐貿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捷領螺絲興業有限公司。

  (4)標準攤位(１２平方公尺)：計２３家

    彰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堡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正來易剪刀 

 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丁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崇成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友晟塑膠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沛陞企業有限公司、兆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柏菲得科技製造有限公 

 司、鴻星股份有限公司、曜鴻金屬有限公司、魔研精密工業有限公司、三卯鍛壓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金華隆五金工業有限公司、福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碩毅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紳發金屬股份有限公司、銀帝工業社、昇詠鎖業有限公司、台灣富華美有限公司、 

 崇鉦工業有限公司、鴻達園藝企業有限公司。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支持服務計畫∼第２場「一遇不順就抓狂、培養EQ 

 有訣竅」心理健康講座，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下午七時至九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有９６人參加。

54.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１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０日上午十時，假彰化縣工 

 業會會議室舉行，出席監事有４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 

 。會議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 

 個議案。

55. 本會辦理「日本∼沖繩」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０至２３日辦理，由郭理事長永 

 斌擔任團長、尤副理事長山泉擔任副團長，有５６人參加。遊覽：琉球村、恩納玻璃工房 

 、美之海水族館、琉球王朝古蹟∼首里城、波之上神宮、瀨長島、玉泉洞、王國村、琉球 

 傳統大鼓隊、泡盛工廠。

56.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２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日下午五時，假日 

 本沖繩∼殘波岬皇家渡假飯店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１８人參加，本會 

 陳秘書長永興、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張專員靜怡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 

 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４個議案。

5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７場就業研習課程「手縫皮件作品實務 

 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２２、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 

 行，本班聘請連德偉、黃彩雲、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8.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８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花藝作品設計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１、２２、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尾公路花 

 園遊客服務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蔡文晃、張志達、游晶晶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59. 本會辦理第８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６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桂美俊、林志昌、楊昇儒、王仁杉、黃周斌等６位老師擔任， 

 有２９人參加。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２場「國際多益英語實務」訓練班，結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陳珍 

 緒老師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２１日開訓，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排﹝夜間班 

 、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４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溪湖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張詠善老師擔任 

 ，有７４人參加。研習課程：雇主資遣與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之解析與Q&A。

62.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

 ３６人參加。

63.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４場就業促進活動「就業趨勢與咖啡創 

 業經驗分享」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大竹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本班聘請連德偉、陳郁翔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64. 本會辦理第１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蔣麗雅老師擔任， 

 有２８人參加。

6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５場「薪資設計與績效獎金規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 

 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２２日開訓，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 

 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２６人參加。

66.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３場「如何利用國外海關進出口數據開發客源 

 實務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 ４６ 人參加。

67. 本會辦理第１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５５人參加。

68.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第１５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開訓 

 典禮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９天、２７ 

 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２５日結訓。

69. 本會「第十五屆第九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陳秘書長永興、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 

 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70. 本會辦理「彰化縣１０８年慶祝工業節」表揚大會，於１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六時， 

 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有２５８人參加。典禮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王縣長惠美、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李科長重慶、彰化縣政府建設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勞工處 

 吳處長蘭梅、經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盟貴、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陳副總幹事營 

 穎青、立法委員柯呈枋等等貴賓蒞臨指導。會中王縣長頒發本會承辦「２０１９產業策展 

 活動」獎杯及「優良廠商」８５家獎牌，隨即舉行餐敘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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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課程（歡迎線上下載報名表）彰化縣工業會      網址：www.ch-industry.org.tw

*洽詢專線04-7256655 分機11 張小姐、分機12 黃小姐、分機13 梁小姐、分機15 劉秘書

課程名稱 駕駛荷重一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訓練班 

分機 13
梁小姐 

課程內容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訓練規則第 14 條第 2 款規定『荷重在一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雇主應施以特殊
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使學員瞭解安全衛生重要相關法規，堆高機之構造、型式、原理及操作安全
等知識，並熟悉堆高機故障原因與處理方法。 

上課時間 預計 108 年 11 月 19、21、22 日，夜間星期二、四、五每晚 18:30～21:30 
及 11/23 週六、11/24 週日（全天）其中一天操作實習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夜間班)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架空式-地面操作)操作人員訓練班 

分機 13
梁小姐 

課程內容 
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2 條：雇主對使用吊升荷重在 3 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

作人員，應於事前使其接受具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使學員瞭解安全衛生重要法

規，起重機之構造、型式、原理及操作安全等知識，並熟悉故障原因與處理方法。 
上課時間 預計 109 年 2 月辦理可事先報名，確定日期再告知。 

7 天(晚上 6:30-9:30)加上 2 天白天全天，計 38 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班 

分機 13
梁小姐 

課程內容 

1.勞動部 103 年 6 月 26 日 新修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1 條規定：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對於
所屬從事製造之一級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未滿三百人者，應另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
人，勞工人數三百人以上者，應再至少增置專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一人。如未設立者，依第 43 條規
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2.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規定：「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
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上課時間 12/2.12/3.12/5.12/6.12/9.12/10.12/11.12/12.12/13.12/16.12/17.12/19 
、12/20(13 天晚上 6:30-9:30 或 6:00-10:00)計 42 小時            *109 年測驗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班 

分機 13
梁小姐 

課程內容 
1、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3 條：雇主對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人數未滿 30 人，應使擔任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者

接受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2、協助雇主依法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培訓相關安全衛生人

員從事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業務，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健康。 

上課時間 11/19.11/26.12/3(3 天白天)計 21 小時          *108 年最後一梯次電腦測驗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分機 13
梁小姐 

課程內容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教育訓練規則第 15 條:雇主對工作場所急救人員應使其接受急救人員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六條[事實單位應置合格急救人員:每一班次應至少
一人，勞工人數超過五十人者，每增加五十人再設置一人]。 

上課時間 預計 108 年 11/11、11/12、11/13、11/14、11/15 夜間班，共計 18 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防火複訓班 
分機 12
黃小姐 

上課時間 108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 9:00～16:00，共計 6 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防火初訓班 
分機 12
黃小姐 

上課時間 預計 109 年 8、9 日（星期三、四）上午 10:00～下午 16:00，共計 12 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安全 
衛生 
(回訓) 

急救人員在職教育班(回訓班) 12/6(夜間班)3 小時下午 18:30-21:30 

分機 13
梁小姐 

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班(回訓班)                           
 11/21(夜間班)3 小時下午 18:30-21:30 
或 12/11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

(回訓班) 
 11/22(日間班)6 小時上午 9:00-16:00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天車)在職教育班              11/28(夜間班)3 小時下午 18:3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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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介紹
◎入會日期：108/09/01至108/10/31，共15家

公 司 名 稱  電 話 生產產品  
唯亮企業有限公司  汽車電動升降機.汽車零件.機 機車零件 

麗鶴有限公司  金屬製品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專門研發.設計.製造汽車,摩托車,水 
上摩托車.雪車,船舶海攤車及各種車 
輛之控制導線 

道麒實業有限公司 
建築物清潔服務業.廢棄物清除業.廢 
棄物清理業.五金批發業 

坤益金屬有限公司  金屬製品 
同太電機有限公司  金屬加工處理 
翰克股份有限公司 金屬製品(鐵線製品) 
福鄉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視聽電子產品.光學儀器及設備 
嘉榮有限公司 金屬加工處理(五金零件) 

普勒斯企業有限公司  
人身安全防護相關產品(防墜器.三角 
架背負式安全帶) 

沛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塑膠製品 
聯穎鋼架有限公司 鋼架.鐵架之製造 
久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屬製品 

元鴻工業有限公司  自行車.汽機車零配件批發 
永鎰工業有限公司  自行車零件 
   
   

   

   

   

   
   
   

   
   
   
   

04-26938938

04-7524725

04-7323141

04-7635377 

04-8357859

04-8328666

04-8298898 
04-8334851

04-7382147 

04-7777180

04-7615626 

04-7685793 

04-7585295

04-8379151

04-823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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