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業訓練‧貼心服務～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民國  103  年  10  月  17  日 修正) 

 

 

弘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職業安全衛生學分班第四期 

招生簡章 
壹、 報名對象（資格）： 

1. 具備符合教育部所規定之報考大學資格者，需必備高中畢業證書。 

2. 專科以上畢業準備報考（工礦衛生、工業安全）技師者。 

3. 高中畢業準備報考甲級衛生管理師、甲級職業安全管理師或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者。 

4. 欲報考相關科系研究所或對職業安全衛生有興趣者。  

貳、 學分抵免： 

修讀學分班學員資格不得具有學籍（含休學）。學員修習期滿、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學分 

證明」，如經本校入學考試通過者，取得學籍後，即依各系學分抵免辦法向本校教務處辦理學分 

抵免。 

參、預定招生系別及課程內容：共 20學分 (課程編號:A1072001)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授課老師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授課老師 

工業安全衛生法規 2 學分 江金龍 教授 衛生管理實務 2 學分 周偉龍 教授 

工業衛生 2 學分 周偉龍 教授 半導體製程安全 2 學分 周偉龍 教授 

工業通風 2 學分  吳昌益 碩士  風險評估 2 學分 侯技師 

職業衛生法規 2 學分 湯士弘 博士 人因工程  2 學分 林博士 

 作業環境測定 2 學分 施慧中 教授 工業安全 2 學分 黃榮鴻 碩士 

 

 工礦衛生技師（作業環境測定、職業衛生法規、工業通風、工業衛生 8學分為必修；工業安全、風險評估、人因工程、半導體製

程安全、衛生管理實務） 

 工業安全技師 （工業安全、風險評估、人因工程、工業安全衛生法規、工業衛生） 

 甲級衛生管理師（作業環境測定、工業通風、工業衛生、工業安全、人因工程、衛生管理實務、風險評估、職業衛生法規、半導體

製程安全) 

 甲級安全管理師（工業安全、工業衛生、風險評估、人因工程、工業安全衛生法規） 

 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上述課程自行選擇 5門課即可報考） 

  

肆、 上課時間： 

108 年 02 月 23 日至 108 年 07 月 21 日止，每週六、日 08:10~19:05（詳細請參照課表）  

伍、 上課地點： 

弘光科技大學 M 棟 1 樓-43302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 1018 號(若有調整會在課前通知) 

  陸、 報名日期： 

即日起開始招生（額滿為止）。 

柒、 收費標準： 

每學分 2,350 元 (不含書籍、個人材料、教材)，新生報名費用 500 元，若修 18 學分(含)以上者及

全修 20 學分者免收報名費用。 

捌、 師資介紹：由本校專(兼)任教師或符合該科目學經歷專長(高考技師)之師資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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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各項注意事項 

1. 報名應備資料： 

* 本校推廣教育專用報名表(正本)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畢業證書影本一份(最高學歷) 

* 相片兩吋二張【背面請註明班別、姓名】 

2. 學分班繳費方式： 

請參考<弘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官網-最新消息- 👉 本中心繳費方式及步驟請看這 👈 > 

A. 至郵局郵政劃撥:「帳號：22026721，戶名：弘光科技大學」 

B. ATM轉帳/匯款: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代號:812)建北分行，帳號 : 2068-10-0009320-2 戶名 : 弘光科技大學」 

劃撥或 ATM轉帳繳款完成請務必來電回覆或直接線上填寫匯款資訊 

https://goo.gl/forms/1Ewn9oLmfrI23Mur2 

(1)銀行/戶名(2)帳號後五碼(3)姓名+報名的課程 

C. 現場繳費:至本校 L棟生活應用大樓 1樓推廣教育中心繳費。(2,000元以上方可刷卡) 

3. 報名方式: 

* 親自報名：請攜帶應備證件、學分費，親自至台中市 43302 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 1018號，弘光

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 E-mail報名：請將報名表 mail到 cont@hk.edu.tw後，並確認隔天是否有回傳信件。 

* 傳真報名：請將報名表、連同報名應備證件傳真至 04-26319280，並來電確認。 

4. 注意事項 

* 錄取名額依報名繳費順序，若無錄取者原件退還，敬請見諒。 

* 除因故報名之課程不開課外，一經開課，依下列退費方式退費。 

* 持本校校友永久會員證者學分費可優待（95折），推廣舊學員以及全修或修 18學分者免收報

名費 500元，繳費時請自行扣除，事後申請退費，怒不受理。 

* 研習中途缺曠課超出規定者(一門課缺曠不得超過 1/3)，不發給學分證明書，不退還任何費用。 

* 修讀學分班學員資格不得具有任何正式學制之學籍(含休學)。 

* 男生未服兵役者，不得以就讀學分班為由辦理緩徵。 

* 需申請車證之學員請繳交行駕照影印本一份及繳交費用 500 元於開課第一週辦理。 

* 本課程性質非屬正式學籍制度，有各項獎助學金申請需求者請自行確認資格 

* 本訓練課程不接受旁聽或試聽。 

5. 學分班退費方式 

* 除因故報名之課程不開課外，一經開課，依下列退費方式退費 

* 開課前辦理退費（不含開課當日），退還已繳費用（含報名費）之九成 

* 開課後逾課程 1/3 前辦理退費，退還已繳費用（含報名費）之五成 

* 開課後逾課程 1/3 者辦理退費，不予退還。 

6. 弘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聯絡方式： 

* 報名專線 04-26324907 ，傳真電話 04-26319280 

*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 1018號 L棟生活應用大樓 1樓 

* E-MAIL: cont@ hk.edu.tw  

* LINE@ ID :@aoj0240h 

7. 網址： 

*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 http://ndu.hk.edu.tw/  
* 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暨環境工程研究所及職業安全與防災研究所

http://she.hk.edu.tw/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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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大 職業與安全衛生學分班第四期 課程時間表初稿(02/23~7/21) 正反兩面 

3/17(全國技檢)、4/6, 4/7(清明放假)、5/12(母親節)、6/8, 6/9 (端午連假)、7/14(全國技檢) 

授課日期 授課科目 授課老師 授課時間 (上課地點:預計 M 棟 1 樓) 

2/23(六) 
衛生管理實務 周偉龍老師 0810-1245 (5) 

工業安全衛生法規 江金龍老師 1345-1905 (6) 

2/24(日) 人因工程 林博士 0810-1815 (10) 

3/09(六) 衛生管理實務 周偉龍老師 0810-1905 (11) 

3/10 (日) 工業安全衛生法規 江金龍老師 0810-1815 (10) 

3/16 (六) 人因工程 林博士 0810-1815 (10) 

3/17 (日) 休息(全國技檢)   

3/23 (六) 
衛生管理實務 周偉龍老師 0810-1245 (5)  

職業衛生法規 湯士弘 老師 1345-1905 (6) 

3/24(日) 工業安全衛生法規 江金龍老師 0810-1815 (10) 

3/30 (六) 人因工程 林博士 0810-1905 (11) 

3/31 (日) 職業衛生法規 湯士弘 老師 0810-1815 (10) 

4/06 (六) 清明假期(連假)   

4/07 (日) 清明假期(連假)   

4/13 (六) 
人因工程 林博士 0810-1245 (5) 

風險評估 侯技師 1345-1905 (6) 

4/14 (日) 工業安全衛生法規 江金龍老師 0810-1815 (10) 

4/20 (六) 職業衛生法規 湯士弘 老師 0810-1815 (10) 

4/21 (日) 衛生管理實務 周偉龍老師 0810-1815 (10) 

4/27(六) 風險評估 侯技師 0810-1815 (10)  

4/28 (日) 
工業通風 吳昌益老師 0810-1435(6) 

衛生管理實務 周偉龍老師 1440-1905 (5) 

5/04 (六) 職業衛生法規 湯士弘 老師 0810-1815 (10) 

5/05 (日) 風險評估 侯技師 0810-1815 (10) 

5/11 (六) 
半導體製程安全 周偉龍老師 0810-1245 (5) 

作業環境測定 施慧中老師 1345-1905 (6) 

5/12 (日) 母親節放假一天   

5/18 (六) 風險評估 侯技師 0810-1815 (10) 

5/19 (日) 工業通風 吳昌益老師 0810-1815 (10) 

5/25 (六) 半導體製程安全 周偉龍老師 0810-1815 (10) 

5/26 (日) 作業環境測定 施慧中老師 0810-1905 (11)  

6/01 (六) 半導體製程安全 周偉龍老師 0810-1815 (10) 

6/02 (日) 工業通風 吳昌益 老師 0810-1815 (10)             

6/8 (六) 端午連假   

6/9 (日) 端午連假   

6/15 (六) 工業通風 吳昌益 老師 0810-1815 (10)             

6/16 (日) 半導體製程安全 周偉龍老師 0810-1905 (11) 

6/22 (六) 作業環境測定 施慧中 老師 0810-18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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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日) 工業衛生 周偉龍老師 0810-1245 (5)  

工業安全 黃榮鴻老師 1345-1815 (6) 

6/29(六) 作業環境測定 施慧中老師 0810-1815 (10) 

6/30 (日) 工業安全 黃榮鴻老師 0810-1815 (10) 

7/06 (六) 工業衛生 周偉龍老師 0810-1905 (11)  

7/07 (日)  工業安全 黃榮鴻老師 0810-1815 (10) 

7/13(六) 工業衛生 周偉龍老師 0810-1815 (10)  

7/14 (日) 休息(全國技檢)   

7/20 (六) 工業安全 黃榮鴻 老師 0810-1815 (10) 

7/21 (日) 工業衛生 周偉龍老師 0810-18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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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分班報名表 

參加班別 職業安全衛生學分班第四期(A1072001) 

填表日期 

學員勿填寫 

年    月    日 

推廣收件人： 

選修課程 
(修習 18 以上學
分免收報名費

500元) 

□工業安全衛生法規(2) 

□衛生管理實務(2) 

□風險評估(2) 

□半導體製程安全(2) 

□人因工程(2) 

□工業通風(2) 

□工業安全(2) 

□職業衛生法規(2) 

□作業環境測定(2) 

□工業衛生(2) 

姓    名  性別 □男   □女  

相片浮貼處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學校名稱  科系  

戶籍地址 
郵遞 

區號 
 

通訊地址 
郵遞 

區號 
□同上 

相片實貼 

□期末需申請寄發學分證明書( 請另繳郵寄掛號費 30 元，會將學分證明書掛號寄至通訊地址) 

服務機構  職   稱  

(O 公司) （0  ）- 手機號碼 （09   ）- 

(H 家用) （0  ）- 傳真電話 （0  ）- 

電子信箱 
(必填) 

                   

身份證正面影本張貼處 身份證反面影本張貼處 

繳交文件 □最高學歷影本一份 □身分證正反影本黏貼 □一吋照片 2 張黏貼 

□我已閱讀並接受弘光科技大學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FM-11400-A18)內容。 
本人同意弘光科技大學及所承辦之專案因業務之需要，得蒐集、電腦處理、傳遞或使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本人已詳閱簡章後填寫本表，本課程除因故未能開課外，全額無息退還已繳交費用， 
一經開課；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及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訂定，標準如下： 
◎學分班：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不含開課當天)，退還已繳費用（包含報名費）之九成；自開班上
課後之日起算，未逾全期 1/3 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包含報名費）之五成；開班上課後時數，已逾全期 1/3 始申請
退費者，不予退還。 
◎其它：依據簡章內容訂定之退費規定辦理。 
◎請注意：辦理退費一律依照學校退費時間並且以匯款退還費用 

學員簽名：      ___     日期(  _.___.___)（請務必簽名方得受理） 
 

□現金□劃撥□匯款□支票                    □匯票                   □刷卡                     

（按照班級收件）□最高學歷影本ㄧ份 □相片 2張 □身分證影本 1份 收據號碼 推字第                  號 

總   計 新 台 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收費日期     年    月    日 

退款時間：    年    月    日 退款金額： 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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