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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種子講師訓練課程 

一、前言: 

鑑於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擬增訂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須接受

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規定，為儲備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訓練量能及

術科講師來源，符合民間機構或社團法人未來申請成立合法訓練單位之

實務需求，爰規劃辦理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訓練之種子講師訓練，以提升

種子講師專業技能與講習授課能力，及順利推動修訂與施行教育訓練規

則。 

敬邀國內高空工作車進口商、製造商、租賃廠商及使用高空工作車之

事業單位或未來欲成立高空工作車教育訓練機構之相關團體、人員報名

參加。 

二、活動資訊: 

課程名稱: 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種子講師訓練 

指導機關/單位: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服務創新發展處 

課

程 

資

訊 

第
一
場
次 

時間 

110年 06月 30日(三)；08:00 ~ 17:00(學科) 

110年 07月 01日(四)；08:00 ~ 18:00(術科&學科測驗) 

110年 07月 02日(五)；09:00 ~ 16:00(術科測驗) 

地點 
嘉義縣新港鄉菜公村菜公厝 25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電力技術證照協會) 

第
二
場
次 

時間 

110年 07月 14日(三)；08:00 ~ 17:00(學科) 

110年 07月 15日(四)；08:00 ~ 18:00(術科&學科測驗) 

110年 07月 16日(五)；09:00 ~ 16:00(術科測驗) 

地點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路 218號 

(環鼎技術顧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三
場
次 

時間 

110年 08月 04日(三)；08:00 ~ 17:00(學科) 

110年 08月 05日(四)；08:00 ~ 18:00(術科&學科測驗) 

110年 08月 06日(五)；09:00 ~ 16:00(術科測驗) 

地點 
嘉義縣新港鄉菜公村菜公厝 25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電力技術證照協會) 

第
四
場
次 

時間 

110年 08月 18日(三)；08:00 ~ 17:00(學科) 

110年 08月 19日(四)；08:00 ~ 18:00(術科&學科測驗) 

110年 08月 20日(五)；09:00 ~ 16:00(術科測驗) 

地點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路 218號 

(環鼎技術顧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五
場
次 

時間 

110年 09月 01日(三)；08:00 ~ 17:00(學科) 

110年 09月 02日(四)；08:00 ~ 18:00(術科&學科測驗) 

110年 09月 03日(五)；09:00 ~ 16:00(術科測驗) 

地點 嘉義縣新港鄉菜公村菜公厝 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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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電力技術證照協會) 

第
六
場
次 

時間 

110年 09月 15日(三)；08:00 ~ 17:00(學科) 

110年 09月 16日(四)；08:00 ~ 18:00(術科&學科測驗) 

110年 09月 17日(五)；09:00 ~ 16:00(術科測驗) 

地點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路 218號 

(環鼎技術顧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聯絡人: 
蔡宗儒 先生 

07-3513121#2973或 0905156397 

報名與活動 

資訊: 

請逕洽以下報名網址： 

http://confforgov.quality.org.tw  

報

名

須

知 

1. 每場次訓練人數上限 20名，六場次相同事業單位派訓學員不得超過 3

名。 

2. 第 1~3場次於 05/31 00:00開放網路報名，文件 06/08 23:59收件截止。

因報名者建議及為便利報名作業，第 4~6場次報名時間修改為 06/15 

13:00開放網路報名，文件 06/23 23:59收件截止。資格不符欲補件者，

亦請依各階段收件截止日辦理，逾期恕不受理。經各階段審查，報名資格

確定不符合者，將釋出備取名額，備取名額以正取者無法參加，始得依序

遞補為限，該場次正取者如全部參加，備取者之備取資格隨之消滅，不得

異議。 

3. 學、經歷文件電子檔請寄至 h3040521@mail.mirdc.org.tw，並於信件主

旨註明”姓名”，”報名場次”。例: 蔡○○，第 2場次。 

4. 檢附學、經歷文件相關規定如下: 

□學歷證明文件(載明科系及學位之畢業證書，如機械系學士、職業安全衛

生系碩士、工程科學系博士..等) 

□經歷證明文件(載明從事相關工作領域及年份，如高空工作車、移動式起

重機或其他車輛機械相關之設計、製造、維護、操作 3年..等工作經驗，

工作經歷應由現任服務之事業單位出具用印證明)  

報名資格: (擇一) 

A. 大專校院相關科系畢業，具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者。 

B. 任教相關課程具十年以上實務經驗或專長者。 

※相關科系包含機械、電機、車輛、工程科學、職業安全..等。 

※相關工作經驗包含高空工作車、移動式起重機、吊卡車相關製造、檢

查、維護、操作及職業安全管理..等。 

5. 本課程事業單位勞工全程參與人員，當場次課程結束後當場發給職業安全

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16小時及結業證書，完成訓練課程及通過測

驗者，將統一造冊呈報勞動部，請學員於報到時提供 2吋照片 1張(照片

背面註明”姓名”，”報名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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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表 

第一場次課程表 

 

 

 

110年 06月 30日(第一天) 

時間 課程內容 單位/主講人 

07:30~08:00 報到                               

08:00~09:00 高空工作車相關法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許宏德 副教授 
09:00~10:00 高空工作車構造基礎知識 

10:00~12:00 原動機知識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高空工作車作業裝置使用知識 台灣電力股份公司 

蔡蓮州 處長(退休) 15:00~17:00 高空工作車運轉知識 

學科課程結束 

110年 07月 01日(第二天) 

時間 課程內容 單位/主講人 

07:30~08:00 報到                               

08:00~12:00 
車載式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台灣電力股份公司 

蔡蓮州 處長(退休) 

力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楊凱仲 副理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7:00 
車載式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台灣電力股份公司 

蔡蓮州 處長(退休) 

力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楊凱仲 副理 

術科課程結束 

17:00~18:00 課後測驗 : 學科筆試 

學科測驗結束 

110年 07月 02日(第三天) 

時間 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車載式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車載式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術科測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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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課程表 

 

 

 

  

110年 07月 14日(第一天) 

時間 課程內容 單位/主講人 

07:30~08:00 報到                               

08:00~09:00 高空工作車相關法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許宏德 副教授 
09:00~10:00 高空工作車構造基礎知識 

10:00~12:00 原動機知識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高空工作車作業裝置使用知識 力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楊凱仲 副理 15:00~17:00 高空工作車運轉知識 

學科課程結束 

110年 07月 15日(第二天) 

時間 課程內容 單位/主講人 

07:30~08:00 報到                               

08:00~12:00 
自走式直臂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力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楊凱仲 副理 

韓邦杰 主任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7:00 
自走式直臂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力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楊凱仲 副理 

韓邦杰 主任 

術科課程結束 

17:00~18:00 課後測驗 : 學科筆試 

學科測驗結束 

110年 07月 16日(第三天) 

時間 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自走式直臂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自走式直臂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術科測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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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課程表 

 

 

 

  

110年 08月 04日(第一天) 

時間 課程內容 單位/主講人 

07:30~08:00 報到                               

08:00~09:00 高空工作車相關法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許宏德 副教授 
09:00~10:00 高空工作車構造基礎知識 

10:00~12:00 原動機知識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高空工作車作業裝置使用知識 台灣電力股份公司 

蔡蓮州 處長(退休) 15:00~17:00 高空工作車運轉知識 

學科課程結束 

110年 08月 05日(第二天) 

時間 課程內容 單位/主講人 

07:30~08:00 報到                               

08:00~12:00 
車載式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台灣電力股份公司 

蔡蓮州 處長(退休) 

力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楊凱仲 副理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7:00 
車載式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台灣電力股份公司 

蔡蓮州 處長(退休) 

力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楊凱仲 副理 

術科課程結束 

17:00~18:00 課後測驗 : 學科筆試 

學科測驗結束 

110年 08月 06日(第三天) 

時間 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車載式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車載式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術科測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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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次課程表 

 

 

 

110年 08月 18日(第一天) 

時間 課程內容 單位/主講人 

07:30~08:00 報到                               

08:00~09:00 高空工作車相關法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許宏德 副教授 
09:00~10:00 高空工作車構造基礎知識 

10:00~12:00 原動機知識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高空工作車作業裝置使用知識 大友高空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吳建男 主任 
15:00~17:00 高空工作車運轉知識 

學科課程結束 

110年 08月 19日(第二天) 

時間 課程內容 單位/主講人 

07:30~08:00 報到                               

08:00~12:00 
自走式屈臂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力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楊凱仲 副理 

大友高空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吳建男 主任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7:00 
自走式屈臂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力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楊凱仲 副理 

大友高空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吳建男 主任 

術科課程結束 

17:00~18:00 課後測驗 : 學科筆試 

學科測驗結束 

110年 08月 20日(第三天) 

時間 課程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自走式屈臂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自走式屈臂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術科測驗結束 



7 
 

第五場次課程表 

 

 

 

  

110年 09月 01日(第一天) 

時間 課程內容 單位/主講人 

07:30~08:00 報到                               

08:00~09:00 高空工作車相關法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許宏德 副教授 
09:00~10:00 高空工作車構造基礎知識 

10:00~12:00 原動機知識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高空工作車作業裝置使用知識 電力技術證照協會 

吳文川 教務長 15:00~17:00 高空工作車運轉知識 

學科課程結束 

110年 09月 02日(第二天) 

時間 課程內容 單位/主講人 

07:30~08:00 報到                               

08:00~12:00 
車載式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電力技術證照協會 

吳文川 教務長 

力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韓邦杰 主任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7:00 
車載式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電力技術證照協會 

吳文川 教務長 

力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韓邦杰 主任 

術科課程結束 

17:00~18:00 課後測驗 : 學科筆試 

學科測驗結束 

110年 09月 03日(第三天) 

時間 課程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車載式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車載式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術科測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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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次課程表 

 

 

 

 

 

110年 09月 15日(第一天) 

時間 課程內容 單位/主講人 

07:30~08:00 報到                               

08:00~09:00 高空工作車相關法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許宏德 副教授 
09:00~10:00 高空工作車構造基礎知識 

10:00~12:00 原動機知識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高空工作車作業裝置使用知識 擎億股份有限公司 

黃建璋 副理 15:00~17:00 高空工作車運轉知識 

學科課程結束 

110年 09月 16日(第二天) 

時間 課程內容 單位/主講人 

07:30~08:00 報到                               

08:00~12:00 
自走式直臂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擎億股份有限公司 

黃建璋 副理 

力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韓邦杰 主任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7:00 
自走式直臂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實習 

擎億股份有限公司 

黃建璋 副理 

力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韓邦杰 主任 

術科課程結束 

17:00~18:00 課後測驗 : 學科筆試 

學科測驗結束 

110年 09月 17日(第三天) 

時間 課程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自走式直臂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自走式直臂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自走式垂直升降型高空工作車術科測驗 

術科測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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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資訊 

1. 嘉義縣新港鄉菜公村菜公厝 25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電力技術證照協會-高空工作車訓練場地) 

 

 

2.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路 218號  

(環鼎技術顧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環球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學科訓練場地 

術科訓練場地 

停車場 

學科訓練場地 
術科訓練場地 

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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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備註 

1 本次訓練課程活動全程免費，課程中提供學員課程講義手冊，並提供學員

中餐，請於報名時註記葷食或素食，會場備有礦泉水供學員使用。每場次

訓練課程活動提供學員3天之公共意外責任險。 

2 本次訓練課程活動全程免費，如完成報名後不克參與者，請"務必"提前通

知主辦單位，以便提前釋出名額。 

3 術科現場備有安全帽、背負式安全帶及手套等個人防護具，請參訓學員務

必穿戴安全鞋。 

4 防疫期間，進入學科教室前進行額溫量測，超過37.5℃，超過請勿進場。

請參與學員自備口罩並於課程中全程配戴。配合政府公告規定，視疫情狀

況修改、延期或取消活動。 

5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若有相關

異動將會公告於報名網站及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