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鳥 開班班別 班別 地點 上課日期 時數 會員價
★ 越南籍移工-堆高機操作人員 假日 瑞隆 3/12-20(贈考前複習班) 23 7,500

夜間 瑞隆 元/17-23、2/08-12 18 3,500
夜間 小港 2/14-2/19 18 3,500

日間 瑞隆 2/17-2/21 18 3,500
假日 瑞隆 2/11-2/13 18 3,500

★ 越南籍移工-地面天車操作人員 假日 瑞隆 3/19-4/17(贈考前複習班) 49 12,000
三噸以上固定式天車操作人員-伸臂式 夜間 瑞隆 4/08-04/24 38 21,000

夜間 瑞隆 元/27-2/13 38 5,300
夜間 小港 2/10-2/20 38 5,300
日間 瑞隆 2/14-2/18 38 5,300

★ 三噸以上移動式吊車操作人員 夜間 小港 2/07-2/20 38 5,800
★ 未滿三噸固定式天車操作人員-地面型 夜間 小港 元/17-元/23 18 3,000

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考前複習班 假日 瑞隆 2/19 6 800
★ 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夜間 瑞隆 3/01-4/26(贈考前複習班) 115 10,000

夜間 瑞隆 2/10-3/02 42 5,000
假日 小港 2/12-3/06 42 5,000
夜間 瑞隆 2/08-3/02 42 5,000

假日 小港 2/12-3/06 42 5,000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日間 瑞隆 2/16-2/23 42 5,000
★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夜間 瑞隆 元/17-元/22 21 3,000

丁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假日 瑞隆 2/12 6 1,500
夜假 瑞隆 2/18-2/20 18 3,000
夜間 小港 元/22-元/27 18 3,000
夜間 瑞隆 元/20-23 18 3,000

夜間 小港 2/22-26 18 3,000
屋頂作業主管 夜間 瑞隆 2/21-2/25 18 3,000

缺氧作業主管 假日 瑞隆 3/04-3/06 18 3,000
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 夜間 小港 元/21-元/26 18 3,000
乙炔熔接等作業人員 夜間 瑞隆 2/14-2/19 18 3,000

假日 瑞隆 元/15、元/23、2/12 6 800
假日 瑞隆 元/23(高空作業) 6 800

夜間 瑞隆 元/26-27、2/16、2/23 6 800
 臺灣職安卡 假日 瑞隆 元/23 6 1,000

固定式天車最新法令宣導及作業職災案例 日間 瑞隆 元/21(0900-1200) 3 免費講座

堆高機最新法令宣導及作業職災案例 日間 瑞隆 元/20(0900-1200) 3 免費講座
職業安全衛生最新法令宣導及職災案例(一般業) 日間 瑞隆 元/13(0900~1600) 6 免費講座

夜間 小港 元/27、2/22 3 500

夜間 瑞隆 元/24、2/23 3 500
假日 瑞隆 下午:元/15、2/20 3 500

夜間 小港 元/17、2/16 3 500
夜間 瑞隆 元/25、元/27、2/16 3 500

假日 瑞隆 上午:元/15、2/20 3 500
夜間 瑞隆 元/26 3 500
夜間 小港 3/01 3 50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回訓(管理師、管理員) 夜假 瑞隆 3/04+3/05 12 1,200
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回訓 假日 瑞隆 元/16、2/19 6 800

夜間 小港 2/08-2/09 6 800
假日 瑞隆 元/23、2/13 6 800

急救人員回訓 夜間 瑞隆 2/07 3 500
夜間 瑞隆 元/27 3 500
夜間 小港 2/07 3 500

吊掛人員回訓 夜間 小港 2/21 3 500
粉塵作業主管回訓 夜間 小港 元/18-元/19 6 800

鋼構組配作業主管回訓 夜間 小港 元/20-元/21 6 800
屋頂作業主管回訓 夜間 瑞隆 元/24-元/25 6 800
施工架作業主管回訓 夜間 瑞隆 元/26-元/27 6 800

14 罐-4,000

12 貨-3,000
20 罐-4,000
16 貨-3,500

防火管理人-初訓講習訓練班 日間 瑞隆 2/22-2/23 12 3,200
防火管理人-複訓講習訓練班 日間 瑞隆 2/24 6 1,600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業安全第一協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勞動部核准設立辦理 勞職許字第235號

★報名方式：請於開課日前電話報名、傳真報名表或親洽本會報名，請預繳學費以利為您保留名額。各項課程若人數不足，得以順延。

★戶名 :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業安全第一協會 ，銀行:板信商業銀行(118) 前鎮分行(0181) ，帳號 : 0181-5-00003548-2

★報名專線：瑞隆(07)713-8871，小港(07)841-6771，傳真 ：(07)713-6671，手機：0936-146671 、0930-248871

★協會本部上課地址：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72號2樓 (瑞隆東路交流道下右轉直行，大樹藥局旁上2樓)

★小港教室上課地址：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131號 (高雄市公車小港站對面、台糖冰品隔壁)    手機0930-248871

★網址：http://www.khhno1.org.tw  信箱: khhno1@gmail.com                      2022/01/11

★

★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初訓班

前11天完成繳費者可享八折優惠
夜假 瑞隆 2/18-20、3/11-13

一、有★號課程註記，於開課

前10天報名並繳費完成，即享

有早鳥優惠價。

二、外籍移工-堆高機操作班-

早鳥優惠價6,500元，3人以上

優惠6,000元。天車操作班-早

鳥優惠價10,000元，3人以上優

惠9,500元。

三、學員經報名審核核可後，

即為本會榮譽會員，得享會員

價之優惠。三人九折，限報名

同一初訓課程並繳費完成，甲

師、乙員無9折優惠。

四、報名必頇事先繳費及繳交

相關資料(報名表.身分證.原證

書.危運駕照)以保留名額。未

繳費及未繳資料者視為未完成

報名。開課前兩天如未收到上

課通知，請主動來電告知，以

保障您的受訓權益。

五、學員報名繳費後因個人因

素無法上課依下列規定退費：

1.開課日期前1日提出退費申請

者，退還學費100%。2.開課當

日提出退費申請者，退還學費

70%。3.自第二次上課日起未逾

全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提出退

費申請者，退還學費50%。4.逾

全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提出退

費申請者不予退還。5.若缺課

時數達退訓者不予退費。

六、檢定報名及考試期程務必

詳閱簡章內容。檢定簡章費

＄50元。檢定報名費:堆高機

＄1820元，天車.吊車＄2870元

，免術＄340元。換證費＄160

元。

七、即日起參加本中心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員課程受訓完成後

並報名結訓後最近一梯次檢定

考試通過者，本會將頒給獎金

新台幣參仟元。(限即期結訓申

請.本會保有核准變更之權

利)。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回訓

★

★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複訓班

前10天完成繳費者可享八折優惠
2/12-13、3/05-06假日 瑞隆★

★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6小時)

★★ 在職教育訓練課程 ★★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回訓(天車)

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

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回訓(吊車)

★★ 111年元月~02月 預定課程★★

堆高機操作人員

★★ 危險物品運送初複訓班 ★★ 、 ★★ 消防防火初複訓班 ★★

營造業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急救人員

吊掛作業人員(同報小天車優惠$5000)

三噸以上固定式天車操作人員-機上型★

乙炔熔接回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