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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8.7.03經濟部經授企字第10820001170號)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聯合審查作業要點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有關中小 

 企業加速投資案件審查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本要點之廠商，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及使用統一發票，且未申請「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 

  」優惠之中小企業。

 (二)具備下列情形之一者：

  １、製造業：投資或擴廠之部分產線須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能，且下列資格 

   需符合至少一項：

 (１)屬5+2產業創新領域。

 (２)屬高附加價值產品及關鍵零組件相關產業。

 (３)國際供應鏈具關鍵地位。

 (４)自有品牌國際行銷。

 (５)投資項目與國家重點產業政策相關。

  ２、服務業：服務能量須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能，且投資項目與國家重點產 

   業政策相關。

三、申請認定為前點規定之廠商，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投資臺灣事務所提出申請：

 (一)公司設立登記表或商業登記影本一份。

 (二)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及使用統一發票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投資計畫書十五份。

 (四)股東結構及關係企業之相關證明文件。

 (五)適用資格相關證明文件：

  １、製造業：投資或擴廠之部分產線須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能。

 (１)屬5+2產業創新領域：自行說明符合之產業。

 (２)屬高附加價值產品及關鍵零組件相關產業：自行說明符合產業或產品項目。

 (３)國際供應鏈具關鍵地位：如採購合約書等證明文件。

  (４)自有品牌國際行銷：品牌商標登記、出貨（採購、銷貨等）文件及合約書等 

  足資證明文件。

 (５)投資項目與國家重點產業政策相關。

  ２、服務業：服務能量須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能：自行說明符合之技術或智 

   慧化功能相關之說明文件。

四、廠商之資格要件及檢附之投資計畫書經審查通過後，由本部核發核定函，並副知本部中小 

 企業處、本部工業局、本部商業司、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前項核定，應於核 

 定函敘明廠商須於核定期限內完成投資，逾期未完成投資者，該核定

 失其效力。

五、投資臺灣事務所為辦理前點申請事項之審查，應設跨機關聯合審查會議（以下簡稱審查會 

 ），辦理下列事項：

 (一)第二點所列資格要件之審查。

 (二)投資計畫書之審查。

六、廠商依第三點檢附之投資計畫書，有關投資地點、生產項目、完成期限等內容有變更時， 

 應於投資完成前向投資臺灣事務所申請投資計畫書變更；其變更以一次為限。前項投資計 

 畫書之變更，應提報審查會審查。

七、廠商取得本部核定函後，如欲辦理本方案各項優惠措施，仍應依相關規定申辦。

八、審查會置召集人二人，由本部投資業務處處長及本部工業局局長兼任之；副召集人三人， 

 由本部投資業務處副處長、本部工業局副局長及本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兼任之；其餘審查 

 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本部中小企業處代表一人。

 (二)本部工業局代表一人。

 (三)本部商業司代表一人。

 (四)本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代表一人。

 (五)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代表一人。審查會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機關代表列席提 

  供意見。

九、審查會每週召開，會議由召集人一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均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 

 人代理之；審查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為利案件審查，審查會得邀請廠商列席說明及答復有關問題或補充相關資料。

十、本要點審查案之幕僚作業，由投資臺灣事務所辦理。

十一、審查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除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另行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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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有關中小 

 企業加速投資案件審查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本要點之廠商，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及使用統一發票，且未申請「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 

  」優惠之中小企業。

 (二)具備下列情形之一者：

  １、製造業：投資或擴廠之部分產線須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能，且下列資格 

   需符合至少一項：

 (１)屬5+2產業創新領域。

 (２)屬高附加價值產品及關鍵零組件相關產業。

 (３)國際供應鏈具關鍵地位。

 (４)自有品牌國際行銷。

 (５)投資項目與國家重點產業政策相關。

  ２、服務業：服務能量須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能，且投資項目與國家重點產 

   業政策相關。

三、申請認定為前點規定之廠商，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投資臺灣事務所提出申請：

 (一)公司設立登記表或商業登記影本一份。

 (二)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及使用統一發票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投資計畫書十五份。

 (四)股東結構及關係企業之相關證明文件。

 (五)適用資格相關證明文件：

  １、製造業：投資或擴廠之部分產線須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能。

 (１)屬5+2產業創新領域：自行說明符合之產業。

 (２)屬高附加價值產品及關鍵零組件相關產業：自行說明符合產業或產品項目。

 (３)國際供應鏈具關鍵地位：如採購合約書等證明文件。

  (４)自有品牌國際行銷：品牌商標登記、出貨（採購、銷貨等）文件及合約書等 

  足資證明文件。

 (５)投資項目與國家重點產業政策相關。

  ２、服務業：服務能量須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能：自行說明符合之技術或智 

   慧化功能相關之說明文件。

四、廠商之資格要件及檢附之投資計畫書經審查通過後，由本部核發核定函，並副知本部中小 

 企業處、本部工業局、本部商業司、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前項核定，應於核 

 定函敘明廠商須於核定期限內完成投資，逾期未完成投資者，該核定

 失其效力。

五、投資臺灣事務所為辦理前點申請事項之審查，應設跨機關聯合審查會議（以下簡稱審查會 

 ），辦理下列事項：

 (一)第二點所列資格要件之審查。

 (二)投資計畫書之審查。

六、廠商依第三點檢附之投資計畫書，有關投資地點、生產項目、完成期限等內容有變更時， 

 應於投資完成前向投資臺灣事務所申請投資計畫書變更；其變更以一次為限。前項投資計 

 畫書之變更，應提報審查會審查。

七、廠商取得本部核定函後，如欲辦理本方案各項優惠措施，仍應依相關規定申辦。

八、審查會置召集人二人，由本部投資業務處處長及本部工業局局長兼任之；副召集人三人， 

 由本部投資業務處副處長、本部工業局副局長及本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兼任之；其餘審查 

 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本部中小企業處代表一人。

 (二)本部工業局代表一人。

 (三)本部商業司代表一人。

 (四)本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代表一人。

 (五)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代表一人。審查會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機關代表列席提 

  供意見。

九、審查會每週召開，會議由召集人一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均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 

 人代理之；審查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為利案件審查，審查會得邀請廠商列席說明及答復有關問題或補充相關資料。

十、本要點審查案之幕僚作業，由投資臺灣事務所辦理。

十一、審查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除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另行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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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8.7.3經濟部 經審字第10804602840號) 

經濟部處理大陸地區投資人
來臺投資違法案件裁罰基準

一、經濟部為執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一規定，特訂定本基準。

二、所謂大陸地區投資人指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規定之投資人。本 

 基準適用於大陸地區投資人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及其代理人之違規裁處案件。

三、投資人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投資行為者，罰鍰金額按其投資金 

 額依下列標準分段計算加總後定之：

 (一)投資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以新臺幣十二萬元計之。

 (二)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百萬元、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 

  百分之一計之。

 (三)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 

  百分之二計之。

 (四)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五千萬元、新臺幣一億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百 

  分之三計之。

 (五)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億元、新臺幣五億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百分 

  之四計之。

 (六)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五億元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百分之五計之。

四、投資人原經本部依外國人投資條例或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核准來臺投資後，變更為 

 應適用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投資人，而未依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申請許可者，依前點規定計算罰鍰金額。

五、投資人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變更投資計畫者，處新臺幣 

 十二萬元，並依違規次數，以新臺幣十二萬元為級距加重其處罰金額。

六、投資人屬於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因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投資 

 行為，依前點規定計算罰鍰金額。

七、投資人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或同條第四項規定，應辦理審定、 

 申報而未辦理或申報不實或不完整，或規避、妨礙、拒絕檢查者，處新臺幣六萬 

 元，並依違規次數，以新臺幣六萬元為級距加重其處罰金額。

八、投資人違反依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轉投資之規定者，罰鍰金額 

 按其投資金額依下列標準分段計算加總後定之：

 (一)投資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以新臺幣六萬元計之。

 (二)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 

  百分之一計之。

 (三)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五千萬元、新臺幣一億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百 

  分之二計之。

 (四)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億元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百分之三計之。

九、第三點至前點之投資人違規情節輕微，得依本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第六項規定先 

 限期命其改善，已改善完成者，免予處罰。

十、投資人之代理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申報不實者，違規情節之影響性較小者，處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未達六十萬元罰鍰；違規情節之影響性較大者，處新臺幣六十 

 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十一、符合下列各款事由之一者，其裁罰金額得依其符合事由之多寡，每一事由酌量 

 減輕依第三點至前點計算後之罰鍰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但裁罰金額仍不得低於 

 法定最低罰鍰額度：

 (一)於主管機關未發覺時主動陳報。

 (二)於主管機關調查違法事實期間充分配合。

 (三)投資人及其所屬集團因併購交易致其有第四點之情形。

 符合下列各款事由之一者，其裁罰金額得依其符合事由之多寡，每一事由酌量 

 加重依第三點至前點計算後之罰鍰金額之二倍至三倍。但裁罰金額仍不得高於 

 法定最高罰鍰額度：

 (一)投資之經營對國家安全有不利影響。

 (二)投資之經營有資通訊安全疑慮。

 (三)投資導致國內核心技術移轉或流失。

 (四)投資之經營有不屬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所開放投資之業別。

 (五)投資之經營有屬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中限制條件開放投資之 

  業別。

 (六)在臺有惡意挖角行為。

 (七)在臺惡性倒閉，造成重大勞資糾紛。

 (八)藉由投資行為遂行其背信、侵占、詐欺等刑事財產犯罪行為，經法院判決 

  確定。

 (九)投資所得之利益、近二年之營業額或近二年與國內外事業資金之往來超過 

  投資金額，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

 (十)其他情節重大。

十二、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按次處罰之罰鍰金額， 

 依第一次處罰金額為級距加重其處罰金額。

十三、依本基準所定之罰鍰金額，最低不得低於法定最低裁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法 

 定最高裁罰金額。

十四、投資人投資金額之認定以出資之到位金額、作價金額、取得股權時之價額、營 

 運資金或其他足資證明投資文件所示金額，取其高者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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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部為執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一規定，特訂定本基準。

二、所謂大陸地區投資人指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規定之投資人。本 

 基準適用於大陸地區投資人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及其代理人之違規裁處案件。

三、投資人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投資行為者，罰鍰金額按其投資金 

 額依下列標準分段計算加總後定之：

 (一)投資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以新臺幣十二萬元計之。

 (二)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百萬元、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 

  百分之一計之。

 (三)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 

  百分之二計之。

 (四)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五千萬元、新臺幣一億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百 

  分之三計之。

 (五)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億元、新臺幣五億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百分 

  之四計之。

 (六)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五億元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百分之五計之。

四、投資人原經本部依外國人投資條例或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核准來臺投資後，變更為 

 應適用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投資人，而未依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申請許可者，依前點規定計算罰鍰金額。

五、投資人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變更投資計畫者，處新臺幣 

 十二萬元，並依違規次數，以新臺幣十二萬元為級距加重其處罰金額。

六、投資人屬於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因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投資 

 行為，依前點規定計算罰鍰金額。

七、投資人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或同條第四項規定，應辦理審定、 

 申報而未辦理或申報不實或不完整，或規避、妨礙、拒絕檢查者，處新臺幣六萬 

 元，並依違規次數，以新臺幣六萬元為級距加重其處罰金額。

八、投資人違反依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轉投資之規定者，罰鍰金額 

 按其投資金額依下列標準分段計算加總後定之：

 (一)投資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以新臺幣六萬元計之。

 (二)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 

  百分之一計之。

 (三)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五千萬元、新臺幣一億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百 

  分之二計之。

 (四)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億元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百分之三計之。

九、第三點至前點之投資人違規情節輕微，得依本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第六項規定先 

 限期命其改善，已改善完成者，免予處罰。

十、投資人之代理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申報不實者，違規情節之影響性較小者，處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未達六十萬元罰鍰；違規情節之影響性較大者，處新臺幣六十 

 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十一、符合下列各款事由之一者，其裁罰金額得依其符合事由之多寡，每一事由酌量 

 減輕依第三點至前點計算後之罰鍰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但裁罰金額仍不得低於 

 法定最低罰鍰額度：

 (一)於主管機關未發覺時主動陳報。

 (二)於主管機關調查違法事實期間充分配合。

 (三)投資人及其所屬集團因併購交易致其有第四點之情形。

 符合下列各款事由之一者，其裁罰金額得依其符合事由之多寡，每一事由酌量 

 加重依第三點至前點計算後之罰鍰金額之二倍至三倍。但裁罰金額仍不得高於 

 法定最高罰鍰額度：

 (一)投資之經營對國家安全有不利影響。

 (二)投資之經營有資通訊安全疑慮。

 (三)投資導致國內核心技術移轉或流失。

 (四)投資之經營有不屬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所開放投資之業別。

 (五)投資之經營有屬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中限制條件開放投資之 

  業別。

 (六)在臺有惡意挖角行為。

 (七)在臺惡性倒閉，造成重大勞資糾紛。

 (八)藉由投資行為遂行其背信、侵占、詐欺等刑事財產犯罪行為，經法院判決 

  確定。

 (九)投資所得之利益、近二年之營業額或近二年與國內外事業資金之往來超過 

  投資金額，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

 (十)其他情節重大。

十二、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按次處罰之罰鍰金額， 

 依第一次處罰金額為級距加重其處罰金額。

十三、依本基準所定之罰鍰金額，最低不得低於法定最低裁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法 

 定最高裁罰金額。

十四、投資人投資金額之認定以出資之到位金額、作價金額、取得股權時之價額、營 

 運資金或其他足資證明投資文件所示金額，取其高者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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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8.7.3財政部關務署 台關稽字第1081012961號) 

進口貨物進儲保稅倉庫通關作業規定

一、為簡化進口貨物進儲保稅倉庫（不含自用保稅倉庫）之通關作業，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範圍：各通關單位之間。

三、進口艙單之申報

 (一)進口艙單之申報，仍依現行報關手冊規定辦理。但進口艙單之卸存地點或暫存地點， 

  不得申報保稅倉庫代碼。

 (二)進口艙單之艙單類別申報為進口代碼「1」。

四、進口報單（D8）之申報

 (一)受理之通關單位，以艙單申報之卸存地點所轄關別為準，亦得以轉運後之運往地點所 

  轄關別為準，即各關受理進口報單（D8）之通關單位。

 (二)進口報單（D8）之編號原則與進口報單（G1）相同，為收單關別／轉自關別／年度 

  ／報關行箱號／流水號，例如AA／08／150／00001或AA／BC／08／150／00002。

 (三)進口報單之保稅專用欄位應申報進儲保稅倉庫統一編號及倉庫代碼。

五、進口報單（D8）之收單

 (一)進口報單補送書面文件除依報關手冊所列文件檢附外，應檢附保稅倉庫業主同意廠商 

  進儲保稅倉庫之文件（正本、影本或傳真本均可），免駐庫關員簽章。

 (二)進口報單（D8）與進口艙單之核銷檢查艙單類別代碼為「1」進口，依進口報單（G1 

  ）辦理。

 (三)進口報單之保稅專用欄位不檢查是否屬進口關別之保稅倉庫代碼，惟仍應檢查保稅倉 

  庫代碼是否確實無訛。

 (四)進口報單（D8）資料與進口艙單完成銷艙後，電腦篩選至少C2通關方式（但空運管 

  制區內之航材專用保稅倉庫進儲航空公司進口航材以常年委任及連線傳輸者除外）， 

  即核定之通關方式為C2或C3。

六、進口報單（D8）之查驗分估放行

 (一)進口報單（D8）之免驗或查驗、可否進儲保稅倉庫貨品之審核、完成分估、放行作業 

  ，仍依現行進儲保稅倉庫規定辦理。

  (二)進口報單（D8）經完成放行作業，海關電腦發出海（空）運進口貨物放行通知兼准單 

  訊息（加註附帶條件加封、押運）至卸存之貨櫃集散站或貨棧（進口報單申報之貨物 

  存放處所）及申報進儲之保稅倉庫。

 (三)海關保稅業務單位得視業務需求列印進口貨物放行通知兼准單，經保稅業務單位審核 

  後簽章，並簽證進口報單副本二聯供進儲地保稅倉庫進倉登帳及監管保稅業務單位控 

  管用。

 (四)進口報單送審核理單歸檔結案。

七、保稅貨物之提領進儲

 (一)保稅貨物卸存之貨櫃集散站或貨棧駐站（庫）關員，依電腦放行通知或海關簽章之書 

  面放行通知兼准單開具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辦理出站（倉）作業 

  。至於押運與否，應依「保稅貨物進出保稅倉庫押運加封作業要點」辦理。

 (二)進儲地保稅倉庫駐庫關員依貨櫃（物）運送單及海關簽證之進口報單副本（D8）簽收 

  貨櫃（物）進儲保稅倉庫，並將其中一聯貨櫃（物）運送單電傳起運地貨櫃集散站或 

  貨棧核銷。起運地貨櫃集散站或貨棧於收到前述電傳貨櫃（物）運送單，經核無訛後 

  ，依序歸檔結案備查。若逾二十四小時尚未收到，應於次辦公日主動追蹤貨物流向。

 (三)進儲地保稅倉庫駐庫關員應於其中一聯進口報單副本（D8）簽證貨物已進儲完畢，移 

  送保稅業務單位控管。

 (四)實施自主管理之貨櫃集散站、貨棧、保稅倉庫，其駐站（庫）關員應辦理事項由專責 

  人員辦理。

八、保稅倉庫貨物之稽核

 (一)保稅倉庫監管之倉棧（稽查）單位應隨時列印保稅倉庫「進倉報單查核用清表」等查 

  核報表及進倉報單貨名資料抽核業者登帳及貨物存倉情形。

 (二)各關追蹤查核後，若發現有違法情事，應依有關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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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簡化進口貨物進儲保稅倉庫（不含自用保稅倉庫）之通關作業，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範圍：各通關單位之間。

三、進口艙單之申報

 (一)進口艙單之申報，仍依現行報關手冊規定辦理。但進口艙單之卸存地點或暫存地點， 

  不得申報保稅倉庫代碼。

 (二)進口艙單之艙單類別申報為進口代碼「1」。

四、進口報單（D8）之申報

 (一)受理之通關單位，以艙單申報之卸存地點所轄關別為準，亦得以轉運後之運往地點所 

  轄關別為準，即各關受理進口報單（D8）之通關單位。

 (二)進口報單（D8）之編號原則與進口報單（G1）相同，為收單關別／轉自關別／年度 

  ／報關行箱號／流水號，例如AA／08／150／00001或AA／BC／08／150／00002。

 (三)進口報單之保稅專用欄位應申報進儲保稅倉庫統一編號及倉庫代碼。

五、進口報單（D8）之收單

 (一)進口報單補送書面文件除依報關手冊所列文件檢附外，應檢附保稅倉庫業主同意廠商 

  進儲保稅倉庫之文件（正本、影本或傳真本均可），免駐庫關員簽章。

 (二)進口報單（D8）與進口艙單之核銷檢查艙單類別代碼為「1」進口，依進口報單（G1 

  ）辦理。

 (三)進口報單之保稅專用欄位不檢查是否屬進口關別之保稅倉庫代碼，惟仍應檢查保稅倉 

  庫代碼是否確實無訛。

 (四)進口報單（D8）資料與進口艙單完成銷艙後，電腦篩選至少C2通關方式（但空運管 

  制區內之航材專用保稅倉庫進儲航空公司進口航材以常年委任及連線傳輸者除外）， 

  即核定之通關方式為C2或C3。

六、進口報單（D8）之查驗分估放行

 (一)進口報單（D8）之免驗或查驗、可否進儲保稅倉庫貨品之審核、完成分估、放行作業 

  ，仍依現行進儲保稅倉庫規定辦理。

  (二)進口報單（D8）經完成放行作業，海關電腦發出海（空）運進口貨物放行通知兼准單 

  訊息（加註附帶條件加封、押運）至卸存之貨櫃集散站或貨棧（進口報單申報之貨物 

  存放處所）及申報進儲之保稅倉庫。

 (三)海關保稅業務單位得視業務需求列印進口貨物放行通知兼准單，經保稅業務單位審核 

  後簽章，並簽證進口報單副本二聯供進儲地保稅倉庫進倉登帳及監管保稅業務單位控 

  管用。

 (四)進口報單送審核理單歸檔結案。

七、保稅貨物之提領進儲

 (一)保稅貨物卸存之貨櫃集散站或貨棧駐站（庫）關員，依電腦放行通知或海關簽章之書 

  面放行通知兼准單開具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辦理出站（倉）作業 

  。至於押運與否，應依「保稅貨物進出保稅倉庫押運加封作業要點」辦理。

 (二)進儲地保稅倉庫駐庫關員依貨櫃（物）運送單及海關簽證之進口報單副本（D8）簽收 

  貨櫃（物）進儲保稅倉庫，並將其中一聯貨櫃（物）運送單電傳起運地貨櫃集散站或 

  貨棧核銷。起運地貨櫃集散站或貨棧於收到前述電傳貨櫃（物）運送單，經核無訛後 

  ，依序歸檔結案備查。若逾二十四小時尚未收到，應於次辦公日主動追蹤貨物流向。

 (三)進儲地保稅倉庫駐庫關員應於其中一聯進口報單副本（D8）簽證貨物已進儲完畢，移 

  送保稅業務單位控管。

 (四)實施自主管理之貨櫃集散站、貨棧、保稅倉庫，其駐站（庫）關員應辦理事項由專責 

  人員辦理。

八、保稅倉庫貨物之稽核

 (一)保稅倉庫監管之倉棧（稽查）單位應隨時列印保稅倉庫「進倉報單查核用清表」等查 

  核報表及進倉報單貨名資料抽核業者登帳及貨物存倉情形。

 (二)各關追蹤查核後，若發現有違法情事，應依有關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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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8.7.24總統華總一經字第10800074591號令修正) 

增訂並修正工廠管理輔導法條文

  第四章之一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管理及輔導

第28-1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以後新增之未登記工廠（以下

簡稱新增未登記工廠），應即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對於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九日

以前既有之未登記工廠（以下簡稱既有未登記工廠），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應訂定輔導期限，輔導業者轉型、遷

 廠或關廠。其拒不配合者，應依法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二、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未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申請納

 管或提出工廠改善計畫者，應依法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三、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提出工廠改善計畫經核定者，

應輔導其改善，並定期對其實施稽查。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審查核定前項第一

款非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之輔導期限，及督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輔導業者

轉型、遷廠或關廠之執行情形。

 中央主管機關應提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第一項第一款輔導業者轉型、遷廠

或關廠業務之協助措施及相關資源。

第28-2條

為使未登記工廠全面納管及就地輔導，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有關機關訂定執行方案推動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

六個月內，就轄區內未登記工廠擬訂管理輔導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管理輔導計畫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之調查情形。

二、新增未登記工廠依前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辦理之情形及既有未登記工廠依前條第一項後段規

定執行之規劃。

三、其他管理及輔導措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依第二項規定期限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酌予減列、減

撥或緩撥相關補助款或採取其他相關措施。

 為達成未登記工廠全面納管及就地輔導之政策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工廠管理輔導會

報，由相關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組成，開會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

代表參與，負責推動各項工廠管理輔導工作檢討及改進措施；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協

調之。前項工廠管理輔導會報決議之事項，相關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落實執

行，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追蹤管考，每年公告於網站。

第28-3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轄區內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名單、執行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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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定期通知中央主管機關、中央農業、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國土計畫及建築主管機關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新增未登記工廠及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怠於

依法執行停止供電、供水或拆除者，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國土計畫及建

築主管機關（以下簡稱中央機關）得命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屆期仍不作為者，中央機關得逕

予依法停止供電、供水。

中央主管機關針對前二項執行情形，應定期公告於電腦網站。

中央機關依第二項規定辦理者，準用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五項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依第一項規定辦理或有第二項規定情形者，中央機關得酌予減列

、減撥或緩撥相關補助款，或採取其他相關措施。

第28-4條

主管機關對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及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五項或第二十八條之六規定取得特

定工廠登記者，得以補助或輔導方式推動下列事項：一、環境保護、水利、水土保持相關設施

之規劃。二、廢（污）水相關處理與排放機制之協助及規劃；必要時，得組成專案小組協調處

理之。三、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理，以銜接國土計畫劃為城鄉

發展地區。

第28-5條

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

二年內，自行或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後，申請納管，並於修正施行之日起三年內

，提出工廠改善計畫。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申請納管：

一、產品依法令禁止製造者。

二、中央主管機關基於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

 依前項規定申請納管之未登記工廠，應自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之日起，每年繳交納管輔導金，至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為止。屆期未繳交納管輔導金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駁回其納管申請或廢止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第十三條規定之應載明事項。

二、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九日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事實。

三、環境改善措施，包括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之規劃。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定者，應於核定之日起二年內改善完

成。但有正當理由未能於二年內改善完成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

依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完成改善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不適

用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未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十年內，依前項規定取得特

定工廠登記者，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自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特定工廠登記之有效期限

至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二十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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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6條

曾依第三十四條規定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在原臨時登記事項範圍內，得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

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二年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

登記，不適用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第28-7條

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五項及前條規定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特定工廠，每年

應繳交營運管理金，至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為止。屆期未繳交營運管理金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特定工廠登記。依前項及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二項規定收

取之營運管理金及納管輔導金應專用於未登記工廠之管理、輔導及周邊公共設施改善，並優先

運用於廢（污

）水處理及排放機制、空氣污染之改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其基金之管

理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本章有關低污染之認定基準、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第四項

、第五項及前條規定之申請條件、程序、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程序、基準、核定

工廠改善計畫得附加負擔之事項、改善情形之查核、展延改善完成之期限、第二十八條之五

第三項第四款之規定事項、第一項營運管理金與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二項納管輔導金之數額、

繳交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委任或委託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特定工廠登

記相關業務。

第28-8條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不適用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國土計畫法第三十八條、都市計畫法第

七十九條及建築法第八十六條第一款、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該工廠建築物得准予接

水、接電及使用，不受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

三十條第一款及前項前段之法律規定：

一、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第

一款所定輔導期限內，配合輔導辦理轉型、遷廠或關廠。

二、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於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申請納管至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之期間及同條第四項所定改善期間。

三、曾依第三十四條規定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於依第二十八條之六規定申請特定工廠登記至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期間。

第28-9條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不得有下列各款所定之情事：

一、變更特定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

二、以獨資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其事業主體負責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三、以合夥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合夥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四、增加廠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五、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

六、將工廠土地及建築物全部或一部轉供他人設廠。

七、未履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附加之負擔。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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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第十六條第二項、第十七條至第三十二條規定。

第28-10條

主管機關對於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土地變更為適當使用分區或變更編定為

適當使用地類別：

一、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理，依都市計畫

 法、區域計畫法、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或使用許可。

二、非屬前款情形且位於都市計畫以外之土地，由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擬具用地計畫，就其工

廠使用之土地，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特定工廠使用地證明書，辦理使

用地變更編定。但因前款整體規劃之需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駁回其申請。

三、非屬第一款情形且位於都市計畫之土地，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前，應繳交回饋金予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撥交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農業發展基

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用地計畫，得向申請人收取審

查費。第一項各款之核准條件，應符合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十五條之

二、國土計畫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並得由各該法規主管機關基於輔導需求及安全之原則

，檢討及簡化相關法規規定。第一項第一款群聚地區之認定、第二款用地計畫之申請要

件、應備書件、申請程序、申請面積限制、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程序與基準

、第二項回饋金之計算基準、第三項審查費收取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28-11條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完成使用地變更編定後，得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申請工廠登記。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核准前項登記時，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附加該工廠限於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之負擔。

第28-12條

民眾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舉下列未登記工廠：

一、新增未登記工廠。

二、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未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

 輔導期限內，配合辦理轉型、遷廠或關廠者。

三、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未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申請納管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檢舉人得予以獎勵，其身分並應予以保密；其獎勵方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28-13條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有第二十八條之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並處工廠負責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屆期未改善者，應

廢止其特定工廠登記。

第39條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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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8.7.29勞動部 勞動福3字第1080135714號修正) 

勞 工 退 休 金 條 例 施 行
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四條之一     雇主為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人員申報提繳退休金時，應檢附 

   其在我國居留證影本。

 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自願提繳退休金者，準用前項規定。

第  五  條   雇主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以書面徵詢勞工，應由勞工親自簽名。書面徵 

  詢格式一式二份，雇主及勞工各留存一份。

  雇主應將徵詢結果填具勞工退休金制度選擇及提繳申報表寄交勞保局，並留存 

  一份。

  勞工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選擇本條例勞工退休金制度時，除依第一項規 

  定以書面向雇主表明外，並得以書面向勞保局聲明。雇主申報如與勞工聲明不 

  同者，以勞工聲明為準。

  勞工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選擇適用本條例退休金制度時，應以書面為之 

  ，並親自簽名。

  勞工依本條例第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時，應 

  以書面為之，並親自簽名；該書面一式二份，雇主及勞工各留存一份。

第  十  條  勞工遭遇職業災害，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雇主應以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 

  第二款規定之原領工資，依月提繳分級表按月為勞工提繳退休金。

第十一條       事業單位依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規定改組、轉讓或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機構合 

  併法進行併購者，其留用勞工依本條例第八條之一第二項、第九條第一項、第 

  二項、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選擇適用之退休金制度及保留 

  之工作年資，併購後存續、新設或受讓之事業單位應予承受。

第十二條之一 （刪除）

第十五條   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 

  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

  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三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新進勞工申報提繳 

  退休金，其工資尚未確定者，暫以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工資，依月提繳分級表 

  之標準申報。

  適用本條例之勞工同時為勞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者，除每月工資 

  總額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下限者外，其月提繳工資金額不得低於勞工 

  保險投保薪資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

第十九條       勞工或受委任工作者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統一 

  證號有變更或錯誤時，雇主或委任單位應即填具勞工資料變更申請書，並檢附 

  國民身分證影本、居留證影本或有關證件，送勞保局辦理變更。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勞保局得依勞工保險或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變更資料或 

  相關機關登記之資料逕予變更。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三款、第四款人員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 

  定自願提繳退休金者，雇主或委任單位應填具提繳申報表通知勞保局，並得自 

  其工資中扣繳，連同雇主負擔部分，一併向勞保局繳納。

  前項人員停止自願提繳退休金時，應通知雇主或委任單位，由雇主或委任單位 

  填具停止提繳申報表送勞保局，辦理停止自願提繳退休金。

  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自願提繳退休金者，因可歸責於其個人 

  事由而屆期未繳納，視同停止提繳。

第三十二條   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所定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 

  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為開始提繳之日起至依法領取退休金之日止期間之 

  累積收益，不得低於同期間以每年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之全年平均利率 

  計算之累積收益。

  前項所稱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指依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土地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行庫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二 

  年期小額定期存款之固定利率，計算之平均年利率。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應每月公告前項平均年利率， 

  作為當月之最低保證收益率。

第三十四條    勞工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申請退休金時之累積收益金額，除已分配入專戶之 

  收益外，尚未分配期間之收益，以申請當月基金運用局公告最近月份之收益率 

  ，計算至申請當月止。

  前項所定收益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第四位。

第三十七條之一    本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之年金保險開辦前，勞工依本條例規定，選擇請領 

 月退休金者，其個人退休金專戶之累積數額，全數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計算發給。

 勞保局依本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二核發月退休金數額時，應以勞工決定請領 

 月退休金之年限，作為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月退休金計算 

 基礎。

 前項年限應以年為單位，並以整數計之。經核發後，不得再為變更。

第三十九條  勞工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因僑居國外，不能返國或來臺請領勞工退休金時 

  ，可由請領人擬具委託書，並檢附僑居地之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 

  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或該國出具之身分證明文件，委 

  託代領轉發。

  前項委託書及身分證明文件，應包含中譯本，送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中譯本未 

  驗證者，應由我國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

  第一項請領人為大陸地區人民，無法來臺領取退休金時，得由請領人擬具委託 

  書，並附身分證明文件委託代領轉發。委託書及身分證明文件需經大陸公證並 

  經我國認可之相關機構驗證。

第四十三條 （刪除）

第四十五條 依本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免課之稅捐如下：

 一、辦理勞工退休金所用之帳冊契據，免徵印花稅。

 二、辦理勞工退休金所收退休金、滯納金、罰鍰，及因此所承受強制執行標的 

  物之收入、雜項收入及基金運用之收支，免納營業稅及所得稅。

- 12 -

雙月刊 期192化彰 工業



第四條之一     雇主為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人員申報提繳退休金時，應檢附 

   其在我國居留證影本。

 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自願提繳退休金者，準用前項規定。

第  五  條   雇主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以書面徵詢勞工，應由勞工親自簽名。書面徵 

  詢格式一式二份，雇主及勞工各留存一份。

  雇主應將徵詢結果填具勞工退休金制度選擇及提繳申報表寄交勞保局，並留存 

  一份。

  勞工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選擇本條例勞工退休金制度時，除依第一項規 

  定以書面向雇主表明外，並得以書面向勞保局聲明。雇主申報如與勞工聲明不 

  同者，以勞工聲明為準。

  勞工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選擇適用本條例退休金制度時，應以書面為之 

  ，並親自簽名。

  勞工依本條例第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時，應 

  以書面為之，並親自簽名；該書面一式二份，雇主及勞工各留存一份。

第  十  條  勞工遭遇職業災害，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雇主應以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 

  第二款規定之原領工資，依月提繳分級表按月為勞工提繳退休金。

第十一條       事業單位依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規定改組、轉讓或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機構合 

  併法進行併購者，其留用勞工依本條例第八條之一第二項、第九條第一項、第 

  二項、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選擇適用之退休金制度及保留 

  之工作年資，併購後存續、新設或受讓之事業單位應予承受。

第十二條之一 （刪除）

第十五條   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 

  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

  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三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新進勞工申報提繳 

  退休金，其工資尚未確定者，暫以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工資，依月提繳分級表 

  之標準申報。

  適用本條例之勞工同時為勞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者，除每月工資 

  總額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下限者外，其月提繳工資金額不得低於勞工 

  保險投保薪資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

第十九條       勞工或受委任工作者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統一 

  證號有變更或錯誤時，雇主或委任單位應即填具勞工資料變更申請書，並檢附 

  國民身分證影本、居留證影本或有關證件，送勞保局辦理變更。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勞保局得依勞工保險或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變更資料或 

  相關機關登記之資料逕予變更。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三款、第四款人員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 

  定自願提繳退休金者，雇主或委任單位應填具提繳申報表通知勞保局，並得自 

  其工資中扣繳，連同雇主負擔部分，一併向勞保局繳納。

  前項人員停止自願提繳退休金時，應通知雇主或委任單位，由雇主或委任單位 

  填具停止提繳申報表送勞保局，辦理停止自願提繳退休金。

  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自願提繳退休金者，因可歸責於其個人 

  事由而屆期未繳納，視同停止提繳。

第三十二條   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所定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 

  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為開始提繳之日起至依法領取退休金之日止期間之 

  累積收益，不得低於同期間以每年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之全年平均利率 

  計算之累積收益。

  前項所稱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指依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土地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行庫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二 

  年期小額定期存款之固定利率，計算之平均年利率。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應每月公告前項平均年利率， 

  作為當月之最低保證收益率。

第三十四條    勞工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申請退休金時之累積收益金額，除已分配入專戶之 

  收益外，尚未分配期間之收益，以申請當月基金運用局公告最近月份之收益率 

  ，計算至申請當月止。

  前項所定收益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第四位。

第三十七條之一    本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之年金保險開辦前，勞工依本條例規定，選擇請領 

 月退休金者，其個人退休金專戶之累積數額，全數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計算發給。

 勞保局依本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二核發月退休金數額時，應以勞工決定請領 

 月退休金之年限，作為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月退休金計算 

 基礎。

 前項年限應以年為單位，並以整數計之。經核發後，不得再為變更。

第三十九條  勞工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因僑居國外，不能返國或來臺請領勞工退休金時 

  ，可由請領人擬具委託書，並檢附僑居地之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 

  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或該國出具之身分證明文件，委 

  託代領轉發。

  前項委託書及身分證明文件，應包含中譯本，送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中譯本未 

  驗證者，應由我國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

  第一項請領人為大陸地區人民，無法來臺領取退休金時，得由請領人擬具委託 

  書，並附身分證明文件委託代領轉發。委託書及身分證明文件需經大陸公證並 

  經我國認可之相關機構驗證。

第四十三條 （刪除）

第四十五條 依本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免課之稅捐如下：

 一、辦理勞工退休金所用之帳冊契據，免徵印花稅。

 二、辦理勞工退休金所收退休金、滯納金、罰鍰，及因此所承受強制執行標的 

  物之收入、雜項收入及基金運用之收支，免納營業稅及所得稅。

- 13 -

雙月刊 期192化彰 工業



第四條之一     雇主為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人員申報提繳退休金時，應檢附 

   其在我國居留證影本。

 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自願提繳退休金者，準用前項規定。

第  五  條   雇主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以書面徵詢勞工，應由勞工親自簽名。書面徵 

  詢格式一式二份，雇主及勞工各留存一份。

  雇主應將徵詢結果填具勞工退休金制度選擇及提繳申報表寄交勞保局，並留存 

  一份。

  勞工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選擇本條例勞工退休金制度時，除依第一項規 

  定以書面向雇主表明外，並得以書面向勞保局聲明。雇主申報如與勞工聲明不 

  同者，以勞工聲明為準。

  勞工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選擇適用本條例退休金制度時，應以書面為之 

  ，並親自簽名。

  勞工依本條例第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時，應 

  以書面為之，並親自簽名；該書面一式二份，雇主及勞工各留存一份。

第  十  條  勞工遭遇職業災害，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雇主應以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 

  第二款規定之原領工資，依月提繳分級表按月為勞工提繳退休金。

第十一條       事業單位依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規定改組、轉讓或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機構合 

  併法進行併購者，其留用勞工依本條例第八條之一第二項、第九條第一項、第 

  二項、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選擇適用之退休金制度及保留 

  之工作年資，併購後存續、新設或受讓之事業單位應予承受。

第十二條之一 （刪除）

第十五條   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 

  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

  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三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新進勞工申報提繳 

  退休金，其工資尚未確定者，暫以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工資，依月提繳分級表 

  之標準申報。

  適用本條例之勞工同時為勞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者，除每月工資 

  總額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下限者外，其月提繳工資金額不得低於勞工 

  保險投保薪資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

第十九條       勞工或受委任工作者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統一 

  證號有變更或錯誤時，雇主或委任單位應即填具勞工資料變更申請書，並檢附 

  國民身分證影本、居留證影本或有關證件，送勞保局辦理變更。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勞保局得依勞工保險或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變更資料或 

  相關機關登記之資料逕予變更。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三款、第四款人員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 

  定自願提繳退休金者，雇主或委任單位應填具提繳申報表通知勞保局，並得自 

  其工資中扣繳，連同雇主負擔部分，一併向勞保局繳納。

  前項人員停止自願提繳退休金時，應通知雇主或委任單位，由雇主或委任單位 

  填具停止提繳申報表送勞保局，辦理停止自願提繳退休金。

  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自願提繳退休金者，因可歸責於其個人 

  事由而屆期未繳納，視同停止提繳。

第三十二條   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所定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 

  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為開始提繳之日起至依法領取退休金之日止期間之 

  累積收益，不得低於同期間以每年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之全年平均利率 

  計算之累積收益。

  前項所稱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指依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土地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行庫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二 

  年期小額定期存款之固定利率，計算之平均年利率。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應每月公告前項平均年利率， 

  作為當月之最低保證收益率。

第三十四條    勞工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申請退休金時之累積收益金額，除已分配入專戶之 

  收益外，尚未分配期間之收益，以申請當月基金運用局公告最近月份之收益率 

  ，計算至申請當月止。

  前項所定收益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第四位。

第三十七條之一    本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之年金保險開辦前，勞工依本條例規定，選擇請領 

 月退休金者，其個人退休金專戶之累積數額，全數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計算發給。

 勞保局依本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二核發月退休金數額時，應以勞工決定請領 

 月退休金之年限，作為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月退休金計算 

 基礎。

 前項年限應以年為單位，並以整數計之。經核發後，不得再為變更。

第三十九條  勞工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因僑居國外，不能返國或來臺請領勞工退休金時 

  ，可由請領人擬具委託書，並檢附僑居地之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 

  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或該國出具之身分證明文件，委 

  託代領轉發。

  前項委託書及身分證明文件，應包含中譯本，送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中譯本未 

  驗證者，應由我國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

  第一項請領人為大陸地區人民，無法來臺領取退休金時，得由請領人擬具委託 

  書，並附身分證明文件委託代領轉發。委託書及身分證明文件需經大陸公證並 

  經我國認可之相關機構驗證。

第四十三條 （刪除）

第四十五條 依本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免課之稅捐如下：

 一、辦理勞工退休金所用之帳冊契據，免徵印花稅。

 二、辦理勞工退休金所收退休金、滯納金、罰鍰，及因此所承受強制執行標的 

  物之收入、雜項收入及基金運用之收支，免納營業稅及所得稅。

- 14 -

雙月刊 期192化彰 工業



◎編輯組(依據108.8.6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令環署空字第1080056178號)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
人 員 設 置 及 管 理 辦 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專責人員，指下列二類：

 一、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二、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

 公私場所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設置之專責人員，應由經中央主管 

 機關訓練合格，並取得合格證書者擔任。

第 三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分為甲級及乙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 

 位或專責人員之設置等級，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公告事項辦理 

 。公私場所設置之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至少應包括下列員額：

 一、甲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二人。

 二、乙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一人。

第 四 條    同一處所內，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得與其依法設置之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合 

 併設置；且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如具備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之資格，且設置 

 級別均符合法規規定，其人員得互兼之。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如具備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或其他類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 

 人員之資格，且設置級別均符合法規規定，在同一處所內，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得同時兼任其他類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專責人員，應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工作時間內常駐公私場所，並 

 專職執行業務，不得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 

 污染防制（治）無關之工作。但具備第二條資格之公私場所負責人得兼任乙級空氣 

 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前項專職係指不得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污 

 染防制（治）無關之工作；其他與污染防制（治）無關之工作係指未同時擔任其他 

 正職之業務。但負責人不在此限。

  前二項所稱負責人係指固定污染源設置或操作許可證所登記之負責人或經負責人授 

 權之人。

第 六 條    二以上之公私場所共同設置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共同處理空氣污染物，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共同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

 公私場所原定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之級別與共同設置之公私場所 

 原定級別不一致時，應以最高級別設置共同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

第 七 條    公私場所依本辦法規定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時，應同時設置一名 

 以上之代理人。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至少設置二名代理人：

 一、依規定應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二、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負責人兼任 

  乙級專責人員。公私場所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之員額，超過 

  依規定應設置之員額者，得扣減其同一類別及級別之代理人之人數。第一項設 

  置之代理人應具參加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專責人員之訓練資格。第一項設置之 

  代理人如有更動時，應於更動日起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重新 

  申請核定設置。

第 八 條    公私場所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時，應檢具專責人員合格證書、設 

 置申請書及同意查詢勞、健保資料同意書、代理人具參加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專責 

 人員訓練資格之學（經）歷證明及其同意查詢勞健保資料之同意書，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設置。

 前項申請，除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得以書面方式為之外，自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日起，應採網路傳輸方式辦理。

第 九 條    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離職或異動時，公私場所應由設置之代理人代理，並於事實發 

 生後十五日內以書面方式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代理期滿前十五日內，公私場所應完成同一類別及 

 級別以上之合格專責人員核定設置。

 第一項專責人員應於離職或異動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備查。

 第一項所稱專責人員異動，係指調離原公私場所廠址，或於原公私場所廠址擔任非 

 專責人員之職務。

第 十 條    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非因離職或異動而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時，公私場所應由設置之 

 代理人代理。代理期間連續達十五日以上者，公私場所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以 

 書面方式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但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延長 

 至六個月。代理期滿前十五日內，公私場所應完成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之合格專責 

 人員核定設置。

 第 十 一 條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核定設置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者，應於本辦法修正施行日起 

 六個月內，完成代理人之設置。

 於前項期間內尚未完成代理人設置之公私場所，發生前條第一項及第九條第一項 

 情形時，應即指定具參加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專責人員訓練資格之人員代理。專 

 責人員非因離職、異動而因故未能執行業務連續達十五日以上，或離職、異動之 

 情形發生時，公私場所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以書面報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備查；並應於三十日內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代理人之 

 設置。

第 十 二 條  私場所得以其委任之代操作營運機構派任具資格之人員，依本辦法規定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設置為該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或代理人。

 前項除專責人員或代理人由代操作營運機構派任外，公私場所仍應負本辦法所定 

 管理之責。

第 十 三 條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或依規定設置之代理人，應執行下列業務：

 一、擬定及實施空氣污染防制及改善計畫。

 二、監督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或監測設施之正常運作，並保存相關資料。

 三、擬定、實施突發事故之緊急應變措施。

 四、辦理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證之申請，並依法申報污染源資料。

 五、監督公私場所依許可證內容設置、變更及操作。

 六、擬定、實施排放管道及周界空氣污染物之檢測作業，並分析與保存檢測告

 相關資料。

 七、監督採樣設施之設置、檢查及維護保養，包含採樣孔、安全採樣平台、扶梯

 及其他應符合檢查鑑定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之採樣設施規範事項。

 八、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制之工作。

第 十 四 條    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或依規定設置之代理人，應執行下列業務：一、評估公私 

 場所排放有害空氣污染物之健康風險。二、執行空氣污染之健康風險管理及降低 

 健康風險之相關工作。

第 十 五 條  公私場所設置之專責人員取得合格證書後，連續三年以上未經依法設置為專責人 

 員者，應於到職之翌日起六個月內，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完成到職訓練。

 前項專責人員設置屆滿六個月後十五日內，公私場所應檢具專責人員完成到職訓 

 練之證明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專責人員未於第一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到職訓練，或公私場所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 

 完成備查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公私場所專責人員之設置核定， 

 公私場所並應於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重新申請專責人員核定設 

 置。

第 十 六 條  依本辦法規定設置之專責人員，因故未能常駐在廠（場）者，應備有請假紀錄或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以備查閱。

 專責人員於勞動基準法所定休息、休假規定之日數外，半年內累積超過三十日未 

 到職，或經主管機關查獲一年內三次以上未符合前項規定者，不得再繼續設置為 

 該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公私場所應於該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第 十 七 條  公私場所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礙、禁止專責人員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在職訓練 

 。

第 十 八 條  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之專責人員或代理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明知並有意，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情形下，違反本法規 

  定，且有本法第九十六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情事。

 二、同一時間設置於不同之公私場所。但屬依法共同設置者，不在此限。

 三、使他人利用其名義虛偽設置。

 四、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第 十 九 條  公私場所應令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之專責人員或代理人，符合下列規定：

 一、依第五條規定，監督專責人員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工作時間內常駐公私場所，

  並專職負責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所定業務。

 二、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應備有請假紀錄簿（單），提供專責人員因故未能

  常駐在廠（場）時填寫。該請假紀錄或其他證明文件應至少保存三年。

 三、監督專責人員或代理人執行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所定業務，且不得有前條所

 定之行為。

第 二 十 條  公私場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處罰

 一、未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設置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

 二、未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於代理人更動日起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三、未依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一條規定，執行代理、報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及完成核定設置。

 四、未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檢具專責人員完成到職訓練之證明文件，送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五、未依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於廢止核定設置日起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六、有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不得再繼續聘僱原專責人員之情事，於不得再繼續

 設置之日起三十日內未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重新核定設置。

 七、有第十七條規定之情形，妨礙、禁止專責人員參加在職訓練。

 八、未依前條第一款規定，使專責人員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

 ）人員，或從事其他與污染防制無關之工作。

 九、未依前條第二款規定，備有請假紀錄簿（單），或該請假紀錄簿（單）未保

 存三年。

 十、未依前第三款規定執行監督，使專責人員或代理人有第十八條之違規情事，

 或未執行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規定之業務。

第二十一條 專責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罰：

 一、一年內二次以上未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常駐公私場所，且未依第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備有請假紀錄或其他證明文件。

 二、違反第十八條各款情形之一。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一年內，指本辦法修正施行後之違規行為，自違規之日起， 

  往前回溯至第三百六十五日止。

第二十二條 依本辦法規定重新申請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核定設置者，其原申請 

  設置書自應完成設置之期限屆滿之翌日起，失其效力。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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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專責人員，指下列二類：

 一、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二、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

 公私場所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設置之專責人員，應由經中央主管 

 機關訓練合格，並取得合格證書者擔任。

第 三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分為甲級及乙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 

 位或專責人員之設置等級，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公告事項辦理 

 。公私場所設置之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至少應包括下列員額：

 一、甲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二人。

 二、乙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一人。

第 四 條    同一處所內，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得與其依法設置之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合 

 併設置；且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如具備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之資格，且設置 

 級別均符合法規規定，其人員得互兼之。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如具備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或其他類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 

 人員之資格，且設置級別均符合法規規定，在同一處所內，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得同時兼任其他類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專責人員，應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工作時間內常駐公私場所，並 

 專職執行業務，不得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 

 污染防制（治）無關之工作。但具備第二條資格之公私場所負責人得兼任乙級空氣 

 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前項專職係指不得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污 

 染防制（治）無關之工作；其他與污染防制（治）無關之工作係指未同時擔任其他 

 正職之業務。但負責人不在此限。

  前二項所稱負責人係指固定污染源設置或操作許可證所登記之負責人或經負責人授 

 權之人。

第 六 條    二以上之公私場所共同設置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共同處理空氣污染物，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共同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

 公私場所原定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之級別與共同設置之公私場所 

 原定級別不一致時，應以最高級別設置共同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

第 七 條    公私場所依本辦法規定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時，應同時設置一名 

 以上之代理人。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至少設置二名代理人：

 一、依規定應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二、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負責人兼任 

  乙級專責人員。公私場所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之員額，超過 

  依規定應設置之員額者，得扣減其同一類別及級別之代理人之人數。第一項設 

  置之代理人應具參加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專責人員之訓練資格。第一項設置之 

  代理人如有更動時，應於更動日起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重新 

  申請核定設置。

第 八 條    公私場所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時，應檢具專責人員合格證書、設 

 置申請書及同意查詢勞、健保資料同意書、代理人具參加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專責 

 人員訓練資格之學（經）歷證明及其同意查詢勞健保資料之同意書，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設置。

 前項申請，除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得以書面方式為之外，自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日起，應採網路傳輸方式辦理。

第 九 條    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離職或異動時，公私場所應由設置之代理人代理，並於事實發 

 生後十五日內以書面方式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代理期滿前十五日內，公私場所應完成同一類別及 

 級別以上之合格專責人員核定設置。

 第一項專責人員應於離職或異動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備查。

 第一項所稱專責人員異動，係指調離原公私場所廠址，或於原公私場所廠址擔任非 

 專責人員之職務。

第 十 條    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非因離職或異動而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時，公私場所應由設置之 

 代理人代理。代理期間連續達十五日以上者，公私場所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以 

 書面方式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但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延長 

 至六個月。代理期滿前十五日內，公私場所應完成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之合格專責 

 人員核定設置。

 第 十 一 條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核定設置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者，應於本辦法修正施行日起 

 六個月內，完成代理人之設置。

 於前項期間內尚未完成代理人設置之公私場所，發生前條第一項及第九條第一項 

 情形時，應即指定具參加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專責人員訓練資格之人員代理。專 

 責人員非因離職、異動而因故未能執行業務連續達十五日以上，或離職、異動之 

 情形發生時，公私場所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以書面報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備查；並應於三十日內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代理人之 

 設置。

第 十 二 條  私場所得以其委任之代操作營運機構派任具資格之人員，依本辦法規定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設置為該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或代理人。

 前項除專責人員或代理人由代操作營運機構派任外，公私場所仍應負本辦法所定 

 管理之責。

第 十 三 條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或依規定設置之代理人，應執行下列業務：

 一、擬定及實施空氣污染防制及改善計畫。

 二、監督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或監測設施之正常運作，並保存相關資料。

 三、擬定、實施突發事故之緊急應變措施。

 四、辦理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證之申請，並依法申報污染源資料。

 五、監督公私場所依許可證內容設置、變更及操作。

 六、擬定、實施排放管道及周界空氣污染物之檢測作業，並分析與保存檢測告

 相關資料。

 七、監督採樣設施之設置、檢查及維護保養，包含採樣孔、安全採樣平台、扶梯

 及其他應符合檢查鑑定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之採樣設施規範事項。

 八、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制之工作。

第 十 四 條    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或依規定設置之代理人，應執行下列業務：一、評估公私 

 場所排放有害空氣污染物之健康風險。二、執行空氣污染之健康風險管理及降低 

 健康風險之相關工作。

第 十 五 條  公私場所設置之專責人員取得合格證書後，連續三年以上未經依法設置為專責人 

 員者，應於到職之翌日起六個月內，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完成到職訓練。

 前項專責人員設置屆滿六個月後十五日內，公私場所應檢具專責人員完成到職訓 

 練之證明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專責人員未於第一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到職訓練，或公私場所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 

 完成備查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公私場所專責人員之設置核定， 

 公私場所並應於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重新申請專責人員核定設 

 置。

第 十 六 條  依本辦法規定設置之專責人員，因故未能常駐在廠（場）者，應備有請假紀錄或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以備查閱。

 專責人員於勞動基準法所定休息、休假規定之日數外，半年內累積超過三十日未 

 到職，或經主管機關查獲一年內三次以上未符合前項規定者，不得再繼續設置為 

 該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公私場所應於該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第 十 七 條  公私場所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礙、禁止專責人員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在職訓練 

 。

第 十 八 條  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之專責人員或代理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明知並有意，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情形下，違反本法規 

  定，且有本法第九十六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情事。

 二、同一時間設置於不同之公私場所。但屬依法共同設置者，不在此限。

 三、使他人利用其名義虛偽設置。

 四、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第 十 九 條  公私場所應令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之專責人員或代理人，符合下列規定：

 一、依第五條規定，監督專責人員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工作時間內常駐公私場所，

  並專職負責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所定業務。

 二、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應備有請假紀錄簿（單），提供專責人員因故未能

  常駐在廠（場）時填寫。該請假紀錄或其他證明文件應至少保存三年。

 三、監督專責人員或代理人執行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所定業務，且不得有前條所

 定之行為。

第 二 十 條  公私場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處罰

 一、未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設置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

 二、未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於代理人更動日起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三、未依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一條規定，執行代理、報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及完成核定設置。

 四、未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檢具專責人員完成到職訓練之證明文件，送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五、未依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於廢止核定設置日起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六、有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不得再繼續聘僱原專責人員之情事，於不得再繼續

 設置之日起三十日內未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重新核定設置。

 七、有第十七條規定之情形，妨礙、禁止專責人員參加在職訓練。

 八、未依前條第一款規定，使專責人員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

 ）人員，或從事其他與污染防制無關之工作。

 九、未依前條第二款規定，備有請假紀錄簿（單），或該請假紀錄簿（單）未保

 存三年。

 十、未依前第三款規定執行監督，使專責人員或代理人有第十八條之違規情事，

 或未執行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規定之業務。

第二十一條 專責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罰：

 一、一年內二次以上未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常駐公私場所，且未依第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備有請假紀錄或其他證明文件。

 二、違反第十八條各款情形之一。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一年內，指本辦法修正施行後之違規行為，自違規之日起， 

  往前回溯至第三百六十五日止。

第二十二條 依本辦法規定重新申請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核定設置者，其原申請 

  設置書自應完成設置之期限屆滿之翌日起，失其效力。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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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專責人員，指下列二類：

 一、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二、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

 公私場所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設置之專責人員，應由經中央主管 

 機關訓練合格，並取得合格證書者擔任。

第 三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分為甲級及乙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 

 位或專責人員之設置等級，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公告事項辦理 

 。公私場所設置之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至少應包括下列員額：

 一、甲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二人。

 二、乙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一人。

第 四 條    同一處所內，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得與其依法設置之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合 

 併設置；且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如具備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之資格，且設置 

 級別均符合法規規定，其人員得互兼之。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如具備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或其他類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 

 人員之資格，且設置級別均符合法規規定，在同一處所內，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得同時兼任其他類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專責人員，應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工作時間內常駐公私場所，並 

 專職執行業務，不得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 

 污染防制（治）無關之工作。但具備第二條資格之公私場所負責人得兼任乙級空氣 

 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前項專職係指不得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污 

 染防制（治）無關之工作；其他與污染防制（治）無關之工作係指未同時擔任其他 

 正職之業務。但負責人不在此限。

  前二項所稱負責人係指固定污染源設置或操作許可證所登記之負責人或經負責人授 

 權之人。

第 六 條    二以上之公私場所共同設置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共同處理空氣污染物，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共同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

 公私場所原定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之級別與共同設置之公私場所 

 原定級別不一致時，應以最高級別設置共同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

第 七 條    公私場所依本辦法規定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時，應同時設置一名 

 以上之代理人。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至少設置二名代理人：

 一、依規定應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二、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負責人兼任 

  乙級專責人員。公私場所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之員額，超過 

  依規定應設置之員額者，得扣減其同一類別及級別之代理人之人數。第一項設 

  置之代理人應具參加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專責人員之訓練資格。第一項設置之 

  代理人如有更動時，應於更動日起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重新 

  申請核定設置。

第 八 條    公私場所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時，應檢具專責人員合格證書、設 

 置申請書及同意查詢勞、健保資料同意書、代理人具參加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專責 

 人員訓練資格之學（經）歷證明及其同意查詢勞健保資料之同意書，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設置。

 前項申請，除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得以書面方式為之外，自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日起，應採網路傳輸方式辦理。

第 九 條    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離職或異動時，公私場所應由設置之代理人代理，並於事實發 

 生後十五日內以書面方式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代理期滿前十五日內，公私場所應完成同一類別及 

 級別以上之合格專責人員核定設置。

 第一項專責人員應於離職或異動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備查。

 第一項所稱專責人員異動，係指調離原公私場所廠址，或於原公私場所廠址擔任非 

 專責人員之職務。

第 十 條    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非因離職或異動而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時，公私場所應由設置之 

 代理人代理。代理期間連續達十五日以上者，公私場所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以 

 書面方式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但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延長 

 至六個月。代理期滿前十五日內，公私場所應完成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之合格專責 

 人員核定設置。

 第 十 一 條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核定設置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者，應於本辦法修正施行日起 

 六個月內，完成代理人之設置。

 於前項期間內尚未完成代理人設置之公私場所，發生前條第一項及第九條第一項 

 情形時，應即指定具參加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專責人員訓練資格之人員代理。專 

 責人員非因離職、異動而因故未能執行業務連續達十五日以上，或離職、異動之 

 情形發生時，公私場所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以書面報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備查；並應於三十日內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代理人之 

 設置。

第 十 二 條  私場所得以其委任之代操作營運機構派任具資格之人員，依本辦法規定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設置為該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或代理人。

 前項除專責人員或代理人由代操作營運機構派任外，公私場所仍應負本辦法所定 

 管理之責。

第 十 三 條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或依規定設置之代理人，應執行下列業務：

 一、擬定及實施空氣污染防制及改善計畫。

 二、監督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或監測設施之正常運作，並保存相關資料。

 三、擬定、實施突發事故之緊急應變措施。

 四、辦理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證之申請，並依法申報污染源資料。

 五、監督公私場所依許可證內容設置、變更及操作。

 六、擬定、實施排放管道及周界空氣污染物之檢測作業，並分析與保存檢測告

 相關資料。

 七、監督採樣設施之設置、檢查及維護保養，包含採樣孔、安全採樣平台、扶梯

 及其他應符合檢查鑑定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之採樣設施規範事項。

 八、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制之工作。

第 十 四 條    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或依規定設置之代理人，應執行下列業務：一、評估公私 

 場所排放有害空氣污染物之健康風險。二、執行空氣污染之健康風險管理及降低 

 健康風險之相關工作。

第 十 五 條  公私場所設置之專責人員取得合格證書後，連續三年以上未經依法設置為專責人 

 員者，應於到職之翌日起六個月內，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完成到職訓練。

 前項專責人員設置屆滿六個月後十五日內，公私場所應檢具專責人員完成到職訓 

 練之證明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專責人員未於第一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到職訓練，或公私場所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 

 完成備查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公私場所專責人員之設置核定， 

 公私場所並應於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重新申請專責人員核定設 

 置。

第 十 六 條  依本辦法規定設置之專責人員，因故未能常駐在廠（場）者，應備有請假紀錄或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以備查閱。

 專責人員於勞動基準法所定休息、休假規定之日數外，半年內累積超過三十日未 

 到職，或經主管機關查獲一年內三次以上未符合前項規定者，不得再繼續設置為 

 該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公私場所應於該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第 十 七 條  公私場所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礙、禁止專責人員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在職訓練 

 。

第 十 八 條  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之專責人員或代理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明知並有意，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情形下，違反本法規 

  定，且有本法第九十六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情事。

 二、同一時間設置於不同之公私場所。但屬依法共同設置者，不在此限。

 三、使他人利用其名義虛偽設置。

 四、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第 十 九 條  公私場所應令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之專責人員或代理人，符合下列規定：

 一、依第五條規定，監督專責人員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工作時間內常駐公私場所，

  並專職負責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所定業務。

 二、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應備有請假紀錄簿（單），提供專責人員因故未能

  常駐在廠（場）時填寫。該請假紀錄或其他證明文件應至少保存三年。

 三、監督專責人員或代理人執行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所定業務，且不得有前條所

 定之行為。

第 二 十 條  公私場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處罰

 一、未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設置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

 二、未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於代理人更動日起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三、未依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一條規定，執行代理、報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及完成核定設置。

 四、未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檢具專責人員完成到職訓練之證明文件，送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五、未依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於廢止核定設置日起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六、有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不得再繼續聘僱原專責人員之情事，於不得再繼續

 設置之日起三十日內未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重新核定設置。

 七、有第十七條規定之情形，妨礙、禁止專責人員參加在職訓練。

 八、未依前條第一款規定，使專責人員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

 ）人員，或從事其他與污染防制無關之工作。

 九、未依前條第二款規定，備有請假紀錄簿（單），或該請假紀錄簿（單）未保

 存三年。

 十、未依前第三款規定執行監督，使專責人員或代理人有第十八條之違規情事，

 或未執行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規定之業務。

第二十一條 專責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罰：

 一、一年內二次以上未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常駐公私場所，且未依第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備有請假紀錄或其他證明文件。

 二、違反第十八條各款情形之一。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一年內，指本辦法修正施行後之違規行為，自違規之日起， 

  往前回溯至第三百六十五日止。

第二十二條 依本辦法規定重新申請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核定設置者，其原申請 

  設置書自應完成設置之期限屆滿之翌日起，失其效力。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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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專責人員，指下列二類：

 一、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二、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

 公私場所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設置之專責人員，應由經中央主管 

 機關訓練合格，並取得合格證書者擔任。

第 三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分為甲級及乙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 

 位或專責人員之設置等級，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公告事項辦理 

 。公私場所設置之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至少應包括下列員額：

 一、甲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二人。

 二、乙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一人。

第 四 條    同一處所內，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得與其依法設置之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合 

 併設置；且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如具備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之資格，且設置 

 級別均符合法規規定，其人員得互兼之。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如具備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或其他類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 

 人員之資格，且設置級別均符合法規規定，在同一處所內，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得同時兼任其他類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專責人員，應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工作時間內常駐公私場所，並 

 專職執行業務，不得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 

 污染防制（治）無關之工作。但具備第二條資格之公私場所負責人得兼任乙級空氣 

 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前項專職係指不得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污 

 染防制（治）無關之工作；其他與污染防制（治）無關之工作係指未同時擔任其他 

 正職之業務。但負責人不在此限。

  前二項所稱負責人係指固定污染源設置或操作許可證所登記之負責人或經負責人授 

 權之人。

第 六 條    二以上之公私場所共同設置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共同處理空氣污染物，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共同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

 公私場所原定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之級別與共同設置之公私場所 

 原定級別不一致時，應以最高級別設置共同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

第 七 條    公私場所依本辦法規定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時，應同時設置一名 

 以上之代理人。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至少設置二名代理人：

 一、依規定應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二、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負責人兼任 

  乙級專責人員。公私場所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之員額，超過 

  依規定應設置之員額者，得扣減其同一類別及級別之代理人之人數。第一項設 

  置之代理人應具參加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專責人員之訓練資格。第一項設置之 

  代理人如有更動時，應於更動日起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重新 

  申請核定設置。

第 八 條    公私場所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時，應檢具專責人員合格證書、設 

 置申請書及同意查詢勞、健保資料同意書、代理人具參加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專責 

 人員訓練資格之學（經）歷證明及其同意查詢勞健保資料之同意書，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設置。

 前項申請，除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得以書面方式為之外，自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日起，應採網路傳輸方式辦理。

第 九 條    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離職或異動時，公私場所應由設置之代理人代理，並於事實發 

 生後十五日內以書面方式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代理期滿前十五日內，公私場所應完成同一類別及 

 級別以上之合格專責人員核定設置。

 第一項專責人員應於離職或異動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備查。

 第一項所稱專責人員異動，係指調離原公私場所廠址，或於原公私場所廠址擔任非 

 專責人員之職務。

第 十 條    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非因離職或異動而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時，公私場所應由設置之 

 代理人代理。代理期間連續達十五日以上者，公私場所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以 

 書面方式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但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延長 

 至六個月。代理期滿前十五日內，公私場所應完成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之合格專責 

 人員核定設置。

 第 十 一 條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核定設置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者，應於本辦法修正施行日起 

 六個月內，完成代理人之設置。

 於前項期間內尚未完成代理人設置之公私場所，發生前條第一項及第九條第一項 

 情形時，應即指定具參加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專責人員訓練資格之人員代理。專 

 責人員非因離職、異動而因故未能執行業務連續達十五日以上，或離職、異動之 

 情形發生時，公私場所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以書面報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備查；並應於三十日內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代理人之 

 設置。

第 十 二 條  私場所得以其委任之代操作營運機構派任具資格之人員，依本辦法規定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設置為該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或代理人。

 前項除專責人員或代理人由代操作營運機構派任外，公私場所仍應負本辦法所定 

 管理之責。

第 十 三 條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或依規定設置之代理人，應執行下列業務：

 一、擬定及實施空氣污染防制及改善計畫。

 二、監督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或監測設施之正常運作，並保存相關資料。

 三、擬定、實施突發事故之緊急應變措施。

 四、辦理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證之申請，並依法申報污染源資料。

 五、監督公私場所依許可證內容設置、變更及操作。

 六、擬定、實施排放管道及周界空氣污染物之檢測作業，並分析與保存檢測告

 相關資料。

 七、監督採樣設施之設置、檢查及維護保養，包含採樣孔、安全採樣平台、扶梯

 及其他應符合檢查鑑定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之採樣設施規範事項。

 八、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制之工作。

第 十 四 條    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或依規定設置之代理人，應執行下列業務：一、評估公私 

 場所排放有害空氣污染物之健康風險。二、執行空氣污染之健康風險管理及降低 

 健康風險之相關工作。

第 十 五 條  公私場所設置之專責人員取得合格證書後，連續三年以上未經依法設置為專責人 

 員者，應於到職之翌日起六個月內，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完成到職訓練。

 前項專責人員設置屆滿六個月後十五日內，公私場所應檢具專責人員完成到職訓 

 練之證明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專責人員未於第一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到職訓練，或公私場所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 

 完成備查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公私場所專責人員之設置核定， 

 公私場所並應於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重新申請專責人員核定設 

 置。

第 十 六 條  依本辦法規定設置之專責人員，因故未能常駐在廠（場）者，應備有請假紀錄或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以備查閱。

 專責人員於勞動基準法所定休息、休假規定之日數外，半年內累積超過三十日未 

 到職，或經主管機關查獲一年內三次以上未符合前項規定者，不得再繼續設置為 

 該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公私場所應於該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第 十 七 條  公私場所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礙、禁止專責人員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在職訓練 

 。

第 十 八 條  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之專責人員或代理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明知並有意，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情形下，違反本法規 

  定，且有本法第九十六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情事。

 二、同一時間設置於不同之公私場所。但屬依法共同設置者，不在此限。

 三、使他人利用其名義虛偽設置。

 四、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第 十 九 條  公私場所應令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之專責人員或代理人，符合下列規定：

 一、依第五條規定，監督專責人員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工作時間內常駐公私場所，

  並專職負責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所定業務。

 二、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應備有請假紀錄簿（單），提供專責人員因故未能

  常駐在廠（場）時填寫。該請假紀錄或其他證明文件應至少保存三年。

 三、監督專責人員或代理人執行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所定業務，且不得有前條所

 定之行為。

第 二 十 條  公私場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處罰

 一、未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設置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

 二、未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於代理人更動日起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三、未依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一條規定，執行代理、報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及完成核定設置。

 四、未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檢具專責人員完成到職訓練之證明文件，送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五、未依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於廢止核定設置日起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六、有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不得再繼續聘僱原專責人員之情事，於不得再繼續

 設置之日起三十日內未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重新核定設置。

 七、有第十七條規定之情形，妨礙、禁止專責人員參加在職訓練。

 八、未依前條第一款規定，使專責人員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

 ）人員，或從事其他與污染防制無關之工作。

 九、未依前條第二款規定，備有請假紀錄簿（單），或該請假紀錄簿（單）未保

 存三年。

 十、未依前第三款規定執行監督，使專責人員或代理人有第十八條之違規情事，

 或未執行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規定之業務。

第二十一條 專責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罰：

 一、一年內二次以上未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常駐公私場所，且未依第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備有請假紀錄或其他證明文件。

 二、違反第十八條各款情形之一。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一年內，指本辦法修正施行後之違規行為，自違規之日起， 

  往前回溯至第三百六十五日止。

第二十二條 依本辦法規定重新申請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核定設置者，其原申請 

  設置書自應完成設置之期限屆滿之翌日起，失其效力。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Great-Orange Advertising Co., Ltd

SERVICE
專業團隊/行銷文案/設計印刷/宣傳發行

一氣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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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

化粧品優良製造準則訂定
(依據 108.8.13 衛福部 令衛授食字第 1081103973 號)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準則依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本準則之訂定，其內容依國際標準組織化粧品優良製造規範（ISO22716：
   Cosmetics－Goodmanufacturingpractices（GMP）－Guidelinesongoodmanufac 
   turing practices）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允收基準：指試驗結果判定為可接受之限量、範圍或其他適當衡量規範。
  二、稽核：指為確認品質活動計畫之符合性、實效性及目標達成性，對品質活動
    及其相關結果之獨立性系統查核。
  三、批：指單一或系列製程產出具一致性之特定數量原料、包裝材料或產品。
  四、批號：指鑑別特定批之數字、字母或符號組合。
  五、半成品：指已完成製造階段，尚未最後包裝之產品。
  六、校正：指為確認量測設備或量測系統顯示之數值或材料檢測值，於特定條件
    下，與已知參考標準值之關係，所建立之作業方式及程序。
  七、管制：指查證符合允收基準之行為。
  八、變更管制：指為確保所有製造、包裝、管制及儲存之產品符合允收基準，內
    部組織與權責單位對涉及本準則中一項或多項活動之計劃性變更。
  九、清潔：指為確保一定之潔淨度及外觀，搭配使用或調整化學反應、機械作
    用、溫度及作用時間等方式或條件，分離及消除一般目視可見髒汙。
  十、申訴：指外部就產品規格不符合允收基準之反應。
  十一、污染：指在產品中出現化學、物理或微生物等之非預期物質。
  十二、消耗品：指清潔、消毒或維護作業所使用而消耗減損，包括清潔劑及潤滑
    劑之材料。
  十三、受託者：指受化粧品製造業者委託，執行一項或多項有關本準則活動之機
    關、自然人、學校、機構、法人或團體。
  十四、偏差：指當一項或多項與本準則有關之活動，出現預期、非預期或其他臨
    時性狀況時，偏離特定要求之情形。
   十五、成品：指已完成以最終容器包裝，並可供裝運之化粧品。
  十六、製程管制：指為確保產品符合允收基準，於生產過程中，所為之監測及必
    要之製程調整。
  十七、內部稽核：指為確保品質活動計畫之符合性、實效性及目標達成性，由化
    粧品製造業者指派之勝任人員，執行對品質活動及其相關結果之獨立性系 
    統查核。
  十八、主要設備：指載明於生產及實驗室文件內之必要設備。
  十九、維護：指為確保廠房設施及設備正常運作所為之定期性或非定期性維持及
    查證作業。
  二十、製造作業：指自原料稱量至製成半成品之過程。
  二十一、不符合規格：指檢查、量測或試驗結果未符合允收基準之情形。
  二十二、包裝作業：指半成品經充填、分裝及標示等所有包裝步驟成為成品之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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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包裝材料：指包裝化粧品之材料，不包括供運輸包裝使用之材料。包裝
    材料，依其使用上直接與產品接觸之直接性，分為初級包裝材料或次級 
    包裝材料。
  二十四、場所：指化粧品之生產處所。
  二十五、廠房設施：指進行產品、原料或包裝材料之接收、儲存、製造、包裝、
    管制或裝運之實體場所、建築物或其內之附屬場所或裝置。
  二十六、生產：指製造及包裝作業。
  二十七、品質保證：指為確保產品符合允收基準，所為必要且經規劃之系統性活
    動。
  二十八、原料：指製造半成品所使用之任何物質。
  二十九、回收：指化粧品製造業者對產品下架決定，及依其決定就市場  
    流通之特定批產品之收回。
  三十、再加工：指對於不符合允收基準之部分或全部特定批號成品或半成品，經 
     由一種或數種處理方式，使其品質符合規定之處理。
  三十一、退貨：指將發生及未發生品質瑕疵之化粧品成品送回化粧品製造場所。 
  三十二、樣品：指為取得產品資訊，自特定產品中選出之一個或多個代表性物
    件。
  三十三、抽樣：指有關採集及製備樣品之作業。
  三十四、消毒：指依據預設目標，減少受污染之惰性表面上非預期微生物之作業
    。
  三十五、裝運：指收受訂單後，將成品置於運輸車輛之過程。
  三十六、廢棄物：指生產作業、轉換或使用過程中所產生，且為化粧品製造業者
    棄置之殘餘物質、材料或產品。
    第 三 條  依本法第八條第二項公告之化粧品種類，其製造場所應符合本準則之規定。
※第 二 章  管理階層及從業人員
 第 四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內人員，應經適當訓練，確保生產、管制及儲存作業符合一定之
  品質。
 第 五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應依下列規定建置組織架構：
  一、依製造場所之規模及產品之多樣性，明定組織架構及制定組織圖，明確場所
    內之組織分工及員工職能。
  二、確保在不同之活動範圍中，依其生產之多樣  性，配置適當階層及經適 
    當訓練之足夠從業人員。三、呈現品質保證部門及品質管制部門獨立於製造 
    場所之其他部門；品質保證與品質管制之職責，得視情況，由單一部門負責 
    。
 第 六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應就其管理階層及從業人員之責任，訂定內部規範；其內容如下 
   ：
  一、管理階層：
    (一)最高管理階層提供足夠資源，確保本準則之實施。
    (二)督促場所內各部門及各階層人員參與及承諾遵守本準則。
    (三)劃分並告知經授權人員得進出之區域。
  二、各部門及階層人員：
    (一)確認其於組織架構中之所屬部門及職位。
    (二)確認其職掌與責任。
    (三)取得與其權責有關之文件，並遵守文件之規定。
    (四)遵守第八條規定之衛生要求。
    (五)報告其權責內可能發生之異常或不符合規定事項。
    (六)接受適當之教育訓練，且具備足夠之技能，以完成其職掌活動，並對之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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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第 七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之生產、管制、儲存及裝運人員，應依其職掌及責任，具備以訓 
   練及工作經驗為基礎之適當技能。
   前項訓練，化粧品製造業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提供所有人員有關本準則規定活動之適當訓練。
   二、確認不同階層與資歷人員之訓練要求，並訂定及執行與其對應之訓練計畫。
   三、考量人員之專業與經驗，並配合其職掌與責任，設計訓練課程。
   四、評估訓練需求及製造場所資源，必要時，得委由外部專業機構辦理。
   五、實施常態性及持續性之訓練，並定期更新項目或內容。
   六、實施新進人員接受與本準則相關之理論與實務基本訓練，及依其職掌安排之
    特定訓練。
    七、於訓練過程中或完畢後，評估訓練之效果。
 第 八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應管制其人員之衛生及健康，並遵守下列事項：
   一、建立與調整符合需求之衛生計畫，並確認進入生產、管制及儲存區域之人員
    瞭解及遵守該等計畫。
   二、指導人員使用洗手設施。
   三、確認進入生產、管制及儲存區域之人員穿戴適當之衣物及防護外衣，避免污 
    染化粧品。
   四、避免人員於生產、管制及儲存區域內飲食、咀嚼、吸菸或存放食物、飲料、 
    菸品或個人藥物。
  五、禁止人員於生產、管制及儲存區域範圍或其他區域內，從事不符衛生或可能 
    造成產品不良影響之行為。
  六、人員有明顯感染性疾病或開放性傷口時，除狀況已改善或經醫療判斷無危害 
    化粧品品質者外，應採取相當之措施確保其不與產品直接接觸。
 第 九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對於訪客與未經訓練之人員，應禁止其進入生產、管制及儲存 
   區域。但確有進入必要者，應事前告知其相關注意事項，包括個人衛生及防護衣 
   物穿戴之規定，並予密切督導。
※ 第 三 章  廠房及設施
 第 十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廠房設施之位置擇定、設計、建造及利用，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確認產品受到保護。
   二、得執行有效之清潔，必要時，予以消毒及保養維護。
   三、控制產品、原料及包裝材料混雜之風險至最低。
   前項廠房之設計，應考量所生產之化粧品類型、廠房現狀、清潔、消毒及其他必
  要措施。
 第 十 一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之儲存、生產、品質管制、附屬設施、清洗及衛廁之區域，應 
      予區隔或明顯區別。
 第 十 二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應有足夠之空間執行收貨、儲存、生產或其他相關作業。
 第 十 三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其原物料、產品及人員進出，於建築物內或建築物間之動線 
      ，應有良好之規劃，防止發生混雜。
 第 十 四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之設計及建造，應符合下列規定：一、生產區域內地板、牆壁 
      、天花板、窗戶之設計或建造，有耐受清潔劑與消毒劑之平滑表面，易於清潔 
      與實施必要之消毒，維持潔淨及良好狀態。二、窗戶採非開啟式設計；廠房通 
      風不足者，置具紗窗之向外開啟窗戶。
 第 十 五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應有足夠、乾淨及便利使用之清洗與衛廁設施，並與生產區域 
      區別。必要時，應提供足夠之淋浴及更衣設施。
  第 十 六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之照明，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設置可滿足作業需求之照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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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照明設施採適當之安裝方式或其他措施，避免其破裂時產生之碎片污染產 
        品。
 第 十 七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應有充足之通風或其他適當替代措施。
 第 十 八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之管線、排水管及管道，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具避免滴落物或凝結物污染原物料、產品、設備及設施之安裝方式。
     二、維持排水管通暢且不逆流。
     三、避免屋頂橫樑、管線及管道暴露；其有管線及管道暴露者，以托架懸吊或 
      支撐隔離，使其不觸及牆壁易於清潔。
     四、必要時，其他可保護產品之特定措施。
 第 十 九 條  化粧品製造廠房設施之清潔與消毒，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訂定每一區域之清潔及消毒計畫，並保持清潔狀態。
     二、進行清潔與必要之消毒，確保產品不受污染。
     三、明定使用之清潔劑與消毒劑，並確保發揮效果。
 第 二 十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之廠房設施，應維持良好狀態，必要時予以適當之修繕。
 第 二 十 一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清潔、消毒或維護廠房設施，應使用不影響產品品質之清潔 
      劑或潤滑劑。
 第 二 十 二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之蟲害防治，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廠房設施之設計、建造及維護，得有效防止昆蟲、鳥類、鼠類及其他對 
       產品有害生物之進入。
      二、訂定蟲害防治計畫。
      三、廠房設施外部設有管制措施，避免有害產品之生物接近。
※第   四   章  設備
 第 二 十 三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之設備，應符合其預定用途，且易於清潔及必要之消毒與維 
      護。
 第 二 十 四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之設備設計，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防止產品受到污染。
    二、半成品容器設有防護，避免灰塵、濕氣及其他空氣污染。
    三、對傳輸軟管與附屬設備予以清潔及必要之消毒，保持乾燥及良好之保護 
     狀態，避免灰塵、潑濺或其他污染。
    四、採用與產品、清潔劑及消毒劑相容之設備材質。
 第 二 十 五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之設備安裝，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易於排水，以利清潔與消毒。
    二、安裝位置避免使原物料、移動式設備及人員之動線，影響產品品質風險 
     。
     三、設備下方、內部及周圍留有適當空間，以利維護與清潔。
    四、主要設備易於識別。
 第 二 十 六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之設備校正，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與產品品質有關之實驗室用及生產用之量測儀器，予以定期校正。
    二、校正結果不符合允收基準之量測儀器，予以適當識別並停用。
    三、調查前款情形，確認對產品品質之影響，並採取適當措施。
 第 二 十 七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之設備清潔與消毒，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對所有設備實施適當清潔，必要時，訂定消毒計畫。
    二、明定使用之清潔劑與消毒劑，並確保發揮效果。
    三、清潔持續生產或生產同一產品連續批次之設備；必要時，訂定適當消毒 
     週期，並執行之。
 第 二 十 八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之設備維護，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定期實施維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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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維護作業不得影響產品品質。
    三、區別辨識有瑕疵之設備，除有不能之情事者外，停止使用並隔離之。
 第 二 十 九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設備使用之消耗品，不得影響產品品質。
 第  三 十  條  化粧品生產與管制之設備或自動化系統，應由權責人員操作與使用。
 第 三 十 一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應對於持續運作系統之損壞或失效，備妥適當之替代方案。
※第   五   章   原料及包裝材料
 第 三 十 二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採購之原料及包裝材料，應符合允收基準。前項允收基準， 
  應依成品品質要求規定訂定之。
 第 三 十 三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採購原料或包裝材料，應考量下列事項：
    一、供應商之選擇及評估。
    二、合約約定之技術條款，包括選擇類型、允收基準、瑕疵因應或修改之措 
     施、運送條件或其他相關事項。
    三、與供應商間之溝通與互動，包括問卷調查、協助、稽核或其他相關事項 
     。
 第 三 十 四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接收原料或包裝材料，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檢視採購訂單及交貨通知單之記載與實際收受之原物料相符。
    二、檢視原料與包裝材料裝運容器之完整性。必要時，查核運輸資料。
 第 三 十 五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內原料及包裝材料之識別與狀態，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給予識別品項及批次資訊之標示。
    二、暫停使用有影響產品品質之虞者，並待處置決定。
    三、依其允收、拒收或隔離等情形，以實體系統或其他可確保識別狀態之適 
     當方式予以識別。
     前項識別標示之內容，應包括下列資訊：
    一、交貨通知單記載之產品名稱。
    二、業者就原料或包裝材料所訂之名稱或代碼與供應商所訂者不同之情形。 
    三、供應商提供之批次參考資訊與收據所示資料不同之情形。
    四、供應商名稱。
    五、必要時，收據日期或號碼。
 第 三 十 六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放行原料或包裝材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設置實體或其他替代系統，確保使用之原料與包裝材料屬已完成放行程 
     序。
    二、放行由負責品質之權責人員執行。
    三、供應商具備一定之技術、經驗及知識，其測試方法經業者同意，且有適 
     當稽核者，以所提供之分析證明文件作為業者判定允收之基礎。
    前項放行之原料，經稱量後剩餘者，應盛裝於密閉容器，並適當標示後，始 
    得回存至倉庫。
 第 三 十 七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儲存原料或包裝材料，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每一原料及包裝材料應以適合其特性之方式予以儲存與處理，必要時， 
     實施監控以維持之。
    二、以適合儲存物品特性之儲存及處理方式為之。
    三、原料或包裝材料應適當儲存，並不得與地面直接接觸。
    四、重新包裝時，其標籤內容與原標籤之記載相同。
    五、經隔離或拒收者，儲存於特定之位置，或以其他可確保辨識之方式區別 
     之。
    六、訂定能確保庫存完善週轉之措施，並遵守先進先出原則。
    七、實施定期盤點，確認庫存資料之正確；其有顯著差異者，予以調查並矯 
     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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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十 八 條  為防止逾預定儲存期間原物料之誤用，化粧品製造業者應建立適當之原物料 
    再評估系統，確認其使用合適性。
 第 三 十 九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之生產用水，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水處理系統提供符合特定規範之生產用水。
    二、水質經製程參數監控或水質檢驗確認。
 三、採用進行消毒之水處理系統。
 四、水處理設備採用確保水質不受影響之材料；其設置，避免水體滯留與污 
  染之風險。
※ 第   六   章  生產
 第  四 十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於製造及包裝作業之各階段，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其成品 
     符合一定之規格。
 

 第 四 十 一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應依各製造作業階段需求，具備下列文件或資料，並得供 
     隨時取得查閱：
     一、使用設備文件。
     二、產品配方文件。
     三、具識別批號及數量之所有原料清單。
     四、每一階段之詳細製程文件，其內容包括原料添加、溫度、速度、混合時 
       間、抽樣、清潔、必要之消毒、半成品傳送或其他相關事項。前項製造 
       ，應於事前確認下列事項：
     一、備齊製造文件及經放行可供使用之原料。
     二、設備已經適當清潔或消毒，並可正常運轉。
     三、作業區已完成清理，且無殘留前次製造作業使用之原物料。
     第一項製造，其製程中之識別，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所有原料均依配方量測或稱重後，置入適當標示之乾淨合適容器，或直 
       接置入製造設備。
     二、主要設備、原料容器及半成品容器，可隨時辨識之。
      三、半成品容器記載有名稱或識別碼、批號，及影響產品品質之關鍵性儲存 
       條件。
     前項製程，其管制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訂定包括允收基準之製程管制計畫，並執行之。
     二、執行前款計畫，發現有未符允收基準者，循程序報告，並予調查。
 第 四 十 二 條  每批製造之半成品應指定批號；批號與成品不同者，應保存得辨識其與成品 
     批號對應連結之資料。
     前項半成品之儲存，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以適當之容器儲存，並置放於具合宜條件之特定區域。
     二、訂有儲存期限。
     三、逾儲存期限之半成品，非經再評估程序，不得使用。
  第 四 十 三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應依各包裝作業階段需求，具備下列文件或資料，並得隨 
     時取得查閱：
     一、使用設備文件。
     二、包裝材料清單。
     三、各階段之作業細節，包括充填、密封、標示、編號或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包裝，應於事前確認下列事項：
     一、備齊包裝材料及前項文件或資料。
     二、設備已經適當清潔或消毒，並得正常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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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作業區已完成清理，且無殘留前次作業所使用之內容物及包材。
     四、足資識別產品之編碼訂定完成。
      每批完成包裝之成品，應指定批號；其與半成品批號不同者，並保存辨識該 
     二者對應連結之資料。
     包裝作業時，應依實際作業內容，於包裝線上置識別資訊；其資訊包括下列 
      事項：
    一、包裝線名稱或其識別代碼。
    二、成品名稱或其識別代碼。
    三、批號。
    未使用之包裝材料，應適當儲存並標示後，始得回存至倉庫。充填及標示作 
    業非一次完成者，應採隔離及識別措施，避免發生混雜或標籤錯誤。
 第 四 十 四 條  前條包裝，其製程之管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訂定包括允收基準之製程管制計畫，並執行之。
    二、發現有未符合允收基準者，循程序報告，並予調查。
    前項管制使用線上設備者，應依該設備設定之週期、項目及內容，覈實檢查 
    之。
※第   七   章  成品
 第 四 十 五 條  成品應符合允收基準。
    化粧品製造業者，應採行得確保成品品質之儲存、裝運及退貨方式。
 第 四 十 六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放行成品，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放行前，依已建立之試驗方法，確認其符合允收基準。
    二、由負責品質之權責人員放行之。
 第 四 十 七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儲存成品，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保存條件及期限，以系統性之方式儲存於特定區域，並予必要之監控 
     。
    二、依其放行、隔離或拒收之不同狀態，分別儲存於特定位置，或以其他得 
     確保辨識之方式區別之。
    三、成品儲存之識別資訊，包括下列事項：
    (一)名稱或識別碼、批號及數量。
    (二)影響產品品質之關鍵性儲存條件。
    四、訂定能確保庫存完善週轉之措施，並遵守先進先出原則。
          五、實施定期盤點存貨，確認存貨品項、數量及與盤點允收基準之一致性； 
    其有顯著差異者，並予調查。
 第 四 十 八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裝運成品，應具適當維護措施，確保裝運過程中之成品品質 
     。
 第 四 十 九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處理退貨之成品，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適當方式識別，並儲存於特定區域。
    二、依事先訂定之標準評估，決定其處置方式。
     三、再次銷售者，依放行程序辦理。
     四、訂定措施，有效區別已經再處理之退貨，並避免未經放行程序之再運銷 
       。
※第   八   章  品質管制實驗室
 第  五 十  條  品質管制實驗室準用第二章管理階層及從業人員、第三章廠房及設施、第四 
     章設備、第十一章委託、受託作業及第十六章文件化之規定。
     前項實驗室應就化粧品原物料及成品，予以抽樣及測試。實驗室為抽樣、測 
     試或其他活動時，應實施必要相關管制，確保原物料符合允收基準後，始得 
     使用；成品符合允收基準後，始得裝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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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十 一 條  前條第二項抽樣及測試，應使用明確、適當且可行之試驗方法。前條第二項 
     允收基準，由品質管制實驗室依原料、包裝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種類、特 
     性定之。
 第 五 十 二 條  品質管制實驗室依前二條規定所為之測試，經審查符合規格者，應作成核准 
     之決定；不符合規格者，應依第五十三條規定程序，作成拒收或待判定之決 
     定。
 第 五 十 三 條  品質管制實驗室審查認不符合規格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由權責人員審查，並為適當之調查；非具正當理由者，不得重行測試。 
    二、依前款調查，經認定有無偏差後，作出前條之決定。
 第 五 十 四 條   試劑、溶液、參考標準品及培養基，應至少載有名稱及開封日期之識別資訊 
     ；必要時，並應記載力價或濃度、儲存條件、有效日期、製備人員姓名或簽 
     名。
 第 五 十 五 條  化粧品製造場所應依訂定之抽樣作業計畫，由權責人員執行抽樣。前項計畫 
     之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抽樣方法。
     二、使用設備。
     三、樣本數。
     四、避免樣品污染或變質之防範措施。
     五、樣品識別資訊。
     六、抽樣頻率。
 第 五 十 六 條  前條第二項第五款樣品識別資訊，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名稱或識別碼。
     二、批號。
     三、抽樣日期。
     四、取樣時，樣品盛裝之容器。
     五、必要時之抽樣點。
 第 五 十 七 條  留樣之保存，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成品以適當方式置於指定區域。
     二、成品之留樣數量足以執行分析。
      三、成品以完整包裝，依建議之儲存條件，保存適當期間。
     四、原料樣品依製造場所或相關法規之規定保存。
※第    九    章  不符合規格產品之處理
 第 五 十 八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應依下列規定，處理拒收之成品、半成品、原料及包裝材 
     料：
     一、由權責人員調查拒收之原因。
     二、由品質相關權責人員決定拒收品之處置，包括銷毀或再加工。
 第 五 十 九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依前條第二款再加工成品及半成品時，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
     一、經負責品質相關人員同意後，始得再加工。
     二、再加工方法，經權責人員同意。
     三、對再加工後之成品或半成品執行管制，並由權責人員審查其規格有無符 
     合允收基準。
※第    十    章  廢棄物
 第  六 十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應適時以合於衛生之方式，處置廢棄物。
 第 六 十 一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應依生產及品質管制實驗室之資訊，對可影響產品品質之廢 
     棄物予以明確分類。
 第 六 十 二 條  廢棄物之處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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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運之動線，不得影響生產及實驗室作業。
    二、採適當之收集、清運、儲存及最終處置措施。
 第 六 十 三 條  盛裝廢棄物之容器應予以標示，識別其內容物及其他資訊。
 第 六 十 四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應於充分管制下，就廢棄物，以適當方式為第六十二條第二 
     款之最終處置。
※第  十一  章  委託、受託作業
 第 六 十 五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得就化粧品製造、包裝、分析、蟲害防治、廠房設施之清潔 
     與消毒、設備與廠房設施之維護及其他相關事項，委託機關、自然人、學校 
     、機構、法人或團體為之。
     前項委託，委託者應就其委託辦理事項，與受託者訂定書面契約或協議，明 
      定委託標的、義務與責任，及履約管理事項，確保產品或服務符合製造業者 
     之要求。
      前項有關履約之所有資料，受託者應予保存或提供予委託者。
 第 六 十 六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辦理前條委託，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評估受託者履約能力、法遵能力與產能，及確認其具備履約之方法，確 
      保委託事項依約履行。
     二、提供受託者履約所需之全部資訊。
  第 六 十 七 條  受託者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確保履約方法、經驗及人員能力符合契約約定。
     二、未經化粧品製造業者事前同意，不得將委託辦理事項轉包予第三人；其 
       經同意者，受託者與第三人成立協議，確保化粧品製造業者能依契約約 
       定取得所有轉包作業之資訊。
     三、配合化粧品製造業者，進行契約或協議約定之檢查及稽核。
     四、除契約或協議另有約定外，就可能影響產品或服務品質之履約事項變動 
      ，未經化粧品製造業者事前同意，受託者不得為之。
※第  十二  章 偏差處理
 第 六 十 八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發現有偏差情事者，對該偏差之處置，應具充分資料支持， 
     始得為之。
 第 六 十 九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應採取偏差矯正措施，防止偏差再次發生。
※第  十三  章 申訴及回收
 第  七 十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受理產品申訴，應適當檢視、調查申訴內容，並追蹤後續處 
     理情形。
 第 七 十 一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處理前條申訴案，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置專責人員處理申訴事件。
     二、詳實記錄申訴內容及處置，並保存之。
     三、對涉及之特定批次產品，進行適當之處置。
     四、申訴調查及後續處置，包括下列事項：
      (一)預防瑕疵再發生之措施。
      (二)必要時，檢查其他批次產品，確認其影響情形。
     五、定期檢視申訴案件之數量及其內容，確認瑕疵發生之趨勢或特定瑕疵再 
      發生之情形。
 第 七 十 二 條   化粧品製造有委託、受託情事者，製造業者與受託者應以契約或協議約定申 
     訴受理及處理程序，並不得違反前二條規定。
 第 七 十 三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處理產品回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本準則之規定，採取適當步驟完成，並實施矯正措施。
     二、權責人員協調回收流程。
     三、適時及迅速啟動產品回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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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報主管機關有影響消費者安全之虞而啟動之回收。
     五、回收產品可識別，並隔離儲存於安全區域。
     六、定期評估產品回收流程。
※第  十四  章 變更管制
 第 七 十 四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對可能影響產品品質之變更，應有充分資料支持並經權責人 
     員同意，始得為之。
※第  十五  章 內部稽核
 第 七 十 五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為確保其符合本準則之規定，應執行內部稽核，並視稽核結 
     果，提出必要之矯正措施。
 第 七 十 六 條  前條稽核，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指派勝任人員，定期或不定期獨立並詳實執行之。
     二、就內部稽核之觀察結果，進行評估及通知適當之管理階層。
 第 七 十 七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應確認第七十五條之矯正措施達成預定效果。
※第  十六  章 文件化
 第 七 十 八 條  化粧品製造業者，應依其組織結構及產品類型，設計、建立、導入及維持合 
     適之文件化系統。
     前項系統，應包括所有本準則所規範作業歷程之紀錄，避免言語溝通之闡釋 
     、資訊遺漏、混淆不清或錯誤之風險。
     第一項系統之建置及管理，得以電子化為之。
 第 七 十 九 條  前條文件化作業之文件內容，包括程序、作業指引、規格、計畫、報告、方
      法及紀錄。
     前項文件內容，應以紙本或電子資料保存。
 第  八 十  條   本準則規範之作業，其操作內容、採行措施及注意事項，應詳定於前條文件 
     中；各該文件並應載明標題、性質及目的。
     前項文件之內容，應以詳明易讀之方式記載並發布；發布前，應由權責人員 
     簽名核准及註記日期，且適時更新、廢止、分發及歸檔。
     第一項文件，應可供製造場所內之適當人員取得；已廢止之文件，應確保其 
     於工作區域內被移除、銷毀及不再使用。
 第 八 十 一 條  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紀錄，以手寫記載者，其內容應明確詳實，並以易讀取之 
     永久墨水為之。記載者應簽名及標註記載日期；修正時，亦同。
     前項紀錄之修正，應確保原始記載可辨讀，必要時，並記錄修正之理由。 
 第 八 十 二 條  文件有必要時，應予更新；有更新者，應予編定版次，並留存更新理由。
 第 八 十 三 條  文件之存檔，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各版次文件之流通發行，以受管制之複印本為之，其原始文件予以存檔 
       。
     二、依規定之年限，保存原始文件。
     三、完善及安全儲存原始文件。
     四、以電子或紙本方式存檔，並確保其可讀性。
      五、定期備份，並儲存於其他安全位置。
※第  十七  章 附則
 第 八 十 四 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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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利VS便民分清楚，稅務廉潔好幸福

  政策推行順遂有賴民眾誠實依法納稅，基於「依法行政」原則及「為民服務」措施， 

 是政府及各級長官當今重要政策及要求，與同仁執行公務「行政裁量」之行使亦有重要關 

 聯。 為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在日前辦理一場「圖利與便民 

 專案法 紀宣導」，藉由該宣導讓稅務人員明確清楚「便民」服務及「圖利」違法之辨別 

 ，進而本 於稅務專業，正確引(適)用法令規範，並落實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規定，以「同 

 理心」協助 納稅人，兼顧「合法、合理、合情」原則，落實愛心辦稅政策理念。 

  「便民」之前提必須是「依法行政」，公務員依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執行職務、為民 

 服務， 同時也擔負「廉潔」、「便民」與「效能」的期待與要求。維護廉潔稅務風紀有 

 賴機關與 民眾一起努力，納稅義務人切勿送禮或邀宴稅務人員，若有發現不法或不當情 

 事，請逕向 政風室專線(04-7273876)反映。

二、納保官為民眾搭起溝通的橋樑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已於106年12月28日施行，其中稅捐稽徵機 關之最大變革是指定 

 專人擔任納稅者權利保護官(以下簡稱納保官)，居於超然獨立地位， 提供納稅者妥適必

要  之協助。 

  該分局說明，納稅者如與稅捐稽徵機關發生稅捐爭議時，可申請由納保官進行溝通與 

 協調；納稅者認為稅捐稽徵機關有行政違失、違反正當調查程序等情形，致損害其權利時 

 ， 可向納保官申訴或陳情；或當納稅者依法尋求救濟時，亦可申請納保官提供行政救濟 

 相關 書狀例稿、法令及程序等協助與諮詢，對納稅者的權益將更有保障。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納保官係在納稅者及稅捐稽徵機關之間擔任溝通、協調與協助的 

 角色，有助益於化解徵納爭議，促進和諧共創雙贏。該分局目前設置1名具稅務專業之人 

 員擔任納保官，除查核過程中遇有爭議事項，該分局承辦人員應主動告知可請納保官進行 

 協助及溝通外，另納稅者如發現有稅捐爭議時，亦可向納保官申請協助。 

  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三、納保法保障民眾權益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前，課稅資科的調查，僅規定於稅捐稽徵法中；而納保法施行 

 後，除本法外，財政部另訂定「稅捐稽徵機關調查程序應行注意事項」加以規範，保障民 

 眾權益。

         該分局進一步指出，除調查時間及地點外，上述注意事項也同時規定調查人員應迴避 

 的情形；水調查進行前，除因通過將無法達成稽徵或調查目的，均應以書法通知被調查者 

 ；如有選任代理人或表示偕同輔佐人，於代理人或輔佐人到場前，被調查者得拒絕陳述或 

 接受調查等。且納保法施行後，各稅捐稽微機關均備妥錄影錄音設備，除有維持調查秘密 

 性之正常理由外，被調查者亦可要求就調查之過程進行錄影、錄音，對民眾權益之保障更 

 加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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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將繼承免稅之農業用地贈與子女，應追繳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6款規定，自遺 

 產總額中扣除之農業用地，繼承人於繼承之日起5年內，移轉予其他同為繼承之人並繼續 

 經營農業生產，因該農業用地仍屬同一被繼承人之繼承人所有且繼續經營農業生產，可免 

 依該條但書規定追繳遺產稅，惟仍應自繼承日起列管5年，惟繼承人如將繼承之免稅農地 

 贈與自己之子女，因子女對該被繼承人並無繼承權，不適用前揭免稅規定，縱使該土地繼 

 續作農業使用，仍應追繳遺產稅。

五、被繼承人替他人投保，該保險之保單價值，仍應列入遺產總額申報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生前為要保人，以他人為被保險人及受益 

 人之保險，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該保險之保單價值屬具有財產價值的權利，尚不符合保險 

 法第112條所指「保險金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益人者，其金額不 

 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該保險之保單價值仍屬被繼承人遺留之財產,應依法併入其 

 遺產總額。

六、營利事業應於2019年9月1日至9月30日間繳納並申報暫繳稅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公司組織且在中華民國有固定場所之營利事業，應 

 於2019年9月1日至9月30日間繳納並申報暫繳稅款。

  該分局解釋，依據所得稅法第67條，「暫繳稅額」係指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 

 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然而，公司會計帳冊簿據完備，使用第77條所稱藍色申報書 

 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辦理暫繳中報者，得以當年度前6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依 

 所得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按當年度稅率,計 

 算其暫繳稅額。

  除此之外，公司未以投資抵減稅額、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前項暫繳稅額 

 者，於自行向庫繳納暫繳稅款後，得免辦理暫繳申報。

  該分局強調，納稅人如有品片金融卡及讀卡機，即能夠透過稅務網站，網址：

 https：//paytax.nat.gov.tw_線上繳稅，或列印繳款書透過電子系統繳納，和使用現金 

 或支票於當地銀行繳納，如未超過20,000元，甚至可利用便利商店繳納。

七、雲端發票專屬獎加碼增開500元獎項40萬組，還有百萬獎金等你拿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民眾只要透過各種載具，例如手機條碼、悠遊卡、一卡通 

 、icash等電子票證；或是信用卡、會員卡(全聯、家樂福、MOMO購物 等)，選擇不列印 

 出發票，將發票儲存在雲端，每一期統一發票開獎後，除了一般獎項外，還享有額外雲端 

 發票專屬中獎機會。

  目前雲端發票專屬特別獎每期有15組一百萬元及15,000組兩千元獎項，政府為了鼓 

 勵民眾消費時多將發票儲存於載具內，自108年9至10月期開始(開獎日期為108年11月 

 25日)，增開40萬組500元獎項，獎金高達2億4千5百萬元。

  另外，財政部也推出「統一發票兌獎APP」，民眾只要循APP操作註冊完後，即可 

 得到專屬於自己的手機條碼，消費購物結帳時打開APP，把手條碼給店員掃描後，發票 

 即會自動儲存至雲端，保留完整的消費紀錄；同時每期統一發票開獎後，APP也會自動 

 對獎,顯示出中獎發票號碼,進一步直接使用APP在家快速領獎，統一發票兌獎APP幫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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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１9 期
◎（108年7月～8月）

2
1. 本會「第十五屆第八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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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會辦理第５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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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３０ 

 人參加。

3. 彰化縣榮民服務處委託本會辦理「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７日至１３ 

 日﹝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 

 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３場就業研習課程「文創物品設計技巧研 

 習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８、１５、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徐玉里、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４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傘業縫紉製作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９、１０、１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金興社區工作坊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張明玉、張志達、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７場「請假及各項假別規劃與爭議預 

 防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５場就業研習課程「彩繪創作應用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７、１８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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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洲、陳 

 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計有４９人參加。

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１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祐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舉行，本班聘請林明松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0.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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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６０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８場「成本控制的各種手法與強化 

 改善執行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戴冠程老師擔任，計有２２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６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烘焙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５、２２、２９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中鎮農會舉行，本班 

 聘請陳慶龍、蔡文晃、盧美玲、張志達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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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場「急救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２３、３０日﹝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姚亭羽、蘇誌培、錢美容、陳欣婷、王芷柔、 

 蔣麗雅６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６場「國際市場開發及推廣行銷爭取訂單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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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班聘請賴如川老師擔任，有５１人參加。

15. 本會辦理第２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 

 、２４日﹝二天、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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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16. 本會辦理「國際總經展望暨股匯市原物料走勢分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 

 時至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炎輝老師擔任，有１３人參加。

1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協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 

 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19. 本會辦理「射出成型加工技術原理與塑膠材料選擇」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３７人參加 

 。

2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有典精機社舉行，本班聘請伍耀 

 璋老師擔任，有１２人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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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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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４８人參加。

2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田中鎮公所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８８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班組長級主管的管理技能與應用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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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 

 加。

24.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０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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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１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五時，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 

 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郭副主任明修、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謝專 

 員承鳳等蒞臨指導並致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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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個議案。

2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７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涯探索與規 

 劃」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舉行， 

 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園景企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２９人參加。

28. 本會辦理第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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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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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柯昭德、伍耀璋、桂美俊、廖振魁、張家成、蔡宗億、張宏棋、王仁杉、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29. 本會辦理第７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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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人 

 參加。

30. 本會辦理「客戶滿意經營與抱怨有限處理技巧」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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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3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１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大倡國際商務股份有限公司舉 

 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２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昌一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3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 

 怡擔任。

3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３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彰山環保服務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２０１９二代C E O團隊企業經營高價化SMT 

 錦囊薪傳營」培訓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 

 舉行，典禮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１２天、７２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１０日結訓。

3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４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和興企業廠舉行，本班聘請陳 

 金鐘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7. 本會辦理第８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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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

 ４９人參加。

38. 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８年度外籍勞工管理人員觀摩會計畫～第３場「外籍勞工管理人 

 員」觀摩會，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３１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人 

 口販運防制法與案例報告：聘請彰化縣警察局警務員陳錦鴻擔任。人事管理與溝通：聘請 

 新領域國際顧問有限公司首席顧問彭金山擔任。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一)：聘請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楊處長正國擔任。外勞管理近期重大政策：聘請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外勞查察人 

 員黃彩貞擔任。資遣通報與資遣態樣分析：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

 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二)：聘請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白總監美珠擔任。觀摩～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彰化縣﹞致贈曹董事長起熊感謝牌。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市﹞致贈 

 白總監美珠感謝牌。

 夜宿～翰品酒店新莊（新北市）

3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８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就、創業經驗 

 分享與縫紉實作體驗活動」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金興社 

 區工作坊舉行，本班聘請周淑秋、羅尹君、林乃瑜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0. 本會辦理第１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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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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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 

 擔任。

42. 本會辦理第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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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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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耀璋、桂美俊、丘蔚興、林志昌、陳新福、吳金福、林東民、劉文峰 

 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43. 本會辦理第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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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２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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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福、桂美俊、丘蔚興、廖振魁等５位老師擔任，房有３０人參加。

4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富麒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45. 本會辦理第一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９人。

46. 本會辦理第２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６、１３、２７日（三天、１ 

 ８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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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劉 

 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47.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資格審查會 

 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郭永斌、 

 陳慧珠、林杏回、盧玉娟、陳祕書長永興等５位出席，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經全體 

 委員評審決議核定輔導參展廠商：計有３０家(４０攤位)詳如下列～

 (1)淨空地(２４平方公尺)參展廠商：計１家

    伊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參展廠商(２個攤位)：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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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展廠商(１個攤位)：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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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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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本會辦理第二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３人。

49. 本會辦理第三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１人。

5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７場「如何利用網路行銷開發國外訂單及貿易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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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連啟佑老師擔任，計有６０人參加。

51. 本會辦理第四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１人。

52. 本會辦理第五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９人。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８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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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本會辦理第六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埤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７人。

5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７場就業研習課程「咖啡認識與調製飲 

 料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３、１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竹社區活 

 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連德偉、蔡文晃、陳郁翔、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

5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８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革與布結合製品 

 創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９、２０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溪湖鎮西 

 溪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57. 本會辦理「從勞動事件法出發談勞動檢查因應及勞資爭議風險管理及實務處理」講習，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 

 銘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58.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行前說明會 

 ，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有３０家廠商、３７人出席參 

 加。說明會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說明會內容：攤位抽籤、活動 

 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59. 大陸山東省「東營市企業聯合會經貿交流」訪問團，由聶理事建軍擔任團長一行５人，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一時蒞臨本會交流訪問，會後安排石井屋日本餐廳宴請與會出 

 席人員。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翔富電鍍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１７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８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２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排 

 ﹝夜天班、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6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９場「營利事業所得稅暨企業財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日中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４日開訓，聘請成昀達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４０人參加。

63. 本會辦理第６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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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人參加。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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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７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 

 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 

 時﹞上課，訂於９月２８日結訓。

6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９場就業研習課程「縫紉製品創意運用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０、２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業會 

 禮堂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蔡文晃、李依佩、林建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０場就業研習課程「E化製作及影片製 

 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１、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村鄉貢旗 

 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 

 人參加。

67. 本會辦理第１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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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本會辦理第３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２７日（二 

 天、１４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 

 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69.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暨輔導縣 

 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廠商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洪鈴美、龔昶元、鄭有良、盧玉娟、施能貴、陳祕書 

 長永興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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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參展人員 

 有４３人（２２家）招募看展人員有６人（４家）詳如下列：

　 一、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

       (1)EUROBIKE德國國際自行車展：計１家

          佳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AIMEXPO美國國際機車展：計１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Tool Japan日本國際五金工具展：計２家

          勝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4)EQUIP｀AUTO巴黎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5)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計９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立昌汽車材料工廠、翔熙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宜霖交通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集勝 

 端子股份有限公司、華佑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貿詮實業有限公司

       (6)Techno Classica Essen德國埃森古董車零件展：計１家

          世界油箱製造有限公司

       (7)Aquatech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國際水處理展：計１家

　　　    立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InternationalHardware Fair Cologne科隆五金展：計１家

          益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9)TAPA SHOW泰國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Spielwarenmesse紐倫堡國際玩具展：計１家

            台灣必美優國際流通股份有限公司

      (11)Automechanika Shanghai上海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堤迪希國際有限公司

      (12)Integrated Systems Europe(ISE)荷蘭國際視聽及集成系統展：計１家

            經緯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13)Kind＋Jugend德國科隆國際少兒用品展：計１家

　　　      耀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4)AFEX菲律賓國際食品加工暨食品包裝設備展：計１家

            味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

       (1)鴻昌機械廠：吳俊和業務、吳碧雅業務

       (2)錦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裕隆總經理

　　　 (3)三友璟工業有限公司：王武結業務

       (4)泰鈺國際有限公司：楊志祥董事長、黃柯傑總經理

70. 本會辦理「如何做好設備維護之風險與預防措施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任，有３５ 

 人參加。

71. 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下午 

 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張簡振銘老師擔任，有４６人 

 參加。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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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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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３日結訓。

73.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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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１日至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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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柯昭德、桂美俊、廖振魁、楊昇儒、張家成、劉文峰、王仁杉、 

 黃周斌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

7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

 １０８年８月２２、２３日﹝二天﹞辦理，有 4 1人參加。參觀：彪琥鞋業有限公司﹝高 

 雄市﹞致贈薛董事長永昌感謝牌；油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致贈張副理傳興感謝  

      牌；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縣﹞致贈鍾經理政義感謝牌。宿～福容大飯店（高

     雄市）

7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３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８月２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員林市立圖書館舉行，本班聘請王將叡老師擔 

 任，有 7 7 人參加。研習課程：常見勞資爭議資遣案例解析、事業單位資遣通報實例與 

 Q&A。

7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中鴻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 3 6 人參加。

7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９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場快樂人生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舉行，本班聘 

 請李依佩、翁乙馨等２位老師擔任，計有 4 0 人參加。

7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紅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4 2 人參加。

79. 本會辦理「會員知性之旅」聯誼活動，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４日辦理，計有 4 1人報名參加 

 ，遊覽：福安宮、恆春東門古城、龍鑾潭、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宿～美棧大街旅店(墾丁)

80.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行前說明 

 會，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由說明會由陳秘書長

     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有 22 家廠商、24 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行銷彰

     化Logo貼紙、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8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立銘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 1 6 人參加。

82.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８場「國貿契約與貿易條件運用解析」講習， 

 於１０８年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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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 

 素莉老師擔任，有 5 0 人參加。

83. 本會辦理第９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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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人參加。

8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０場就業促進活動「手機網路E指通」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大村鄉大橋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 

 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 4 0 人參加。

85. 本會辦理「LEAN－精實生產～工作改善概念與運用基本篇」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致賢老師擔任，有       

 4 7 人參加。

86. 本會辦理第８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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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人 

 參加。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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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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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簡文成、楊淑如等２位老師擔任，有 3 1 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１９日結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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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第十五屆第八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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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會辦理第５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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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３０ 

 人參加。

3. 彰化縣榮民服務處委託本會辦理「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７日至１３ 

 日﹝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 

 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３場就業研習課程「文創物品設計技巧研 

 習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８、１５、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徐玉里、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４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傘業縫紉製作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９、１０、１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金興社區工作坊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張明玉、張志達、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７場「請假及各項假別規劃與爭議預 

 防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５場就業研習課程「彩繪創作應用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７、１８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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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洲、陳 

 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計有４９人參加。

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１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祐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舉行，本班聘請林明松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0.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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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６０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８場「成本控制的各種手法與強化 

 改善執行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戴冠程老師擔任，計有２２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６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烘焙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５、２２、２９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中鎮農會舉行，本班 

 聘請陳慶龍、蔡文晃、盧美玲、張志達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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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場「急救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２３、３０日﹝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姚亭羽、蘇誌培、錢美容、陳欣婷、王芷柔、 

 蔣麗雅６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６場「國際市場開發及推廣行銷爭取訂單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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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班聘請賴如川老師擔任，有５１人參加。

15. 本會辦理第２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 

 、２４日﹝二天、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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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16. 本會辦理「國際總經展望暨股匯市原物料走勢分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 

 時至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炎輝老師擔任，有１３人參加。

1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協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 

 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19. 本會辦理「射出成型加工技術原理與塑膠材料選擇」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３７人參加 

 。

2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有典精機社舉行，本班聘請伍耀 

 璋老師擔任，有１２人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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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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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４８人參加。

2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田中鎮公所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８８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班組長級主管的管理技能與應用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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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 

 加。

24.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０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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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１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五時，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 

 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郭副主任明修、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謝專 

 員承鳳等蒞臨指導並致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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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個議案。

2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７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涯探索與規 

 劃」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舉行， 

 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園景企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２９人參加。

28. 本會辦理第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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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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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柯昭德、伍耀璋、桂美俊、廖振魁、張家成、蔡宗億、張宏棋、王仁杉、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29. 本會辦理第７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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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人 

 參加。

30. 本會辦理「客戶滿意經營與抱怨有限處理技巧」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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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3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１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大倡國際商務股份有限公司舉 

 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２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昌一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3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 

 怡擔任。

3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３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彰山環保服務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２０１９二代C E O團隊企業經營高價化SMT 

 錦囊薪傳營」培訓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 

 舉行，典禮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１２天、７２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１０日結訓。

3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４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和興企業廠舉行，本班聘請陳 

 金鐘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7. 本會辦理第８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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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

 ４９人參加。

38. 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８年度外籍勞工管理人員觀摩會計畫～第３場「外籍勞工管理人 

 員」觀摩會，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３１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人 

 口販運防制法與案例報告：聘請彰化縣警察局警務員陳錦鴻擔任。人事管理與溝通：聘請 

 新領域國際顧問有限公司首席顧問彭金山擔任。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一)：聘請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楊處長正國擔任。外勞管理近期重大政策：聘請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外勞查察人 

 員黃彩貞擔任。資遣通報與資遣態樣分析：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

 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二)：聘請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白總監美珠擔任。觀摩～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彰化縣﹞致贈曹董事長起熊感謝牌。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市﹞致贈 

 白總監美珠感謝牌。

 夜宿～翰品酒店新莊（新北市）

3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８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就、創業經驗 

 分享與縫紉實作體驗活動」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金興社 

 區工作坊舉行，本班聘請周淑秋、羅尹君、林乃瑜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0. 本會辦理第１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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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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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 

 擔任。

42. 本會辦理第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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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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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耀璋、桂美俊、丘蔚興、林志昌、陳新福、吳金福、林東民、劉文峰 

 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43. 本會辦理第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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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２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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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福、桂美俊、丘蔚興、廖振魁等５位老師擔任，房有３０人參加。

4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富麒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45. 本會辦理第一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９人。

46. 本會辦理第２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６、１３、２７日（三天、１ 

 ８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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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劉 

 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47.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資格審查會 

 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郭永斌、 

 陳慧珠、林杏回、盧玉娟、陳祕書長永興等５位出席，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經全體 

 委員評審決議核定輔導參展廠商：計有３０家(４０攤位)詳如下列～

 (1)淨空地(２４平方公尺)參展廠商：計１家

    伊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參展廠商(２個攤位)：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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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展廠商(１個攤位)：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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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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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本會辦理第二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３人。

49. 本會辦理第三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１人。

5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７場「如何利用網路行銷開發國外訂單及貿易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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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連啟佑老師擔任，計有６０人參加。

51. 本會辦理第四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１人。

52. 本會辦理第五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９人。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８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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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本會辦理第六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埤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７人。

5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７場就業研習課程「咖啡認識與調製飲 

 料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３、１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竹社區活 

 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連德偉、蔡文晃、陳郁翔、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

5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８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革與布結合製品 

 創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９、２０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溪湖鎮西 

 溪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57. 本會辦理「從勞動事件法出發談勞動檢查因應及勞資爭議風險管理及實務處理」講習，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 

 銘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58.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行前說明會 

 ，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有３０家廠商、３７人出席參 

 加。說明會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說明會內容：攤位抽籤、活動 

 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59. 大陸山東省「東營市企業聯合會經貿交流」訪問團，由聶理事建軍擔任團長一行５人，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一時蒞臨本會交流訪問，會後安排石井屋日本餐廳宴請與會出 

 席人員。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翔富電鍍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１７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８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２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排 

 ﹝夜天班、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6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９場「營利事業所得稅暨企業財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日中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４日開訓，聘請成昀達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４０人參加。

63. 本會辦理第６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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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人參加。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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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７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 

 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 

 時﹞上課，訂於９月２８日結訓。

6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９場就業研習課程「縫紉製品創意運用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０、２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業會 

 禮堂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蔡文晃、李依佩、林建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０場就業研習課程「E化製作及影片製 

 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１、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村鄉貢旗 

 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 

 人參加。

67. 本會辦理第１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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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本會辦理第３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２７日（二 

 天、１４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 

 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69.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暨輔導縣 

 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廠商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洪鈴美、龔昶元、鄭有良、盧玉娟、施能貴、陳祕書 

 長永興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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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參展人員 

 有４３人（２２家）招募看展人員有６人（４家）詳如下列：

　 一、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

       (1)EUROBIKE德國國際自行車展：計１家

          佳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AIMEXPO美國國際機車展：計１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Tool Japan日本國際五金工具展：計２家

          勝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4)EQUIP｀AUTO巴黎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5)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計９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立昌汽車材料工廠、翔熙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宜霖交通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集勝 

 端子股份有限公司、華佑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貿詮實業有限公司

       (6)Techno Classica Essen德國埃森古董車零件展：計１家

          世界油箱製造有限公司

       (7)Aquatech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國際水處理展：計１家

　　　    立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InternationalHardware Fair Cologne科隆五金展：計１家

          益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9)TAPA SHOW泰國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Spielwarenmesse紐倫堡國際玩具展：計１家

            台灣必美優國際流通股份有限公司

      (11)Automechanika Shanghai上海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堤迪希國際有限公司

      (12)Integrated Systems Europe(ISE)荷蘭國際視聽及集成系統展：計１家

            經緯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13)Kind＋Jugend德國科隆國際少兒用品展：計１家

　　　      耀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4)AFEX菲律賓國際食品加工暨食品包裝設備展：計１家

            味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

       (1)鴻昌機械廠：吳俊和業務、吳碧雅業務

       (2)錦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裕隆總經理

　　　 (3)三友璟工業有限公司：王武結業務

       (4)泰鈺國際有限公司：楊志祥董事長、黃柯傑總經理

70. 本會辦理「如何做好設備維護之風險與預防措施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任，有３５ 

 人參加。

71. 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下午 

 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張簡振銘老師擔任，有４６人 

 參加。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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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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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３日結訓。

73.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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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１日至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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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柯昭德、桂美俊、廖振魁、楊昇儒、張家成、劉文峰、王仁杉、 

 黃周斌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

7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

 １０８年８月２２、２３日﹝二天﹞辦理，有 4 1人參加。參觀：彪琥鞋業有限公司﹝高 

 雄市﹞致贈薛董事長永昌感謝牌；油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致贈張副理傳興感謝  

      牌；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縣﹞致贈鍾經理政義感謝牌。宿～福容大飯店（高

     雄市）

7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３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８月２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員林市立圖書館舉行，本班聘請王將叡老師擔 

 任，有 7 7 人參加。研習課程：常見勞資爭議資遣案例解析、事業單位資遣通報實例與 

 Q&A。

7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中鴻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 3 6 人參加。

7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９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場快樂人生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舉行，本班聘 

 請李依佩、翁乙馨等２位老師擔任，計有 4 0 人參加。

7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紅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4 2 人參加。

79. 本會辦理「會員知性之旅」聯誼活動，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４日辦理，計有 4 1人報名參加 

 ，遊覽：福安宮、恆春東門古城、龍鑾潭、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宿～美棧大街旅店(墾丁)

80.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行前說明 

 會，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由說明會由陳秘書長

     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有 22 家廠商、24 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行銷彰

     化Logo貼紙、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8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立銘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 1 6 人參加。

82.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８場「國貿契約與貿易條件運用解析」講習， 

 於１０８年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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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 

 素莉老師擔任，有 5 0 人參加。

83. 本會辦理第９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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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人參加。

8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０場就業促進活動「手機網路E指通」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大村鄉大橋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 

 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 4 0 人參加。

85. 本會辦理「LEAN－精實生產～工作改善概念與運用基本篇」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致賢老師擔任，有       

 4 7 人參加。

86. 本會辦理第８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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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人 

 參加。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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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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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簡文成、楊淑如等２位老師擔任，有 3 1 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１９日結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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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第十五屆第八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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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會辦理第５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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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３０ 

 人參加。

3. 彰化縣榮民服務處委託本會辦理「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７日至１３ 

 日﹝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 

 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３場就業研習課程「文創物品設計技巧研 

 習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８、１５、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徐玉里、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４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傘業縫紉製作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９、１０、１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金興社區工作坊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張明玉、張志達、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７場「請假及各項假別規劃與爭議預 

 防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５場就業研習課程「彩繪創作應用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７、１８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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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洲、陳 

 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計有４９人參加。

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１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祐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舉行，本班聘請林明松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0.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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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６０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８場「成本控制的各種手法與強化 

 改善執行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戴冠程老師擔任，計有２２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６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烘焙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５、２２、２９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中鎮農會舉行，本班 

 聘請陳慶龍、蔡文晃、盧美玲、張志達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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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場「急救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２３、３０日﹝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姚亭羽、蘇誌培、錢美容、陳欣婷、王芷柔、 

 蔣麗雅６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６場「國際市場開發及推廣行銷爭取訂單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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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班聘請賴如川老師擔任，有５１人參加。

15. 本會辦理第２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 

 、２４日﹝二天、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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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16. 本會辦理「國際總經展望暨股匯市原物料走勢分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 

 時至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炎輝老師擔任，有１３人參加。

1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協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 

 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19. 本會辦理「射出成型加工技術原理與塑膠材料選擇」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３７人參加 

 。

2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有典精機社舉行，本班聘請伍耀 

 璋老師擔任，有１２人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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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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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４８人參加。

2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田中鎮公所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８８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班組長級主管的管理技能與應用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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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 

 加。

24.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０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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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１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五時，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 

 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郭副主任明修、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謝專 

 員承鳳等蒞臨指導並致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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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個議案。

2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７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涯探索與規 

 劃」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舉行， 

 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園景企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２９人參加。

28. 本會辦理第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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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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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柯昭德、伍耀璋、桂美俊、廖振魁、張家成、蔡宗億、張宏棋、王仁杉、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29. 本會辦理第７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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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人 

 參加。

30. 本會辦理「客戶滿意經營與抱怨有限處理技巧」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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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3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１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大倡國際商務股份有限公司舉 

 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２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昌一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3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 

 怡擔任。

3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３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彰山環保服務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２０１９二代C E O團隊企業經營高價化SMT 

 錦囊薪傳營」培訓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 

 舉行，典禮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１２天、７２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１０日結訓。

3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４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和興企業廠舉行，本班聘請陳 

 金鐘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7. 本會辦理第８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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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

 ４９人參加。

38. 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８年度外籍勞工管理人員觀摩會計畫～第３場「外籍勞工管理人 

 員」觀摩會，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３１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人 

 口販運防制法與案例報告：聘請彰化縣警察局警務員陳錦鴻擔任。人事管理與溝通：聘請 

 新領域國際顧問有限公司首席顧問彭金山擔任。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一)：聘請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楊處長正國擔任。外勞管理近期重大政策：聘請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外勞查察人 

 員黃彩貞擔任。資遣通報與資遣態樣分析：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

 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二)：聘請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白總監美珠擔任。觀摩～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彰化縣﹞致贈曹董事長起熊感謝牌。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市﹞致贈 

 白總監美珠感謝牌。

 夜宿～翰品酒店新莊（新北市）

3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８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就、創業經驗 

 分享與縫紉實作體驗活動」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金興社 

 區工作坊舉行，本班聘請周淑秋、羅尹君、林乃瑜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0. 本會辦理第１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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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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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 

 擔任。

42. 本會辦理第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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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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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耀璋、桂美俊、丘蔚興、林志昌、陳新福、吳金福、林東民、劉文峰 

 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43. 本會辦理第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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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２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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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福、桂美俊、丘蔚興、廖振魁等５位老師擔任，房有３０人參加。

4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富麒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45. 本會辦理第一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９人。

46. 本會辦理第２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６、１３、２７日（三天、１ 

 ８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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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劉 

 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47.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資格審查會 

 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郭永斌、 

 陳慧珠、林杏回、盧玉娟、陳祕書長永興等５位出席，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經全體 

 委員評審決議核定輔導參展廠商：計有３０家(４０攤位)詳如下列～

 (1)淨空地(２４平方公尺)參展廠商：計１家

    伊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參展廠商(２個攤位)：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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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展廠商(１個攤位)：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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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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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本會辦理第二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３人。

49. 本會辦理第三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１人。

5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７場「如何利用網路行銷開發國外訂單及貿易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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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連啟佑老師擔任，計有６０人參加。

51. 本會辦理第四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１人。

52. 本會辦理第五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９人。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８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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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本會辦理第六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埤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７人。

5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７場就業研習課程「咖啡認識與調製飲 

 料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３、１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竹社區活 

 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連德偉、蔡文晃、陳郁翔、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

5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８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革與布結合製品 

 創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９、２０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溪湖鎮西 

 溪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57. 本會辦理「從勞動事件法出發談勞動檢查因應及勞資爭議風險管理及實務處理」講習，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 

 銘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58.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行前說明會 

 ，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有３０家廠商、３７人出席參 

 加。說明會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說明會內容：攤位抽籤、活動 

 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59. 大陸山東省「東營市企業聯合會經貿交流」訪問團，由聶理事建軍擔任團長一行５人，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一時蒞臨本會交流訪問，會後安排石井屋日本餐廳宴請與會出 

 席人員。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翔富電鍍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１７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８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２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排 

 ﹝夜天班、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6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９場「營利事業所得稅暨企業財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日中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４日開訓，聘請成昀達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４０人參加。

63. 本會辦理第６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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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人參加。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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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７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 

 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 

 時﹞上課，訂於９月２８日結訓。

6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９場就業研習課程「縫紉製品創意運用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０、２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業會 

 禮堂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蔡文晃、李依佩、林建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０場就業研習課程「E化製作及影片製 

 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１、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村鄉貢旗 

 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 

 人參加。

67. 本會辦理第１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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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本會辦理第３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２７日（二 

 天、１４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 

 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69.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暨輔導縣 

 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廠商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洪鈴美、龔昶元、鄭有良、盧玉娟、施能貴、陳祕書 

 長永興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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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參展人員 

 有４３人（２２家）招募看展人員有６人（４家）詳如下列：

　 一、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

       (1)EUROBIKE德國國際自行車展：計１家

          佳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AIMEXPO美國國際機車展：計１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Tool Japan日本國際五金工具展：計２家

          勝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4)EQUIP｀AUTO巴黎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5)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計９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立昌汽車材料工廠、翔熙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宜霖交通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集勝 

 端子股份有限公司、華佑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貿詮實業有限公司

       (6)Techno Classica Essen德國埃森古董車零件展：計１家

          世界油箱製造有限公司

       (7)Aquatech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國際水處理展：計１家

　　　    立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InternationalHardware Fair Cologne科隆五金展：計１家

          益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9)TAPA SHOW泰國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Spielwarenmesse紐倫堡國際玩具展：計１家

            台灣必美優國際流通股份有限公司

      (11)Automechanika Shanghai上海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堤迪希國際有限公司

      (12)Integrated Systems Europe(ISE)荷蘭國際視聽及集成系統展：計１家

            經緯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13)Kind＋Jugend德國科隆國際少兒用品展：計１家

　　　      耀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4)AFEX菲律賓國際食品加工暨食品包裝設備展：計１家

            味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

       (1)鴻昌機械廠：吳俊和業務、吳碧雅業務

       (2)錦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裕隆總經理

　　　 (3)三友璟工業有限公司：王武結業務

       (4)泰鈺國際有限公司：楊志祥董事長、黃柯傑總經理

70. 本會辦理「如何做好設備維護之風險與預防措施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任，有３５ 

 人參加。

71. 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下午 

 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張簡振銘老師擔任，有４６人 

 參加。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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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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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３日結訓。

73.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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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１日至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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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柯昭德、桂美俊、廖振魁、楊昇儒、張家成、劉文峰、王仁杉、 

 黃周斌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

7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

 １０８年８月２２、２３日﹝二天﹞辦理，有 4 1人參加。參觀：彪琥鞋業有限公司﹝高 

 雄市﹞致贈薛董事長永昌感謝牌；油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致贈張副理傳興感謝  

      牌；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縣﹞致贈鍾經理政義感謝牌。宿～福容大飯店（高

     雄市）

7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３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８月２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員林市立圖書館舉行，本班聘請王將叡老師擔 

 任，有 7 7 人參加。研習課程：常見勞資爭議資遣案例解析、事業單位資遣通報實例與 

 Q&A。

7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中鴻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 3 6 人參加。

7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９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場快樂人生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舉行，本班聘 

 請李依佩、翁乙馨等２位老師擔任，計有 4 0 人參加。

7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紅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4 2 人參加。

79. 本會辦理「會員知性之旅」聯誼活動，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４日辦理，計有 4 1人報名參加 

 ，遊覽：福安宮、恆春東門古城、龍鑾潭、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宿～美棧大街旅店(墾丁)

80.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行前說明 

 會，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由說明會由陳秘書長

     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有 22 家廠商、24 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行銷彰

     化Logo貼紙、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8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立銘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 1 6 人參加。

82.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８場「國貿契約與貿易條件運用解析」講習， 

 於１０８年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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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 

 素莉老師擔任，有 5 0 人參加。

83. 本會辦理第９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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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人參加。

8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０場就業促進活動「手機網路E指通」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大村鄉大橋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 

 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 4 0 人參加。

85. 本會辦理「LEAN－精實生產～工作改善概念與運用基本篇」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致賢老師擔任，有       

 4 7 人參加。

86. 本會辦理第８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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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人 

 參加。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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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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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簡文成、楊淑如等２位老師擔任，有 3 1 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１９日結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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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第十五屆第八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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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會辦理第５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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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３０ 

 人參加。

3. 彰化縣榮民服務處委託本會辦理「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７日至１３ 

 日﹝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 

 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３場就業研習課程「文創物品設計技巧研 

 習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８、１５、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徐玉里、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４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傘業縫紉製作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９、１０、１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金興社區工作坊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張明玉、張志達、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７場「請假及各項假別規劃與爭議預 

 防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５場就業研習課程「彩繪創作應用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７、１８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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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洲、陳 

 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計有４９人參加。

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１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祐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舉行，本班聘請林明松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0.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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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６０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８場「成本控制的各種手法與強化 

 改善執行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戴冠程老師擔任，計有２２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６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烘焙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５、２２、２９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中鎮農會舉行，本班 

 聘請陳慶龍、蔡文晃、盧美玲、張志達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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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場「急救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２３、３０日﹝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姚亭羽、蘇誌培、錢美容、陳欣婷、王芷柔、 

 蔣麗雅６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６場「國際市場開發及推廣行銷爭取訂單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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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班聘請賴如川老師擔任，有５１人參加。

15. 本會辦理第２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 

 、２４日﹝二天、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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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16. 本會辦理「國際總經展望暨股匯市原物料走勢分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 

 時至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炎輝老師擔任，有１３人參加。

1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協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 

 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19. 本會辦理「射出成型加工技術原理與塑膠材料選擇」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３７人參加 

 。

2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有典精機社舉行，本班聘請伍耀 

 璋老師擔任，有１２人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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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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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４８人參加。

2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田中鎮公所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８８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班組長級主管的管理技能與應用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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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 

 加。

24.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０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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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１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五時，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 

 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郭副主任明修、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謝專 

 員承鳳等蒞臨指導並致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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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個議案。

2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７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涯探索與規 

 劃」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舉行， 

 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園景企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２９人參加。

28. 本會辦理第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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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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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柯昭德、伍耀璋、桂美俊、廖振魁、張家成、蔡宗億、張宏棋、王仁杉、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29. 本會辦理第７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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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人 

 參加。

30. 本會辦理「客戶滿意經營與抱怨有限處理技巧」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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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3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１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大倡國際商務股份有限公司舉 

 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２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昌一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3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 

 怡擔任。

3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３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彰山環保服務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２０１９二代C E O團隊企業經營高價化SMT 

 錦囊薪傳營」培訓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 

 舉行，典禮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１２天、７２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１０日結訓。

3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４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和興企業廠舉行，本班聘請陳 

 金鐘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7. 本會辦理第８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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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

 ４９人參加。

38. 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８年度外籍勞工管理人員觀摩會計畫～第３場「外籍勞工管理人 

 員」觀摩會，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３１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人 

 口販運防制法與案例報告：聘請彰化縣警察局警務員陳錦鴻擔任。人事管理與溝通：聘請 

 新領域國際顧問有限公司首席顧問彭金山擔任。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一)：聘請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楊處長正國擔任。外勞管理近期重大政策：聘請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外勞查察人 

 員黃彩貞擔任。資遣通報與資遣態樣分析：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

 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二)：聘請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白總監美珠擔任。觀摩～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彰化縣﹞致贈曹董事長起熊感謝牌。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市﹞致贈 

 白總監美珠感謝牌。

 夜宿～翰品酒店新莊（新北市）

3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８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就、創業經驗 

 分享與縫紉實作體驗活動」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金興社 

 區工作坊舉行，本班聘請周淑秋、羅尹君、林乃瑜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0. 本會辦理第１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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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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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 

 擔任。

42. 本會辦理第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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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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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耀璋、桂美俊、丘蔚興、林志昌、陳新福、吳金福、林東民、劉文峰 

 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43. 本會辦理第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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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２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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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福、桂美俊、丘蔚興、廖振魁等５位老師擔任，房有３０人參加。

4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富麒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45. 本會辦理第一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９人。

46. 本會辦理第２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６、１３、２７日（三天、１ 

 ８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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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劉 

 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47.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資格審查會 

 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郭永斌、 

 陳慧珠、林杏回、盧玉娟、陳祕書長永興等５位出席，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經全體 

 委員評審決議核定輔導參展廠商：計有３０家(４０攤位)詳如下列～

 (1)淨空地(２４平方公尺)參展廠商：計１家

    伊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參展廠商(２個攤位)：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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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展廠商(１個攤位)：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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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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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本會辦理第二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３人。

49. 本會辦理第三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１人。

5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７場「如何利用網路行銷開發國外訂單及貿易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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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連啟佑老師擔任，計有６０人參加。

51. 本會辦理第四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１人。

52. 本會辦理第五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９人。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８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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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本會辦理第六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埤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７人。

5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７場就業研習課程「咖啡認識與調製飲 

 料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３、１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竹社區活 

 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連德偉、蔡文晃、陳郁翔、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

5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８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革與布結合製品 

 創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９、２０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溪湖鎮西 

 溪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57. 本會辦理「從勞動事件法出發談勞動檢查因應及勞資爭議風險管理及實務處理」講習，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 

 銘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58.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行前說明會 

 ，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有３０家廠商、３７人出席參 

 加。說明會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說明會內容：攤位抽籤、活動 

 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59. 大陸山東省「東營市企業聯合會經貿交流」訪問團，由聶理事建軍擔任團長一行５人，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一時蒞臨本會交流訪問，會後安排石井屋日本餐廳宴請與會出 

 席人員。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翔富電鍍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１７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８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２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排 

 ﹝夜天班、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6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９場「營利事業所得稅暨企業財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日中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４日開訓，聘請成昀達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４０人參加。

63. 本會辦理第６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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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人參加。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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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７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 

 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 

 時﹞上課，訂於９月２８日結訓。

6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９場就業研習課程「縫紉製品創意運用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０、２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業會 

 禮堂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蔡文晃、李依佩、林建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０場就業研習課程「E化製作及影片製 

 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１、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村鄉貢旗 

 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 

 人參加。

67. 本會辦理第１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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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本會辦理第３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２７日（二 

 天、１４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 

 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69.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暨輔導縣 

 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廠商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洪鈴美、龔昶元、鄭有良、盧玉娟、施能貴、陳祕書 

 長永興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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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參展人員 

 有４３人（２２家）招募看展人員有６人（４家）詳如下列：

　 一、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

       (1)EUROBIKE德國國際自行車展：計１家

          佳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AIMEXPO美國國際機車展：計１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Tool Japan日本國際五金工具展：計２家

          勝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4)EQUIP｀AUTO巴黎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5)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計９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立昌汽車材料工廠、翔熙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宜霖交通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集勝 

 端子股份有限公司、華佑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貿詮實業有限公司

       (6)Techno Classica Essen德國埃森古董車零件展：計１家

          世界油箱製造有限公司

       (7)Aquatech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國際水處理展：計１家

　　　    立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InternationalHardware Fair Cologne科隆五金展：計１家

          益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9)TAPA SHOW泰國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Spielwarenmesse紐倫堡國際玩具展：計１家

            台灣必美優國際流通股份有限公司

      (11)Automechanika Shanghai上海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堤迪希國際有限公司

      (12)Integrated Systems Europe(ISE)荷蘭國際視聽及集成系統展：計１家

            經緯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13)Kind＋Jugend德國科隆國際少兒用品展：計１家

　　　      耀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4)AFEX菲律賓國際食品加工暨食品包裝設備展：計１家

            味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

       (1)鴻昌機械廠：吳俊和業務、吳碧雅業務

       (2)錦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裕隆總經理

　　　 (3)三友璟工業有限公司：王武結業務

       (4)泰鈺國際有限公司：楊志祥董事長、黃柯傑總經理

70. 本會辦理「如何做好設備維護之風險與預防措施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任，有３５ 

 人參加。

71. 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下午 

 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張簡振銘老師擔任，有４６人 

 參加。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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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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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３日結訓。

73.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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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１日至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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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柯昭德、桂美俊、廖振魁、楊昇儒、張家成、劉文峰、王仁杉、 

 黃周斌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

7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

 １０８年８月２２、２３日﹝二天﹞辦理，有 4 1人參加。參觀：彪琥鞋業有限公司﹝高 

 雄市﹞致贈薛董事長永昌感謝牌；油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致贈張副理傳興感謝  

      牌；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縣﹞致贈鍾經理政義感謝牌。宿～福容大飯店（高

     雄市）

7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３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８月２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員林市立圖書館舉行，本班聘請王將叡老師擔 

 任，有 7 7 人參加。研習課程：常見勞資爭議資遣案例解析、事業單位資遣通報實例與 

 Q&A。

7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中鴻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 3 6 人參加。

7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９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場快樂人生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舉行，本班聘 

 請李依佩、翁乙馨等２位老師擔任，計有 4 0 人參加。

7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紅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4 2 人參加。

79. 本會辦理「會員知性之旅」聯誼活動，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４日辦理，計有 4 1人報名參加 

 ，遊覽：福安宮、恆春東門古城、龍鑾潭、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宿～美棧大街旅店(墾丁)

80.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行前說明 

 會，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由說明會由陳秘書長

     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有 22 家廠商、24 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行銷彰

     化Logo貼紙、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8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立銘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 1 6 人參加。

82.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８場「國貿契約與貿易條件運用解析」講習， 

 於１０８年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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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 

 素莉老師擔任，有 5 0 人參加。

83. 本會辦理第９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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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人參加。

8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０場就業促進活動「手機網路E指通」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大村鄉大橋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 

 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 4 0 人參加。

85. 本會辦理「LEAN－精實生產～工作改善概念與運用基本篇」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致賢老師擔任，有       

 4 7 人參加。

86. 本會辦理第８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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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人 

 參加。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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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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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簡文成、楊淑如等２位老師擔任，有 3 1 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１９日結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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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第十五屆第八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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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會辦理第５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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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３０ 

 人參加。

3. 彰化縣榮民服務處委託本會辦理「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７日至１３ 

 日﹝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 

 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３場就業研習課程「文創物品設計技巧研 

 習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８、１５、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徐玉里、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４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傘業縫紉製作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９、１０、１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金興社區工作坊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張明玉、張志達、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７場「請假及各項假別規劃與爭議預 

 防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５場就業研習課程「彩繪創作應用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７、１８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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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洲、陳 

 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計有４９人參加。

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１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祐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舉行，本班聘請林明松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0.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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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６０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８場「成本控制的各種手法與強化 

 改善執行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戴冠程老師擔任，計有２２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６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烘焙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５、２２、２９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中鎮農會舉行，本班 

 聘請陳慶龍、蔡文晃、盧美玲、張志達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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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場「急救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２３、３０日﹝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姚亭羽、蘇誌培、錢美容、陳欣婷、王芷柔、 

 蔣麗雅６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６場「國際市場開發及推廣行銷爭取訂單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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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班聘請賴如川老師擔任，有５１人參加。

15. 本會辦理第２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 

 、２４日﹝二天、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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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16. 本會辦理「國際總經展望暨股匯市原物料走勢分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 

 時至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炎輝老師擔任，有１３人參加。

1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協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 

 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19. 本會辦理「射出成型加工技術原理與塑膠材料選擇」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３７人參加 

 。

2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有典精機社舉行，本班聘請伍耀 

 璋老師擔任，有１２人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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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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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４８人參加。

2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田中鎮公所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８８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班組長級主管的管理技能與應用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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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 

 加。

24.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０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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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１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五時，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 

 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郭副主任明修、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謝專 

 員承鳳等蒞臨指導並致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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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個議案。

2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７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涯探索與規 

 劃」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舉行， 

 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園景企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２９人參加。

28. 本會辦理第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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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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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柯昭德、伍耀璋、桂美俊、廖振魁、張家成、蔡宗億、張宏棋、王仁杉、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29. 本會辦理第７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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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人 

 參加。

30. 本會辦理「客戶滿意經營與抱怨有限處理技巧」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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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3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１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大倡國際商務股份有限公司舉 

 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２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昌一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3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 

 怡擔任。

3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３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彰山環保服務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２０１９二代C E O團隊企業經營高價化SMT 

 錦囊薪傳營」培訓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 

 舉行，典禮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１２天、７２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１０日結訓。

3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４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和興企業廠舉行，本班聘請陳 

 金鐘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7. 本會辦理第８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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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

 ４９人參加。

38. 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８年度外籍勞工管理人員觀摩會計畫～第３場「外籍勞工管理人 

 員」觀摩會，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３１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人 

 口販運防制法與案例報告：聘請彰化縣警察局警務員陳錦鴻擔任。人事管理與溝通：聘請 

 新領域國際顧問有限公司首席顧問彭金山擔任。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一)：聘請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楊處長正國擔任。外勞管理近期重大政策：聘請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外勞查察人 

 員黃彩貞擔任。資遣通報與資遣態樣分析：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

 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二)：聘請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白總監美珠擔任。觀摩～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彰化縣﹞致贈曹董事長起熊感謝牌。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市﹞致贈 

 白總監美珠感謝牌。

 夜宿～翰品酒店新莊（新北市）

3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８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就、創業經驗 

 分享與縫紉實作體驗活動」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金興社 

 區工作坊舉行，本班聘請周淑秋、羅尹君、林乃瑜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0. 本會辦理第１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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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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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 

 擔任。

42. 本會辦理第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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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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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耀璋、桂美俊、丘蔚興、林志昌、陳新福、吳金福、林東民、劉文峰 

 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43. 本會辦理第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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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２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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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福、桂美俊、丘蔚興、廖振魁等５位老師擔任，房有３０人參加。

4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富麒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45. 本會辦理第一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９人。

46. 本會辦理第２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６、１３、２７日（三天、１ 

 ８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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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劉 

 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47.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資格審查會 

 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郭永斌、 

 陳慧珠、林杏回、盧玉娟、陳祕書長永興等５位出席，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經全體 

 委員評審決議核定輔導參展廠商：計有３０家(４０攤位)詳如下列～

 (1)淨空地(２４平方公尺)參展廠商：計１家

    伊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參展廠商(２個攤位)：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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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展廠商(１個攤位)：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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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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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本會辦理第二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３人。

49. 本會辦理第三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１人。

5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７場「如何利用網路行銷開發國外訂單及貿易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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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連啟佑老師擔任，計有６０人參加。

51. 本會辦理第四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１人。

52. 本會辦理第五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９人。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８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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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本會辦理第六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埤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７人。

5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７場就業研習課程「咖啡認識與調製飲 

 料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３、１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竹社區活 

 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連德偉、蔡文晃、陳郁翔、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

5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８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革與布結合製品 

 創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９、２０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溪湖鎮西 

 溪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57. 本會辦理「從勞動事件法出發談勞動檢查因應及勞資爭議風險管理及實務處理」講習，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 

 銘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58.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行前說明會 

 ，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有３０家廠商、３７人出席參 

 加。說明會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說明會內容：攤位抽籤、活動 

 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59. 大陸山東省「東營市企業聯合會經貿交流」訪問團，由聶理事建軍擔任團長一行５人，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一時蒞臨本會交流訪問，會後安排石井屋日本餐廳宴請與會出 

 席人員。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翔富電鍍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１７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８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２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排 

 ﹝夜天班、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6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９場「營利事業所得稅暨企業財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日中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４日開訓，聘請成昀達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４０人參加。

63. 本會辦理第６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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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人參加。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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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７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 

 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 

 時﹞上課，訂於９月２８日結訓。

6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９場就業研習課程「縫紉製品創意運用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０、２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業會 

 禮堂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蔡文晃、李依佩、林建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０場就業研習課程「E化製作及影片製 

 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１、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村鄉貢旗 

 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 

 人參加。

67. 本會辦理第１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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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本會辦理第３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２７日（二 

 天、１４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 

 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69.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暨輔導縣 

 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廠商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洪鈴美、龔昶元、鄭有良、盧玉娟、施能貴、陳祕書 

 長永興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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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參展人員 

 有４３人（２２家）招募看展人員有６人（４家）詳如下列：

　 一、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

       (1)EUROBIKE德國國際自行車展：計１家

          佳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AIMEXPO美國國際機車展：計１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Tool Japan日本國際五金工具展：計２家

          勝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4)EQUIP｀AUTO巴黎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5)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計９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立昌汽車材料工廠、翔熙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宜霖交通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集勝 

 端子股份有限公司、華佑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貿詮實業有限公司

       (6)Techno Classica Essen德國埃森古董車零件展：計１家

          世界油箱製造有限公司

       (7)Aquatech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國際水處理展：計１家

　　　    立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InternationalHardware Fair Cologne科隆五金展：計１家

          益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9)TAPA SHOW泰國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Spielwarenmesse紐倫堡國際玩具展：計１家

            台灣必美優國際流通股份有限公司

      (11)Automechanika Shanghai上海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堤迪希國際有限公司

      (12)Integrated Systems Europe(ISE)荷蘭國際視聽及集成系統展：計１家

            經緯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13)Kind＋Jugend德國科隆國際少兒用品展：計１家

　　　      耀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4)AFEX菲律賓國際食品加工暨食品包裝設備展：計１家

            味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

       (1)鴻昌機械廠：吳俊和業務、吳碧雅業務

       (2)錦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裕隆總經理

　　　 (3)三友璟工業有限公司：王武結業務

       (4)泰鈺國際有限公司：楊志祥董事長、黃柯傑總經理

70. 本會辦理「如何做好設備維護之風險與預防措施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任，有３５ 

 人參加。

71. 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下午 

 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張簡振銘老師擔任，有４６人 

 參加。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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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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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３日結訓。

73.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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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１日至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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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柯昭德、桂美俊、廖振魁、楊昇儒、張家成、劉文峰、王仁杉、 

 黃周斌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

7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

 １０８年８月２２、２３日﹝二天﹞辦理，有 4 1人參加。參觀：彪琥鞋業有限公司﹝高 

 雄市﹞致贈薛董事長永昌感謝牌；油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致贈張副理傳興感謝  

      牌；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縣﹞致贈鍾經理政義感謝牌。宿～福容大飯店（高

     雄市）

7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３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８月２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員林市立圖書館舉行，本班聘請王將叡老師擔 

 任，有 7 7 人參加。研習課程：常見勞資爭議資遣案例解析、事業單位資遣通報實例與 

 Q&A。

7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中鴻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 3 6 人參加。

7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９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場快樂人生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舉行，本班聘 

 請李依佩、翁乙馨等２位老師擔任，計有 4 0 人參加。

7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紅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4 2 人參加。

79. 本會辦理「會員知性之旅」聯誼活動，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４日辦理，計有 4 1人報名參加 

 ，遊覽：福安宮、恆春東門古城、龍鑾潭、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宿～美棧大街旅店(墾丁)

80.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行前說明 

 會，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由說明會由陳秘書長

     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有 22 家廠商、24 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行銷彰

     化Logo貼紙、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8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立銘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 1 6 人參加。

82.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８場「國貿契約與貿易條件運用解析」講習， 

 於１０８年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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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 

 素莉老師擔任，有 5 0 人參加。

83. 本會辦理第９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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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人參加。

8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０場就業促進活動「手機網路E指通」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大村鄉大橋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 

 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 4 0 人參加。

85. 本會辦理「LEAN－精實生產～工作改善概念與運用基本篇」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致賢老師擔任，有       

 4 7 人參加。

86. 本會辦理第８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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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人 

 參加。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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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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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簡文成、楊淑如等２位老師擔任，有 3 1 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１９日結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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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第十五屆第八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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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會辦理第５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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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３０ 

 人參加。

3. 彰化縣榮民服務處委託本會辦理「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７日至１３ 

 日﹝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 

 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３場就業研習課程「文創物品設計技巧研 

 習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８、１５、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徐玉里、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４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傘業縫紉製作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９、１０、１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金興社區工作坊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張明玉、張志達、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７場「請假及各項假別規劃與爭議預 

 防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５場就業研習課程「彩繪創作應用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７、１８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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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洲、陳 

 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計有４９人參加。

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１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祐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舉行，本班聘請林明松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0.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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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６０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８場「成本控制的各種手法與強化 

 改善執行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戴冠程老師擔任，計有２２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６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烘焙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５、２２、２９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中鎮農會舉行，本班 

 聘請陳慶龍、蔡文晃、盧美玲、張志達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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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場「急救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２３、３０日﹝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姚亭羽、蘇誌培、錢美容、陳欣婷、王芷柔、 

 蔣麗雅６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６場「國際市場開發及推廣行銷爭取訂單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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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班聘請賴如川老師擔任，有５１人參加。

15. 本會辦理第２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 

 、２４日﹝二天、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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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16. 本會辦理「國際總經展望暨股匯市原物料走勢分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 

 時至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炎輝老師擔任，有１３人參加。

1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協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 

 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19. 本會辦理「射出成型加工技術原理與塑膠材料選擇」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３７人參加 

 。

2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有典精機社舉行，本班聘請伍耀 

 璋老師擔任，有１２人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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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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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４８人參加。

2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田中鎮公所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８８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班組長級主管的管理技能與應用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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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 

 加。

24.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０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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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１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五時，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 

 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郭副主任明修、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謝專 

 員承鳳等蒞臨指導並致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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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個議案。

2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７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涯探索與規 

 劃」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舉行， 

 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園景企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２９人參加。

28. 本會辦理第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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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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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柯昭德、伍耀璋、桂美俊、廖振魁、張家成、蔡宗億、張宏棋、王仁杉、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29. 本會辦理第７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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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人 

 參加。

30. 本會辦理「客戶滿意經營與抱怨有限處理技巧」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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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3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１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大倡國際商務股份有限公司舉 

 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２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昌一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3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 

 怡擔任。

3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３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彰山環保服務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２０１９二代C E O團隊企業經營高價化SMT 

 錦囊薪傳營」培訓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 

 舉行，典禮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１２天、７２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１０日結訓。

3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４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和興企業廠舉行，本班聘請陳 

 金鐘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7. 本會辦理第８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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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

 ４９人參加。

38. 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８年度外籍勞工管理人員觀摩會計畫～第３場「外籍勞工管理人 

 員」觀摩會，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３１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人 

 口販運防制法與案例報告：聘請彰化縣警察局警務員陳錦鴻擔任。人事管理與溝通：聘請 

 新領域國際顧問有限公司首席顧問彭金山擔任。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一)：聘請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楊處長正國擔任。外勞管理近期重大政策：聘請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外勞查察人 

 員黃彩貞擔任。資遣通報與資遣態樣分析：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

 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二)：聘請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白總監美珠擔任。觀摩～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彰化縣﹞致贈曹董事長起熊感謝牌。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市﹞致贈 

 白總監美珠感謝牌。

 夜宿～翰品酒店新莊（新北市）

3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８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就、創業經驗 

 分享與縫紉實作體驗活動」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金興社 

 區工作坊舉行，本班聘請周淑秋、羅尹君、林乃瑜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0. 本會辦理第１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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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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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 

 擔任。

42. 本會辦理第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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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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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耀璋、桂美俊、丘蔚興、林志昌、陳新福、吳金福、林東民、劉文峰 

 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43. 本會辦理第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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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２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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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福、桂美俊、丘蔚興、廖振魁等５位老師擔任，房有３０人參加。

4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富麒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45. 本會辦理第一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９人。

46. 本會辦理第２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６、１３、２７日（三天、１ 

 ８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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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劉 

 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47.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資格審查會 

 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郭永斌、 

 陳慧珠、林杏回、盧玉娟、陳祕書長永興等５位出席，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經全體 

 委員評審決議核定輔導參展廠商：計有３０家(４０攤位)詳如下列～

 (1)淨空地(２４平方公尺)參展廠商：計１家

    伊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參展廠商(２個攤位)：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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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展廠商(１個攤位)：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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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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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本會辦理第二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３人。

49. 本會辦理第三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１人。

5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７場「如何利用網路行銷開發國外訂單及貿易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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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連啟佑老師擔任，計有６０人參加。

51. 本會辦理第四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１人。

52. 本會辦理第五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９人。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８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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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本會辦理第六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埤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７人。

5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７場就業研習課程「咖啡認識與調製飲 

 料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３、１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竹社區活 

 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連德偉、蔡文晃、陳郁翔、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

5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８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革與布結合製品 

 創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９、２０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溪湖鎮西 

 溪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57. 本會辦理「從勞動事件法出發談勞動檢查因應及勞資爭議風險管理及實務處理」講習，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 

 銘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58.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行前說明會 

 ，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有３０家廠商、３７人出席參 

 加。說明會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說明會內容：攤位抽籤、活動 

 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59. 大陸山東省「東營市企業聯合會經貿交流」訪問團，由聶理事建軍擔任團長一行５人，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一時蒞臨本會交流訪問，會後安排石井屋日本餐廳宴請與會出 

 席人員。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翔富電鍍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１７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８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２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排 

 ﹝夜天班、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6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９場「營利事業所得稅暨企業財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日中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４日開訓，聘請成昀達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４０人參加。

63. 本會辦理第６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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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人參加。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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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７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 

 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 

 時﹞上課，訂於９月２８日結訓。

6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９場就業研習課程「縫紉製品創意運用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０、２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業會 

 禮堂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蔡文晃、李依佩、林建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０場就業研習課程「E化製作及影片製 

 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１、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村鄉貢旗 

 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 

 人參加。

67. 本會辦理第１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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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本會辦理第３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２７日（二 

 天、１４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 

 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69.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暨輔導縣 

 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廠商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洪鈴美、龔昶元、鄭有良、盧玉娟、施能貴、陳祕書 

 長永興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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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參展人員 

 有４３人（２２家）招募看展人員有６人（４家）詳如下列：

　 一、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

       (1)EUROBIKE德國國際自行車展：計１家

          佳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AIMEXPO美國國際機車展：計１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Tool Japan日本國際五金工具展：計２家

          勝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4)EQUIP｀AUTO巴黎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5)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計９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立昌汽車材料工廠、翔熙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宜霖交通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集勝 

 端子股份有限公司、華佑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貿詮實業有限公司

       (6)Techno Classica Essen德國埃森古董車零件展：計１家

          世界油箱製造有限公司

       (7)Aquatech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國際水處理展：計１家

　　　    立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InternationalHardware Fair Cologne科隆五金展：計１家

          益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9)TAPA SHOW泰國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Spielwarenmesse紐倫堡國際玩具展：計１家

            台灣必美優國際流通股份有限公司

      (11)Automechanika Shanghai上海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堤迪希國際有限公司

      (12)Integrated Systems Europe(ISE)荷蘭國際視聽及集成系統展：計１家

            經緯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13)Kind＋Jugend德國科隆國際少兒用品展：計１家

　　　      耀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4)AFEX菲律賓國際食品加工暨食品包裝設備展：計１家

            味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

       (1)鴻昌機械廠：吳俊和業務、吳碧雅業務

       (2)錦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裕隆總經理

　　　 (3)三友璟工業有限公司：王武結業務

       (4)泰鈺國際有限公司：楊志祥董事長、黃柯傑總經理

70. 本會辦理「如何做好設備維護之風險與預防措施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任，有３５ 

 人參加。

71. 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下午 

 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張簡振銘老師擔任，有４６人 

 參加。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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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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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３日結訓。

73.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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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１日至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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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柯昭德、桂美俊、廖振魁、楊昇儒、張家成、劉文峰、王仁杉、 

 黃周斌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

7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

 １０８年８月２２、２３日﹝二天﹞辦理，有 4 1人參加。參觀：彪琥鞋業有限公司﹝高 

 雄市﹞致贈薛董事長永昌感謝牌；油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致贈張副理傳興感謝  

      牌；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縣﹞致贈鍾經理政義感謝牌。宿～福容大飯店（高

     雄市）

7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３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８月２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員林市立圖書館舉行，本班聘請王將叡老師擔 

 任，有 7 7 人參加。研習課程：常見勞資爭議資遣案例解析、事業單位資遣通報實例與 

 Q&A。

7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中鴻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 3 6 人參加。

7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９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場快樂人生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舉行，本班聘 

 請李依佩、翁乙馨等２位老師擔任，計有 4 0 人參加。

7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紅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4 2 人參加。

79. 本會辦理「會員知性之旅」聯誼活動，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４日辦理，計有 4 1人報名參加 

 ，遊覽：福安宮、恆春東門古城、龍鑾潭、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宿～美棧大街旅店(墾丁)

80.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行前說明 

 會，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由說明會由陳秘書長

     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有 22 家廠商、24 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行銷彰

     化Logo貼紙、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8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立銘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 1 6 人參加。

82.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８場「國貿契約與貿易條件運用解析」講習， 

 於１０８年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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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 

 素莉老師擔任，有 5 0 人參加。

83. 本會辦理第９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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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人參加。

8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０場就業促進活動「手機網路E指通」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大村鄉大橋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 

 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 4 0 人參加。

85. 本會辦理「LEAN－精實生產～工作改善概念與運用基本篇」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致賢老師擔任，有       

 4 7 人參加。

86. 本會辦理第８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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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人 

 參加。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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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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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簡文成、楊淑如等２位老師擔任，有 3 1 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１９日結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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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第十五屆第八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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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會辦理第５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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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３０ 

 人參加。

3. 彰化縣榮民服務處委託本會辦理「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７日至１３ 

 日﹝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 

 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３場就業研習課程「文創物品設計技巧研 

 習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８、１５、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徐玉里、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４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傘業縫紉製作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９、１０、１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金興社區工作坊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張明玉、張志達、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７場「請假及各項假別規劃與爭議預 

 防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５場就業研習課程「彩繪創作應用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７、１８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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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洲、陳 

 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計有４９人參加。

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１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祐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舉行，本班聘請林明松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0.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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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６０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８場「成本控制的各種手法與強化 

 改善執行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戴冠程老師擔任，計有２２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６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烘焙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５、２２、２９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中鎮農會舉行，本班 

 聘請陳慶龍、蔡文晃、盧美玲、張志達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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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場「急救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２３、３０日﹝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姚亭羽、蘇誌培、錢美容、陳欣婷、王芷柔、 

 蔣麗雅６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６場「國際市場開發及推廣行銷爭取訂單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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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班聘請賴如川老師擔任，有５１人參加。

15. 本會辦理第２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 

 、２４日﹝二天、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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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16. 本會辦理「國際總經展望暨股匯市原物料走勢分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 

 時至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炎輝老師擔任，有１３人參加。

1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協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 

 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19. 本會辦理「射出成型加工技術原理與塑膠材料選擇」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３７人參加 

 。

2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有典精機社舉行，本班聘請伍耀 

 璋老師擔任，有１２人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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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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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４８人參加。

2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田中鎮公所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８８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班組長級主管的管理技能與應用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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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 

 加。

24.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０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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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１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五時，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 

 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郭副主任明修、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謝專 

 員承鳳等蒞臨指導並致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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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個議案。

2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７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涯探索與規 

 劃」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舉行， 

 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園景企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２９人參加。

28. 本會辦理第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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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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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柯昭德、伍耀璋、桂美俊、廖振魁、張家成、蔡宗億、張宏棋、王仁杉、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29. 本會辦理第７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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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人 

 參加。

30. 本會辦理「客戶滿意經營與抱怨有限處理技巧」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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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3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１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大倡國際商務股份有限公司舉 

 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２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昌一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3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 

 怡擔任。

3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３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彰山環保服務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２０１９二代C E O團隊企業經營高價化SMT 

 錦囊薪傳營」培訓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 

 舉行，典禮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１２天、７２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１０日結訓。

3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４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和興企業廠舉行，本班聘請陳 

 金鐘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7. 本會辦理第８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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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

 ４９人參加。

38. 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８年度外籍勞工管理人員觀摩會計畫～第３場「外籍勞工管理人 

 員」觀摩會，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３１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人 

 口販運防制法與案例報告：聘請彰化縣警察局警務員陳錦鴻擔任。人事管理與溝通：聘請 

 新領域國際顧問有限公司首席顧問彭金山擔任。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一)：聘請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楊處長正國擔任。外勞管理近期重大政策：聘請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外勞查察人 

 員黃彩貞擔任。資遣通報與資遣態樣分析：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

 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二)：聘請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白總監美珠擔任。觀摩～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彰化縣﹞致贈曹董事長起熊感謝牌。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市﹞致贈 

 白總監美珠感謝牌。

 夜宿～翰品酒店新莊（新北市）

3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８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就、創業經驗 

 分享與縫紉實作體驗活動」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金興社 

 區工作坊舉行，本班聘請周淑秋、羅尹君、林乃瑜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0. 本會辦理第１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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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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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 

 擔任。

42. 本會辦理第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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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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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耀璋、桂美俊、丘蔚興、林志昌、陳新福、吳金福、林東民、劉文峰 

 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43. 本會辦理第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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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２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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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福、桂美俊、丘蔚興、廖振魁等５位老師擔任，房有３０人參加。

4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富麒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45. 本會辦理第一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９人。

46. 本會辦理第２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６、１３、２７日（三天、１ 

 ８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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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劉 

 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47.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資格審查會 

 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郭永斌、 

 陳慧珠、林杏回、盧玉娟、陳祕書長永興等５位出席，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經全體 

 委員評審決議核定輔導參展廠商：計有３０家(４０攤位)詳如下列～

 (1)淨空地(２４平方公尺)參展廠商：計１家

    伊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參展廠商(２個攤位)：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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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展廠商(１個攤位)：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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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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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本會辦理第二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３人。

49. 本會辦理第三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１人。

5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７場「如何利用網路行銷開發國外訂單及貿易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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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連啟佑老師擔任，計有６０人參加。

51. 本會辦理第四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１人。

52. 本會辦理第五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９人。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８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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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本會辦理第六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埤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７人。

5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７場就業研習課程「咖啡認識與調製飲 

 料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３、１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竹社區活 

 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連德偉、蔡文晃、陳郁翔、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

5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８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革與布結合製品 

 創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９、２０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溪湖鎮西 

 溪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57. 本會辦理「從勞動事件法出發談勞動檢查因應及勞資爭議風險管理及實務處理」講習，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 

 銘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58.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行前說明會 

 ，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有３０家廠商、３７人出席參 

 加。說明會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說明會內容：攤位抽籤、活動 

 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59. 大陸山東省「東營市企業聯合會經貿交流」訪問團，由聶理事建軍擔任團長一行５人，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一時蒞臨本會交流訪問，會後安排石井屋日本餐廳宴請與會出 

 席人員。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翔富電鍍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１７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８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２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排 

 ﹝夜天班、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6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９場「營利事業所得稅暨企業財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日中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４日開訓，聘請成昀達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４０人參加。

63. 本會辦理第６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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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人參加。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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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７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 

 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 

 時﹞上課，訂於９月２８日結訓。

6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９場就業研習課程「縫紉製品創意運用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０、２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業會 

 禮堂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蔡文晃、李依佩、林建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０場就業研習課程「E化製作及影片製 

 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１、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村鄉貢旗 

 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 

 人參加。

67. 本會辦理第１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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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本會辦理第３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２７日（二 

 天、１４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 

 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69.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暨輔導縣 

 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廠商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洪鈴美、龔昶元、鄭有良、盧玉娟、施能貴、陳祕書 

 長永興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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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參展人員 

 有４３人（２２家）招募看展人員有６人（４家）詳如下列：

　 一、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

       (1)EUROBIKE德國國際自行車展：計１家

          佳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AIMEXPO美國國際機車展：計１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Tool Japan日本國際五金工具展：計２家

          勝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4)EQUIP｀AUTO巴黎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5)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計９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立昌汽車材料工廠、翔熙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宜霖交通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集勝 

 端子股份有限公司、華佑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貿詮實業有限公司

       (6)Techno Classica Essen德國埃森古董車零件展：計１家

          世界油箱製造有限公司

       (7)Aquatech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國際水處理展：計１家

　　　    立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InternationalHardware Fair Cologne科隆五金展：計１家

          益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9)TAPA SHOW泰國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Spielwarenmesse紐倫堡國際玩具展：計１家

            台灣必美優國際流通股份有限公司

      (11)Automechanika Shanghai上海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堤迪希國際有限公司

      (12)Integrated Systems Europe(ISE)荷蘭國際視聽及集成系統展：計１家

            經緯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13)Kind＋Jugend德國科隆國際少兒用品展：計１家

　　　      耀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4)AFEX菲律賓國際食品加工暨食品包裝設備展：計１家

            味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

       (1)鴻昌機械廠：吳俊和業務、吳碧雅業務

       (2)錦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裕隆總經理

　　　 (3)三友璟工業有限公司：王武結業務

       (4)泰鈺國際有限公司：楊志祥董事長、黃柯傑總經理

70. 本會辦理「如何做好設備維護之風險與預防措施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任，有３５ 

 人參加。

71. 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下午 

 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張簡振銘老師擔任，有４６人 

 參加。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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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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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３日結訓。

73.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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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１日至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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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柯昭德、桂美俊、廖振魁、楊昇儒、張家成、劉文峰、王仁杉、 

 黃周斌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

7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

 １０８年８月２２、２３日﹝二天﹞辦理，有 4 1人參加。參觀：彪琥鞋業有限公司﹝高 

 雄市﹞致贈薛董事長永昌感謝牌；油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致贈張副理傳興感謝  

      牌；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縣﹞致贈鍾經理政義感謝牌。宿～福容大飯店（高

     雄市）

7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３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８月２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員林市立圖書館舉行，本班聘請王將叡老師擔 

 任，有 7 7 人參加。研習課程：常見勞資爭議資遣案例解析、事業單位資遣通報實例與 

 Q&A。

7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中鴻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 3 6 人參加。

7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９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場快樂人生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舉行，本班聘 

 請李依佩、翁乙馨等２位老師擔任，計有 4 0 人參加。

7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紅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4 2 人參加。

79. 本會辦理「會員知性之旅」聯誼活動，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４日辦理，計有 4 1人報名參加 

 ，遊覽：福安宮、恆春東門古城、龍鑾潭、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宿～美棧大街旅店(墾丁)

80.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行前說明 

 會，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由說明會由陳秘書長

     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有 22 家廠商、24 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行銷彰

     化Logo貼紙、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8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立銘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 1 6 人參加。

82.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８場「國貿契約與貿易條件運用解析」講習， 

 於１０８年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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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 

 素莉老師擔任，有 5 0 人參加。

83. 本會辦理第９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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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人參加。

8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０場就業促進活動「手機網路E指通」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大村鄉大橋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 

 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 4 0 人參加。

85. 本會辦理「LEAN－精實生產～工作改善概念與運用基本篇」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致賢老師擔任，有       

 4 7 人參加。

86. 本會辦理第８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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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人 

 參加。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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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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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簡文成、楊淑如等２位老師擔任，有 3 1 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１９日結訓。



客戶至上

品質第一

Great-Orange Advertising Co., Ltd

彰化市雲長路117號  TEL：04-7112367 FAX：04-7634189

1. 本會「第十五屆第八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有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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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會辦理第５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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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３０ 

 人參加。

3. 彰化縣榮民服務處委託本會辦理「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７日至１３ 

 日﹝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 

 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３場就業研習課程「文創物品設計技巧研 

 習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８、１５、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徐玉里、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４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傘業縫紉製作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９、１０、１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金興社區工作坊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張明玉、張志達、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７場「請假及各項假別規劃與爭議預 

 防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５場就業研習課程「彩繪創作應用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７、１８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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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洲、陳 

 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計有４９人參加。

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１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祐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舉行，本班聘請林明松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0. 本會辦理第１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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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６０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８場「成本控制的各種手法與強化 

 改善執行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戴冠程老師擔任，計有２２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６場就業研習課程「創意烘焙研習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５、２２、２９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中鎮農會舉行，本班 

 聘請陳慶龍、蔡文晃、盧美玲、張志達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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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場「急救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２３、３０日﹝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姚亭羽、蘇誌培、錢美容、陳欣婷、王芷柔、 

 蔣麗雅６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６場「國際市場開發及推廣行銷爭取訂單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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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班聘請賴如川老師擔任，有５１人參加。

15. 本會辦理第２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 

 、２４日﹝二天、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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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16. 本會辦理「國際總經展望暨股匯市原物料走勢分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 

 時至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炎輝老師擔任，有１３人參加。

1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協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７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 

 班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19. 本會辦理「射出成型加工技術原理與塑膠材料選擇」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３７人參加 

 。

2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８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有典精機社舉行，本班聘請伍耀 

 璋老師擔任，有１２人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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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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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４８人參加。

2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田中鎮公所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８８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班組長級主管的管理技能與應用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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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 

 加。

24.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０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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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１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下午五時，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計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 

 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郭副主任明修、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謝專 

 員承鳳等蒞臨指導並致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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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個議案。

2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７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涯探索與規 

 劃」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和美新庄社區活動中心舉行， 

 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園景企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２９人參加。

28. 本會辦理第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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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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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柯昭德、伍耀璋、桂美俊、廖振魁、張家成、蔡宗億、張宏棋、王仁杉、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29. 本會辦理第７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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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人 

 參加。

30. 本會辦理「客戶滿意經營與抱怨有限處理技巧」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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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3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１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大倡國際商務股份有限公司舉 

 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２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５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昌一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3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 

 怡擔任。

3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３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彰山環保服務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２０１９二代C E O團隊企業經營高價化SMT 

 錦囊薪傳營」培訓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 

 舉行，典禮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１２天、７２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１０日結訓。

3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４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和興企業廠舉行，本班聘請陳 

 金鐘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7. 本會辦理第８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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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

 ４９人參加。

38. 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８年度外籍勞工管理人員觀摩會計畫～第３場「外籍勞工管理人 

 員」觀摩會，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３１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人 

 口販運防制法與案例報告：聘請彰化縣警察局警務員陳錦鴻擔任。人事管理與溝通：聘請 

 新領域國際顧問有限公司首席顧問彭金山擔任。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一)：聘請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楊處長正國擔任。外勞管理近期重大政策：聘請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外勞查察人 

 員黃彩貞擔任。資遣通報與資遣態樣分析：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

 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二)：聘請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白總監美珠擔任。觀摩～潔康企 

 業有限公司﹝彰化縣﹞致贈曹董事長起熊感謝牌。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市﹞致贈 

 白總監美珠感謝牌。

 夜宿～翰品酒店新莊（新北市）

3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８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就、創業經驗 

 分享與縫紉實作體驗活動」講習，於１０８年７月３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金興社 

 區工作坊舉行，本班聘請周淑秋、羅尹君、林乃瑜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0. 本會辦理第１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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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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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盈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 

 擔任。

42. 本會辦理第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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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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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耀璋、桂美俊、丘蔚興、林志昌、陳新福、吳金福、林東民、劉文峰 

 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43. 本會辦理第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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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２日至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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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福、桂美俊、丘蔚興、廖振魁等５位老師擔任，房有３０人參加。

4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富麒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45. 本會辦理第一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９人。

46. 本會辦理第２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６、１３、２７日（三天、１ 

 ８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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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劉 

 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47.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資格審查會 

 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郭永斌、 

 陳慧珠、林杏回、盧玉娟、陳祕書長永興等５位出席，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經全體 

 委員評審決議核定輔導參展廠商：計有３０家(４０攤位)詳如下列～

 (1)淨空地(２４平方公尺)參展廠商：計１家

    伊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參展廠商(２個攤位)：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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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展廠商(１個攤位)：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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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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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本會辦理第二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６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３人。

49. 本會辦理第三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１人。

5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７場「如何利用網路行銷開發國外訂單及貿易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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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連啟佑老師擔任，計有６０人參加。

51. 本會辦理第四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７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２１人。

52. 本會辦理第五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９人。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診斷及產銷諮詢服務」於 

 １０８年８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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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本會辦理第六選區「第十六屆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 

 ８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假埤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７人。

5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７場就業研習課程「咖啡認識與調製飲 

 料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３、１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竹社區活 

 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連德偉、蔡文晃、陳郁翔、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

5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８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革與布結合製品 

 創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２、１９、２０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溪湖鎮西 

 溪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蔡文晃、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57. 本會辦理「從勞動事件法出發談勞動檢查因應及勞資爭議風險管理及實務處理」講習，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 

 銘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58.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參展廠商」行前說明會 

 ，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有３０家廠商、３７人出席參 

 加。說明會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說明會內容：攤位抽籤、活動 

 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59. 大陸山東省「東營市企業聯合會經貿交流」訪問團，由聶理事建軍擔任團長一行５人，於 

 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一時蒞臨本會交流訪問，會後安排石井屋日本餐廳宴請與會出 

 席人員。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翔富電鍍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林明修老師擔任，計有１７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８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４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２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排 

 ﹝夜天班、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6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９場「營利事業所得稅暨企業財會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日中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４日開訓，聘請成昀達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４０人參加。

63. 本會辦理第６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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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人參加。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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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７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 

 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 

 時﹞上課，訂於９月２８日結訓。

6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９場就業研習課程「縫紉製品創意運用 

 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０、２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工業會 

 禮堂舉行，本班聘請陳慶龍、蔡文晃、李依佩、林建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6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０場就業研習課程「E化製作及影片製 

 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２１、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村鄉貢旗 

 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 

 人參加。

67. 本會辦理第１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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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本會辦理第３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２７日（二 

 天、１４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 

 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69.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暨輔導縣 

 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廠商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假本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委員：洪鈴美、龔昶元、鄭有良、盧玉娟、施能貴、陳祕書 

 長永興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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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參展人員 

 有４３人（２２家）招募看展人員有６人（４家）詳如下列：

　 一、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

       (1)EUROBIKE德國國際自行車展：計１家

          佳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AIMEXPO美國國際機車展：計１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Tool Japan日本國際五金工具展：計２家

          勝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4)EQUIP｀AUTO巴黎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5)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計９家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立昌汽車材料工廠、翔熙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宜霖交通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集勝 

 端子股份有限公司、華佑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貿詮實業有限公司

       (6)Techno Classica Essen德國埃森古董車零件展：計１家

          世界油箱製造有限公司

       (7)Aquatech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國際水處理展：計１家

　　　    立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InternationalHardware Fair Cologne科隆五金展：計１家

          益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9)TAPA SHOW泰國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Spielwarenmesse紐倫堡國際玩具展：計１家

            台灣必美優國際流通股份有限公司

      (11)Automechanika Shanghai上海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計１家

            堤迪希國際有限公司

      (12)Integrated Systems Europe(ISE)荷蘭國際視聽及集成系統展：計１家

            經緯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13)Kind＋Jugend德國科隆國際少兒用品展：計１家

　　　      耀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4)AFEX菲律賓國際食品加工暨食品包裝設備展：計１家

            味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AAPEX美國汽車零配件展～

       (1)鴻昌機械廠：吳俊和業務、吳碧雅業務

       (2)錦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裕隆總經理

　　　 (3)三友璟工業有限公司：王武結業務

       (4)泰鈺國際有限公司：楊志祥董事長、黃柯傑總經理

70. 本會辦理「如何做好設備維護之風險與預防措施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任，有３５ 

 人參加。

71. 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日下午 

 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張簡振銘老師擔任，有４６人 

 參加。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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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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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３日結訓。

73. 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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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１日至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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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志昌、柯昭德、桂美俊、廖振魁、楊昇儒、張家成、劉文峰、王仁杉、 

 黃周斌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

7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

 １０８年８月２２、２３日﹝二天﹞辦理，有 4 1人參加。參觀：彪琥鞋業有限公司﹝高 

 雄市﹞致贈薛董事長永昌感謝牌；油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致贈張副理傳興感謝  

      牌；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縣﹞致贈鍾經理政義感謝牌。宿～福容大飯店（高

     雄市）

7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３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８月２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員林市立圖書館舉行，本班聘請王將叡老師擔 

 任，有 7 7 人參加。研習課程：常見勞資爭議資遣案例解析、事業單位資遣通報實例與 

 Q&A。

7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２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中鴻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 3 6 人參加。

7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９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場快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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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舉行，本班聘 

 請李依佩、翁乙馨等２位老師擔任，計有 4 0 人參加。

7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紅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4 2 人參加。

79. 本會辦理「會員知性之旅」聯誼活動，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４日辦理，計有 4 1人報名參加 

 ，遊覽：福安宮、恆春東門古城、龍鑾潭、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宿～美棧大街旅店(墾丁)

80.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參展」行前說明 

 會，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由說明會由陳秘書長

     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有 22 家廠商、24 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行銷彰

     化Logo貼紙、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8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立銘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 1 6 人參加。

82. 本會協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８場「國貿契約與貿易條件運用解析」講習， 

 於１０８年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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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林 

 素莉老師擔任，有 5 0 人參加。

83. 本會辦理第９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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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人參加。

8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０場就業促進活動「手機網路E指通」 

 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大村鄉大橋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 

 班聘請潘銹芸老師擔任，有 4 0 人參加。

85. 本會辦理「LEAN－精實生產～工作改善概念與運用基本篇」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致賢老師擔任，有       

 4 7 人參加。

86. 本會辦理第８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８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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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人 

 參加。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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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８月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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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簡文成、楊淑如等２位老師擔任，有 3 1 人參加。安排﹝白天 

 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１９日結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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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5、26、27 日，夜間星期三、四、五每晚 18:30～21:30 
及 9/28 週六、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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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 

分機 13
梁小姐 

課程內容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 條：雇主對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

機操作人員，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使學員瞭解勞工安全衛生重要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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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0/15、10/16、10/17、10/18(晚上 6:30-9:30)及 10/20(白天全天)計 18 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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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手) 

分機 13
梁小姐 

課程內容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條：雇主對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應使其接受特殊作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近幾年來，因「吊掛作業安全計畫」不周延，導致因使用不適當的器具、操作程

序，或作業上的疏忽而肇災的事故時有所聞。有鑑於此，本課程教導瞭解勞工安全衛生重要法規，起重

機之構造、型式、原理及操作安全等知識，強化吊掛作業安全，降低吊掛職災。

上課時間 預計 108 年 9/24、9/26、9/27(晚上 6:30-9:30)及 9/29(白天全天)計 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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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1/20、11/22、11/25、11/27、11/29、12/2、12/4(晚上 6:30-9:30) 

及 12/6/、12/7、12/8、12/9(每人白天全天其中二天)計 38 小時  *109 年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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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 108 年 9/16.9/17.9/19.9/20.9/23.9/24.9/30.10/1.10/2.10/3.10/4.10/8、
10/9 (13天晚上 6:30-9:30或 6:00-10:00)計 42小時   *預計 10/29起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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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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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1 月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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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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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夜間班)3小時下午 18:30-21:30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

(回訓班) 
 9/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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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夜間班)3小時下午 18:3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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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工業會１０8年產業人才投資方案下半年核准班別 

                  注意報名時間:一律採線上報名 

  原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報名網已於 108年 1月 2日起，移至「在職訓練網」 
  (網址：https://ojt.wda.gov.tw/)。詳細的課程內容及招生簡章。 
(一)報名「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時，應具備台灣就業通會員資格，若無台灣就業通會員資 
    格的民眾，請先至台灣就業通網(https://www.taiwanjobs.gov.tw/) 加入會員。另外， 
    為加快您的報名速度，請於報名前先至「在職訓練網/會員專區」更新內容，部分基本資 
    料內容不提供修正，民眾如欲修正請至台灣就業通進行個人會員資料維護。 
(二)台灣就業通在 106年 1月起已將會員登入帳號更改為電子郵件信箱，民眾報名前應完成 
    帳號認證，以利報名。                *參訓資格需具備勞保身份在職勞工 

               *課程將陸續報名，請注意報名日期時間，儘早報名。  

          *詳細課程內容請上「在職訓練網」課程查詢內招生簡章或來電索取 
                        洽詢電話：０４－７２５６６５５分機１３或１５ 
                                                                              

    

薪資設計與績效
獎金規劃實務班 

繳費金額:3110元 

補助金額:2488元 

學員自付:622元 

王慶東 602 

9/22、9/29(星期日)、10/19、10/26(星期六) 

【本課程勞動力發展署線上報名時間:108年 8月 22日中午 12:00 
           ~9月 19日下午 18:00止】        *此班正報名中 

國際多益英語 
進階實務訓練班 

繳費金額:3550元 

補助金額:2840元 

學員自付:710元 

陳珍緒 602 

【本課程勞動力發展署線上報名時間:108年 9月 30日 
中午 12:00~10月 27日下午 18:00止】 

中小企業財務管
理實務班 

繳費金額:4550元 

補助金額:3640元 

學員自付:910元 

侯秉忠 602 

【本課程勞動力發展署線上報名時間:108年 10月 2日 
中午 12:00~10月 30日下午 18:00止】 

 
豐田式生產管理
及精實生產訓練
班 

繳費金額:3870元 

補助金額:3096元 

學員自付:774元 

歐陽 
秀山 

601 

【本課程勞動力發展署線上報名時間:108年 10月 2日 
中午 12:00~10月 30日下午 18:00止】 

 
工廠生產品質管
理專業實務訓練
班 

繳費金額:3160元 

補助金額:2528元 

學員自付:632元 

黃清亮 601 

*只有 12/1星期日，其餘 12/7、12/14、12/21皆星期六 

【本課程勞動力發展署線上報名時間:108年 11月 1日 
中午 12:00~11月 28日下午 18:0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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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介紹
◎入會日期：108/07/01至108/08/30，共29家

公 司 名 稱  電話 生產產品 
騰立實業有限公司 02-27955969 研磨類氣動工具研磨耗材 

弘隆鞋業股份有限公司 04-7381347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金合星工業有限公司 04-7356299 金屬刀具.手工具.模具 

宏信鋁業有限公司 04-7360400 玻璃帷幕 

金璽旺工程有限公司 04-7265757 冷氣安裝.保養維修.水電申請.施工.維修 

順新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04-7616906 人力仲介 

吴堃企業有限公司 04-8236178 金屬製品 

綠鑽股份有限公司 04-8358999 電動機車 

凱群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4-8399888 人力仲介 

乙錩五金實業有限公司 04-7571176 金屬製品製造業 

柏成工程有限公司 04-7770820 金屬製品製造業 

可立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7812222 可麗板鋁擠型 

元浦企業社 04-7769328 金屬製品 

怡瑩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04-8524271 機車及其零件 

展通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04-7988055 
塑膠日用品製造業.交通標誌器材批發.交

通標示工程 

鉅象科技有限公司 04-7998548 汽車.機車.自行車個件.電子零組件 

益明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04-7986199 電線及配電器材(配電箱).金屬家具 

連允興業有限公司 04-7688730 橡膠製品(油封加工) 

松柏企業社 04-7380335 塑膠製品 

健昇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04-7688789 手工具及模具.螺結起子 
金特立科技有限公司 0926-228303 金屬製品製造業 

泰鈺國際有限公司 04-7686871 
汽車零件.汽車百貨批發.電子器材.電子設

備批發 
裕永食品廠股份有限公司 04-8818123 豆乾 

詮力金屬有限公司 04-8815753 各式甜子.浪板剪.小鐵剪 
東毅廣告設計社 04-8291199 金屬結構加工 

  

 

 長昇彩藝股份有限公司 04-8897111 保麗袋.保麗卷 
 台灣新康運動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04-7883626 暖暖包及多功能鞋墊 
 榮輪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04-7685007 金屬加工處理  

台灣杰恩醍貿易有限公司
動式工業空調.工業用除濕機.工業用

熱風機.工業用紫油暖爐.氣動式防爆風扇
04-880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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