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11 梯 上課通知

上課日期：109 年 6月 12 日(五)~6 月 14 日(日)

註：合併班(設計/施工) 6/12~6/14、設計單班 6/12~6/13、施工單班 6/13~6/14

上課時間：AM8:20-PM17:00 (AM8:00 報到)

開課區別：中華電信學院 / 實驗大樓 7樓 L701 教室 /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 168 號

交通資訊 : 1.捷運:板南線-板橋站 2號出口步行約 15分鐘.

2.公車:307 或 265 至民族路區運路口站下車.

停車資訊 : 1.已向本會登記停車的學員，進入院內時，請出示停車證給警衛室以茲證明。

2.上課當日簽到時，請向現場工作人員繳交停車費。

(一)上課須知：

1.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防疫措施 (詳附件)

2. 進入學院大門口設有體溫熱感應攝影機，凡體溫超過38度及未帶口罩者不得進入。

3. 院內各大樓全面禁煙，備有室外指定區域為吸煙區。

(二) 上課考核

1. 報到時請務必攜帶學員本人身分證及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証正本繳驗，驗畢隨即發還本人。

2. 每節課授課講師皆採隨機點名，同時要求當天簽到及簽退事宜。

3. 學員本人每節上課均需確實簽到(以正楷簽名)為主要審核條件。

下列情況則不予核發 結業證書：

◎遲到早退超過 15分鐘該節視同曠課。

◎參加回訓講習課程，未全程(24 小時/16 堂課)參訓者。

◎任一堂課未簽到者。

(三) 其他事項

1. 上課三天均有準備午餐，需要幫您準備素食的學員，請回 E-AMIL 與我們聯繫，謝謝!

2. 若當天遇颱風，請依新北市政府公告不上班不上課時比照辦理。
時間/科目

上午

專業設計科目 共同科目 專業施工科目 時間/科目

下午

專業設計科目 共同科目 專業施工科目

6/12 (星期五) 6/13(星期六) 6/14(星期日) 6/12 (星期五) 6/13(星期六) 6/14(星期日)

8:00-8:20 學員報到 12:10-13:10 中午休息

8:20-9:10
室內設計

作業流程 1

溝通技能與

執業倫理 1
專案管理計畫 1 13:10-14:00

空間美學與

陳設設計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

辦法及相關法令 1
契約與規範

9:10-9:20 休息 14:00-14:10 休息

9:20-10:10
室內設計

作業流程 2

溝通技能與

執業倫理 2
專案管理計畫 2 14:10-15:00 永續與創新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

辦法及相關法令 2
施工管理價值

10:10-10:20 休息 15:00-15:10 休息

10:20-11:10
室內環境

規劃 1

室內防火安全與

健康 1
工程施工管理 1 15:10-16:00

室內規劃

技能 1

建築物室內裝修

申辦作業 1
材料與技術 1

11:10-11:20 休息 16:00-16:10 休息

11:20-12:10
室內環境

規劃 1

室內防火安全與

健康 2
工程施工管理 2 16:10-17:00

室內規劃

技能 2

建築物室內裝修

申辦作業 2
材料與技術 2

完成回訓後 2個月

，經營建署核准後

核發回訓證明書。

https://www.caa.org.tw/upload/news/20140214144323-%E5%8F%B0%E5%8C%97%E5%A0%B4_%E4%B8%AD%E8%8F%AF%E9%9B%BB%E4%BF%A1%E5%AD%B8%E9%99%A2%E4%BA%A4%E9%80%9A%E8%B3%87%E8%A8%8A.pdf


User
圖章



6/12~6/14 第 4-11 梯次 上課名單

1 合併班 林叡翰 36 合併班 陳俊志 71 施工班 簡鴻駿

2 合併班 邢詒安 37 合併班 劉珮凌 72 施工班 黃義仁

3 合併班 林作福 38 合併班 蔡喬羽 73 施工班 李威慶

4 合併班 吳淑敏 39 合併班 宇仁娥 74 施工班 傅文華

5 合併班 鄒永亷 40 合併班 陳酩樺 75 施工班 張琇雯

6 合併班 江騏騰 41 合併班 韓信義 76 施工班 黃智濱

7 合併班 蔡淑雅 42 合併班 張孫伯 77 施工班 許立忠

8 合併班 林文德 43 合併班 羅尤呈 78 施工班 黃兆璿

9 合併班 洪秀真 44 合併班 連彦晴 79 施工班 蘇健明

10 合併班 蔡子玄 45 合併班 方盈晶 80 施工班 陳楷馥

11 合併班 徐寶菁 46 合併班 高繪美 81 施工班 潘怡瑄

12 合併班 陳佩琳 47 合併班 尹秀梅 82 施工班 鄭文清

13 合併班 顏向鴻 48 合併班 陳淑琪 83 施工班 曾立洋

14 合併班 王凱易 49 合併班 張卉蘭 84 施工班 葉駿霆

15 合併班 詹大法 50 合併班 陳俊榮 85 施工班 林鴻祥

16 合併班 汪昀萱 51 合併班 張樞維 86 施工班 陳士豪

17 合併班 陳建宏 52 合併班 林世惠 87 施工班 林正鐆

18 合併班 陳培卿 53 合併班 童宇彬 88 施工班 林承鋒

19 合併班 劉慶成 54 施工班 胡洲嘉 89 施工班 許聖明

20 合併班 劉憶萱 55 施工班 吳思謙 90 施工班 邱美瑄

21 合併班 周燕昭 56 施工班 張文青 91 施工班 張秉洋

22 合併班 彭應文 57 施工班 楊承翰 92 設計班 吳玫錦

23 合併班 林國龍 58 施工班 榮峻緯 93 設計班 梁智翔

24 合併班 黃文隆 59 施工班 楊志雄 94 設計班 邱緯穎

25 合併班 田珈娸 60 施工班 鞠漢宇 95 合併班 吳承憲

26 合併班 倪廣原 61 施工班 宋和釗

27 合併班 蕭勝方 62 施工班 劉日成

28 合併班 翁欽興 63 施工班 陳郁欣

29 合併班 林玉成 64 施工班 陳慶鴻

30 合併班 林秀珍 65 施工班 詹智翔

31 合併班 陳銘輝 66 施工班 李志文

32 合併班 林世櫻 67 施工班 鍾秀宜

33 合併班 王琮惠 68 施工班 林永晨

34 合併班 楊孫孝 69 施工班 陳宇筑

35 合併班 洪正德 70 施工班 陳信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