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35 梯 上課通知

上課日期：111 年 3月 11 日(五)~3 月 13 日(日)

註：合併班(設計/施工) 3/11~3/13、設計單班 3/11~3/12、施工單班 3/12~3/13

上課時間：AM8:30-PM17:00 (AM8:00 報到)

開課區別：中華電信學院 院本部G502 教室 (220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 168 號)

停車資訊：板橋第一體育場停車場(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 號 B1) 收費方式:小型車計時 20元

乘車資訊：捷運府中站步行約 12-15 分鐘

(一)上課須知：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防疫措施, 敬請學員配合。

I. 請同意篩檢者於開課前3日內(3/9~3/11)回傳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或PCR核酸

檢測，檢測結果為「陰性」無誤並檢附照片之「回訓快篩檢表」(自行購買篩檢即可)。

已施打疫苗14天以上者不用檢附快篩。

II. 請上課學員、講師及會務工作人員自備口罩並全程戴口罩上課。

III. 請使用酒精消毒並配合工作人員每日上午報到時量額溫，請有發燒(超過38°C )或咳嗽症狀

者，告知工作人員並停止上課，可延期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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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簽到者

將視為該堂課上課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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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楷簽名簽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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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回訓後 2個月

，經營建署核准後

核發回訓證明書。



3/11~3/13 第 4-35 梯次 學員表與課表

1 合併班 王月華 21 合併班 吳春香 41 合併班 鄭中惠 61 施工班 劉育明

2 合併班 劉媖儒 22 合併班 莊善欽 42 合併班 陳怡靜 62 施工班 陳啓烽

3 合併班 陳建助 23 合併班 謝坤樑 43 合併班 謝淑惠 63 施工班 張子逸

4 合併班 高志豪 24 合併班 巫華英 44 合併班 鄭慶麟 64 施工班 蕭志軍

5 合併班 蔡双女 25 合併班 楊博翔 45 合併班 游婉萍 65 施工班 黃昱民

6 合併班 林世勳 26 合併班 賴俊吉 46 合併班 洪嘉聰 66 施工班 賴明賢

7 合併班 周建國 27 合併班 紀志達 47 合併班 林淑完 67 施工班 黃述堯

8 合併班 蔡偉文 28 合併班 黃肇振 48 合併班 成蕊光 68 施工班 李宗憲

9 合併班 楊正雄 29 合併班 游琬琦 49 合併班 陳姿伶 69 施工班 游睿洋

10 合併班 楊政奇 30 合併班 張忠昇 50 合併班 楊婷雅 70 施工班 王大吉

11 合併班 陳有力 31 合併班 林佳蓉 51 施工班 蔡再清 71 施工班 周志坪

12 合併班 鄧明勳 32 合併班 賴雅屏 52 施工班 林婉如 72 施工班 宋淑琪

13 合併班 張麗卿 33 合併班 周玉娟 53 施工班 王景平 73 施工班 張惠琳

14 合併班 曾德仁 34 合併班 王重凱 54 施工班 廖文祥 74 施工班 簡志哲

15 合併班 陳永隆 35 合併班 盧淑媛 55 施工班 王建元 75 施工班 余進村

16 合併班 紀家豪 36 合併班 蔡國州 56 施工班 郭俊傑 76 施工班 蕭崑霖

17 合併班 羅一勤 37 合併班 李治國 57 施工班 邱延齡 77 施工班 趙育英

18 合併班 黃裕逸 38 合併班 邱珩嘉 58 施工班 許明全 78 施工班 陳有政

19 合併班 侯君佩 39 合併班 司徒國積 59 施工班 陳可 79 設計班 李宗鴻

20 合併班 陳妍伶 40 合併班 鄒綱訓 60 施工班 吳郎牪 80 設計班 蔡昀瑾

專業設計科目 共同科目 專業施工科目

3/11(五) 3/12(六) 3/13(日)

08:00-08:30 學員報到 學員報到 學員報到

08:30-09:20 室內規劃技能1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

辦法及相關法令 1
工程施工管理1

09:20-09:30

09:30-10:20 室內規劃技能2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

辦法及相關法令 2
工程施工管理2

10:20-10:30

10:30-11:20 室內環境規劃1 室內防火安全與健康1 材料與技術1

11:20-11:30

11:30-12:20 室內環境規劃2 室內防火安全與健康2 材料與技術2

12:20-13:10

13:10-14:00
空間美學與

陳設設計
溝通技能與執業倫理1 專案管理計畫1

14:00-14:10

14:10-15:00 永續與創新 溝通技能與執業倫理2 專案管理計畫2

15:00-15:10

15:10-16:00
室內設計

作業流程1

建築物室內裝修

申辦作業1
施工管理價值

16:00-16:10

16:10-17:00
室內設計

作業流程2

建築物室內裝修

申辦作業2
契約與規範

休息

休息

時間/科目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