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換證回訓講習

第 5-8 梯 施工單班上課通知

上課日期：111 年 12 月 03 日(六)~12 月 04 日(日)

上課時間：AM8:30-PM17:00 (AM8:00 報到)

開課區別：板橋農會第二大樓-第 7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1 號 13 樓)

乘車資訊：捷運板南線-府中站 1號出口捷 停車資訊：金站立體停車場(板農正對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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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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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線上簽到退作業。

2. 每節課授課講師皆採隨機點名，同時當天以線上方式進行簽到及簽退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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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使用擦擦筆。

下列情況則不予核發 結業證書及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証：

◎ 遲到早退超過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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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堂課未簽到或曠課者。

(三) 其他事項

1. 上課二天均有準備午餐，需要幫您準備素食或無須用餐者，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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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收到上課通知後，不得請假或改班，除非意外事件，若需改班需補繳費用，

請洽室裝全聯會 02-2501-7150 吳小姐。

完成回訓後 2個月

，經營建署核准後

核發回訓證明書。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換證回訓講習

12/03~12/04 板橋班 第 5-08 施工單班 學員表

1 施工班 曾柏錦 17 施工班 陳威成 31 施工班 宋家瑋 45 施工班 阮烱昭

2 施工班 邱永明 18 施工班 王世雄 32 施工班 曾尉翔 46 施工班 蔡松鄰

3 施工班 蔡承霖 19 施工班 郭南德 33 施工班 陳振誠 47 施工班 王琳蓁

4 施工班 陳俊吉 20 施工班 陳俊廷 34 施工班 陳春妃 48 施工班 林子崴

5 施工班 程珈銘 21 施工班 王麒喻 35 施工班 陳瑩潔 49 施工班 廖偉丞

6 施工班 余嘉文 22 施工班 吳泓昇 36 施工班 鄭進生 50 施工班 張瑞原

7 施工班 呂睿豐 23 施工班 陳楷博 37 施工班 林子惠 51 施工班 謝賀凱

8 施工班 陳斌男 24 施工班 吳杰林 38 施工班 林怡伶 52 施工班 王古丰

9 施工班 蘇浩傳 25 施工班 張宏嘉 39 施工班 顧擇承 53 施工班 李又馨

10 施工班 簡宏政 26 施工班 何昆翰 40 施工班 黃恩新

11 施工班 陳瑞彬 27 施工班 陳政⼀ 41 施工班 徐宸峰

14 施工班 陳麗芳 28 施工班 穆思嘉 42 施工班 謝紋婷

15 施工班 張智盛 29 施工班 巫進宏 43 施工班 詹昕晧

16 施工班 劉愷瑞 30 施工班 邱奕偉 44 施工班 陳永龍

收到上課通知後，不得請假或改班，除非意外事件。
若需改班需補繳費用，請洽室裝全聯會 02-2501-7150 吳小姐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換證回訓講習課程表

開課日期：第 5-08 梯次 111 年 12 月 03 日(六)-12 月 04 日(日)

開課區別：北 2區 板橋農會第二大樓 第 7會議室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1 號 13樓)

時間/科目
共同科目 專業施工科目

12/03(星期六) 12/04(星期日)

08:00-08:30 學員報到 學員報到

08:30-09:20
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辦作業 1

講師： 林仁德
材料與技術 1
講師：王本楷

09:20-09:30 休息

09:30-10:20
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辦作業 2

講師：林仁德
材料與技術 2
講師：王本楷

10:20-10:30 休息

10:30-11:20
室內防火安全與健康 1

講師：李明賢
工程施工管理 1
講師： 詹江瑞

11:20-11:30 休息

11:30-12:20
室內防火安全與健康 2

講師：李明賢
工程施工管理 2
講師：詹江瑞

12:20-13:10 中午休息

13:10-14:00
溝通技能與執業倫理 1

講師：李宗翰
專案管理計畫 1

講師：謝坤學

14:00-14:10 休息

14:10-15:00
溝通技能與執業倫理 2

講師：李宗翰
專案管理計畫 2

講師：謝坤學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及相關法令 1
講師：陳建忠

施工管理價值
講師： 蘇芙萱

16:00-16:10 休息

16:10-17:00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及相關法令 2
講師：陳建忠

契約與規範
講師：蘇芙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