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及及物物聯聯網網跨跨域域  

課課程程推推廣廣與與評評估估研研究究  
 

高科技職業安全衛生與物聯網跨域 
核心訓練建置之課程 
   
第一梯次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講 師 
日 期 

110077//0088//2233  

（（四四））  

08:30~08:50 報  到 工作人員 

08:50~09:00 課程介紹 李元富 

09:00~10:00 物聯網在高科技廠緊急應變程序之概述 黃俊傑 

10:10~11:00 如何規劃演練緊急應變的程序 黃俊傑 

11:10~12:00 高科技業物聯網緊急應變資訊溝通 李元富 

12:00~13:00 午  休 工作人員 

13:00~14:00 高科技業物聯網平台架構與大數據收集 林威成 

14:10~16:00 
高科技業廠務製程系統物聯網之緊急應
變資訊收集 

陳建嘉 

110077//0088//2244  

（（五五））  

09:00~11:00 
物聯網在高科技業化學災害緊急應變的
監控應用 

馬開南 

11:10~12:00 以物聯網支援緊急應變訓練 鄭世岳 

12:00~13:00 午  休 工作人員 

13:10~14:00 以物聯網支援緊急應變訓練 鄭世岳 

14:10~17:00 
物聯網在高科技業緊急應變之應用實作 

(個別演練) 

楊世億 

馬開南 

陳建嘉 

 

專業師資 

姓  名 任 職 單 位 職 稱 

李元富 
成功大學產業永續發展中心 顧問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安環保部 部經理退休 

林威成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教授 

陳俊豪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張炳坤 聯電公司 12A 安環部 部經理 

馬開南 威煦軟體開發有限公司 技術顧問 

陳建嘉 應實派有限公司 工程執行 副總經理 

黃棋海 茂迪公司 工安部 部經理 

黃俊傑 瀚宇彩晶(股)公司 工安室 副理 

楊世億 中正大學研究發展處 技術推廣中心 經理 

鄭世岳 嘉南藥理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副教授 

教室地點 (南科地區)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 17號
2樓 

教室電話：(06)505-1150 

 

費用 

1. 全程免費 
2. 提供訓練時數證明 
3. 提供餐點 
 

報名起迄日 

即日起至 107 / 08 / 20 
 

招訓對象及資格條件 

高科技業職業安全衛生相關
人員 50名 
 

計畫委託單位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計劃執行單位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
大學 
聯絡人：林祐萍 
0919195679 
(07)342-6031 #3002 
 

協辦單位 

台北市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
會 
聯絡人：陳明德 
(02)2695-2133 

報名網址： 
https://goo.gl/78rhnv 

QR Code 



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及及物物聯聯網網跨跨域域  

課課程程推推廣廣與與評評估估研研究究  
 

高科技職業安全衛生與物聯網跨域 
核心訓練建置之課程 
   
第二梯次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講 師 
日 期 

110077//0088//3300  

（（四四））  

08:30~08:50 報  到 工作人員 

08:50~09:00 課程介紹 林威成 

09:00~10:00 物聯網在高科技廠緊急應變程序之概述 黃俊傑 

10:10~11:00 如何規劃演練緊急應變的程序 黃俊傑 

11:10~12:00 高科技業物聯網緊急應變資訊溝通 
張炳坤 

(黃棋海) 

12:00~13:00 午  休 工作人員 

13:00~14:00 高科技業物聯網平台架構與大數據收集 
林威成 

陳俊豪 

14:10~16:00 
高科技業廠務製程系統物聯網之緊急應
變資訊收集 

陳建嘉 

110077//0088//3311  

（（五五））  

09:00~11:00 
物聯網在高科技業化學災害緊急應變的
監控應用 

馬開南 

11:10~12:00 以物聯網支援緊急應變訓練 鄭世岳 

12:00~13:00 午  休 工作人員 

13:10~14:00 以物聯網支援緊急應變訓練 鄭世岳 

14:10~17:00 
物聯網在高科技業緊急應變之應用實作 

(個別演練) 

楊世億 

馬開南 

陳建嘉 

 

專業師資 

 姓  名 任 職 單 位 職 稱 

李元富 
成功大學產業永續發展中心 顧問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安環保部 部經理退休 

林威成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教授 

陳俊豪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張炳坤 聯電公司 12A 安環部 部經理 

馬開南 威煦軟體開發有限公司 技術顧問 

陳建嘉 應實派有限公司 工程執行 副總經理 

黃棋海 茂迪公司 工安部 部經理 

黃俊傑 瀚宇彩晶(股)公司 工安室 副理 

楊世億 中正大學研究發展處 技術推廣中心 經理 

鄭世岳 嘉南藥理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副教授 

教室地點 (南科地區)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 9號 3
樓 

教室電話：(06)505-1150 

 

費用 

1. 全程免費 
2. 提供訓練時數證明 
3. 提供餐點 
 

報名起迄日 

即日起至 107 / 08 / 20 
 

招訓對象及資格條件 

高科技業職業安全衛生相關
人員 50名 
 

計畫委託單位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計劃執行單位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
大學 
聯絡人：林祐萍 
0919195679 
(07)342-6031 #3002 
 

協辦單位 

台北市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
會 
聯絡人：陳明德 
(02)2695-2133 

報名網址： 
https://goo.gl/78rhnv 

QR Code 



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及及物物聯聯網網跨跨域域  

課課程程推推廣廣與與評評估估研研究究  
 

高科技職業安全衛生與物聯網跨域 
核心訓練建置之課程 
   
第三梯次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講 師 
日 期 

110077//0099//0066  

（（四四））  

08:30~08:50 報  到 工作人員 

08:50~09:00 課程介紹 李元富 

09:00~10:00 物聯網在高科技廠緊急應變程序之概述 黃俊傑 

10:10~11:00 如何規劃演練緊急應變的程序 黃俊傑 

11:10~12:00 高科技業物聯網緊急應變資訊溝通 李元富 

12:00~13:00 午  休 工作人員 

13:00~14:00 高科技業物聯網平台架構與大數據收集 林威成 

14:10~16:00 
高科技業廠務製程系統物聯網之緊急應
變資訊收集 

陳建嘉 

110077//0099//0077  

（（五五））  

09:00~11:00 
物聯網在高科技業化學災害緊急應變的
監控應用 

馬開南 

11:10~12:00 以物聯網支援緊急應變訓練 鄭世岳 

12:00~13:00 午  休 工作人員 

13:10~14:00 以物聯網支援緊急應變訓練 鄭世岳 

14:10~17:00 
物聯網在高科技業緊急應變之應用實作 

(個別演練) 

楊世億 

馬開南 

陳建嘉 

 

專業師資 

姓  名 任 職 單 位 職 稱 

李元富 
成功大學產業永續發展中心 顧問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安環保部 部經理退休 

林威成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教授 

陳俊豪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張炳坤 聯電公司 12A 安環部 部經理 

馬開南 威煦軟體開發有限公司 技術顧問 

陳建嘉 應實派有限公司 工程執行 副總經理 

黃棋海 茂迪公司 工安部 部經理 

黃俊傑 瀚宇彩晶(股)公司 工安室 副理 

楊世億 中正大學研究發展處 技術推廣中心 經理 

鄭世岳 嘉南藥理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副教授 

教室地點 (中科地區)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 100號 
教室電話：(04)2206-0766 
 

費用 

1. 全程免費 
2. 提供訓練時數證明 
3. 提供餐點 
 

報名起迄日 

即日起至 107 / 08 / 24 
 

招訓對象及資格條件 

高科技廠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人員
50名 
 

計畫委託單位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
所 
 

計劃執行單位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聯絡人：林祐萍 
0919195679 
(07)342-6031 #3002 
 

協辦單位 

台北市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 
聯絡人：陳明德 
(02)2695-2133 

 

報名網址： 
https://goo.gl/78rhnv 

QR Code 



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及及物物聯聯網網跨跨域域  

課課程程推推廣廣與與評評估估研研究究  
 

高科技職業安全衛生與物聯網跨域 
核心訓練建置之課程   
第四梯次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講 師 
日 期 

110077//0099//1133  

（（四四））  

08:30~08:50 報  到 工作人員 

08:50~09:00 課程介紹 李元富 

09:00~10:00 物聯網在高科技廠緊急應變程序之概述 黃俊傑 

10:10~11:00 如何規劃演練緊急應變的程序 黃俊傑 

11:10~12:00 高科技業物聯網緊急應變資訊溝通 李元富 

12:00~13:00 午  休 工作人員 

13:00~14:00 高科技業物聯網平台架構與大數據收集 林威成 

14:10~16:00 
高科技業廠務製程系統物聯網之緊急應
變資訊收集 

陳建嘉 

110077//0099//1144  

（（五五））  

09:00~11:00 
物聯網在高科技業化學災害緊急應變的
監控應用 

馬開南 

11:10~12:00 以物聯網支援緊急應變訓練 鄭世岳 

12:00~13:00 午  休 工作人員 

13:10~14:00 以物聯網支援緊急應變訓練 鄭世岳 

14:10~17:00 
物聯網在高科技業緊急應變之應用實作 

(個別演練) 

楊世億 

馬開南 

陳建嘉 

 

專業師資 

姓  名 任 職 單 位 職稱 

李元富 
成功大學產業永續發展中心 顧問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安環保部 部經理退休 

林威成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教授 

陳俊豪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張炳坤 聯電公司 12A 安環部 部經理 

馬開南 威煦軟體開發有限公司 技術顧問 

陳建嘉 應實派有限公司 工程執行 副總經理 

黃棋海 茂迪公司 工安部 部經理 

黃俊傑 瀚宇彩晶(股)公司 工安室 副理 

楊世億 中正大學研究發展處 技術推廣中心 經理 

鄭世岳 嘉南藥理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副教授 

教室地點 (竹科地區)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五街 32巷 8號 
※位於新竹縣政府對面廣場 
 邊，縣府資訊大樓 1樓 
 距竹北交流道 3分鐘，由中 
 國信託旁縣政五街進入 50公 
 尺即達 

教室電話：(03)553-2399 

 

費用 

1. 全程免費 
2. 提供訓練時數證明 
3. 提供餐點 
 

報名起迄日 

即日起至 107 / 08 / 31 
 

招訓對象及資格條件 

高科技廠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人員
50名 
 

計畫委託單位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
所 
 

計劃執行單位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聯絡人：林祐萍 
0919195679 
(07)342-6031 #3002 
 

協辦單位 

台北市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 
聯絡人：陳明德 
(02)2695-2133 

 

報名網址： 
https://goo.gl/78rhnv 

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