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進入園區公會網址：www.asip.org.tw 教育訓練竹科 (查詢最新課程資訊) 

園區公會【108年度游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簡章 

課程名稱 課程 

代碼 日期 
上課 

地點 
時間 費用(含稅) 

輻射防護講習 
【繼續再教育】 

 
各場次課題相同 
請勿重複報名 

B1-1 

課程日期 

預計 1月下旬公告 

新竹場 

09:00-12:00 
 

13:00-16:00 

全天 半天 
B1-2 台北場 

B1-3 台中場 

1,800 900 
B1-4 桃園場 

B1-5 高雄場 

B1-6 台南場 

輻射安全訓練 
【18小時】 

B0123 1/23、24、25 新竹場 

09:00-17:00 

會員 
A.本國 
B.外籍 

非會員 
A.本國 
B.外籍 B0417 4/17、18、19 台北場 

B0424 4/24、25、26 新竹場 

A.4,500 

B.5,600 

A.5,300 

B.6,500 
B0521 5/21、22、23 新竹場 

(英文班) 

B0626 6/26、27、28 新竹場 

輻射安全證書 
【36小時】 

B0219 2/18~22 台北場 
08:30-17:00 

會員 非會員 

B0218 2/18~22 新竹場 7,700 8,500 

 

課程內容： 

一、輻射防護講習【繼續教育】 

 

預計 108年 3-4月開課，將於 1月下旬公告 
 

 

二、輻射安全訓練【18小時】、輻射安全證書【36 小時】 

＊注意事項：不具備醫師、牙醫師及醫事放射師(士)資格者之【牙科助理】等相關人士，
請依中央衛生法規不得操作醫用 X 光機執行醫療診斷作業。 

 

 

講   題 輻射安全訓練【18小時】 輻射安全證書【36小時】 

輻射基礎課程 4小時 6小時 

輻射防護課程 3小時 7小時 

輻射應用與防護 3小時 6小時 

游離輻射防護法規 5小時 8小時 

輻射防護實習或見習 3小時 3小時 

輻射度量與劑量課程  6小時 

結訓測驗   

http://www.asip.org.tw/


歡迎進入園區公會網址：www.asip.org.tw 教育訓練竹科 (查詢最新課程資訊) 

園區公會【108 年度游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簡章 

項 目 18H課程 / 36H課程 繼續教育講習 

主 旨 

依據「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三十一條規
定，操作放射性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之人員，應受主管機關指定之訓練，並
領有輻射安全證書或執照。 

依據「游離輻射防護法」規定，在職之輻射
從業人員，每年必須定期接受三小時以上之
教育訓練，而具有輻射安全證書的操作人員
與輻射防護認可人員，必須在證書有效期限
內取得足夠點數或積分證明，因此特舉辦本
講習會，並提供輻射安全在於學理、實務、
應用與法規等層面的探討，及充電在職進修
管道之機會。 

參加對象 
在國內公私立機構實際利用放射源之
從業人員，或有興趣者。 

輻射防護師/員、游離輻射從業人員或對游
離輻射有興趣者。 

類 別 
依據操作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
射設備之人員所操作之設備而定。 

 

繳交資料 近照一張，身分證正面影本一張。  

輻射證書 
積分證明 

課程需全程參與，缺課 1/5(含)以上者
取消考試資格；考試合格且費用繳清
者，將於課程結束當日核發證書予學
員。 

參加講習人員，當天可獲得 6點(全天)或 3
點(半天)繼續教育積分證明，請務必填寫個
人身分證字號及輻防證書字號，以利主辦單
位於課後向原能會申報輻防及輻射操作人
員繼續教育積分證明，如漏報資料將影響您
個人換證的權益。 

上課地點 

新竹場－新竹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號 2樓   (園區公會大樓) 
台北場－台北市中正區福州街 10號 2樓    (中華大學台北教育中心)-(18H&36H) 
台北場－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15號        (台北教師會館)-(繼續再教育) 
台中場－台中市烏日區成功西路 300號     (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大樓) 
桃園場－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147號       (桃園市婦女館) 
高雄場－高雄市仁武區赤山里仁勇路 400號 (中華電信學院高雄所會館) 
台南場－台南科學園區南科二路 12號 B1       (南科育成中心) 
■ 若需要各場次之交通路線圖，歡迎上網下載： 

http://www.asip.org.tw/course.php?op=content&catid=24 
或本會發送上課提醒通知 Mail時將一併附件給各位知悉 

▓以上地點若有異動將以 mail通知為準，請留意上課公告 

上課通知 

1.本會將於開課前 3 週左右 E-mail 繳費及上課通知提醒予各單位承辦人員，未收
到者，請主動與本會聯絡。 

2.若因颱風等天災，當地政府(依講習地點而定)宣佈停止上班，則當日課程另擇期
舉行。 

繳費作業 

1.請先確定報名成功或收到本會於課前 3週之繳費通知 mail後，再繳費。  
繳款後之收據上請註明學員姓名，並回傳給本會之同時請來電確認是否收到資料。 

2.繳款方式：即期支票、銀行匯款、ATM～  《請自付手續費用》 
戶  名：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銀行別：合作金庫-新竹科學園區分行，銀行代號 006 
帳  號：5643-717-00249-7  

3.已報名參加課程者，視為同意支付課程費用，若於開課 7 日前取消報名者，可全
數退費；開課 7日內，則須支付該課程半數費用；當日未到課者，恕不退費。 

公 會 
聯絡方式 

傳真：03-5781972(傳真後，請務必來電確認) 
電話：03-5775996-164吳小姐、162鍾小姐、163王小姐、165顏小姐 

地址：30078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號 4樓  教育訓練組 

認 證 

※本會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審定認證之民間學習機構※ 
※本會為原子能委員會認可輻射訓練單位※ 
※本會為金管會核定會計主管進修訓練機構※ 
※本會為內政部消防署認可「防火管理人訓練專業機構」※ 

http://www.asip.org.tw/
http://www.asip.org.tw/course.php?op=content&catid=24


歡迎進入園區公會網址：www.asip.org.tw 教育訓練竹科 (查詢最新課程資訊) 

TO：訓練組  FAX：03-5781972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 
TEL：03-5775996 分機如下   (歡迎用 mail或網路報名) 

園區公會【108 年度游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報名表 

□B0123，□B0424             -王小姐#163，Mail：mhwang@asip.org.tw 
□B0218，□B0521             -鍾小姐#162，Mail：mychung@asip.org.tw 
□B0219                                                                                                                  -顏小姐#165，Mail：ylchen@asip.org.tw 
□B0417，□B0626             -吳小姐#164，Mail：yswu@asip.org.tw 

 姓名 
具資 
公格 
務者 
人勾 
員選 

身分證字號/國籍 
 1.電話及分機 
 2.E-mail(請用正楷字體填寫) 

參加課程/日期 
課程 
代碼 

出生年月日 
輻射證書類別 

(參加繼續教育講習者填寫) 
證書字號/到期日期(必填) 

 

□ 

身分證: 
   
□外籍:           籍 

TEL： 

行動： 

E-mail：  

□(18H) 
  日期：  

□(36H) 
  日期：  

 
□輻防師   □輻防員 

□輻安證書 □18H 

□其他：___________ 

證書字號：                   

備註:18H 操作證照不需填寫到期日 

到期日：    年     月     日 

□(繼續教育) 
□新竹場 
□台北場 
□台中場 
□桃園場 
□高雄場 
□台南場 

 
□全天 
□上午 
□下午 

 

□ 

身分證: 
   
□外籍:           籍 

TEL： 

行動： 

E-mail：  

□(18H) 
  日期：  

□(36H) 
  日期：  

 
□輻防師   □輻防員 

□輻安證書 □18H 
□其他：___________ 

證書字號：                   

備註:18H 操作證照不需填寫到期日 
到期日：    年     月     日 

□(繼續教育) 
□新竹場 
□台北場 
□台中場 
□桃園場 
□高雄場 
□台南場 

 
□全天 
□上午 
□下午 

 

□ 

身分證: 
   
□外籍:           籍 

TEL： 

行動： 

E-mail：  

□(18H) 
  日期：  

□(36H) 
  日期：  

 
□輻防師   □輻防員 

□輻安證書 □18H 
□其他：___________ 

證書字號：                   

備註:18H 操作證照不需填寫到期日 
到期日：    年     月     日 

□(繼續教育) 
□新竹場 
□台北場 
□台中場 
□桃園場 
□高雄場 
□台南場 

 
□全天 
□上午 
□下午 

1.發票抬頭(全銜)：                                                

2.統一編號：                    ，□電子發票每人一張，同公司釘在一起  

3.發票開立：□二聯式(同學員姓名)，□ 三聯式(請填寫發票抬頭及統編) 

4.資格：□會員(園區公會之會員廠商)，□非會員(非會員廠商) 

特殊需求請註明 

               
★輻射證照或積
分證明及發票統
一交學員帶回。 

郵遞區號五碼/地址： 

聯絡人： 電話/分機： 

部門： E-mail： 

說明 

1.具公務人員資格者，請於姓名欄下方□勾選，以利課後登錄公務人員學習護照。 
2.參加 18H 及 36H 課程學員：最後一天上課，請攜帶身份證正本，以便考試時查核。 
3.參加繼續教育學員，若領有輻射防護人員證照者(輻射防護師及輻射防護員)，請務必勾
選輻防證書類別；若領有輻射安全證書證照者，請務必勾選輻安證書類別，以利本會於
課後向原能會報備，如漏報資料將影響您個人換證的權益。 

4.報名人數不足或遇不可抗力因素，主辦單位有延期或停辦本講習之權力。 

http://www.asip.org.tw/


歡迎進入園區公會網址：www.asip.org.tw 教育訓練竹科 (查詢最新課程資訊) 

 
ＴＯ:訓練組  
(請先確定報名成功或收到本會於課前 3週之繳費通知 mail後，再繳費) 

請於繳款後儘量以 e-mail告知繳費訊息。 

若您使用傳真方式，請於傳真後 10分鐘立即來電與各承辦人確認是否收到， 

以利對帳及保留您的名額，謝謝。 

傳真：03-5781972，電話：03-5775996   

□B0123，□B0424             -王小姐#163，Mail：mhwang@asip.org.tw 
□B0218，□B0521             -鍾小姐#162，Mail：mychung@asip.org.tw 
□B0219                                                                                                                  -顏小姐#165，Mail：ylchen@asip.org.tw 
□B0417，□B0626             -吳小姐#164，Mail：yswu@asip.org.tw 

------------------------------------------------------------------------------------------------ 

園區公會 教育訓練組—課程已繳費資料填寫單 (請 mail或傳真) 

1. 公司全名：                               統一編號：                

2. 學員姓名：             編號：      行動：                          

3. 課程名稱(或代碼)：                                                 

4.請黏貼繳款收據並填寫以下資料~ 

(1)繳款方式：□匯款 □ATM轉帳(以支票或現金支付者，不需填寫此表單) 

(2)繳款日期：    年    月    日        (3)繳款金額：         元 

(4)ATM轉出帳號末五碼： 

(5)發票開立：□本會已改為開立『電子發票』，故發票皆為『一人一張』，

同公司發票將釘在一起。 

(請於此處黏貼-繳款收據) 

 

http://www.asip.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