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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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頁，共 4 頁 

園區公會【111年度游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簡章 

本會將隨時依疫情狀況配合政府規定辦理，亦有變更或取消權利 

若遇突發性室內人數限縮政策，將依報名順序錄取或改為視訊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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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五) 新竹場 

09:00-12:00 
 

13:00-16:00 

全天 半天 

B1-2 3/10(四) 台北場 

1,800 900 

B1-3 3/17(四) 台中場 

B1-4 3/22(二) 桃園場 

B1-5 3/24(四) 高雄場 

B1-6 3/30(三) 台南場 

輻射安全訓練 
【18小時】 

B0216 2/16、2/17、2/18 
新竹場 

(確認開班) 

09:00-17:00 

會員 
A.本國 
B.外籍 

非會員 
A.本國 
B.外籍 B0420 4/20、4/21、4/22 台北場 

B0427 4/27、4/28、4/29 新竹場 A.4,500 
B.5,600 

A.5,300 
B.6,500 B0504 5/4、5/5、5/6(限外籍) 新竹(英文)場 

輻射安全證書 
【36小時】 

B0221 2/21-25 (五天) 
台北場 

(已額滿可後補) 08:30-17:00 會員 非會員 

B0301 3/1、2、3、4 (四天) 新竹場 
(確定開班) 08:00-18:30 7,700 8,500 

 

課程內容：  
一、 輻射防護講習【繼續教育】 

講題 時段 綱要 

X光技術於工業、環保

與考古鑑定之應用 

09:00 
| 

12:00 

工業生產科技與 X 光技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 X 光繞射儀得
知材料本身結構與特性。另螢光分析儀可廣泛用於金屬合金比
對、環境改善及考古鑑定相關領域。本次講習介紹工業生產、環
保及文化保存常用之 X 光機設備，瞭解設計、使用方法及相關輻
防法規要求，確保操作過程中安全無虞。 

醫療曝露的利弊判斷

與合理抑低 

13:00 
∣ 

16:00 

醫療輻射劑量近年來快速增加，但是一般大眾各種醫療曝露的利
益與存在的風險並不熟悉，也不瞭解相關的合理抑低計畫，本演
講將敘述常見的醫療曝露種類、診療原理、利益、風險評估、輻
射劑量、管制趨勢與合理抑低措施，裨便一般大眾建立正確醫療
曝露的利弊判斷與合理抑低觀念，期使醫療輻射的使用更為安全
與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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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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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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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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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雇主對在職輻射工作人員定期實施教育
訓練；「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第五條：
雇主定期實施教育訓練，每人每年受訓時數
須為三小時以上。 
而具有輻射安全證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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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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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充電在職進修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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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證書 
積分 
證明 

課程需全程參與，缺課 1/5(含)以上
取消考試資格；考試合格且費用繳
清，於課程當日核發證書予學員。 

學員當天可取得 6H(全天)或 3H(半天)繼續

教育積分證明，請務必填寫學員之身分證

字號及輻防證書類別(師/員級、輻安證 或

18H），以利本會向原能會申報。 

上課 
地點 

新竹場－新竹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號      (園區公會大樓)  

台北場－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50號      (IEAT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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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科育成中心) 
■ 各場次之交通路線圖，請上網下載： https://is.gd/EdVPrf  
▓ 以上地點若有異動將以 mail通知為準，請留意上課公告 

課程 
通知 

1.本會於開課前 2-3 週 Email 繳費通知，未收到者，請主動與本會聯絡。 
2.因颱風等天災，當地政府(依講習地而定)宣佈停止上班，課程擇期舉行。 

繳費方式 

手續費 

請自付 

1. 期限前完成繳費，個人帳戶繳款告知姓名/繳款日期及帳號後五碼，以利核對。 

2. 以即期支票、銀行匯款、ATM 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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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於開課七日前取消報名者可退費、開課前七日內須支付半數課程費用， 
退費皆需扣手續費；課程當日未到，則不退費亦不可延期上課。 

本會聯絡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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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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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s.gd/EdVP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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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訓練組  FAX：03-5781972 TEL：03-5775996 分機如下 (歡迎用 mail 或網路報名) 

園區公會【111年度游離輻射防護系列課程】報名表 
□B1-1、□B1-5        -顏小姐#165 ylchen@asip.org.tw 
□B1-2、□B1-6、□B0301、□B0420   -鍾小姐#162 mychung@asip.org.tw 
□B1-3、□B0221、□B0427     -王小姐#163 mhwang@asip.org.tw 
□B1-4、□B0216、□B0504(請改填英文班專用報名表) -吳小姐#164 yswu@asip.org.tw 

學員姓名  
出生年月日 

(yyyy/mm/dd)  
參加課程類別 

身份證字號  
電話/分機 
手機號碼 

 □18H □36H 

課程代碼： 

課程日期： 
E－mail  □公務人員資格   

繼續再教育： 
□新竹場 3/04 
□台北場 3/10 
□台中場 3/17 
□桃園場 3/22 
□高雄場 3/24 
□台南場 3/30 

□全天 

□上午 

□下午 

報名繼續再教育者請填寫 

□輻防師 □輻防員 □輻安證書 □18H □其他： 

證書字號：                    證照到期日：      年      月      日 
(18H證照者不需填到期日) 

學員姓名  
出生年月日 

(yyyy/mm/dd)  
參加課程類別 

身份證字號  
電話/分機 
手機號碼 

 
□18H □36H 
課程代碼： 
課程日期： 

E－mail  □公務人員資格 
繼續再教育： 
□新竹場 3/04 
□台北場 3/10 
□台中場 3/17 
□桃園場 3/22 
□高雄場 3/24 
□台南場 3/30 

□全天 

□上午 

□下午 

報名繼續再教育者請填寫 

□輻防師 □輻防員 □輻安證書 □18H □其他： 

證書字號：                    證照到期日：      年      月      日 
(18H證照者不需填到期日) 

學員姓名  
出生年月日 

(yyyy/mm/dd)  
參加課程類別 

身份證字號                   
電話/分機 
手機號碼 

 
□18H □36H 
課程代碼： 
課程日期： 

E－mail  □公務人員資格 
繼續再教育： 
□新竹場 3/04 
□台北場 3/10 
□台中場 3/17 
□桃園場 3/22 
□高雄場 3/24 
□台南場 3/30 

□全天 

□上午 

□下午 

報名繼續再教育者請填寫 

□輻防師 □輻防員 □輻安證書 □18H □其他： 

證書字號：                    證照到期日：      年      月      日 
(18H證照者不需填到期日) 

開立發票資訊欄(無需向公司請款，公司全名填「個人」/統編填「無」) 

發票抬頭(全銜)：                              □會員 □非會員 

統一編號: 

★每人一張： 

發票、證照或積分單於課

程當日交學員帶回。 

郵遞區號/地址：□□□□□ 

聯絡人： 部門/職稱：  

電話/分機： 手機號碼： 

E-mail： 
字跡請正楷填寫，若為數字請於下方加底線(例 a001@yahoo.com.tw) 

說明 

1.具公務人員資格者請勾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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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勾選證書類別，以利本會課後向原能會報備，以免影響您換證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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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告知事項通知 
為維護您的個人資料安全，本會將恪遵個人資料保護法令，為舉辦課程及活動、寄發電子報/客戶管理、提供服
務/統計/調查/研究等目的，本會將僅於前述目的存續期間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資料。您得隨時請求更正刪
除您的個人資料，惟若您不願意提供您的個人資料，本會將可能無法提供您完整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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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頁，共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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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吳小姐，Mail:yswu@asip.org.tw 

【111年度輻射 18H證照-英文班】報名表 Application form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公
司
承
辦
人 

公司全銜  
Company title 

統一編號 
Uniform numbers 

廠商資格 

□會  員 

□非會員 
郵區五碼 
Postal code 

地址  
address 

聯絡人 
Contact window 

電話/分機 
Tel/ Extension 

手機 
Mobile phone 

18H輻射證照 
發票-課後寄給承辦 
證書-課後發給學員 

部門 
department 

聯絡人信箱 
E-mail 

輻射 18H課程日期 
RADIATION PROTECTION TRAINING COURSE-18hours  

課程代碼 
Course code 

學

員 

姓名（中文） 
Name (Chinese) 

居留證字號 
Residence No. 

生日 
（yyyy/mm/dd）  

姓名(居留證)  
Name (Resident Certificate)                   We will produce students’ certificate based on the resident certificate that we received. 

國籍 Country 性別 Sex    □Male    □Female 手機 Mobile phone 
1. 本課程僅提供英文之授課方式及教材，不熟悉前述語言者，恕不受理報名。The 

language used in course for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will be English. People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above language will not be accepted for registration. 

2. 報名學員至少已熟悉英文聽與讀 Applicants are at least familiar with English 
listening and reading. (請勾選 please select) 

   Chinese-□略懂 s lightly understand  □不懂 Don't understand 
   English- 略懂 s lightly understand   (□listen、□speak、□read、□write) 

中等 medium                 (□listen、□speak、□read、□write) 
  精通 proficient             (□listen、□speak、□read、□write) 

報名資料(缺一不可) Attachment data 

□報名表 Application form  

□居留證掃瞄檔 Resident Certificate -請「彩色」掃瞄 

□學員照片(1或 2吋皆可) One photo (1 or 2 inch) 

□用餐(提供雞/豬/素 供學員勾選) 

單位

主管

簽名 

以上所提供之資料皆確實無訛，上課學員與申請單位並已了解「說明」的規定，特此証明。此致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above has been checked and confirmed. The trainees and applicants have already understood the "Key Descriptions" and hereby 
certify.) 

申請單位：                                                   (主管簽名+日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Application unit                                           (Supervisor's signature + date) 

說

明 

一、如未詳實填寫資料影響學員權益，申請單位應負所有的責任，本會恕不退費。 
二、本課程之授課及考試方式全程主要以英文語言進行。 
三、學員需全程參與課程，若缺課達3 小時以上者取消考試資格。 
四、學員考試及格、費用繳清且繳交資料齊全者，始核發及格證書。 

以上若有爭議情事，本會保有核發證書之決定權利。 
1. If the information you provided is not true and affects the rights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applicant shall take all responsibilities. 

The Association will not refund the fees. 
2. The teaching and examination methods of this course are mainly conducted in English. 
3. Fully participate is required. If you absent over than 3 hours of the class, you will be disqualified for exams. 
4. Only when attendees pass exam, pay course fee and hand out all required information, the certificate will be issued. 

If there is any argument over the above content, association leaves the decision right to issue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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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