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十二  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時數 

壹、 小型鍋爐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練課程、時數（18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小型鍋爐相關法規 1小時 

二 鍋爐種類型式及構造 2小時 

三 鍋爐附屬裝置及附屬品 2小時 

四 鍋爐用水及處理 2小時 

五 鍋爐燃料及燃燒 2小時 

六 鍋爐自動檢查與事故預防 3小時 

七 小型鍋爐安全運轉實習 6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

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貳、 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練課程、時

數（18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堆高機相關法規 1小時 

二 堆高機行駛裝置之構造及操作方法 2小時 

三 堆高機裝卸裝置之構造及操作方法 3小時 

四 堆高機運轉相關力學知識 2小時 

五 堆高機自動檢查及事故預防 2小時 

六 堆高機操作實習 8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

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參、 吊升荷重在零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

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等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練課程、時數

（18 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起重機具相關法規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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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起重機具概論（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

或人字臂起重桿） 

3小時 

三 原動機及電氣相關知識 2小時 

四 起重吊掛相關力學知識 2小時 

五 安全作業要領及事故預防 3小時 

六 起重吊掛操作實習 6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

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肆、 高空工作車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時數（16小

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高空工作車相關法規 1小時 

二 高空工作車構造基礎及原動機相關知識 3小時 

三 高空工作車作業裝置使用及運轉相關知識 4小時 

四 
高空工作車操作實習(含垂直升降型及車載

型) 
8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

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伍、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練課程、時數

（18 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起重吊掛相關法規 1小時 

二 起重機具概論 2小時 

三 起重吊掛相關力學知識 2小時 

四 吊具選用及吊掛方法 2小時 

五 起重吊掛作業要領及事故預防 3小時 

六 吊掛作業實習 8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

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陸、 以乙炔熔接裝置或氣體集合熔接裝置（簡稱乙炔熔接等作業）從



事金屬之熔接、切斷或加熱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練課程、時

數（18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乙炔熔接作業勞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1小時 

二 乙炔熔接裝置及氣體集合熔接裝置 3小時 

三 乙炔熔接等作業必要設備之構造及操作方法 3小時 

四 
乙炔熔接等作業使用之可燃性氣體及氧氣概

論 

3小時 

五 安全作業要領及事故預防 2小時 

六 乙炔熔接等作業操作實習 6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

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柒、 火藥爆破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練課程、時數（18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火藥爆破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1小時 

二 火藥基本知識 3小時 

三 火藥之處置安全 3小時 

四 發爆作業方法與爆破作業安全 6小時 

五 火藥爆破事故預防 2小時 

六 火藥爆破作業安全實習 3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

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捌、 胸高直徑七十公分以上之伐木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練課程、

時數（15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伐木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1小時 

二 振動障害及預防 2小時 

三 伐木作業安全及事故預防 3小時 

四 鏈鋸構造及使用 3小時 



五 鏈鋸自動檢查及異常處理 3小時 

六 伐木作業及鏈鋸操作實習 3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

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玖、 機械集材運材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練課程、時數（24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機械集材運材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1小時 

二 集材機之構造及性能 4小時 

三 集材索具及架線作業 3小時 

四 集材運材機械之自動檢查及事故預防 3小時 

五 機械集材運材作業安全實習 13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

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拾、高壓室內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練課程、時數 

一、作業室、氣閘室輸氣用空氣壓縮機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練課

程、時數（12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異常氣壓危害預防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2小時 

(二) 輸氣設備之構造與操作 4小時 

(三) 空氣壓縮機之實際操作 2小時 

(四) 異常氣壓障害有關知識 2小時 

(五) 壓氣施工法有關知識 2小時 

二、作業室輸氣調節用閥、旋塞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練課程、時

數（12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異常氣壓危害預防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2小時 

(二) 異常氣壓障害有關知識 2小時 

(三) 壓氣施工法有關知識 2小時 



(四) 輸氣與排氣有關知識 4小時 

(五) 調節輸氣之實際操作 2小時 

三、氣閘室輸、排調節用閥、旋塞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練課程、

時數（12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異常氣壓危害預防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2小時 

(二) 異常氣壓障害有關知識 2小時 

(三) 壓氣施工法有關知識 2小時 

(四) 加壓、減壓及換氣方法 3小時 

(五) 加壓、減壓及換氣之實際操作 3小時 

四、再壓室之操作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練課程、時數（12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異常氣壓危害預防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2小時 

(二) 異常氣壓障害有關知識 2小時 

(三) 急救再壓法有關知識 3小時 

(四) 急救、甦醒術有關知識 2小時 

(五) 再壓室之實際操作及急救甦醒術之實習 3小時 

五、高壓室內作業（一、二、以外者）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練課程、

時數（12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異常氣壓危害預防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2小時 

(二) 異常氣壓障害有關知識 3小時 

(三) 壓氣施工法有關知識 2小時 

(四) 壓氣施工設備有關知識 2小時 

(五) 壓力急速下降、火災預防有關知識 3小時 

拾壹、潛水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練課程、時數（18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2小時 

二 異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 2小時 



三 潛水環境及作業計畫介紹 4小時 

四 潛水意外傷害預防 2小時 

五 潛水意外緊急安全處理 2小時 

六 減壓表之計算與減壓程序 2小時 

七 潛水醫學概論 2小時 

八 潛水裝備（含減壓艙）檢點、使用與維護有關

知識 

2小時 

拾貳、油輪清艙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時數（18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一 油輪清艙作業相關法規 3小時 

二 油輪清艙安全作業程式 3小時 

三 火災爆炸防止 2小時 

四 墜落災害防止 2小時 

五 缺氧危害防止 2小時 

六 入艙前之安全措施 2小時 

七 氣體濃度測定儀器實習 2小時 

八 洗艙機操作實習 2小時 

附註：實習課程應15人以下為1組，分組實際操作；可分組同時進行

或按時間先後分組依序進行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