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部營建署委託台灣無障礙協會舉辦
109 年度「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

招生簡章
附贈「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
原則(105 年 12 月 15 日)」、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
(105 年 11 月 7 日)
隨著臺灣人口邁入高齡化社會，近年來政府及社會各界越來越重視無障礙
環境建設，且不遺餘力的推動全民積極參與。台灣無障礙協會更積極推動
各項無障礙環境建設，作為改善即將超高齡化社會問題之政策，所以配合
政府制定相關無障礙環境法規，並承辦內政部營建署委託開辦「建築物設
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班」至今已經承辦了第 18 年，走在無
障礙環境推廣的最前端，期盼全國都能達成友善無障礙環境建設，今年本
會率先推出台北、台中、高雄等 4 個梯次，歡迎所有朋友踴躍報名!
依據:
一、 立法院第三屆第三會期第十五次會議修正「殘障福利法」（現為「身
心障礙者保護法」）附帶決議（三）「各項公共建築物、活動場所，
設置便於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設施及設備，其勘檢工作，應由政
府與民間團體共同成立專業團體為之。」應賡續辦理勘檢人員培訓，
以導正觀念，擴大參與。
二、 內政部營建署 94 年 3 月 31 日營署建字第 09429050811 號函「93 年
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檢討會」會議記錄六、綜合結論（十四）
略以：「擴大辦理無障礙生活環境宣導及培訓講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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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內政部 101 年 1 月 10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10800126 號函-公共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第五條所載：
勘檢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 取得內政部營建署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以
後委託辦理之公共建築物設 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
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結業證書。
(二) 曾擔任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
務督導小組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三) 曾擔任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勘
檢小組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壹、 目的
內政部 108 年 1 月 1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20550 號令修正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相關法令並於 108 年 7 月 1 日施行，為加強無障礙環境規
劃設計理念，並落實執行勘驗工作，台灣無障礙協會受內政部營建署
委託開辦「勘檢人員培訓講習班」，內政部營建署並進一步規定未來
參與各項公共建築無障礙環境建設或改善之相關營繕人員、建築師、
室內設計師、土木技師、身心障礙團體、及各縣市建管單位人員及無
障礙環境勘檢小組等，須取得此證書資格。本會受內政部營建署委託
開辦的「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準備最新
教材與最新法規，提供學員們最豐富完整的研習課程。
參、委託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主辦單位：台灣無障礙協會
肆、講習對象類別及參訓人員資格
一、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之建管人
員、社政人員、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
組成員、開業建築師、土木技師、結構技師、機關（學校）營繕工
程人員、室內裝修專業設計及施工技術人員等相關從業人員。
二、相關社會福利團體、長期照顧（護）機構從業人員、養老院從業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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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科以上學校建築土木營建管理及相關科系畢業，從事無障礙環
境規劃設計及施工相關業務者。
四、飯店、旅館等觀光休閒從業人員。
五、對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及施工有需求之一般社會人士。
六、其他相關人員

伍、訓練場次、日期及受訓名額：
一、受訓場次、日期：
 第 97 梯次（台北場）：
開班日期：109 年 7 月 30、7 月 31 日（星期四．五）兩天
上課地點：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602 教室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 號）
 第 98 梯次（台中場）：
開班日期：109 年 8 月 13、8 月 14 日（星期四．五）兩天
上課地點：台中世界貿易中心 201 會議室
（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 60 號 2 樓）
 第 99 梯次（高雄場）：
開班日期：109 年 9 月 10、9 月 11 日（星期四．五）兩天
上課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南館 S105 階梯教室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97 號）
 第 100 梯次（台北場）：
開班日期：109 年 11 月 19、11 月 20 日（星期四．五）兩天
上課地點：臺北大同運動中心 2F 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 51 號）
二、參訓人員：每場至多 180 名。（依報名順序，額滿截止）
三、課程總時數為 12 小時。（包含 1 小時測驗，詳見課程時數表）
陸、證書核發：
一、參加人員於講習完畢並經測驗合格，方能取得講習合格資格，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核發講習結業證書。
(一)請假時數超過 3 小時者。
(二)遲到、早退超過 10 分鐘該節視同曠課，曠課時間超過 2 小時者。
二、講習人員需親自參訓，如有代理上課情事，撤銷參訓資格，並不
再受理報名參訓。
三、由受託單位派員駐班督導，每節課均按座次表點名，並不時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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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情形，以提高講習效果。
四、受訓人員講習合格者，由「內政部營建署」及「台灣無障礙協會」
共同具名發給結業證書。
柒、報名手續：
一、確實詳填具報名表(如附件)，繳交最近 3 個月內一吋脫帽半身照
片(如國民身份證照片之格式：彩色亮面、背景白色）一式 3 張勿
自行剪裁，背面以原子筆正楷書寫姓名、身份證字號。(請注意墨
水全乾後再疊放)
二、繳交國民身份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報名表附件 1）
三、繳交畢業證書或開業證書或服務證影本。（黏貼於報名表附件 2）
四、繳交相關工作資歷證明書。（黏貼於報名表附件 3）
五、填寫具結書「請務必填寫」。（報名表附件 4）
六、繳交匯款影印單。（黏貼於報名表附件 5）
七、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請務必填寫」。（報名表附件 6）
八、注意事項：
（一）請依上列順序，將報名表及附件整理齊全後，照片另用袋裝，
用迴紋針夾在左上角，請勿裝訂及折疊。
（二）報名方式：
【通訊報名】(不接受電話及傳真報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將繳費收據傳真或 e-mail 方式至本會，並註明報名者名字、
單位、上課場次，並來電確認是否繳費成功，繳費後盡速將
書面報名資料寄出，經此程序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1.收件人：台灣無障礙協會
2.地址：80147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1 號 24 樓之 2
3.聯絡電話: (07) 241-1100 傳真：(07) 241-3053
【線上報名】請上本會網站 http://www.tdfa.org.tw/
勘檢講習線上報名，填寫 google 報名表單，並將上述
附件一至附件六上傳，提交後本會會主動致電是否完成報名
，之後再將照片郵寄至本會。
【報名費】
1. 報名費 3,300 元整（含報名費、教材費、兩日午餐費、茶點費）
。
2. 為服務廣大身心障礙者並加強無障礙環境規劃設計理
念，優惠予身心障礙者報名費 3,000 元整。
3. 報名資料檢附勘檢人員結訓證書者，優惠予回訓學員者
2,800 元整。
戶名：
「台灣無障礙協會」
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高雄分行
銀行代碼：017 帳號：205-106-69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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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時間：即日起，額滿即停止受理。
（四）各項證件如有不符規定或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者，應自
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即取消其與本訓練班所有之資格認
定（包括受訓資格、領證資格等），並不予退費。
（五）初審核可經完成註冊手續者，若經複審發現證件不合簡章之
規定，本班通知限期補件。若於期限內無法補齊證件者，本
班將取消其受訓資格。
（六）對已完成註冊手續之學員，如因該場次報名人數未達 50 人
以上時，該場次併入其他場次或協調其辦理轉班。
（七）學員經錄取通知上課，受訓期間如有冒名頂替上課者，一經
查出，撤銷參訓資格，並不再受理報名參訓，不退還已繳交
之學費。
（八）完成報名手續者於開課前三天後欲退費，均酌收 300 元行政
手續費；完成報名手續者前一天完後欲退費，均酌收 500 元
行政手續費；完成報名手續者開課後則不接受任何退費及延
班程序。
（九）收據於上課當日領取，如有需要請事先和承辦單位索取。
捌、本項講習將函請內政部納為建築師開業證書申請換發及研習證明文件
認可。
內政部營建署認可之時數如下:
一.公務人員時數
二.建築師積分
三.土木技師積分
四.都市計畫積分
五.結構技師積分
六.大地技師積分
玖、該班最新上課 PPT 講義將於課程結束後放上網站，如需參考舊資料可至
台灣無障礙協會網址 http://www.tdfa.org.tw 勘檢講習上課講義下載。
拾、聯絡方式：
電話：(07)241－1100 傳真：(07)241－3053
聯絡人：周先生 e-mail: tarus0510@depa.org.tw
拾壹、證書印製需 1 至 2 個月，如有需結訓證明者，請另行告知工作人員
(結訓證明非正式之證書，僅為完成完整受訓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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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課程表
（台北場）
委託單位：

內政部營建署

主辦單位：

第 97 梯次（台北場）7 月 30 日 星期四

台灣無障礙協會

第一天

上課時間

課程內容

8：40–9：00

報到

9：00–9：50

無障礙建築物相關法規(一)

楊檔巖

10：00–10：50

無障礙建築物相關法規(二)

楊檔巖

11：00–11：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管理實務(一)

柯賢城

11：50–13：30

中午休息

13：30–14：2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管理實務(二)

柯賢城

14：30–15：20

無障礙建築物使用者特性及相關設施設計重點（一）

陳政雄

15：30–16：20

無障礙建築物使用者特性及相關設施設計重點（二）

陳政雄

第 97 梯次（台北場）7 月 31 日 星期五

講師

第二天

上課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8：40–9：00

報到

9：00–9：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條文與解說（一）

廖慧燕

10：00–10：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條文與解說（二）

廖慧燕

11：00–11：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條文與解說（三）

廖慧燕

11：50–13：30

中午休息

13：30–14：20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實例之探討(一）

王武烈

14：30–15：20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實例之探討(二）

王武烈

15：30–16：20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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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課程表
（台中場）
委託單位：

內政部營建署

主辦單位：

第 98 梯次（台中場）8 月 13 日 星期四

台灣無障礙協會

第一天

上課時間

課程內容

8：40–9：00

報到

9：00–9：50

無障礙建築物相關法規(一)

楊檔巖

10：00–10：50

無障礙建築物相關法規(二)

楊檔巖

11：00–11：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管理實務(一)

傅昭睿

11：50–13：30

中午休息

13：30–14：2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管理實務(二)

傅昭睿

14：30–15：20

無障礙建築物使用者特性及相關設施設計重點（一）

陳政雄

15：30–16：20

無障礙建築物使用者特性及相關設施設計重點（二）

陳政雄

第 98 梯次（台中場）8 月 14 日 星期五

講師

第二天

上課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8：40–9：00

報到

9：00–9：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條文與解說（一）

廖慧燕

10：00–10：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條文與解說（二）

廖慧燕

11：00–11：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條文與解說（三）

廖慧燕

11：50–13：30

中午休息

13：30–14：20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實例之探討(一）

王武烈

14：30–15：20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實例之探討(二）

王武烈

15：30–16：20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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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課程表
（高雄場）
委託單位：

內政部營建署

主辦單位：

第 99 梯次（高雄場）9 月 10 日 星期四

台灣無障礙協會

第一天

上課時間

課程內容

8：40–9：00

報到

9：00–9：50

無障礙建築物相關法規(一)

金桐

10：00–10：50

無障礙建築物相關法規(二)

金桐

11：00–11：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管理實務(一)

傅昭睿

11：50–13：30

中午休息

13：30–14：2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管理實務(二)

傅昭睿

14：30–15：20

無障礙建築物使用者特性及相關設施設計重點（一）

陳政雄

15：30–16：20

無障礙建築物使用者特性及相關設施設計重點（二）

陳政雄

第 99 梯次（高雄場）9 月 11 日 星期五
上課時間

課程內容

8：40–9：00

報到

講師

第二天
講師

9：00–9：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條文與解說（一）

陳淑玲

10：00–10：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條文與解說（二）

陳淑玲

11：00–11：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條文與解說（三）

陳淑玲

11：50–13：30

中午休息

13：30–14：20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實例之探討(一）

王武烈

14：30–15：20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實例之探討(二）

王武烈

15：30–16：20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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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課程表
（台北場）
委託單位：

內政部營建署

主辦單位：

第 100 梯次（台北場）11 月 19 日 星期四

台灣無障礙協會

第一天

上課時間

課程內容

8：30–9：00

報到

9：00–9：50

無障礙建築物相關法規(一)

楊檔巖

10：00–10：50

無障礙建築物相關法規(二)

楊檔巖

11：00–11：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管理實務(一)

柯賢城

11：50–13：30

中午休息

13：30–14：2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管理實務(二)

柯賢城

14：30–15：20

無障礙建築物使用者特性及相關設施設計重點（一）

陳政雄

15：30–16：20

無障礙建築物使用者特性及相關設施設計重點（二）

陳政雄

第 100 梯次（台北場）11 月 20 日 星期五
上課時間

課程內容

8：30–9：00

報到

講師

第二天
講師

9：00–9：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條文與解說（一）

王武烈

10：00–10：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條文與解說（二）

王武烈

11：00–11：50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條文與解說（三）

王武烈

11：50–13：30

中午休息

13：30–14：20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實例之探討(一）

劉金鐘

14：30–15：20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實例之探討(二）

劉金鐘

15：30–16：20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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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 梯（台北場）
上課地點：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602 教室

電話: 02-2351-6699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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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8 梯（台中場）
上課地點：台中世界貿易中心 2 樓 201 會議室

[自行開車交通資訊]

1 號國道(中山高速公路)：下中港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經過台中澄清醫院，左
轉進入台中工業區後，左轉天佑街，右轉中工 2 路。
¨
3 號國道（第二高速公路）：下龍井交流道，往台中市區方向，經過東海大學，
右轉進入台中工業區後，左轉天佑街，右轉中工 2 路。
¨

¨

中彰快速道路
南下：從朝馬路出口，右轉朝馬路接天保街。
北上：從市政路出口，左轉朝馬路接天保街。

[台中烏日高鐵快捷公車交通資訊]

高鐵快捷公車

161 號
69 號

台中客運

統聯客運
仁友客運

[台中火車站快捷公車交通資訊]

BRT

BRT 藍線

台中客運

57 號、88 號

102 號 → 台中火車站 → 公車 BRT 藍線

統聯客運

75 區 2 號、83 號、86 號

155 號

東南客運

67 號

101 號 → 台中火車站 → 公車 BRT 藍線

125 號 → 台中火車站 → 公車 BRT 藍線
105 號 → 台中火車站 → 公車 BRT 藍線

乘坐公車，於中港路澄清醫院站牌下車，步行約五分鐘可達世貿中心。

電話: 04-23582271
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 60 號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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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9 梯（高雄場）
上課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南館 S105 階梯教室

[自行開車交通資訊]
高速公路南下來車 由九如交流道下，右轉九如路至本館。
墾丁、恆春、林園方向來車由中山路右轉上高速公路，在中正交流道下左轉中正路，至大順路右轉，在覺民路口
左轉至本館。
由中山路右轉民權路，至民生路右轉，接民族路左轉，至九如路右轉至本館。
省道台南、岡山方向來車 經民族路至大順路左轉，到覺民路右轉至本館。
屏東方向來車 由鳳屏路轉鳳山市建國路，接高雄市九如路至本館。
[搭火車、台鐵交通資訊]
在高雄火車站下車，於前站轉搭 60 號公車至本館。
搭高鐵、飛機或本市各地來 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高雄車站（R11）前站轉搭 60 號公車至本館，或乘捷運紅線至後
驛站(R12)轉乘紅 28 接駁公車至本館。
※備註：60 號公車發車區間約 10 至 20 分鐘，紅 28 接駁公車發車區間約 20 至 55
分鐘。
詳細發車時間及路線請參閱：http://www.stbus.com.tw/mrtredrouteR28.htm
高雄市公車即時動態資訊 http://122.146.229.210/bus/Dybus.aspx?Lang=Tw
[復康巴士交通資訊]
身心障礙朋友可撥【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07)3601160 預約復康巴士搭乘至本館，
回程可由本館服務人員代為預約復康巴士。

電話: 07-3800089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9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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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0 梯（台北場）
上課地點: 臺北大同運動中心 2F 國際會議廳

捷運
淡水信義線民權西路站，6 號出口出車站後沿民權西路朝西，往承德路方向前進，於大
龍街口右轉，約五百公尺，即可到達。
中和新蘆線大橋頭站，出車站後沿民權西路朝東，往承德路方向前進，於大龍街口左轉，
約五百公尺，即可到達。
公車
大同國小：21、26、266、280、290、304、306、616、618、636、639、811、承德幹線
民權 33 大龍街口：41、111、211、225、226、227、261、292、306、520、539、616、
617、618、636、638、639、801、803
昌吉重慶路口：2、9、21、41、215、223、250、255、274、288、302、304、306、601、
636、639、641、704、重慶幹線
蘭州國中：2、9、21、215、246、306、636、639
自行開車
從台北火車站的方向：沿承德路直行至民權西路左轉直行，於大龍街右轉即可到達。
從高速公路的方向：下重慶北路交流道，沿重慶北路往南開，於昌吉街左轉直行至大龍
街右轉即可到達。

電話: 02-2592-0055
地址: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 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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