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造業工地主任四年回訓 32 小時課程講習訓練簡章報名表

本課程簡章請上網下載：http://pcc.cpc.org.tw(公共工程聯合網站)

壹、依據：
依據：
「營造業法第 31 條第 3 項及營造業工地主任評定回訓及管理辦法第 6 條。」
貳、目的：
目的：
一、為使符合營造業法第 31 條第 3 項所規定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達到「終身學習」目的，
每逾四年，須再修習新的營建管理法令、建築、土木各類專業工程實務、品質管理或施工
管理課程及工地治安等相關課程，使其熟悉營建相關新訂法規及技術，並確實瞭解營造業法
就營造業工地主任法定權責及執行業務方式之相關規定，以提昇工作職能。
二、使已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每逾四年，應再取得最近四年內回訓證明，始得換領執業證後
繼續擔任營造業工地主任。

參、委託單位：
委託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肆、受託單位：
受託單位：中國生產力中心高雄服務處
伍、講習對象類別及參訓人員資格：
講習對象類別及參訓人員資格：
合格參與人員發給回訓證明，得據以報請內政部換發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
●執業證正本
執業證正本(報名繳費時必須繳回。正本遺失者請暫緩報名參訓
正本遺失者請暫緩報名參訓)
執業證正本
正本遺失者請暫緩報名參訓
(正本遺失者請先電洽向營建署申請補發方式
正本遺失者請先電洽向營建署申請補發方式，
補發方式，領到補證後再報名回訓)
領到補證後再報名回訓)
報到受訓期間須自備自然人憑證，簽到、簽退必須用到。
(1)【附表一】報名表正本
報名表正本+
報名表正本+身分證正反影本。
身分證正反影本
(2)【附表二】執業證正反面影本
執業證正反面影本(既符合營造業法第
31 條規定已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之證明文
執業證正反面影本
件)。若有更名須多檢附載
載有更名記錄之戶籍謄本。
(3)【附表三】具結書
具結書(須親簽
加蓋個人正式
具結書 親簽並且加蓋
親簽
加蓋個人正式私章
個人正式私章)
私章 。
(4)【附表四】個人資料聲明
個人資料聲明(須親簽蓋章)《礙於個資法，請簽署個資聲明書以利報備開班等作業》
。
個人資料聲明
(5) 2 吋彩色照片
一年內近照。
彩色照片 2 張【一年內近照
一年內近照。不可與原舊執業証相片相同不可與原舊執業証相片相同-請自行核對後再送件】
請自行核對後再送件 。

陸、課程內容及時數：
課程內容及時數：
營建管理法令 5 小時；建築、土木各類專業工程實務、品質管理或施工管理課程 18 小時；
環保及勞工安全衛生課程 8 小時
柒、報名、
報名、講習地點：
講習地點：
報名地點：
報名地點：80249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232 號 15F(近漢神百貨)
上課地點：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 84 號(國際商工-南棟 3 樓)
捌、名額及預計講習時間：
名額及預計講習時間：
請提早至少半個月前繳件(暫緩繳費)以利彙總人數。員額有限、欲報從速！
高雄班

109 年共 4 梯次：
梯次：1 月夜間班，3、6、9 月假日班

受理臨櫃報名，或持續受理寄件報名中~繳件請投遞!

(請速投遞寄或繳件報名。恕不受理電話、傳真、網路或 Mail 預約)

玖、課程費用：
課程費用：
NT$5,300 元：CPC 實收學費 4800 元(恕難再折扣)＋營建署執業證換證規費 500 元
請先寄繳報名表件即可，費用等收到課表及註冊上課通知再繳交。

洽詢電話：07-3362918 高雄職訓組 分機 88772 陳玉雪 88772@cpc.tw
772@cpc.tw
洽詢時間：週一至週五 AM8:30~12:00、PM13:00~17:00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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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內政部委託辦理營造業
內政部委託辦理營造業工地主任四
工地主任四年回訓 32 小時課程講習訓練
小時課程講習訓練
梯次 報名表
學號：
第 10 S017S0
學號：
姓名

性別

照片黏貼處
※須不同於
須不同於『
須不同於『原執業
證』之近照
(請貼於框線內，貼 1
張，2 張迴紋針固定）

出生
年
日期
聯絡 (公)
電話 (宅)

血型



通訊
地址

月

日

傳真


敬請裁剪
敬請裁剪實貼
裁剪實貼

E-mail
手機


報名 檢附符合營造業法第 31 條規定已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之證明文件
資格
 執業證證書字號：４０Ｈ
號 有效期限：
學歷


學校

公司全銜
發票抬頭

科系

身分證字號

(
現職) 職
□同上或

稱

統一編號

□自費(二聯式)

參加班別 高雄班 □夜間班
夜間班 □假日班 □綜合班
一、本表上列欄位請以正楷詳細填寫。
欄位為參訓登錄必填資料
欄位為參訓登錄必填資料請勿空白
為參訓登錄必填資料請勿空白。
請勿空白。
手機.Mail.傳真請儘量填入，以利開班等即時通知。
二、請繳半年內彩色照片二吋 3 張(背面正楷書寫姓名、身分證字號)及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繳交並檢驗符合營造業法第 31 條規定已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之證明文件(開訓
當天攜工地主任執業證正本驗證並繳回)及具結書正本
三、回訓講習梯次時間及上課地點：高雄市三多二路 84 號(三多校區-國際商工）
備註 四、講習程序完成者頒發回訓證明，並報請內政部換發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
(請詳閱) 五、請填妥本報名表，連同二、三項所需證照正、反影本，掛號郵寄
802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232 號 15 樓 陳玉雪收。
六、聯絡人：07-3362918 轉 88772 陳玉雪
傳 真：07-3358087
※學員個人資料將造冊送營建署，及登錄於行政系統與營建署網站以便課前後班務核發證書作業進行，背景
資料將提供於課程講師以調整授課方式、內容等及本中心通知學員相關訊息用途。本中心將依個資法規
定，妥善使用及保管前述資料。本人同意
本人同意 貴中心於前述說明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
貴中心於前述說明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正面影本黏貼處

反面影本黏貼處

請印清楚

請印清楚

(實貼：四角請貼牢)

(實貼：四角請貼牢)

執 業 證 正 本 (繳費時必須繳回
繳費時必須繳回)
遺失正本者請暫緩報名！
須繳回)。●遺失正本者請暫緩報名！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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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工地主任執業證
工地主任執業證(
新舊兩款，2 擇 1 影印貼上)
影印貼上
執業證(新舊兩款，

(新式)
新式) 工地主任執
工地主任執業證影本
業證影本影本-98 年後發證
●遺失正本者請暫緩報名！
遺失正本者請暫緩報名！

正面影本黏貼處

反面影本黏貼處

(實貼：四角請貼牢)

(實貼：四角請貼牢)

(舊式
舊式)工地主任執業證
舊式 工地主任執業證 正反面影本
正反面影本影本-98 年前發證

廣告

工地主任執業證

工地主任執業證

正面黏貼處
正面
(實貼：四角請貼牢)

反面黏貼處
(實貼：四角請貼牢)

工地主任執業證

工地主任執業證

內頁黏貼處
內頁
(實貼：四角請貼牢)

內頁黏貼處
內頁
(實貼：四角請貼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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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具 結 書
本人

參加內政部營建署委託辦理工地主任四年回

訓課程講習」
，同意中國生產力中心將本人個人資料造冊送內政部
營建署及登錄於網站以便課後核發執業證進行，及同意內政部營
建署基於『試務行政』特定目的執行法定職務，得繼續處理、利
用及保留；所附證件如有偽造、假造、塗改，或受訓期間有冒名
頂替上課等情事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取消本人於
本回訓課程所有資格認定（包括回訓證明文件、領取換發營造業
工地主任執業證資格，並不要求任何退費。
此據
具結人：

（須親簽並加
加蓋私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訓者務請於本單親
親簽 ，並且加蓋私章
加蓋私章，請勿蓋手印或工作便章)不蓋章無效
加蓋私章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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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個人資料告知書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營造業工地主任四年回訓
營造業工地主任四年回訓 32 小時課程講習訓練
蒐集、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聲明
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聲明
您好：
感謝您的熱誠參與，加入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下稱「本中心」)學員行列，本中心為有效
執行課程班務，而保有您的個人資料。而有關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皆以尊重個人權
益為基礎，並以誠實信用方式及以下原則為之。
我們蒐集您的個人資料目的於課程班務業務之執行，辦理學員保險業務、報名、證書製作、
學習分析、滿意度調查分析、新課程訊息通知等相關作業。以及辦理本中心之內部稽核業務行為皆
屬之(下稱「蒐集目的」)。
我們僅會蒐集為上述行為而必要之個人資料，該資料會在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及依法令
規定要求之期間內被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僅會以電子檔案或紙本形式，分別存放於本中心資
料庫，或各該執行業務部門，其中紙本形式之個人資料，則於轉成電子資料檔後定期銷毀。
我們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您可以透過書面行使下述的權
利，除基於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外，我們不會拒絕您下列要求: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
（二）請求製給本人之個人資料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五）請求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
我們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若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是提供
不完全時，基於健全本中心相關業務之執行，將無法提供您本中心系列優惠的服務，與您在本中心
所參與之完整終身學習記錄。
＊如有任何建議或疑問，請洽07-336-2918轉01176或88772陳小姐。
＊本人已閱讀並充分瞭解上開告知事項
本人已閱讀並充分瞭解上開告知事項。

姓名：

日期：
日期：

（須親簽加
須親簽加蓋章）
蓋章）

年

月

日

礙於個資法規範，本單必須繳回據以造冊送主管機關(受訓者務請於本單親簽並加蓋私章)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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