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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12年輔導塑膠製品相關產業暨特定製程產業 

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及優化廠場整潔說明會 

一、 目的： 

為鼓勵事業單位參與並積極投入工作環境改善及優化廠場整潔，以促進與穩

定國人就業，將透過訪視、輔導及部分經費補助方式，鼓勵事業單位主動投注及

參與。自 111 年度新增塑膠製品相關產業【即塑膠製品製造業含塑膠原料及接著

劑(合成樹脂)製造業、塗料、染料、顏料製造業及黏性膠帶製造業】，並持續推

動特定製程產業(包含鑄造業、表面處理業、印染整理業及橡膠製品製造業)，期

能藉此打造優質工作環境，提升產業整體安全衛生水準及從業人員安全衛生意

識，避免職業災害及傷病發生，同時帶動相關產業轉型升級、創造產業價值。 

二、 主辦單位：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三、 承辦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四、 時間及地點：  

【台中場】：112年 2月 15日(三) 14:00~16:00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高分子醫材大樓 1樓 1A教室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39路 59號 

【新北場】：112年 2月 21日(二) 14:00~16:00 

新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3樓禮堂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95號 

【台南場】：112年 2月 22日(三) 14:00~16:00 

科技部-資安暨智慧科技研發大樓 

台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三路一段 6號 

五、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13:40~14:00 報到 

14:00~15:30 

1. 改善工作環境輔導資源及補助申請說明 

2. 廠商申請經驗分享 

3. 勞工健康服務中心業務推廣說明 

15:30~16:00 綜合討論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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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邀請對象： 

下列產業之事業負責人、相關管理主管及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等優先參加，歡迎踴

躍報名參加。(同一事業單位建議至少 2名人員參加以利配合輔導、補助工作) 

(一) 塑膠製品相關產業：塑膠製品製造業(含黏性膠帶製造業)、塑膠原料、接著

劑(合成樹脂)製造業、塗料、染料、顏料製造業。 

(二) 特定製程產業：鑄造業、表面處理業、印染整理業及橡膠製品製造業。 

七、 報名方式： 

(一) 網路報名(自 112年 1月 18日上午 10時起)： 

場次 課程名稱 QR code 名額 

台中場 

【職安署】塑膠製品相關產業與特定

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

及優化廠場整潔說明會(台中場) 

 

100 人 

新北場 

【職安署】塑膠製品相關產業與特定

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

及優化廠場整潔說明會(新北場) 

 

100 人 

台南場 

【職安署】塑膠製品相關產業與特定

製程產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

及優化廠場整潔說明會(台南場) 

 

80 人 

(二) 聯絡專線：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黃工程師、尤工程師 (04)2260-1153#16、#14 

八、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之注意事項與防疫措施： 

1.參加者請自行配戴合格之醫療用口罩，主辦單位恕不提供口罩，現場備有酒精

供與會人員手部消毒用。另外，參加者若有呼吸道症狀、身體不適、孕婦或正

處於「居家隔離」等情形者，敬請避免出席活動。 

2.以上防疫規範依中央主管機關最新公告內容為主，必要時作適當調整，如本活

動有延後日期或停辦情形將另行通知。 

九、 其他注意事項： 

本活動會場備有茶水供學員使用，現場不供應紙杯，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3 

 

十、 交通資訊：  

【台中場】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高分子醫材大樓 1 樓 1A教室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 39 路 59號 

 

 大眾運輸： 

1. 客運：至朝馬站或中港轉運站下車後搭計程車至塑膠中心，建議司機走東海，費用大約

160~240 元之間 

2. 火車：至台中火車站下車後搭計程車至塑膠中心，費用大約 300~400 元之間。 

3. 高鐵：至烏日站下車後搭乘計程車至塑膠中心，一般從高鐵站至塑膠中心的計程車車資為

280 元至 350 不等。 

4. 公車： 

台中市即時公車動態資訊 

(1) 下車站「東海別墅」，沿台灣大道五段 3 巷行走，左轉東興巷→進入台中工業區。 

(2) 台中客運 49 路（老虎城─ 臺中工業區），下車站「協和國小分校」。 

(3) 台中客運 290 路（干城站─ 童綜合醫院），下車站「新圳」。 

(4) 統聯客運 351 路（統聯轉運站─ 臺中工業區），下車站「工業區 28 與 37 路口」。 

(5) 豐榮客運 48 路（台中車站─ 嶺東科技大學），下車站「工業區 28 與 37 路口」。 

(6) 全航客運 199 路（龍井竹坑口─ 文修停車場），下車站「向上工業區 28 路口」。 

5. 自行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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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道一號由北往南開者者： 

走中山高下中港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直行大約五分鐘→左邊有台中工業區入口立牌左

轉(工業 1 路)→直走到底大約十分鐘左轉(工業 16 路)→第二條叉路右轉(工業 28 路)→

第一個路口左轉即可抵達(至工業區裡可跟著塑膠中心指示牌走即可) 

(2) 國道一號由南往北開下者： 

走中山高下南屯(五權西路/龍井)交流道→往工業區(龍井)方向直行(需繞過圓環)→至台

中酒廠的路口往龍井方向直行→在第一個路口右轉(工業 37 路)→前行約 150 米後遇到

第一個路口再左轉即可抵達 

(3) 國道三號： 

中二高龍井 182.8 公里→下交流道往台中方向直行約 5 分鐘→過遊園路後→遇第一個紅

綠燈左轉進入工業區 28 路→直走看到 38 路立牌右轉到底可達塑膠中心 

 建議停車處： 

1. 停車地點 A：沿線周邊非紅線區域  

2. 停車地點 B：「東海花園生活廣場」停車場  

(1)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16 路 3 號（近東海商圈），步行約 13~15 分可達塑膠中

心。 

(2) 收費方案：停車費由學員自行負擔 

(3) 如欲停放「東海花園生活廣場」停車場，請於開課前 48 小時 112/〇/〇(〇)晚上 12 點

前至 

(4) https://forms.office.com/r/8rCwF8wcWq 填寫申請表，可享停車優惠價 100元/日

(07:00-18:00)。 

(5)                未事先完成登錄者， 平日每小時收費 40 元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tg-mall.com.tw%2Fmap%2F&data=05%7C01%7Cgrace%40pidc.org.tw%7Cb8790f5c290947aaac0008dae8976819%7Cfa0bbb965e5444d7899e8993669e3339%7C0%7C0%7C63807803424098816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yUh%2Bikp7Y1BshLcm8Y8VsR5jRgv8v%2BFsBhdH0eio6f8%3D&reserved=0
https://forms.office.com/r/8rCwF8wcWq填寫申請表，可享停車優惠價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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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場】 

新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95號 

 
 

 交通： 

1. 捷運：搭機場捷運至 A3 新北產業園區站或新北環狀線 Y20 新北產業園區站 1 號出口

左轉 

2. 公車：520、835、982、橘 17、橘 21、958、959 至管理中心站或捷運新北產業園區站

步行 3 分鐘即為本中心大樓 

發車時刻及路線圖請見新北市政府公車動態資訊系統網站 

http://e-bus.tpc.gov.tw/ 

3. 開車：中山高速公路經由(五股、新莊交流道)往新莊方向後接新五路至中港南路口左轉

至中港橋左轉進入新北產業園區五權路即進入工業區。 

 停車資訊： 

停車位：嘟嘟房停車場五工一站(有收費)—福慧路與五工路路口旁 

http://e-bus.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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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場】 

科技部-資安暨智慧科技研發大樓 

台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三路一段 6 號 

 
 

 交通： 

1. 高鐵：高鐵台南站 2 號出口-出站往東南方步行約 5 分鐘-科技部資安暨智慧科技研發大

樓 

2. 台鐵：台鐵沙崙站(高鐵台南站旁)-出站往東南方步行約 5 分鐘-科技部資安暨智慧科

技研發大樓 

3. 自行開車：國道一號前往歸仁區的上崙交流道(東)。從台 86 線的 11-大潭號出口下

交流道。走中正南路二段/南 351 鄉道和高鐵大道前往歸仁十三路一段-科技部資安暨

智慧科技研發大樓。 

 停車資訊：路邊停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