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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拆除施工指引及石綿危害與預防教育宣導會 
簡章 

壹、 目的 

建築物（含室內裝修）拆除工程所產出之廢棄物性質穩定，且多屬可再

利用之物料。為拓展其後端再利用之可能，故以提高可回收再利用之物料比

率、再利用產品品質以及減少營建混合物產出為目標，遂制定建築物拆除施

工指引（草案），以輔助業者落實《建築物拆除施工規範》之規定。另外，石

綿係纖維狀水合矽酸鹽礦之總稱，其具有防火、絕緣、耐熱、等特性，因此

被廣為利用。惟石綿已經被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列為一級致癌物，但

石綿之危害往往是暴露後數十年才發生。為因應營建資源有效分類與再利

用，並提升含石綿材料（或建材)之拆除作業之安全及防護措施等觀念，爰辦

理本講習會。 

貳、 辦理單位 

主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單位：勞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執行單位：永旭豐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參、 參加對象 

地方政府建築管理及工務單位、建築及營造相關產業、室內裝修工程、

廢棄物清除、處理業或一般事業單位等涉及含石綿材料(或建材)拆除之業者、

現場業務主管、安衛主管、安衛人員或對石綿危害預防課程有興趣的人員。 

肆、 辦理場次與名額 （每場次 30 位名額，額滿為止） 

場次 辦理時間 場地資訊 

宜蘭場 
111/09/08 (四) 

13：40 ~ 16：40 
宜蘭宜泰飯店-會議室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5 號) 

桃園場 
111/09/15 (四) 

13：40 ~ 16：40 
桃園市勞工教育大樓-402 室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路 650 號) 

彰化場 
111/09/20 (二) 

13：40 ~ 16：40 
彰化青年育樂中心-301 階梯教室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路 2 號) 

台南場 
111/09/22 (四) 

13：40 ~ 16：40 
台南徠歸仁飯店-會議室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路三段 45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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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課程安排 

時間 議題 主講機關 

13：30-13：40 報到 

13：40-14：30 建築物拆除施工指引(草案)說明 
內政部營建署 

14：30-15：00 含石綿建築物拆除管理 

15：00-15：10 中場休息 

15：10-15：40 石綿之健康危害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15：40-16：10 含石綿材料拆除作業危害預防 
勞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 

16：10-16：40 石綿廢棄物清除處理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廢棄物管理處 

16：40-17：00 綜合討論 

17：00- 賦歸 
 

陸、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1. 報名方式： 

請掃描 QR code 或連結網址：https://reurl.cc/ZA9lLA。 

2. 全程參加本宣導會者，將提供一般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練時數證明或

登錄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計3小時。 

3. 本會議針對新冠肺炎實施防疫措施，敬請與會者配合： 

 參與會議時請配戴口罩，與會者入場時請配合測量額溫，額溫37.5

度以上或有發燒症狀，請戴口罩並儘速就醫，暫時請勿入場。 

 會場備有酒精，請與會者消毒雙手後入場。 

4. 本會議名額有限，主辦單位將酌情調整各單位參與人數。完成線上報

名者，將提供講義及餐點，另為響應節能減碳、愛護地球，請自備環

保杯，現場不提供紙杯，請自行自備環保杯。  

5. 若有任何疑問，可聯絡蔡宗益 先生，聯絡電話：0954-098091；電子信

箱：sunrise.puffy@gmail.com。 

6. 其他因參與本會議所衍生之費用，如個人至集合地點之交通、住宿費

用需自行向所屬機關報支。 

7. 若遇不可抗拒之天災情事，經政府機構依權責宣佈放假，則延期舉辦，

日期再另行通知。 

手機掃 QR code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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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會議交通 

交通資訊：宜蘭場-宜泰飯店(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5 號) 

 

 

【自行開車】 

● 北宜高速公路(國道 5 號) 

由羅東五結下交流道→右接 196 線道→經光榮路口直行倉前路(須經過地下道)→至興東

路口左轉→遇公正路口左轉(轉角處為好樂迪 KTV 看板)→直行約 200 公尺即可抵達。 

● 北部濱海公路 

台北往宜蘭方向，右轉接台 7 丙線約 15 分鐘（遇平交道即抵達羅東鎮），於市區右轉

接中正路，遇五叉路口(轉角處為 7-ELEVEN)左轉接公正路約 100 公尺即抵達。 

● 省道 

行駛北宜公路至礁溪後接 9 號省道直行至羅東鎮中正路，右轉接興東路，遇公正路左

轉約 100 公尺即抵達。 

 

【大眾運輸】 

● 客運： 

搭乘國光號往宜蘭，於羅東公路局總局下車後步行，由興東路接公正路右轉直行約 100
公尺即抵達。 

● 台鐵 

搭乘東部幹線北迴鐵路，於「羅東車站」下車後於前站出站，直行公正路約 5 分鐘即

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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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桃園場-桃園市勞工教育大樓(桃園市桃園區民生路 650 號) 

 
【開車】 

國道一號於 49-桃園 號出口下交流道，往桃園方向行駛 → 走台 4 線高架/新南路二段/
台 4 線 → 經過五洲鋁門窗(道路右側)後靠右行駛 → 於民生路左轉 → 持續直行 

  

【公車】 

搭車至桃園火車站 → 走萬壽路三段往大同路前進 → 走重慶路 → 在復興路右轉 → 於
今日飯店可選擇搭乘 106、5014、5016、5059 號公車或客運於北門口下車 → 往西北走民

生路朝北興街步行約 45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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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彰化場-彰化青年育樂中心(彰化市卦山路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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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台南場-台南徠歸仁飯店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路三段 455 號) 

 
自行開車 

中山高速公路南下 

1. 走【國道 3 號線(福爾摩沙高速公路) 】南下於【關廟/歸仁(357 公里)】出口下交流道並

直行改接【台 86 線】，於【歸仁(縣道 182 線) 】出口處下交流道右轉接【中山路一段

(縣道 182 線)】，直行約 4 公里處，飯店位於左側。 

2. 走【國道 1 號線(中山高速公路) 】南下於【台南(327 公里)】出口下交流道並靠左往

【仁德(縣道 182 線)】方向，右轉接【中山路(縣道 182 線)】，直行約 2.5 公里處，飯

店位於右側。 

中山高速公路北上 

1. 走【國道 3 號線(福爾摩沙高速公路) 】北上於【關廟/歸仁(357 公里)】出口下交流道並

直行改接【台 86 線】，於【歸仁(縣道 182 線) 】出口處下交流道右轉接【中山路一段

(縣道 182 線)】，直行約 4 公里處，飯店位於左側。 

2. 走【國道 1 號線(中山高速公路) 】北上於【台南(327 公里)】出口下交流道並靠右往

【仁德(縣道 182 線)】方向，右轉接【中山路(縣道 182 線)】，直行約 2.5 公里處，飯

店位於右側。 

火車 
搭乘台鐵抵達「沙崙站」後，可於高鐵站旁搭乘大台南公車【紅 3 線】前往【上帝廟】站

(參考紅 3 線公車時刻) ，下車後繼續步行約 2-3 分鐘便可抵達，飯店位於右側。 

高鐵 
1. 搭乘高鐵抵達「台南站」後，可於高鐵站旁搭乘大台南公車【紅 3 線】前往【上帝廟】站

(參考紅 3 線公車時刻)，下車後繼續步行約 2-3 分鐘便可抵達，飯店位於右側。 

2. 乘坐計程車（約 10 分鐘車程/約 5.7 公里），車資約 2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