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年度化學品危害通識及分級管理宣導說明會 

因職業安全衛生法於 103年 7月 3日正式上路，並以二階段方式施行，擴大保障所有工作者，「危險物

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配合修正，並修正名稱為「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已分別於 97/12/31、

100/1/7及 102/12/23公告優先適用物質共 3,171種，其他符合「國家標準 15030化學品分類及標示系列」

具有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化學品，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意即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我國勞動場

所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及標示，將全面採行 GHS制度，製造商、輸入商或事業單位於 105 年 12 月 31日止，

其新舊標示及通識措施得併行。 

為保護勞工及減少其健康危害暴露，職安法第 11條新增「雇主對於危害性化學品，應依其健康危害、

散布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理措施。」本次特規劃辦理化學品危害通識及分

級管理宣導說明會，藉由與事業單位進行雙向交流與溝通，俾宣導未來執行政策方式及蒐集業界意見。 

～歡迎有興趣的廠商踴躍報名參加！ 

主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辦理場次、時間及地點（詳細地址及交通，請詳見交通資訊）： 

場次 時間 地點 

台北市 103年 9月 18日（四）9：00 ~ 12：00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夏館 

【B1國際會議廳】 

新竹市 103年 9月 19日（五）9：00 ~ 12：00 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2樓簡報室】 

台中市 103年 9月 26日（五）9：00 ~ 12：00 台中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樓第一會議室】 

高雄市 103年 9月 30日（二）9：00 ~ 12：00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 1樓 S103 教室】 

台北市 103年 10月 3日（五）9：00 ~ 12：00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夏館 

【B1國際會議廳】 

報名方式：僅接受線上報名，網址：http://www.sahtech.org/seminar.aspx（請詳見注意事項之說明）。 

名額限定：每場次 80位，額滿為止，依報名先後錄取，請從速報名。 

報名費用：免費參加。 

活動議程：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09：00～09：15 報到及說明 

09：15～12：00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修法介紹 

「化學品分級管理」介紹與運用 

化學品分級管理輔助工具介紹 

綜合討論 

 

http://www.sahtech.org/seminar.aspx


注意事項 

1. 請於 103年 9月 15日前完成線上報名且額滿為止，依報名先後錄取。 

2. 報名網址：http://www.sahtech.org/seminar.aspx，活動前一天將 E-Mail發給［報到通知］與報到

編號。 

3. 活動名額：因場地座位有限，每場次限額 80名。 

4. 如報名廠家踴躍，執行單位保留限制每一廠家參加人數之權力，以維護各廠家參與研討之權益，敬請

見諒。  

5. 聯絡人：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SAHTECH）林玫君小姐 

6. 電話：（06）2937770／傳真：（06）2938810 

7. 為響應環保與紙杯減量，當天請自備環保杯。 

8. 本中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告知以下事項，請務必詳細閱讀以保護您個人資料的隱私與權

益。本中心為維護您及 貴公司之權益，因本宣導訓練活動將透過網路等合法方式，向您要求可供辨

識之個人資料，以利進行資料傳遞、處理與利用行為。上述個人資料將視計畫業務或活動性質請您提

供必要之正確個人資料，於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本中心亦遵守相關之流

程及內部作業規範，非經您書面同意，不會將個人資料用於其他用途。但有法律依據或合約義務者，

不在此限。若 貴公司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中心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

供本中心相關服務及諮詢。未來若您覺得不再需要本中心提供相關服務，或對使用情形有問題時，您

可以透過電子郵件、電話、傳真或書面等方式來主張請求查詢、閱覽、給複製本、補充、更正、刪除

或停止蒐集、處理、利用之權利。 當您提繳報名資訊之同時，即視為已知悉並完全同意本中心之個

資法規範或隱私權政策的任何內容。 

 
交通資訊 

 

《台北市場次會場－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建國本部【大夏館】》  

地址：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31 號【B1 國際會議廳】 

 

 
•A：211、235、662、663、18、237、278、

284、284(直行)、295、52、72、72(直

達)、和平幹線號公車在龍門國中站

下、15、15(萬美線)、3號公車至龍門

國中站下車。 

•B：207、211、235、662、663、15、15(萬

美線)、18、237、278、284、284(直行)、

295、3、52、72、72(直達)、和平幹線、

敦化幹線號公車至龍門國中站下車。 

•C：298、3號公車至龍門國中站下車。  

 
•木柵捷運線在科技大樓站下，轉乘和平幹

線公車或步行約 15 分鐘至建國南路口。 

•北投南勢角或淡水新店線在古亭站下，轉

乘和平幹線公車至建國南路口下。  

 
•P1：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停車場。 

•P2：建國高架橋下停車場。  

•P3：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http://www.sahtech.org/seminar.aspx


《新竹市場次會場－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行政大樓】》  

地址：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3 號【2 樓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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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場次會場－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100 號【2 樓第一會議室】 

 

交通資訊： 

客運：  

站名 -國立臺中圖書館 (復興路 )：臺中客運： 60、 82、 101、 102。豐原客運： 281。巨業客

運：166。豐榮客運： 89。仁友客運： 105。中台灣客運：

125。  

站名 -國立臺中圖書館 (五權南路 )：統聯客運： 23 

站名 -國立臺中圖書館 (建成路 )：臺中客運： 35 

高速公路：國道 1 號中山高速公路  

南下：南下至南屯交流道下，走五權西路右轉五權路，接五權南路至臺中高等法院對面即

可到達，參考路線。  

北上：北上至南屯交流道下，走五權西路右轉五權路，接五權南路至臺中高等法院對面即

可到達，參考路線。  

步行：  

乘火車至臺中站下車，徒步左轉建國路左轉臺中路，右轉復興路，沿復興路 3 段左轉復興

園路到本館，約 25 分鐘，參考路線。  

高鐵：  

轉乘計程車：約 25 分鐘。  

接駁公車：由高鐵臺中站大

廳層至 1 樓客運轉運站，前

往公車月台搭乘：臺中客運

82，101 號、中台灣客運 125

號公車至臺中高等法院站

下車。巨業客運 166 號公車

至國立臺中圖書館 (復興路 )

站下車。  

停車汽機車收費資訊：  

1.汽車  NT.10 元 /半小時

（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

費）；機車  NT.10 元 /次 (天 )

（每日 24 時後另計一天）；

自行車免費停放。  

2.身心障礙者車輛，自停車

時起， 2 小時內免費，停車

第 3 小時起依 NT. 20 元 /時

開始收費。  

 

 
 

http://maps.google.com/maps?saddr=%E5%8F%B0%E7%81%A3%E5%8F%B0%E5%8C%97%E5%B8%82&daddr=24.1400437,120.649147+to:24.13929,120.66565+to:%E4%BA%94%E6%AC%8A%E5%8D%97%E8%B7%AF&hl=zh-TW&ie=UTF8&ll=24.136023,120.659666&spn=0.064933,0.087461&sll=24.138725,120.654216&sspn=0.032466,0.043731&geocode=FQPcfgEdGts-Bymdvdtha6xCNDFLpsuY2kPCwA%3BFQtZcAEdu_UwBynXN7eOuT1pNDG8EEHlSQGbQA%3BFRpWcAEdMjYxBykJYbNWpz1pNDFFW4Nch-mmdA%3BFdUlcAEdkkYxBw&vpsrc=6&mra=dpe&mrsp=2&sz=15&via=1,2&t=m&z=14
http://maps.google.com/maps?saddr=%E5%8F%B0%E7%81%A3%E5%8F%B0%E5%8D%97%E5%B8%82&daddr=24.140348,120.643988+to:24.1400494,120.6654146+to:%E4%BA%94%E6%AC%8A%E5%8D%97%E8%B7%AF&hl=zh-TW&ie=UTF8&ll=24.137746,120.646191&spn=0.032466,0.043731&sll=24.137472,120.660653&sspn=0.032466,0.043731&geocode=FUIdYQEdieMqBykT_j-VzHxuNDFOdtylqkx_1A%3BFTxacAEdlOEwBynxD2YSuD1pNDHiJXb5Co5tkg%3BFRFZcAEdRjUxBymnBKC0oD1pNDHL5k1-JkXJLA%3BFdUlcAEdkkYxBw&vpsrc=6&mra=dpe&mrsp=2&sz=15&via=1,2&t=m&z=15
http://maps.google.com/maps?saddr=%E5%8F%B0%E7%81%A3%E5%8F%B0%E4%B8%AD%E5%B8%82%E4%B8%AD%E5%8D%80%E8%87%BA%E4%B8%AD%E7%81%AB%E8%BB%8A%E7%AB%99&daddr=%E5%BE%A9%E8%88%88%E5%9C%92%E8%B7%AF&hl=zh-TW&ie=UTF8&sll=24.129688,120.674129&sspn=0.008117,0.010933&geocode=FY1McAEd0YExByn_c1A_FD1pNDHFzjQ4u8-LzQ%3BFaYncAEdMUwxBw&vpsrc=0&mra=dme&mrsp=1&sz=17&t=m&z=17


《高雄場次會場－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97 號【南館 1 樓 S103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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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汽： 
在高雄火車站下車，轉搭 60（前站搭乘）、73（後站搭乘）路線公車。  

搭飛機： 
由小港機場搭機場幹線至火車站轉車至本館。  

搭高鐵： 
由高鐵左營站轉搭捷運紅線至後驛站，轉乘紅 28接駁公車至工博館站下車。  

搭捷運： 
1. 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高雄車站（R11）後，至火車站轉乘 60路（往澄清湖方向），或至後火車站轉乘 73

路或後驛站紅 28接駁公車，至工博館站下車。 

2. 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後驛站（R12）後，轉乘紅 28接駁公車，至工博館站下車。 

 
詳細交通位置資訊建議參考會場網址：
http://www.nstm.gov.tw/visitorinfo/VisitNotes/TrafficInfo.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