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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次招生簡章
壹、 依據「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專業人員講習訓練執行計畫」，經
臺北市政府委託本協會為訓練機構，特辦理本項講習訓練。
貳、目的：
一、為強化建築物外牆安全檢查人員專業技術，提升工作職能。
二、依據臺北市政府公報 104 年第 114 期公告「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
斷及申報管理辦法」草案，規定建築物達一定年限以上，或外牆飾面
較具風險之建築物，應委託專業診斷機構(人員)、檢查人員辦理外牆
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 (將具強制性的全面實施)。
三、依前揭管理辦法規定，檢查人員須取得講習證書後，從事台北市建築
物外牆安全檢查工作，始具法規效力。
參、主管（委託）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肆、主辦（受託）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房屋整建產業協會
伍、檢查人員參訓資格：
一、領有丙級以上營造業管理、泥水、營建防水、建築塗裝、帷幕牆施工
或外牆作業相關之技術士證，並曾任職於營造業或建築師、土木、結
構執業技師事務所，並有四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
二、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曾從事泥水、營建防水、建築塗裝、石材吊
裝、外牆清潔業、營造業、帷幕牆工程業、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業或其
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相關行業，並於畢業後有五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
程經驗者。
陸、受訓名額：本班次以 60 名為原則
柒、上課地點與時間:
一、上課地點：華夏科技大學
TEL:(02)8941-5110
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 號。
二、上課時間：
(一)學科術科教學:105 年 2 月 22 日（一）〜2 月 26 日（五）
(二)學科術科測試 105 年 3 月 4 日（五）〜3 月 6 日（日）(戶外術科考
試，若因天候影響操作安全將另擇期考試)
捌、成績考核：
一、參加講習人員，需經考試測驗合格，核發講習證明書。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予核發講習證明書，並不得補考。
(一)請假時數超過規定應參訓時數之七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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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曠課時間超過規定應參訓時數之七分之一以上(遲到、早退超過十
分鐘，該節視同曠課)。
二、講習人員應親自確實參訓，如有代理上課情事，撤銷參訓資格，並不
予核發結業證書。
三、考試規定:
(一)檢查人員學科考試時間為六十分鐘，術科至少一百八十分鐘，共計
二百四十分鐘，學科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術科成績以七十分為及
格，學科不及格者不得參加術科考試。
(二)學科或術科考試不及格者得申請於下一梯次補考，以一次為限。補
考不及格重新報名參加全程講習課程。(學科補考人員須繳納測試及
閱卷費 NT$500，術科補考者須繳納測試費 NT$3900)
(三)考試舞弊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玖、講習證書核發：
參訓人員講習合格者由本協會核發講習證書，按梯次造冊報請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備查，並由臺北市政府公佈於其網站。
拾、報名手續：
一、填具報名表，繳交最近 2 個月內 2 吋脫帽半身照片(光面紙)，一式 2
張，背面正楷書寫姓名；及繳交國民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丙級以上相
關之技術士證與四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證明影本，或高中(職)
以上學校畢業證書與五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證明（影本）。
二、報名費新臺幣 18,200 元整(另第一梯次優惠辦法如下所示)，繳交方式
現金、支票、匯款，或 ATM 轉帳方式，帳號：合作金庫銀行台北分行
0540717165262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房屋整建產業協會（以 ATM 轉帳者，
務必於
於轉帳收據上註明姓名，傳真或
E-Mail 至本協會）。
轉帳收據上註明姓名
三、填寫具結書、學員健康申告切結書(需提供正本或簽名後掃瞄檔)。
四、報名方式：
(一)親自報名：每日早上 9：00~12：00，下午 13：00~17：00，
至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9 號 8 樓之 1，聯絡電話：(02)2506-2978
周世彬先生，繳交具結書
具結書、
具結書、學員健康申告切結書正本及
學員健康申告切結書正本及其他證件
正本及其他證件影
其他證件影
本。
(二)通訊報名：
1.郵寄報名：請將上述資料（含繳款收據影本）置入Ａ4 規格信封，
掛號郵寄至「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9 號 8 樓之 1，台灣房屋整建產
業協會周世彬先生收」。
2.E-Mail 報名：將前揭文件，以掃瞄檔 E-Mail 至
service@tbra.org.tw，台灣房屋整建產業協會周世彬先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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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傳真報名：將前揭文件，以傳真至（02）2506-2051，台灣房屋整
建產業協會周世彬先生收。惟以傳真報名後，須將由本人簽名之
具結書、
具結書、學員健康申告切結書正本郵寄至本會。
學員健康申告切結書正本
(三)各項證件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或講習訓練期間冒名頂替
上課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即取銷其於本講習課程所有
之資格認定(括講習訓練資格、領證資格等)，並不得要求退費。
(四)報名初審後若經複審發現證件不符合規定時，將通知期限內補件。
若於限期內無法補足證件者，將取消其報名資格。一旦完成報名手
續（繳費完成），若不能參加受訓者，應於開課五日前通知申請延
至下期或退費，但申請退費者須扣除 1,000 元之作業費用；開課五
日內得申請延期，惟除須繳納 500 元之申請延期費外，不得要求退
費。
(五)對已完成報名手續之學員，如因該梯次(期)學員過少或超額時，將
通知協調轉班或退回報名費。
(六)第一梯次優惠辦法：
1.報名費（以完成者）優惠:
(1)同一單位三人以上報名並繳費者，每人以 NT$17,500 優惠。
(2)同一單位五人以上報名並繳費者，每人以 NT$17,000 優惠。
(3)同一單位十人以上報名並繳費者，每人以 NT$15,500 優惠。
(4)持有吊籠操作人員證照報名並繳費者，每人以 NT$17,000 優
惠。(同一單位十人以上報名者同(3)之優惠)。
2.每人贈送日本製土牛牌鋼筆型打診棒乙支（市價 1,000 元）。
3.贈送｢外牆安全檢查 APP 系統」半年使用權（自臺北市政府開始強
制執行日起算）。
拾壹、術科考試計畫內容：
一、紅外線顯像儀操作
(一)測試目的：
1.測試學員對紅外線顯像儀操作熟練度。
2.測試學員對紅外線顯像與外在溫度及參數之調整能力。
3.測試學員對紅外線顯像圖之精確度。
(二)地點：磁磚面板放置處
(三)考試時間：每人實際操作 20 分鐘
(四)測試方式：
1.於指定場所及指定之 6 個貼著有瑕疵之教學用磁磚面板，請教師
預先攝影作出正確答案及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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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學員抽籤後，以紅外線顯像儀，對準抽定之貼著有瑕疵之教學
用磁磚面板攝影。
3.學員需在指定時間內，操作紅外線顯像儀，並能成功印出圖像。
4.學員所印出之圖像與正確答案之比較評分。
(五)本題於術科分數所佔權數：20％
二、建築物紅外線顯像結果判讀
(一)測試目的：
1.測試學員對紅外線顯像之圖像的解讀能力。
2.測試學員對圖像能正確於圖表上表示出，以供專業診斷人員之診
斷接軌。
(二)地點：於指定教室內同時測試
(三)考試時間：1 小時內
(四)測試方式：
1.由出題老師先行於台北市隨機拍攝 3 棟以上之建築物紅外線顯像
圖。
2.出題老師先行作出異常處正確判讀之答案圖表與評分標準。
3.測試時於教室內發給學員該等紅外線顯像圖，於一定時間內，由
學員製作圖表，並能將異常處明確地以符號或其他表示記載於圖
表上。
4.與出題老師作出之正確答案圖表比較評分。
(五)本題於術科分數所佔權數：30％
三、高空打診與表單製作之測試
(一)測試目的：
1.測試學員於高空作業之膽識。
2.測試學員之打診動作與正確打診結果。
3.測試學員對打診或目視觀察結果之製作瑕疵記錄表及統計表之能
力。
(二)地點：指定之室外牆面
(三)考試時間：每人實際操作 50 分鐘，其考試時間分配為：
1.高空打診測試：30 分鐘（含 10 分鐘準備、裝備檢查及卸除裝備，
20 分鐘搭吊籠至規定高度，進行打診作業、瑕疵部位之現場影音
記錄。)
2.表單製作之測試：20 分鐘。
(四)測試方式：
1.高空打診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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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定之室外 2 面以上之牆面，由出題老師事先打診後，各別作
出正確現瑕疵標示方法與現場影音記錄方式，及評分標準；統
計記錄表。
(2)學員須穿著標準安全裝備與全程影音攝影裝備，並配備一名領
有合格證照之吊籠操作員，一同搭乘吊籠至 15 公尺以上高空。
(3)學員於高空牆面打診過程，除於現場設置 1 名監評人員監督現
場安全外，並以望遠鏡觀察學員打診動作是否正確與評分。
(4)另對現場全程攝影資料，於測試後集中於室內電腦銀幕，另設
置 2 名監評人員，觀察每位學員之全程攝影資料後，評分之。
高空作業之分數，以 3 名監評人員之評分，平均計算。
2.表單製作之測試：
(1)學員於完成高空打診測試後，應隨即於現場準備之作業台上，
以自備之電子裝備，將先前打診結果之影音記錄，轉填入自行
設定之瑕疵記錄表與各種瑕疵統計表格內，再經由電子裝備，
將全程影音記錄與製作好之瑕疵記錄表及統計表格等三個檔
案，傳輸至指定郵址後，始為完成測試作業。
(2)其記錄應含指定牆面每一部位之打診結果，及目視所觀察到之
壁面瑕疵、窗框、附掛物等是否有異樣。
(3)與出題老師製作出之正確統計記錄比對評分。
(4)本作業得使用｢外牆安全檢查 APP 系統」作出表單，或自行製
作程式處理。
(五)本題於術科分數所佔權數：
1.高空打診測試：30％
2.表單製作之測試：20％
拾貳、其他注意事項：
一、術科教學課程，為使學員能操作儀器（尤以紅外線顯像儀）之必要，
若參訓人數超過 40 名時，則將分成 A、B 二班上課（如課表）
。若參訓
人數僅在 40 名以內，則以 A 班課表為主。
二、學、術科考試時間，擬於 105 年 3 月 4 日〜6 日三天內進行完畢，其時
間之安排，將於學術科上課時間內，依參訓人數之多寡，另行通知每
一學員之個別考試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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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間

日期

08:40
|
09:40
09:40 〜 09:50
09:50
|
10:50
10:50 〜 11:00
11:00
|
12:00
12:00 〜 13:00
13:00
|
14:00
14:00 〜 14:10
14:10
|
15:10
15:10 〜 15:20
15:20
|
16:20
16:20 〜 16:30
16:30
|
17:30

課程內容 ( 學科 )
2月22日

2月23日

2月24日

2月25日

外牆種類與檢查方 粉刷層與磁磚剝落 石材剝落趨勢的內 書面檢查紀錄與報
式
趨勢的檢查作業- 部檢查與即時處理 告之製作
打診檢查法與及時
處理措施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事前準備作業 粉刷層與磁磚剝落 帷幕牆及外牆附掛 電子履歷資料保存
趨勢的檢查作業- 物之種類與損壞課 與書面報告的製作
打診檢查法與及時 題
及事後資料分析
處理措施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粉刷層與瓷磚之 石材之鋪設工法與 帷幕牆及外牆附掛 電子履歷資料保存
鋪貼與剝落原因 剝落關係
物之種類與損壞課 與書面報告的製作
題
及事後資料分析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粉刷層與瓷磚之鋪 石材之鋪設工法與 帷幕牆及外牆附掛 營造勞工安全衛生
貼與剝落原因 剝落關係
物之種類與損壞課 法規與標準
題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粉刷層與磁磚剝落 石材之鋪設工法與 帷幕牆及外牆附掛 營造勞工安全衛生
物剝落損壞趨勢與 法規與標準
趨勢的檢查作業- 剝落關係
檢查—外檢
紅外線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粉刷層與磁磚剝落 石材剝落趨勢的內 帷幕牆及外牆附 高空作業人員安全
趨勢的檢查作業- 部檢查與即時處理 掛物剝落損壞趨 衛生須知
勢與檢查—外檢
紅外線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粉刷層與磁磚剝落 石材剝落趨勢的內 帷幕牆及外牆附掛 高空作業人員安全
趨勢的檢查作業- 部檢查與即時處理 物剝落損壞趨勢與 衛生須知
紅外線
檢查—內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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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間

日期

08:00
|
09:00
09:00
|
10:00
10:00
|
11:00
11:00
|
12:00

12:00 〜 13:00
13:00
|
14:00
14:00
|
15:00
15:00
|
16:00
16:00
|
17:00

課程內容 ( 術科 )
2月26 日

( A班 )

2月26 日 ( B班 )

各種檢測設備與儀器之實體介紹與實 外牆高空作業與打診檢查法之講解與
演操作
實演操作
紅外線顯像照片與打診檢查法之比較 外牆高空作業與打診檢查法之講解與
講解與實演操作
實演操作
紅外線顯像照片與打診檢查法之比較 石材飾面之各種檢查方法之講解與實
講解與實演操作
演操作
紅外線顯像照片與打診檢查法之比較 帷幕牆及外牆附掛物之檢查之講解與
講解與實演操作
實演操作
休息
休息
外牆高空作業與打診檢查法之講解與 各種檢測設備與儀器之實體介紹與實
實演操作
演操作
外牆高空作業與打診檢查法之講解與 紅外線顯像照片與打診檢查法之比較
實演操作
講解與實演操作
石材飾面之各種檢查方法之講解與實 紅外線顯像照片與打診檢查法之比較
演操作
講解與實演操作
帷幕牆及外牆附掛物之檢查之講解與 紅外線顯像照片與打診檢查法之比較
實演操作
講解與實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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