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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短期交流獎助計畫 

【執行成效表單】 

 

一、基本資料 

計畫編號 

 

107-01-A05 

補助類型 

(各類所屬細項

見補助要點) 

海外短期研修(1 學分以上) 

7 天以上之短期文化交流 

競賽或移地訓練 

計畫名稱 日本安全衛生課程體驗及企業參訪計畫 

申請系所 安全衛生科學院 交流國家 日本 

實際補助 

學生人數 
10 

實際補助 

老師人數 
1 

其中為 106~108

入學新生人數 
106 學年入學新生人數：0 /107 學年入學新生人數：0/108 學年入學新生人數：0 

執行單位 安全衛生科學院 執行期程 108.06.25-108.07.02 

計畫主持人 陳Ｏ蓉 執行老師 陳Ｏ蓉 

分機/Email 7500/akichn@mail.cjcu.edu.tw 分機/Email 7500/akichn@mail.cjcu.edu.tw 

配合課程名稱 

(必選修/學分數) 
無 證照名稱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已申請其他 

來源補助 

無 

(一) 執行重點及具體作法：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陳秋蓉院長於 108.06.25-108.07.03 帶領學院 3 名研究生及 7 名大

三學生前往日本東京安全衛生課程體驗及企業參訪，學生將可藉由異國知識汲取、

文化交流及生活體驗，加速國際視野之拓展，增進學生外語能力與厚植職場競爭

力。本次活動參訪地點如下： 

1. 重松事業製作所-埼玉事業所，主要是製造濾罐及技術的研究所，其所生產的濾毒罐

是可以在用完之後再送回工廠清洗重複利用，以達到環保再利用的目的，重松事業

製作所-船引事業所是位於福島的工廠，主要是介紹呼吸防護具的選用以及濾毒罐過

濾器的製造。 

2. 至中央災害防止協會拜訪及上課，聽取厚生勞動省中央災害防止協會組織、勞動安

全衛生法沿革、職業身心健康與健康促進推動工作的介紹。 

3. 前往日本最大的化學公司--三菱化學，主要是的產品為塑料產品、石油化工、專業化

學製品及製藥。 

4. 參訪常磐谷沢製作所。主要是安全帽製造，以及安全帶、通風管、防災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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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工廠可了解如何將玻璃纖維壓縮成安全帽、如何將美麗的顏色附著在安全帽上

面的製成，以及對每頂安全帽品質的嚴格要求及把關並注重回收，將淘汰的安全帽

回收並且再生，將安全帽循環利用，十分的環保。 

5. 鹿島煉鐵廠，主要製造了鋼板、鋼管、鋼筋等，用於汽車和家用電器薄板，是一家

高爐綜合製造廠，具有世界一流的生產規模和能源效率。 

 

詳細行程安排：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2019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二) 

07:00 集合出發  

14:25-18:50 搭乘中華航空/桃園 14:30-東京成田 18:55  

住宿 DoMo 民泊(東新宿 DoMo J) 

http://www.domo.tw/ 

〒169-0072 新宿區大久

保 1丁目 3-11 パティオ

東新宿 

 

2019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三) 

09:00-11:00 

參觀重松製作所-埼玉事業所(口罩測試及介紹) 

株式會社重松製作所是日本知名防塵面具、防毒面具製作商，是
呼吸護具行業的先驅。1942 年 3 月 17 日設立。重松創建於 1917

年（大正 6 年），成立以來，一直堅持防塵面罩、防毒面具等呼
吸器具的研發與生產。 

http://www.sts-japan.com/ 
さいたま市岩槻区谷下 267 

11:00-14:00 埼玉-福島  

14:00-16:30 
參觀重松製作所-船引事業所船引工場(自動倉庫，過

濾器製造) 

http://www.sts-
japan.com/company/office/
funehiki.html 
福島県田村市船引町船引字
卯田ヶ作 115 

住宿 DoMo 民泊(東新宿 DoMo J) 

http://www.domo.tw/ 

〒169-0072 新宿區大久

保 1丁目 3-11 パティオ

東新宿 

 

2019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 

09:00-12:00 參觀中央災害防止協會 港区芝 5-35-2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互動交流  

14:00~ 田町~東京  

14:30~20:00 

開場介紹等（14：30-14：50） 

公司概況簡介、展覽館參觀（14：50-16：30） 

交換意見(16：30-17：00) 

閉幕（17：00~17：10） 

休息（17：10-18：00） 

歡迎餐敘（18：00-20：00） 

株式会社三菱ケミカルホール

ディングス 

(東京都千代田区丸の内１－

１－１パレスビル 11F) 

https://www.mitsubishiche

m-hd.co.jp/ 

http://www.domo.tw/domoj/
http://www.domo.tw/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2%E5%B0%98%E9%9D%A2%E5%85%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2%E6%AF%92%E9%9D%A2%E5%8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AD%A3
http://www.sts-japan.com/
http://www.sts-japan.com/company/office/funehiki.html
http://www.sts-japan.com/company/office/funehiki.html
http://www.sts-japan.com/company/office/funehiki.html
http://www.sts-japan.com/company/office/funehiki.html
http://www.sts-japan.com/company/office/funehiki.html
http://www.domo.tw/domoj/
http://www.domo.tw/
https://www.mitsubishichem-hd.co.jp/
https://www.mitsubishichem-hd.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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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DoMo 民泊(東新宿 DoMo J) 

http://www.domo.tw/ 

〒169-0072 新宿區大久

保 1丁目 3-11 パティオ

東新宿 

 

2019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五) 

 

常磐谷沢製作所(安全帽製造) 

1.工業安全和健康防護設備（保護帽，安全帶，通風管等） 

  製造和銷售標誌和標誌，以及租賃 

2.製造和銷售防災工具和用品 

3.便攜式收音機的製造，銷售和租賃 

4.醫療設備的製造，銷售和租賃 

5.騎馬頭盔的生產和銷售 

6.所有與上述項目有關的業務 

 

https://www.tanizawa.co.j

p/companyinfo/joban_tani

zawa.html 

住宿 DoMo 民泊(東新宿 DoMo J) 

http://www.domo.tw/ 

〒169-0072 新宿區大久

保 1丁目 3-11 パティオ

東新宿 

 2019 年 6 月 29 日(星期六) 

09:00-12:00 江戶博物館 

130-0015 東京都墨田區橫綱 1-

4-1 

https://www.edo-tokyo-

museum.or.jp/zh-tw/ 

13:30-17:30 東京消防博物館 

http://www.tfd.metro.toky

o.jp/ts/museum.html 

東京消防庁本部庁舎 〒100-

8119 東京都千代田区大手町
一丁目 3 番 5 号 

住宿 DoMo 民泊(東新宿 DoMo J) 

http://www.domo.tw/ 

〒169-0072 新宿區大久

保 1丁目 3-11 パティオ

東新宿 

2019 年 6 月 30 日(星期日) 

 體驗當地文化(安排中)  

住宿 DoMo 民泊(東新宿 DoMo J) 

http://www.domo.tw/ 

〒169-0072 新宿區大久

保 1丁目 3-11 パティオ

東新宿 

2019 年 7 月 1 日(星期一) 

9:40-11:10 [移動]東京車站/八重洲出口/鹿島中央酒店  

11:10-11:50 鹿島中央酒店午餐(預約) 
https://www.ekch.jp/restau

rant/sepia 

12:00-12:15 鹿島中央酒店-國末站下車-鹿島煉鐵廠  

13:00-16:00 
參觀日本製鉄株式会社鹿島製鉄所 

(茨城県鹿嶋市光 953－16 番地) 

填寫申請書 

https://www.nipponsteel.co

http://www.domo.tw/domoj/
http://www.domo.tw/
https://www.tanizawa.co.jp/companyinfo/joban_tanizawa.html
https://www.tanizawa.co.jp/companyinfo/joban_tanizawa.html
https://www.tanizawa.co.jp/companyinfo/joban_tanizawa.html
http://www.domo.tw/domoj/
http://www.domo.tw/
https://www.edo-tokyo-museum.or.jp/zh-tw/
https://www.edo-tokyo-museum.or.jp/zh-tw/
http://www.tfd.metro.tokyo.jp/ts/museum.html
http://www.tfd.metro.tokyo.jp/ts/museum.html
http://www.domo.tw/domoj/
http://www.domo.tw/
http://www.domo.tw/domoj/
http://www.domo.tw/
https://www.ekch.jp/restaurant/sepia
https://www.ekch.jp/restaurant/sepia
https://www.nipponsteel.com/works/kashima/about/visi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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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orks/kashima/about/vi

sit.html 

16:55-19:00 [移動]鹿島製鐵所前～東京車站(日本橋口)  

19:00- 晚餐  

住宿 DoMo 民泊(東新宿 DoMo J) 

http://www.domo.tw/ 

〒169-0072 新宿區大久

保 1丁目 3-11 パティオ

東新宿 

2019 年 7 月 2 日(星期二) 

14:30-17:15 
搭乘虎航/東京成田 14:30-桃園 17:15   

回溫暖的家  

2019 年 7 月 3 日(星期三) 

 辦理補助經費核撥及結案。  

三、執行心得及成果效益說明(請檢附活動照片 2 張)： 

1. 學生面 

(1)增進學生對安全衛生專業知能及技術的提升，以了解先進國家安全衛生工作內容與

拓展國際視野。 

(2)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結合探索教育之精神，增進國外參訪之深度與廣

度。  

2. 與日本中災防建立密切互訪機制，進一步可請中災防配合協助本院推動安全衛生工作與

教育訓練。 

  

參訪重松事業製作所-埼玉事業所 參訪重松事業製作所-船引事業所 

  

至中央災害防止協會拜訪及上課 參訪常磐谷沢製作所 

https://www.nipponsteel.com/works/kashima/about/visit.html
https://www.nipponsteel.com/works/kashima/about/visit.html
http://www.domo.tw/domoj/
http://www.domo.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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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江戶博物館 參訪消防博物館 

 

 

鹿島製鐵所前 歸賦 

 

四、計畫成果推展方式說明及成果公告網址連結： 

http://dweb.cjcu.edu.tw/SSHS/album/1531 

 

五、執行成效說明(經費執行率、量質化指標及 KPI) 

(一) 經費執行率： 

經費執行率 

項目 

(A) (B) (C) (B+C) (B/A*100%) 

計畫核定 

金額 

(A)項實際

執行金額 

使用 

其他經費 

整體計畫實

際執行金額 

計畫核定經

費之執行率 

課程費 72,000 72,000 0 72,000 100% 

學生機票費 128,000 128,000 0 128,000 100% 

教師機票費 13,000 13,000 0 13,000 100% 

使用其他經費說明 

1. 住宿費、伙食費由同學自行支付。 

備註：計畫核定經費之執行率低於 70%者，請於自我檢討表格內說明。 

 

http://dweb.cjcu.edu.tw/SSHS/album/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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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量質化指標執行成效： 

量化指標 質化指標 

指標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指標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學生對本次活動

的正面感受和肯

定人數達 80%。 

 

活動問卷滿意度為

97%。 

提升學生國際觀，安

全衛生智能提升，熟

悉日本安全衛生制度

與規範。 

藉由多元文化配合專業領

域的國際移動學習，期使

學生於畢業前具有國際移

動力。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強化學生對業界認

知、認同及認識的素

養。 

藉由異國知識汲取、文化

交流及生活體驗，加速國

際視野之拓展，增進學生

對業界的認知並厚植職場

競爭力。 

(三) KPI 達成情形說明： 

KPI 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出國短期交流學生 10 人。 

出國參觀至少 5 間工廠。  

出國短期交流學生達 10 人。 

出國參觀 5 間工廠。 

(表格不夠請自行增列) 

 

六、本計畫執行之心得與檢討  

(一) 自我評鑑：(請填寫下列選項，並為本次計畫執行情形自評分數(滿分為100分) 

    計畫正常推展，且預期成效順利達成(自評分數：   90   ) 

    □計畫正常推展，但未達預期成效(請於自我檢討說明) (自評分數：        ) 

    □計畫執行進度有些落後，並執行有困難(請於自我檢討說明) (自評分數：        ) 

(二) 所遇問題及可精進方案： 

(三) 自我檢討及建議： 

＊備註：每位學生心得報告請以 PDF 檔方式上傳雲端；學生問券請彙整成一份統計表上傳。 

填表人：吳Ｏ潔 (分機ＸＸＸＸ)                         

                              日期：108 年 11 月 26 日 

 

 

 

 

 

 

 

 

 

 

 



7 
 

 

 

 

 

 

 



8 
 

 



9 
 

 

 

 



10 
 

 

 

 

 

 

 

 



11 
 

 



12 
 

長榮大學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 

2019 年日本企業參訪暨課程體驗行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Day1] 2019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二) 

12:30 集合/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中華航空櫃台  

14:25-18:50 搭乘中華航空/桃園 14:30-東京成田 18:55  

住宿 DoMo 民泊(東新宿 DoMo J) 

http://www.domo.tw/ 

〒169-0072 新宿區大久保 1

丁目 3-11 パティオ東新宿 

 [Day2] 2019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三) 

07:00 集合  

09:00-11:00 

參觀重松製作所-埼玉事業所(口罩測試及介紹) 

 

重松製作所是日本知名防塵口罩、呼吸防護具製作商，是呼吸護

具行業的先驅。在環境管理系統方面，埼玉辦事處是 1998 年第

一個獲得 ISO 14001 認證(環境管理系統國際標準)的呼吸防護行

業。 

http://www.sts-japan.com/ 
埼玉市岩槻区谷下 267 

11:00-14:00 移動時間：埼玉-福島  

14:00-16:30 
參觀重松製作所-船引事業所工場(呼吸防護具選用，
濾毒罐過濾器製造) 

http://www.sts-
japan.com/company/office/
funehiki.html 
福島県田村市船引町船引字卯
田ヶ作 115 

16:30-18:30 移動時間  

住宿 DoMo 民泊(東新宿 DoMo J) 

http://www.domo.tw/ 

〒169-0072 新宿區大久保 1

丁目 3-11 パティオ東新宿 

 [Day3] 2019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 

07:30 集合  

http://www.domo.tw/domoj/
http://www.domo.tw/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2%E5%B0%98%E9%9D%A2%E5%85%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www.sts-japan.com/
http://www.sts-japan.com/company/office/funehiki.html
http://www.sts-japan.com/company/office/funehiki.html
http://www.sts-japan.com/company/office/funehiki.html
http://www.sts-japan.com/company/office/funehiki.html
http://www.sts-japan.com/company/office/funehiki.html
http://www.domo.tw/domoj/
http://www.domo.tw/


13 
 

09:00-12:00 

中央災害防止協會拜會及上課，聽取厚生勞動省中央
災害防止協會組織，勞動安全衛生法沿革，職業身心
健康與健康促進推動工作簡介。 
 
中央労働災害防止協会（中災防）協會創立於 1964 年， 

協會的主軸在於降低勞動災害，主要的事業概要七點： 

1.提升安全衛生意識及文化： 

  每年度舉辦超過一萬人的全国産業安全衛生大会， 

  年初年末提倡無災害運動，出版安全衛生教育書籍， 

2.企業的輔導者、安全衛生人員的培養教育 

3.專家支援 

4.安全衛生資訊提供 

5.防止勞動災害發生的調查 

6.零職災運動 

7.促進身心健康的工作環境 

〒108-0014 東京都港区芝 5-

35-2 安全衛生総合会館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意見交流  

14:00~ 田町~東京  

14:30~20:00 

參觀三菱化學公司 

三菱化學公司是日本最大的化學公司。公司通過其三個主要部門

提供其廣泛產品：功能材料和塑料產品（包括信息及電子產品、

專業化學製品、製藥）；石油化工；碳及農業產品。雖然鋁、片

塑產品、及塑料包裝等功能材料占銷售額的 55%還多，但公司還

是把長期目標放在了專業化學製品及製藥上來。三菱化學正在進

行結構改革和管理改革工作，以使其獲得盈利。 

 

開場自我介紹等（14：30-14：50） 

公司簡介、展覽館參觀（14：50-16：30） 

討論意見交流(16：30-17：00) 

閉幕（17：00~17：10） 

休息（17：10-18：00） 

歡迎餐敘（18：00-20：00） 

株式会社三菱ケミカルホール

ディングス 

(東京都千代田区丸の内１－

１－１パレスビル 11F) 

https://www.mitsubishiche

m-hd.co.jp/ 

住宿 DoMo 民泊(東新宿 DoMo J) 

http://www.domo.tw/ 

〒169-0072 新宿區大久保 1

丁目 3-11 パティオ東新宿 

 [Day4] 2019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五) 

08:00 集合  

09:00-13:00 移動時間  

13:00-15:30 

參觀谷沢製作所(安全帽製造) 

1.工業安全和健康防護設備（保護帽，安全帶，通風管等） 

  製造和銷售標誌和標誌，以及租賃 

2.製造和銷售防災工具和用品 

3.便攜式收音機的製造，銷售和租賃 

4.醫療設備的製造，銷售和租賃 

5.騎馬頭盔的生產和銷售 

6.所有與上述項目有關的業務 

https://www.tanizawa.co.j

p/companyinfo/joban_tani

zawa.html 

東京都品川区大崎 4丁目 2

番 55 号 W・Bジャパンビル 1

階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9F%B3%E6%B2%B9%E5%8C%96%E5%B7%A5
https://wiki.mbalib.com/zh-tw/%E9%95%BF%E6%9C%9F%E7%9B%AE%E6%A0%87
https://www.mitsubishichem-hd.co.jp/
https://www.mitsubishichem-hd.co.jp/
http://www.domo.tw/domoj/
http://www.domo.tw/
https://www.tanizawa.co.jp/companyinfo/joban_tanizawa.html
https://www.tanizawa.co.jp/companyinfo/joban_tanizawa.html
https://www.tanizawa.co.jp/companyinfo/joban_tanizaw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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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9:00 移動時間  

住宿 DoMo 民泊(東新宿 DoMo J) 

http://www.domo.tw/ 

〒169-0072 新宿區大久保 1

丁目 3-11 パティオ東新宿 

 

[Day5] 2019 年 6 月 29 日(星期六) 

08:00 集合  

09:00-12:00 參觀江戶博物館 

130-0015 東京都墨田區橫綱 1-

4-1 

https://www.edo-tokyo-

museum.or.jp/zh-tw/ 

13:30-17:30 參觀東京消防博物館 

http://www.tfd.metro.toky

o.jp/ts/museum.html 

東京消防庁本部庁舎 〒100-

8119 東京都千代田区大手町
一丁目 3 番 5 号 

住宿 DoMo 民泊(東新宿 DoMo J) 

http://www.domo.tw/ 

〒169-0072 新宿區大久保 1

丁目 3-11 パティオ東新宿 

[Day6] 2019 年 6 月 30 日(星期日) 

09:00-21:00 體驗當地文化(資料整理、自由活動)  

住宿 DoMo 民泊(東新宿 DoMo J) 

http://www.domo.tw/ 

〒169-0072 新宿區大久保 1

丁目 3-11 パティオ東新宿 

[Day7] 2019 年 7 月 1 日(星期一) 

08:30 集合  

9:40-11:10 [移動]東京車站/八重洲出口/鹿島中央酒店  

11:10-11:50 鹿島中央酒店午餐 
https://www.ekch.jp/restau

rant/sepia 

12:00-12:15 鹿島中央酒店-國末站下車-鹿島煉鐵廠  

13:00-16:00 

參觀日本製鉄株式会社鹿島製鉄所 

(茨城県鹿嶋市光 953－16 番地) 

 

鹿島鋼鐵製造重刑鋼板，鋼管、鋼筋等，主要用於汽車和家用電

器薄板。它是一家高爐綜合製造廠，具有世界一流的生產規模和

能源效率。除了參觀製造過程，可以了解節能工作，在環境方

面，已獲得 ISO 14001 認證，並積極參與節能，資源節約和回收

促進，正在擴大生產活動，作為一個環保的製造工廠。 

填寫申請書 

https://www.nipponsteel.co

m/works/kashima/about/vi

sit.html 

16:55-19:00 移動時間：鹿島製鐵所前～東京車站(日本橋口)  

19:00- 晚餐  

住宿 DoMo 民泊(東新宿 DoMo J) http://www.domo.tw/ 

http://www.domo.tw/domoj/
http://www.domo.tw/
https://www.edo-tokyo-museum.or.jp/zh-tw/
https://www.edo-tokyo-museum.or.jp/zh-tw/
http://www.tfd.metro.tokyo.jp/ts/museum.html
http://www.tfd.metro.tokyo.jp/ts/museum.html
http://www.domo.tw/domoj/
http://www.domo.tw/
http://www.domo.tw/domoj/
http://www.domo.tw/
https://www.ekch.jp/restaurant/sepia
https://www.ekch.jp/restaurant/sepia
https://www.nipponsteel.com/works/kashima/about/visit.html
https://www.nipponsteel.com/works/kashima/about/visit.html
https://www.nipponsteel.com/works/kashima/about/visit.html
http://www.domo.tw/domoj/
http://www.domo.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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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072 新宿區大久保 1

丁目 3-11 パティオ東新宿 

[Day8] 2019 年 7 月 2 日(星期二) 

10:50 集合~前往機場  

14:30-17:15 
搭乘華航/東京成田 14:30-桃園 17:15   

回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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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 

2019年日本企業參訪暨課程體驗 
 

             錄取名單 

序 姓名 系級 結果 

1 林Ｏ娟 職安碩一 正取 

2 陳Ｏ妤 職安碩一 正取 

3 李Ｏ禕 職安碩二 正取 

4 溫Ｏ翔 職安三 A 正取 

5 林Ｏ萱 職安三 A 正取 

6 王Ｏ如 職安三 A 正取 

7 蔡Ｏ辰 職安三 A 正取 

8 陳Ｏ媛 職安三 A 正取 

9 楊Ｏ茵 職安三 A 正取 

10 楊Ｏ婷 食安三 A 正取 

11 鄭Ｏ旖 食安二 A 備取 

12 王Ｏ智 職安二 B 備取 

13 楊Ｏ萱 職安二 B 備取 

 

 

 

 



17 
 

 

  長榮大學 安全衛生科學學院 

   2019 年日本企業參訪暨課程體驗/帶隊老師生活費 

 

*以台灣銀行 108.05.24 即期匯率 US$1=NT$31.595 計算之。 

*期程：108 年 6 月 25 日至 108 年 7 月 2 日/共計 8 天。 

 
 

 

 

 

 

 

 

 

108 年 
起 訖 地 點 工 作 記 要 生活費 

月 日 

6 25 桃園-東京 啟程 
8,941 

(US$283) 

6 26 
東京-埼玉- 

福島-東京 

重松製作所 

埼玉事業所 

船引事業所 

6,351 

(US$201) 

6 27 東京 
中央災害防止協會 

三菱化學 

8,941 

(US$283) 

6 28 東京 谷沢製作所 
8,941 

(US$283) 

6 29 東京 
江戶博物館 

消防博物館 

8,941 

(US$283) 

6 30 東京 資料整理 
8,941 

(US$283) 

7 1 鹿島 鹿島煉鐵廠 
6,351 

(US$201) 

7 2 東京-桃園 歸赋 
2,682 

(US$283*0.3) 

合  計 NT$60,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