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109 年勞工健康服務專業知能與實務分享研討會 

一、 活動目的： 

為使推動勞工健康服務之相關專業人員瞭解推動勞工身心健康保護之價值與實務作法，

特邀請國內相關領域專業人員分享勞工健康服務推動實務經驗，以提升職場推動相關措

施之專業知能，強化落實勞工身心健康保護，建立安全與健康之職場環境。 

二、 主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三、 執行單位： 

北區、中區及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四、 參加對象： 

1. 初階課程：適合辦理勞工健康服務相關經驗未滿 2 年之職業安全衛生、勞工健康服務醫

護等相關人員。 

2. 進階課程：適合辦理勞工健康服務相關經驗滿 2 年以上之職業安全衛生、勞工健康服務

醫護等相關人員。 

五、 辦理時間及地點： 

1. 初階場次 

場次 日期 地點 
報名

人數 
執行單位 

花蓮 
6/3 

(三) 

花蓮勞工育樂中心一樓大禮堂 

花蓮縣花蓮市富安路 199 號 
33 

北區勞工健康

服務中心 

嘉義 
6/18 

(四) 

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三樓中型會議室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 569 號 
33  

南區勞工健康

服務中心 

雲林 
7/8 

(三) 

雲林勞工育樂中心 大禮堂 

雲林縣斗六市嘉新路 222 號 
33 

中區勞工健康

服務中心 

 

2. 進階場次 

場次 日期 地點 
報名

人數 
執行單位 

台北 
6/12 

(五) 

台北教師會館 B1 001 會議室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15 號 
33 

北區勞工健康

服務中心 

台南 
6/15 

(一) 

臺南市南門勞工育樂中心綜合教室 

臺南市南區南門路 261 號 
33  

南區勞工健康

服務中心 
高雄 

6/19 

(五) 

高雄市勞工局 5 樓簡報室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 6 號 
40  

新竹 
6/24 

(三) 

TOWEKNOW 新竹商務中心教室 A 

新竹市東區勝利路 126 號 2 樓 
33 

北區勞工健康

服務中心 

苗栗 
7/2 

(四) 

苗栗台灣安全衛生協會 4 樓教室 

苗栗縣竹南鎮福德路 1 號  
33 

中區勞工健康

服務中心 



台中 
7/10 

(五) 

臺中市精密園區勞工聯合服務中心 4F 簡報室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26 號  
33 

備註：因應武漢肺炎(COVID-19)之防疫措施，各場次依場地可容納之人數，限制報名人數。 

六、 研討會課程： 

1. 初階場次： 

時間 課程 講師 

08:40~08:55 報到 

08:55~09:00 主辦單位致詞 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9:00~10:30 
臨場健康服務護理人員之角色功

能與工作內容 
(中小企業勞工健康服務規劃分享) 

6/3  佳鑫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鄭尹雯護理師 
6/18 祥全職業健康顧問有限公司 

     郭伊珊 主任 
7/8  祥全職業健康顧問有限公司   
     高鈺晴 護理師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勞工健康服務實務分享-製造業 

6/3  花蓮慈濟醫院 劉鴻文醫師 
6/18 麻豆新樓醫院 趙俐雯護理師 
7/8  萬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林岱誼管理師 

12:10~13:10 午餐 

13:10~14:40 由定期健康檢查把關勞工健康 

6/3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純吉醫師 
6/18 嘉義基督教醫院 湯先秦醫師 

7/8  嘉義聖馬爾定醫院 吳偉涵醫師 

14:40~14:50 休息 

14:50~16:20 
職醫可以為公司做些什麼? 

(醫師臨場服務實務分享) 

6/3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黃百粲醫師

6/18、7/08 臺中榮民總醫院 詹毓哲醫師 

16:20~ 賦歸 

 

2. 進階場次： 

時間 課程 講師 

08:40~08:55 報到 

08:55~9:00 主辦單位致詞 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9:00~10:30 做出勞工健康服務的價值 
臺灣職業衛生護理暨教育學會 

黃綉雯秘書長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預防職業疾病- 

健康檢查資料管理與分析 
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 

許君豪副秘書長 



12:10~13:10 午餐 

13:10~14:40 
勞工健康服務之效益- 

談如何呈現健康管理之績效 

台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 

王紫庭理事長 

14:40~14:50 休息 

14:50~16:20 
做好個案管理- 

復工評估及職務調整 

6/12、6/24、7/2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純吉醫師 
6/15、6/19、7/10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吳政龍醫師 

16:20~ 賦歸 

備註：主辦單位保有場地、課程與師資臨時變動之權利。 

七、 報名方式： 

1. 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時間自 109 年 5 月 18 日上午 10 時起至各場次活動前 3 日止或額

滿截止，活動開始前 3-5 日會以 E-mail 發出通知。 

2. 參加對象以不重複報名初/進階課程為原則，執行單位保留篩選報名人數之權利。 

場次 報名網址 聯絡資訊 

花蓮場、台北場、新竹場 https://reurl.cc/qdkqkN 

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郭小姐，電話：02-22990501＃15 

電子郵件：ohn4.nwhs@gmail.com 

苗栗場、台中場、雲林場 https://reurl.cc/62LYXr 

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林小姐，電話：04-23501501＃12 

電子郵件：ohn01@ohs-tc.com 

嘉義場、臺南場、高雄場 https://reurl.cc/arazbl 

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黃小姐，電話：06-2135101＃10 

電子郵件：stwhs2015@gmail.com 

八、 活動相關注意事項： 

1. 開課前 3-5 日將以 E-mail 方式通知上課訊息，報名時請留下有效 mail。 

2. 在職教育學分或時數：全程參與本活動各該場次之人員，於活動結束後，依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第 8 條規定，於「全國勞工健康服務人員暨教育訓練系統」登錄職場健康管理實

務類時數；具醫護人員資格者，另依「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規定，向衛

生福利部認可之醫護團體申請積分採認；具公務人員身分者，將另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

習時數；上述時數另依認證單位核可時數為準。 

3. 報名參加者應於報到時簽到，活動結束後簽退，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簽。未簽到、

遲到或早退 15 分鐘以上者，不得予以採認上開時數(學分)。 

4. 如遇不可抗力之特殊狀況(如颱風、地震)，以人事行政總處及各縣市政府相關作業規定

為主，並請關注報名網址之最新消息確認開課情形，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變化。 

5. 依照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發布「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由於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之疫情，為避免受訓學員於密閉訓練場所，因飛沫或接觸

感染增加傳染風險，有慢性肺病(含氣喘)、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代

謝疾病者(含糖尿病)、血紅素病變、免疫不全需長期治療者、孕婦等，於國內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疫情流行期間，建議避免參加集會活動以確保自身健康。 

6. 敬請配合佩戴口罩，報到時依序量體溫確認無發燒後(如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身體不

適者，執行單位有權拒絕入場參加活動)，再以酒精消毒雙手後進入教室，並請各位學

員注意自身之健康狀況，進出教室與用餐前後確實清潔雙手。 



九、 交通資訊 

【花蓮場】花蓮勞工育樂中心一樓大禮堂-花蓮縣花蓮市富安路 199 號 

 

花蓮火車站 (後站出口)，看見 7-11 右轉，步行約十分鐘 (500 公尺)，行經中琉公園，

抵達花蓮勞工育樂中心。 

 

  



【台北場】：台北教師會館 B1 001 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15 號 

  

 

 

1.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1 號或 2 號出口迴轉往南海路走路 5 分鐘到達。  

2. 公車： 

(1) 「中正二分局」站: 243、248、262、304、706。  

(2) 「財政大樓」、「南昌路」站：5、38、204、227、235、241、243、244、

532、630、662、663、706。 

(3) 羅斯福路各線路公車於南門市場前「中正紀念堂」站下車亦可。 

 

 



  



   【新竹場】：TOWEKNOW 新竹商務中心教室 A-新竹市東區勝利路 126 號 2 樓 

 

  

 

   新竹火車站前站，左轉沿中華路二段直走與武昌街交叉口右轉即到(城市之光) 

    



    【苗栗場】苗栗台灣安全衛生協會-苗栗縣竹南鎮福德路 1 號 4 樓教室 

  

    

 

    鐵路交通：竹南車站下→中山路→福德路。 

 

  



    【台中場】臺中市精密園區勞工聯合服務中心-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26 號 4F 簡報室 

 

    

    

  



    【雲林場】雲林勞工育樂中心，雲林縣斗六市嘉新路 222 號 

 

  78 號東西向快速道路-古坑/斗六交流道下（請往斗六方向） → 仁義路直行 → 右轉崙南

路 → 崙南路直行至鎮南路交叉路口，即見勞工育樂中心（環球科技大學旁） 

  



    【嘉義場】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三樓中型會議室-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 569 號 

    
1. 鐵路交通：搭乘火車到嘉義 

(1) 火車站前站出口乘坐嘉義客運或嘉義縣公車(嘉義→朴子)至[嘉創中心]站下車。 

(2) 火車站後站出口計程車排班站搭乘計程車，費用依公定跳表費率計算。 

(3) 火車站後站出口，沿博愛路往水上方向步行約 20~30 分鐘。 

2. 台灣高鐵 

(1) 乘坐嘉義客運或嘉義縣客運(朴子→嘉義)至 [嘉創中心] 站下車。 

(2) 高鐵站出口計程車排班站搭乘計程車，費用依公定跳表費率計算。 

 

  



  【臺南場】臺南市南門勞工育樂中心第一教室-臺南市南區南門路 261 號 

 

1. 中山國道 1 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319km）→中正南路→直行西門路、健康路交叉

路口左轉→健康路、南門路交叉路口右轉→本中心（全程約 9.5 公里） PS.中山高速

公路（330KM 仁德系統）轉行 86 快速道路  

2. 中山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326km）→東門路、林森路交叉口左轉→林森路大同地

下道→直行健康路、南門路交叉口左轉→本中心（全程約 5.5 公里）  

3. 福爾摩莎國道 3 高速公路→關廟交流道（357km）→直上 86 快速道路→在 5km 出口處

往台南方向→直行大同路和國民路交叉口左轉→國民路→南門路→本中心（全程約 7

公里）  

4. 由火車站可搭 2 號、5 號公車，在健康路與南門路交叉口下車步行 3 分鐘。 

 

  



    【高雄場】高雄市勞工局 5 樓簡報室，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 6 號 

      

1. 公車：12 路、紅 9、10、11 路在勞工行政中心下車，214 路在鎮中路口下車 

2. 捷運：前鎮高中站，3 號出口 

3. 開車：汽車請停地下 2 樓或樹人路上(汽車入口)。機車請停鎮中路與樹人路口停車棚

內(機車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