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度勞工健康服務專業訓練- 

勞工健康服務工具(weCare)實務應用工作坊 

一、 辦理目的： 

為強化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之健康管理與臨場健康服務效能，本工

作坊內容包括職安署開發之職場健康服務工具(weCare)運用，透過 Excel 之

實務分析應用教學，學習將複雜的健康資訊，做有系統的整理，並邀請具豐

富實務經驗講師，引領學員循序漸進學習與交流各項主題，並輔以案例演練，

提升職業健康管理專業知能。 

二、 主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三、 執行單位：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辦理) 

四、 協辦單位：臺灣職業衛生服務學會 

五、 報名資格： 

職場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與職業安全衛生人

員。 

六、 各場次辦理時間、地點及人數： 

 

日期 地點 可容納人數 報名人數 

高雄 

109/5/28 

獅甲會館 303 會議室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 3 路 132 號) 
80 25 名 

台南 

109/5/29 

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 2 樓第一教

室(臺南市南區南門路 261 號) 
100 30 名 

台中 

109/6/18 

台中精科園區 4 樓中型會議室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26 號) 
70 25 名 

桃園 

109/6/22 

桃園市婦女館 301 會議室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147 號) 
130 30 名 

台南 

109/6/24 

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 2 樓第一教

室(臺南市南區南門路 261 號) 
100 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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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議程：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說明 講師/主持人 

09:10~09:30 報到 南區勞工健康服

務中心 09:30~09:40 工作坊介紹與說明 

09:40~10:20 

(40 分鐘) 

超實用!職場健康

管理的省時密技 

如何使用 weCare 進行

健康檢查結果分析管

理與視覺化之應用 

臺灣職業衛生服

務學會 

楊喜喜 理事 

10:20~10:50 

(30 分鐘) 
看見健康數據 

健康檢查資料統計分

析之案例演練及應用

(含 Excel 函數與樞紐

分析教學) 

臺灣職業衛生服

務學會 

楊喜喜 理事 

10:50~11:00 休息 

11:00~12:00 

(50 分鐘) 
NMQ 大解密 (I) 

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

統計分析教學(含 Excel

函數與樞紐分析教學) 

我夠職能健康管

理顧問有限公司 

王笠軒 職能治

療師 

12:00~13:00 用餐時間 

13:00~13:50 

(50 分鐘) 
NMQ 大解密 (II) 

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

分析案例演練 

我夠職能健康管

理顧問有限公司 

王笠軒 職能治

療師 

13:50~14:40 

(50 分鐘) 
分組實作練習 

健康管理相關數據之

實作分析 

我夠職能健康管

理顧問有限公司 

王笠軒 職能治

療師/ 

南區勞工健康服

務中心 

14:40~16:10 

(90 分鐘) 
成果發表與討論 小組演示及回饋建議 

16:10 賦歸 

備註：主辦單位保有場地、課程與師資臨時變動之權利。 

 



八、 報名方式： 

1. 一律採網路報名(https://reurl.cc/Wd35ED)，報名時間自 109 年 5 月 6 日 10:00

至至各場次活動前 10 日 17:00 或報名額滿截止(報名時請選擇上課梯次，報名

後不接受更換場次)，每家事業單位報名以 1 名為原則。 

2. 參與本課程之學員，建議具勞工健康服務工具(weCare)操作經驗，並請自備筆

電(因充電處有限，敬請事先將筆電之電力充滿，且須先安裝勞工健康服務工

具(weCare，下載網址：https://reurl.cc/Nj4z5n)，如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3. 建議可攜帶公司內的肌肉骨骼傷病調查一覽表電子檔前來操作練習，本工作

坊亦會準備範例電子檔供學員操作練習，相關資料由光碟或隨身碟供學員存

取(若須由電子郵件等網路方式傳送，請學員自備行動網路)，網絡報名後經南

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審查合格後，以 e-mail 通知錄取後再行繳費。 

4. 訓練費用：本訓練費用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工健康服務專案輔導計畫

補助 70%，學員自付額每人新台幣 675 元。 

5. 繳費方式：收到錄取通知 3 日內請完成繳費，未收到通知請勿繳款！請務必

確認 e-mail 能夠收信。一律採郵局臨櫃劃撥方式繳納(恕不接受 ATM 轉帳)，

在確認匯款與報名資料完整後，於繳款截止日之後將寄發「繳款成功」通知

信，以此作為課程上課之依據。 

※繳費帳號：由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以 mail 提供繳費帳號。 

※繳費證明請傳至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信箱：stwhs2015@gmail.com。 

※請於劃撥單通訊欄(即繳費證明)務必加上以下說明： 

(1) 欲開立公司收據，請註明收據抬頭，並提供統一編號。(如未提供將開立

個人收據，開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收據請妥為保存，遺失恕不

補發。) 

(2) 報名者姓名、上課場次、編號(000**) 

※收據統一於課程期間現場發給學員，收據開立日期為開課第 1 天。 

6. 完成報名手續但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棄權，由備取人員遞補名額，本中心恕不受

理上課現場報名繳費。 

7. 已完成匯款繳費者，如臨時因故無法按時前來上課，於開課前 7 天告知者，需

扣除 300 元行政作業手續費；開課前 3 天告知者，扣除所繳費用的 1/2；退款

作業將於該期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進行，開課前 1 天告知者，扣除所繳費用

的 3/4，當天缺席者，不予退費。 

https://reurl.cc/Nj4z5n
mailto:經網絡報名後請提供資格證明文件(受訓合格證書及實務工作經驗一年以上相關證明)至stwhs2015@gmail.com
mailto:stwhs2015@gmail.com


九、 相關注意事項： 

1. 各場次名額有報名未額滿情形，得依序遞補。 

2. 在職教育訓練學分或時數：對於全程參與本活動之人員，於研習活動結束後，

依各參加人員之身分屬性，分別登錄相關時數或發給在職教育訓練證明，相關

時數依認證單位核給時數為準： 

(1)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或護理人員與相關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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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與者於活動結束後 30 日至系統確認時數(現場不另發

給證明)。另由執行單位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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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員團體申請積分採認。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將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核發在職

教育訓練紀錄(課程結束當天發給)。 

(3)具有公務人員身分者，將另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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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以採認上開時數(學分)。 

4. 如遇不可抗力特殊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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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倡節能減碳理念，請各位學員自備環保餐具(保溫杯)及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6. 若有活動及報名相關問題或其他未盡事宜，請逕洽本活動執行單位南區勞工

健康服務中心，電話：06-2135101 分機 17 楊小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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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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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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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交通資訊： 

【桃園場】桃園市婦女館 301 會議室(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147 號) 

 

1. 婦女館停車場出入口位於金門二街路口，地下室停車場有 90 個停車位。 

2. 搭乘火車 ： 

於火車站下車後，由遠東百貨公司前之地下道往桃園火車站後站走，出地下

道即是 延平路，直走過第三個紅綠燈即看到婦女館。 

3. 中山高速公路下南崁交流道後往桃園方向走春日路,過桃鶯陸橋後見建國路

右轉，直走見 延平路左轉第二個紅綠燈即看到婦女館。 

4. 北二高轉機場聯絡道，在鶯歌八德交流道下，往桃園市區方向，左轉桃鶯路

直走見大豐路 左轉，直走見延平路右轉即看到婦女館。 

5. 撘乘免費市民公車：可搭乘後站線紅線或藍線於婦女館前下車。 

  



【台中場】台中精科園區 4 樓中型會議室(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26 號) 

 

1. 公車路線-199 號公車至向上精科路口下車，沿精科路步行約 10 分鐘 

 

  



【台南場】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 2 樓第一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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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甲會館 303 會議室(高雄市前鎮區中山 3 路 132 號) 

 

1. 公車：可搭乘市公車 12、25、36、69 由獅甲〈勞工公園〉站下車。 

2. 捷運：搭乘高雄捷運紅線，於 R7 獅甲站 3 號出口出站。 

3. 自行開車：國道 1 號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終點右轉接中山路往高雄市區約 3 

公里即可抵達勞工公園。 

4. 收費停車場資訊： 

中心附設停車位約 18 輛，機車停車位約 118 輛，請由中心後門口一德路

進入。另外中心周圍路段皆設有汽、機車停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