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推動職場健康工作環境補助說明會 

一、 活動介紹：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為推動中小企業辦理健康管理及職業病預防，協助雇

主營造健康工作環境，鼓勵企業推動勞工工作環境改善及職場身心健康措施，

訂定改善工作環境及促進職場勞工身心健康補助作業要點、推動中小企業臨

場健康服務補助計畫。為增進中小企業對於勞工健康服務中心輔導業務、補

助相關規定及補助系統功能操作之瞭解，爰辦理本說明會，期強化事業單位

落實勞工身心健康保護措施，以提升職場健康勞動力。 

二、 主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三、 執行單位： 

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四、 參加對象： 

雇主、相關部門主管及職場從事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包括醫護、職業

安全衛生人員(以 199 人以下中小型事業單位優先)。 

五、 辦理時間、地點及人數(暫定)： 

場次 日期 活動地點 
報名 

人數 

台南 
5/25(一) 

9:00-12:00 

臺南市南門勞工育樂中心第二教室 

(臺南市南區南門路 261 號) 
20 人 

高雄 
5/26(二) 

9:00-12:00 

獅甲會館 303 會議室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 3 路 132 號) 
26 人 

台中 
5/27(三) 

13:00-16:00 

台中精科園區 4 樓階梯簡報室 

(台中市精科路 26 號) 
30 人 

雲林 
5/28(四) 

13:00-16:00 

雲林勞工育樂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嘉新路 222 號) 
30 人 

桃園 
6/4(四)  

9:00-12:00 

桃園市婦女館 301 會議室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147 號 3 樓) 
30 人 

新竹 
6/18(四) 

9:00-12:00 

TOWEKNOW 新竹商務中心 D 教室 

(新竹市勝利路 126 號 2 樓) 
30 人 



六、 活動議程： 

  台南、高雄、桃園、新竹場次： 

時間 內容 講師 

9:00~9:20 報    到 

9:20~10:10 

(50 分鐘) 

 勞工健康服務中心介紹 

 勞工健康服務人員臨場服務事項說明 

 勞工健康服務經驗分享 

勞工健康 

服務中心 

10:10~11:00 

(50 分鐘) 

 事業單位改善工作環境及促進職場勞工
身心健康補助作業要點說明 

 補助案例分享 

 常見問題 QA 

統籌管理單位 

11:00~11:10 

(10 分鐘) 
休息時間 

11:10-12:00 

(50 分鐘) 

 推動中小企業臨場健康服務補助計畫說
迷 

 常見問題 QA 

統籌管理單位 

12:00 賦歸 

  台中、雲林場次： 

時間 內容 講師 

13:00~13:20 報    到 

13:20~14:10 

(50 分鐘) 

 勞工健康服務中心介紹 

 勞工健康服務人員臨場服務事項說明 

 勞工健康服務經驗分享 

勞工健康 

服務中心 

14:10~15:00 

(50 分鐘) 

 事業單位改善工作環境及促進職場勞工
身心健康補助作業要點說明 

 補助案例分享 

 常見問題 QA 

統籌管理單位 

15:00~15:10 

(10 分鐘) 
休息時間 

15:10-16:00 

(50 分鐘) 

 推動中小企業臨場健康服務補助計畫說
明 

 常見問題 QA 

統籌管理單位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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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報名網址及聯絡資訊如下，報名時間自 109 年 4 月

27 日上午 10 時起至活動前 3 日止或報名額滿截止。每家事業單位限報名 1

名為原則，報名人數若額滿，執行單位保留篩選報名人員之權利。 

場次 報名網址 聯絡資訊 

台南、 

高雄場 
https://reurl.cc/Y1v3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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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 

雲林場 
https://reurl.cc/AqyLNp 

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郭小姐，電話：04-23501501#16，

電子郵件：IH02@ohs-tc.com 

桃園 

、新竹場 
https://reurl.cc/qdZ4ED 

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郭小姐，電話：03-5358148， 

電子郵件：ot1.nwhs@gmail.com 

2. 基於資源有限，經報名成功者若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於活動前 3 日以電

話向執行單位取消報名，俾利通知其他候補者參加。當年度若報名參加本

署活動，因故未到場而未事先取消，累計達 3 次(含)以上者，將取消一年內

參與本署所辦免費活動之報名資格。 

八、 活動相關注意事項： 

1. 本研習完全免費，執行單位原則上將於研習前 3 日以 E-mail 方式通知上課

訊息，報名時請留下有效之電子郵件信箱。 

2. 本宣導會為推動職場健康工作環境相關補助說明會，無法認列於在職教育

訓練時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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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提倡節能減碳理念，請各位學員自備環保餐具及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https://reurl.cc/Y1v3mX
https://reurl.cc/AqyLNp
https://reurl.cc/qdZ4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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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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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獅甲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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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精科場】精密科學園區 4 樓階梯簡報室-台中市精科路 2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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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場】雲林勞工育樂中心-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嘉新路 222 號 

 

 
 

交通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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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場】桃園市婦女館 302 會議室-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147 號 

 

 

 

 

 

 

 

 

※火車 

桃園火車站下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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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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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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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B2停車場每小時 30元，停車費請自付。如參與課程者請課後至櫃台告

知教室名稱即可優待上午+下午兩時段停車費共 60元。 

勞工活動中心 B1停車場每小時 30元，停車費請自付。 

 

 



【新竹場】TOWEKNOW 新竹商務中心 D 教室-新竹市勝利路 126 號 2 樓 

 

※火車 

位處於新竹火車站前站附近，出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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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火車站步行只需 7分鐘路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