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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勞工健康檢查實務研習會」 

 
一、活動目的： 

配合「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療機構認可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認可辦法)第 13條，認可

醫療機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護人員應每三年接受 10小時在職教育訓練自 105年 7月 1

日施行，及提升該等醫護人員健檢實務之知能，爰辦理本研習課程。 

二、主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三、執行單位：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 

四、參加對象：執行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 

五、報名方式： 

1、 全程免費，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goo.gl/5g9YTk  

2、 報名時間：105年 7 月 20日上午 9時起至各場次活動前 3日止或額滿為止。 

3、 若有報名相關事宜，請洽本活動執行單位，吳小姐，電話：02-3366-8102，電子郵件：

ohe2016@gmail.com。 

六、活動相關注意事項： 

1、 全程參與本研習會之人員，課程訓練時數(學分)除依認可辦法第 13 條規定採計外，另將依

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規定辦理積分採認，採認時數依認證單位核可為準。 

2、 為維護教學品質，本研習會限定參加對象為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之醫護人

員，如報名踴躍，本署得保留篩選參加對象之權利(每家醫療機構不超過 2人)，錄取者執行

單位將另以 E-mail 通知。 

3、 參加者應於報到時簽到，活動結束時簽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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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依人事行政總處及各縣市政府相關作業，另通

知辦理時間。 

5、 為響應環保政策，本研習會不提供紙杯，請學員自備環保杯使用。 

七、辦理時間及地點： 

地區 日期/時間 地點 人數 

北區 
105年 7月 30日(星期六) 台企大樓 6樓 613教室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0 號 

120人 

105年 8月 06日(星期六) 120人 

中區 
105年 8月 13日(星期六) 中國醫學大學立夫 203教室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號 

120人 

105年 8月 20日(星期六) 120人 

南區 
105年 9月 03日(星期六)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 S105 階梯教室 

高雄市三民路九如一路 720號 

120人 

105年 9月 04日(星期日) 120人 

 

可掃 qr code 

進入報名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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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議程： 

時間 課程 日期 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粉塵作業

健檢結果

判讀常見

問題與實

例練習 

105/7/30 郭耀昌-成大醫院職業及環境醫學部主任 

105/8/6 索任-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肺癆協會醫師 

105/8/13 張常勝-埔里基督教醫院主任 

105/8/20 索任-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肺癆協會醫師 

105/9/3 郭耀昌-成大醫院職業及環境醫學部主任 

105/9/4 郭耀昌-成大醫院職業及環境醫學部主任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健檢異常

後續處理

實例分享 

105/7/30 謝玲俐-彰化基督教醫院健管中心主任 

105/8/6 謝玲俐-彰化基督教醫院健管中心主任 

105/8/13 何致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社區暨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 

105/8/20 鄭惠如-臺大新竹分院護理部護理長 

105/9/3 蔡瑞元-台大新竹分院社區及家庭醫學部職業醫學科主任 

105/9/4 蔡瑞元-台大新竹分院社區及家庭醫學部職業醫學科主任 

12：10~13：10 午餐 

13：10~14：40 

噪音作業

純音聽力

檢測流程

與注意事

項 

105/7/30 李沛群-馬偕醫學院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助理教授 

105/8/6 楊慎絢-忠孝院區職業醫學科主任 

105/8/13 楊慎絢-忠孝院區職業醫學科主任 

105/8/20 林政佑-台南市立醫院耳鼻喉科主任 

105/9/3 林純吉-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105/9/4 藍凡耘-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總醫師 

14：40~15：00 綜合討論 

15：00 賦歸 

備註：1.每堂授課時間 50分鐘，分組討論時間 40分鐘。 

      2.主辦單位保有場地、課程與師資異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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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105/7/30(六)北區 (A)場】、【105/8/6(六)北區 (B)場】-台企大樓 6 樓 613教室 台北市中正

區重慶南路一段 10號 

 

※自行開車 

 活動場地位於重慶南路一段 10 號，交通極為便捷，距台北火車站僅 5 分鐘車程，距大眾捷運路

網(紅線-台北火車站、藍線-台北火車站)步行約 10 分鐘，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前往。  

 

※公共運輸 

捷運： 

 台北捷運站前地下街 Z10 號出口出來左轉→沿重慶南路一段直行 1 分鐘(對面是墊腳石圖書文

化廣場)→右手邊即是上課地點(一樓為日盛銀行)。 

 

公車：  

1. 搭乘公車 220、220 直、236、247、251或 287 在重慶南路一段站下車，沿重慶南路一段直行，

往台北火車站方向步行約 3分鐘(一樓為日盛銀行)。 

2. 搭乘公車 18、236、249或 251在臺北車站(開封)站下車，沿開封街一段直行(往重慶南路一

段方向)，過馬路後右轉約步行 1分鐘即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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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13(六)台中(A)場】、【105/8/20(六)台中(B)場】-中國醫學大學立夫 203教室 404台中

市北區學士路 91號 

※自行開車 

 走國道 1 號 

o 南下：由 174.2K大雅交流道下，經中清路→大雅路左轉英才路，與學士路交叉口，即可到達

本校。 

o 北上：由 178.6K台中交流道下，經中港路左轉英才路，與學士路交叉口，即可到達本校。 

 走國道 3 號 

o 南下：由 176.1K沙鹿交流道下，經中清路→大雅路左轉英才路，與學士路交叉口，即可到達

本校。 

o 北上：由 209.0K中投交流道下，經中投快速道路→五權南路→五權路左轉學士路，即可到達

本校。 

※公共運輸 

搭公車 

 搭乘統聯客運 18 號、統聯公車 25 號、統聯客運 61 號、統聯客運 77 號、台中客運 35 號或

台中客運 131 號於「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可到達。 

 搭乘統聯客運 159 號或東南客運 67 號於「中山堂」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可到達本校。 

搭高鐵 

高鐵台中站有免費接駁專車延伸至本校發車（統聯客運），分別於【台中站6號出口13號月台】及【學

士路「中國醫藥大學」市公車站牌（中山堂前）】上車，車程約40分鐘。 

  

http://www.ubus.com.tw/html/bus/bus.php?num=80&route=18
http://www.ubus.com.tw/html/bus/bus.php?num=80&route=25
http://www.ubus.com.tw/html/bus/bus.php?num=80&route=61
http://www.ubus.com.tw/html/bus/bus.php?num=80&route=77
http://www.tc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35
http://www.tc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131
http://www.ubus.com.tw/html/bus/bus.php?num=80&route=159
http://southeastbus.com/index/taichunge/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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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3(六)高雄(A)場】、【105/9/4(日)高雄(B)場】-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S105階梯教室 

高雄市三民路九如一路720號 

 

 

 

 

 

 

 

 

 

 

※自行開車 

高速公路南下來車：由九如交流道下，右轉九如路。 

墾丁、恆春、林園方向來車： 

由中山路右轉上高速公路，在中正交流道下左轉中正路，至大順路右轉，在覺民路口左轉。 

由中山路右轉民權路，至民生路右轉，接民族路左轉，至九如路右轉。 

省道台南、岡山方向來車：經民族路至大順路左轉，到覺民路右轉。 

屏東方向來車：由鳳屏路轉鳳山市建國路，接高雄市九如路。 

北館設有收費地下停車場，可容納小客車 353 輛，每半小時收費15元。大巴士停車場，可容納

大客車 42 輛，每次收費60元。  

南館設有收費地面停車場，可容納小客車 173 輛，每半小時收費15元。  

南北館設有機車停車場，可容納機車、腳踏車 325 輛，每次收費10元，離場再停車或跨日則另

計次收費。  

停車場管理中心電話：07-3800089轉分機6026。  

※公共運輸 

高鐵左營站： 

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高雄車站（R11）前站轉搭60號公車，或乘捷運紅線至後驛站(R12)轉乘紅28

接駁公車。 

備註：60號公車發車區間約10至20分鐘，紅28接駁公車發車區間約20至55 

高雄火車站： 

 火車、台汽：高雄火車站下車，於前站轉搭60號公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