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108 年度職業傷病防治研習會
一、活動簡介：
為協助北區事業單位落實職業傷病防治與職災勞工保護等工作，提升
現職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職業安全衛生及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等相
關人員之專業能力，及增進各產業工會勞工之職業傷病預防相關知
識，特邀請國內相關領域專業人員，分享實務作法，並推廣職災勞工
職業重建服務及宣導相關權益，期提升相關資源運用之效益，以保障
勞工權益，爰辦理本研習會。
二、 主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三、 執行單位：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四、 協辦單位：
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網絡醫院—聯新國際醫院(原:壢新醫院)
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網絡醫院—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網絡醫院—樂生療養院
五、 參加對象：
於職場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職業安全衛生與本署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
院等相關人員，產業工會、職業工會或對於職業傷病防治議題有興趣
者，皆可報名參加。
六、 辦理時間、地點及人數：
場次

時間

林口長庚

108/04/25(四)

紀念醫院

09:30~17:00

聯新國際醫院

108/06/20(四)

(原:壢新醫院)

09:30~17:00

新竹馬偕

108/08/22(四)

紀念醫院

09:30~17:00

辦理地點

報名
人數

執行單位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質子大樓 2 樓 共同討論室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55 人

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聯新國際醫院 第六會議室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 77 號)

50 人

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四樓禮堂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690 號)

55 人

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七、 議程：
場次一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08/04/25(四)
時間
09：15 ~ 09：30
09：30 ~ 11：30
(120 分鐘)
11：30 ~ 12：30
12：30 ~ 14：30
(120 分鐘)
14：30 ~ 16：30
(120 分鐘)
16：30 ~ 17：00
(30 分鐘)
17：00

課程

講師
報到(領取資料)

職業與病～
談職業傷病診治與預防

曹又中 醫師
林口長庚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午餐
范豪益 醫師
職災後重返職場～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網絡醫院復工與工作調整實務簡介
樂生療養院
職災了怎麼辦～
曹智后 專案經理人
職業傷病管理簡介與分享
林口長庚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羅錦泉 醫師
綜合座談
林口長庚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賦歸

備註：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保有場地、課程與師資臨時變動之權利

場次二 聯新國際醫院 108/06/20(四)
時間
09：10~ 09：20

課程

講師

報到(領取資料)
陳聲平 醫師
09：20~09：30
開幕式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網絡醫院聯新國際醫院
09：30 ~ 11：30
職業與病～
曹又中 醫師
(120 分鐘)
談職業傷病診治與預防
林口長庚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11：30 ~ 12：30
午餐
范豪益 醫師
12：30 ~ 14：30
職災後重返職場～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網絡醫院(120 分鐘)
復工與工作調整實務簡介
樂生療養院
14：30 ~ 16：30
職災了怎麼辦～
(120 分鐘)
職業傷病管理簡介與分享

曹智后 專案經理人
林口長庚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16：30 ~ 17：00
(30 分鐘)

羅錦泉 醫師
林口長庚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17：00

綜合座談

賦歸

備註：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保有場地、課程與師資臨時變動之權利

時間
09：15 ~ 09：30
09：30 ~ 11：30
(120 分鐘)
11：30 ~ 12：30
12：30 ~ 14：30
(120 分鐘)

場次三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108/08/22(四)
課程
講師
報到(領取資料)
職業與病～
曹又中 醫師
談職業傷病診治與預防
林口長庚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午餐
范豪益 醫師
職災後重返職場～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網絡醫院復工與工作調整實務簡介
樂生療養院

14：30 ~ 16：30
職災了怎麼辦～
(120 分鐘)
職業傷病管理簡介與分享
16：30 ~ 17：00
(30 分鐘)

綜合座談

17：00

曹智后 專案經理人
林口長庚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林啟民 醫師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網絡醫院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賦歸

備註：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保有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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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時間
第一場(桃園)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自 108 年 04 月 01 日上午 10 時起
至活動前 5 日止或報名額滿截止，當天不受理現場報名。
報名網址：https://goo.gl/KZrRwN
第二場(桃園)聯新國際醫院(原:壢新醫院):自 108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
時起至活動前 5 日止或報名額滿截止，當天不受理現場報名。
報名網址：https://goo.gl/x4VfB8
第三場(新竹)新竹馬偕紀念醫院:自 108 年 7 月 22 日上午 10 時起至
活動前 5 日止或報名額滿截止，當天不受理現場報名。
報名網址：https://goo.gl/i7tJZo
2. 報名成功者若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於活動前 5 日以電話向該場次
之執行單位取消報名，俾利通知其他候補者參加。

3. 經該場次除第五點所列可供報名人數外，另列後補名額 10 名，若遇
因故取消者，或經執行單位依報名先後順序，排除重複報名或超額
報名者，再依序通知後補人員遞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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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洽：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電話：
03-328-3175，電子郵件：dora042037@gmail.com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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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參與本研習各該場次之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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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及相關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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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錄時數 6 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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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團體申請積分採
認，時數依認證單位核給時數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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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 6 小時，課程結束當天發給，遺失恕
不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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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作業規定為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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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交通資訊：
場次一【4/25(四)】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質子大樓 2 樓(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自行開車
停車資訊：
種類

停車場位置
長庚醫院病理立體停車場
龜山區復興一路靠近病理大樓
長庚醫院復健立體停車場

汽車

龜山區文化一路長庚復健大樓前
長庚醫院質子停車場
龜山區文化一路質子大樓周邊

機車

機場捷運長庚醫院 A8 站共開大樓停車場

容量

費率

小型車 612 台

30 元/小時

小型車 479 台

30 元/小時

小型車 348 台

30 元/小時

408 台

40 元/次

大眾交通工具
 搭乘公車
2000、2001、2003、2004、936、945、946、1210、1212、1211、986、708、
9002、920、925、948、937、822、1209、786、854、858、5063、5116、701、
702
 搭乘捷運
機場捷運線：A8 長庚醫院站

場次二【6/20(四)】聯新國際醫院(原:壢新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 77 號)

自行開車
停車資訊：
種類

停車場位置

容量

費率

汽車

門診大樓後(延平路二段 430 巷)

小型車 250 台

30 元/小時

機車

門診大樓前(廣泰路)

330 台

50 元/次

大眾交通工具
 搭乘公車
火車：搭火車請於中壢火車站下車再轉乘醫療服務車
客運：
桃園客運(龜山往楊梅班車) → 宋屋國小站牌下車
新竹客運(往楊梅、新竹班車) → 宋屋國小站牌下車
中壢客運(往楊梅、新竹班車) → 宋屋國小站牌下車
國光客運 (台北-中壢) → 請於中壢火車站下車再轉乘醫療服務車

場次三 【8/22(四)】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690 號)

自行開車
 新竹交流道下，直行光復路，即可抵達新竹馬偕醫院。

大眾交通工具
 搭乘公車
(1)高鐵：新竹站下車，搭乘新竹市區公車[182]北大橋-新竹高鐵市區公車至
新竹馬偕站下。
(2)台鐵：新竹火車站旁，搭乘 1、2、31 及往下公館方向公車在新竹馬偕站
下車。搭乘世博 5 號香山線接駁車在馬偕醫院站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