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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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中區職業傷病服務網絡醫院、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勞
工安全衛生人員、事業單位、產業工會，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服務品質、
保障勞工身心健康，進行經驗分享，故辦理本研習會。
二、 主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三、 執行單位：
中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四、 協辦單位：
中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網絡醫院--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中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網絡醫院--台中榮民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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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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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綜合醫療
社團法人童
綜合醫院

108/03/22(五)

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

108/05/17(五)

台中榮民總
醫院

108/09/27(五)

8:40~16:50

8:40~16:50

8:40~16:50

辦理地點

報名
人數

執行單位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20樓國際會議廳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699號)

70人

中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中興分院 13樓會議室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1號)

45人

中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榮民總醫院
研究大樓二樓 第三會議室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650號)

50人

中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議程
時間

課程
報到(領取資料)

08：40 ~ 09：00
09：00 ~ 10：00
(60分鐘)

講師

108/03/2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業病診斷介紹與常見
108/05/17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案例分析
108/09/27 台中榮民總醫院
休息

10：00 ~ 10：10
10：10 ~ 12：10
(120分鐘)

職場健康管理

108/03/22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108/05/17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108/09/27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李政剛 醫師
李政剛 醫師
李政剛 醫師

午餐

12：10 ~ 13：30

108/03/22 童綜合醫院
13：30 ~ 15：30
重返職場之路 ~ 復工配工 108/05/17 童綜合醫院
(120分鐘)
108/09/27 台中榮民總醫院

王賢和 醫師
王賢和 醫師
朱為民 醫師

休息

15：30 ~ 15：50
15：50 ~ 16：50
(60分鐘)

陳俊傑 醫師
陳俊傑 醫師
詹毓哲 醫師

工作強化中心個案復工
案例與分享

108/03/22 工作強化中心-中山附醫
108/05/17 工作強化中心-中山附醫
108/09/27 工作強化中心-中山附醫

陳美香 老師
陳美香 老師
陳美香 老師

賦歸

16：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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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網址：https://ppt.cc/f1dG1x)
報名時間
 第一場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自 108年 2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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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場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自 108年 4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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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場 台中榮民總醫院：自 108年 8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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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報名成功者若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於活動前 3 日以電話向該場次
之執行單位取消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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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經該場次除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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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電話：
04-24739595轉56207/56208，電子郵件：cshy218@cs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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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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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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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
不予以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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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事行政總處及各縣市

政府相關作業規定為主。
5. 響應環保政策，會場不提供紙杯，敬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環保杯。
九、 活動地點及交通資訊：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20樓國際會議廳
自行開車
南下
1. 自

第二高速公路

自第二高速公路→下沙鹿交流道(176.1km) →往沙鹿方向(右)→沿三
民路直走到底→右轉接臺灣大道(往台中港方向)→直走臺灣大道約
1.5KM，即可抵達本院梧棲院區。
2. 自

中山高速公路

(1) 自中山高速公路→下大雅交流道(174km)→往大雅方向→沿中清
路直走過沙鹿交流道直走→接三民路(往沙鹿)到底→右轉接臺灣
大道(往台中港方向) →直行臺灣大道 1.5km，即可抵達本院梧棲
院區。
(2) 走中山高速公路→下中港交流道﹙178 km﹚→往沙鹿方向→沿台
灣大道直走過靜宜大學後約 4km，即可抵達本院梧棲院區。
(3) 自中山高速公路→過后里收費站於 165 km→接

往清水方向至

3km→接第二高速公路→下沙鹿交流道(176.1) →往沙鹿方向(右)
→沿中清路直走接三民路到底→右轉接臺灣大道（往台中港方向）
→直行臺灣大道約 1.5km，即可抵達本院梧棲院區。
北上
1. 自

第二高速公路

走第二高速公路→下龍井交流道(182.8km) →往沙鹿方向→沿向上路
左轉接臺灣大道（往台中港方向）過靜宜大學後約 4km，即可抵達本
院梧棲院區。

2. 自

中山高速公路

(1) 走中山高速公路→下中港交流道﹙178 km﹚→往沙鹿方向→沿台灣大
道直走過靜宜大學後約 4km，即可抵達本院梧棲院區。
(2) 走中山高速公路→於彰化系統交流道接第二高速公路→往和美方向
（往北）→走第二高速公路→下龍井交流道(182.8km) →往沙鹿方向→
沿向上路左轉接臺灣大道（往台中港方向）→過靜宜大學後約 4km，
即可抵達本院梧棲院區。
大眾交通工具
1. 搭乘火車﹙至「沙鹿站」(海線)
 出火車站大門直走至第 2 個十字路口過馬路於全國電子→搭乘「本
院交通車中型巴士」〔各班次請參閱交通車時刻表〕→童綜合醫院
梧棲院區／沙鹿院區。
 步行至童綜合醫院沙鹿院區→轉搭本院院區接駁車。
2. 搭乘公車﹙臺灣大道）
 最新公車訊息請依照台中市公車資訊為準：
下車站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
3. 搭乘台灣高鐵（至「台中站」）
 出高鐵轉搭乘台灣高鐵提供之免費高鐵快捷專車之
【東海大學線】
，
於終點站東海大學站下車後，轉搭公車。
 於「高鐵台中站」內步行至「台鐵新烏日站」搭乘火車。
 出高鐵轉搭乘排班計程車。(高鐵排班計程車由「快達通運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管理服務，依跳表收費。)
至沙鹿院區：約 45 分鐘，約 600 元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中興分院：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1號 13樓

自行開車
 經由國道 1 號五權西路交流道下，往台中市區，文心南路右轉，建復
興路左轉即達。
大眾交通工具
自台中火車站、公車站到達本院：
 台中客運─101 號、82 號，復興南平路口站下車。
 仁友客運─105 號，復興南平路口站下車。
 彰化客運─ 6933 號、6935 號，宜寧中學站下車。
自彰化方向到達本院：
 台中客運─101 號、82 號，復興南平路口站下車。
 仁友客運─105 號，復興南平路口站下車。
 彰化客運─ 6933 號、6935 號，宜寧中學站下車。

 台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一樓 第四會議室

自行開車
 國道一號(中山高) ===>中港交流道下(往沙鹿方向)--> 12 號省道(臺灣
大道)-->臺中榮總
 國道三號(中二高) ===>龍井交流道下(往台中方向)--> 12 號省道(臺灣
大道)-->臺中榮總
公車站牌位置圖
 東大附中站(1 號門左) [往第一醫療大樓在此站下車]
1. 台中客運 60 號【臺中榮總-大智公園】
、88 號【新民高中-沙鹿】
、106
號【台中車站-監理所】及 147 號【台中車站-大肚火車站】
2. 巨業客運【大甲-鹿寮-台中】、
【清水-梧棲-台中】
3. 統聯客運-台中市捷運公車 75 號【臺中榮總-勤益科大】、83 號【沙
鹿-新民高中】
4. 台中市優化公車-【台中車站-靜宜大學】300-304 號 榮總/東海大學站

 臺中榮總站(3 號門右) [往門診大樓,急診大樓,綜合大樓在此站下車]
1. 台中客運 60 號【臺中榮總-大智公園】
、88 號【新民高中-沙鹿】
、106
號【台中車站-監理所】及 147 號【台中車站-大肚火車站】
2. 巨業客運【大甲-鹿寮-台中】、
【清水-梧棲-台中】
3. 統聯客運-台中市捷運公車 75 號【臺中榮總-勤益科大】、83 號【沙
鹿-新民高中】
 瑞聯天地站(東大路 vs 福科路口)
1. 巨業客運 68 號【東海別墅-中台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