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彙整表
編號

日期

1

4月19日

2

4月20日 台灣職安卡講習會

3

4月20日 職業病預防宣導會

4

4月21日 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

5

110年度「勞動條件暨職業安全衛生」
4月21日
宣導會

6

4月21日 優良工程金安獎實務研討會（新北班）

7

4月21日 危險性機械安全宣導會

8

4月22日

9

活動名稱
110年度安全衛生危害辨識及
自主管理制度建立暨職業災害案例研習會

299人以下企業母性健康保護
推動實務研習
110年度「勞動條件暨職業安全衛生」
4月22日
宣導會

10 4月22日 優良工程金安獎實務研討會（桃園班）
11 4月22日 職業病預防宣導會
危險性設備作業危害預防宣導會
12 4月22日
（第一場次）
13 4月23日

299人以下企業母性健康保護推動
實務研習

110年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新修法規
說明會
勞工健康服務實務研習
15 4月23日
暨補助計畫說明會
14 4月23日

16 4月23日 優良工程金安獎實務研討會（宜蘭班）
110年度職業災害預防暨中小企業
17 4月23日
機械安全設施補助作業說明會
18 4月23日 職安衛宣導－一般行業
19 4月23日 外籍移工之職災預防和勞動權益宣導
20 4月23日 營造業－倒塌崩塌預防宣導會
高風險事業單位-製造業安全衛生
21 4月23日
建立自主管理制度等相關宣導會
4月23日
22
2021職業衛生暨職業醫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至
4月25日
23 4月26日 缺氧／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預防宣導會
24 4月26日 營造業－一般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
25 4月27日 110年度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預防研習會

活動地點
苗栗縣苗栗市文聖里19鄰文發路833巷77號
（苗栗縣工業會）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9樓
（職業安全衛生署9樓宣導教室）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
（萬華大樓6樓教室）
雲林縣斗六市嘉安五街71號
（雲林縣工業會訓練會館2樓教室）
臺南市南區中華西路一段67號
（經濟部工業局安平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B1
（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1492號
（中華鍋爐協會）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9樓
（職業安全衛生署9樓宣導教室）
臺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34號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2樓會議室）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1號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5樓團體視聽室）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
（萬華大樓6樓教室）
臺中市南屯區精科路26號
（精密園區勞工聯合服務中心會議室）
臺中市龍井區中社五街12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附設臺中職業訓練中心龍井教室）
嘉義市西區玉山路501號
（樂億皇家渡假酒店B1樂億廳）
臺中市西屯區天保街60號
（臺中財團法人世界貿易中心）
宜蘭縣宜蘭市林森路155號
（宜蘭縣農會3樓會議室）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17號3樓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
（萬華大樓6樓教室）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
（萬華大樓6樓教室）
桃園市桃園區樹林六街30號
（桃園市泥水業職業工會）
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二路31號
（經濟部南臺灣創新園區）

聯絡人

聯絡資訊

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戴志光 02-89956700#507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陳冠璟 02-23086101#306

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蔡燿宇 04-22550633#418
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夏玉如 07-2354861#719
職業安全衛生署

陳祈汎 02-89956666#8300

職業安全衛生署

蔡孟宏 03-3163395#17

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陳滄泓 02-89956666#206
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邱育萱 07-2354861#222
職業安全衛生署

陳祈汎 02-89956666#8300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陳冠璟 02-23086101#306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姜竣騰 04-22289111#36806

職業安全衛生署
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林恩鶯 04-22550633#218

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洪堂欽 07-2354861
職業安全衛生署

呂映潔 06-3135151

職業安全衛生署

陳祈汎 02-89956666#8300

職業安全衛生署

翁立穎 02-89956666#8146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林郁欣 02-23086101#671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林欣枚 02-23086101#673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鍾先生 03-3323606#713

臺南市職安健康處

林惠美 06-2150806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臺北市臺北醫學大學）

台灣職業衛生學會
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

陳曉麗 02-27361661#6521

基隆市中正區和一路2巷32號
（和平島水資源回收中心）
桃園市桃園區樹林六街30號
（桃園市泥水業職業工會）

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李文誠 02-89956666#214
基隆市政府

南投縣草屯鎮草溪路791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南投管理處）

雲林縣斗六市科工二路26號
（雲林縣雲林科技工業區大北勢區服務中心）
屏東縣內埔鄉建國路34號
110年度「勞動條件暨職業安全衛生」
27 4月27日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屏東酒廠
宣導會
推廣中心3樓禮堂）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9樓
28 4月28日 缺氧／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預防宣導會
（職業安全衛生署9樓宣導教室）
屏東縣東港鎮大潭路169號
110年度「勞動條件暨職業安全衛生」
29 4月28日
(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宣導會
多媒體簡報廳)
110年「局限空間作業職業衛生危害預防」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三段419號
30 4月28日
宣導會
（臺南紡織公司太子廠事務大樓三樓訓練教室）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二段98號
110年度「職業安全衛生法及
31 4月28日
（東陽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力行樓
相關新修法規說明會」
五樓國際會議廳）
風險評估／危害對策選定技術訓練課程
臺南市中西區大埔街50號
32 4月28日
研討會
（臺南市總工會）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及吊掛作業
33 4月28日
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萬華大樓6樓教室）
26 4月27日

主辦單位

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吳睿祥 04-22550633#120

110年度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SO 45001）宣導會

1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鍾先生 03-3323606#713

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
吳惠娟 04-22550633#213
水利署南投管理處
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廖達宏 04-22550633#118
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黃琬雯 07-2354861#313
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李文誠 02-89956666#214
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蘇曼琳 07-2354861#312
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蘇建成 07-2354861#305
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盧志偉 07-2354861#213
職業安全衛生署

張藝騰 02-89956666#8148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潘彥江 02-23086101#401

110年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彙整表
編號

日期

活動名稱

34 4月28日 營造業－墜落災害預防宣導會
110年「世界職業安全衛生日」
35 4月28日 營造及局限空間作業「安全聯盟」
宣誓大會暨職安專案輔導專家授證活動
110年度彰化區冷凍空調工程業安全衛生
36 4月29日
危害辨識及自主管理制度建立研習會
110年度安全伙伴計畫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37 4月29日
觀摩會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
（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3段220號
（大華人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雲林縣麥寮鄉臺塑工業園區1號
（臺塑企業麥寮技術訓練中心）
臺南市南區南門路261號
4月29日 勞工健康服務實務研習暨補助計畫說明會
（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237號13樓
4月29日 危險性機械安全宣導會（固定式起重機）
（社團法人中華產業機械設備協會）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
4月29日 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萬華大樓6樓教室）
臺中市南屯區精科路26號
4月29日 危險性設備型式合格製造人宣導及座談會
（精密園區勞工聯合服務中心會議室）
臺中市南屯區精科路26號
4月29日 支援服務業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
（精密園區勞工聯合服務中心會議室）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274號
4月30日 勞工健康服務實務研習暨補助計畫說明會
（高雄市國際會議中心）
110年改善事業單位安全衛生設施與勞工作 臺中市龍井區中社五街12號
5月3日 業環境研習會（塔式起重機作業安全衛生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害辨識及自主管理制度建立研習暨宣導會） 附設臺中職業訓練中心龍井教室）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30號15樓
5月3日 製造業－火災爆炸危害預防宣導會
（台灣省工商安全衛生協會）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293號
5月5日 事業單位改善工作環境宣導會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區管理處）
澎湖縣馬公市新店路477號
5月5日 110年度危險性機械職業災害預防宣導會
（澎湖縣元泰大飯店）
風險評估／危害對策選定技術
臺中市東區仁和路362號
5月5日
訓練課程研討會
（臺中市總工會）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30號15樓
5月5日 製造業－屋頂作業危害預防會
（台灣省工商安全衛生協會）
雲林縣斗六市嘉安五街71號
5月6日 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
（雲林縣工業會訓練會館）
新竹縣湖口鄉中華路22號
110年度推動職場健康工作環境暨補助
5月6日
(經濟部工業局新竹工業區服務中心)
說明會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147號
5月6日 勞工健康服務實務研習暨補助計畫說明會
(桃園市婦女館)
宜蘭縣五結鄉利工二路46號
5月7日 宜蘭利澤工業區火災爆炸危害預防宣導會
（經濟部工業局龍德兼利澤工業區服務中心）
110年度職業災害預防暨中小企業
臺中市大里區工業路2號
5月7日
機械安全設施補助作業說明會
（經濟部工業局大里工業區服務中心）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30號15樓
5月7日 未滿18歲兒少安全衛生宣導會
（台灣省工商安全衛生協會）

56

5月7日

57

5月7日

58

活動地點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30號15樓
（台灣省工商安全衛生協會）

職業災害預防暨機械設備器具源頭管理及中 臺中市大里區工業路2號
小企業機械安全設施輔助作業說明會
（經濟部工業局大里工業區服務中心）

高風險事業單位-製造業安全衛生
建立自主管理制度等相關宣導會
高雄市高風險產業高階主管論壇
5月7日
及安全健康促進展示活動

臺南市官田區工業路21號
（經濟部工業局官田工業區服務中心）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17號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2

主辦單位

聯絡人

聯絡資訊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鍾先生 03-3323606#713

臺南市職安健康處

楊勝安 06-2150806

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謝易志 0926-655298
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黃金鋒 04-22550633#116
職業安全衛生署

呂映潔 06-3135151

職業安全衛生署

劉宜廷 04-23726599#70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俞尹婷 02-23086101#203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姜竣騰 04-22289111#36806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曾鈺翔 04-22289111#36816

職業安全衛生署

呂映潔 06-3135151

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陳浚國 04-22550633#314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戴小姐 03-3323606#302

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魏振育 07-2354861#710
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蘇義峰 07-2354861#503
職業安全衛生署

張藝騰 02-89956666#8148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戴小姐 03-3323606#302

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蔡岳訓 04-22550633#425
職業安全衛生署

江啟端 02-22990501

職業安全衛生署

呂映潔 06-3135151

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葉昇祥 02-89956700#109
職業安全衛生署

翁立穎 02-89956666#8146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陳先生 03-3323606#504

職業安全衛生署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02-89956666#8314
黃小姐
04林俊良
22289111#36621

臺南市職安健康處

曹徫傑 06-2150806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蔡志鴻
07-7336959#607
崔家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