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度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系列活動彙整表 

編號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型式 活動地點 連絡人及連絡資訊 

1 104年 04月

20日 

勞工健康服務暨職場健康管

理推動實務講習座談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主辦單位：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北區勞

工健康服務中心) 

連 絡 人：陳怡君 

連絡電話：02-22990501 

2 104年 04月

20日 

勞工健康服務暨職場健康管

理推動實務講習座談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台中世貿中心 301 會議室

(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 60

號) 

主辦單位：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中區勞

工健康服務中心) 

連 絡 人：鄭晶瑩 

連絡電話：04-23501501 

3 104年 04月

21日 

勞工健康服務暨職場健康管

理推動實務講習座談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宜蘭縣社會福利館六樓第三

會議室(宜蘭縣宜蘭市同慶

街 95號) 

主辦單位：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北區勞

工健康服務中心) 

連 絡 人：陳怡君 

連絡電話：02-22990501 

4 104年 04月

21日 

勞工健康服務暨職場健康管

理推動實務講習座談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嘉義市再耕園 404演講廳

(嘉義市西區玉康路 160號) 

主辦單位：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南區勞

工健康服務中心) 

連 絡 人：林佩勳 

連絡電話：06-5055100 

5 104年 04月

23日 

高風險事業單位危害辨識及

自主管理制度建立宣導會 

口講習 

口研討會 

口實務觀摩 

■其他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廠 

主辦單位: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聯絡人:陳浚國 

聯絡電話:0422550633#111 

6 

104年 04月

22日 

104年度鑄造業環境改善與

觀摩活動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穎杰鑄造工業股份公司(嘉

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

路 32號) 

主辦單位：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職業

安全組 

連 絡 人：蕭先生、王先生 

連絡電話：07-3513121#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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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4年 04月

27日 

勞工健康服務暨職場健康管

理推動實務講習座談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桃園勞工育樂中心 302會議

室(桃園市縣府路 59號) 

主辦單位：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北區勞

工健康服務中心) 

連 絡 人：陳怡君 

連絡電話：02-22990501 

8 104年 04月

27日 

墜落災害預防觀摩會 口講習 

口研討會 

■實務觀摩 

口其他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區營業處 

主辦單位: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聯絡人:楊柏榮 

聯絡電話:0422550633#515 

9 104年 04月

27日下午 

營造業承攬管理講習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

南棟 9樓 

主辦單位：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連 絡 人：陳永鵠 

連絡電話：02-89956700#515 

10 104年 04月

28日 

「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啟

動暨勞工身心健康促進研討

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401 會

議室（100 台北市中正區徐

州路 2 號） 

主辦單位：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 

連 絡 人：黃令宜 

連絡電話：02-89956666#8213 

承辦單位：羅小姐 

連絡電話：04- 22257126 

11 104年 04月

28日 

危害性化學品管理新制宣導

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宣導會) 

東陽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國

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連 絡 人：林天成 

連絡電話：07-2354861#303 

12 104年 04月

28日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承

攬人暨安衛家族安全衛生管

理實務研討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南區

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連 絡 人：張郁豪、錢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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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連絡電話： 07-2354861#215 

13 104年 04月

28日 

安全衛生危害辨識及自主管

理制度建立(起重機輔導及

作業安全防災宣導)宣導會 

口講習 

口研討會 

口實務觀摩 

■其他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廠 

主辦單位: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聯絡人:柳中原 

聯絡電話:0422550633#315 

14 104年 04月

28日 

高階主管座談會 口講習 

口研討會 

口實務觀摩 

■其他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通霄

發電廠 

主辦單位: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聯絡人:蔡燿宇 

聯絡電話:0422550633#417 

15 104年 04月

29日 

職業安全衛生實務研討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台中縣工業會(臺中市豐原

區東仁街 138號) 

主辦單位：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中區

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連 絡 人：曾詩凱 

連絡電話：02-89956666#8109 

承辦單位：曾先生 

連絡電話：02-27074339 

16 104年 04月

29日 

勞工健康服務暨職場健康管

理推動實務講習座談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啟川大樓 6樓第三講堂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號) 

主辦單位：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南區勞

工健康服務中心) 

連 絡 人：林佩勳 

連絡電話：06-5055100 

17 104年 04月

29日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嘉南

供電區營運處暨承攬安全衛

生宣導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宣導會)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嘉南

供電區營運處 

主辦單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嘉南供

電區營運處、南區職業安全衛

生中心 

連 絡 人：林建旭、李炫昌 

連絡電話：07-23548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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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04年 04月

29日下午 

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網絡

醫院教育訓練會議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台北榮總致德樓 5F會議室 主辦單位:台北榮民總醫院北區職業傷病

防治中心、職業災害勞工保護

組 

 連絡人: 鄭凱文先生 

 連絡電話: (02)28757525轉 830 或 831 

(02)2871-6101、(02)7735-1084 

19 104年 04月

30日 

職業安全衛生實務研討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台南縣工業會(台南市永康

區中華路 425 號 22 樓之 

2 ) 

主辦單位：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南區

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連 絡 人：曾詩凱 

連絡電話：02-89956666#8109 

承辦單位：曾先生 

連絡電話：02-27074339 

20 104年 04月

30日 

勞工健康服務暨職場健康管

理推動實務講習座談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中山醫學大學研 21教室(台

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主辦單位：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中區勞

工健康服務中心) 

連 絡 人：鄭晶瑩 

連絡電話：04-23501501 

21 104年 04月

30日 

高風險事業單位危害辨識及

自主管理制度建立宣導會 

口講習 

口研討會 

口實務觀摩 

■其他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廠 

主辦單位: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聯絡人:陳浚國 

聯絡電話:0422550633#111 

22 104年 05月

04日 

防爆電氣設備安全資訊申報

登錄制度及國際驗證制度研

討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UL台灣分公司 2樓會議室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260

號) 

主辦單位：職業安全組 

連 絡 人：翁立穎 

連絡電話：02-29956666#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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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04年 05月

04日 

高風險事業單位危害辨識及

自主管理制度建立宣導會 

口講習 

口研討會 

口實務觀摩 

■其他 

雲林斗六工業區服務中心 主辦單位: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聯絡人:陳浚國 

聯絡電話:0422550633#111 

24 104年 05月

05日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宣導會 口講習 

口研討會 

口實務觀摩 

■其他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廠 

主辦單位: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聯絡人:林孟龍 

聯絡電話:0422550633#213 

25 104年 05月

06日 

化學品管理種子人員教育訓

練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臺北市進出口同業工會(臺

北市松江路 350號) 

主辦單位：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 

連 絡 人：陳明源 

連絡電話： 02-89956666#8123 

26 104年 05月

06日 

高風險事業單位危害辨識及

自主管理制度建立宣導會 

口講習 

口研討會 

口實務觀摩 

□V 其他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廠 

主辦單位: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聯絡人:陳浚國 

聯絡電話:0422550633#111 

27 104年 05月

07日下午 

臺南區職業衛生實務研習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 

永康奇美醫院第二醫療大樓

第一會議室 

主辦單位:南區成大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組 

連絡人:謝佳莉小姐、王叔源先生 

連絡電話:  

(06)2353535 分機 4939 

(06)2812811 分機 53030 

28 104年 05月

08日 

工安實務交流研討會 □講習 

■研討會 

桃園縣中壢區中園路 178號 主辦單位：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連 絡 人：黃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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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觀摩 

□其他 

連絡電話：02-89956700#116 

29 104年 05月

08日 

104年度特別危害健康促進

宣導會 

口講習 

口研討會 

口實務觀摩 

■其他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廠 

主辦單位: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聯絡人:吳惠娟 

聯絡電話:0422550633#217 

30 104年 05月

12日 

104年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 □講習 

□研討會 

□實務觀摩 

■其他(宣導會) 

臺灣菸酒公司善化啤酒展示

中西 2樓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南區職業

安全衛生中心 

連 絡 人：楊全福、李炫昌 

連絡電話：06-6322231#6690、        

07-235486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