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職業安全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中心 
109 年度「從事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業務之醫師及護理人員訓練課程」 

報名相關資訊 
 

一、報名日期：109 年 1 月 7 日(星期二) 上午 10 時起至繳費截止日為止。 
  

二、報名方式：採網路線上報名，每人每種課程限報 1 期，請勿重覆報名。每一欄位皆需

正確填寫，若資料闕漏或不全致使無法完成報名程序者，請自行負責。專業課程每期

名額最高招收 80 名，在職課程臺北場每期名額最高招收 120 名、臺南場每期名額最

高招收 80 名，每期報名人數若不足 15 名時，則不開班。 
 
三、報名場次： 
  *專業醫師班(共 2 期) (28 小時) 
  場次請審慎選擇，一經選定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 

  1. 臺南場 109 年 04 月 11、12、18、19 日(4 天) 
  2. 臺南場 109 年 08 月 01、02、08、09 日(4 天) 

 
    *專業護理班(共 6 期)(23 小時) 
  場次請審慎選擇，一經選定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 

  1. 臺北場 109 年 03 月 20、21、22 日(3 天) 
2. 臺南場 109 年 03 月 27、28、29 日(3 天) 
3. 臺南場 109 年 07 月 10、11、12 日(3 天) 
4. 臺北場 109 年 08 月 21、22、23 日(3 天) 
5. 臺南場 109 年 11 月 06、07、08 日(3 天) 
6. 臺北場 109 年 12 月 04、05、06 日(3 天) 

 
*在職醫師班(共 8 期)(5 小時) 

1. 臺南場 109 年 04 月 26 日(1 天) 
2. 臺北場 109 年 05 月 17 日(1 天) 
3. 臺南場 109 年 06 月 21 日(1 天) 
4. 臺北場 109 年 07 月 26 日(1 天) 
5. 臺北場 109 年 09 月 20 日(1 天) 
6. 臺南場 109 年 09 月 27 日(1 天) 
7. 臺北場 109 年 11 月 22 日(1 天) 
8. 臺南場 109 年 11 月 29 日(1 天) 

 
*在職護理班(共 8 期)(5 小時) 

1. 臺南場 109 年 03 月 08 日(1 天) 
2. 臺北場 109 年 03 月 15 日(1 天) 
3. 臺南場 109 年 05 月 31 日(1 天) 
4. 臺北場 109 年 06 月 14 日(1 天) 
5. 臺南場 109 年 08 月 16 日(1 天) 



6. 臺北場 109 年 09 月 06 日(1 天) 
7. 臺南場 109 年 10 月 18 日(1 天) 
8. 臺北場 109 年 11 月 01 日(1 天) 
 

四、研習費用： 
  *專業醫師班 

1. 每期招收 71-80 名，每人新臺幣 3,800 元整。 
2. 每期招收 51-70 名，每人新臺幣 4,000 元整。 
3. 每期招收 41-50 名，每人新臺幣 5,400 元整。 
4. 每期招收 31-40 名，每人新臺幣 6,700 元整。 
5. 每期招收 15-30 名，每人新臺幣 8,200 元整。 
 

  *專業護理班 
1. 每期招收 80 名，每人新臺幣 4,000 元整。 
2. 每期招收 61-79 名，每人新臺幣 4,300 元整。 
3. 每期招收 41-60 名，每人新臺幣 5,500 元整。 
4. 每期招收 15-40 名，每人新臺幣 7,700 元整。 

 
*在職醫師班 

1. 每期招收 80 名，每人新臺幣 1,200 元整。 
2. 每期招收 60 名，每人新臺幣 1,300 元整。 
3. 每期招收 50 名，每人新臺幣 1,400 元整。 
4. 每期招收 40 名，每人新臺幣 1,500 元整。 
5. 每期招收 30 名，每人新臺幣 1,700 元整。 

 
*在職護理班 

1. 每期招收 80 名，每人新臺幣 1,200 元整。 
2. 每期招收 60 名，每人新臺幣 1,300 元整。 
3. 每期招收 50 名，每人新臺幣 1,400 元整。 
4. 每期招收 40 名，每人新臺幣 1,500 元整。 
5. 每期招收 30 名，每人新臺幣 1,700 元整。 

 
五、繳費方式： 
  於開課前一個月待報名人數確定後再個別以 mail 通知繳費期限、方式及金額 (請勿

先行 匯款)。  
1. 繳費金額依通知繳費當日人數為準，日後人數減少不加收費用，人數增加亦不

退還費用。 
2. 完成報名手續但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棄權，由備取人員遞補名額，本中心不接受

上課現場報名繳費。報名完成後欲取消報名者，若未於繳費期限內主動來電告

知該中心，該中心將視情況保留下次報名機會。 
3. 完成報名手續但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棄權，由備取人員遞補名額，本班恕不受理

上課現場報名繳費。已匯款繳費者，如臨時因故無法按時前來上課，請於開課



前 15 天主動來電告知申請退費(手續費須自行負擔)。開課前 7 天告知者，需扣

除 100 元行政作業手續費；開課前 3 天告知者，扣除所繳費用的二分之一；退

款作業將於該期課程結束後 1 個月內進行。當天無故缺席者，不予退費。 
4. 報名後因故需退費者，因本課程每場次之報名人數不同，收費標準亦隨之變動，

故僅能接受在合理時間內退費，無法更換場次。 
 

六、收據抬頭請審慎填寫，如未填寫，則一律以報名人員姓名開立，開立後不得以任何理

由要求更改，收據將於第一天上課報到時發放，請妥為保存，遺失恕不補發。 
七、專業訓練課程上課當天請繳交： 
  1. 最近 2 年內 2 吋光面相片 1 張，並於相片背面註明姓名。 
  2. 執業執照正反面影本各一份(請影印於 A4 同一面紙張上)。若目前未執業，請繳交

醫師或護理師、護士證書影本。 
 
八、專業訓練課程缺課超過 10 分之 1 時數者(即醫師班 2.8 小時、護理班 2.3 小時)及冒名

頂替上課者不得發給結業證書。學習評量(考試)成績及格者(60 分)由該中心向當地縣

市政府勞工局、衛生局報備核可後發給結業證書 1 紙。 
 
九、在職訓練課程需全程參與，本中心將於結訓後 30 日內將時數登錄於教育訓練系統。 
 
十、聯絡單位：國立成功大學職業安全衛生與醫學研究中心  
  聯 絡 人：李美娟小姐 
  聯絡電話：06-2353535*5622 
  傳    真：06-2085793 
  E-mail  ：jane2002s@gmail.com 
  報名網址：http://oshmr.web2.ncku.edu.tw 

  

http://oshmr.web2.nck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職業職業安全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中心 
109 年度從事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業務之醫師 

專業訓練(28 小時)(台南場)(共 2 場) 
 

    DAY1  4 月 11 日、8 月 1 日(星期六) 

 
   DAY2   4 月 12 日、8 月 2 日(星期日)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講師 

09:00-10:40 2 職業性皮膚疾病及皮膚身體檢查 王伯智醫師 

10:50-12:30 2 職業性神經系統危害及神經身體檢查 鄭天浚醫師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6:00 3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健康檢查指引與管理分級簡介 柯德鑫醫師 
 
   DAY3   4 月 18 日、8 月 8 日(星期六)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講師 

09:00-10:40 2 職業性肝危害及肝功能判讀 蘇世斌醫師 

10:50-12:30 2 職業性血液、造血系統危害及血液常規檢查結果

（CBC）判讀 蘇世斌醫師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2 重金屬作業健康危害及其身體檢查與生物偵測 黃建元醫師 

15:20-17:00 2 勞工健檢概論及健檢品質管控 謝佳莉老師 
 
   DAY4   4 月 19 日、8 月 9 日(星期日)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講師 

09:00-10:40 2 各種常見製造程序之健康危害簡介 陳俊六老師 

10:50-12:30 2 職業衛生及健康檢查相關法規 黃耀銘科長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4:20 1 醫療相關法規 張修維高專 

14:20-15:20 1 學習評量  

上課地點：台南市北區勝利路 138 號 成大醫院門診大樓 3 樓 第一會議室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講師 

08:00-08:30  報到 繳交執業執照影本(正反面) 1 份、2 吋相片 1 張  

09:00-10:40 2 職業醫學概論 吳政龍醫師 

10:50-12:30 2 塵肺症及職業性肺部疾病 吳政龍醫師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2 噪音作業及聽力檢查 陳乃釧醫師 

15:20-17:00 2 職業性腎臟危害及腎臟功能判讀 陳乃釧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職業安全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中心  

109 年度從事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業務之護理人員 

專業訓練(23 小時)(台南場) 

 
DAY1   3 月 27 日、7 月 10 日、11 月 06 日(星期五)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授課老師 

08:30-9:00 報到 繳交執業執照影本(正反面) 、2 吋相片 1 張 

09:00-10:40 2 職業衛生概論 何明信專委 

10:50-12:30 2 職業衛生及健康檢查相關法規 何明信專委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2 職業病(含預防)概論((I) 陳乃釧醫師 

15:20-17:00 2 職業病(含預防)概論((II) 陳乃釧醫師 

 
DAY2  03 月 28 日 、7 月 11 日、11 月 07 日(星期六)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授課老師 

09:00-10:40 2 健康監測及健檢資料之分析運用(I) 蘇世斌醫師 

10:50-12:30 2 健康監測及健檢資料之分析運用(II) 蘇世斌醫師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2 勞工健康檢查實務及品質管控 黃建元醫師 

15:20-17:00 2 勞工健康檢查結果之評估與判讀 黃建元醫師 

 
DAY3   03 月 29 日、7 月 12 日、11 月 08 日(星期日)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授課老師 

09:00-10:40 2 勞工選工及配工概論 吳政龍醫師 

10:50-12:30 2 噪音作業及聽力檢查 吳政龍醫師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2 勞工健康服務工作 莊雅婷老師 

15:20-16:10 1 醫療相關法規 吳昭慧老師 

16:10-17:10 1 學習評量(測驗考試) 
台南市政府勞工局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 

 
研習會地點：台南市北區勝利路 138 號  

成大醫院 門診大樓 3 樓 第一會議室 
 



國立成功大學職業安全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中心  

109 年度從事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業務之護理人員 

專業訓練(23 小時)(台北場) 

 
DAY1  3 月 20 日、8 月 21 日、12 月 4 日(星期五)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授課老師 

08:30-9:00 報到 繳交執業執照影本(正反面) 、2 吋相片 1 張 

09:00-10:40 2 勞工選工及配工概論 楊慎絢醫師 

10:50-12:30 2 噪音作業及聽力檢查 楊慎絢醫師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2 勞工健康檢查實務及品質管控 陳仲達醫師 

15:20-17:00 2 勞工健康檢查結果之評估與判讀 陳仲達醫師 

 
DAY2  3 月 21 日、8 月 22 日、12 月 5 日(星期六)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授課老師 

09:00-10:40 2 職業病(含預防)概論(I) 黃百粲醫師 

10:50-12:30 2 職業病(含預防)概論(II) 黃百粲醫師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2 健康監測及健檢資料之分析運用(I) 劉益宏醫師 

15:20-17:00 2 健康監測及健檢資料之分析運用(II) 劉益宏醫師 

 
DAY3  3 月 22 日 、8 月 23 日、12 月 6 日(星期日)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授課老師 

09:00-10:40 2 職業衛生概論 沈育民老師 

10:50-12:30 2 職業衛生及健康檢查相關法規 沈育民老師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2 勞工健康服務工作 林慧華老師 

15:20-16:10 1 醫療相關法規 吳淑慧老師 

16:10-17:10 1 學習評量(測驗考試)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 

 
研習會地點：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 87 號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10 樓大禮堂 
 



成功大學職業職業安全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中心  
109 年度從事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業務之醫師 

在職訓練(5 小時)(台南場) (共 4 場) 
  

4 月 26 日、6 月 21 日、9 月 27 日、11 月 29 日 (星期日)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授課老師 
08:30-09:00 報到 (領取講義及報名費收據) 

09:00-10:20 1.5 

粉塵作業健檢結果判讀常見問題與實例 郭耀昌 (04/26) 

常見肌肉骨骼職業病之認識及預防 吳政龍 (06/21) 

健檢資料整理分析及過負荷管理運 黃建元 (09/27) 

健檢異常後續處理實例分享  蘇世斌 (11/29) 

10:30-11:50 1.5 

健檢資料整理分析及過負荷管理運 黃建元 (04/26) 
常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管理分級判定原

則與選配工 
陳乃釧 

(06/21)(11/29) 

如何規劃健康(篩)檢查 吳政龍 (9/27)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4:40 2 新修健康檢查相關法規解說 黃耀銘 
 
 
 

成功大學職業職業安全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中心  
109 年度從事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業務之護理人員 

在職訓練(5 小時)(台南場) (共 4 場) 
  

3 月 8 日、5 月 31 日、8 月 16 日、10 月 18 日 (星期日)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授課老師 

08:30-09:00 報到(領取講義及報名費收據) 

09:00-10:20 1.5 
健檢異常後續處理實例分享 蘇世斌 

(03/08、10/18) 
勞工健檢基層實務品質解析 謝佳莉 (05/31) 

粉塵作業健檢結果判讀常見問題與實例 郭耀昌 (08/16) 

10:30-11:50 1.5 

噪音作業分級管理及配工實務分享 黃建元 (03/08) 

常見肌肉骨骼職業病之認識及預防 吳政龍 
(05/31、08/16) 

勞工健檢基層實務品質解析 謝佳莉 (10/18)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4:40 2 新修健康檢查相關法規解說 黃耀銘 

研習會地點：台南市北區勝利路 138 號 
成大醫院門診大樓 3 樓第一會議室 



成功大學職業職業安全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中心  
109 年度從事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業務之醫師 

在職訓練(5 小時)(台北場) (共 4 場) 
 

5 月 17 日、7 月 26 日、9 月 20 日、11 月 22 日(星期日)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授課老師 

08:30-09:00 報到 (領取講義及報名費收據) 

09:00-10:20 1.5 
勞工特殊作業健康檢查中的生物監測 黃百粲 

(05/17)(09/20) 
粉塵作業健檢結果判讀常見問題與實

例 
索  任 

(07/26)(11/22) 

10:30-11:50 1.5 

噪音作業純音聽力檢測流程與注意事

項 
楊慎絢 

(05/17)(09/20)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重金屬作業生物指

標管理及應用 
羅錦泉 

(07/26)(11/22)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4:40 2 新修健康檢查相關法規解說 沈育民 

 

 
成功大學職業職業安全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中心  

109 年度從事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業務之護理人員 

在職訓練(5 小時)(台北場) 

 
3 月 15 日、6 月 14 日、9 月 6 日、11 月 1 日 (星期日)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授課老師 

08:30-09:00 報到(領取講義及報名費收據) 

09:00-10:20 1.5 

粉塵作業健檢結果判讀常見問題與

實例練習 
索  任 

(03/15、09/06) 
勞工特殊作業健康檢查中的生物監

測 
黃百粲 

(06/14、11/01) 

10:30-11:50 1.5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重金屬作業生

物指標管理及應用 
羅錦泉 

(03/15、09/06) 
噪音作業純音聽力檢測流程與注意

事項 
楊慎絢 

(06/14、11/01)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4:40 2 新修健康檢查相關法規解說 游淳淼 

 
研習會地點：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 87 號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10 樓大禮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