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    明： 

依照我國民國94年至105年之勞工保險現金給付職業病人次統計分析(包括傷病給

付、失能給付、死亡給付為 7,674 人次)，職業病給付件數最多的行業為製造業(2,572
人次)，其他依序為營造業(1,468 人次)、批發及零售業(875 人次)、其它服務業(747 人

次)、運輸、倉儲業及通信業(569 人次)。為保障勞工職場安全和預防職業災害發生，勞

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特辦理「勞工職業病預防研討會」，透過此研討會宣導

及推廣職業病預防相關知識，以達成逐步降低職業災害的目標。 

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社區醫學部 

協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環境醫學研究中心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舉辦時間：(1)南部場：107年 11月 12日(星期一) 8：30至 15：40 

(2)北部場：107年 11月 16日(星期五) 8：30至 15：40 

舉辦地點：(1)南部場：高雄醫學大學第一教學大樓 B1演藝廳 

（80708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號） 

(2)北部場：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大樓 201大講堂 

（10055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號） 

參加對象：事業單位安全衛生主管、管理人員、廠務、廠醫、廠護、政府單位等相

關人員。 

人    數：130人/場 (名額有限，敬請盡早報名) 

費    用：免費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請於 11/05(一)12:00前完成報名。 

報名網址：https://goo.gl/Ln85ZE(南部場)、 

https://goo.gl/SE55p7 (北部場)。 

「勞工職業病預防研討會」 

https://goo.gl/Ln85ZE
https://goo.gl/SE55p7


 
一、南部場（高雄醫學大學） 

報名網址：https://goo.gl/Ln85ZE  

 

課程內容： 

 

 

https://goo.gl/Ln85ZE


 

主持人/講師介紹： 

吳明蒼醫師 

 學歷： 

    美國哈佛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博士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士 

 專長領域： 

    預防醫學、職業暨環境醫學、社區醫學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 環境醫學研究中心 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所長兼博士班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家醫科 主治醫師 

 

潘致弘簡任研究員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 博士 

 專長領域： 

    職業安全衛生、職業流行病學、作業環境測定 

 經歷：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職業危害評估研究組 研究員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職業危害評估研究組 副研究員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醫學組 副研究員 

    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彭瓊瑜副教授 

 學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 環境與工業衛生系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碩士 

 專長領域： 

暴露評估、採樣與分析、生物暴露偵測、工業安全衛生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副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 環境與工業衛生系 博士後研究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委員會 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職業病防制委員會 委員 

 



 

林文一醫師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臨床醫學組 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 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醫學士 

 專長領域： 

職業醫學、社區醫學、肝膽胰內科疾病、勞工健康檢查及職場健康促進健康管理  

 經歷： 

小港醫院 職業病科暨健康管理中心 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肝膽胰內科 主治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職業暨環境醫學科 主治醫師 

 

莊弘毅教授 

 學歷： 

美國哈佛大學 職業衛生研究所 博士 

台灣大學 公共衛生研究所 碩士 

高雄醫學院 醫學系 醫學士 

 專長領域： 

職業醫學、家庭與社區醫學、臨床流行病學、生物統計學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職業及環境醫學科 主治醫師 

高雄縣政府 衛生局 局長 

 
杜海容律師 

 學歷：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碩士 

國立台北大學 法學學系 學士 

 專長領域： 

    刑事、家事、勞工、金融 

 經歷： 

    智勝法律事務所律師 

    高雄市政府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委員 

    台灣職業安全學會顧問 

    臺灣高雄及少年家事法院調解委員 

    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審查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位於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會議廳位置(第一教學大樓 B1演藝廳)： 

 

 

 

 

 

 

 

 

 

 

 

 

 

 

 

 

 

交通資訊： 

 高捷車站轉搭捷運接駁公車，由後驛站出入口 2搭乘紅 29接駁車，即達本校。 

 火車高雄站後站出口距本校約兩公里，車程約 5分鐘。 

 小港機場轉搭計程車約 30分鐘。 

 開車沿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1. 下「鼎金交流道」於民族路左轉，再於同盟路右轉，即達本校。 

2. 下「九如交流道」沿九如路往火車站方向，於自由路右轉，遇同盟路右轉，即達本校。 

 高鐵車站轉搭計程車約 17分鐘，沿大中路於自由路右轉，再於同盟路左轉即達本校 。 



 
停車資訊： 

 本校第一、第二來賓停車場：在附設醫院內，由自由路進入，費用每小時 30元計(30分鐘內以

15 元計,超過 30分鐘以 30元計)，第一來賓停車場地面有機車停車場，費用每次 20元計。 

 同盟路上路邊收費停車格。 

 自由路路邊收費停車格或停車場。 

 周邊停車場如下圖。 

聯絡資訊：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研究助理/康雅婷 

 地址：高雄醫學大樓濟世大樓七樓 CS718 

 電話：(07)312-1101分機 2141轉 26 

 E-mail：tin1238@yahoo.com.tw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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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高醫附設醫院 

https://www.kmuh.org.tw/KMUHWeb/Pages/P01About/ShowContent.aspx?page=1-10-6.html
https://www.kmuh.org.tw/KMUHWeb/Pages/P01About/ShowContent.aspx?page=1-10-6.html�


 
二、 北部場（台大） 

 
報名網址：https://goo.gl/SE55p7 

 

課程內容： 

 

 

 

https://goo.gl/SE55p7


 
講師介紹： 
 

羅錦泉醫師 

 學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環境科學 博士  

美國哈佛大學 公共衛生學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 醫學士 

 專長領域： 

職業病預防輔導、職業傷病復工及勞動力減損評估、職業醫學、家庭醫學、社會醫學 

 經歷： 

林口長庚醫院 職業醫學科 主任 

林口長庚醫院 家庭醫學科暨職業醫學專科 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 公共衛生科/醫管系/醫學院 副教授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 職業病鑑定委員會 委員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勞工保險局 特約審查醫師 

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 榮譽理事 

 
呂志維副教授 

 學歷： 

美國麻州州立大學 作業環境 博士  

 專長領域： 

人因工程、職業安全衛生、作業環境控制工程 

 經歷：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副教授 

臺灣禮來公司 製造部 主任 

工業技術研究院 工業安全衛生技術發展中心 研究員 

 

彭瓊瑜副教授 

 學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 環境與工業衛生系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碩士 

 專長領域： 

暴露評估、採樣與分析、生物暴露偵測、工業安全衛生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副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 環境與工業衛生系 博士後研究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委員會 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職業病防制委員會 委員 

 



 
杜海容律師 

 學歷：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碩士 

國立台北大學 法學學系 學士 

 專長領域： 

    刑事、家事、勞工、金融 

 經歷： 

    智勝法律事務所律師 

    高雄市政府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委員 

    台灣職業安全學會顧問 

    臺灣高雄及少年家事法院調解委員 

    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審查委員 

 

 

承辦人聯絡資訊：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研究助理/康雅婷 

地址：高雄醫學大樓濟世大樓七樓 CS718 

電話：(07)312-1101分機 2141轉 26 

E-mail：tin1238@yahoo.com.tw 

 

 

 

mailto:tin1238@yahoo.com.tw


 
國立臺灣大學位於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號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位置(201大講堂)： 

交通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