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物理治療師訓練課程 

(PT10920) 

1、 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2、 協辦單位：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3、 課程簡介： 

肌肉骨骼疾病是職場普遍常見的職業疾病。我國於民國 102年頒布之《勞工安全衛生

法施行細則》中明訂針對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工作環境需採取預防措施。

其中預防措施包含分析作業內容、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等。為了更加全面預防職場肌肉

骨骼危害，《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於民國 106年修訂之條文，首次將物理治療師與職能

治療師納入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旨在借重治療師的專業，於職場進行健康促進，預

防肌肉骨骼傷病之發生或惡化。法規明訂物理治療師或職能治療師可受雇於一定規模之

事業單位，或以特約方式提供物理治療服務。因此培育優良的治療師進入職場提供健康

照護工作將是當務之急。 

近年隨著因不良姿勢或是動作模式而產生肌肉骨骼相關問題的勞工眾多，國家政策中

將物理治療師納入勞工健康照護團隊，是為了讓勞工在健康促進、傷病預防方面能接受

更專業的服務。而，投入職場健康照護的人員，需要具備許多跨專業的知識，從法規的

層面，需要了解勞工健康服務相關法規與服務內容，才能與雇主或是職醫、職護有良好

的溝通討論；通曉「職業傷害的補償相關法規」，才能夠了解如何為勞工職業傷害申請

相關福利補助；針對工作環境現場環境的評估，從「工作現場巡查訪視」、了解「工作

場所毒性傷害」、工作環境是否符合「人因工程」設計以及協助人因性危害預防等等，

這些都是治療師跨足勞工健康服務所應具備的知識。 

當我們開始進入職場健康服務領域之後，最重要的是彰顯專業價值，讓雇主與受雇者

都能認同治療師帶來的效益，物理治療除了傷害處理與預防之外，如何有制度地提供並

且記錄職場健康管理、健康促進、衛生教育並且擬定物理治療項目於健康服務計畫與品

質報告，也是跨專業服務與溝通重要的技能。 

這個「從事勞工健康服務物理治療師訓練課程」要幫助物理治療師學員在七天 52 小

時課程中，從法規、人因工程、職場衛生教育與健康管理制度，向職醫、職護等專家學

習跨領域的相關知識，提升治療師相關知能。 

 

4、 課程日期： 

109年 8月 22日(六)、23日(日)、29日(六)、30日(日)、9月 5日(六)、6日(日)、

7日(一)，共七天(每天上午 9:00~下午 5:00，8月 22日 8:30 開始報到)。 

 

5、 名額限制：50位(限物理治療師) 

6、 課程費用: 免費（但需先繳交 2000元保證金，通過結業證書考試後予以退還） 



7、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時數 講師 

8/22 

(六) 
8:30-9:00 報到  輔導員 

9:00-10:40 
勞工健康服務工作 4 王紫庭 

10:50-12:30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人因性危害預防概論 4 陳協慶 

15:20-17:00 
8/23 

(日) 
9:00-10:40 

職業安全衛生概論 4 徐儆暉 
10:50-12:30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工作現場巡查訪視 2 林育正 

15:20-17:00 工作場所毒性傷害概論 2 楊振昌 

8/29 

(六) 
9:00-10:40 

職業傷病概論 4 劉益宏 
10:50-12:30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職業傷病預防策略 2 許君豪 

15:20-17:00 勞工選工、配工及復工概論 2 許君豪 

8/30 

(日) 
9:00-10:40 職場健康危機事件處理 2 黃敬淳 

10:50-12:30 職場心理衛生 2 吳曉萍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勞工健康保護相關法規 2 張簡振銘 

15:20-17:00 職業傷病補償相關法規 2 張簡振銘 

9/5 

(六) 
9:00-10:40 

健康監測及健檢資料之分析運用 4 劉益宏 
10:50-12:30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勞工健康服務計畫品質管理及稽核 2 錢美芝 

15:20-17:00 職場肌肉骨骼健康管理指引 2 王子娟 

9/6 

(日) 
9:00-10:40 

職場健康管理 4 王紫庭 
10:50-12:30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00 職場健康管理實作 4 王紫庭 

9/7 

(一) 
9:00-10:40 

職場健康促進及衛生教育（含實作 1小時） 4 林慧華 
10:50-12:30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職場健康促進及衛生教育實作 2 林慧華 

15:30-16:30 
評量 

1 
輔導員 

課程檢討 輔導員 



8、 講師簡介 

講師 現職/經歷 

王紫庭 台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理事長 

勞動部職安署北中南三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專家講師 

前高雄醫學附設中和醫院護理師 

前盛餘股份有限公司高級管理師 

陳協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 

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監事 

徐儆暉 前行政院勞委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簡任研究員兼組長 

林育正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職業醫學科醫師兼主任 

輔仁大學醫學系副教授 

楊振昌 台北榮總內科部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主治醫師兼科主任 

國立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常務理事 

臺灣毒物學學會常務理事 

劉益宏 天主教耕莘湖口仁慈分院職業醫學科醫師兼副院長 

前台積電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健康促進課經理 

前德州儀器公司醫務室醫師 

許君豪 環醫國際有限公司顧問醫師 

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副秘書長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員工診所主治醫師 

黃敬淳 臺大醫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助理教授 

台大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職醫暨主持人 

吳曉萍 忘憂森林身心診所諮商心理師 

宇聯心理治療所特約心理師 

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特約心理師 

張簡振銘 前北區勞動檢查所職業醫學組組長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技正 

錢美芝 新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業經理 

台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理事 

前中山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長  

林慧華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主任管理師 

前台積電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管理師 

前日商台灣東芝精密股份有限公司主任護理師 

前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外科護理師 



9、 課程注意事項（影響教育積分與職安署核發證明，請仔細閱讀）： 

 報名者須具備物理治療師資格(開課前須繳交物理治療師證書) 

 本次課程係學會獲得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經費補助，為免費課

程，因此請珍惜上課機會。 

 上課遲到以 15分鐘內為限，缺課時數達應上課總時數五分之一以上者，或未實

習或實作並完成臨場服務報告書、工作相關疾病預防計畫或實務做法報告書者

不得核發結業證書，並依職安署規定予以退訓。 

 有急事需請假時，向工作人員報備並填寫請假單。 

 請假超過三小時或曠課者，請自行於一年內完成補課程序，方能參加後續測

驗。 

 若預期請假會超過三小時者，請慎重報名。 

 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簽到分為上、下午簽到及下午簽退，每堂課程開始前需

課程簽到，全程需本人親自簽到簽退；課程期間採不定期抽點名，未到者以缺

課論。 

 退費流程：此為免費課程，繳交之保證金需全程參與課程者，才會退還。報名

後，因故無法按時前來上課者，將不予以退費。 

 課程結束後針對合乎下列所有條件者，將於結訓後發給結業證書。 

(1). 合乎物理治療師資格之學員 

(2). 完成課程訓練，請假 3-10小時者已完成補課者，無缺課 1/5 以上，並完成

實作課程  

(3). 測驗合格  

(4). 繳交臨場服務報告書、工作相關疾病預防計畫 

10、 繼續教育積分點數：專業 52點 

11、 報名方式與開放報名日期： 

⚫ 報名請直接上學會網站，並以信用卡繳交保證金 2000元。 

⚫ 開放報名日期為 109 年 7月 13日中午 12:30，非會員之物理治療師報名時，請先在

網頁上申請帳號後，即可報名。 

⚫ 課程採取線上報名（需先刷卡繳交保證金），錄取者將個別寄信通知，並請協助完

成職安署要求之個人資歷與上傳證明文件。 

⚫ 學會將保留部分名額給曾經參加 107、108年度「職場肌肉骨骼傷病預防暨人因評核

研討會」課程之學員。 

⚫ 學會洽詢電話: (02)27719631。網址：http://www.tpta.org.tw 

  

http://www.tpta.org.tw/


12、 上課地點： 

◎台北愛蘇活教育訓練中心 617或 612教室 

1、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0號六樓 

2、 交通方式：建議搭乘大眾運輸至台北車站，往台北捷運站前地下街步行至 Z10

號出口上來路面即是重慶南路一段，教室位於臺企大樓內。 

3、 教室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