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聯合總會會員 

之安全衛生成果發表會 

企劃書/活動簡章 

一、緣由說明 

勞動部為持續降低全國職災，110 年為「營造業減災加強年」，於今年度的

「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促進計畫」中，從政策、科技、管理三面向發

展：加強監督與查核、落實防災教育訓練、擴大宣導能量、整合跨機關資源、

運用資訊科技及提升輔導改善機制等策略著手，期能有效降低職業災害發生，

推展安全的作業環境。 

職業安全衛生促進組織在「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的推展、指導下一直

秉持互助、合作、互惠之精神，透過共同平台交流，提升會員安全衛生管理水

準並發揮相互支援功能。 

本次「全國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聯合總會會員之安全衛生成果發表會」

為促進職業安全衛生團體之經驗交流與合作，分享安全作為與落實輔導之績效，

將辦理全國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聯合總會之安全衛生成果發表會，期能透

過經驗分享、砥礪互勉，以追求營造產業卓越與永續發展之目標。 

二、辦理時間：110年 11月 19 日 09:30~12:15 

三、地點：高雄市萬豪酒店 8F 萬享 E 

四、主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五、執行單位：月進整合科技有限公司 

六、邀請對象及規模：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 

 

 

 



七、議程(待議)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08:40~09:00 報到 促進聯合總會 

09:00~09:30 專題演講 張翼民博士 

09:30~09:45 長官與貴賓致詞  (待定) 

09:45~10:15 營造業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成果發表 北區促進會 

10:15~10:45 營造業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成果發表 中區促進會 

10:45~11:15 營造業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成果發表 南區促進會 

11:15~11:30 全國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促進 

聯合總會成果發表 

促進聯合總會 

11:30~12:00 海報觀摩/綜合座談 (待定) 

12:00~12:15 頒發獎狀 (待定) 

12:15~ 賦歸 

 

八、績效評比依據 

評分項目 評分依據 比例 

安全衛生組織架構 
安全衛生推動組織編成、活動參與率、管理

分工情形等。 
20% 

計畫推動項目(主動指

標) 

年度安全衛生災害預防計畫推動情形、群組

合作具體成果、政策配合情形。 
40% 

降災績效(被動指標) 
近三年職業災害等改善、職災件數下降情

形、是否發生重大職業災害等。 
20% 

健康工作環境及防災

創意 
發揮災害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創意，規劃推動

特別減災及打造健康工作環境之作法，且具

相當成效。 

10% 

其餘防災、宣導安全衛

生之成果 
10% 

 

 



九、交通資訊：（會場車位有限，請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交 通 工 具 交通資訊 

高鐵（距離酒店

約 4 公里） 
 

 從高鐵左營站搭乘捷運紅線至 R13 凹子底站，車程約 8 

分鐘 

 Take MRT Red Line to R13 Aozihdi Station 

 從凹子底站 2 號出口步行約 500 公尺至高雄萬豪酒

店，約 8 分鐘可抵達酒店 

 From R13 Aozihdi EXIT 2, walk about 500m to 

Kaohsiung Marriott Hotel. The walk should take 

about 5 min 

 從高鐵左營站乘車至酒店約 15 分鐘 

 A car ride from the station to the hotel takes about 

15 min 

捷運（距離酒店

約 500 公尺） 

 紅線 R13 凹仔底站，從 2 號出口步行約 500 公尺至高

雄萬豪酒店，約 8 分鐘可抵達酒店 

 From R13 Aozihdi EXIT 2, walk about 500m to 

Kaohsiung Marriott Hotel. The walk should take 

about 8 min 

計 程 車 

T a x i 

 從小港國際機場出發，車程約 30 分鐘。（車資約 NTD 

315 - 345） 

 From Kaohsi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a car ride to 

the hotel takes about 30 min (estimated cab fare is 

NTD 315 - 345) 

 從高鐵左營站出發，車程約 15 分鐘。（車資約 NTD 165 

- 185） 

 From Zuoying HSR Station, a car ride to the hotel 

takes about 15 min (estimated cab fare is NTD 165 

- 185) 

停 車 場 
B1~B2：機車停車場 

B3~B6：汽車停車場 

 



十、 注意事項 

1. 為響應節能減碳，成果發表會提供電子檔資料，現場不另提供紙本。 

2. 本教育訓練保留決定是否受理報名、調整課程、講者及活動場地等權利，

如有延期舉辦或取消辦理，將以 E-mail 通知。 

3. 為配合環保政策及防疫規定，請自行攜帶個人環保杯及自備口罩。 

4. 配合防疫措施: 進入成果發表會場地前應量體溫，如有體溫≧38 ℃或額

溫≧37.5 ℃ 發燒情況，建議立即返家休息或就醫。 

 



全國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聯合總會會員 

之安全衛生成果發表會 

報名表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參加人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參加人員職稱  參加人員性別 □ 男  □ 女 

午餐需求 □ 葷食  □ 素食 公司聯絡電話  

參加人員行動電話  公司傳真號碼  

公司聯絡地址  

公司聯絡電子信箱  

 

說明： 

1. 本活動參加人員請自行前往會場。 

※交通需協助時，請洽組織溝通組王組長一鳳。 

2. 活動費用：免費。 
 

 

傳真報名電話：04-22967297聯絡人：04-22937049-王小姐 

電子信箱：oshpc.b07@msa.hinet.net 

☆資料繳交後麻煩請來電告知確認已收到~~謝謝~~ 

報名截止日:110年 10月 20日(星期三) 

  

mailto:oshpc.b07@msa.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