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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

為提升國內職業傷病診治服務之品質，推廣全國
職業傷病防治暨重建網絡等工作，勞動部職業安
全衛生署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辦理
「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計畫，負責統籌管理
各區之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網絡醫院之職業傷病
服務事項，並於 97 年起建置「職業傷病通報系
統」，以收集本土職業傷病資料，藉由職業醫學、
職業衛生等資源之整合，辦理全國職業病案件之
調查與分析，提供政府職業傷病防治政策規劃之
參考。

電子報線上閱覽/訂閱電子報

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

https://tmsc.osha.gov.tw

tmsc2007＠gmail.com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與網絡醫院

為提供勞工職業傷病預防、工作與疾病間因果關
係判斷、復工評估、復健轉介及健康促進等職業
健康照護服務，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委託國內
各大型醫療院所辦理「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計畫，
已分別於北、中、南、東各區設有 10 家職業傷病
防治中心，並建構 81 家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
提供職業傷病勞工更親近性的服務。

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https://www.osha.gov.tw/
https://tmsc.osha.gov.tw/
https://tmsc.osha.gov.tw/
http://www.sahtech.org/
https://www.facebook.com/%E8%81%B7%E6%A5%AD%E5%82%B7%E7%97%85%E7%AE%A1%E7%90%86%E6%9C%8D%E5%8B%99%E4%B8%AD%E5%BF%83-426554957363717/?__tn__=%2Cd%2CP-R&eid=ARDv-_sa6tf_6LPlhoBOp4pMoltDGs-0K1Cix6c9B9igsg4phUdwAX3p9XflRBWJGQTsbmEC1U9cxBkt
https://tmsc.osha.gov.tw/
mailto:tmsc2007%EF%BC%A0gmail.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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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中山醫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彰基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台大雲分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台大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北榮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林口長庚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慈濟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勞動部
職業安全
衛生署

職業傷病
管理服務
中心

成大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高醫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我國職業傷病服務網絡建構歷程

台灣勞工的工作型態從農業發展至工業，再演變至今的
科技產業及服務業。早期由於勞工對職業上可能發生的危害
未有充分的知識與觀念，職業衛生相關措施實施不足，且缺
乏任職前和定期性的健康監測，導致勞工發生不少職業傷害
和疾病。

鑑於職業傷病因果關係判斷困難及前述各種原因，為提
供職災勞工在地化之健康照護服務，勞動部 ( 時為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 ) 自 92 年起，陸續委託全國各大型醫療院所成立
「職業傷病診治中心」，其後為擴大提供勞工職業傷病預防、
工作與疾病間因果關係判斷、復工評估、復健轉介及健康促
進等職業健康照護服務，進一步於 98 年推動臨廠職業健康服
務，將「職業傷病診治中心」更名為「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並發展其特色疾病研究。

另為強化職業傷病防治服務的服務品質，提升我國職業
病之通報率，勞動部於 96 年委託設立「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
心」，並於 97 年建置「職業傷病通報系統」，以收集本土職
業傷病資料，並逐年建構「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

從計畫開始發展至今，全國各地已有 10 家職業傷病防治
中心與 81 家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及 22 家工作強化中心，
職業傷病防治網絡已漸具全國性之規模，可提供勞工親近性
及更完善之職業傷病預防、診治、評估、重建與諮詢轉介等
服務。

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主要業務

• 推廣全國職業傷病服務網絡：與大型醫療院所洽商成立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結合區域醫療機構與復建機構資
源，建構全國職業傷病服務網絡，並藉由各類訊息傳遞，
提升民眾對職業傷病服務之認知。

• 職業傷病診治服務品質管理：訂定職業病調查作業指引、

建立職業傷病診治服務作業標準，並持續檢討修正；辦
理防治中心及網絡醫院之服務品質監督管理工作，及人
員教育訓練，以提升職業傷病服務品質。

• 職業疾病鑑定調查：協助勞動部職安署辦理職業疾病鑑
定個案與群聚事件之危害暴露調查，並建立全國職業疾
病群聚事件之調查及預防處理模式。

• 職業傷病統計、分析、調查與研究：建置職業傷病通報
系統，受理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與網絡醫院通報之職業傷
病個案，管理並統計分析職業傷病現況，並蒐集國內外
職業傷病相關統計及研究等資訊，協助規劃職業傷病防
治策略，提供政府政策規劃參考。

• 職業傷病相關問題之諮詢：提供勞工及雇主或有關單位
之職業傷病預防及勞工保險職業傷病給付等諮詢服務。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主要業務

• 職業傷病診斷、防治及轉介等服務：由專業醫療團隊提
供職業傷病之工作因果關係診斷、職業病防治、職場母
性諮詢、過勞評估等，視個案需求，提供個案管理或復
工評估、復健轉介等服務。

• 職業暴露與職業疾病個案調查：藉由個案提供之資訊進
行職業疾病之調查，並提供工作現場訪視、危害評估等
職業暴露調查之服務。

• 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服務：提供勞工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健康檢查三級管理以上之複診服務；提供勞工職業疾病
健康管理及健康教育宣導。

• 職業傷病諮詢服務：提供職業傷病認定、勞保補償、相
關法律問題、職業傷病預防及健康諮詢等服務。

• 職業疾病個案研討：辦理職業疾病個案研討，提供職業
疾病相關進階課程訓練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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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北榮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林口長庚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中國醫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台大雲分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成大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高醫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慈濟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中山醫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彰基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發展特色：職業促發腦血管及

心臟疾病、職業性肺部疾病

專長：環境與職業醫學、職場

傷病的預防性衛教、職場健康

促進與管理、職場性壓力

發展特色：毒化物職業暴露疾

病

專長：臨床毒物醫學、職業暨

環境醫學、毒藥物實驗診斷、

一般內科學、家庭醫學、中藥

草及重金屬中毒、職業病鑑定

發展特色：化學及金屬危害物

質相關之防治

專長：職業及環境相關疾病之

診治及鑑定、職業病預防輔導、

職業傷病復工及勞動力減損評

估、家庭醫學診治

發展特色：職業促發腦血管及

心臟疾病

專長：預防保健，包括出國留

( 遊 ) 學及旅遊諮詢、健康檢查

追蹤與管理、慢性和急性疾病

之治療與追蹤、職業傷病之診

斷與防治工作

發展特色：職業性肌肉骨骼疾

病

專長：職業傷病諮詢、診斷及

鑑定、勞工健康檢查複檢與諮

詢、復工評估、職場健康促進

發展特色：職業性肌肉骨骼疾

病 ( 四肢 )

專長：職業醫學、職業病流行

病學、職業疾病的診斷及預防、

職場預防醫學與健康促進

發展特色：職業性肌肉骨骼疾

病

專長：職業傷病診治、民事侵

權行為勞動能力減損之鑑定、

職場健康促進與管理

發展特色：職業性皮膚疾病、
職業性癌症（包括職業性肺部
疾病）
專長：職業傷病鑑定、職場健
康促進、復配工評估、永久性
失能評估

發展特色：職業性重金屬疾

病、職業性胸腔疾病

專長：職業醫學、家庭醫學、

流行病學、毒理學

發展特色：職業性聽力損失

專長：職業傷、職業病診斷、

治療、勞工體檢、特別危害作

業體檢、過勞、職場母性健康

諮詢、勞動力評估及重建

黃敬淳醫師

陳俊傑醫師

湯豐誠醫師

李念偉醫師

吳政龍醫師

莊弘毅醫師

劉鴻文醫師

吳明玲醫師

劉秋松醫師

羅錦泉醫師

十大防治中心之發展特色 &主持人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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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花蓮慈濟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電話：(02)2871-6101、(02)5568-1084 
            (陳個管師)
地址：11217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322號5樓

電話：(02)2312-3456分機67067/67491 
            (江個管師)
地址：10048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1號

電話：(03)349-8765 
            (曹個管師)
地址：33305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

電話：(04)2205-2121分機4509 
            (朱個管師)
地址：40447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電話：(04)2473-9595分機56208/56207
            (盧個管師)
地址：40201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電話：(04)723-8595分機4131/4132 
            (蕭個管師)
地址：50006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電話：(05)633-0002分機8131/8132
            (張個管師)
地址：632雲林縣虎尾鎮學府路95號

電話：(06)235-3535分機4939 
            (謝個管師)
地址：70403台南市勝利路138號

電話：(07)313-3604 分機37 
            (張個管師)
地址：80756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電話：(03)846-2972 
            (王個管師)
地址：970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聯絡資訊



如果懷疑自己患有職業病，可以尋求什
麼管道協助？

當您身體發生某些異狀（如腰部長期疼
痛或手腕有疼痛及麻痺感等狀況），且
無法確定其發生原因為何，可至「職業
醫學門診」請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協助診
斷。目前共有 91 間醫療院所設有職業醫
學門診，詳細醫療院所名單資訊可至職
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網站查詢。

我是有勞保身分的勞工，如果發生職災，
就醫流程為何？

有關職災就醫可分為「緊急就醫」及「一
般就醫」2 種情形！

緊急就醫（未持醫療書單）

一般就醫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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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問
輕鬆答
-職災職業病 Q&A-

小叮嚀：看診前可先自行準備相
關資料（包括：工作內容、工作時
間、工作中會接觸到哪些危害物質、
是否搬抬重物等），可讓醫師更容
易幫助您喔！

用健保卡及身

分證辦理門

診、住院

1. 聲明以「勞保職災勞工」

身分就醫

2. 向醫院索取收據

1. 十個工作天內或出院前補送職災醫療

書單，向醫院領回代墊費用

2. 未於十個工作天內補送者，可於 6個

月內 (特殊原因五年內 )向勞保局申請

核退

網路下載職災醫療書

單，交由投保單位填

寫並蓋章

帶職災醫療書單及健

保卡、身分證辦理門

診、住院

Q:Q:

A: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