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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廢棄物、廢水實務管理暨示範觀摩研討會 

一、 目的： 

    衛生福利部為推動醫療院所進行污染防治、廢棄物減量與資源回收

再利用等工作，特委託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辦理「醫療機

構廢棄物、廢水實務管理暨示範觀摩研討會」。本次研討會議題包含醫

療機構廢棄物、廢水自主管理輔導成效說明、環保最新法令、稽查案例

等；另透過優良醫院示範觀摩的方式，增進醫療院所學習及經驗交流機

會，提升醫療院所廢棄物與廢水污染防治實務管理知能及成效。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二、 會議日期、時間與地點： 

(一)第一場次【台北】：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日期：10 月 17-18 日（星期四、星期五） 

地點：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 號(第一醫療大樓國際會議廳) 

(二)第二場次【台中】：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日期：10 月 24-25 日（星期星期四、星期五） 

地點：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號(第二醫療大樓國際會議廳) 

(三)第三場次【台南】：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日期：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星期四、星期五） 

地點：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 201 號(生活大樓第 2 會議室) 

 

三、 參加對象： 

地方政府衛生局、醫院及設有血液透析 20 床以上（含）之診所。 



 - 2 - 

四、 議程：  

第 

一 

天 

時  間 議    題 主講人 

09:00~09:25 報        到 

09:25~09:30 主  席  致  詞 衛生福利部 

09:30~10:45 輔導醫療院所廢棄物、廢水成果及現況說明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

發展基金會 

10:45~11:35 醫療院所廢水管理相關規定說明 

台北場： 

水保處張莉珣簡任技正 

台中場、台南場： 

水保處 陳龍珠科長 

11:35~12:00 綜合討論/諮詢時間 
環保署水保處 

/與會學員 

12:00~13:30 午    餐 / 休    息 

13:30~14:30 環保機關稽查實務(案例)說明 

弘光科技大學 

/黃輝源 老師 

（前督察大隊副總隊長） 

14:30~15:30 綜合討論/諮詢時間 
衛生福利部 

/與會學員 

15:30~16:00 休息  

16:00~16:30 醫療機構實務分享(廢棄物、廢水、空品) 

台北場-雙和醫院 

台中場-光田醫院 

台南場-奇美醫院 

16:30~17:00 醫療機構現場實地觀摩活動 

台北場-雙和醫院 

台中場-光田醫院 

台南場-奇美醫院 

17:00~ 本日議程結束 

第 

二 

天 

09:00~09:15 報到 

09:15~10:05 環保最新法令及廢棄物分類規定說明 

台北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陳凱中技佐 

台中場、台南場： 

新洋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楊文龍先生 

10:05~10:30 綜合討論/諮詢時間 
環保署廢管處 

/與會學員 

10:30~11:30 醫療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改善輔導案例說明 
台灣室內環境品質管理

協會/鄭仁雄 理事長 

11:30~12:00 綜合討論 
衛生福利部 

/與會學員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8/hhhs/sub4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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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注意事項： 

(一) 會議一律採網路報名，網址： https://ppt.cc/frHcFx ， 

或掃描 QR code 前往報名。 

 

 

(二) 會議額滿為止，網路報名截止時間： 

台北場至 108 年 10 月 13 日(星期日) 止。 

台中場至 108 年 10 月 20 日(星期日) 止。 

台南場至 10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日) 止。 

(三) 本次會議將進行會場活動拍攝，相關照片僅供本計畫使用。 

(四) 活動報名確認請洽醫院環境管理諮詢 line 官方帳號 

搜尋 ID：@050mxnva 或按此網址加入好友：http://nav.cx/atPnome 

本帳號 LINE 顯示名稱：greenhosp 或掃描 QR code 

 

(五) 其他相關事宜請洽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陳文慧小姐，電話：(02)2515-0369 分機 151 或 

  梁亦松先生，分機 155；傳真：(02)2515-0340 。 

(六) 出席者可核發公務人員學習時數第 1 天 5 小時，第 2 天 2.5 小時。 

(七) 本會議免費參加，提供餐點，不提供交通、停車及住宿費用。 

  停車位有限，請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醫院免費接駁車輛 

(八) 為響應環保運動，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筷、杯子。 

(九) 因會議場地關係，如遇報名人數過多情形，各單位報名人數以 2 人

為限，本單位保有報名審核權。 

https://ppt.cc/frHcFx
http://nav.cx/atPn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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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廢棄物及廢水實務管理示範觀摩研討會 

報名表 

單位名稱  

姓  名  職  稱  

身分證字號    (※需要公務人員學習時數者需填)  飲食  □葷    □素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務必填寫，以利聯絡)  

參加場次 

□第一場次 10/17-18 【台北】：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第二場次 10/24-25 【台中】：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第三場次 10/31-11/1【台南】：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日後是否願意 

收到相關訊息 

  □是              否□ 

 (若勾選是，本會將保留您的資料，以便日後相關活動之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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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交通資訊： 

第一場次【台北】：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第一醫療大樓國際會議廳) 

日期：10月 17-18日（星期四、星期五） 

地點：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號 

1. 捷運資訊： 

(1) 至捷運景安站，再轉乘公車： 橘 2、 橘 5、 橘 9、 241、 242、 中和區捷

運免費接駁公車。 

(2) 至捷運新埔站，再轉乘公車： 橘 5 

2.公車資訊： 

(1) 雙和醫院站： 

雙和醫院中正路入口下車 ：橘 5 

雙和醫院圓通路入口下車 ：橘 2、 橘 9、 242 

雙和醫院急診大門口斜對面下車 ：橘 9、 藍 41 

(2) 錦和路「中和站」：橘 3、 藍 18、 201、 241、 243 

3. 自行開車： 

板橋區→雙和醫院 
(1) 文化路→民生路→中和‧中正路→雙和醫院 

(2) 民生路 64快速道路新店方向→圓通路匝道→中和‧中正路→雙和醫院 

土城區→雙和醫院 
(1) 金城路→中和‧連城路→中正路→雙和醫院 

(2) 由土城交流道→北二高→下中和交流道右轉→中和‧中正路→雙和醫院 

新店區→雙和醫院 
(1) 復興路→秀朗橋→中和‧景平路→中正路→雙和醫院 

(2) 新店交流道或新店安坑交流道 北二高→下中和交流道右轉→中和‧中正路

→雙和醫院 

台北市→雙和醫院 
(1) 萬華區‧萬大路→華中橋→中和‧景平路→中正路→雙和醫院 

(2) 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華江橋→文化路一段→民生路→中正路→雙和醫院 

(3) 中正區‧重慶南路三段→中正橋→永和‧永和路二段、一段→中和‧中和路

→中正路→雙和醫院 

(4) 大安區、中正區‧辛亥路一段→汀洲路三段→思源路→永福橋→永和‧福和

路→永和路一段→中和‧中和路→中正路→雙和醫院 

(5) 大安區、文山區‧基隆路四段→福和橋→永和‧林森路→永元路→得和路→

中正路→中和‧安樂路→景平路→中正路→雙和醫院 

(6) 文山區‧水源快速道路→新店‧水源快速道路→秀朗橋→中和‧景平路→中

正路→雙和醫院 

(7) 文山區‧木柵路一段→萬善橋(景美溪橋)→新店‧寶慶街→復興路→秀朗橋

→中和‧景平路→中正路→雙和醫院 

http://www.tpe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3002
http://www.tpe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9005
http://yoyonet.biz/egoing/bus/beichi/mrt/o/009.htm
http://www.tpe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2413
http://www.tpe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2423
http://www.zhonghe.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282&type_id=10282
http://www.zhonghe.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282&type_id=10282
http://www.tpe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9005
http://www.tpe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9005
http://www.tpe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3002
http://yoyonet.biz/egoing/bus/beichi/mrt/o/009.htm
http://www.tpe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2423
http://yoyonet.biz/egoing/bus/beichi/mrt/o/009.htm
http://www.kl-bus.com.tw/Content/routeContact.aspx?t=1&id=20
http://www.tpe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3003
http://www.tpe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3018
http://www.tpe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2013
http://www.tpe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2413
http://www.tpebus.com.tw/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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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台中】：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第二醫療大樓國
際會議廳) 

日期：10月 24-25日（星期四、星期五） 

地點：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號 

1. 自行開車： 

(1) 1號國道  (中山高速公路 )：於「台中交流道」下往「沙鹿」方向。 

(2) 3 號國道 （第二高速公路）：北上方向於「龍井交流道」下；南下方向於「沙

鹿交流道」下。 

2. 大眾交通工具 

 乘坐公車，請於「沙鹿光田醫院站」下車。 

93路 高鐵台中站-大甲銅安厝  

95路 正英台灣大道口-外埔老人文康中心  

102路 台中火車站-第一銀行沙鹿分行  

162路 嘉陽高中-沙鹿火車站  

180路 彰化站-沙鹿站  

237路 豐原站-大肚火車站  

238路 豐原站-台中港郵局  

290路 台中火車站-沙鹿站  

677路 沙鹿龍井環線 

 搭乘台鐵(海線)至「沙鹿火車站」，步行至「大同街」右轉。 

 搭乘高鐵，轉乘公車：搭乘至「高鐵台中站」，轉乘公車「93 路 高鐵台中

站-大甲銅安厝」，於「沙鹿光田醫院 站」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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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台南】：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生活大樓第 2會
議室) 

日期：10月 31日-11月 1日（星期四、星期五） 

地點：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 201號 

1.自行開車： 

(1) 1號國道  (中山高速公路 )： 

 新營交流道→往新營→右轉新營南外環道→直走接柳營外環道→左轉台 1線

省道→柳營奇美醫院 

 麻豆交流道→往麻豆→左轉 176縣道→左轉台 1線省道→柳營奇美醫院 
(2) 3 號國道 （第二高速公路）： 

 白河交流道→往白河→172縣道→左轉台 1線省道→柳營奇美醫院 

 烏山頭交流道→往六甲→左轉 165縣道→右轉台 1線省道→柳營奇美醫院 

 官田系統→往84快速道路(西) →往官田(官田善化交流道) →右轉台1線省

道→柳營奇美醫院 

 柳營交流道→往柳營→南 110→德元埤大道→右轉台 1 線省道→柳營奇美醫

院 

2.公車資訊： 

(1) 黃幹線：往返麻豆及白河。 

(2) 黃 5線：往返下營及新營。 

(3) 橘幹線、橘 10、橘 11、黃 20線：沿途行經麻豆、下營到柳營奇美醫院。 

(4) 黃 10、黃 11、黃 12、黃 13、黃 14、黃 15線：至白河轉運處轉搭黃幹線。 

3.火車資訊： 

(1) 柳營站下車：出口處搭乘醫院接駁車。 

(2) 新營站下車：出口圓環對面公車新營轉運處轉搭黃幹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