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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職業衛生暨職業醫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邀請贊助函 

敬啟者您好： 

「2023 職業衛生暨職業醫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將由台灣職業衛生學會、中

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國立臺灣大學共同主辦，特別邀請財團法人職業災害

預防及重建中心、台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臺灣職業衛生護理暨教育學會、臺

灣職業衛生服務學會、社團法人台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協辦；會議預訂於 112年

04 月 21-23 日(星期五至星期日) 假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舉行。 

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為「運用智慧科技建置以人為本的永續健康職場

(Using AI Technology to Build a Human-Centered,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Workplace)」，會議內容豐富，包括多位國際專家學者專題演講、職業衛生/環

境職業醫學多元主題之專題論壇、學術暨實務論文發表等，期望經由與會人士

之互動、交流及討論以創新思維解決目前所面臨之職業健康問題。 

透過醫師、護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等推動職場健康重要角色的共同討

論，並邀請產、官、學、研各方面的環境職業醫學/職業衛生/職業健康護理領域

專業人士的參與，以專題演講、論壇與論文發表等方式形進行交流，在臨床、

場域、學術、研究等不同背景專家的溝通之下，建立良好的互動平台，創造合

作的契機，更進一步並對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供建議，共同為提升職場的

職業安全衛生而努力，守護勞工的身心健康。 

我們誠摯地邀請各公司行號、政府部門及相關團體參與本次研討會。本會

將提供場地予參展廠商擺設攤位以介紹其最新產品與技術，或讓政府部門及相

關團體展示其工作成果或宣導項目，冀透過這樣的平台，拓展台灣環境職業醫

學/職業衛生/職業健康護理領域之國際視野，一同展現我國近年來環境職業醫學

/職業衛生/職業健康護理方面之能量與成果。 

 

敬邀 貴單位惠予贊助舉辦會議經費。 

回函如附件，誠摯歡迎 貴單位派員蒞臨本研討會。 
 

敬請 鈞安 
台灣職業衛生學會 
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 
國立臺灣大學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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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職業衛生暨職業醫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活動資訊、贊助及廣告費用說明 

 
1. 研討會時間：2023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五)至 4 月 23 日(星期日)，共三天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100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 號 
 
2. 議程簡表: 

  2023 年 4 月 21 日(五) 
09:00~09:30 開幕式／主席致詞/貴賓致詞 
09:30~10:30 大會專題演講(一)、(二) 

儀器展

示觀摩 

10:30~11:00 茶敘／海報論文時間 
11:00~12:00 大會專題演講(三)、(四) 
12:00~13:30 午餐暨新科儀器發表與會員大會 
13:30~15:00 (論壇 1、2) 

健康服務相關論壇 15:00~16:00 茶點／海報論文時間 
16:00~17:30 (論壇 3、4) 

  2023 年 4 月 22 日(六) 
09:00~10:30 大會專題演講(五)、(六)、(七) 

儀器展

示觀摩 

10:30~11:00 茶敘／海報論文時間 
11:00~11:30 (論壇 5、6、7)、(論文發表 1) 
12:30~13:00 午餐暨新科儀器發表與會員大會 
14:00~14:30 (論壇 8)、(論文發表 2) 全國職業傷病網絡

整合性防治成果發

表會 

職業醫學與勞動法

案例論壇 15:30~16:00 茶點/海報論文時間 
16:00~16:30 (論壇 9)、(論文發表 3) 
18:00~20:00 大會晚宴(蘇杭餐廳濟南店) 

  2023 年 4 月 23 日(日) 
09:00~10:30 大會專題演講(八)、(九)、(十) 

儀器展

示觀摩 

10:30~11:00 茶敘／海報論文時間 
法規課程 

11:00~11:30 (論壇 10、11、12) 
12:30~13:00 午餐暨新科儀器發表與會員大會 
14:00~14:30 (論壇 13、14)、(論文發表 4) 從職業災害重建到

落實職災預防：實

務及未來展望 
15:30~16:00 茶點／海報論文時間 
16:00~16:30 (論壇 15、16)、(論文發表 5) 
17:40~18:00 閉幕式 

 
3. 研討會贊助： 

(1) 贊助 20 萬元(含)以上者列名協辦單位，研討會會議手冊封面刊登公司名稱及

LOGO，並贈送內頁 2 以後廣告一頁。 
(2) 贊助 5 萬元(含)以上者列名贊助單位，並贈送內頁 2 以後廣告一頁。 
(3) 凡贊助者不限金額皆列名贊助單位，單位名稱與 LOGO 刊登於封底頁前 2 頁。 
(4) 廣告內容及單位 LOGO 須由贊助單位於 2023/03/31 前提供 AI 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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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討會指定頁面廣告： 
費用包含 2023 年研討會會議手冊及大會網站之廣告。 
廣告版面尺寸為 A5，各版面費用如下： 

封面內頁 封底 封底內頁 

80,000 元 100,000 元 70,000 元 
 
5. 展品攤位： 

展品攤位 
2023/4.21~23 

TOHA 或 TEOMA
團體會員 

台北市工業安全衛生

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非會員 

2023/2/28 
前繳費 24,000 元 26,000 元 28,000 元 

2023/3/1- 
2023.3.31 26,000 元 28,000 元 30,000 元 

(1) 攤位規格： 
A. 攤位：寬 300cm*深 200cm*高 300cm 
B. 攤位牌：寬 250cm *高 30cm 
C. 主辦單位提供之基本配備： 

□v  長桌(附桌巾)2 張： □v 吊燈*1 
□v  靠背椅 3 張 □v  5A 插座*1 
□v  塑膠椅 2 張  

(2) 繳費完畢，依序可優先選擇攤位編號(詳見附件一)。 
(3) 額外提供參展攤位： 

A. 2023/4/21~4/23 中午便當 2 份、大會晚宴 2 位。 
B. 列名贊助單位，並提供單頁廣告，收錄在研討會會議手冊中。廣告內容及

單位 LOGO 須由參展廠商於 2023/03/31 前提供電子檔(以 AI 檔為主)。 
C. 2023/04/22~23 日午餐期間，可於其中一間會議室，進行貴公司之產品或業

務介紹一次，約 10~15 分鐘。 
 
6. 大會背包袋冠名贊助：30 萬(列名協辦單位，並贈送內頁 2 以後廣告一頁；大會

logo ~ 8cm X 2cm，TOHA logo ~ 6cm X 1.5cm，TEOMA logo ~ 6cm X 1.5cm，冠名

贊助單位 logo ~ 6cm X 1.5cm 或 9 cm2)  
 

7. 繳費完畢；取消辦法：2023/03/24 前，退費 70%；2023/03/31 前，退費 50%；

2023/03/31 之後，不退費。 
 

8. 如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如天災)，使會議取消，主辦單位將扣除已支出之費用後，退

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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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職業衛生暨職業醫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贊助及廣告回函 

贊助單位名稱  

主管簽名  職稱  

聯絡人  電話  

e-mail  

收據地址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贊助金額                                  元(新台幣) 

匯款時間  匯款帳號後五碼  
 

※匯款資訊 ※大會秘書處聯絡資訊 

銀行名稱及代號： 合作金庫石牌分行(006) 聯絡人： 陳曉麗 

帳戶名稱： 台灣職業衛生學會 聯絡電話： (02)27361661#6521 

銀行帳號： 1427-765-492898 E-mail： toha.email@gmail.com 

 

 研討會贊助：廣告頁及單位 LOGO 電子檔請於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提供 

贊助金額：     元(新台幣) 

※贊助款項請於 3 月 29 日前匯款至學會。 

 研討會指定頁面廣告(請勾選下表)：廣告頁及單位 LOGO 電子檔請於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提供 

封面內頁 封底 封底內頁 

80,000 100,000 70,000 
   

※贊助款項請於 3 月 29 日前匯款或劃撥給學會。 

 展品攤位：廣告頁及單位 LOGO 電子檔請於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提供 

攤位：    位 (請依展品攤位價目表計價)，金額：     元(新台幣) 

※款項請依展品攤位繳費日期前匯款至學會，並請一併回覆登記表。 

 大會背包袋冠名贊助(1 家贊助者，同意贊助請勾選)  □   

※請於 3 月 10 日前回函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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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職業衛生暨職業醫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展品攤位登記表 
 

單位名稱 
(請填全銜) 

 

聯絡人：  
□ 先生 
□ 小姐 

職稱：  

電話： (   ) 傳真：  

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 

展示商品  

租用攤位

編號 
 

請蓋公司章  

*攤位編號請詳後方展品攤位規劃示意圖。 
*請於登記後一週內完成匯款，並將展品攤位登記表 mail 至大會秘書處。 
*若未完成匯款手續，將開放給第二順位之單位。 
*主辦單位保留接受租用與否的權利，租用單位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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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職業衛生暨職業醫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展品攤位規劃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