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高雄市登革熱防制專責人員教育訓練 

報名資訊 

為提升高雄市全體市民對登革熱認知及行動效能，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委託《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

辦理「高雄市登革熱防制自主管理措施及查核辦法病媒防制教育訓練」，敬邀相關單位人員出席受訓，

為守護高雄市民健康盡一份力。 

 參訓對象：「高雄市特定公私場所登革熱防制自主管理措施及查核辦法」之特定公私場所規範地

方行政機關、中央機關、學校、百貨、商場、加油站、工廠及公民有市場廢棄物處理相關場域、

托嬰中心、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及老人養護機構、長期照護機構及醫療

機構及護理之家、公寓大廈等登革熱防制專責人員。 

 報名時間：網路及傳真報名即日起至各場次前三天為止。請以各單位所在行政區為主要報名區域。

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影響訓練，本會將另行通知補訓時間地點。 

 報名方式：請依下列方式擇一報名，各場次名單於開訓前三日下午六點前公告於台灣公共衛生促

進協會網頁 http://phlib.org.tw/ 。報名次日可上網查詢報名成功名單。 

1. 網路：https://goo.gl/zC7K3x ，或掃描右方 QR-code 

2. 傳真：填妥下頁報名表傳真至 06-2756882。 

 欲現場報名者，請當天盡早到場報名，以免額滿；若該場次已額滿，恕

無法接受現場報名，各場次是否額滿將隨參訓名單於三天前同步公告。 

 欲變更報名場次者，請直接重新報名，報名系統將以最新報名的場次為主。 

 參訓證明：依法規定參訓時數為三小時，請準時報到並全程參與受訓，報到時請出示身分證明文

件以確認為本人參訓、完成前後測與滿意度調查，核發參訓證明書。 

 訓練時程表 

上午場 下午場 流程 

0815 1330 報到、前測 

0845 1400 課程 1：高雄市特定公私場所登革熱防制自主管理措施及查核辦法說明 

0935 1450 休息 

0945 1500 課程 2：登革熱知識面面觀-病媒蚊、疾病介紹 

1035 1550 課程 3：各場域孳生源檢查與清除要領 

1125 1640 後測、滿意度調查 

1145 1700 簽退、核發參訓證明 

報名請掃我 

http://phlib.org.tw/
https://goo.gl/zC7K3x


108 年高雄市登革熱防制專責人員教育訓練 

報名表 
 傳真報名請回傳本頁即可。 

 *星號欄位請填寫完整，字跡務必清楚，若傳真後無法辨識或資訊有誤，將無法受理報名，亦不

另行通知，敬請見諒。 

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聯絡電話 * 

請留手機為主 

 

電子信箱 

若無，請略過。 

 

單位名稱 * 

若代表兩個以上的單位，

請逐一填寫清楚單位全

稱，以利查核。  

 

單位類別 * 

若代表兩個以上不同類別

的單位，可複選。 

□  1. 中央機關 

□  2. 地方行政機關 

□  3. 學校(主管單位：教育局) 

□  4. 百貨、商場、加油站、工廠及公民有市場 (主管單位：經發局) 

□  5. 廢棄物處理相關場域 (單位：環保局) 

□  6. 托嬰中心、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及老人養護

機構 (主管單位：社會局) 

□  7. 長期照護機構、醫療機構及護理之家 (主管單位：衛生局) 

□  8. 施工中營建工程 (主管單位：工務局) 

□  9. 公寓大廈  (主管單位：工務局) 

□  10. 批發市場  (主管單位：農業局) 

□  11. 其他 _______________  (主管單位：___________ ) 

欲報名場次編號、日期 場次編號：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上午 / 下午 場 

  



場次一覽表 

每人限報一場，請以各單位所在地為主要報名區域，以免特定場次人數過多需要重新調整場次。上

午場次為 8:15 開始、下午場次為 13:30 開始。請注意，同一區可能有不同地點。 

1. 三民區：2/22 上午 (該場次已結束) 

地點：三民區公所 9 樓大禮堂 

2. 三民區：2/22 下午 (該場次已結束) 

地點：三民區公所 9 樓大禮堂 

3. 三民區：2/23 上午(該場次已結束) 

地點：三民區公所 9 樓大禮堂 

4. 三民區：2/23 下午 (該場次已結束) 

地點：三民區公所 9 樓大禮堂 

5. 左營區：2/26 上午(該場次已結束) 

地點：左營區公所 8 樓會議室 

6. 左營區：2/26 下午(該場次已結束) 

地點：左營區公所 8 樓會議室 

7. 左營區：2/27 上午(該場次已結束) 

地點：左營區公所 8 樓會議室 

8. 左營區：2/27 下午(該場次已結束) 

地點：左營區公所 8 樓會議室 

9. 楠梓區：3/5 上午(該場次已結束) 

地點：楠梓區公所 7 樓大禮堂 

10. 楠梓區：3/6 上午(該場次已結束) 

地點：楠梓區公所 7 樓大禮堂 

11. 楠梓區：3/6 下午(該場次已結束) 

地點：楠梓區公所 7 樓大禮堂 

12. 仁武區、鳥松區：3/12 上午 

地點：仁武區公所 5 樓大禮堂 

13. 仁武區、鳥松區：3/12 下午 

地點：仁武區公所 5 樓大禮堂 

14. 仁武區、鳥松區：3/14 上午 

地點：鳥松區公所老人活動中心 

15. 鳳山區：3/15 上午 

地點：鳳山區公所 4 樓多媒體簡報室 

16. 鳳山區：3/15 下午 

地點：鳳山區公所 4 樓多媒體簡報室 

17. 鳳山區：3/18 上午 

地點：鳳山區公所 4 樓多媒體簡報室 

18. 鳳山區：3/18 下午 

地點：鳳山區公所 4 樓多媒體簡報室 

19. 鼓山區、旗津區：3/19 上午 

地點：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大禮堂 

20. 鼓山區、旗津區：3/19 下午 

地點：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大禮堂 

21. 鼓山區、旗津區：3/21 上午 

地點：旗津區公所 5 樓大禮堂 (報名人數不足，

本場次取消) 

22. 前鎮、旗津區：3/21 下午 

地點：旗津區公所 5 樓大禮堂 (報名人數不足，

本場次取消) 

23. 苓雅區：3/26 上午 

地點：苓雅區公所 11 樓大禮堂 

24. 苓雅區：3/26 下午 

地點：苓雅區公所 11 樓大禮堂 

25. 苓雅區：3/28 上午 

地點：苓雅區公所 11 樓大禮堂 

26. 前鎮、旗津區：4/2 上午 

地點：前鎮區公所 3 樓大禮堂 

27. 前鎮、旗津區：4/2 下午 28. 小港區：4/8 上午 



地點：前鎮區公所 3 樓大禮堂(限額 200 名) 地點：小港區公所 7 樓大禮堂 

29. 小港區：4/8 下午 

地點：小港區公所 7 樓大禮堂 

30. 小港區：4/9 上午 

地點：小港區公所 7 樓大禮堂 

31. 前金、鹽埕區：4/9 下午 

地點：鹽埕區公所 11 樓大禮堂 

32. 前金、鹽埕區：4/11 上午 

地點：前金區公所 5 樓禮堂 

33. 前金、鹽埕區：4/11 下午 

地點：前金區公所 5 樓禮堂 

34. 湖內、路竹、梓官、永安、岡山、橋頭、茄

萣區：4/16 上午 

地點：路竹區公所 6 樓大禮堂 

35. 湖內、路竹、梓官、永安、岡山、 

橋頭、茄萣區：4/17 上午(場次已額滿) 

地點：岡山區公所 3 樓會議室 

36. 湖內、路竹、梓官、永安、岡山、 

橋頭、茄萣區：4/18 上午 

地點：橋頭區公所 3 樓大禮堂 

加場 1. 湖內、路竹、梓官、永安、岡山、橋頭、茄萣區：4/17 下午。 

地點：岡山區公所 3 樓禮堂(110 人) 

37. 新興區：4/30 上午 

地點：新興區公所 10 樓大禮堂 

38. 新興區：4/30 下午 

地點：新興區公所 10 樓大禮堂 

39. 新興區：5/2 上午 

地點：新興區公所 10 樓大禮堂 (報名人數不 

      足，本場次取消) 

40. 大寮、林園區：5/7 上午 

地點：大寮區公所 3 樓禮堂 

加場 2. 左營區：5/2 上午 

地點：左營區公所 8 樓會議室 

加場 3. 左營區：5/2 下午 

地點：左營區公所 8 樓會議室 

41. 大寮、林園區：5/7 下午 

地點：林園幸福公園 

42. 大社、燕巢、大樹、阿蓮區：5/9 上午 

地點：大社區中山堂 

43. 大社、燕巢、大樹、阿蓮區：5/10 上午 

地點：大樹區公所 3 樓會議室 

44. 旗山、甲仙、美濃區：5/14 上午 

地點：美濃區公所 3 樓大禮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