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實習報到事項 

實習機構 人數 姓名 實習日期 
實習訪視老師及

e-mail 
實習報到 

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 
1 蔡承佑 

105.07.04-

105.08.12 

王瑞筠 

rywang@mail.cm

u.edu.tw 

實習首日 8:00-8:30 至人事室報到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_北區業務組 
1 田倚綾 

105.06.27-

105.08.12 

暑期學生實習報到時間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 請錄取學生務必出席參加，並請攜帶身分證或學生證

以利本署警衛查驗。 

二、 時間：105 年 6月 27日(星期一)上午 8：40前報到。 

三、 地點：本署 9樓第 1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40號)。 

四、 暑期實習學生自 6月 28日(星期二)起至各實習單位報

到參與實習。 

五、 請自備環保杯及餐具。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_社區醫學中心 
1 李適廷 

105.07.04-

105.08.12 
實習首日 8:00 至社區醫學中心報到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1 呂女司純 
105.07.04-

105.08.12 

吳芳鴦 

fywu@mail.cmu.

edu.tw 

實習首日 8:30 前至保健科找陳金是小姐報到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_

管理室 
1 張玲瑄 

105.07.04-

105.08.12 
實習首日上午 8:30 前至本院 4樓人力資源室辦理報到手續 



實習機構 人數 姓名 實習日期 
實習訪視老師及

e-mail 
實習報到 

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

基金會 
1 廖佑荏 

105.07.04-

105.08.12 

何文照 

wcho@mail.cmu.

edu.tw 

實習首日 9:30 前報到 

衛生福利部中央疾病

管制署_中區管制中

心 

1 曾瀞萱 
105.07.04-

105.08.12 

(一)報到時間:105 年 7月 4日星期一上午 8時 30分。 

(二)報到地點:請逕至實習單位向聯絡窗口報到。 

(三)繳交相關資料: 

 １、2吋彩色照片一張。 

 ２、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實（研）習人員保密切結

書。 

 ３、另至本署研檢中心各實驗室實習者，請繳交投保意

外傷害保險之證明文件影本 1份。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

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2 

1.企劃處:趙于萱 

2.社區發展中心:

謝季璇 

105.07.04-

105.08.12 

學生於來院實習兩週前完成以下動作： 

(一)至本院「人資數位系統」完成線上登錄(網址：

http://depart.femh.org.tw/hr/form_intern.aspx)實習人員資料。 

(二)至「線上數位學習網」(網址：

http://elearn.femh.org.tw/cltcms/ctms.do)完成「2016年新進實

習生職前訓練課程」，報到當日早上 8點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本公函影本及「2016年新進實習生職前訓練課程」通

過明細至六樓教學室報到。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_老年醫學

部 

1 林侑萱 
105.07.04-

105.08.12 

學生於實習首日上午 8：10-8：30，攜帶實習登記表、病人

病歷隱私保密同意書、線上課程紀錄、B型肝炎免疫情形暨

X光檢查報告繳交紀錄，體檢證明影本、1吋照片 2張，至

本院東址新院區研究大樓 3樓教學部教育組辦理報到事宜 



實習機構 人數 姓名 實習日期 
實習訪視老師及

e-mail 
實習報到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

局_環境衛生管理科 
1 曾喜宗 

105.07.04-

105.08.12 

吳錦景 

wucc@mail.cmu.

edu.tw 

實習首日 8:30 前找劉科長報到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_中區業務組 
2 蔡侑儒、陳妍榛 

105.06.27-

105.08.12 

暑期學生實習報到時間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 請錄取學生務必出席參加，並請攜帶身分證或學生證

以利本署警衛查驗。 

二、 時間：105 年 6月 27日(星期一)上午 8：40前報到。 

三、 地點：本署 9樓第 1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40號)。 

四、 暑期實習學生自 6月 28日(星期二)起至各實習單位報

到參與實習。 

五、 請自備環保杯及餐具。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

院 
5 

葉昕晏、黃淳

揚、劉承諭、陳

怡如、呂存緯 

105.07.04-

105.08.12 

張弘潔 

h.c.chang@mail.

cmu.edu.tw 

實習首日 8:30 前至中國醫藥大學安康教學大樓五樓教學部

第一會議室參加實習說明會 

彰化縣衛生局 1 蘇美嘉 
105.07.04-

105.08.12 
實習首日 8:00 前至企劃資訊科找莊先生報到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_癌症組(台北辦公

室) 

1 黃盈禎 
105.06.27-

105.08.26 
實習首日上午 9:00 至癌症組找陳美如科長報到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_廢棄物管理科 
1 呂姿儀 

105.07.04-

105.08.12 

周子傑 

choutc@mail.cm

u.edu.tw 

實習首日上午 8:30 前至廢棄物管理科找科長報到 



實習機構 人數 姓名 實習日期 
實習訪視老師及

e-mail 
實習報到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林

森辦公室 
2 謝則剛、莊 敬  

105.07.04-

105.08.12 

實習首日 8:30 至企畫科找張小姐報到 

實習生報到當日攜帶學生證、保密聲明書 

 

1.謝則剛:國民健康科_7/4~8/5(五週)、綜合企劃科

_8/8~8/12(一週) 

2.莊   敬:國民健康科_7/4~7/15 (二週)、綜合企劃科

_7/18~7/22(一週)、心理健康科_7/25~8/12(三週)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_南區業務組 
2 李育辰、蔡雅熏 

105.06.27-

105.08.12 

暑期學生實習報到時間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 請錄取學生務必出席參加，並請攜帶身分證或學生證

以利本署警衛查驗。 

二、 時間：105 年 6月 27日(星期一)上午 8：40前報到。 

三、 地點：本署 9樓第 1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40號)。 

四、 暑期實習學生自 6月 28日(星期二)起至各實習單位報

到參與實習。 

五、 請自備環保杯及餐具。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_

疾病管制處 
2 陳宇湉、高紹勛 

105.07.04-

105.08.12 

張毓宏 

yuhungc@mail.c

mu.edu.tw 

 

 

 

 

1.「實習計畫書」及 2吋照片 1張於報到時連同一併繳交 

2.請於實習首日 8：30前找陳先生報到(臺北市萬華區昆明

街 100號 6樓)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

泰綜合醫院_社區醫

學科 

1 李芯誼 
105.07.04-

105.08.12 

實習同學務必於報到日繳交 3個月內「胸部 X光」檢查結

果之報告影本 

攜帶 2張 1吋彩色照片以利製作實習證 



實習機構 人數 姓名 實習日期 
實習訪視老師及

e-mail 
實習報到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_台北業務組 
3 

黃郁婷、邱鈺

智、陳思婷 

105.06.27-

105.08.12 

 

 

張毓宏 

yuhungc@mail.c

mu.edu.tw 

暑期學生實習報到時間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請錄取學生務必出席參加，並請攜帶身分證或學生證

以利本署警衛查驗。 

二、時間：105 年 6月 27日(星期一)上午 8：40前報到。 

三、地點：本署 9樓第 1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40號)。 

四、暑期實習學生自 6月 28日(星期二)起至各實習單位報

到參與實習。 

五、請自備環保杯及餐具。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_台灣醫療衛生人員

訓練中心 

1 吳文麟 
105.07.04-

105.08.12 
實習首日 9:00 找江小姐報到(B1醫院行政室) 

行政院環保署_環境

檢驗所 
1 翁毓淇 

105.07.04-

105.08.26 

 

 

 

郭錦堂 

ctkuo@mail.cmu.

edu.tw 

 

 

 

 

 

 

 

 

 

1.請實習學生於報到時出示保險證明文件及繳交 1吋彩色相

片 1張 

2.實習學生於本所進行實體課程訓練前，請先行至「地方行

政研習 e學中心」網站(網址：http://elearning.rad.gov.tw/)點

選「綠色消費秘笈」「居家環境安全」。「Cool 地球行

動」、「環境風水師的防災妙計數位課」及「地球的小城

大事(社區參與)」課程上網學習，並列印學習紀錄，於本所

報到時一併繳交 

3.報到須知另以 e-mail 通知實習學生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4 

許軒碩、詹雅

婷、陳姿羽、蔡

富亘 

105.07.04-

105.08.12 

實習首日 8:30 前到實習科室報到 

 

1.心理健康科:許軒碩 

2.疾病管制科:詹雅婷、陳姿羽 

3.醫事管理科:蔡富亘 



實習機構 人數 姓名 實習日期 
實習訪視老師及

e-mail 
實習報到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 
3 

葉思琪、曾展

宏、黃郁琳 

105.07.04-

105.08.12 

郭錦堂 

ctkuo@mail.cmu.

edu.tw 

 

實習首日 8:30 前到實習科室報到 

 

1.空氣品質與噪音管制科:葉思琪、曾展宏 

2.環境衛生及毒化物管理科:黃郁琳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

灘分校 
3 

張藍云、陳麗

芝、古煒盈 

105.07.03-

105.07.24  
陳秋瑩 

chence@mail.cm

u.edu.tw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_

食品藥物管理科 
1 蕭如伶 

105.07.04-

105.08.12 

1.實習首日上午 9:00 至 7樓衛生企劃科報到 

2.請攜帶 2吋大頭照片 1張及成績考核表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1 許 靖 
105.07.04-

105.08.12 

蔡清讚 

drcttsai@gmail.c

om 

實習首日 8:30 前至人事室報到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_技術室及局本部 
2 鄭文齊、林旻昀 

技 術 室 ：
105.07.11-29 

局 本 部 ：
105.08.01-19 

1.技術室及局本部第 1天實習，上午 8時 50分報到 

2.技術室（府外單位）：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2段 111號 8

樓，電話：02-28235630，請向徐玟瑜小姐報到。 

3.局本部：臺北市政府、北區、7樓、環保局閱覽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