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109學年度

第37屆實習單位名稱(98入) 第38屆實習單位名稱(99入) 第39屆實習單位名稱(100入) 第40屆實習單位名稱(101入) 第41屆實習單位名稱(102入) 第42屆實習單位名稱(103入) 第43屆實習單位名稱(104入) 第44屆實習單位名稱(105入) 第45屆實習單位名稱(106入)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_社區衛生及企

劃室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環境檢驗

中心、局本部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_國民健康科、

東區衛生所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_社區醫學

暨分子流行病學研究室、醫學研

究部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_企劃處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

醫院_社區護理室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兒童醫學

中心

行政院環保署_環境檢驗所(學生

說106年不收了)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_中區

業務組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

會_台中分會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_社區醫學

暨分子流行病學研究室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_會計室 臺中市北區衛生所 屏東縣崁頂鄉衛生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

醫院_醫事課及經管組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_醫務行政室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_

醫療事務組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

督教醫院_病歷資訊管理部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_老

年醫學部

台灣國際醫療衛生人員訓練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衛生所 高雄市楠梓區衛生所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_疾病管制科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_環境衛生

管理科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_總

會-企劃組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_總務室職安

室、醫務行政室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

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_預防醫學暨

社區醫學部

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 臺中市南區衛生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

業務組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環境稽查

科
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_社區健康中

心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_疾病管制科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_

品質管理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_老

年醫學部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_管理室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_監測組

(台中)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_國家環

境醫學研究所(黃柏菁老師)、國家

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陳俊宏

老師)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_國家環

境醫學研究所(黃柏菁老師)

新竹市衛生局_企劃科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_癌症中心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_

社區醫學科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廢棄物管

理科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_高屏

業務組
彰化縣衛生局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_預

防照顧組

中央研究院_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李永凌老師、范盛娟老師)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衛生所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健

康管理科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_老

年醫學部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_南區

業務組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宇仁醫療器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_台

中總會企劃組、台中總會預防照

護組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_兒童醫學

中心、藥劑部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中區管制

中心
新竹市衛生局_疾病管制科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_

社區醫學科
彰化縣衛生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_社區醫學

暨分子流行病學研究室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臺中市北區衛生所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_兒童醫學

中心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_食品藥物管理

科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_社區醫學

暨分子流行病學研究室
國家衛生研究院

SGS_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實驗室)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行政院衛生署臺北醫院(現衛生福

利部臺北醫院)-台灣國際醫療衛

生人員訓練中心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_醫研部社

區醫學暨分子流行病學研究室3

週.社區醫學部3週

臺北市環境保護局_技術室、局本

部
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環境檢驗

科

臺中市政府食品藥物安全處_食品

產製組
鼎堅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宇仁醫療器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環境衛生

及毒化物管理科、空氣品質及噪

音管制科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現衛生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_健康管理

中心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_中區

業務組
彰化縣衛生局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_醫政事務科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_疾病管制科、

食品藥物管理、國民健康科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_社區心理衛生

中心
東昇工程顧問公司

行政院衛生署臺中醫院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_企劃室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_企劃

組(臺北)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_疾病管制處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_中區

業務組
臺北市政府+H15:H23環境保護局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_空氣及噪音管

制科

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花蓮縣衛生局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_南區

業務組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_心理健康科、

疾病管制科、醫事管理科
輔仁大學_海量資料研究中心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_臺北

業務組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環境檢驗

科、事業廢棄物管理科、空氣品

質維護科、綜合規劃科、水質保

護科、稽查科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彰化縣員林鎮衛生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_高屏

業務組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空氣品質

與噪音管制科、環境衛生及毒化

物管理科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_醫事管理科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_健康促進科 臺北市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

院_社區健康管理中心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_臺北

業務組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_疾病管制處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_醫事管理科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_醫事管理科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_醫事管理科、

長期照護科北區長照中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低碳社區

發展中心、空氣品質維護科、事

業廢棄物管理科、水質保護科、

綜合規劃科

彰化縣政府衛生局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中市北區衛生所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_研檢中

心-化學防治實驗室(臺北)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技術室及

局本部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空氣品質

及噪音管制科、水質及土壤保護

科、環境衛生及毒化物管理科、

勞工安全衛生科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空氣品質

及噪音管制科、水質及土壤保護

科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水質及土

壤保護科、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

科、勞工安全衛生科

雲林縣衛生局_疾病管制科 新竹市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_慢性疾病

防治組（台中辦公室）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

金會亞東紀念醫院_社區發展中心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林森辦公室_國

民健康科、綜合企劃科、心理健

康科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_衛生企劃科 雲林縣衛生局_疾病管制科 彰化縣衛生局 臺中市北區衛生所

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_中區

業務組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_安全衛生

室

衛生福利部中央疾病管制署_中區

管制中心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

醫院_醫事課及經管組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_疾病管制科 雲林縣衛生局_疾病管制科 彰化縣衛生局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_疾病管制科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

醫院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_癌症組

(台北辦公室)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_中區

業務組
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_心理衛生科

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廢棄物管

理科、綜合計劃科、水及土壤保

護科、廢棄物管理科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_環境檢驗科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_健康管理科、

疾病管制處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中華航空_企業安全室環境部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_社區醫學部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_北區

業務組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環境檢驗

中心及局本部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東興辦公室)_

食品藥物管理科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_疾病管制處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_空氣品質

及噪音管制科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_水質科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_臺北

業務組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_監測組

(台中辦公室)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_社區心衛中心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區

業務組、南區業務組)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台中辦

公室)_人口與健康調查研究中心
臺中市中西區衛生所

國立成功大學醫院附設醫院_癌症

中心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_南區

業務組
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_疾病管制科

、企劃科、保健科、食品衛生

科、稽查科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3分

局
臺中市西屯區衛生所

立誠環工資源管理有限公司_再生

資源管理課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_癌症組

(臺北辦公室)

Projects Abroad (國際義工組織-貝

里斯的公共健康實習項目)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_慢性疾病

防治組(台北辦公室)、監測組(台

中辦公室)

國家衛生研究院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_檢驗科 南投縣竹山鎮衛生所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_臺灣醫療衛

生人員訓練中心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_楊懷

壹
臺南市安平區衛生所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_社區醫學中

心

日本北海道大學環境健康科學研

究中心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_臺灣醫療衛

生人員訓練中心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

金會亞東紀念醫院_企劃處、社區

發展中心

泰國瑪希德大學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 美國加州州立長灘大學

美國加州州立長灘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