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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桃園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到院健檢資料表 

 

  

 

公司名稱 

  
                                            

(年度員工請依上述公司名稱開立收據抬頭，新進員工則開個人收據) 

公司地址 (報告寄送地址) 

姓    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公司電話 0 行動電話  

 

 

檢查類別 

      □ 在職員工        □ 新進員工  

      □ 加做供膳 

 

受檢時間 

110 年 8 月 01 日 ~ 111  年 7  月 31  日 

    週一 ~ 週五  (上午 8:00~11:00、下午 14:00~16:30)。 

    週六         (上午 8:00~11:00)    (不含國定假日) 

 

檢查地點 

□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中壢區延平路 155 號) 綜合大樓 一樓健檢中心 

□ 楊梅天成醫院             (楊梅區中山北路一段 356 號)  二樓健檢中心 

 

報告領 

取方式 

                

 

新進員工 

寄送  □公司 (自付郵資)    □指定地址 (自付郵資)      □ 自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律掛號寄送需有人代收，否則會延遲收件。 

年度在職 
  ＊個人報告一律寄送上述公司地址 

        

體檢注 

意事項 

1. 此資料表懇請公司承辦人確實填寫「檢查類別」後交付員工，當天交付健檢櫃台確

認員工身分及檢查類別使用。因內含個資，經院方確認後，現場即歸還員工本人。 

2.請攜帶健保卡或身分證明文件,可迅速登入個人資料,可減少等候時間。 

3.收據抬頭如有錯誤，務必於 7 日內親自到院提出更正，否則無法受理。 

4.體檢前請空腹八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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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風險評估管理工具 

 

  

 

 

 

 

 

〈一〉『新進人員』入職前實施體格檢查，依據體格檢查報告數據輸入 ICARE內，依據分級結果(紅色框線)進行後續作業。 

任職三個月以上再實施過勞問卷及心理量表。 

 

此圖為上圖的接續頁面，體格檢查之分級結果分為四級(嚴重 4~正常 1)，分別顯示各級數的異常項目別及相關異常分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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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職人員』依年齡實施健康檢查，依據健康檢查報告數據輸入 ICARE內，依據分級結果(紅色框線)進行後續作業。 

每年 8月實施過勞問卷及心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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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負荷風險評估管理工具 

〈一〉I CARE 心力量表 

〈二〉I CARE 過勞問卷 

 

 輸入心力量表及

問卷所需的數據後，

呈現如紅色框線：綜

合風險分級及面談建

議，依據內容統整出

需要醫師面談人員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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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勞安所研發之「過勞量表」做為職場工作者過勞問題的自我評估工

具，其包含 「個人相關過勞」和「工作相關過勞」狀況 

(一)個人相關過勞分量表 

1.你常覺得疲勞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2.你常覺得身體上體力透支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3.你常覺得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4.你常會覺得，「我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5.你常覺得精疲力竭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6.你常常覺得虛弱，好像快要生病了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二)工作相關過勞分量表 

1.你的工作會令人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2.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快要累垮了嗎?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3.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挫折嗎?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4.工作一整天之後，你覺得精疲力竭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5.上班之前只要想到又要工作一整天，你就覺得沒力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6.上班時你會覺得每一刻都很難熬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7.不工作的時候，你有足夠的精力陪朋友或家人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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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勞量表 

二、參考勞安所研發之「過勞量表」做為職場工作者過勞問題的自我評估工

具，其包含 「個人相關過勞」和「工作相關過勞」狀況 

(一)個人相關過勞分量表 

1.你常覺得疲勞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2.你常覺得身體上體力透支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3.你常覺得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4.你常會覺得，「我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5.你常覺得精疲力竭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6.你常常覺得虛弱，好像快要生病了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二)工作相關過勞分量表 

1.你的工作會令人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2.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快要累垮了嗎?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3.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挫折嗎?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4.工作一整天之後，你覺得精疲力竭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5.上班之前只要想到又要工作一整天，你就覺得沒力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6.上班時你會覺得每一刻都很難熬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7.不工作的時候，你有足夠的精力陪朋友或家人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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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方式：E-mail、傳真 

桃園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會員公司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110年 10月 4 日 

發文字號:桃保商第 110100402字號 

附件:課程報名表、過負荷評估問卷、心情量表、過勞量表 

主 旨：為輔導會員公司落實勞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特辦理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實務課程，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 

一、 本次訓練課程，特邀請職安署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協助，針對勞工異常

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及勞工健康管理系統操作(i-Care)之作業管理。 

二、 茲檢附課程內容及報名表(如附件)為因應防疫相關規定： 

1.限完成加入本會自律公約之公司方得報名。 

2.每公司之執行勞工健康管理作業人員至多可報名二名。 

3.報名截止日期為 110年 10月 8日(星期五)下午 5時，逾期恕不再受理。 

三、 為免浪費公會教育訓練資源，擬預收課程保證金每人 500元(含資材費 200      

元)，於課程當日報到時退還 300元；無故未到者其所繳交保證金予以沒入

不予歸還。請於 110年 10月 15日前，轉帳至【○○銀行(808)-○○分行，

帳號 0XXX-XXX-XXXX，戶名：○○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並註明匯款公司

寶號，於轉帳後電話告知參加人員姓名，以利後續作業。 

四、完成報名之公司代表人員參與課程時請自行攜帶筆電，及 i-Care健康管理

工具相關資料(體檢紀錄表、過負荷評估問卷、過勞量表、心情量表)，以

利於健康管理工具實務操作時運用。 

 

正本：會員公司 

副本：本會 祕書處 (續辦)。 

地 址：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425 巷 6 號 5 樓之 8 
聯 絡 人：秘書長洪誌隆 
電 話：(03)333-2098 
傳   真 ：(03)333-2184 
電子信箱：t3332098@gmail.com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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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保全業勞工身心健康管理實務課程 

1. 活動說明： 

   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提供健康管理領域師資，協助會員公司執行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工具(i-Care)操作。 

2.主辦單位：桃園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 

3.協辦單位：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桃園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 

4.參加對象：限本會自律公約會員 

5.活動時間：110/10/18(一) 14:00-17:00  

6.活動地點：桃園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訓練教室 

            (因考量疫情因素，如報名人數增加再行調整場地) 

7.課程內容： 

時間 科目 課程綱要說明 講師(主持人) 

14:00-14:20                      報到 

14:20-14:30  長官、貴賓致詞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桃園市保全公會理事長 

14:30-15:30 四大計畫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

防課程 

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管理師李通茂 

15:40-16:40 

健康管理

工具操作

使用 

 介紹健康管理工具 

  (i-Care) 

 資料匯整與應用 

 一般健康檢查資訊管理 

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管理師李通茂 

16:40-17:00                        QA 

17:00 賦歸 

    ※參加課程人員請自行攜帶筆電
-------------------------------------------------------------------- 

110年度保全業勞工身心健康管理實務課程報名表 

單 位 名 稱  e-mail信箱  

參加人員姓名1  職    稱  

參加人員姓名2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號 碼  

聯 絡 地 址  

※請於 110年 10月 8日下午 17:00前，將報名表 E-mail:t3332098@gmail.com或傳 

  真至 03-3332184，以利後續行政作業。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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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發文方式：電子郵件、傳真 

桃園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健康家族會員公司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110年 12月 16日 
發文字號：桃保商第 110121601字號 
附件：心情(理)量表、過勞量表、健康風險評估管理工具、過負荷風險評估管理工具、健康家族 
      健康管理-職醫職護駐點諮詢報名表 

主  旨：110年度第二梯次保全業健康管理服務（職安專業醫師、護理師

免費駐點諮詢）事宜，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 

一、 110年下半年本會與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辦理第二梯次健康管理-免費

職醫職護駐點諮詢，時間、地點如下: 

(一) 110/12/24(星期五)下午 1:30～下午 4:30。 

(二) 地點：○○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桃園市○○區○○路 XXX號 X樓之 X。 

二、 會員公司請將參加面談人員體檢報告、心情(理)量表、過勞量表、健康風

險及過負荷風險評估管理工具之電子檔 e-mail至 t3332098@gmail.com，公會

將彙整轉呈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作為後續諮詢面談之參考依據。 

三、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20 日 17:00 截止，請會員公司儘速報

名，名額有限依報名先後安排相關作業。 

四、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依疫情防疫措施辦理，請出席人員

「自備口罩」且全程配戴。 

 

 

正  本：健康家族會員公司 

副  本：本會 祕書處 (續辦)。  

地 址：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425 巷 6 號 5 樓之 8 
聯 絡 人：秘書長洪誌隆 
電 話：(03)333-2098 
傳   真：(03)333-2184 
電子信箱：t3332098@gmail.com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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