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9台灣員工協助專業論壇 議程 

 

論壇日期：2019年 12月 6日至 7日(星期五、六) 9:00至 17:00；8:40辦理報到 

活動地點：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院本部暨中興院區（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145 號） 

 

DAY 1：議程-主會場 

12/6〔五〕 主場議程 地  點 

08:40-09:00 報    到 

中興院

區6樓第

一會議

室 

09:00-09:20 

大會主席致歡迎詞 

台灣員工協助專業協會常務理事 台大工商管理學系陳家聲教授 

主辦單位致詞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 黃勝堅醫師 

介紹協辦單位與貴賓 

台灣員工協助專業協會理事長 亞大心理學系李志鴻教授 

貴賓致詞 

09:20-10:20 

主題演講：【亞太 EAP產業與專業發展的現況與前瞻】 

主持人：陳家聲博士，台灣大學商學系教授，TEAPA常務理事 

演講人：Dr. Ichikawa，國際 EAPA執委會委員，前 APEAR主席、日本 EAP

協會會長 

10:20-10:40 茶敘  

10:40-10:50 
主辦單位介紹支持、贊助與協力單位 

李志鴻教授，TEAPA理事長 
 

10:50-12:00 

大會論壇：【更寬廣、更深刻、更整合、更前瞻的 EAP面貌】 

主持人並與談人：李志鴻博士，亞大心理系教授，TEAPA理事長  

與談人： 

 Dr. Ichikawa，APEAR主席/東京 EAP協會會長 

 吳瑾醫師，健康管理專家/前奇異 GE 中華區健康管理總監(簽證處理中) 

 北市聯醫與談代表 

 華人醫療 EAP代表 

中 興 院

區6樓第

一 會 議

室 

12:00-13:00 台灣員工協助專業協會會員大會 

13:10-13:35 

主題演講：【從臨床醫學、預防醫學到 EAP 的實踐之旅】(暫定) 

主持人：黃思宇先生，亞洲華人健康照護產業員工協助專業學會理事長(或

聯醫代表；暫定) 

演講人：吳瑾醫師，健康管理專家，前奇異/GE公司健康管理總監(暫定) 

中 興 院

區6樓第

一 會 議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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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五〕 主場議程 地  點 

13:35-14:00 

主題演講：【台灣本土 EAP 與職場健康促進方案的效能研究】(暫定) 

主持人： 

演講人：郭建志博士，政大心理系教授 

吳珮怡女士，勞動部職業安全及衛生研究所副研究員 

14:05-14:55 

論壇：【EAP 多元面貌的實況與想像】 

主持人：鍾燕宜博士，中台科大文教事業教授/TEAPA理事 

與談人： 

郭建志博士，政大心理系教授/台灣工商心理學學會理事長 

蔡淯鈴女士，得人資源整合，共同創辦人 

吳麗雪女士，104 銀髮銀行，資深副總經理 

14:55-15:15 茶敘 / 自由交流 

15:15-16:05 

論壇：【企業典範的思路與實作】 

 主持人：林聯章先生/張老師基金會顧問 

 台虹科技的故事：陳孟吾先生，人事行政處資深處長 

 待邀確認中 
中 興 院

區6樓第

一 會 議

室 

16:10-17:00 

論壇：【EAP服務的核心、延伸與整合】 

主持人：范淑婷女士/CEAP，鉅微管理顧問總經理，TEAPA常務監事 

與談人： 

陳孟吾先生，台虹科技人事行政處資深處長 

 第二個企業典範的代表 

 黃詩雅女士，三美健康事業發展處長 

 王思峯教授，輔大心理系教授/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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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議程-分會場 

12/6〔五〕 分場議程 

時間/地點 
第一分場 第二分場 第三分場 

中興院區第四會議室 院本部鄭州 B106會議室 院本部鄭州 B105會議室 

09:00-12:00 （各小型工作坊非屬免費參加範圍，需額外付費） 

12:00-13:00 餐敘/交流 

13:10-14:00 

1. 林聯章/張老師基金會：成

功領導者的高校秘訣：有

效人際溝通技巧 

2. 鄭瀛川/銘傳諮商與工商心

理：(調整中) 

鍾燕宜/中台科大文教所：

職業婦女的第二輪班-工作

生活平衡的挑戰  

余苔青/泰能企業：小型企

業的彈性 EAP：女力與中

高齡協助的思考與實作 

1. 洪菁穗/北市聯醫職安室：

職場員工健康管理與結果

分析  

2. 沈孟筑/北市聯醫全觀中

心：醫療職場常見之心理

困擾：一份 EAP 的參考清

單 

14:05-14:55 

3. 彭心怡/擺渡人生設計公司

心左岸健心中心：拆除職

場未爆彈：企業 EAP 的新

作法  

1. 吳佳芳/清大教心與諮商

系：跨專業職能觀點下的

EAP-基於文獻的反思 

王連馨/和泰興業(大金空

調)健康管理中心：和泰興

業 EAP 實踐的經驗與反思 

王連馨/和泰興業(大金空

調)健康管理師：和泰興業

的 H*EAP-從摸索到理念

的旅程 

1. 蘇琮祺/四季心心諮所：職

場員工體重管理的心理介

入實務經驗 

2. 徐文雄/創智生物科技： 

14:55-15:15 茶敘 / 自由交流 

15:15-16:05 

吳麗雪/104 銀髮銀行：當

父母過 60/大齡職場人的

必修課-自立照護之預備

(1207同名工作坊) 

1. 斯如茵/弗克司(股)人力資

源行政處：從 EAP 推動組

織文化對員工投入度的影

響 

2. 張文慧/漢翔航空：EAP 在

台灣 20年-我的觀察、回顧

與反思(暫定) 

程秀卿/台安醫院 EAP：臺

安醫院的 EAP 關懷模式與

資源連結 

蕭真真/彰基社區諮商中

心：(調整中) 

16:10-17:00 

1. 陳基榮、練炫村/力人關係

促進協會：企業員工危機

事件整備：以員工危機事

件發展歷程為軸向 

2. 練炫村、陳基榮/力人關係

促進協會：EAP 專業人員

的督導機制與服務品質管

理 

林龍森/華科事業群慈善基

金會：以獨特整合式執行

企業 EAP 工作經驗分享 

林秀玉/北市聯醫中興院

區：護理新進同仁支持團

體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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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議程-主會場 

12/7〔六〕 主場議程 地點 

08:40-09:00 報    到 

院本部鄭

州 B101

會議室 

09:00-09:20 
說明議程並介紹大會貴賓 

貴賓致詞 

09:20-10:00 
專題演講：【台灣 EAP 的發展現況與挑戰】 

李志鴻博士，亞洲大學心理系教授，TEAPA理事長 

10:00-10:20 
專題演講：【台灣醫療 EAP 環境現況簡介】 

黃思宇先生，亞洲華人健康照護產業員工協助專業學會理事長 

10:20-10:40 茶敘交流 

10:40-11:00 
專題演講：【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員工協助方案之推行經驗】 

演講人：林柏傑管理師，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院本部鄭

州 B101

會議室 11:00-12:00 

專題演講：【從員工協助(EAP)到員工發展(EDP)：談教練技術

(COACHING)在組織裡的應用】 

演講人：鄭杰榆博士，國際教練聯盟台灣總會理事長 

12:00-13:00 餐敘/自由交流(分會場) 

13:05-14:00 專題演講：【臨場健康服務之風險評估、管理及溝通】 

 演講人：許良豪醫師，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職業醫學科主任 

院本部

鄭州

B101會

議室 14:05-14:55 
專題演講：【從組織氣候看員工健康】 

演講人：高國揚博士，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14:55-15:15 茶敘／自由交流 

15:15-16:05 

專場：【CNS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新規範】 

 黃傳軒/北市聯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CNS45001 推動與驗證經驗 

 胡冠華/仁德醫專：CNS45001 的構思、實踐與反思：一個實作個案的觀察 院本部鄭

州 B101

會議室 

16:05-16:55 

專場：【機構內與社區中的醫療 EAP】 

 黃暐超/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心理師進入 EAP領域中的觀察-不同企業場

域中的經驗 

 許慧珊/北市聯醫 EAP專辦：醫療院所 EAP在工作-家庭-健康三面向的推

動作法 

DAY 2：議程-分會場（各小型工作坊非屬免費參加範圍，需額外付費） 

 

＊論壇最新資訊請參閱論壇專頁：https://sites.google.com/view/teapa-2019-for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