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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年健康管理師培訓暨考試簡章 

編印單位：台灣健康產業協會 台內社字第0960137918號 

協會地址：300新竹市食品路25巷26號 

電    話：03-5733684 #789（週一至週五09:00~12:00、13:00~17:00） 

官方網頁：www.taiwanhealth.org 

線上報名：www.taiwanhealth.org/HMtraining/ 

簡章下載：www.taiwanhealth.org/doc/HMtrain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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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重要日程表 

※主辦單位得視需要保留調整重要日程表之權利。

項目 日期 備註 

簡章公佈 即日起 免費下載： http://www.taiwanhealth.org/doc/HMtraining.pdf  

課程報名與

繳費 
2023.01.01~ 2023.06.09或
額滿為止 

‧一律採網路報名。 
‧上網登錄報名資料。 
填寫報名資料時，請確實檢查各項報名資料後再送出。 
‧報名必要資料。 
  上傳大頭照、身分證正面、高中以上學歷證明與提供繳費憑證 
※之後若發現報名資料或上傳的文件錯誤致權益受損，報名者應

自行負責。 

報名查詢 2023.01.03~ 2023.06.26 

‧報名狀態更新頻率。 
2023.03.31前，每週二早上09:00更新； 
2023.04.01後，報名後2個工作天內。 

‧審核方式。 
報名附件為人工審核，可至下列網站登入查詢報名進度。 
http://www.taiwanhealth.org/HMtraining/status.php 

優惠截止日 2023.04.30 
上課費用含講義、考試，共計新台幣 24,990元。 
非本會會員，可在截止日前以優惠價格新台幣23,100參加課程。 
※以確實能在截止日前完成報名程序者為準。 

上課日期 

2023.07.01、2023.07.02 
2023.07.08、2023.07.09 
2023.07.15、2023.07.16 
2023.07.22、2023.07.23 
2023.08.05、2023.08.06 

‧共計五週，2023.07.27~2023.07.30為生技展期間，該週不上課請

同學自由參觀生技展。 
‧上課時間。 
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6:00；上下午均需簽到簽退，請

準時至教室上課。線上上課仍會嚴格執行簽到簽 
退，以便統計出席時數，請準時至線上教室上課。 

考試日期與

時間 

實體班： 2023.08.06 
下午15:00~15:50 
線上班： 2023.08.13 

‧實體班最後一堂課原地考試(2023.08.06，考試時間50分鐘) 
‧線上班於 2023.08.13下午到新竹教室現場考試，考試時段 
依據考試人數另外通知。 

證書發放 考試結束當天發放 考試採即測即評，合格者當天發放證書。 

成績公布與

查詢 
考試結束一周後 

考 試 結 束 一 週 後 可 登 入 學 員 專 區 ， 上 網 查 詢 成 績 。

http://www.taiwanhealth.org/HMtraining/HM_student.php 

合格者公佈 考試結束一周後 
合格者公佈於  
http://www.taiwanhealth.org  合格健康管理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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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依據 

  依據台灣健康產業協會「健康管理師作業辦法」辦理。 

參、目的 

    目前許多健康產業同業常缺乏健康管理師(Health Management Accelerator)的人才，再加

上許多醫療與衛生教育從業人員的健康管理知識僅限於自己專業的部分，大部分都著重在

醫療層面， 其重點在於許多人誤認為醫療就是健康管理，反而限制了健康產業的發展。台

灣健康產業協會規劃本班課程就是要讓學員在經過本課程的學習後，可以成為有相當基礎

的健康管理師(Health Management Accelerator)，協助各業者面對消費者的需求，推廣健康

自主管理以達健康促進的理念。 

肆、報名資格 

對健康管理基本專業知識有興趣或從事健康管理相關工作之從業人員。須具高中或高

中同等學歷。我們健康管理師的課程除了專業內容之外，也非常注重態度的部份。所以會

關注出席上課時數的百分比，還有對於上課要求事項配合的態度。 

伍、報名方式與費用 

一、報名方式 
一律採網路報名，本年度實體班人數限額30人；線上班人數限額100人，課程相關各項通知或是

報名者資料修改，皆以線上報名使用之Email聯絡為主，報名時請確認填寫正確並請注意郵件收

件匣或垃圾信件匣，以免疏漏影響自身權益。 
 報名網頁：http://www.taiwanhealth.org/HMtraining/ 
 線上填寫報名資料：姓名、目前服務單位(如不願揭露請填個人)、畢業校系、電子發票收取

方式、Email 並勾選確認我已詳讀[學員須知]、選擇是否願意公開合格資訊於官網合格健康

管理師網頁。 
 上傳報名附件：可清楚辨識為學員本人之大頭照、身分證正面、具高中以上學歷證明。 
 報名狀態查詢網頁：http://www.taiwanhealth.org/HMtraining/status.php。 

資料審核為人工進行，報名資料送出後，可登入查詢報名狀態。 
 報名狀態更新頻率，2023.03.31 前，每週二早上 09:00 更新；2023.04.01 後，報名後 2 個工

作天內。 

二、報名費（含稅） 
  課程費用含講義與茶水，不提供午餐與住宿。 

 實體班 線上班 
一般 新台幣 24,990  元 新台幣 23,100 元 
個人會員 新台幣 20,475  元 新台幣 17,955  元 
團體會員 新台幣 18,900  元 新台幣 16,590  元 
※實體班，提供紙本講義且可下載電子講義，若預先通知，不便出席的當日可改為線上上課，

可與講師面對面交流；線上班，僅提供電子講義，不提供紙本講義，且不能到實體班教室上

課。(線上講義將在報到通知中說明下載方式) 

  三、繳費資訊 
 帳戶資訊：凱基銀行(809) 南大分行(0588)  

  戶名：樞紐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0058118030707 
 線上刷卡：2023.04.10開放。請登入報名狀態查詢網頁，點選「前往付款連結」按鈕可選擇

使用線上刷卡繳費。 
   ATM 轉帳：請於匯款後登入報名狀態查詢網頁填寫轉帳帳號。 
  臨櫃匯款：匯款人請填寫報名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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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上課時間、考試時間、場地及注意事項

一、上課日期：2023.07.01開始每週六、日上課，2023.08.06結訓；2023.07.27~2023.07.30為亞洲

生技大展期間，該週不上課請同學自由參觀生技展。

二、上課時間：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6:00。上下午均需簽到簽退，請準時至教室上課。

線上上課仍會嚴格執行簽到簽退，以便統計出席時數，請準時至線上教室上課。

三、考試日期：實體班2023.08.06 15:00~15:50；線上班：2023.08.13下午，考試時段依據考試人數

另外通知。

四、考試時間：筆試時間共計50分鐘。 

五、實體班教室/全體考試地點：新竹縣竹北市復興三路二段168號9樓-(竹北高鐡站旁，暐順經貿

大樓9樓)，考試前另公布考試教室。(線上上課者須在指定日期與時間，到達考試地點進行考

試) 

六、注意事項：

(1) 請以原子筆作答，並禁止使用手機、計算機或任何通訊工具。

(2) 考試範圍內容及其相關資料，請參閱上課講義。

七、合格標準：滿分100分，考試成績達70分，即發放合格證書。 

八、證書核發單位：台灣健康產業協會。

九、應考人與考試時，應遵守本注意事項之規定。

(1) 應考人請依指定座位就位。

(2) 應考人之書籍文件及3C產品，不得置於桌面。

十、下列情況發生，則應考人考試權利失效並不予計分：

(1) 冒名頂替者。

(2) 互換座位或試卷者。

(3) 傳遞文稿、參考資料、書寫有關文字之物件或有關信號者。

(4) 夾帶書籍文件者。

(5) 離場時不繳交試卷或試題者。

(6) 使用禁止使用之計算工具者。

(7) 在試場桌椅、文具或肢體上書寫文字。

(8) 未遵守本注意事項，不接受監場人員勸導，或繳卷後仍逗留試場門窗口、擾亂試場秩序者。

※如有上述各款情事之一，應考人雖將證據湮滅，但經監場人員證實者，仍依規定處理。

柒、課程與講師

請至協會官網，健康管理師/講師介紹與課程大綱 http://www.taiwanhealth.org/HMtraining/class.php
查看今年度課程大綱及授課講師介紹。

捌、報名暨上課學員須知(報名前須詳讀，並於送出報名前確認同意)
1. 本班為產業人才培訓班，上課出席須達30小時，上課期滿經過考試通過者，將頒予 [合格證書]。為

因應企業社會責任政策，鼓勵使用電子證書，合格者第一次發予中文版紙本證書，後若因遺失需重
發證書或申請英文版之證書，僅提供電子證書。重發證書、修改學員資訊與英文證書申請請至「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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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健康管理師/證書申請」網頁中填寫申請表與取得各項申請之作業費說明。

2. 合格之健康管理師，協會將依據合格者報名時表達之公開或不公開顯示合格資訊於網頁的意
願；願意公開合格資訊之合格者，將公布在台灣健康產業協會「合格健康管理師」網頁，供
產業各界參考。

3. 各項報名聯繫與開課上課報到通知，以及課程進行中各項聯絡皆以 Email 為連繫通知工
具，報名時請確認使用有效的電子信箱。報名完成兩個工作天後，若未收到「報名完
成」的Email通知，請主動與協會聯繫。

4. 退費條件：(請於繳費報名時仔細閱讀，無法符合退費條件者，恕無法進行退費)

(1) 2023.06.09前，請直接向秘書處提出申請，扣除匯費與金流手續費後退回課程費用。

(2) 2023.06.09後，因意外(重大傷病，需檢據重大傷病醫院證明)無法參加培訓者，在報到前

填寫「退費申請書」並完成申請者，扣除匯費、金流手續費與講義費(新台幣2,500元)後退回

課程費用並提供講義。

(3)協會團體會員報名，如遇原參加者無法參加，應由報名單位另行派人參加，不適用於上
述退費條件。

(4)除前述規範者外，得拒絕退費。惟可協助媒合遞補者。

※課程費用不包含會員入會費與常年會費。

5. 如無法在規定時間考試，可於2023.07.23前提出延後考試申請，至下一年度統一考試時間進行
考試。無故缺考視同放棄參加考試。

6. 學員報到：

實體班請攜帶有照片可識別學員本人的身分證件於報到時進行身分驗證，實體班紙本講義當天

發放；

線上班報到時，可用開啟視訊方式確認為本人。或由秘書處成員以詢問個人資訊方式，以確認

學員身分；報到當天請務必出席。

7. 出席時數紀錄，出席時數透過簽到簽退紀錄，每次上課上下午均需簽到簽退。如遇學員請假、
遲到或早退，將由課務同仁註記或由線上上課系統自動記錄到達或離開時間，若學員上課出席
時數瀕臨再不出席，將造成無法參加考試時，秘書處將會發出出席時數警告通知。未能出席者
請事先請假，以免影響該課程教材補充機會。本課程不提供缺席補課，若珍惜學習機會，請務
必出席參加課程。實體班學員可以到線上班教室上課，線上班學員不能到實體班教室上課。

8. 調補課：若因講師個人因素時間無法上課，官網會進行課程時間變動公告，並以Email通知
學員。如遇天災，則不另行通知，請至協會網站查看停補課消息，因天災停課的補課日期將另
行公佈於協會網站。學員可選擇當期補課或延至下期補課，延期以一年為限，逾期不補。如遇
講師臨時性狀況無法出席授課，協會有權改由適任講師代課。

9. 考試，非開書考，採即測即評。學員交卷後須立即離開試場，待考卷批改完才回到教室公布
測驗結果。考試成績達70分即為合格健康管理師，發放證書。不合格者不發證書。線上上課者
也需到新竹考試地點進行考試。

10. 關於資料保護：未經學員同意，台灣健康產業協會不得擅自將學員個人資料提供給第三人或作
不當利用，其法律效果，依相關法律辦理。

11. 關於智慧財產權：未經台灣健康產業協會同意，學員不得擅自將台灣健康產業協會課程內容，
以影印、錄音、錄影等足以複製智慧財產的型態提供給第三人或作不當利用，其法律效果，依
相關法律辦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