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學年度
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果發表會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 分享縣市與學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經驗，展示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計畫及
各健康議題執行成果，提升高級中等以下學生促進健康行為。
(二) 透過教育與衛生單位交流與對話，增進推動效能，反思並創新未來推廣
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計畫之方向，達到成果分享、經驗交流之目的。
三、辦理機關：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三)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四) 協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2 縣市教育局（處）
。
四、參加對象：
(一) 健康促進學校中央輔導委員。
(二) 全國 22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2-3 人(承辦科長、承辦人員)。
(三) 全國 22 縣市政府各健康議題中心學校 5 人。
(四) 全國 22 縣市政府地方健康促進輔導團 5 人。
(五) 107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計畫及各健康議題計畫獲獎學校代表。
(六) 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他對本次活動有興趣人士。
五、辦理日期：108 年 06 月 27 日（星期四）08：30-14：00
六、辦理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 廳(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交
通資訊，詳如附件 1。
七、活動流程：詳如附件 2。
八、實施方式：
(一) 靜態展示
1. 共計 30 個攤位（陳列於會議廳外）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2 縣市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果及 6 大健康議題計畫成果共同展覽。
2. 攤位規格：每個攤位分別有一張背板及一張桌子，尺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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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板尺寸：L150cm*W120cm。
(2) 桌子尺寸：L120cm*W90cm*H75cm。
3. 場地佈置時間：前一日 14：30-18：00，並請於活動當日上午 08：30
時前成果展示就位並進場入座。
(二) 頒獎活動
1. 表揚 106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績優縣市。
2. 表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第 4 屆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地方政府。
3. 表揚 107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計畫及各健康議題計畫獲獎學校。
(三) 媒體採訪
1. 受訪時間：09：20-10：00
2. 受訪地點：媒體受訪區。
3. 受訪對象：
(1) 教育部。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 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計畫與各健康議題計畫主持人。
(4) 107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計畫及各健康議題計畫獲獎學校教
師。
4. 受訪內容：
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計畫及各健康議題計畫推動情形、成果報告。
(四) 活動報名
1. 參加人員請於 108 年 06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五點前，至線上報名
網址 https://reurl.cc/bNyoo，完成報名手續。
2. 聯絡人：簡碩君助理或黃法喬助理。
3. E-mail：annientnu@hotmail.com 或 joelovechueh1121@gmail.com。
4. 聯絡電話：（02）7734-1710、（02）7734-1711。
5. 傳真電話：（02）2363-0326。
6. 經費支應：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經費支
應，出席人員交通費及差旅費，由各縣市政府及學校支付，並請准予
公差假及課務排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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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計畫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另行函告或補充之。
2. 為響應環保政策，活動會場不主動提供紙杯、免洗餐具及塑膠袋，
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水壺、環保筷及環保袋。
3. 本活動如遇天災等不可抗力之情形，將依主辦單位通知延期辦理或其
他修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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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會場交通資訊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 廳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一、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一） 捷運
 淡水北投線(紅線)：臺大醫院站二號出口
 板南線(藍線)：善導寺站二號出口公車
（二） 公車
 捷運善導寺站：0 南 / 15 / 22 / 202 / 212 / 212 直達車/ 220 / 232 / 232 副 / 257
/ 262 / 265 / 299 / 605 / 671
 成功中學站(濟南路林森南路口)：265 / 297 / 671
 開南商工站(近徐州路口)：0 南 / 15 / 22 / 208 / 295 / 297 / 671
 台大醫院站：22 / 15 / 615 / 227 / 648 / 648 綠 / 中山幹線 / 208 / 208 直達車 /
37 / 坪林-台北 / 烏來-台北
 仁愛林森路口站（林森南路口）
：295 / 297 / 15 / 22 / 671
 仁愛林森路口站（仁愛路口）
：245 / 261 / 37 / 249 / 270 / 263 / 621 / 651 / 630
二、 交通資訊參考：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網站
 http://www.thcc.net.tw/about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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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果發表會」
程序表
時間：108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 廳(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時間
08:00-08:30
08:30-09:20
09:20-10:00
09:30-09:35
09:35-09:40
09:40-10:00
10:00-10:05
10:05-10:15
10:15-10:20
10:20-10:30
10:30-10:40

10:40-10:50

10:50-10:55
10:55-11:00

活動內容
報到
各單位成果展示
媒體採訪
【開場活動】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介紹與會貴賓
主持人：李宗霖
【致詞】
◎教育部長官致詞
◎與會貴賓致詞
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計畫成果報告
主講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張鳳琴教授
【頒獎】
106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績優縣市
特優縣市（3 名）、優等縣市（8 名）
106 學年度推動健康促進成果特優縣市分享
主講人：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頒獎】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第 4 屆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地方政府表揚（共 17 名）
【感謝】
22 縣市健康促進學校承辦人員
健康促進學校中央輔導委員
【頒獎】
◎107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計畫前後測成效評價成果報告（各議題分別 6 名，
共 36 名）
1. 視力保健：特優（1 名）、優良（2 名）、佳作（3 名）
2. 口腔衛生：特優（1 名）、優良（2 名）、佳作（3 名）
3. 健康體位：特優（1 名）、優良（2 名）、佳作（3 名）
4. 全民健保/正確用藥：特優（1 名）、優良（2 名）、佳作（3 名）
5. 菸檳防制：特優（1 名）、優良（2 名）、佳作（3 名）
6.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特優（1 名）、優良（2 名）、佳作（3 名）
◎107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計畫校園健康主播評選(共 14 名)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佳作（9 名）
107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計畫前後測成效評價績優學校分享
主講人：南投縣草屯商工
【活動欣賞】
臺北市民權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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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1:00-11:05
11:05-11:15
11:15-11:20
11:20-11:30
11:30-11:35

11:35-11:50

11:50-11:55
11:55-12:00

12:00-12:10

12:10-12:15

12:15-12:25

12:25-12:30

12:30-12:40

12:40~14:00

活動內容
107 學年度視力保健計畫成果及績優學校分享
主講人：高雄長庚醫院吳佩昌醫師、嘉義縣圓崇國小
【頒獎】
◎107 學年度視力保健計畫（共 11 名）
特優學校（3 名）、優等學校（4 名）、優良學校（4 名）
107 學年度口腔保健計畫成果及績優學校分享
主講人：高雄醫學大學黃曉靈教授、嘉義縣安東國小
【頒獎】
◎107 學年度口腔保健計畫（共 10 名）
特優學校（3 名）、優等學校（3 名）、優良學校（4 名）
107 學年度健康體位計畫成果及績優學校分享
主講人：臺北醫學大學謝榮鴻副院長、桃園市新埔國小
【頒獎】
◎107 學年度健康體位輔導計畫－體位績優學校競賽（共 23 名）
1. 國小組：特優學校（1 名）、優等學校（3 名）、優良學校（5 名）
2. 國中組：特優學校（1 名）、優等學校（3 名）、優良學校（5 名）
3. 高中組：特優學校（1 名）、優等學校（4 名）
【活動欣賞】
桃園市幸福國小
107 學年度健保教育計畫成果及績優學校分享
主講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董貞吟教授、屏東縣載興國小
【頒獎】
◎107 學年度健保教育創意影片徵選(共 13 名)
1. 國小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佳作（1 名）
2. 國中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佳作（2 名）
107 學年度菸檳防制計畫成果及績優學校分享
主講人：國立陽明大學黃久美所長、高雄市前金國中
【頒獎】
◎107 學年度菸檳防制計畫－“網紅就是你”短片競賽（共 23 名）
1. 國小組：特優（1 名）、優等（1 名）、佳作（4 名）
2. 國中組：特優（1 名）、優等（3 名）、佳作（7 名）
3. 高中職組：優等（2 名）、佳作（4 名）
◎107 學年度菸檳防制計畫－績優成果選拔（共 7 名）
特優（3 名）、佳作（4 名）
107 學年度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計畫成果及桌遊設計績優學校分享
主講人：輔仁大學鄭其嘉教授、新竹市東園國小
【頒獎】
◎107 學年性教育計畫－桌遊設計競賽（共 19 名）
1. 國小組：特優（1 名）、優勝（1 名）、優良（1 名）、佳作（2 名）
2. 國中組：特優（1 名）、優勝（1 名）、優良（1 名）、佳作（6 名）
3. 高中組：特優（1 名）、優勝（1 名）、優良（1 名）、佳作（2 名）
用餐並參觀縣市攤位展示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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