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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與網站維護計畫 

直轄市、縣(市) 社區組織間行動結盟增能研習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3年 2月 19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30017255號函。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3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與網站維護計畫」辦理。 

 

貳、目的： 

  建構與發展「社區組織間行動結盟(Community Coalition Action Theory, CCAT)」

策略模式，透過學校與家長及社區建立夥伴結盟互惠關係，應用社區結盟行動模組，

促成臺灣健康促進學校的資源整合及永續發展。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三、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肆、辦理辦法 

  一、研習對象： 

    （一）地方健康促進學校輔導團員。 

    （二）健康促進學校議題中心學校召集校長或教師。 

    （三）國民教育輔導團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輔導團員。 

    （四）健康教育教師、各校學務主任、衛生組長或校護。 

    （五）地方衛生相關單位人員。 

  二、研習日期：103 年 5 月 1 日至 103 年 11 月 31 日。 

  三、研習課程：如附錄一，必要時得彈性調整課程。 

  四、研習講師：由本計畫之中央輔導委員擔任講座，如附錄二。 

  五、研習時數：參加人員於研習時間核予公假，並依出席情形覈實核發研習時數。 

  六、研習經費：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

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103 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與網站維護計畫經

費支應。 

 

伍、如有相關問題請逕洽本計畫連絡人周昕蓓小姐（連絡電話：02-77341726、電子信箱：

cindy_7737@hotmail.com） 

 

柒、本計畫未盡事宜，由協辦單位另行函告或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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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組織間行動結盟增能研習課程表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幕式 

教育局(處)體健科 

中央輔導委員 

地方輔導團員 

09:00-10:50 

(50min) 
強化「社區組織間行動結盟」之健康促進學校推動模式 中央輔導委員 

09:50-10:40 

(50min) 

學校健康促進行動研究－健康教學與社區(含家長)活動

策略 

中央輔導委員 

或 

地方輔導團員 

10:40-11:00 休息 

11:00-12:00 

(50min) 
「社區組織間行動結盟」之優良整合性健康促進方案分享 

中央輔導委員 

或 

地方輔導團員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90min) 

分組討論 

1.  如何與地方民間組織建立結盟(實質專業能力或資源

的挹注) 

2.  如何推動結合「社區組織間行動結盟」之健康促進學

校推動策略 

3.  如何推動結合「社區組織間行動結盟」之行動研究 

4.  規劃學校連續性較長期之行動研究 

中央輔導委員 

或 

地方輔導團員 

14:30-14:50 休息 

14:50-15:40 

(50min) 
103 學年度地方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工作重點說明 地方輔導團員 

15:40-16:00 

(20min) 
綜合座談 

教育局(處)體健科 

中央輔導委員 

地方輔導團員 

16:00 賦歸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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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3 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與網站維護計畫」顧問及中央輔導委員名單 

 

編號 姓名 擔任職務 服務機關與職稱 

1 劉潔心 計畫主持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2 吳仁宇 顧問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3 紀雪雲 顧問 開南大學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副教授 

4 郭鐘隆 顧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5 陳政友 顧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6 黃松元 顧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兼任教授 

7 張子超 輔導委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8 張鳳琴 輔導委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副教授 

9 廖梨伶 輔導委員 義守大學健康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10 鄭其嘉 輔導委員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11 施淑芳 輔導委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12 牛玉珍 輔導委員 國立交通大學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資深講師 

13 毛萬儀 輔導委員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4 王懋雯 輔導委員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副教授 

15 江承曉 輔導委員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學輔中心主任 

16 何美瑤 輔導委員 美和科技大學護理系內外科護理組副教授兼護理系主任 

17 余坤煌 輔導委員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18 李明憲 輔導委員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 

19 李貞儀 輔導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口腔衛生學系助理教授 

20 李復惠 輔導委員 中臺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副教授兼主任 

21 李絳桃 輔導委員 長庚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22 林志成 輔導委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 

23 林季燕 輔導委員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體育室助理教授 

24 林怜利 輔導委員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25 林嘉志 輔導委員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副教授 

26 林麗鳳 輔導委員 中臺科技大學護理系社區護理組副教授 

27 邱詩揚 輔導委員 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副教授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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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擔任職務 服務機關與職稱 

28 洪兆嘉 輔導委員 元培科技大學護理系兒童與青少年護理組助理教授 

29 胡益進 輔導委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30 徐錦興 輔導委員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教授兼總務長 

31 高毓秀 輔導委員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醫護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32 張玉婷 輔導委員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兒科組副教授暨研究發展處學術服務組組長 

33 張彩秀 輔導委員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34 張麗春 輔導委員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35 張露娜 輔導委員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助理教授兼實習就業輔導處主任 

36 陳秋瑩 輔導委員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37 陳敏麗 輔導委員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副教授兼護理系副主任 

38 陳雪芬 輔導委員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副教授 

39 陳富莉 輔導委員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40 彭秀英 輔導委員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院護理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41 童淑琴 輔導委員 元培科技大學健康休閒管理系副教授 

42 黃雅文 輔導委員 亞洲大學醫學暨健康學院健康產業管理學系教授 

43 董貞吟 輔導委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44 劉秀枝 輔導委員 中州科技大學保健食品系兼任講師 

45 劉貴雲 輔導委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兼任副教授 

46 劉影梅 輔導委員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暨社區護理研究所副教授 

47 劉慧俐 輔導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48 蔡娟秀 輔導委員 慈濟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49 鄭惠美 輔導委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兼任教授 

50 鄭麗媛 輔導委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51 賴苡汝 輔導委員 義守大學營養系助理教授 

52 駱明潔 輔導委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53 魏米秀 輔導委員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54 魏慧美 輔導委員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55 羅凱暘 輔導委員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運動與健康教育組助理教授 

56 蘇永裕 輔導委員 美和科技大學健康照護研究所助理教授 

57 蘇富美 輔導委員 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講師 

(以上教授按姓氏筆劃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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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擔任職務 服務機關與職稱 

58 何莉莉 輔導委員 金門縣金沙國民中學校長 

59 余慶暉 輔導委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校長 

60 吳文賢 輔導委員 臺南市億載國民小學榮譽校長 

61 吳玉萍 輔導委員 宜蘭縣礁溪國民中學護理師 

62 吳健忠 輔導委員 連江縣東引國民小學校長 

63 吳淑美 輔導委員 臺南市大港國民小學校長 

64 吳惠貞 輔導委員 花蓮縣忠孝國民小學校長 

65 吳叁鏡 輔導委員 高雄市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長 

66 李怡宏 輔導委員 臺東縣豐榮國民小學校長 

67 李春明 輔導委員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進修學校校務主任 

68 李春輝 輔導委員 嘉義縣布袋鎮貴林國民小學校長 

69 林孟君 輔導委員 苗栗縣烏眉國民中學校長 

70 林桂鳳 輔導委員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校長 

71 高松景 輔導委員 臺北市大理高級中學校長 

72 張志明 輔導委員 基隆市百福國民中學校長 

73 許文光 輔導委員 桃園縣平興國民中學校長 

74 陳建蒼 輔導委員 前國立潮州高級中學校長 

75 陳碧桃 輔導委員 前南投縣炎峰國民小學校長 

76 彭煥章 輔導委員 新竹縣北埔國民小學校長 

77 曾娉妍 輔導委員 臺中市西屯區泰安國民小學校長 

78 黃忠燦 輔導委員 前宜蘭縣文化國民中學校長 

79 黃俊豪 輔導委員 前嘉義縣民雄國民中學校長 

80 葉日陞 輔導委員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長 

81 蔡慧登 輔導委員 前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長 

82 鄭曜忠 輔導委員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83 龍芝寧 輔導委員 臺北市積穗國民中學補校校務主任 

84 謝月香 輔導委員 桃園縣幸福國民小學校長 

85 鍾克修 輔導委員 前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校長 

86 顏錦惠 輔導委員 雲林縣石榴國民小學校長 

87 羅聰欽 輔導委員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校長 

(以上地方校長、現場教師按姓氏筆劃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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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擔任職務 服務機關與職稱 

88 王麗芳 輔導委員 前宜蘭縣政府體育保健科科長 

89 吳國治 輔導委員 吳國治眼科診所醫師 

90 邱耀章 輔導委員 中華民國牙醫公會全國聯合會口腔衛生委員會顧問 

91 孫金泉 輔導委員 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專門委員 

92 黃茂栓 輔導委員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暨口腔衛生委員會 

主任委員 

93 黃耀慧 輔導委員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口腔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暨學齡兒童組組長 

(以上政府單位、議題專家按姓氏筆劃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