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校園主要慢性病防治及推廣計畫南區共識說明會 

一、會議宗旨：本會議旨在透過專題講座、經驗分享等方式，凝聚及培養國中(小)學校長、護理及相  

關人員對於校園慢性病防治的共識認知，並知悉推動校園慢性病防治的好處，以促進 

學校推動校園慢性病防治與個案管理評估模式、數位化管理等。 

二、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三、協辦單位：嘉義縣政府教育處、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民小學。 

四、執行單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五、參與對象：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中央輔導委員、地方教育局(處)、地方衛生局、國中(小)學校長及 

護理人員、曾參與國民健康署 100-109年校園慢性病管理相關計畫之中心或種子學校。 

六、會議時間：110年 07月 05日（星期一）下午 13:30-16:30（報到時間：13:00-13:30）。 

七、會議地點：因應疫情緣故，改為使用 Google meet辦理線上共識說明會。 

八、學分認證：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教師研習時數、護理師/護士繼續教育積分。 

九、報名費用：免費，請自備水杯。 

十、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06月 28日(一)前於 https://forms.gle/7cxbngULDSeVLX8w6 報名，額滿為止，

敬請提早報名，以免向隅。報名結果將寄發電子郵件通知。 

十一、課程內容： 

時間 會議主題 講師 

13:00-13:30 

30 分鐘 
                                 報到 

13:30-13:35 

5 分鐘 
長官致詞 

主持人：陳筱瑀 計畫主持人 

致 詞：各單位長官或貴賓 

13:35-13:40 

5 分鐘 

影片宣導 

同心攜手─共創慢性病學童支持校園 
主講人：陳筱瑀 計畫主持人 

13:40-14:10 

30 分鐘 
同心守護：建構校園慢性病學童健康照

護網絡及數位化管理 

14:10-14:20 

10 分鐘 
國民健康署健康操／休息 

14:20-14:50 

30 分鐘 
校園慢性病防治與個案管理實務應用 主講人：劉秀枝 協同主持人 

14:50-15:20 

30 分鐘 
校園慢性病防治與個案管理經驗分享 主講人：楊碧嫦 護理師 

15:20-15:50 

30 分鐘 
校園慢性病童健康自主管理之 
素養導向生活技能應用 

主講人：牛玉珍 協同主持人 

15:50-16:20 

30 分鐘 
綜合座談 

主持人：陳筱瑀 計畫主持人 

與談人：李美華 處長 

        各單位長官或貴賓 

    牛玉珍 協同主持人 

    劉秀枝 協同主持人 

    楊碧嫦 護理師 

16:20-16:30 

10 分鐘 
課程回饋問卷施測 

16:30- 賦歸 

https://forms.gle/7cxbngULDSeVLX8w6


十二、講師資訊： 

陳筱瑀 計畫主持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院護理系教授兼院長 

牛玉珍 協同主持人 國立交通大學衛生保健組助理教授暨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中央輔導委員 

劉秀枝 協同主持人 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中央輔導委員 

楊碧嫦 護理師 臺中市新盛國民小學護理師 

 

十三、注意事項： 

1. 如有疑慮，請洽承辦單位聯絡窗口謝先生(分機：04-2219-6952；Email：hpaccd@gmail.com)。 

2. 主辦及相關單位保留課程及講師變動之權利，相關內容以最終活動當天為主。 

mailto:hpaccd@gmail.com


110年校園主要慢性病防治及推廣計畫北區共識說明會 

一、會議宗旨：本會議旨在透過專題講座、經驗分享等方式，凝聚及培養國中(小)學校長、護理及相  

關人員對於校園慢性病防治的共識認知，並知悉推動校園慢性病防治的好處，以促進 

學校推動校園慢性病防治與個案管理評估模式、數位化管理等。 

二、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三、協辦單位：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基隆市衛生局。 

四、執行單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五、參與對象：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中央輔導委員、地方教育局(處)、地方衛生局、國中(小)學校長及 

護理人員、曾參與國民健康署 100-109年校園慢性病管理相關計畫之中心或種子學校。 

六、會議時間：110年 07月 12日（星期一）下午 13:30-16:30（報到時間：13:00-13:30）。 

七、會議地點：因應疫情緣故，改為使用 Google meet辦理線上共識說明會。 

八、學分認證：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教師研習時數、護理師/護士繼續教育積分。 

九、報名費用：免費，請自備水杯。 

十、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07 月 05 日(一)前於 https://forms.gle/n2xtwA5egunQ7rMaA 報名，額滿為止，

敬請提早報名，以免向隅。報名結果將寄發電子郵件通知。 

十一、課程內容： 

時間 會議主題 講師 

13:00-13:30 

30 分鐘 
                                 報到 

13:30-13:35 

5 分鐘 
長官致詞 

主持人：陳筱瑀 計畫主持人 

致 詞：各單位長官或貴賓 

13:35-13:40 

5 分鐘 

影片宣導 

同心攜手─共創慢性病學童支持校園 
主講人：陳筱瑀 計畫主持人 

13:40-14:10 

30 分鐘 
同心守護：建構校園慢性病學童健康照

護網絡及數位化管理 

14:10-14:20 

10 分鐘 
國民健康署健康操／休息 

14:20-14:50 

30 分鐘 
校園慢性病防治與個案管理實務應用 主講人：劉秀枝 協同主持人 

14:50-15:20 

30 分鐘 
校園慢性病防治與個案管理經驗分享 主講人：蔡明玉 護理師 

15:20-15:50 

30 分鐘 
校園慢性病童健康自主管理之 
素養導向生活技能應用 

主講人：牛玉珍 協同主持人 

15:50-16:20 

30 分鐘 
綜合座談 

主持人：陳筱瑀 計畫主持人 

與談人：各單位長官或貴賓 

    牛玉珍 協同主持人 

    劉秀枝 協同主持人 

    蔡明玉 護理師 

16:20-16:30 

10 分鐘 
課程回饋問卷施測 

16:30- 賦歸 



十二、講師資訊： 

陳筱瑀 計畫主持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院護理系教授兼院長 

牛玉珍 協同主持人 國立交通大學衛生保健組助理教授暨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中央輔導委員 

劉秀枝 協同主持人 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中央輔導委員 

蔡明玉 護理師 臺北市弘道國民中學護理師 

 

十三、注意事項： 

1. 如有疑慮，請洽承辦單位聯絡窗口謝先生(分機：04-2219-6952；Email：hpaccd@gmail.com)。 

2. 主辦及相關單位保留課程及講師變動之權利，相關內容以最終活動當天為主。 

mailto:hpaccd@gmail.com


110年校園主要慢性病防治及推廣計畫東區共識說明會 

一、會議宗旨：本會議旨在透過專題講座、經驗分享等方式，凝聚及培養國中(小)學校長、護理及相  

關人員對於校園慢性病防治的共識認知，並知悉推動校園慢性病防治的好處，以促進 

學校推動校園慢性病防治與個案管理評估模式、數位化管理等。 

二、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三、協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花蓮縣衛生局。 

四、執行單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五、參與對象：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中央輔導委員、地方教育局(處)、地方衛生局、國中(小)學校長及 

護理人員、曾參與國民健康署 100-109年校園慢性病管理相關計畫之中心或種子學校。 

六、會議時間：110年 07月 13日（星期二）下午 13:30-16:30（報到時間：13:00-13:30）。 

七、會議地點：因應疫情緣故，改為使用 Google meet辦理線上共識說明會。 

八、學分認證：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教師研習時數、護理師/護士繼續教育積分。 

九、報名費用：免費，請自備水杯。 

十、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07月 06日(三)前於 https://forms.gle/3WXCLo6pYgsqWeEGA報名，額滿為止，

敬請提早報名，以免向隅。報名結果將寄發電子郵件通知。 

十一、課程內容： 

時間 會議主題 講師 

13:00-13:30 

30 分鐘 
                                 報到 

13:30-13:35 

5 分鐘 
長官致詞 

主持人：陳筱瑀 計畫主持人 

致 詞：各單位長官或貴賓 

13:35-13:40 

5 分鐘 

影片宣導 

同心攜手─共創慢性病學童支持校園 
主講人：陳筱瑀 計畫主持人 

13:40-14:10 

30 分鐘 
同心守護：建構校園慢性病學童健康照

護網絡及數位化管理 

14:10-14:20 

10 分鐘 
國民健康署健康操／休息 

14:20-14:50 

30 分鐘 
校園慢性病防治與個案管理實務應用 主講人：劉秀枝 協同主持人 

14:50-15:20 

30 分鐘 
校園慢性病防治與個案管理經驗分享 主講人：王麗娟 護理師 

15:20-15:50 

30 分鐘 
校園慢性病童健康自主管理之 
素養導向生活技能應用 

主講人：牛玉珍 協同主持人 

15:50-16:20 

30 分鐘 
綜合座談 

主持人：陳筱瑀 計畫主持人 

與談人：各單位長官或貴賓 

    牛玉珍 協同主持人 

    劉秀枝 協同主持人 

    王麗娟 護理師 

16:20-16:30 

10 分鐘 
課程回饋問卷施測 

16:30- 賦歸 

https://forms.gle/3WXCLo6pYgsqWeEGA


十二、講師資訊： 

陳筱瑀 計畫主持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院護理系教授兼院長 

牛玉珍 協同主持人 國立交通大學衛生保健組助理教授暨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中央輔導委員 

劉秀枝 協同主持人 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中央輔導委員 

王麗娟 護理師 花蓮縣水璉國民小學護理師 

 

十三、注意事項： 

1. 如有疑慮，請洽承辦單位聯絡窗口謝先生(分機：04-2219-6952；Email：hpaccd@gmail.com)。 

2. 主辦及相關單位保留課程及講師變動之權利，相關內容以最終活動當天為主。 

mailto:hpacc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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