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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健康促進學校線上增能研討會及研習活動計畫書 

 

壹、 依據 

「健康促進學校國際網絡計畫（111-112 年）」辦理。 

貳、 辦理目的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共同推動健康促進學校，針對學校場域推動

健康促進議題，為促進政府層級之教育、衛生單位跨部門合作，以及提升學校於後疫情時代建立健

康和有韌性的校園專業知能，邀請國際專家法國克萊蒙奧弗涅大學 Didier Jourdan 教授進行主題演

講，提升地方政府人員及學校單位人員推動健康促進校園之專業能力。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二、承辦單位：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三、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臺灣健康促進學校協會 

肆、辦理日期 

採用線上活動方式進行，使用 webex 軟體。 

• 第一場：111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四) 14:00-16:00 

會議連結：https://ntnu.webex.com/ntnu/j.php?MTID=m9f5c5bc4dfc0eca9fcbe4d1a1627123a 

會議密碼：Xh9KP5tx9Dk 

• 第二場：111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 14:00-16:00 

會議連結：https://yuzu.webex.com/yuzu-tc/j.php?MTID=mf10a871489a8c88a504cf05b24cf404c 

會議密碼：1021 

伍、參與方式 

兩場活動均採線上辦理(webex 軟體)，請參與者於活動當天點進該場次連結即可加入會議，活動

上限人數為 1,000 人，額滿為止(詳細會議議程請見附件)。 

陸、參與對象 

一、全國 22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人員、衛生局人員。 

二、全國 22 縣市健康促進學校總召、中心及種子學校人員。 

三、健康促進學校輔導委員。 

https://ntnu.webex.com/ntnu/j.php?MTID=m9f5c5bc4dfc0eca9fcbe4d1a1627123a
https://yuzu.webex.com/yuzu-tc/j.php?MTID=mf10a871489a8c88a504cf05b24cf40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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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相關承辦人員、對健康促進學校推動有興趣之學校人員。 

柒、報名方式 

請參與人員於 111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前，完成線上報名。欲申請研習時數者請務必

填寫報名表，報名網址：https://www.surveycake.com/s/AgzZm 

捌、其他 

一、參與訓練之人員需於當日填寫線上簽到簽退表(將於視訊會議中提供簽到退連結)，始核予研習

時數。 

二、本訓練未盡事宜，由主辦與承辦單位另行函告或補充之。 

三、聯絡人：輔仁大學健康促進學校國際網絡推廣中心 （02）2905-2056 陳相妏小姐、郭亭亞小

姐。 

 

  

https://www.surveycake.com/s/Agz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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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11年健康促進學校線上增能研討會及研習活動   

議程 

一、 第一場研習活動 

新冠肺炎疫情在極短時間快速蔓延，對世界各地學校帶來巨大衝擊，影響兒童、青少年的生

活、健康和福祉；而在後疫情時代，瞭解影響建立健康和有韌性的學校之關鍵因素，持續推動健康

促進校園以能維護學童身心健康至關重要。為提升縣市衛生、教育單位及學校單位人員對於後疫情

時代之下建立韌性校園專業知能，本場次邀請國際專家 Didier Jourdan 教授進行一場主題演講，全程

翻譯。 

(一) 日期：111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四)  

(二) 時間：14:00-16:00 (2 小時) 

(三) 主題：後疫情時代建立健康和有韌性的校園之關鍵因素 (Key factors to build healthy and resilient 

schools in the post-Covid era) 

(四) 會議連結：https://ntnu.webex.com/ntnu/j.php?MTID=m9f5c5bc4dfc0eca9fcbe4d1a1627123a 

    會議密碼：Xh9KP5tx9Dk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14:00-14:10 長官致詞 
主持人：張鳳琴 教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長官 

14:10-16:00 

 

主題演講：後疫情時代建立健康和有韌性的

校園之關鍵因素 

Key factors to build healthy and resilient schools 

in the post-Covid era 

講者：Didier Jourdan 教授 

翻譯：王懋雯教授 

專家評論 

評論人： 

王英偉 教授 

陳富莉 教授 

紀雪雲 教授 

吳仁宇 教授 

意見交流時間 

主持人：張鳳琴 教授 

講者：Didier Jourdan 教授 

翻譯：王懋雯教授 

註： 

1. 本日程表得視當日實際情況酌予調整 

2. 當日線上簽到退開放時間 

• 線上簽到：13:50 開放填寫，14:30 截止填寫 

• 線上簽退：15:50 開放填寫，16:30 截止填寫  

https://ntnu.webex.com/ntnu/j.php?MTID=m9f5c5bc4dfc0eca9fcbe4d1a16271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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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11年健康促進學校線上增能研討會及研習活動   

議程 
 

二、 第二場研習活動 

因應國際上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最新趨勢，政府層級之教育及衛生單位跨部門合作共同制定健康

促進學校政策，並投入資源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為永續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的關鍵因素。為增進

縣市衛生、教育單位及學校單位人員對於跨單位合作的了解，本場次邀請國際專家 Didier Jourdan 教

授進行一場主題演講，採用同步翻譯方式。 

(一) 日期：111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  

(二) 時間：14:00-16:00 (2 小時) 

(三) 主題：健康促進學校永續發展-教育與衛生之跨部門合作 

(四) 會議連結：https://yuzu.webex.com/yuzu-tc/j.php?MTID=mf10a871489a8c88a504cf05b24cf404c 

   會議密碼：1021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者 

14:00-14:10 

(10 分鐘) 
長官致詞 

主持人：陳富莉 教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長官 

14:10-15:00 

(50 分鐘) 

主題演講：健康促進學校永續發展-教育與衛

生之跨部門合作 

講者：Didier Jourdan 教授 

翻譯：沈婕縈 教授 

15:00-15:30 

(30 分鐘) 
專家學者評論 

專家評論： 

王英偉教授 

紀雪雲教授 

郭鐘隆教授 

15:30-16:00 

(30 分鐘) 
意見交流時間 

講者：Didier Jourdan 教授 

翻譯：沈婕縈 教授 

註： 

1. 本日程表得視當日實際情況酌予調整 

2. 當日線上簽到退開放時間 

• 線上簽到：13:50 開放填寫，14:30 截止填寫 

• 線上簽退：15:50 開放填寫，16:30 截止填寫

https://yuzu.webex.com/yuzu-tc/j.php?MTID=mf10a871489a8c88a504cf05b24cf40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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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師資陣容-主講人簡介 
 

 

Professor Didier Jourdan 
 

現職 

• 法國克萊蒙奧弗涅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健康和教育」主席計畫 

（The UNESCO Chair Global Health & Education, GHE）主持人 

• 世界衛生組織「教育與健康研究」合作中心負責人 

 

學經歷 

• 法國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學 公共衛生倫理 博士 

• 法國克萊蒙奧弗涅大學 醫學院神經藥理學 博士 

• 法國國家公共衛生部預防與健康促進局 處長 

• 布萊斯·帕斯卡爾大學教學與教育研究所（ESPE） 所長 

• 法國公共衛生高級理事會之預防、教育和健康促進委員會 副主席/主席 

• 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研究中心 PAEDI EA 4281 主任 

 

 

Didier Jourdan 教授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健康和教育」主席計畫（The 

UNESCO Chair Global Health & Education, GHE）主持人及世界衛生組織「教育與健康

研究」合作中心負責人。他曾擔任法國布萊斯帕斯卡大學（Blaise Pascal University）

副校長及教學與教育研究所所長、法國國家公共衛生局之預防與健康促進局處長，亦

曾擔任法國公共衛生高級理事會之預防、教育和健康促進委員會主席等；同時，曾經

是歐洲學校健康網絡科學委員會的成員、健康教育網絡的召集人，他是歐洲公共衛生

領域的傑出專家之一。 

Didier Jourdan 教授曾於愛爾蘭利默克大學、加拿大魁北克市拉瓦爾大學、塞內

加爾達喀爾大學、哥本哈根斯坦諾健康促進研究中心、丹麥奧胡斯大學、日本大阪大

學擔任客座教授，Didier Jourdan 教授著作有 400 多篇，包括同儕審查期刊上的文章、

專業期刊、書籍、電子報等；並於 2018 年得到學術界棕櫚葉勳章（officier dans l’ordre 

des palmes academiques），乃法國學術、教育界的最高榮譽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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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Webex 線上會議軟體登入方式 

 

 Step.1 複製會議連結貼上瀏覽器中 

 

• 第一場：111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四) 14:00-16:00 

會議連結：https://ntnu.webex.com/ntnu/j.php?MTID=m9f5c5bc4dfc0eca9fcbe4d1a1627123a 

 

• 第二場：111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 14:00-16:00 

會議連結：https://yuzu.webex.com/yuzu-tc/j.php?MTID=mf10a871489a8c88a504cf05b24cf404c 

 

 
 

  

將網址貼入連結後按 enter 鍵 

https://ntnu.webex.com/ntnu/j.php?MTID=m9f5c5bc4dfc0eca9fcbe4d1a1627123a
https://yuzu.webex.com/yuzu-tc/j.php?MTID=mf10a871489a8c88a504cf05b24cf40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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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2 連結至 webex 網頁後，先點選 1.【取消】，再點選 2.【從您的瀏覽器加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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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3 輸入姓名及信箱後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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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4 允許麥克風與相機使用權限 (無出現此畫面之電腦請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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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5 點選加入會議即可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