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年度大專校院衛生保健組長及護理人員工作研習實施計畫
一、活動目的：
(一)為促進大專校院衛生保健組長、護理人員業務推展，瞭解學校衛生法
及教育部與衛生福利部年度重點工作，以精進工作效能。
(二)透過專題演講、實務報告、綜合座談等瞭解學校衛生工作模式，推動
健康促進學校方案並規劃衛教活動，同時分享學校實務經驗，以利業
務傳承與發展。
二、辦理單位：
(一)主辦機關：教育部
(二)協辦單位：衛生福利部、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衛生福利部國民健
康署。
(三)承辦學校：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三、研習日期：
(一)第一梯次：衛生保健組長研習 105 年 8 月 11、12 日(2 天 1 夜)
(二)第二梯次：護理人員研習 105 年 8 月 15、16 日(2 天 1 夜)
四、研習地點：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光恩樓 B1 國際會議廳。
五、參加對象：全國大專校院衛生保健組長、護理人員(每校一名)，每梯次
約 160 人。
六、研習內容：詳如日程表(附件 1)。
七、報到時間：
(一)第一梯次:105 年 8 月 11 日(星期四)10:30
(二)第二梯次:105 年 8 月 15 日(星期一)10:30
八、交通方式：
(一)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交通位置圖(附件 2)。
(二)報到當天備有接駁專車
1.搭乘高鐵高鐵新竹站
高鐵時刻表 http://www.thsrc.com.tw/tw/TimeTable/SearchResult
搭乘接駁車請在高鐵新竹站 1F 大廳集合接待上車，09:50 準時開車，
逾時不候。
2.搭乘火車新竹火車站
臺鐵時刻表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搭乘接駁專車請在臺鐵前站出口處集合接待上車，09:50 準時開車，
逾時不候。
(三)自行開車
1.國道三號(北二高)：
(1)國道三號 103 公里處下茄苳(新竹)交流道，往新竹方向，直走茄苳
景觀大道，於東香路口等綠燈左轉，順走到底，接元培街至本校。
(約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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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茄苳交流道後，另往香山方向，跨越高速公路，右轉接五福路二
段沿彎路走，右轉接玄奘路後，至紅綠燈路口左轉元培街至本校。
(約 12 分)
2.國道一號(中山高)：
(1)國道一號南下 99 公里或北上 100 公里處，轉接南下國道三號(竹南
/台中方向)，至 103 公里處下茄苳(新竹)交流道，往新竹方向，直
走茄苳景觀大道，於東香路口等綠燈左轉，順走到底，接元培街至
本校。(約 8 分)
(2)下新竹交流道往新竹市區方向，經光復路上東大高架橋，下橋至經
國路左轉，到底右轉接中華路後，在中華路四段十字路口可見校名標
示牌，左轉進元培街，1.7 公里至本校。(約 30 分)
九、報名須知：
(一)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05 年 7 月 8 日止，報名網址：
http://goo.gl/forms/4caQhZIFt7k2V1Jg2 進行線上報名，並完成「個
人資料提供同意書」填寫後，以完成報名。
(二)各校報名人員若不克出席，請於 105 年 8 月 5 日前告知承辦單位，以
避免資源浪費。
十、經費預算：參加人員差旅費由服務單位依規定核支，其餘費用由教
育部支應。
十一、參加人員請核給公差假，研習期間之交通費依其服務機關學校之
規定報支。
十二、承辦學校聯絡人及聯絡方式：
(一)聯絡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衛保組蘇憶涵小姐/健康管理中心王春紅小
姐/健康管理中心林沂鎂小姐
(二)聯絡電話：(03)5381183 分機 2245、2246、2247、2248、2249；傳真電
話：(03)5400376
(三)E-mail 信箱：yachuan@mail.ypu.edu.tw、chuenhung@mail.ypu.edu.tw
、yimei@mail.ypu.edu.tw
十三、攜帶物品：住宿地點備有基本盥洗物品(含拖鞋)，請攜帶個人用品，
如健保卡、換洗衣物、薄外套、雨具、個人用藥、環保餐具與環保杯
等。
十四、注意事項：
(一)參加人員應全程參與本活動，將核予研習時數證明，可抵免 10 小時護
理教育時數講習課程，如無法全程參與本活動者，將不核予研習時數
證明。
(二)如中途必須離開者，請自備交通工具，並事先向教育部報備，且應依
機關請假規定辦理。
(三)具公務人員身分者，將協助申請進修時數證明。
(四)為響應環保，請自行攜帶環保杯及環保餐具。
2

(五)若遇颱風來襲，將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公告之停班狀況決定是否延
期，延期日期另行通知。
十五、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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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5 年度大專校院衛生保健組長工作研習日程表
時間
10：30-10：50
10：50-11：10
11：10-12：10
12：10-13：30
13：30-15：00

第1天:105年8月11日(星期四)
課程
地點
報到
頒獎
教育部及衛生福利部(疾管署、國健署)年度工作及重要政策說明 光恩樓 B1國
(各20分鐘)
際會議廳
午餐及校園參訪及合影
專題演講(一)
光恩樓 B1國
題目：學校衛生業務法律面面觀：校園案例法律分析
際會議廳
主講人：高雄市立聯合醫院蔡秀男醫師/律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5：30

衛保組長各區代表相見歡及經驗交流(4組)

15：30-17：30

17：40-18：40
07：20-08：30
08：30-10：00
10：00-10：30
10：30-12：00
12：00-13：10

13：10-15：10

15：10-16：10
16：10--

world café (4組)
引言人：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本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主題:
1. 學生健康檢查實務及政策討論(含境外生拒檢)
2. 國際學生傳染性疾病防治及問題處理(各校傳染病遇到困境、
防治方法、政策擬定及官方社區之資源結合)
3. 群聚感染防治與處理流程
4. 如何善用官方與社區資源合作落實傳染病防治工作
晚餐
第2天:105年8月12日(星期五)
早餐
專題演講(二)
題目：從境外生入學體檢談校園傳染病風險管理
引言人：本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主講人：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
休息
專題演講(三)
題目：緊急災變衛生保健組的角色功能
主講人：新竹市消防局傅崇瑋小隊長
午餐
world café (4組)
引言人：靜宜大學
主題:學校衛生業務的領航人—衛保組長的工作傳承
1. 衛生保健組業務與人力規劃
2. 行政管理、跨處室協調、社區資源連結
3. 學校衛生案件之處理
4. 法規議題與政策擬定
綜合座談
快樂賦歸

4

光恩樓 B1國
際會議廳

光禧樓3F 大
禮堂

光恩樓 B1國
際會議廳

光恩樓 B1國
際會議廳

光禧樓3F 大
禮堂

105 年度大專校院護理人員工作研習日程表
時間
10：30-10：50
10：50-11：10
11：10-12：10
12：10-13：30

13：30-15：00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40

16：40-17：40
17：40-18：20
07：20-08：30
08：30-10：00
10：00-10：30
10：30-12：00
12：00-13：10
13：10-15：10
15：10-16：10
16：10--

第1天:105年8月15日(星期一)
課程
地點
報到
頒獎
教育部及衛生福利部(疾管署、國健署)年度工作及重要政策說明
光恩樓 B1國
(各20分鐘)
際會議廳
午餐及校園參訪及合影
專題演講(一)
題目：校園一般常用藥品之法律詮釋與澄疑
光恩樓 B1國
引言人：衛生福利部護理及健康照護司、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衛
際會議廳
生福利部醫事司
主講人：高雄市立聯合醫院蔡秀男醫師/律師
休息
光恩樓 B1國
護理人員各區代表相見歡及經驗交流(4組)
際會議廳
world café (3組)
主持人：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施淑芳副教授
1. 健康檢查遭遇問題(學生拒檢應對、境外生體檢、體檢同意書及體檢
報告保存年限等)
光禧樓3F 大
2. 緊急傷病(送醫流程包含陪同人員優先順序、交通方式及經費等)
禮堂
3. 傳染病(疫情調查責任分工、隱私、送醫治療及費用、處理傳染病時，
如何
4. 讓個案沒罪惡感及安心?(如何安撫接觸同學們/家長氣憤的心)
專題演講(二)
光恩樓 B1國
題目：校護業務上溝通及應對技巧
際會議廳
主講人：前中華民國學校衛生護理學會鄭麗貞常務理事
晚餐
第2天:105年8月16日(星期二)
早餐
專題演講(三)
光恩樓 B1國
題目：從境外生入學體檢談校園傳染病風險管理(含 TB)
際會議廳
引言人：本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主講人：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
休息
專題演講(四)
題目：學生(含境外生)精神疾病就醫及問題處理
光恩樓 B1國
引言人：衛生福利部心理及口腔健康司、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際會議廳
主講人：淡江大學諮商輔導組許凱傑心理師
午餐
分組實務報告 (2組)
光恩樓 B1國
主講人：台灣正念工坊陳德中心理師
際會議廳
主題：舒壓課程
綜合座談
快樂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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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度大專校院衛生保健組長及護理人員工作研習報名表
會議時間：
第一梯次:105 年 8 月 11、12 日
第二梯次:105 年 8 月 15、16 日
會議地點：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光恩樓 B1 國際會議廳
「105 年度大專校院衛生保健組長及護理人員工作研習」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
利用之告知暨同意書
一、105 年度大專校院衛生保健組長及護理人員工作研習(以下簡稱本研習)取得您的個人資
料，目的在於蒐集、處理及利用基於執行業務需求事由，您所提供或未來基於各種事由
所提供的個人資料將受到中華民國「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令之規範。
二、本活動因執行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料如報名系統所示，包含學校名稱、姓名、身分證
字號、出生年月日、性別、職稱、地址、E-mail、電話、行動電話等。
三、您所填寫之資料僅供本研習報名、申請相關研習時數使用，使用者所填寫之個人資料，
本研習將予以保護，防止被誤用、未經授權的存取或公開。
四、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料保護法」，以書面主張下列權利：
1.請求查詢或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更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
5.請求刪除。但因「105 年度大專校院衛生保健組長及護理人員工作研習」報名或申請
相關研習時數業務所必需者及受其他法律所規範者，本研習得拒絕之。
五、您若不同意簽署本告知暨同意書，本研習將無法為您完成報名與申請相關研習時數之程
序，亦可能無法維護您的權益。
六、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網站蒐集、
處理及利用您的個人資料之效果。
七、本網站內容所載連結若為外部之其他網站有其個別的隱私權保護政策，將不適用本網站
隱私權保護政策，本網站亦不負任何連帶責任。
八、本網站保有更改本隱私保護政策之權利，其它未盡之事宜，均依照現行之法令規定及網
路規範辦理。
本人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105 年度大專校院衛生保健組長及護理人員工作研習」
在符合上述告知事項範圍內，蒐集、處理及利用本人的個資。本項同意得以電子文件方式表
達。
若有任何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絡，我們將儘快回覆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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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閱讀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者，請填覆以下報名資料
學校區域

□北一區

□北二區

□中區

參加日期

□衛生保健組組長:105 年 8 月 11、12 日
□衛生保健組護理人員:105 年 8 月 15、16 日

學校名稱

認證積分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年資

是否保險

□是(依規定適用於非公務人員)
□否(公務人員身分者不得再重複保險)

出生年月日 民國

年

月

日

□公務人員

□護理師

身分證字號
性別

電話

□南區

□男

□女

行動電話

通訊資料
E-Mail
飲食習慣

□葷

□素

住宿意願

□不需安排住宿
□需安排住宿

前往方式

□搭乘高鐵/高鐵臺中站 2F 大廳集合 10:00 準時開車
□搭乘臺鐵/臺鐵前站出口處集合 10:00 準時開車
□自行開車(車牌號碼：
)
□自行處理交通方式

1.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金發給辦法」，僅得為與會人員之非公教人
員投保(限私校)，保險費由本學務中心經費支付；私校出席與會人員有意投保
者請填寫提供相關資料，以憑辦理投保相關作業。
2.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請於 7 月 8 日(星期五)17:00 前逕至專屬網站
(http://goo.gl/forms/4jkqG97tcoNsnKoj2 填寫報名表，填寫後點選【完成報
名】→【確認資料】，即完成報名，謝謝配合。
3.聯絡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衛保組蘇憶涵小姐/健康管理中心王春紅小姐/健
康管理中心林沂鎂小姐。
4.請自行攜帶筆、環保餐具及茶杯與會，以響應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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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交通位置圖

8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校園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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