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教師口腔保健研習執行計畫 

104 年度學童口腔保健計畫 
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 

執行計畫 

壹、目的 

(一) 提升教師口腔保健知能 

(二) 加強教師口腔保健態度 

(三) 使教師有能力將口腔保健議題融入課程教學 

貳、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參、參與研習課程人員 

(一) 全國國小教師，報名與遴派條件如下，符合以下一項條件即可 

一、學校內負責學童口腔保健推動之教師(或未來需要承接相關業務之教師) 

二、學校內安排衛生教育課程之教師 

三、擔任導師之教師，低年級者為佳 

四、對口腔保健有興趣之教師 

(二) 為確保教學品質，每場限制 60 位教師參加，本計畫保留報名資格審核權。 

肆、辦理日期 

各場次辦理日期與時間如下 

一、北區場：104 年 8 月 7 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二、中區場：104 年 8 月 11 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三、南區場：104 年 8 月 3 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四、東區場：104 年 8 月 14 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伍、辦理地點 

北區場：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綜合大樓 (後棟) 1 樓 8101 教室、中區場：中國醫藥大學安康

教學大學 201教室、南區場：高雄醫學大學學術研究大樓 IR501 階梯教室、東區場：慈濟大學

和敬樓 B201 遠距教室，詳細交通資訊請參閱各場次「交通資訊」。 

陸、課程內容 

請參閱各場次「研習課程課表」 

柒、實施方式 

請欲參與或接受遴派之教師進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進行報名，待報名審核通過後，

在所參加之場次參與研習課程。全程與之教師給予教師研習時數 6 小時。 

捌、經費 

本研習課程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經費支應，教師參與研習課程之交通

費用由教師所屬學校支應。 

玖、本計畫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另行函告或補充之。  



【北區場課程】 

學校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北區(台北) 

日期：104年 8月 7日              時間：8：00-17：00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綜合大樓 (後棟) 1樓 8101教室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講師 

8：00-8：10 報到 

8：10-8：20 長官致詞 

8：20-8：30 學校教師口腔保健說明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8：30-9：20 學童口腔健康 
黃詠愷 助理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9：20-10：10  
陳志章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0：10-10：30 休  息 

10：30-11：20 學校口腔健康政策與健康服務之成效 
張進順 理事長 

台灣口腔衛生學會 

11：20-12：00 回應與討論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3：50 口腔衛生教育與健康行為改變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3：50-14：40 口腔衛生教育與健康行為改變(實際練習)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4：40-15：00 休  息 

15：00-15：2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5：20-16：1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實際練習)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6：10-16：50 回應與討論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6：50-17：00 賦歸與簽退 

 

  



【北區場會場位置與交通資訊】 

醫學綜合大樓 (後棟) 1樓 8101教室 

 

 

 

 

 

 

 

 

 

 

 

 

 

 

 

 

 

 
交通資訊 

臺北醫學大學：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號 

 
公車路線表 

地點  公車種類  下車站名  

中華路→信義路→吳興街 ２２ 臺 

北 

醫 

學 

大 

學 

大直→行天宮→國父紀念館→永春高中 ３３ 

台北車站→仁愛路→吳興街 ３７ 

環南市場→萬華→中華路→信義路 ３８ 

榮總→大龍 峒 →圓環→吳興街 ２８８ 

新北投→吳興街 ２６６ ( 正副線 ) 

三重→雙連→救國團→仁愛醫院→吳興街 首都客運２２６ 

華江→植物園→公館→基隆路 欣欣客運１號 

新店地區 搭乘新店客運至 吳興街口轉乘 

中永和地區 福和客運至 吳興街口轉乘 

深坑地區 指南至土庫公路至公館轉乘 

木柵地區 欣 欣 ６１１至 吳興街口轉乘 

麟光新村-捷運市政府站 市民小巴 7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綜合大樓 (後棟) 
1樓 8101教室 



【中區場課程】 

學校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中區(台中) 

日期：104年 8月 11日              時間：8：00-17：00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 安康教學大學 201教室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講師 

8：00-8：10 報到 

8：10-8：20 長官致詞 

8：20-8：30 學校教師口腔保健說明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8：30-9：20 學童口腔健康 
邱耀章 理事長 

台灣口腔照護協會 

9：20-10：10  
陳志章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0：10-10：30 休  息 

10：30-11：20 學校口腔健康政策與健康服務之成效 
張進順 理事長 

台灣口腔衛生學會 

11：20-12：00 回應與討論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3：50 口腔衛生教育與健康行為改變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3：50-14：40 口腔衛生教育與健康行為改變(實際練習)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4：40-15：00 休  息 

15：00-15：2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5：20-16：1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實際練習)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6：10-16：50 回應與討論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6：50-17：00 賦歸與簽退 

 

  



【中區場會場位置與交通資訊】 

安康教學大學 201教室 

 

 

 

 

 

 

 

 

 

 

 

 

 

 

 

 

 

 

交通資訊 

中國醫藥大學：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號 
 搭公車 

1. 搭乘仁友公車 25 號，由干城站到僑光科技大學，經學士路於「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
可到達本校。 

2. 搭乘統聯客運 61 號，由台中車站到大雅，經學士路於「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可到達
本校。 

3. 搭乘統聯客運 77 號，由統聯轉運站到慈濟醫院，經學士路於「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
可到達本校。 

4. 搭乘統聯客運 1658 號，由台中高鐵站到台中公園，經學士路於「中山堂」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可到
達本校。 

5. 搭乘台中客運 35 號，由僑光技術學院到南區區公所，經學士路於「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 ～ 2 分
鐘即可到達本校。 

6. 搭乘台中客運 6131 號，由民俗公園到竹仔坑，經學士路於「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可
到達本校。 

7. 搭乘巨業客運 67 號，由東海別墅到台中火車站，經學士路於「中山堂」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可到達
本校。 

8. 搭乘阿囉哈客運 18 號，由朝馬站到干城，經學士路於「中國醫大學」站下車，步行 1 ～ 2 分鐘即可到達本
校。 

自行開車 
1.  走國道 1 號 

        南下：由 174.2K大雅交流道下，經中清路→大雅路左轉英才路，與學士路交叉口，即可到達本校。 
        北上：由 178.6K台中交流道下，經中港路左轉英才路，與學士路交叉口，即可到達本校。 

2. 走國道 3 號 
        南下：由 176.1K沙鹿交流道下，經中清路→大雅路左轉英才路，與學士路交叉口，即可到達本校。 
        北上：由 209.0K中投交流道下，經中投快速道路→五權南路→五權路左轉學士路，即可到達本校。  

安康教學大學 201教室 

http://www.cmu.edu.tw/images/bus_25.jpg
http://www.cmu.edu.tw/images/bus_61.gif
http://www.cmu.edu.tw/images/bus_77.gif
http://www.cmu.edu.tw/images/bus_1658.gif
http://www.cmu.edu.tw/images/bus_35.jpg
http://www.cmu.edu.tw/images/bus_6131.jpg
http://www.cmu.edu.tw/images/bus_67.jpg
http://www.cmu.edu.tw/images/bus_18.jpg


【南區場課程】 

學校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南區(高雄) 

日期：104 年 8 月 3 日              時間：8：00-17：00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醫學院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IR501 階梯教室(上午)、多功能會議室(下午)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講師 

8：00-8：10 報到 

8：10-8：20 長官致詞 

8：20-8：30 學校教師口腔保健說明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8：30-9：20 學童口腔健康 

李坤宗 醫生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牙科部牙科第一門診主任 

9：20-10：10 弱勢族群學童口腔健康不均等及影響因素 
陳志章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0：10-10：30 休  息 

10：30-11：20 學校口腔健康政策與健康服務之成效 
張進順 理事長 

台灣口腔衛生學會 

11：20-12：00 回應與討論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3：50 口腔衛生教育與健康行為改變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3：50-14：40 口腔衛生教育與健康行為改變(實際練習)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4：40-15：00 休  息 

15：00-15：2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5：20-16：1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實際練習)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6：10-16：50 回應與討論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6：50-17：00 賦歸與簽退 

 

  



【南區場會場位置與交通資訊】 

口腔醫學院 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IR501階梯教室(上午)、多功能會議室(下午) 

 

 

 

 

 

 

 

 

 

 

 

交通資訊 

高雄醫學大學：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號 

●火車高雄站後站出口距本校約兩公里，車程約 5分鐘 

●小港機場轉搭計程車約 30分鐘 

●開車沿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下「鼎金交流道」於民族路左轉，再於同盟路右轉，即達本校 -下

「九如交流道」沿九如路往火車站方向，於自由路右轉，遇同盟路右轉，即達本校 

●高鐵車站轉搭計程車約 17分鐘，沿大中路於自由路右轉，再於同盟路左轉即達本校 。 

●高捷車站轉搭捷運接駁公車，由後驛站出入口 2搭乘紅 29接駁車，即達本校。 

  

口腔醫學院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IR501 階梯教室(上午) 
多功能會議室(下午) 

http://www.krtco.com.tw/b-map/R12.html
http://www.krtco2.com/b-map/Red29.jpg


【東區場課程】 

學校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東區(花蓮) 

日期：104年 8月 14日              時間：8：00-17：00 

地點：花蓮慈濟大學 和敬樓 B201 遠距教室(上午)、和敬樓 A210 教室(下午)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講師 

8：00-8：10 報到 

8：10-8：20 長官致詞 

8：20-8：30 學校教師口腔保健說明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8：30-9：20 學童口腔健康 

李坤宗 醫生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牙科部牙科第一門診主任 

9：20-10：10  
陳志章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0：10-10：30 休  息 

10：30-11：20 學校口腔健康政策與健康服務之成效 
張進順 理事長 

台灣口腔衛生學會 

11：20-12：00 回應與討論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3：50 口腔衛生教育與健康行為改變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3：50-14：40 口腔衛生教育與健康行為改變(實際練習)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4：40-15：00 休  息 

15：00-15：2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5：20-16：1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實際練習)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6：10-16：50 回應與討論 
黃曉靈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6：50-17：00 賦歸與簽退 

 

  



【東區場會場位置與交通資訊】 
和敬樓 B201遠距教室(上午)、和敬樓 A210教室(下午) 

 

 

 

 

 

 

 

 

 

 

 

 

 

 

 

 

 

 

 

 

 

交通資訊 

慈濟大學：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號 
位於花蓮市中央路上交通便利，緊臨慈濟醫院與靜思堂，為中央路上的顯著地標， 
距離花蓮後火車站約 5分鐘車程，距離花蓮機場約 10分鐘車程，若為自行開車，請 
於大門入口處駛入，由學校警衛協助開門，並告知參與研討會，無需換證即可進入 
校園。 
 從花蓮火車站（前站）搭乘計程車到慈大約需 5分鐘。 
 從花蓮火車站（後站）步行到慈大約需 15分鐘。 

和敬樓 B201 教室(上午) 

和敬樓 A210 教室(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