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6 日 

發文字號：杏陵醫字第 88 號 

速    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件：實施計畫、議程表、報名步驟、交通資訊 

 

主旨：檢送  鈞部委託本會舉辦「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觀摩 15 所推廣學校推動校園性

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成果發表會」實施計畫，請 鈞部協助轉文至各大專校院，並

請每校指派至少 1-2 人參加，敬請  鑒核。 

說明： 

一、依據  鈞部 106 年 6 月 13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60081209 號函辦理。 

二、本會受  鈞部委託辦理此成果發表會透過健康促進學校工作模式，涵蓋學校衛生計

畫六大範疇，校內跨處室資源整合、衛教活動及友善環境等策略方向進行之、校園

氛圍環、行為教育等方法，提升師生對性育(含愛滋病防治)的認知，教導師生正確

的觀念，強化健康行為，使之落實於日常生活，養成良好的生活型態，以達到健康

人生的目標。 

三、成果發表會之參加人員、時間及地點如下： 

(一)時間：訂於 106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二)地點：國立清華大學-旺宏館一樓國際會議廳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三)參與對象： 

1.請各大專校院每校指派 1-2 人參加，對象為健康促進學校承辦人、執行健康促進計 

畫相關人員，如學務長(主任)、衛生保健主任(組長)、護理師及學輔人員。 

2.請 106 年 15 所推廣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銘傳大學、國立政治大學、中國科技

大學、醒吾科技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僑光科技大學、東海大學、嶺東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亞洲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崑山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

義守大學，每校請指派至少 2-3 人參加。 

四、報名方式： 

一律「線上報名」(BeClass 線上報名系統 https://goo.gl/vdrmu4 （只有 4 是數字其餘 

都英文字請注意)) ，請於 11 月 22 日（星期三）前完成報名。 

五、檢附實施計畫如附件。 

六、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詢問，(02)29153185 郭小姐。 

 

執行長 

財團法人杏陵醫學基金會  函 

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12 號 3 樓 

承辦人：郭亭儀 

電話：02-29153185 

電子信箱：po0820@yahoo.com.tw 



 

 

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觀摩 15 所學校推動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成果發表會 

【實施計畫】 

一、目的：   

透過健康促進學校工作模式，涵蓋學校衛生計畫六大範疇，校內跨處室資源整合、

衛教活動及友善環境等策略方向進行之、校園氛圍環、行為教育等方法，提升師生

對性育(含愛滋病防治)的認知，教導師生正確的觀念，強化健康行為，使之落實於日

常生活，養成良好的生活型態，以達到健康人生的目標。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機關：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財團法人杏陵醫學基金會 

(三)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     

三、辦理方式：  

請 15 所推廣學校執行健康促進計畫相關人員與全國大專校院分享推動校園性教育

(含愛滋病防治)經驗、執行過程並展示學校特色與成果。  

四、參與對象： 

(一)請各大專校院每校至少指派 1-2 人參加，例如衛生保健人員、學輔相關人員、執

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承辦人。  

(二)請 15 所推廣學校，每校至少指派 2-3 人參加，並將成果發表會訊息公布在學校活

動網頁。  

五、辦理日期、地點： 

106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清華大學旺宏館一樓國際會議廳，地址：新竹市光

復路二段 101 號。 

六、議程表：如附件二。 

七、報名方式： 

(一)一律「線上報名」(BeClass 線上報名系統 https://goo.gl/vdrmu4 (只有 4 是數字 

其餘都英文字))，詳見附件三：報名步驟，或至杏陵基金會網站 http://sexedu.org.tw 有

設連結，請於 11 月 22 日（星期三）前完成報名。  

    (二)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詢問，(02)29153185 郭小姐。 

八、交通、接駁車資訊：詳見附件四。 

九、經費預算： 

本計畫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參加人員差旅費一律由各校服務單位依

規定核支。  

十、注意事項： 

(一)參加人員請各校核予公差假。  

(二)為利安排用餐，請儘量勿變更參加人員。  

(三)為響應環保，發表會期間請自備茶杯。  

十一、其他：發表會進行方式採經驗分享、海報成果展等展示成果。 

附件一 

https://goo.gl/eJY8Z4%20%20(只有8、4是
http://sexedu.org.tw/


 

 

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推廣學校成果發表暨觀摩會 

議程表 

 

註： 

1.推廣學校分享各 10 分鐘(8 分鐘按鈴提醒準備結尾，10 分鐘按鈴結束) 

2.輔導教授評語各 5 分鐘

時間：106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旺宏館一樓國際會議廳，地址：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時間 活動議程 主持人 

09:00-09:30 報到、15 校佈置完成 杏陵基金會 

09:30-10:00 始業式 

教育部長官  

衛福部長官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杏陵基金會執行長 晏涵文 

10:00-10:40 
【專題演講】 

大專校院學校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杏陵基金會執行長 晏涵文 

10:40-11:00 休息、茶點 國立清華大學 

11:00-12:30 

【經驗分享 & 評語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銘傳大學、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學校代表分享 

輔導委員評語 

12:30-13:50 午餐、休息 國立清華大學 

13:50-15:05 

【經驗分享 & 評語二】 

僑光科技大學、東海大學、嶺東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亞洲大學 

學校代表分享 

輔導委員評語 

15:05-15:15 休息 國立清華大學 

15:15-16:15 

【經驗分享 & 評語三】 

國立成功大學、崑山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義守大學 

學校代表分享 

輔導委員評語 

16:15-17:00 【綜合座談】 

教育部長官 

衛福部長官 

晏涵文教授 

輔導委員 

17:00 賦歸  

附件二 



 

 

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觀摩 15 所學校推動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成果發表會 

【報名步驟】 

 

1.開啟網頁輸入 https://goo.gl/vdrmu4 (只有 4 是數字其餘都英文字) 

 

 

 

附件三 

https://goo.gl/eJY8Z4%20%20(只有8、4是


【交通資訊】 

國立清華大學會場：旺宏館一樓國際會議廳，地址：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高鐵(新竹站) 搭乘杏陵基金會安排之接駁車 

※去程：準時 08：40 從高鐵新竹站 → 國立清華大學 

◎建議及最適合搭乘的高鐵車次： 

   北上：606 車次（左營 07:00—新竹 08:25，延途只停臺南、嘉義、臺中） 

   南下：609 車次（站站停，臺北 07:46—新竹 08:22） 

 ※回程：準時 17：10 從國立清華大學 → 高鐵新竹站 

◎建議及最適合搭乘的高鐵車次： 

   北上：842 車次（站站停，新竹 18:08—臺北 18:42） 

   南下：667 車次（站站停，新竹 17:47—左營 19:25） 

 

●自行開車 【最保險方式還是要設定導航系統】 

※北上車輛 

由 95A 新竹交流道下，左轉接光復路後直行，由本校光復路大門進校園。 

※南下車輛 

由 95A 公道五匣道下交流道，選擇右方往公道五路出口，沿公道五路直行至建中路口

(鄰近中油油庫)左轉，沿建中路直行至底(光復中學)再左轉光復路，由本校光復路大門

進入校園。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