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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各位健康促進醫院夥伴們，大家好。 

今年適逢學會成立十週年，首度與國際組織 Global Green and Healthy 
Hospitals (GGHH)合作，於 10 月 20 日至 21 日假新店靜思堂舉辦 2017 年健康促

進醫院研討會暨臺灣健康醫院學會會員大會，國內約 280 人，國外約 120 人與會

共襄盛舉。 

第一天主題為「打造低碳的醫療照護」，邀請 Rosemary Kumwenda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Procurement in the Health Sector) 、Anja Leetz (Executive 
Director, Health Care Without Harm Europe)及 Josh Karliner (Health Care Without 
Harm)等國外專家學者針對綠色採購與低碳環境、醫療用藥的低碳作為及打造低

碳的醫療照護進行專題演講。並集合全球各領域專家學者、綠色醫院任務小組，

包括政府、醫療、採購、環境綠能等相關人員提出論述，藉由彼此經驗分享與交

流，促使全球綠色健康醫院之實踐與優化。 

次日研討會主題為「許一個健康的未來-健康醫院之發展」，邀請 Hanne 
Tønnesen (CEO of International HPH Secretariat)、Jürgen M. Pelikan (Director, 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Health Promotion in Hospitals and Health Care)及 Dong 
Chun Shin (Yonsei University)分別針對臨床健康促進之機會與挑戰、健康識能於

健康促進醫院之應用與建構綠色醫院-領導者之角色進行專題演講。 

活動當天亦頒獎予健康促進創意計畫選拔獲獎機構，以提升醫院健康促進管

理政策與專案計畫之發展與落實，並表彰健康醫院創新案例，以利院際間的標竿

學習。 

此外，為普及健康操及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活動當天亦舉辦「活力十足健

康操」競賽活動複審，首獎及貳獎分別由高雄榮民總醫院總務室【健康活力 GOGO
隊】及護理部【熱情洋溢美魔女隊 美麗紓壓健身操】榮獲，分別獲得三萬元及

兩萬元禮券；參獎得主則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跟我跳就

隊】及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大林慈濟活力晨曦】。另外也選出

佳作三名及網路人氣獎(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活動熱鬧非凡，圓滿成功。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Journal of HPH Taiwan 主編 

 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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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術短文或摘要 
 

 運用渥太華憲章五大綱領推動醫院員工減重計畫經驗分享 

 
許嘉玲 1、陳碧芳 2、劉雅瑛 1、呂麗貞 1、鍾美玲 3、何瑛 3、蔡青陽 4 

1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護理部 
2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家醫科 

3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企劃中心 
4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院長室 

 

目的 

健康即是財富，健康快樂的員工，會有更高效率及產能，員工的健康即是老

闆最大資產。醫療從業人員在提供專業醫療服務給民眾的同時，自身的健康也要

兼顧，為了鼓勵員工積極面對健康及養成正常的飲食與運動習慣，本院配合國健

署計畫推動，藉此協助本院員工BMI≧21之族群，可以達到BMI及體脂肪下降之

成效，希望院內員工在減重活動中不僅能獲得更好更健康的身體狀況，遠離更多

因肥胖所引發的疾病，也藉此增進同仁正確的減重觀念。 

方法 

為落實及推廣員工健康促進活動，在本院健康促進推動小組集思廣益下，運

用渥太華五大行動綱領進行策略規劃： 

渥太華五大行動 
綱領 策略規劃 衡量指標 

建立健康公共政策 1.依醫院短中長期目標，推行健康促進工作。 
2.高層於全院活動公開支持。 

員工知道機構推動

健康促進政策的比

率達 90%。 
創造支持性環境 1 集結各專業團隊，共同推動健康促進活動。 

2.於院內舉辦各類活動創造健康氛圍。 
健康促進推動小組

滿意度提升 10%。 
發展個人技巧 1.於院內舉辦各類健康講座及活動。 

2.安排或提供同仁營養諮詢專線，提供低熱量健

康餐。 
3.辦理健康減重活動與「367 瘦落去關懷活動」。 
4.安排各類運動課程及體適能檢測活動。 

健康自主管理指標

目標值 50%。 

強化行動力 1.鼓勵同仁參與社團活動。 
2.製作有氧運動光碟供同仁借用或下載。 
3.持續推行健康儲值卡-集點活動。 

全院減重公斤數達

標 1400 公斤。 

學術短文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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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飲食或運動祕笈資訊給同仁參考。 
調整醫療服務取向 1.產學合作：阮綜合醫院與苓洲國小共同規劃完

成「苓洲環校健走步道」。 
2.邀請社區民眾一同參與減重活動，進而帶動社

區健康促進。 

 

 
活動策略執行方式： 
(一)建立健康公共政策：1.依醫院短中長期目標，推行健康促進工作，將「健

康促進政策認知度」納入全院 BSC 指標並納入各部門指標，本院積極推動健康

促進，所以在訂定之宗旨、願景及目標中包涵健康促進，並且於院務會議、護理

長會議、行政主管會議及旺年會…等，公開宣導健康促進相關政策及活動，讓全

院同仁都能感受到健康促進活動的氛圍。2.董事長於全院旺年會活動帶領大家宣

誓要成功減重。高層不僅於政策上支持，董事長更是於每年旺年會時，親自頒獎

給減重成功得獎之個人組及團體組代表，並於致詞時鼓勵同仁們工作之餘，健康

也很重要，且需有健康減重的觀念，給予同仁最大的支持及鼓勵，如圖一、圖二。 
 

 
 圖一 董事長旺年會時頒獎並致詞鼓勵 圖二 院務會議政策宣導 

 
(二)創造支持性環境：1.整合各部門資源，由社區醫學中心、企劃中心、營

養室及疾病管理衛教室共同組成團隊，並加強軟硬體建設，共同推動健康促進活

動。2.辦理健康標語競賽並張貼於各電梯內。3.醫師餐廳張貼飲食紅黃綠燈標示，

營養室推出健康餐盒，餐盒熱量標示。推動健康採購，使用在地生產的新鮮食材。

4.旺年會時舉辦祈願敲響健康許願活動。 
本院由健康促進推動小組結合各部門專業，負責帶領推動健康促進活動，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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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定期會議討論外，也配合衛生政策，統籌院內相關活動，訂定相關獎勵措施，

吸引並鼓勵更多同仁來參與，並積極於各種活動場合宣導院方健康促進政策，讓

更多同仁了解，藉由全院性活動增加活動曝光度，旺年會時也舉辦健康許願活動，

讓同仁為自己許下健康，期望新年新氣象更健康，如圖三、圖四及圖五。 
 

  圖三 尾牙健康許願卡活動 圖四 同仁踴躍參與 

 

圖五 同仁的健康許願統計 

 

(三)發展個人技巧：1.透過院內網站提供相關訊息，並舉辦健康講座及鼓勵

參與社團活動，2.安排個人飲食諮詢並提供減重諮詢專線，依員工需求提供低熱

量健康餐，3.推展員工健康減重活動：舉辦「367 瘦落去關懷活動」，小組成員提

供走動式服務，親自至各單位測量體重，4.安排午間健康操及體適能檢測活動。

配合減重活動搭配健康促進活動及相關講座，靜態活動如講座，動態活動如社團

活動、體適能檢測活動、減重健康操…等，活動多樣化且有不同時段供同仁選擇；

營養室也提供同仁營養課程及飲食諮詢服務，由營養師衛教同仁正確飲食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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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營養室也提供健康餐點方便同仁訂購，同仁可依自己需求，選擇適合的熱量餐

盒；健康促進小組為引導同仁正確的減重觀念，除了講座，也於院內網站提供相

關減重小資訊與運動影片，提供同仁參考或下載，而減重活動辦法也逐年修正，

由體重下降數字，增加了體脂率下降率，甚至新年度比賽規則改為體重與體脂重

量下降數字，讓同仁更明白減重是減脂肪而不是減肌肉，漸漸的同仁們也開始關

心自己體重數字所蘊含的真正意義，如圖六～圖九。 
 

  

圖六 營養課程-輕鬆做好美味 圖七 個人營養諮詢 

  
 

圖八 健康促進秘書長向同仁宣導健康促進 圖九 生活健康操影片 

 

(四)強化行動力：1.為倡導同仁養成運動習慣，鼓勵同仁參與社團活動，本

院於週一至週五皆有不同運動性質的社團活動，並邀請專業教練教導正確運動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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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與觀念， 2.提供免費有氧運動光碟，讓無法參加社團的同仁回家跟著影片做運

動，影片也同步於院內網站供同仁下載，3.鼓勵同仁參與健康促進系列活動，持

續推行健康儲值卡-集點活動，4.製作隨身方便攜帶之【甩油 easy 卡】及【熱量

健康餐墊】隨時提醒同仁飲食均衡，5.健康促進護理師定期於院內網站刊登「運

動祕笈」資訊給同仁參考，如圖十、圖十一。 
 

  

圖十 午間減重健康操 圖十一 運動講座-韻律球可以這樣玩 

 

(五)調整醫療服務取向：1.產學合作：阮綜合醫院與苓洲國小共同規劃完成

「苓洲環校健走步道」，延著苓洲國小外圍人行道共長 678 公尺，健走一圈約可

消耗 32 大卡熱量，該步道於各定點布置健走指示牌，提供使用的民眾相關健康

資訊。2.藉由歷年減重活動經驗累積，將正確觀念推廣至社區民眾，讓民眾能以

正確的方法執行減重，進而帶動社區健康促進。 
本院與苓洲國小共同規劃完成「苓洲環校健走步道」，這條產學合作的步道，

除了向全校師生介紹健走運動，並可提供使用的民眾相關健康資訊，如圖十二、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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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健康步道標示牌 圖十三 社區辦理減重講座活動 

 
結果 

活動指標 活動成效 
員工知道機構推動健康促進政策的比率達 90% 員工知道機構推動健康促進政策的比率達

98%。 
健康促進推動小組滿意度提升 10% 本院健康促進推動小組滿意度由 35%逐年

提升至 69% 
健康自主管理指標目標值 50% 健康自主管理指標累積達成率達 90% 

367 糖尿病前期關懷活動，參與同仁共 48
人，活動期間為 3 月～9 月，透過課程與個

管師定期追蹤來控制糖尿前期個案，最後

糖化血色素下降率達 69%，體重下降 7%者

達 23%。 
全院減重公斤數達標 1400 公斤 「2016 年超級 i 健康減重活動」，共有 250

人響應，成功減重 1674 公斤，平均每人減

重約 6.7 公斤，BMI 由平均 26.2 降至 23.7，
體脂公斤數平均每人減 2 公斤，如圖十四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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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四 總體重前後差異 圖十五  BMI 前後差異 圖十六 體脂重量前後差異 

 
結論 

本院自推動減重活動以來，從一開始乏人問津，到最後同仁總是期待新年度

的活動，不僅踴躍參與更樂於分享，表示:了解自己的身體組成真的很有趣，再

也不要靠著餓肚子等不正確的方式來減重，有了健康減重的觀念，真的很重要!

執行全院健康促進活動，不僅提升院內陽光、朝氣的形象，也增進同仁對健康的

認知，而參加活動同仁也達到舒壓之效果，因此為了落實自主健康管理，延續健

康促進之宗旨，院方也全力支持，讓健康促進活動持續辦理繼續擴大，讓同仁都

能樂活於職場中。 

參考文獻 
1.范國棟、李蘭(2008)．職場健康促進：國際與台灣經驗之比較．臺灣公共衛生

雜誌．27(4)，271-281 doi:10.6288/TJPH2008-27-04-01 

2.衛生福利部國民健康署(2016，7)：BMI測試．

http://health99.hpa.gov.tw/OnlinkHealth/Onlink_BMI.aspx 
 
我們需要您：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徵求學術短文或摘要。請提供您的作品予學會，內容為投稿第二十五屆世界

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之文章，或有關健康促進醫院相關文章、摘要等。於本學會

出版之「臺灣健康醫院學會雜誌(Journal of HPH Taiwan)」發表有關健康醫院或醫學原著論文

者，每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教育積分 5 學分、第二作者教育積分 3 學分，此類教育積分每年

累積上限為總教育積分之 20%。 
文章請寄至：hphtwmail@gmail.com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http://health99.hpa.gov.tw/OnlinkHealth/Onlink_BMI.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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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CC HPH 網絡最新消息 

 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委員會第 67 屆會議 
2017 年 9 月 11 日至 14 日，匈牙利布達佩斯 

世界衛生組織歐洲會員國於布達佩斯舉行年度區域委員會，並邀請健康促進

醫院國際網絡出席與會。 

今年區域委員會議程架構為 2030 永續發展議程與實踐之準則。2030 議程建

立在 2020 健康政策架構基礎上，持續聚焦於部門間與政府間之合作。 

第 67 屆區域委員會之最新更新請見：  
http://www.euro.who.int/en/about-us/governance/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67th-
session/live-from-budapest 

區域主席 Zsuzsanna Jakab 開幕致詞：

http://www.euro.who.int/en/about-us/governance/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67th-
session/speeches-and-presentations/opening-address-by-dr-zsuzsanna-jakab,-who-regi
onal-director-for-europe-at-the-67th-session-of-the-who-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
e 

第 67 屆區域委員會所有資訊及文件，請見：  
http://www.euro.who.int/en/about-us/governance/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67th-
session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於世界衛生組織 
第 67 屆區域委員會發表聲明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秘書處很榮幸代表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於世界衛

生組織歐洲第 67 屆區域委員會發表聲明。 

秘書處受邀代表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之非政府組織，除了有成效的會議及

辯論外，秘書處於今年區域委員會發表三項聲明。三項聲明均與執行 2030 永續

發展議程之準則有關。聲明書強調健康促進醫院網絡如何進行 2020 健康政策架

構以建立 2030 準則。 

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專欄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http://www.euro.who.int/en/about-us/governance/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67th-session/live-from-budapest
http://www.euro.who.int/en/about-us/governance/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67th-session/live-from-budapest
http://www.euro.who.int/en/about-us/governance/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67th-session/speeches-and-presentations/opening-address-by-dr-zsuzsanna-jakab,-who-regional-director-for-europe-at-the-67th-session-of-the-who-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
http://www.euro.who.int/en/about-us/governance/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67th-session/speeches-and-presentations/opening-address-by-dr-zsuzsanna-jakab,-who-regional-director-for-europe-at-the-67th-session-of-the-who-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
http://www.euro.who.int/en/about-us/governance/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67th-session/speeches-and-presentations/opening-address-by-dr-zsuzsanna-jakab,-who-regional-director-for-europe-at-the-67th-session-of-the-who-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
http://www.euro.who.int/en/about-us/governance/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67th-session/speeches-and-presentations/opening-address-by-dr-zsuzsanna-jakab,-who-regional-director-for-europe-at-the-67th-session-of-the-who-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
http://www.euro.who.int/en/about-us/governance/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67th-session
http://www.euro.who.int/en/about-us/governance/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67th-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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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主要聚焦於醫院與照護機構可以並希望透過健康促進活動達成增進

人民健康之總目標之重要性及角色及持續更新之世界衛生組織標準將如何做出

貢獻。 

一項聲明在委員會討論時有現場直播，另外兩項聲明書可於第 67 屆區域委

員會網站下載及瀏覽。 

口頭聲明視頻紀錄連結：

http://www.euro.who.int/en/about-us/governance/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67th-
session/multimedia/video-gallerystatements-from-non-state-actors 

提交至委員會之書面聲明書連結：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6/347973/Cleared-International-Ne
twork-of-Health-Promoting-Hospitals-and-Health-Services-5a.pdf?ua=1 
 

 中國湖南新健康促進醫院區域網絡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秘書處很高興地宣布中國湖南省成為健康促進醫院

區域網絡。自 2016 年年初在湖南已有一些會員醫院，且會員醫院已展現大有可

為之發展，現在我們非常自豪地將湖南置於健康促進醫院世界地圖中。 

迄今，中國湖南健康促進醫院區域網絡會員如下： 
 湖南省腫瘤醫院/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附屬腫瘤醫院 
 湘潭市中心醫院 
 湖南省人民醫院 

協調機構： 
湖南省腫瘤醫院/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附屬腫瘤醫院 
中國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區桐梓坡路 283 號 
健康促進醫院協調人：Yanhui Zou 
E-mail: 412225408@qq.com 

恭喜湖南健康促進醫院區域網絡，並歡迎他們加入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http://www.euro.who.int/en/about-us/governance/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67th-session/multimedia/video-gallerystatements-from-non-state-actors
http://www.euro.who.int/en/about-us/governance/regional-committee-for-europe/67th-session/multimedia/video-gallerystatements-from-non-state-actors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6/347973/Cleared-International-Network-of-Health-Promoting-Hospitals-and-Health-Services-5a.pdf?ua=1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6/347973/Cleared-International-Network-of-Health-Promoting-Hospitals-and-Health-Services-5a.pdf?ua=1
mailto:41222540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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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最新動態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祖孫活力大步走~全家一起健走趣 
 

 高雄榮民總醫院 

小兒麻痺後期症候群研討暨病友會 
 

  

會員最新動態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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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祖孫活力大步走~全家一起健走趣 
主辦單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時    間：106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 
地    點：台南市東區巴克禮紀念公園(臺南文化中心對面) 
活動內容：實地健走、健康操表演、音樂饗宴、健康篩檢宣導闖關 
※參加對象：一般社區民眾 
※費  用：免費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 https://www.beclass.com/rid=213c90759e376bcf2639 
※連絡電話：06-2748316 (溫筱婕)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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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 

小兒麻痺後期症候群研討暨病友會 

主辦單位：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   

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時    間：106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 
地    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啟川六樓中庭廣場 

活動內容： 

時間 主   題 講   師 
08:30-08:45 報到 
08:45-08:55 長官致詞 
08:55-09:05 主管機關長官致詞 

09:05-09:35 認識小兒麻痺暨小兒麻痺後症候群 
高雄長庚醫院 
講師：復健科李炎諭醫師 

09:35-10:05 制定適當的運動計畫與執行 
高雄長庚醫院 
講師：復健科 
曹展毓物理治療師 

10:05-10:15 中場休息 

10:15-10:45 小兒麻痺飲食照顧 
高雄榮民總醫院 
講師：營養室許慧雅營養師 
講座助理：李敏輝主任 

10:45-11:15 小兒麻痺呼吸功能評估與復健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講師：復健科陳怡媜醫師 

11:15-11:45 小兒麻痺脊柱側彎預防與治療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講師：復健科陳嘉炘主任 

11:45-12:15 小兒麻痺壓力調適 
高雄榮民總醫院 
講師：精神部王筱雯心理師 
講座助理：劉亦修醫師 

12:15-13:00 病友聯誼餐敘暨勞工局宣導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 
講師：張世立就服員 

13:00 賦歸 
註：本研習課程已申請醫師、護理師、物理治療師與職能治療師之醫事人員繼續 

    教育學分認證與公務人員學習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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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對象：120 名滿額為止(恕不現場報名)。 

            小兒麻痺病友、家屬或照顧者、相關醫療人員及對小兒麻痺議題有

興趣者。 
            (以病人為優先，家屬限一名，主辦單位保留調整名單之權限) 

※費  用：免費(提供講義、午餐及茶點，不提供現場報名) 

※報名方式：即日起報名至 106 年 10 月 20 日止 
            (1) https://goo.gl/forms/KvEcPFFiH86KqQl02 填寫報名表 
            (2)陳小姐  07-3422121 轉 5936；信箱 csqi@vghks.gov.tw 

※連絡電話：個案管理師 陳小姐  07-3422121 轉 5936 
 

 
 
 
 
 
 
 
 
 
 
 
 
 
 
 
 
 
 
 
 
 
我們需要您：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徵求各院辦理之健康促進活動。敬請提供 貴院有關健康促進活動訊息， 
活動對象為其他友院之員工或院外人士。活動資訊請寄至：hphtwmail@gmail.com。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https://goo.gl/forms/KvEcPFFiH86KqQl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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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十月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Taiwan Society of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16 

回饋 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 hphtwmail@gmail.com可獲得精美小禮物!! 

 

 

一、  「健康徵好 由你 Creat」，邀您來參與! 
國民健康署為促進全民健康生活與強化大眾健康

識能(Health Literacy)，希透過健康議題倡議(media 
advocacy)，帶動產官學民關注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重要

性，並支持個人從事健康行為，爰舉辦「106 年度健康

傳播素材徵選活動」。活動將透過全國各地方政府衛生

局(所)、醫療院所、照護機構及大專院校之師生等觀點，

進行健康識能友善教材之徵件。 
獲選之徵選作品除將透過公開場合進行表揚外，並將運用於 國民健康

署後續健康促進推廣活動，使優秀並富有創意之優良作品能經由多元管道

持續推廣應用。 
徵選活動自即日起至 106 年 11 月 13 日(一)止，相關資訊詳見活動網

站 http://healthcreate.com.tw。 

二、  國民健康署吉祥物命名徵件活動，發揮您無限的創意 
這個長得像青椒，看起來又像仙人掌、更像是一隻

手的生物，是不是很有特色又讓人印象深刻呢？他是

國民健康署新誕生的吉祥物，他充滿行動力且積極樂

觀，喜歡交朋友，也喜歡收集各種健康資訊跟大家分

享喔！ 
歡迎大家發揮創意，幫吉祥物取個好聽又好記的

名字吧！活動自即日起至 106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四)

止。詳情請上國民健康署粉絲頁查詢

(www.facebook.com/hpagov/)，或洽高先生(02)2522-0586。 

三、  國民健康署開設「國民健康 e 學苑」 
國民健康署為協助促進公部門數位學習「單一入口、多元學習、完整

記錄、加值運用」之政策目標，加盟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所維運「e 等公

務園+學習平臺」，並創設線上學習專區「國民健康 e 學苑」，目前已有 13
門精選組裝課程在專區中，於線上完成瀏覽選讀、通過測驗及填寫問卷後，

   政府健康促進相關訊息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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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獲得公務人員終生學習時數，歡迎踴躍點選參與學習。更多精彩課程

將陸續上架，敬請期待。「國民健康 e 學苑」學習專區網址：

https://hpa.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b ，聯絡人：何先生，電

話:(02)2522-0903。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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