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台灣健康城市國際研討會暨台南市健康城市
博覽會簡介（94 年 10/14-16）
Introducing 200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Healthy Cities,
Taiwan＆Exhibition of Healthy Cities, Tain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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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 台南市榮膺台灣第一個 WHO「健康城市聯盟」會員，擴大辦理
健康城市國際研討會，並同步舉行健康城市博覽會。誠摯地邀請您來府城實
地體驗台南市健康城市三年成果，並與國內外健康城市專家學者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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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Evelyne De Leeuw (澳洲)：都市健康的政策理論與發展
Dr. Suzanne Jackson (加拿大)：社區能力之測量
Mr. Tyler Norris (美國)：創造並維持永續正向改變：美國健康社區之經
驗
Dr. Shumei Wang (中國)：中國健康城市現況及上海健康城市案例
21026ȞϲȟȈϷέএൟӴӣਢ໌!
場地 A：台南市健康城市三年成果發表
場地 B：其他縣市之健康城市經驗分享、健康社區相關研究
場地 C：健康環境相關研究、健康社會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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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規劃 23 條參訪路線給您選擇，歡迎您全程參與，實際體驗台南市健
康城市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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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再生之旅、健康學區之旅、綠建築之旅、社區防災之旅、好望角之旅
水資源再生之旅、安平風貌之旅、歷史區域之旅、傑出社區之旅、健康營造之旅
生態文化之旅、環境改造之旅、傑出社區之旅

10/15

總統玉山獎之旅、社會福利之旅、健康福利之旅、環境改造之旅
府城夜間參觀、府中街、海安路、夜間沙龍（赤崁樓、孔廟、大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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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傑出社區之旅、蛋黃酥之旅、安平風貌之旅、生態保護之旅

Ιȃᒲ౩՝Ȉ1.主辦單位：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台南市政府
2.承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市健康城市推動委員會
3.協辦單位：台南市健康城市促進會、台南市健康協會
4.資助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Πȃᒲ౩РȈ九十四年十月十四日（五）～十月十六日（日）
έȃᒲ౩ӴᘈȈ國立台南社會教育館、成大醫學院第一講堂、第二講堂、
第三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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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

08：30～09：00

開幕、來賓介紹及貴賓致詞

09：00～10：30

社區藝文表演
茶點、社區海報及文物展

10：30～11：10
專題演講(I):

11：10～12：00

Dr. Evelyne De Leeuw (Australia)

國民健康局

“ Policy theory and development for urban health”

吳浚明局長

（都市健康的政策理論與發展）
（演講 40 分鐘，討論 10 分鐘）
午 餐

12：00～13：20
專題演講(II):

Dr. Suzanne Jackson (Canada)

13：20～14：10

“ Measuring Community Capacity”
（社區能力之測量）
成大健康城市

（演講 40 分鐘，討論 10 分鐘）

研究中心

專題演講(III):

胡淑貞主任

Mr. Tyler Norris (USA)

14：10～15：00

“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Positive Change: Learning from the
US Healthy Community Movement”
（創造並維持永續正向改變：美國健康社區之經驗）
（演講 40 分鐘，討論 10 分鐘）

15：00～15：3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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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IV):

15：30～16：20

Dr. Shumei Wang (China) (王書梅副教授)

成大小兒科

“ Healthy Cities in China and Shaighai Practice”

林秀娟教授

（中國健康城市現況及上海健康城市案例）
（演講 40 分鐘，討論 10 分鐘）
歡迎參加台南市健康城市博覽會

16：30～18：30

社區參訪: 路線 6-11（六選一）
歡迎參加「歡迎晚宴」

19：00～21：00

地點：長榮酒店（歐式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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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到
台南市健康城市三年成果分享（演講 25 分鐘，討論 5 分鐘）
成大健康城市研究中心 胡淑貞主任
Panel (I) ：跨部門合作與建立健康的公共政策

09：30～10：20

健康組示範計畫初步成果：蘇俊仁局長（10 分鐘）

國民健康局

環境組示範計畫初步成果：李得全局長（10 分鐘）

趙坤郁副局長

社會組示範計畫初步成果：許金鈴局長（10 分鐘）
回應：呂宗學老師、黃國平老師、林朝成老師（10 分鐘）
討論（10 分鐘）

10：20～10：40

休 息
Panel (II)：社區參與
社區參與機制之建立：陳世明老師（10 分鐘）
健康組社區參與輔導經驗：林麗娟老師（10 分鐘）

10：40～12：00

環境組社區參與輔導經驗：盧建銘老師（10 分鐘）
社會組社區參與輔導經驗：黃肇新老師（10 分鐘）
邀請 4 位社區代表分享經驗（各 5 分鐘）

成大都計系
孔憲法老師

討論（20 分鐘）
12：00～13：20

午 餐、參觀海報展
Panel (III)：指標監測與資訊交流
環境指標監測：孔憲法老師（15 分鐘）

13：20～14：40

健康與社會指標監測：呂宗學老師（15 分鐘）
健康城市網站與 GIS 系統：洪榮宏老師（15 分鐘）

台南市政府

回應：陳垣滈主任、顏宏舟副主任、洪正中主秘（各 5 分鐘）

洪正中主秘

討論（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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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5：10

休 息、參觀海報展
閉幕特別演講：台南市健康城市之未來與展望

15：10～15：50

台南市許添財市長
（演講 30 分鐘、討論 10 分鐘）
成大健康城市

綜合討論
15：50～16：30

Dr. Evelyne De Leeuw

許添財市長

研究中心

Dr. Suzanne Jackson

吳浚明局長

胡淑貞主任

Mr. Tyler Norris
16：30～18：30
19：00～21：00

王書梅副教授

台南市無菸大學路 晚會活動
（地點：成大光復校區雲平大樓前）
歡迎參加台南市健康城市博覽會府城夜間參觀
府中街、海安路、夜間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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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到
1.健康台北城

台北市衛生局宋晏仁局長

2.社區總動員‧ 愛心護家園 台北市社會局周麗華主任秘書

09：00～10：20

3.多元文化兼容並蓄

台北市文化局陳慈銘秘書

4.安全城市‧ 貼心放心

台北市消防局黃依慧技士

5.臺北市智慧型運輸系統與無線寬頻網路結合應用
台北市交通局劉建邦股長
6.臺北自來水的水質管理

台北市自來水事業處李田樹專員

7.蛻變中的運動城市

台北市體育處劉家增處長

國民健康局
吳秀英副局長
台南市政府
洪正中主秘

（每人 10 分鐘，討論 10 分鐘）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3：20

休 息
落實健康城市、快樂市民策略

成大測量系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韓明榮局長
高雄市推展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邱仲銘老師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衛教科科長 李淑宜
都市型社區民眾運動需求調查-以台南市為例
成大體育室 林麗娟教授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健康體能促進-運動與骨質疏鬆症防治計畫

成大護理系
林梅鳳老師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 林雪蓉局長
午 餐，參觀海報展
以健康體能檢測為社區健康促進介入策略之應用－以屏東縣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10
15：10～15：30
15：30～15：50
15：50～16：10
16：30～18：30

社區健康營造之「年輕五歲」計畫為例

長榮社工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保健系 徐錦興副教授

黃肇新老師

打造健康「無菸部落」─ 以阿里山鄉新美村為例
台南市衛生局

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林茂安特助
健康社區評估量表之建構
奇美醫學中心柳營分院 陳淑眉社造師
影響社區組織領導人參與健康社區計畫之相關因素

蘇俊仁局長

成大體育室 王珮如助理
休 息，參觀海報展
健康促進學校策略對國小學童營養知識、態度
及飲食行為之影響
台灣地區中老年與老年人醫療服務使用率的影響因素研究
台大社工系 王雲東助理教授
高齡者到醫院前緊急醫療救護勤務派遣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 溫國忠副教授
台南市無菸大學路 晚會活動
（地點：成大光復校區雲平大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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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公衛所
呂宗學老師

歡迎參加台南市健康城市博覽會府城夜間參觀

19：00～21：00
*報告 15 分鐘，討論 5 分鐘

府中街 海安路

夜間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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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到
白沙岬燈塔健康運動環境空間營造計畫
成大建築系

觀音鄉衛生所 葉時源醫師兼主任
健康親子社區小公園 八德市衛生所許柏儒主任

陳世明老師

非營利組織推動健康環境與空間營造的資源整合--以台中市
09：40～10：00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64 運動公園為例

成大測量系

台中市社區健康促進協會 周秀眉理事長

洪榮宏老師

從社區資本的角度探討社區環境營造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吳玉成助理教授
休 息
自然景觀對身心福祉的影響
建國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 韓可宗副教授
古蹟活化與無障礙綠廊之探討─ 以巴黎 Le Viaduc
Daumesnil

黃國平老師

植栽綠蔭步道為例
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系 許正旺助理教授

11：20～11：40
11：40～12：00
12：00～13：20
13：20～13：40
13：4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10
15：10～15：30
15：30～15：50

成大交管系

高鐵台南車站特定區永續生態社區與綠建築之實踐芻議
台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梁又文局長
以永續校園為操作平台推動健康城市以達成永續台灣

台南市都發局
李得全局長

目標之探討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江哲銘 教授
午 餐，參觀海報展
運用資料包絡分析法評量台灣地區城市健康度評量之研究

成大測量系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葉晉嘉博士候選人
台南市柴頭港溪生態工法復育之探討

邱仲銘老師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沈錦吉博士生
台南市健康環境滿意度之研究─ 以垃圾不落地政策為例
立德管理學院地區發展管理研究所 謝鎮鍾研究生
台南市東區空地空間分佈之研究

成大建築系
吳玉成老師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李憲昆研究生
休 息，參觀海報展
步行及單車通勤改善運動不足之理論分析

成大中文系

成功大學交通管理學系
黃國平副教授
建構社區照顧培力網絡模式—台南市健康城市(社會組)經驗

林朝成老師

長榮大學社工系 黃肇新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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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6：10
16：30～18：30
19：00～21：00

社區組織參與老人社區照顧之研究--以台南市長榮社區為例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陳柏宗博士候選人
台南市無菸大學路 晚會活動
（地點：成大光復校區雲平大樓前）
歡迎參加台南市健康城市博覽會府城夜間參觀

府中街 海安路
*報告 15 分鐘，討論 5 分鐘

夜間沙龍 港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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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uzanne F. Jackson 於 1981 年獲得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區域計劃
和資源管理博士學位，現為多倫多大學健康促進中心主任。
多倫多大學健康促進中心設立於 1989 年，是社區與學術的伙伴關係，
其目標是建立優良的教育、評價與研究，是國際認可的高品質健康促進領導
中心，也是世界衛生組織在健康促進方面的合作中心。
Dr. Jackson 的主要角色是財務管理、募款、與重要負責人聯絡、管理
職員、帶領中心研究與其他活動，並且管理全國和國際連絡、交換、訓練和
研究計劃。
Suzanne 扮演著學術與實務上的關鍵橋樑，她有一半的時間致力於多
倫多公共衛生部與安大略省衛生部的政策與規劃，另一半的時間則在多倫多
大學從事社區學術合作研究、評價、訓練。
Dr. Jackson 的專長是健康促進、心理健康促進、健康相關之參與式評
價和計劃。她有優秀的管理與研究能力和極佳的產官學網絡，包括地方、省、
全國、及國際層級。
1998-2001 年間，她與加拿大 14 個中心主任共同工作，積極推動健康
促進教學和研究，包括準備計畫書、財務管理、溝通管理、及獨立研究和報
告撰寫。
Suzanne 是一位有經驗的公共衛生和醫療保健群體決策之推動者，曾
協助的單位包括安大略公共衛生協會、中央鄰里議院、加拿大精神健康分部
--健康&福利、Durham 地區公共衛生部門、安大略衛生部緊急服務分部、
及皇后街社區健康中心。
Dr. Jackson 在今年 8 月應世界衛生組織邀請，擔任在泰國召開的第六
屆全球健康促進會議背景資料之第一作者。目前著作繁多，內容包括健康促
進、指標、賦權、社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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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Norris 為科羅拉多州社區倡導有限公司(Community Initiatives,
LLC )創辦人，2004 年社區倡導公司與俄亥俄州品質資料管理公司合併，
Tyler 擔任主席。Tyler 主要任務是轉換健康照護組織領導、學習、與執行的
方式，並改善健康及健康照護的結果。服務的客戶包括：Kaiser Permanente,
YMCA of the USA, The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 Blue Cross
Blue Shield of MN, Tulsa Community Foundation, and the Estes Park
Institute.
Tyler 1982 年畢業於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系，過去 20 年
來，他領導美國與全球的社區走向正面、積極的改變。Tyler 是前蘇聯冒險
教育及自然資源保護計畫的創始者。也是塔吉克共和國杜尚別城市 Kuhiston
基金會的主席，主要是進行中亞的自然資源保護，小型信任/村莊銀行業務
和地方民主。在 1992 年他幫助成立 Chautauqua 國際企業，提供領導力發
展及支持推動民主。
自 1998 年以來，他是科羅拉多州 Community Initiatives Inc.執行長，
致力於改進健康和醫療保健結果，並復甦真正的民主。他創立 W.K. Kellogg
基金會下設的領導聯盟，並擔任 Robert Wood Johnson 基金會動態生活主
席。他協助發起並執行公民、健康、教育和社會投資計畫，他經常被請求協
助設計、執行和評估計劃和建立能力。
他也是各種團體或機構之訓練講師，包括美國醫院協會、全國城市聯
盟、健康論壇、VHA Inc.、Premier Inc、Kaiser Permanente、美國公共衛
生協會、疾病管制局、美國 YMCA 以及 Estes Park Institute。Tyler 是許多
期刊文章的作者，並與其他專家學者共同著作，共同著作包括 Communities
that

Learn,

Community

Trendbenders,
Indicators

Facilitating

Handbook

and

Community
the

Healthy

Change,

The

Communities

Handbook.
Tyler 曾擔任美國參議員的職員，並在全國城市聯盟中擔任協助民眾計
畫主任。Tyler 與相當多的城市以及健康相關組織合作，至少超過 300 個在
美國和海外社區。他過去的計畫包括美國健康城市與社區聯盟及科羅拉多州
健康社區倡導計畫。

Tyler 亦是 STEP 13 丹佛市非營利民眾服務計畫的

共同創辦人，並擔任五年主席，提供機會給予無家可歸的吸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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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書梅醫師現為中國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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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衛生學教研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教育部學校衛生人員培訓基地辦公
室主任。
王書梅出生於北京，1981 年考入原上海醫科大學（2000 年上海醫科大
學與復旦大學合併）
，1987 年獲醫學學士學位。同年，繼續在原上海醫科大
學攻讀碩士，1990 年獲醫學碩士學位。
王書梅自 1995 年開始從事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的教學與研究。作為中
國大陸最早投身健康城市研究與探索的學者，2000 年至 2001 年在荷蘭馬
斯特裏赫特大學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城市研究合作中心做訪問學者，與著名的
健康城市專案專家 Evelyne de Leeuw 教授共事，並赴法國波爾多參加了由
歐共體組織的為期兩周的歐洲健康促進培訓班，回國後積極在中國大陸倡導
並宣傳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城市的理念，應邀在許多城市做專題講座，並在相
關雜誌上發表文章。
鑒於王書梅在健康城市領域的影響力和專業造詣，2000 年 5 月作為中
國大陸的唯一代表參加了在泰國首都曼谷召開的“ APEC Experts meeting
on healthy futures for APEC megacitie” 會議。2001 年 12 月，被中國第一
個以整個城市為單位開展健康城市專案的城市－海南省海口市聘為“ 健康
城市規劃工作顧問” 。2003 年，上海作為一個特大型城市，開始啟動建設
健康城市專案，她被聘為“ 上海市健康城市專案技術指導組” 專家成員，參
加了上海市建設健康城市計劃的制訂、過程評估，並應邀為上海 19 個區縣
做健康城市人力資源的培訓，目前正在積極參與上海市新一輪健康城市計劃
的制訂工作。另外，她還是江蘇省蘇州市健康城市專案顧問，江蘇省張家港
市健康城市專案顧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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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Evelyne de Leeuw 現為澳洲墨爾本迪肯（Deakin）大學健康及行
為科學院健康及社會發展學系的系主任。
1960 年出生於荷蘭哈倫，獲園藝與景觀建築學士，1985 年於荷蘭馬思
垂克（Masstricht）大學獲得『社會健康科學』碩士，並於隔年（1986）年
取得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公共衛生學』碩士，1989 年再度於荷蘭馬思垂
克（Maastricht）大學獲得『衛生政策』博士學位。
Dr. De Leeuw 在 1989 年榮獲 Ph.D 後，首先在荷蘭的馬思垂克大學
（University of Maastricht）的健康調查研究所擔任計畫經理，隨後任職於
健康倫理與哲學及衛生教育與促進系，直到 2000 年。在這段期間內，她也
擔任多項 WHO 計畫的顧問，特別是人類資源發展與健康城市（EURO）及
健康促進（HQ）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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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她當選歐洲地區公共衛生學院協會的秘書長，並於 1995 年
再度連任，直至 1998 年。同時在 1992 年，她也擔任 WHO 合作中心主任，
協助健康城市相關研究，直至 2000 年。2000 年時，她獲邀擔任南丹麥大
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公共衛生學院的創辦主任。自 2005
年迄今，她獲邀轉任澳洲墨爾本迪肯大學健康及社會發展學院系主任。
Dr. De Leeuw 的研究興趣主要是以全球化的層級去看政策發展及執
行，作為全球社會及環境發展與地方反應間的界面（interface）。她更進一
步對全球健康城市感興趣，自從健康城市興起後，她便活躍於國際健康城市
運動，她主要的研究領域為健康、都市化及全球化間的界面，及影響健康的
社會及環境決定因素與健康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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