菸 害 防 制 及 衛 生 保 健 基 金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至 107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為探討健康老化之科學與知識、
加強健康預防促進以及支持社區在地老
化，健康老化高峰會由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
部之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辦公室、婦女健康
辦公室與美國預防醫學會共同主辦，會議期
間本署進行我國高齡友善環境與健康識能 2
篇口題論文發表，並攤位展示台灣活躍及健
康老化作為。
第 14 屆國際老化聯盟(IFA)老 出國類別：(4)
化全球研討會
內容簡述：國際老化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n Ageing, IFA)與世界衛生組織
(WHO)密切合作建立正式關係，為促進健康
老化的重要國際非政府組織，其成員來自政
府、非政府組織、學界、業界及個人等，遍
及 70 個國家。第 14 屆老化全球研討會為回
應世界衛生組織老化及健康全球報告，及全
球策略與行動計畫的後續目標之實現，透過
參與會議，瞭解國外推動活躍老化之情形，
作為我國高齡化社會之政策規劃依據。

執行數

備註

627

執行單位：國民健康署

434

執行單位：國民健康署

2018 年健康老化高峰會

1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APEC 第八屆衛生與經濟高階 出國類別：(4)
會議暨第二次衛生工作小組 內容簡述：APEC 第八屆衛生與經濟高階會
會議
議暨第二次衛生工作小組會議於巴布亞紐
幾內亞首都莫士比港舉辦，我國於「APEC
Roundtable on HPV & Cervical Cancer」會議
上，分享我國子宮頸癌防治經驗及展望。
中高階衛生行政人員工作坊 出國類別：(8)
暨圓桌會議
內容簡述：衛福部為促進我國與美國各州衛
生署長實質交流，每年均有 20 餘名美國各
州衛生署長出席，藉由直接對話增進互信關
係，建立我國衛生行政部門與美國衛生部門
直接互動之溝通平台。
第 50 屆亞太國際公共衛生聯 出國類別：(4)
盟大會(APACPH)
內容簡述：第 50 屆亞太公共衛生學術聯盟
（APACPH）理監事會議中，會長及秘書長
等理事會成員對於我國支持建置之健康促
進核心能力建構協作中心（Collaborating
Centres for Health Promotion, CCHP），表示
肯定，並稱此平台”Taiwan Model”，為官
學合作之典範。年會期間辦理一場以「健康
促進及能力建構」為主題的平行論壇，並於
大會演講「Community Empowerment」分享
台灣經驗。
第 12 屆亞太菸草或健康大會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第 12 屆亞太菸草或健康大會主
題為「為永續發展的菸害防制：確保健康的
一代（Tobacco Control for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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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數

備註

314

執行單位：國民健康署

149

執行單位：國民健康署

181

執行單位：國民健康署

63

執行單位：國民健康署
因大會輸出文件變更與會者國
籍，將臺灣報告者之國家列為
Taipei, China，經評估後，取消該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Development: Ensuring a Healthy
Generation）」，於大會進行 5 篇論文發表。
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 出國類別：(4)
公約第 8 次締約方會議(WHO 內容簡述：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
FCTC COP8)
第 8 次締約方會議於日內瓦舉辦，於會中蒐
集 WHO FCTC 各項議題之最新進展，並對
於會議討論的各項準則之決定進行研析，已
使我國菸害防制工作能與國際規範接軌。
2018 年世界癌症大會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國際抗癌聯盟（Union for
International Cancer Control, UICC）是全球抗
癌民間團體所組成的最大的國際性抗癌組
織，與世界衛生組織有正式官方關係，國民
健康署於大會中發表 3 篇論文，宣傳我國防
治實績。並於大會國際展區，以
「Prevention 」、「Screening」、「Treatment」
以及「Palliative and Hospice Care」，四大面
向展示臺灣在癌症防治上之策略與傑出之
執行成效，提升臺灣於國際社會之角色與能
見度。
第 4 屆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第 4 屆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主題
為：從永續的健康行為改變邁向健康國度，
辦理我國「以實證醫學及健康促進醫院方法
改善健康行為」大會系列演講 1 場次，主
要講題包括：(一) 實證醫學與健康政策；(二)
健康識能健康組織在健康促進的角色；(三)
3

備註
項出國行程已支付機票、飯店訂
房等所產生之手續費。

270

執行單位：國民健康署

248

執行單位：國民健康署

75

執行單位：國民健康署

計畫名稱

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全球
研討會(AFHC)

第 17 屆國際健康促進基金會
網絡年會

第 12 屆國際糖尿病聯盟西太
平洋地區學術會議
(IDF-WPR )暨第 10 屆亞洲糖
尿病學會學術年會

類別及內容簡述
健康促進醫院認證與我國健康促進醫院網
絡發展，並於該場次熱烈討論健康促進之推
動決策及關鍵經驗交流。將我國推動健康醫
院成果展現於國際舞台，並與國際專家學者
進行交流，展現我國長年推動健康促進政
策，提升國際能見度。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健康城市聯盟是世界衛生組織推
動健康城市的一個國際網絡，第八屆健康城
市聯盟國際研討會以健康城市的永續發展
相關議題進行討論，本次大會頒發 4 大類 20
個獎項中，我國獲獎 7 件，並和與會亞太地
區參與者進行經驗交流。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國際健康促進基金會網絡於 1999
年成立，由來自世界各地提供健康促進活動
資金的機構組成，且世界衛生組織(WHO)、
國際健康促進及教育聯盟(IUHPE)等國際組
織皆為其網絡夥伴，國民健康署為其正式會
員。年會中我國除參與討論不同組織體制對
於健康促進工作之影響外，並分享台灣健康
識能的倡導經驗。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國際糖尿病聯盟西太平洋地區學
術會議暨第 10 屆亞洲糖尿病學會學術年會
主題為「提高知識與技能 - 改變糖尿病照
護」，並關注糖尿病預防和治療的最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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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數

備註

127

執行單位：國民健康署

38

執行單位：國民健康署

127

執行單位：國民健康署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展，與會蒐集各國糖尿病防治策略，提升我
國糖尿病與其他非傳染性疾病防治及照護
品質。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第 11 屆母子健康手冊研討會以
第 11 屆母子健康手冊研討會 促進實施母子健康手冊計畫之婦幼保健知
識及經驗交流，於會中分享臺灣婦幼健康手
冊經驗，並擺攤展示我國婦幼政策及成果。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為提供醫院更適切整體健康促進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監理 推動模式，藉由參與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
委員會議
監理委員會議，實質參與該網絡重要事務，
發揮我國在該網絡的影響力，並掌握衛生領
域國際趨勢。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本年度 BTC 會議之海外委員座
談會（Pre-BTC）搭配 BIO 2018 北美生科技
展在美國麻薩諸塞州波士頓舉行，邀集國內
相關部會代表及 BTC 海外委員及國外專
家，共同討論我國生技產業發展相關之重要
Pre-BTC (BioTaiwan
Committee)會議及 BIO 2018 議題。北美生技展（BIO International
北美生技展
Convention） 為全球最大的生物科技博覽會
之一，共計來自全世界 67 個國家代表團，
18,289 位生技產業人士出席，超過 7,000 家
公司參展，並促成 46,916 場次的合作商談
（partnering meetings），是全球生技界每年
最大的產業活動平台。近年來我國均組團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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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數

備註

167

執行單位：國民健康署

207

執行單位：國民健康署

313

執行單位：衛生福利部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成立『臺灣館』參與此生技展，並結合國內
生技研發相關之產、官、學、研單位機關及
十餘家生技廠商共同參與展出，並與各國學
者專家交換意見。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社會工作、教育與社會發展世界
聯合大會由國際社會福利總會(ICSW )、國
2018 社會工作、教育與社會發
際社會工作學院協會（IASSW）及國際社會
展世界聯合大會
工作者聯盟（IFSW）三單位聯合主辦，我國
為 ICSW 的正式會員，會中與各國社會福
利與社會工作實務經驗交換與政策交流並
掌握社福領域國際趨勢。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參與第 10 屆專科護理師/進階護
理專家國際會議，以了解各國專科護理師及
第 10 屆專科護理師/進階護理
進階護理人員專業發展，及在全球老化及慢
專家國際會議
性疾病之社區與長期照護角色翻轉，使我國
衛生保健及健康照護相關政策與國際接
軌，並與各國家代表及具國際地位之重要專
家學者交流與建立合作機會。
合計

執行數

備註

231

執行單位：衛生福利部

120

執行單位：衛生福利部

3691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出國計畫（不含大陸地區）應依預算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變
更計畫或臨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 類。
3.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出國計畫，應按「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填列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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