菸 害 防 制 及 衛 生 保 健 基 金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至 105

年 6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第 138 屆世界衛生組織執行委 出國類別：(4)
員會
內容簡述：經由參與會議以了解本次世界衛
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議程
規劃及各國對相關議題之看法及論述重
點，作為準備我國參與 WHA 時之發言稿的參
考依據。
經濟學人舉辦「Health Care 出國類別：(4)
Forum War on Cancer」論壇 內容簡述： 經濟學人健康照護論壇(Health
Care Forum—War on Cancer) 為近年國際
癌症防治領域中極具份量之會議。國民健康
署署長奉派代表參加「Keynote panel:The
price of policy」，與緬甸、菲律賓、泰國
等四國官員代表對話；各國皆說明該國癌症
防治工作進展，臺灣將癌症防治列為國家優
先政策，訂有挑戰性的目標，有癌症防治
法，有籌措財源，除重視結構面和過程面的
強化，亦以表現指標來監測與改善品質，建
立 11 種癌症之診療核心測量指標，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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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Health in All Policies 等。

2016 非傳染性疾病防治國際 出國類別：(8)
研討會
內容簡述：芬蘭國家衛生福利研究所於 2009
年由當時國家公共衛生研究院和國家衛生
福利發展中心組織重整合併而成，成立宗旨
在促進人民健康、預防疾病和社會問題及發
展社會福利和醫療服務。此次參與旨在強化
與國際非傳染性疾病防治夥伴關係，學習先
進國家對於因應非傳染性疾病防治之對
策，以作為規劃我國非傳染性疾病防治行動
策略參考。
2016 日內瓦健康論壇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第六屆日內瓦健康論壇為歐洲地
區舉辦之重要國際健康論壇。國民健康署署
長受邀擔任 Keynote Speech 主講人，演講
主題為「Towards Sustainable and
Value-adding Healthcare」，分享臺灣全民
健康保險成功經驗及利用菸捐等補充性財
源，策略性推動讓健康照護體系轉型為以健
康促進為核心。另，與國際醫院聯盟
(International Hospital Federation，
IHF)共同辦理一場 Lunch Session，主題為
「Strengthen Partnership between Public
Health and Health Care」，以專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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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參與方式，展現臺灣健康促進推動成
果。
檳榔防制研討會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由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主辦，美
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係為美國政府為癌症研究
和訓練所設立的主要機構，此次研討會廣邀
各國癌症防治最重要人士，為一大里程碑，
國民健康署署長受邀請擔任研討會第二日
「口腔癌篩檢與早期偵測」場次講者，及於
「篩檢及早期偵測」場次之共同主持人，分
享我國相關經驗予國際社會，共同致力於檳
榔及口腔癌相關衛生議題之防治。
第 22 屆國際健康促進與教育 出國類別：(4)
聯盟世界健康促進研究會
內容簡述：第 22 屆國際健康促進與教育聯
盟世界健康促進研究會(IUHPE)為全球推動
健康促進之重要非官方組織，該聯盟每三年
舉辦一次世界性學術研討會，為全球健康促
進與健康教育議題交流之年度盛會，本次會
議主題為 Promoting Health and Equity，
國民健康署於會中辦理一場平行會議
「Active Transportation-Active
society, Healthy people」，展示菸害防制
海報，並出席此聯盟執行委員會，共同討論
2016 年組織目標及任務分工等核心事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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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次會議進行國際交流及強化我國推動
健康促進工作。
第 69 屆世界衛生大會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世界衛生大會(WHA)是世界衛生
組織(WHO)會員國年度盛會，我國以 WHA 大
會觀察員的身分正式出席大會活動。國民健
康署針對 13 項議案具體回應大會報告，包
括「婦嬰及兒童營養」
、
「兒童肥胖」
、
「非傳
染病防治」
、
「強化 WHA 與 COP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對於 FCTC 的合作」、「聯合國
道路安全行動十年」、「千禧年目標進展與
SDGs」
、
「婦幼及青少年健康」
、
「健康老化」、
「健康與環境」及「移民者健康促進」等 10
項技術性議案進行發言，針對「消除碘缺乏
疾病」
、
「跨部門健康與健康平等」及「生殖
健康」等議案繳交發言稿件，分享臺灣現狀
及經驗。
第 24 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 出國類別：(4)
討會
內容簡述：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與歐盟及
WHO 密切合作，該研討會為健康促進照護機
構年度重要會議之一，國民健康署參加 WHO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會員大會及監理委
員會，主辦「高齡友善健康照護工作坊」，
召開「高齡友善健康照護國際委員會專家會
議」
，另邀請 2015 年「國際低碳醫院團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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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最佳案例獎」之獲獎醫院，於「健康促進
醫院與環境友善平行會議」中進行經驗分
享，並於會議中頒發獲獎獎牌。
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 出國類別：(4)
－海外委員座談會
內容簡述：該會議由經濟部、科技部及衛生
福利部報告 104 年 BTC 會議重要結論執行情
況，針對打造臺灣成為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
業中心的願景，從選題聚焦與關鍵技術研
發、學研銜接與整合育成機制以及完善法規
環境等三個發展方向及策略，與海外委員進
行對充分的討論，以做為我國發展生技產業
的參考。
合計

備註

158

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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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菸 害 防 制 及 衛 生 保 健 基 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至 105 年 6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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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屆亞太牙醫論壇

出國類別：(4)
內容簡述：本次論壇討論各國口腔衛生之政
策規範，並針對當前及最新口腔衛生健康政
策做交流與討論，學習瞭解各國之成功經
驗，參考修正現行口腔衛生健康促進，以有
效提升國內口腔健康促進推動品質及成效。

合計

備註

6

6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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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計畫，應按「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填列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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