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108學年度學童口腔保健計畫 
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 

執行計畫 

壹、目的 

(一) 提升教師口腔保健知能 

(二) 加強教師口腔保健態度 

(三) 使教師有能力將口腔保健議題融入課程教學 

貳、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宜蘭縣政府教育處、新竹市政府教育處、南投縣政府教育處、臺東縣政府教育

處、連江縣教育處、高雄醫學大學口腔衛生學系 

參、參與研習課程人員 

(一) 國小教師，報名與遴派條件如下，符合以下一項條件即可 

一、學校內負責學童口腔保健推動之教師(或未來需要承接相關業務之教師) 

二、學校內安排衛生教育課程之教師 

三、擔任導師之教師，低年級者為佳 

四、對口腔保健有興趣之教師 

(二) 公立幼兒園教師 

(三) 為確保教學品質，每場限制 70位教師參加，本計畫保留報名資格審核權，參加本次研習之

教師將贈予潔牙組。 

肆、辦理日期 

各場次辦理日期與時間如下 

一、宜蘭場：107年 12月 19日 

二、新竹場：108年 3月 20日 

三、南投場：108年 1月 8日 

四、臺東場：108年 2月 20日 

五、連江場：108年 4月 10日 

伍、辦理地點 

宜蘭場：宜蘭縣政府 B1 文康中心 

新竹場：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一樓會議室(新竹市東區民族路 33 號)。 

南投場：南投縣德興國小 

台東場：臺東縣岩灣國小 

連江場：連江縣中正國小 

陸、課程內容 

請參閱各場次「研習課程課表」 

  



 

 

柒、實施方式 

請欲參與或接受遴派之教師進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進行報名，待報名審核通過後，

在所參加之場次參與研習課程。國小教師口腔保健研習全程與之教師給予教師研習時數 4小

時。 

捌、經費 

本研習課程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經費及各承辦政府教育局處支應，教

師參與研習課程之交通費用由教師所屬學校支應。 

 

玖、本計畫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另行函告或補充之。 

 

 

  



 

 

研習課程課表 

【宜蘭場-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 

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宜蘭場 

日期：107年 12月 19日            時間：13：00-17:10 

地點：宜蘭縣政府 B1文康中心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講師 

13：00-13：20 報到 

13：20-13：30 長官致詞 

13：30-13：40 學童口腔現況說明 
黃曉靈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3：40-15：10 
生命週期口腔健康與保健 

(含實證有效的兒童口腔保健策略) 

黃曉靈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5：10-16：00 口腔保健教學融入經驗分享 
謝蕙如護理師 

臺南市北勢國小 

16：00-16：10 休  息 

16：10-16：3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6：30-17：0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 

(實際練習)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7：00-17：10 回應與討論 黃曉靈教授  

17：10- 賦歸與簽退 

  



 

 

【新竹場-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 

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新竹場 

日期：108年 3月 20日                  時間：13:00-17:10 

地點：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一樓會議室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講師 

13:00-13:20 報到 

13:20-13:30 長官致詞 

13:30-13:40 學童口腔現況說明 
黃詠愷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3:40-15:10 
生命週期口腔健康與保健 

(含實證有效的兒童口腔保健策略) 

黃詠愷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5:10-16:00 口腔保健教學融入經驗分享 
謝蕙如護理師 

臺南市北勢國小 

16:00-16:10 休  息 

16:10-16:3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6:30-17:0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實際練習)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7:00-17:10 回應與討論 黃詠愷副教授/許原榕講師 

17：10- 賦歸與簽退 

  



 

 

【南投場-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 

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南投場 

日期：108年 1 月 8 日                          時間：08：00-12：10 

地點：南投縣德興國小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講師 

08：00-08：20 報到 

08：20-08：30 長官致詞 

08：30-08：40 學童口腔現況說明 
黃曉靈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08：40-10：10 
生命週期口腔健康與保健 

(含實證有效的兒童口腔保健策略) 

邱耀章 名譽理事長 

台灣口腔照護協會 

10：10-11：00 口腔保健教學融入經驗分享 
謝蕙如護理師 

臺南市北勢國小 

11：00-11：10 休  息 

11：10-11：3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1：30-12：0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 

(實際練習)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2：00-12：10 回應與討論 黃曉靈教授  

12：10- 賦歸與簽退 

 

  



 

 

【臺東場-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 

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臺東場 

日期：108年 2月 20日                 時間：08：00-12：10 

地點：臺東縣岩灣國小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講師 

08：00-08：20 報到 

08：20-08：30 長官致詞 

08：30-08：40 學童口腔現況說明 
黃曉靈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08：40-10：10 
生命週期口腔健康與保健 

(含實證有效的兒童口腔保健策略) 

黃詠愷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0：10-11：00 口腔保健教學融入經驗分享 
謝蕙如護理師 

臺南市北勢國小 

11：00-11：10 休  息 

11：10-11：3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 
陳志章 講師 

樹人醫專 口腔衛生學科 

11：30-12：0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 

(實際練習) 

陳志章 講師 

樹人醫專 口腔衛生學科 

12：00-12：10 回應與討論 黃曉靈教授  

12：10- 賦歸與簽退 

 

  



 

 

【連江場-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 

教師口腔保健研習課程---連江場 

日期：108年 4月 10日                 時間：13:00-16:40 

地點：連江縣中正國小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講師 

13:20-13:30 報到 

13:30-13:40 長官致詞 

13:40-14:00 學童口腔現況說明 
黃曉靈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4:00-15:30 
生命週期口腔健康與保健 

(含實證有效的兒童口腔保健策略) 

黃曉靈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15:30-15:40 休  息 

15:40-16:0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6:00-16:30 
潔牙輔助工具原理和操作技巧 

(實際練習) 

許原榕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博士班 

16:30-16:40 回應與討論 黃曉靈教授  

16：40- 賦歸與簽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