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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協助「2030 兒童醫療與健康政策建言書」之相關單位 

（一）參與研討之政府部門與民間單位 

章  節 組別 政府部門 非政府部門組織 

1 

 

  

兒童健康指標之現

況與展望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國健署婦幼健康

組、疾病管制署 

內政部：統計處 

其他部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內政部統

計處、行政院環保署 

  

2 
 

  
先天性及遺傳性疾

病之預防與診治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婦幼健康組、中央

健康保險署 
  

3 

 

  

兒童重大疾病之精

進研究與優質醫療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婦幼健康組、食品

藥物管理署、疾病管制署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

會 

4 
 

  
兒童精神疾患的預

防與診治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5 
 

1 
兒童檢驗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婦幼健康組、食品

藥物管理署 
  

   2 兒童用藥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6    兒童的精準醫療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   

7 

 

  

早期療育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婦幼健康組、社會

及家庭署、中央健康保險署 

縣市政府： 台北市衛生局、台北市教育

局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

會、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

利基金會、台灣兒童發展

早期療育協會 

8 

 

  

以家庭為中心的兒

童全人醫療與照護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婦幼健康組、護理

及健康照護司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 
 

  
優質的兒童醫療系

統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醫事司、中

央健康保險署、疾病管制署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

療品質策進會 

10 

 

1 

營養與飲食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社區健康組、婦幼

健康組、食品藥物管理署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身體活動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社區健康組 

教育部：體育署、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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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節 組別 政府部門 非政府部門組織 

  
 

3 
睡眠 衛生福利部：婦幼健康組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 健康生長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中央健康保險署   

11 

 

1 

孕產期健康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婦幼健康組、心理

及口腔健康司、綜合規劃司、中央健康

保險署、疾病管制署 

法務部：保護服務司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2 兒童預防保健服務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婦幼健康組   

  

 

2 

青少年預防保健服

務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社區健康組、婦幼

健康組、癌症防治組、心理及口腔健康

司、疾病管制署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 

視力保健(近視防

治)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婦幼健康組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防部：軍醫局 

縣市政府：台北市教育局、新北市教育

局 

中華民國兒童健康聯

盟、中華民國眼科醫學

會、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

盟 

  

 

4 

口腔保健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社區健康組、心理

及口腔健康司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縣市政府：台北市衛生局 

  

  

 

5 

環境健康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婦幼健康組、社區

健康組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其他部會：行政院環保署、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立法院、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 

 

12  1 心理健康促進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2 

閱讀與健康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婦幼健康組、心理

及口腔健康司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3 

性教育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社區健康組、婦幼

健康組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學生

事務及特教司、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白絲帶關懷協會、台灣青

少年醫學暨保健學會幸

福 9 號章、幸福生教育協

會、全國家長團體聯盟、

全國家長會長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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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節 組別 政府部門 非政府部門組織 

13 

 

1 

3C 產品的使用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婦幼健康組、保護

服務司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資訊及科技教育

司、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其他部會：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2 

事故傷害防制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婦幼健康組、統計

處、社會及家庭署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 

其他部會：行政院交通部、內政部消防

署、經濟部商業司、標準檢驗局 

縣市政府：台北市社會局、新北市社會

局、台北市教育局、新北市教育局、新

北市衛生局 

中華民國各級家長協

會、全國家長團體聯盟、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兒童

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政

策中心、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衛

生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靖娟兒童安全文教

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玩

具暨兒童用品研發中心 

  

 

3 

物質濫用防治 衛生福利部：國健署癌症防治組、健康

教育及菸害防制組、心理及口腔健康

司、食品藥物管理署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 

兒童保護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社會及家庭

署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縣市政府：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 

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

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各

級學校家長協會、財團法

人台灣兒童家庭扶助基

金會、財團法人天主教善

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二）協助修訂之衛生福利部部內單位 

醫事司、心理及口腔健康司、保護服務司、護理及健康照護司、統計處、綜合規劃司、國民健

康署、社會及家庭署、中央健保署、疾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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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查委員 

單位 姓名 職稱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石崇良 司長 

臺北榮民總醫院眼科部神經眼科 王安國 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 王國川 專任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 成戎珠 所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江伯倫 副院長 

臺北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吳子聰 前主任 

國家衛生研究院 吳秀英 主任秘書 

亞洲大學 吳聰能 副校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小兒部兒童胸腔與加護醫學科 呂  立 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家庭醫學部 呂碧鴻 主治醫師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首席顧問 宋維村 醫師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首席顧問 宋維村 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李中一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科暨研究所 李中一 教授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李宏昌 副院長 

馬偕紀念醫院 李宏昌 總執行長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精神科 李信謙 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婦產部產科 李建南 主任 

臺北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 束連文 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卓俊伶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學科暨研究所            周穎政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院 季麟楊 副院長 

國立中央警察大學交通管理研究所 林大煜 兼任教授 

彰化基督教醫院檢驗醫學部 林正修 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其和 特聘專家 

長庚大學小兒科 林奏延 特聘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體育學系 林貴福 教授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兒童感染科 邱政洵 教授級主治醫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施淑芳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 柯志鴻 主任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范豪英 前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倪衍玄 副院長 

杏陵醫學基金會 晏涵文 執行長 

臺北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祝年豐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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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中心 馬躍中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基因醫學部 高淑芬 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藥學系 高雅慧 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護理學系 高碧霞 副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藥物科學院 康照洲 院長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張  珏 理事長 

彰化基督教醫院兒童神經科 張明裕 醫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張鳳琴 教授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副教授 張德聰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曹昭懿 主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醫檢部 曹國倩 部主任 

長庚大學護理學系 連心瑜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連盈如 教授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郭沛恩 所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郭鐘隆 副院長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陳信任 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陳秋瑩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系 馮瑞鶯 教授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黃玉成 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兒童心智科 黃玉書 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黃松元 名譽教授 

臺北榮民總醫院兒童腸胃科 黃清峯 主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黃富源 資深主任醫師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兒童心臟醫學中心  黃碧桃 執行長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楊俊毓 教授兼副校長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 楊建銘 教授 

耕莘醫院兒科部 鄒國英 醫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心智科 鄒國蘇 醫師 

埔里基督教醫院小兒神經科 趙文崇 教授 

台灣青少年醫學暨保健學會 劉丹桂 監事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小兒部 劉清泉 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院 劉影梅 院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學系 劉潔心 教授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蔡文瑛 組長 

長庚大學護理學系 蔡佳玲 講師 

兒童牙科醫學會學術委員 蔡宗平 醫師 

國立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眼科部 蔡紫薰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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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 蔡輔仁 副校長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 蔡錦雀 主任 

台北慈濟醫院 鄭敬楓 副院長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諶立中 司長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薛承泰 教授 

衛生福利部 薛瑞元 常務次長 

國泰醫院小兒科 謝武勳 顧問醫師 

台灣大學牙醫學系 韓良俊 名譽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 顏正芳 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羅仕錡 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兒童醫院 蘇百弘 顧問 

高雄醫學大學 鐘育志 校長 

（依姓氏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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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指導委員 

 

 姓名 職稱 單位 

原召集人 林奏延 特聘教授 長庚大學醫學系小兒科 

召集人 林其和 名譽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委員 江東亮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委員 吳美環 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兒童醫院 

委員 李慶雲 名譽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委員 林志嘉 秘書長 立法院 

委員 邱政洵 主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分子感染症醫學

研究中心 

委員 陳偉德 講座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委員 馮燕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委員 黃碧桃 執行長 童綜合醫院心臟醫學中心 

委員 薛承泰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委員 鐘育志 校長 高雄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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