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台中市西區民生路 140 號 

            單位：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聯絡人：程一雄 組長 

            電話：04-22183174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102 學年度學校衛生基本資料 

一、日間部教職員數：376 人 

二、日間部學生數：4942 人 

三、學校推動健康促進之相關處室及人員：                 

職

稱 
校長 副校長     

 
姓

名 
楊思偉 侯禎塘     

職

稱 
學務長 總務長 教務長 主任秘書   

一級主

管 姓

名 
丘周剛  胡豐榮 洪榮照 楊裕貿   

職

稱 

衛保組 

組長 

生活輔導

組組長 

心理輔導組

組長 

課外活動組

組長 

體育室 

主任 

軍訓室

主任 二級主

管 姓

名 
程一雄 姚海曦 洪雅鳳 丁鳳珍 張碧峰 謝文脩

職

稱 
護理師 約聘護士 兼任醫師 兼任醫師   

醫事人

員 姓

名 
鄒佩君 阮婷婷 朱欽明 王偉州   

四、當學年度編列學校衛生保健經費：70,000 元 
 
五、是否設有推動學校衛生及健康促進相關之學生社團？ 
     是  否  （請勾選） 
（1） 社團名稱：青年服務社      ；參與學生數：約 25 人 
（2） 社團名稱： 熱舞社         ；參與學生數：約 25 人 
（3） 社團名稱： 社會服務團     ；參與學生數：約 30 人 
（4） 社團名稱： 春暉社         ；參與學生數：約 30 人 

 
六、其他學校衛生特色（請列舉）： 

 （1）本校於 95-99 學年獲得教育部獎勵教學卓越計畫補助。 

 （2）國際志工社榮獲「99 年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全國競賽」

之「海外僑校志工類」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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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校獲 99 年度教育部補助「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畫」1,200 萬

元。 

 （4）本校獲頒臺中市西區「98 年度熱心環保公益團體」。」 

 （5）本校獲臺中市環保局「98 年度臺中市大專院校垃圾分類、資

源回收考核競賽」評選為”特優”佳績。 

 （6）97 年即研擬『菸害防治管理實施要點』，99 年 1 月 12 日則全

面實施無菸校園。 

 （7）學生積極投入之社區關懷與服務 

      1.落實學校社區教育及分享公資源，營造溫馨的校園 

      2.以在地化的關懷，推動服務學習 

      3.秉持服務無國界，積極推動國際志工 

      4.預算編列靈活運用於社團活動，活絡學生社團 

七、以往推動 HPS 之實際成果： 

    環境教育與宣導：校園環境清潔教育訓練及宣導、無菸校園推

動、環境保護教育訓練及宣導。 

(一) 健康教育講座與訓練：只要青春不要痘、CPR 研習營、關

心健康關愛世界、意外事件緊急處理、口腔衛生講座、乳

房健康宣導講座、低中海型(海洋性)貧血、運動與健康、安

全使用刮鬍刀/除毛刀、正確用藥講座、人類乳突病毒防治

講座、正確保險套使用等。 

(二) 上班族健康操推動、健康性福相談所、正確用藥宣導週活

動等。 

(三) 榮獲教育部 101 年健康促進學校計畫部份補助，計畫名稱

為『健康快樂有 go 讚』。 

編

號 
活動名稱 活動成果簡述 

1 卡卡必計 營養講座 

由營養師說明食物營養成分與熱量，講解每

人每日所需熱量，以簡單方式教導大家計算

，輕鬆減去不必要的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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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快樂有 GO 讚 

系列活動 

提供健康護照手冊，讓全校師生更關心自我

健康，提供一個固定運動的契機，讓師生更

加邁向健康。 

3 營造健康環境 

學校餐廳張貼食物之營養成分與熱量表，自

主管理計算攝取每日總熱量，透過熱量簡介

簡單計算熱量，讓大家正確選取健康食物。

4 快樂動 有氧舞蹈 
透過有氧舞蹈活動讓大家動一動，鼓勵大家

規則運動，擺脫長期久坐辦公室惡習。 

5 教職員工體檢活動 
透過體檢更瞭解自己健康狀況，有健康的身

體，才能有好得教學品質。 

6 
HPV OUT 講座 與 

疫苗施打 活動 

宣導子宮頸抹片檢查可達預防癌症之效果，

若能透過疫苗施打降低感染率，更可達預防

之效。 

7 捐血活動 
與春暉社結合，宣導捐血助人之行，共募得

165 袋血。 

8 中醫食療養生講座 
以中醫醫學觀點教導師生如何吃的健康有可

防老，課程內容深獲師生喜愛。 

9 急救訓練研習 
受訓師生皆全部通過考試，取得該項急救證

照。 

10 愛滋宣導講座 
有了正確觀念與自我保護措施，就能輕鬆遠

離愛滋。 

11 乳癌防治教育講座 

讓猜與者實際了解其疾病之重要性與嚴重性

，且提供自我檢測乳房之知識，身歷其境之

感受，故全體皆獲益良多。 

12 
H7N9 校園防疫教育

訓練講座 

提供正確對抗 H7N9 流感，正確自我保護措

施，以減少不必要之恐慌心裡，有了正確觀

念與自我保護措施，就能輕鬆遠離疾病。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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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 贏 』 造 營  計畫 

一、 前言 

    擁有健康便是人生最大的財富與本錢，健康的學生能有良好

的學習；健康的教師可提供高品質的教學；健康的職工能有良好

的工作效率。今年將繼續延續 101 學年度推動的相關活動，不只

希望藉此營造一個充滿健康快樂友善的校園，而是能引領師生

『贏』得健康，故藉由相關的健康促進營造校園健康環境與氛

圍，讓『健康』二字不再只是個口號。今年將更擴大範圍納入性

教育與菸害防治，故不只有健康體位的「樂活跑跳碰」，還將發

展出「分享＂簡單愛＂」與「遠離香菸裊裊」等系列主題活動，

讓師生透過此次活動，瞭解健康的意含，循序漸進養成健康習

慣，以奠定身心靈之健康基石。 

二、 計畫依據 

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102年5月21日臺教綜(五)字第1020004151

號函暨學校衛生法辦理。 

三、 背景說明 

過去多年本校致力於校內健康促進的推動，但都以校內編列預算

方式進行推動，有感於業務經費逐年縮減，及全校教職員工生的健康

需求，故成立學校衛生委員會，共同研議全校性的健康促進議題，透

過教育部補助 101 學年度健康快樂有 GO 讚計畫，舉辦相關健康促進

活動，促使校內教職員工生更積極參與活動，使其校內具更優質的健

康學習工作環境。 

由於本校屬重點師資培育學校，學生畢業後進入多元的教育體系

中擔任教職，故在學期間若能養成自身良好健康的生活習慣，擁有健

康的相關知識，相信未來為人師表之時，亦能成為傳達健康概念的媒

介，成為學生們的健康表率，使健康促進的工作無限延伸。 

目前校內師生飲食多以外食為主，因此容易攝取過多高油脂、高

醣類及低纖維食物，加上忙碌生活而缺乏定期的運動習慣，而衍生了

許多慢性病，BMI 過高與膽固醇過高及未規律運動都是罹患代謝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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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高危險群，隨年齡增加將與心血管疾病息息相關(郭等，2010)，

故健康體位的推展為本計畫一大重點。 

另根據多項報導指出，大學生普遍性行為開放，但其性相關知識

並不正確、不充足，故透過衛生教育宣導，以提升性相關知識，除可

自我保護外，屆時亦能達到防治愛滋病的目的。因此本計劃將結合社

團及培訓健康志工為策略，並結合各項社區資源協助，進行性教育及

愛滋病防治宣導工作，除提供校內健康知識的傳遞，更可將健康的資

訊向外推展至鄰近國小，讓健康的種子由內向下紮根，並向外推展茁

壯，使健康推展工作能永續發展。 

四、 問題分析(需求評估) 

    根據 99、100 與 101 年度教職員工體檢統計分析，如圖-1 所示，

BMI、膽固醇與三酸甘油脂皆顯示 99 與 100 年度為上升，結果顯示

與代謝症候群相關指標為逐年提升，但在經過 101 年度健康快樂有

GO 讚計畫介入下，即有效抑制上升趨勢，且能降低代表肥胖各項指

標，若能有持續不斷的健康促進計畫介入，定能改善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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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99-101 年度教職員 BMI、三酸甘油脂及膽固醇異常人數比例

另學生方面，分析 99、100 與 101 學年度新生健康檢查資料顯示，

如圖-2 所示，BMI、三酸甘油脂與腰圍異常者人數逐漸增加，結果顯

示健康體位學生似乎慢慢減少當中，同時意謂可能提早罹患代謝症候

群等相關疾病，若要解決其肥胖相關問題，應提供健康相關知識，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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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定期運動習慣，此乃當前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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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99-101 年度新生 BMI、三酸甘油脂及腰圍異常人數比例 

依 101 學年度新生健康檢查中的生活型態調查結果顯示，睡眠不

足與未規律運動者高達 50％以上，然而過去文獻也指出睡眠不足與

欠缺運動者將容易引起肥胖等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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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年度新生生活型態調查結果

 
圖-3  101 年度新生健康生活型態人數比例調查結果 

 

兩性相處之道是通往人生旅途中一門必修之重要課題，但一直未

有正式課程教導學生間相處之道，故校園內偶有性騷擾等與兩性相處

相關事件爆發，同時疾病管制局統計資料顯示我國有 72％的患者因

為不安全的性行為而感染愛滋病，年齡層又以 20 至 29 歲年輕族群的

佔最多數，顯示大學生性觀念保守但性行為開放，若要解決其相關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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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應提供正確性相關知識，教導安全性行為，此乃重要之課題。 

 

(一) 學校現況分析(以 SWOT 分析說明) 

1. 優勢(strength) 

(1) 本校為台中市唯一師資培育大學，同時亦為國立大學，與

鄰近地區國小、國中及高中均有良好互動。 

(2) 本校鼓勵師生參與國際事務，補助師生參與國際活動，主

動邀請國際學術團體至本校參訪。 

(3) 本校於 95-99 學年亦獲得教育部獎勵教學卓越計畫補助，

另 102 至 104 年度未獲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學校協助方案計

畫，由此可見本校對於培育師資與人才積極與努力。 

(4) 本校榮獲 100 年度卓越師資培育補助計畫，顯示本校符合

職場所需現代初任優質師資，另外，也培育各行業的優質

就業人才。 

(5) 本校主辦「2013 海峽兩岸大學生辯論賽」為促進兩岸大學

生在廣闊的學科領域相互碰撞，提供青年學子一個互相觀

摩、學習成長的交流平台。 

(6) 本校每天上午固定 8 點半至 9 點半有校醫為全校師生提供

衛生保健相關知識，或是提供排除健康相關疑惑。 

2. 弱勢(weakness) 

(1) 本校為致力培育國高中師資之教育大學，缺乏醫療相關之

科系之人才，因此健康促進方面如種子教師培育與專業資

源相對匱乏，因此需投入人力與時間，借重在地相關專業

與非營利組織資源。 

(2) 因經費來源不易，對於健康促進計畫補助多有限制，計畫

活動安排將造成影響，對建構全方位健康促進學校推行將

構成阻礙。 

3. 機會(opportunity) 

（1） 教育部對學校推動健康促進校園採取鼓勵與補助方

式，間接督促學校推行健康促進方案與措施，讓師生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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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健康相關講座和活動，並成立健康促進種子教師社

團，透過該社團推行健康生活習慣與醫療保健等技能。 

（2） 與鄰近多家教學醫院及診所聯盟，共同推動健康議題，

建立健康促進網絡。 

（3） 衛生保健組持續舉辦意外傷害緊急處理訓練、急救員種

子人員培育，102 年合格者共計 91 位，透過訓練播種保

健種子，伸入校園各角落，發揮師生合作效力，進而影

響社區，形成健康促進團體。 

（4） 目前校內師生對於緊急救護、醫療保健、疾病預防與健

康相關知識仍顯不足，對於健康生活習慣養成與醫療保

健技能仍有待提升與宣導。然而舉辦之各項中大型活

動，皆會設置救護站以提供必要協助，並常常利用此機

會教導或宣傳健康相關知識或技能，由此可知，本校對

於師生健康問題採取主動和積極，對於舉辦之各項健康

促進活動皆熱烈參與，滿意度可達 80-90%以上。 

（5） 代謝症候群就是依肥胖、高血壓、血糖耐受不良、高三

酸甘油脂以及高密度脂蛋白膽固醇過低等五個項目來

診斷。而這五個項目是可矯正的，罹患發生代謝症候群

的族群，可藉由運動、減重、或改善不良生活習慣，來

降低日後罹患心臟血管疾病的風險。 

（6） 透過 101 學年度健康快樂有 GO 讚系列活動得知高達約

150 校內師生參加該活動，亦表示師生對自我健康有所

要求，同時也提供持續運動的良機。 

4. 威脅(threat) 

（1） 分析 101 學年度教職員工體檢身體質量指數(BMI)，結

果發現 BMI 大於 24 者佔 35.7％，即表示每 3 位的教職

員工中就有 1 位體重過重，比國健局調查之結果 27.4%

的老師有體重過重與肥胖的困擾更高，這也表示說，本

校有更高之比例有過重之問題。另外，膽固醇異常者也

高達 30-36%，顯示校內員工健康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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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1 學年度學生健檢資料方面亦呈現，169 位(21.5％)學

生 BMI 過高，13.6％學生膽固醇過高。 

 

五、 計畫目標 

（一） 樂活跑跳碰 

1. 喚起健康與運動意識，辦理健康飲食宣導活動，提升健康

飲食的認知與技能，並辦理有氧運動＂甩肉＂營，提供缺

乏運動或 BMI＞24 者，體驗＂甩油＂的樂趣。 

2. 營造樓梯藝術、裝飾樓梯環境，以鼓勵師生減少電梯搭

乘，增加爬梯機會，此舉除能達到節能減碳之效外，期許

以此增加師生之熱量消耗、降低肥胖機率。 

3. 學生餐廳與校內飲料販賣機建置飲食熱量標示，至少 90

％以上各式飲食與飲料均標示其熱量以供參考，期以建立

健康飲食觀念與正確之飲食攝取量。 

4. 鼓勵 BMI＞24 以上者參加減重健康營活動，期以藉由本

活動改善體位。 

5. 於年度體檢中，異常比例逐年下降，年度 BMI 異常比例

降低至 30%以下。 

(二) 分享簡單『愛』 

1. 藉由衛生教育講座，提升愛滋病防治知識，並培訓成立

健康大使種子教師，並協助至社團或國小進行宣導工作。 

2. 喚起愛滋、性病防治意識，並使參與者願意接受同性戀

或愛滋患者。 

3. 尊重自己與尊重別人，宣導性別平等教育，並執行於日

常生活中。 

(三) 遠離香菸裊裊 

1. 喚起拒菸意識，辦理拒菸宣導活動，創造無菸、健康校園

環境。 

2. 鼓勵吸菸者參加戒菸輔助班活動，期藉由本活動協助戒除

菸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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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計畫內容與實施策略 

 

主題 活動內容 策略方法 

樂活 

跑跳碰 

健康飲食講座： 

1. 要『瘦』要計較 

2. 再見肥胖一族!! 

3.健康飲食新”煮”意 

營造健康飲食環境： 

1. 週二、五蔬食日、飲料無

糖日 

2. 輕鬆『選』正確『吃』，標

示食物與飲料熱量 

樂活運動： 

1. 『爬爬走』走向健康 

2. 『有氧舞蹈』雕塑有型的 

體格 

3. 『尋找有＂重＂要人』定

期測量體脂肪、腰圍及體

重 

1.整合校內資源：結合學生餐廳、學務

處生輔組、總務處及學校社團等單位

共同提倡校園健康飲食文化、提供健

康飲食餐點、營造健康飲食環境、宣

導健康飲食概念。 

2.配合學習護照認證，以鼓勵學生主動

參與活動。 

3.配合教學發展中心之教師研習時數認

證及公務人員終身學時時數認證，增

加教職員工的參與。 

4.結合體育系、體育室、熱舞社及校內

有氧教室、校園步道操場與樓梯進行

活動。 

5.鼓勵定期至健康中心測量體脂肪及體

重；印製健康護照記錄體脂肪及體重

變化及運動紀錄，進行集點活動。 

6.透過測量體脂肪及體重檢測，尋找目

標族群，鼓勵加入各項活動。 

分享＂

簡單

愛＂ 

1. 『紅綠燈』愛滋病防治宣

導講座 

2. 要『愛』不要意外  

3. 成立性教育輔導團隊 

4.辦理人人一套，”套套高手”

競賽活動 

1. 整合校內資源：結合秘書室、心輔

組、生活輔導組與總務處等單位共同

營造性別平等環境，宣導安全性行

為、正確避孕方式、加強性行為與法

律的關係。 

2. 結合社區醫院與衛生所辦理性教育

講座與活動。 

3. 配合學習護照認證，以鼓勵學生主動

參與活動，同時配合公務人員終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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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數認證，增加教職員工的參與之

意願。 

4. 設置保險套販賣機 

遠離香

菸裊裊 

1. 成立無菸校園，校園全面

禁菸。 

2. 雙手環抱『愛』，菸霧裊裊

是『礙』，戒菸宣導講座 

3. 開設戒菸輔助班 

1. 整合校內資源：結合學生會、生活輔

導組與總務處等單位共同宣導營造

無菸校園環境。 

2. 結合社區醫院與衛生所辦理菸害防

治教育講座與活動。 

3. 在校園明顯處張貼禁菸標誌，並加強

禁菸之勸阻及查察。 

 

七、 實施步驟及進度 

    102 學年度健康促進計畫甘梯圖（102-103 年） 

102 年 103 年              時程 

 

工作項目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收集與分析相關資料 

 

           

  

擬定問卷並調查分析 
  

          

  
協調整合各處室跨部合作 

  

  

        

        
各項活動實施 

  

        

  

        
過程評價 

  

        

  

 
資料分析 

          

 

 

  
撰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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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健康促進計畫人力配置表 

計畫職稱 姓名 本校所屬單位及職稱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主任委員 丘周剛 學務長 
綜理督導「推動學校健康促進計畫」
學生事務暨校園活動之規劃與執行。

執行秘書 程一雄 衛生保健組組長 
負責計畫書統籌規劃、執行「推動學
校健康促進計畫」相關活動與事宜。

執行委員 鄒佩君 衛生保健組護理師 
負責計畫經費控管、核銷以及成果報
告之彙編。 

執行委員 阮婷婷 衛生保健組護士 
規劃執行「推動學校健康促進計畫」
前、後測及資料分析。 

執行委員 張碧峰 體育室主任 
協助辦理各項「推動學校健康促進計
畫」活動之執行。 

執行委員 姚海曦 生活輔導組組長 
協助辦理各項「推動學校健康促進計
畫」活動之執行。 

執行委員 丁鳳珍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協助辦理各項「推動學校健康促進計
畫」活動之執行。 

執行委員 洪雅鳳 心理輔導組組長 
協助辦理各項「推動學校健康促進計
畫」活動之執行。 

執行委員 謝文脩 軍訓室主任 
協助辦理各項「推動學校健康促進計
畫」活動之執行。 

執行委員 阮瑩 總務處事務組組員
協助辦理各項「推動學校健康促進計

畫」活動之執行。 

九、 經費編列 

詳見附件一、補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十、 成效評量 

(一) 過程評量 

1、 活動過程中拍攝活動照片並參與式觀察記錄現場活動進行情

形，並進行事後工作檢討等，以利下次活動改善。 

2、 針對活動內容、教材製作滿意度調查，佐以各項活動的簽到

簿參與人數、時程表、教材、照片及活動進行分析等。 

(二) 結果評量 

1. 利用問卷進行前後測量其健康飲食知識與運動觀念，以提升

認知與行為。 

2. 利用問卷進行調查性知識與行為之情形，以落實防制愛滋病。 

3. 規律運動比例可提升至 40％。 

4. 教職員工年度體檢 BMI 異常比例降低至 30％。 

5. BMI＞24 以上者參加減重健康營，藉由本活動改善體位使

BMI≦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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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計畫名稱：健康『贏』造營 

計畫期程：102 年 8 月 01 日至 103 年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300,000 元，申請金額：240,000 元，學校相對配合款：60,00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金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金額： 

XXXX 部：………………元，補助項目及金額：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經費項目 

單價（元） 數量 總價(元) 說明 金額（元） 說明 

講師費 
（校外） 

1,600 30 小時 48,000
辦理衛教宣導課程或減重
班、戒菸班活動訓練。 

講師費 
（校內） 

8,00 20 小時 16,000
辦理培訓健康大使相關知

識與觀念之演講等訓練 

補充保費  1700

補充保費以「演講費、講

座鐘點費、授課鐘點費、

工作費、工讀費、對學生

之獎助」加總之 2%估算 

郵電費 1,000 8 個月 8,000
活動聯繫費（行政及體重
控制學員聯繫費用） 

印刷費 15,000  15,000
印製講習訓練講義及前後
測問卷、宣導單張、手冊、
計畫成果…等使用 

國內旅費 
短程車資 
、運費 

20,000  20,000
校外授課教師車資、辦理
活動之運費等 

保險費 55 60 人次 3,300
辦理訓練活動、至校外宣

導人員之保險費 

宣導教育
費 

80,000  80,000
活動所需佈置(如校內健
走指標、活動海報、羅馬
旗誌、健促環境佈置…等)

對學生之

獎助 
1  30,000

辦理服務學習、活動競

賽、獎勵禮卷、獎勵禮品。

膳食費 80 200 個 16,000 辦理講習訓練及活動用。

業 
務 
費 

工讀費 109 150 小時 16,350
協助辦理演講講習訓練時
使用。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經費項目 

單價（元） 數量 總價(元) 說明 金額（元） 說明 

資訊耗材 20,000 1 20,000
辦理健康教育活動宣導耗
材。 

  
 
 
業 
務
費 

藥品、器材
耗材 

10,000 1 10,000
辦理健康教育、健康體位
社區活動服務用（如體脂
器紙張…）。 

  

雜 

支 

   15,650
以上預算金額 5％列計，
文具、郵電、茶水、紙張…
等。 

  

合 計   300,000
 

  

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補助比率
％】 
□酌予補助 

備註： 
 
1、依行政院 91 年 5月 29 日院授主忠字第 091003820 號函頒對民間團體

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
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
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列明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
經費項目及金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部同意者外，以不補助人事費為原則；
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行政管理費則一律不予補助。 

3、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人事費、業務費、雜支、
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列原則。 

4、雜支最高以【(業務費)*6%】編列。 

餘款繳回方式：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
理 

（□繳回    □不繳
回） 

 
□其他（請備註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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