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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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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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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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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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如哲 侯禎塘     

一級主管 

職

稱 
學務長 總務長 教務長 主任秘書   

姓

名 
丘周剛  胡豐榮 洪榮照 王玲玲   

二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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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程一雄 姚海曦 陳易芬  許文獻 張碧峰 謝文脩 

醫事人員 

職

稱 
護理師 約聘護士 兼任醫師 兼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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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社團名稱： 健康救護社     ；參與學生數：約 30 人 

 
六、其他學校衛生特色（請列舉）： 
（1）本校獲頒臺中市西區「98 年度熱心環保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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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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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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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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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校於 101-102 學年獲得教育部推行健康促進計畫補助。 

 （6）本校於 102 學年獲得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

享計畫補助。 

 

七、以往推動 HPS 之實際成果： 
榮獲教育部 103 年健康促進學校計畫部份補助，計畫名稱為

『健康樂活疊疊樂』。 
編

號 
主題

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成果簡述 

1 

健康

動-享
樂活 

健康享瘦 享受

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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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實控制體重不代表不能吃美食，

注意飲食熱量標示與卡洛里攝取後，將

均衡飲食、適量運動觀念及持之以恆的

毅力，落實於日常生活習慣中，體重獲

控制，體態變得輕盈，身體更健康。 

2 

健康樂活疊疊

樂闖關活動系

列之樂健康享

樂活（健康知識

問答） 

3 
輕鬆『選』正確

『吃』，標示食

物與飲料熱量 
本校宣導週二、週五無肉日，若遇

週二、週五開會，一律訂蔬食便當，也

希望全校師生天天五蔬果，增進飲食健

康。 
4 週二、五蔬食日 

5 
宣導健康飲食

講座與食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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嚐活動 

6 
健康自主管理

系列活動 
為提升校內師生健康自主管理，本

校提供健康護照手冊，鼓勵師生定期測

量體重、體脂肪及測量血壓活動，透過

規劃運動課程讓師生有正確運動方式，

養成規律運動概念，同時運用健康飲食

課程提升民眾正確飲食概念，這樣的減

重方式才是健康有效的方式，如此才能

真正的做到「健康享瘦，享瘦健康」。 

7 
『有氧舞蹈』雕

塑有型的體格 

8 
教職員工瑜珈

班 

9 

健康

『愛』

、愛健

康 

要『愛』不要意

外講座 

進入暑期，進而讓此段時間，成了

愛滋病傳染高峰期，根據研究統計台灣

感染愛滋病毒者，其中以青壯年 25～34
歲為主要感染族群，感染主因幾乎都是

不安全性行為所致。應教導青少年，如

果真的無法避免發生性行為，則應事先

有正確的自我保護觀念和措施，避免愛

滋找上門的小撇步就是要單一性伴侶、

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學習保護自己、

守護健康，讓愛滋遠離你。 

10 
性教育暨愛滋

病防治講座 (台
語系聯合班會) 

11 
設置保險套販

賣機 
基於「預防」的角度，教導學生，

如果真的無法避免發生性行為，則應事

先有正確的自我保護觀念和措施，目的

為宣導安全性行為，避免愛滋找上門的

小撇步就是要單一性伴侶、全程正確使

用保險套。 

12 

健康樂活疊疊

樂闖關活動系

列之愛滋病防

治匿名篩檢活

動 

13 

無菸

樂活

城 

社區健康營造 
向菸害說”NO” 
講座 

本校 99 年即全面實施無菸校園，同

時每月至少 1 次辦理校園菸害行動宣導

：於校園各角落做菸害防治宣導，大聲

喊出拒絕菸害；及每週至少 1 次的校園

菸害稽核。 

14 

新生體檢主動

提供是否抽菸

之問卷並提供 
轉介服務 

15 
健康樂活疊疊

樂闖關活動系

列之無菸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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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一氧化碳檢

測） 

16 
宣導無菸校園

環境與戒菸 

17 
各大樓前張貼

禁菸標誌 

18 

救人

、自救

，樂活

無限 

CPR+AED 
急救訓練講座 

配合衛生單位推行『全民 CPR 讓心

動起來』活動，本校已辦理 3 場急救訓

練活動，共計 126 人參與。 

19 

健康樂活疊疊

樂闖關活動系

列之急救知識

問答 

20 
衛保組網頁上

設置急救資訊

專區 

21 

其他

活動 

捐血活動 
與春暉社及健康救護社結合，宣導

捐血助人之行，共募得 123 袋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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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子宮頸癌防治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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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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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健康促進之『健康樂活真 eas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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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推動的相關系列活動，

希望藉此營造一個健康樂活的校園，一層一層堆疊滿滿的身心靈

健康，故藉由相關的健康促進活動，營造校園健康樂活環境與氛

圍，讓一層一層堆疊的健康促進活動成為『健康』的根本。今年

為引領師生前往健康樂活的路途，將發展三大樂活方向，其一健

康體位的「動一動真 easy」，其二為「健康『愛』真 easy」，其三

為「無菸樂活真 easy」與「救人自救真 eas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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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3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40103641 號函辦理。 

（二）依據本校 104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辦理。 

 

三、 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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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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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有效推動健康促進議題，故

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共同研議全校性的健康相關議題，並由衛保組 

主辦推動健康促進一系列活動，使得校內師生的健康需求逐年增加與

健康意識覺醒，同時也透過教育部補助 103 學年度健康贏造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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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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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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的高危險群。 

根據 104 年教職員工體檢統計結果分析，BMI 異常由 31.7%升高

至 41.3％，但膽固醇異常由 32.2%升高至 35.6％，三酸甘油脂由 18.2%

升高至 18.9%，結果顯示本校肥胖指標卻是於去年明顯增加許多，顯

示本校師生平日運動量明顯不足且不規則，或是飲食攝取知識與行為

不易配合，此結果透露出需更有效且積極方法介入來抑制本校肥胖問

題。 

依 101、102 與 103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中的生活型態調查結果

顯示如圖 1 所示，未每天吃早餐與規律運動者逐年增加，且未規律運

動者竟高達 60％以上，然而生活型態與健康問題是息息相關，不可

等閒視之。 

 

 

 

 

 

 

 

 

 

 

另學生方面，分析 101、102 與 103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資料顯

示，如圖-2 所示，BMI、總膽固醇與三酸甘油脂異常者人數比例仍高

居不下，結果顯示擁有健康體位學生慢慢減少當中，這也意謂可能將

有提早罹患各種慢性疾病之可能，若要解決其肥胖相關問題，應提供

健康相關知識，培養定期運動習慣，此乃為重要課題。 

 

圖-1 101 年至 103 年度新生生活型態人數比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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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去年健康樂活疊疊樂計畫，辦理『有氧舞蹈』雕塑有型的體

格活動得知，原參加師生 BMI 由平均 22.0%降至 21.6％，體脂肪由

平均 27.4%略為下降至 25.8％，顯示可能學員短期運動介入對其減肥

成效是有效果的，另有本校師生自費參加『瑜珈雕塑』體格活動，為

達運動效果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故安排瑜珈課程有每週一、

三、四各一小時運動時間，讓學員在運動期間逐漸養成運動習慣。 

本校運用多媒體與講座宣導正確飲食攝取知識，進而培養規律運

動習慣，以達身心健康為目的。期許『有氧舞蹈』活動延長時間，或

是安排更多元運動項目，以激發肥胖者參與減重計畫。故健康體位的

推展仍為本計畫一大重點。 

兩性相處之道是通往人生旅途中一門必修之重要課題，成長過程

中一直未有正式課程教導學生間兩性相處之道，故本校偶有性騷擾等

與兩性相處相關事件爆發。大學生普遍性行為開放，但其性相關知識

並不正確、不充足，導致疾病上身，更嚴重者終身遺憾。透過問卷了

解本校學生對性相關認知答對率為 84.4％，正確使用保險套之態度及

行為意圖偏低為 41％，透過講座說明認知答對率可提昇至 92％，正

確使用保險套之態度及行為意圖仍偏低為 59％，這顯示我們身為衛

生教育人員仍有待努力。曾經有部份師生對於校園內設置保險套販賣

機表示反對，透過宣導，告知基於「預防」的角度，如果真的無法避

免發生性行為，則應事先有正確的自我保護觀念和措施，目的乃為宣

導安全性行為，除可自我保護外，亦能達到防治愛滋病的目的。故發

圖-2  101--103 年度新生 BMI、總膽固醇及三酸甘油脂異常人數

 

0

5

10

15

20

25

30

101年 102年 103年

BMI

總膽固醇

三酸甘油脂



 9 

展健康『愛』真 easy 之主題。 

本校 99 年即全面實施無菸校園，同時每月至少 1 次辦理校園菸

害行動宣導：於校園各角落做菸害防治宣導，大聲喊出拒絕菸害。但

校園圍牆外可不定期看見學生抽菸，或是校園角落可見煙蒂，故 103

學年度於新生體檢時，利用問卷詢問是否有抽菸習慣，並告知本校為

無菸校園，張貼大型海報加以宣傳，故將有抽菸習慣者轉介衛生單

位，讓校園有菸癮者可接受戒菸輔導。另外藉由校慶運動會舉辦健康

樂活疊疊樂闖關活動系列之無菸樂活城，運用闖關活動設計一氧化碳

檢測，結果未有發現吸菸者，期以運用更多方法尋找菸癮者，並引發

接受戒菸輔導。故發展無菸樂活真 easy 之主題。 

另鑒於社會諸多心臟猝死急救不及而死亡的案例中，不乏校園中

的學生，再加上衛生福利部修法，公告八大公共場所須設置 AED，

本校在全校師生安全的前提下，且本校也是培育未來師資之重點學

校，先後裝置了三台 AED，且為了強化全校師生的自我急救能力，

強調第一級急救人員 AED 使用效率的重要性，建立「您我都可以救

人」的概念，提升患者存活率，故預於學期中辦理多場次的 CPR+AED

急救訓練，以成就『救人、自救』，故發展救人自救真 easy 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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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進行各項健康促進的工作，除可提供校內健康知識的傳遞

外，更可將健康的資訊向外推展至社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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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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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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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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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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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保健組配合衛生單位推行『全民 CPR 讓心動起來』

活動，本校已辦理 3 場急救訓練活動，共計 26 人參與

102 與 103 年共計 309 位，透過訓練播種保健種子，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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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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透過 101 至 103 學年度健康快樂有 GO 讚、健康贏造營

系列活動與健康自主管理活動，得知高達約 250 位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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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透過『有氧舞蹈』雕塑有型的體格活動，原參加師生

BMI 由平均 22.0%降至 21.6％，體脂肪由平均 27.4%略

為下降至 25.8％，結果顯示可能學員短期運動介入對其

減肥成效是有效果的，另有本校師生自費參加『瑜珈雕

塑』體格活動，為達運動效果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

上，故安排瑜珈課程有每週一、三、四各一小時運動時

間，亦表示本校師生對於規律運動逐步養成當中。 

（7） 本校部份師生對於校園內設置保險套販賣機表示反

對，透過衛教，宣導基於「預防」的角度，應是教導學

生，如果真的無法避免發生性行為，則應事先有正確的

自我保護觀念和措施，其目的為宣導安全性行為，由此

可知性相關知識仍需透過衛生教育人員傳達相關正確

知識或技能。 

（8） 102 學年度於新生體檢時，利用問卷詢問是否有抽菸習

慣，且配合一氧化碳檢測，結果發現有抽菸習慣者約 15

人，期能使這些人產生戒菸動機，轉介衛生單位，進而

戒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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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威脅(threat) 

（1） 分析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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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即表示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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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依據 103 學

年度學生健檢資料方面亦呈現 24.8％學生 BMI 過高，

三酸酐油脂異常為 11.6％，以上結果均顯示本校學生每

4 位的學生即有 1 位體重過重。這些在在顯示肥胖問題

對於學校衛生教育人員是極重要課題。 

（2） 大學生性行為是開放，透過問卷了解學生對性相關認知

答對率為 84.4％，正確使用保險套之態度及行為意圖偏

低為 41％，透過講座說明認知答對率可提昇至 92％，

正確使用保險套之態度及行為意圖仍偏低為 59％，這顯

示我們身為衛生教育人員仍有待努力。 

（3） 本校雖自 99 年即宣佈為無菸校園，但校園圍牆外可不

定期看見學生抽菸，或是校園角落可見煙蒂，這顯示校

園內仍有許多未知菸癮者，我們身為衛生教育人員在協

助戒菸與拒菸方面仍有待努力。 

（4） 本校雖已經設置三台的 AED，且經多次宣導，但仍有多

數師生不知 AED 放置處及畏懼使用 AED，故仍須加強

全校師生之急救智能。 

 

五、 計畫目標 

（一） 動一動真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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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藉由本活

動改善體位。 

2. 為養成師生定期運動習慣，辦理雕塑身材活動，透過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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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舒緩日常生活壓力，提升健康的認知與技能，讓師生

體會「健康享瘦，享瘦健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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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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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於教職員工年度體檢中，異常比例逐年下降，年度 BMI

異常比例降低至 35%以下。 

（二） 健康『愛』真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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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校園宣導工作。 

2. 喚起愛滋、性病防治意識，提升學生對性相關認知答對率

為至 90％，正確使用保險套之態度及行為意圖至為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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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菸樂活真 easy 

1. 喚起拒菸意識，辦理拒菸宣導活動，創造無菸、樂活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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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救人自救真 easy 

1. 建立「您我都可以救人」的概念，提升『救人、自救，樂

活無限』的心態。 

2. 與紅十字會台中分會密切合作，辦理 CPR+AED 急救訓

練。 

3. 在學校學務處衛保組網頁上設置急救資訊專區，教導

CPR+AED 之知識及技能，提供全校師生參考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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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畫內容與實施策略 

主題 活動內容 策略方法 

動一動真

easy 

健康飲食講座： 

1.聰明吃、快樂動、天天量

體重。 

2.健康飲食新觀點。 

3.健康、時尚、多喝水，拒

絕含糖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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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步走』走向健康。 

2.『樂活瑜珈』雕塑有型的 

體格。 

3.『樂活享”瘦”』規律運

動、定期測量體脂肪、

腰圍及體重。 

4.『有氧樂活-自信減重』班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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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開水代替

含糖飲料之概念。 

2.結合社區醫院與衛生所辦理減重教

育講座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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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舞社於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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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集點換

水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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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愛』真

easy 

1.『真愛有一套、你保險了

嗎?』愛滋病防治宣導講

座。 

2.要『愛』不要意外宣導。 

3.辦理校園愛滋病標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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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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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比賽，選出前二名製成

海報，放於校園各處宣

導。 

4.辦理”校慶闖關競賽活動” 

5.愛滋病防治匿名篩檢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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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藉由辦理校園愛滋病標語海報比

賽，選出最有創意、最能表達愛滋

防疫精神者給予獎勵，並將製成海

報放置於校園做宣導。 

無菸樂活真

easy 

1.宣導無菸校園，校園全面

禁菸。 

2.『菸菸不熄、奄奄一息』，

戒菸宣導講座。 

3. 每月至少 1 次辦理校園

菸害行動宣導：於校園各

角落做菸害防治宣導，大

聲喊出拒絕菸害。 

4.藉由新生體檢 CO 檢測找

出『癮君子』，鼓勵戒菸，

並輔導轉介戒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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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藉由新生體檢及校慶時辦理 CO 檢

測找出『癮君子』，並於一些相關宣

導活動時鼓勵參與，需要時並輔導

轉介戒菸中心。 

救人、自救真

easy 

（CPR+AED

急救訓練） 

1. 學期中至少辦理二場次

之 CPR+AED 急救訓練。 

2. 運用各種宣導管道，加強

『救人、自救』的心態

與培養技能。 

3. 網頁上設置急救資訊專

區，教導 CPR+AED 之

知識及技能。 

1.與紅十字會台中分會密切合作，辦理

CPR+AED 急救訓練，協助取得急救

證書。 

2.依據各系所及各行政單位之需求辦

理急救訓練，鼓勵各單位人員參與。 

3.運用宣導海報、跑馬燈、有講問答等

方式，進行『救人、自救，樂活無

限』宣導，增強急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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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校慶活動時，辦理相關

急救知識之闖關活動。 

4.在學校學務處衛保組網頁上設置急

救資訊專區，教導 CPR+AED 之知

識及技能，提供全校師生參考查閱。 

5.於校慶活動時，辦理相關急救知識之

闖關活動，以增強學生遇緊急事件

時之反應能力。 

 

七、 實施步驟及進度 

    104 學年度健康促進計畫甘梯圖（104-105 年） 
             

時程 
 
工作項目 

104 年 105 年 

8-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收集與分析

相關資料 

          新 計 畫   

    

擬定問卷並

調查分析 

          新 計 畫   

    

撰寫、審核

計畫 

          新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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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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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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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委員 戴宜玲 總務處營繕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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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詳見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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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減重班開班，鼓勵 BMI＞24 以上者參加減重健康營，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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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活動改善體位使 BMI≦24，於期間利用講座宣導其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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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關認知答對率

為至 90％，正確使用保險套之態度及行為意圖至為 50％，以

落實防治愛滋病。 

3. 教職員工年度體檢 BMI 異常比例降低至 35％。 

4. 參與 CPR+AED 急救訓練之學員，其每位學員均完成練習急

救訓練之技能，並 90％學員可正確執行完成急救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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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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樂活真 easy 
計畫期程：105年 1月 01日至 105年 12 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155,000 元，申請金額：124,000元，學校相對配合款：3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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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業 
務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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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6小時 4,800 
辦理宣導活動相關知識與
觀念之講座。  
 

補充保費 1,382 1 式 1,382 

補充保費以「講座鐘點
費、工讀費、對學生之獎
助」加總（48,000+4,800+ 
7,200+9,100）*2%估算 

工讀費 120 60 小時 7,200 辦理各項計畫活動時工讀
生費用 

工讀生勞
健保費 

4,816 2 人 4,816 

以基本工資 11,100元
計，聘 2人各一個月，所
需經費(勞保 787+健保
955+勞退雇主提撥
666)*2=4,816 

國內旅費 
短程車資 
、運費 

12,000 1 式 12,000 

校外授課教師車資（1,000
元*2 位），及辦理戶外健
促活動車資（10,000 元*1
輛），將由學校自籌款支出
12,000元。 

保險費 45 40人次 1,800 辦理訓練活動、至校外宣
導人員之保險費。 

宣導教育
費 

42,400 1式 42,400 

活動所需佈置(如校內健走

指標、活動道具、健促環境

佈置…等) 

＊電梯健康標語張貼約

6,000×4棟=24,000 元 

＊宣導活動布條:900元×3

條=2,400 元;帆布布條

3,000 元×2條=6,000 元 

＊健促環境佈置一式約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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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業 
務
費 

印刷費 
5,000 1式 5,000 

印製講習訓練講義及前
後測問卷、宣導單張、
手冊、計畫成果、海報…
等使用，將由學校自籌
款支出 5,000元。 

  

對學生之
獎助 

9,100 1式 9,100 
辦理服務學習、活動競
賽（獎勵前 5名，第 1
名 3,500元、第 2名
2,500元、第 3名 1,500
元、第 4-5名分別各 800
元）、獎勵禮卷（面額 100
元*91張）。 

 
膳費 

80 100個 8,000 
辦理講習訓練及活動
用，將由學校自籌款支
出 3,498元。 

雜支   10,502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
事務費用如文具用品、
郵電、紙張、資訊耗材、
體脂器紙張…等，將由
學校自籌款支出 10,502
元。 

合 計   155,000 
 

 本部核定補助     

元 

承辦              主計             機關學校長官 

單位              單位             或團體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
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費、內部
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

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

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並不

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指定項目補助
□是□否) 
【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請敘明依據）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