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大愛曙光-提升高教公共性 

「帶動中小學-玩具總動員來開課囉!」 

成果報告書 

 

執行學校：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活動名稱： 帶動中小學-玩具總動員來開課囉! 

主辦單位： 衛生保健組 主辦人員： 黃溥翔 

協辦單位： 幼獅社社團 協辦人員： - 

繳交日期： 108.07.03 

活動時間： 
1.108年 05月 25日(星期六) 08:00-16:30 

2.108年 05月 26日(星期日) 08:00-16:30 

活動地點： 花蓮縣富里鎮富里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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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目的 

藉由偏鄉服務活動，提升偏鄉小學孩童安全防護意識，傳遞地球環保概

念，性別平等之尊重與包容以及健康自我保護能力。衛教核心課程共八個主

題，分別為運動傷害、預防流感、環保愛地球、消防小尖兵、水域安全、天

天五蔬果、毒品防制和性別平等等。並透過團康遊戲，培養學員們相互合作

和團隊默契。 

二、 活動議程 

【帶動中小學-玩具總動員來開課囉!】 

108年 05月 25日（星期六） 

時間 主題 說明 

08:30-09:00 學員報到 迎接報名的國小孩童 

09:00-09:30 開幕 活動小遊戲 

09:30-10:00 小組時間 分組並建立營規 

10:00-10:10 休息 

10:10-12:00 衛教課程 分組進行衛教課程 

12:00-13:30 午餐及午休時間 

13:30-13:40 營舞醒神 音樂律動提升精神 

13:40-15:20 衛教課程 分組進行衛教課程 

15:20-16:10 小組時間 
各組由隊輔帶領活動，評值學習狀況與

約定第二天活動 

16:10-16:20 叮嚀與回家 

108年 05月 26日（星期日） 

時間 主題 說明 

08:00-08:20 學員報到 國小孩童報到 

08:20-09:30 開營與大地遊戲 帶領遊戲揭開活動序幕 

09:30-09:40 休息 

09:40-10:30 運動會 運動競賽建立團隊合作精神 

10:30-10:40 休息 

10:40-10:50 小組時間 由隊輔帶領活動，評值學習狀況 

10:50-12:10 結業式 頒獎與合照 

12:10-13:00 用餐時間 

13:00-15:00 校園環境場地復原與整理 

15:00-16:00 活動評值檢討會議 

16:00 搭車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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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紀要 

活動紀要： 

五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是幼獅整個學期最最重要的活動，那就是帶動中小

學！每個學期幼獅社都會到偏鄉的學校舉辦帶動的活動，而這次的主題是「玩具總

動員來開課囉！」活動中都會教導小朋友衛教知識，像是第一天的洗手五步驟、天

天五蔬果、毒品防治、環保愛地球、消防小尖兵、拒絕性騷擾、預防運動傷害……，

都是很充實的課程。到了第二天則是進行大地遊戲，跟小小的運動會。 

第一天早上，小朋友都很早就來了，有來過好幾次的小朋友，也有第一次來參

加的，每個人都是帶著很期待的心情來迎接這兩天的活動。一開始的開幕介紹了這

次活動的所有工作人員，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跟小朋友們一起的隊輔姐姐們跟課務姐

姐了吧！然後在跳營舞「加加油」時，大家在副歌的時候也都有跟著一起喊出來，

氣氛也都活躍了起來，大家都充分的展現自己的精神呢！之後在上衛教課程時，小

朋友也非常踴躍的舉手回答課務姐姐們問的問題喔！對上課的人來說大家的回覆應

該就是最大的回饋了吧！還有看到台下人的笑容也是。 

到了第二天，很多小朋友都比前一天還要早到，應該是很喜歡自己的隊輔姐姐

們吧，每個來的都跟他們玩的不亦樂乎，不過因為前一天晚上有下雨，草地的地方

比較濕滑，大家能活動的地方只有走廊，但他們也還是都很開心。然後是大地遊戲，

有 123木頭人，也有吹乒乓球等等，還有最精彩的大隊接力！大家都努力的衝刺，

是為了想要拿到好的成績，同時也能了解在同個團隊中應該要團結，還有最後勝負

出來時，大家也沒有很難過，反而都露出很開心的笑容呢！看見小朋友開心的笑容，

那就是幼獅社的大家最大的動力！ 

兩天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確實有點短，時間來到了活動的尾聲，在結業式

上，小朋友們和隊輔姐姐一起展示了學到的小表演，一起在臺上開心的跳舞，雖然

有人可能因為緊張跳錯或是忘記，但也沒關係，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小朋友開心嘛！

在回顧影片時，小朋友也都有說有笑，看見了同學，也找到了自己可愛或帥氣的出

現在布幕上。再來是頒獎，恭喜小朋友一起參加這次的活動，拿著自己的獎狀跟小

禮物肯定也很喜歡的。最後的最後，工作人員在禮堂外面搭了拱橋，讓小朋友走過，

同時也和他們說再見，還有小朋友會說要擊掌呢！第三十屆帶動中小學活動也在小

朋友和工作人員開心的笑容中結束了。這此的活動真的很充實，看著大家的笑容也

覺得之前的準備都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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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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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問卷調查 

總計學員人數共計50人，問卷回收44份。 

1.本次的課程好玩嗎? 

好玩 不好玩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42 95.45% 2 4.55% 

2.本次的營舞好玩嗎? 

好玩 不好玩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43 97.73% 1 2.27% 

3.第一天早上哪一堂課程讓你印象最深刻? 

預防流感 水域安全 消防小尖兵 運動傷害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4 9.09% 10 22.73% 9 20.45% 21 47.73% 

4.第一天下午哪一堂課程讓你印象最深刻? 

天天五蔬果 環保愛地球 毒品防治 拒絕性騷擾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6 13.64% 5 11.36% 17 38.64% 16 36.36% 

5.本次的大地遊戲好玩嗎? 

好玩 不好玩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44 100% - - 

6.本次的運動會好玩嗎? 

好玩 不好玩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44 100% - - 

7.本次活動整體滿意度 

非常喜歡 普通 非常不喜歡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44 100% - - - - 

8.下次還有舉辦帶動中小學，您還會來參加嗎？ 

會 不會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44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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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支經費明細 

活動名稱 帶動中小學-玩具總動員來開課囉! 

經費總額

(元) 

補助款 22,385 
高教計畫

申請經費 

補助款 22,385 
其他單位 

申請經費 

補助款 0 

自籌款 0 自籌款 0 自籌款 0 

經費項目 

總經費明細 

預估金額

（元） 

實際核銷 

說明 單價

（元） 
數量 金額（元） 

業務費 

膳食費 12,000 80 144 11,520 

【高教深耕補助款】 

04/27(活動場勘)：$80*6 工作人員=$480 

05/26：$80*94(44 工作人員+50 學員)=$7,520 

05/27：$80*44 工作人員=$3,520 

交通費 6,120 2,769 1 2,769 

【高教深耕補助款】 

04/27 學校車站$180 

04/27 花蓮富里$231*6=$1,386 

04/27富里玉里$43*6=$258 

04/27 玉里花蓮$189*5=$945 

工讀費 3,000 150 4 600 
【高教深耕補助款】 

協助文書作業、問卷成果 

印刷費 5,000 2,400 1 2,400 

【高教深耕補助款】 

關東旗$400*3=$1,200 

海報$400*3=$1,200 

保險費 3,250 38 42 1,596 
【高教深耕補助款】 

$38*42人=$1,596 

小計 29,370 
 

18,885  

雜支 
雜支 3,500 35 100 3,500 

【高教深耕補助款】 

致贈學員獎品$35*100=$3,500 

小計 3,500 
 

3,500  

合計 32,870  2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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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簽到單 

馮家葴 張仟億 陳品安 羅倪瑩 葉子瑜 

蘇辰恩 何庭寧 江玉涵 黃政恩 洪妤甄 

黃涓 陳柔安 王盈晴 趙玟雯 葉欣茹 

蘇湘媛 郭宥均 林子安 鄭珮芝 邱苙菱 

范姜彥竹 黃意雯 黃紫翎 許允臻 黃筠媗 

邱家葦 林宜臻 陳芷函 潘晨瑜 徐緗綺 

李佳馨 沈芷妤 王亭懿 徐榆柔 傅宜柔 

黃萍 林凢琳 林佳樺 謝育荃 胡馨元 

王劉佳儀 林暶 粘思潔 黃溥翔 林月欣 

楊采齡 吳姿伃 詹昱峰 林凱婷 胡芮甄 

許育嘉 江泰山 彭康恩 范陽 余佳恩 

蔡輝玄 羅之俞 羅鈺翔 謝和蓉 林子婷 

蔡佩玟 黃韋証 胡嘉琳 陳羿霏 葉柔辰 

陳柏霖 沈庭葳 黎煥禎 陳羿璇 詹綺昀 

林恩忻 林向恩 林兆銓 范育真 張蕙慈 

陳柏霏 鄧丞佑 范晴 潘宥霆 林玉欣 

王姿婷 黎韋慶 藍政邦 羅于晴 朱守衡 

羅翊禎 潘佩霖 劉思杰 陳羿君 鄒琪 

林雨萱 周劭宇 江芝穎 張妤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