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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目的 

透過大專校院青年學子在校期間學習的衛生教育觀念、參與過的健康促進議

題，帶至偏鄉國小及社區進行宣導服務，建立並培養國中小學生及社區民眾正

向的健康觀念。 

二、 活動議程 

108/04/27：帶動中小學-奇幻的玩具之旅 

【帶動中小學-奇幻的玩具之旅】 

108年 04月 27日（星期六）07:30-17:00 

時間 主題 說明 

07:30~08:00 工作人員準備 最後確認場地及設備是否齊全 

09:00~09:30 歡迎光臨 小朋友報到、開放現場報名 

09:30~10:20 開營囉 
師長致詞、教營舞、喊隊呼、 

說明遊戲規則 

10:20~11:10 小佛去上學 性平教育 

11:10~12:00 杜芬舒斯來上課 視力保健 

12:00~13:40 補充能量 午餐及午休 

13:40~14:30 美眉家族出任務 口腔保健、均衡飲食 

14:30~15:30 飛哥闖天下 戶外闖關活動 

15:30~16:20 派瑞來玩耍 母親節手做 DIY 

16:20~17:00 凱蒂絲的叮嚀 結業式：頒發結業證書、結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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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28：偏鄉社區服務-護理總動員 

【偏鄉社區服務-護理總動員】 

108年 04月 28日（星期日）07:30-16:00 

時間 主題 說明 

07:30~08:00 工作人員準備 最後確認場地及設備是否齊全 

08:00~08:20 報到 主日學學員簽到 

08:20~09:00 跟著我們一起動吃動吃 營養均衡、口腔保健 

09:00~09:10 補充能量 休息及點心時間 

09:10~10:00 團康遊戲 說明活動內容及遊戲規則 

10:00~10:30 中場休息 佈置一般民眾活動地點 

10:30~11:50 健康同樂會 菸、酒、檳榔防治衛教 

12:00~12:15 有獎徵答 衛教內容重點回顧 

12:15~12:30 頒發感謝狀 頒發結緣品及感謝狀 

12:30 珍重再見 發放餐盒 

12:30-13:00 場地恢復 清理垃圾、收拾用具 

13:00-14:00 返校 專車接送 

14:00-15:30 活動評值會 教職員、學生活動檢討 

15:30-16:00 用物整理 清點教具、設備，用物整理 

16：00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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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紀要(含執行策略) 

活動紀要： 

108/04/27：帶動中小學-奇幻的玩具之旅 

這一天，我們到了依山傍水的秀林村，站在秀林國小的操場上，可以感受到大

自然的壯麗以及濃厚的人文環境，我們培訓的種子志工在開課前密集的討論、設計

教案還有衛教主題，就是希望帶給秀林國小的小朋友及家長一個很特別且充實的週

六。 

上午八點半，就在悅耳的太魯閣族歌謠中，秀林國小及社區小朋友們、家長陸

續地來到校園，「大哥哥、大姐姐們早」一位眼睛大大的小男生很靦腆的對來自慈

濟科大的我們說，待學員到齊之後，活動值星官也特別說明活動的注意事項及活動

流程，於是，就展開了我們今天的奇幻的玩具之旅。 

培訓志工準備了四門衛教課程，內容包括：均衡飲食、口腔保健、視力保健與

性別刻板印象，藉由課程的引導、遊戲的方式還有教具的應用，讓小朋友們建立正

向的健康促進方式。尤其在性別刻板印象的課程中，不同年齡層的小朋友對於性別

認同有不一樣的解讀，小朋友將自己覺得男生及女生應該長怎麼樣、可以從事甚麼

樣的工作及行為，利用畫畫的方式並將上台分享自己的畫作；有一個中年級的小女

孩畫了一個女生在球場上打籃球，她說：「我姐姐是籃球隊的隊長，我自己也很喜

歡打球和跑步，希望自己以後也可以成為籃球隊長」，對於性別認同小朋友們熱烈

表達和回應，我們也從中學習互相尊重彼此的看法及意見，家長也透過課程了解小

孩們的想法。 

除了課程之外，志工們也帶領小孩到操場玩樂，透過肢體上的互動及團康遊戲

的積分賽，小朋友們與工作人員越來越有默契，甚至還有小朋友們私底下和大哥哥

大姐姐們分享家裡的生活點滴。藉由帶動中小學的一天活動，種子志工們不僅強化

了自己在各專業知識，而且透過近距離的互動更瞭解偏鄉小孩的天真，我們將自我

所學的技能帶給秀林國小的小朋友，小朋友們一整日的開心笑容，是給我們最棒的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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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28：偏鄉社區服務-護理總動員 

這是我們第一次走進秀林部落裡的基督長老教會，我們才剛到教會，就聽到優

美的詩歌和小孩們的歡樂笑聲；緊接著，工作人員迅速的完成場地布置，就開始今

天偏鄉社區服務的活動。 

教會的青少年協助我們帶領小孩們簽到及就坐，活動開始前，我們用簡單的暖

身操當作開場，接著主講者介紹〝跟著我們動吃動吃〞課程，利用食物模型讓小朋

友們了解，每種食物擁有的營養價值，還有每天基本需要攝取的份量，社區小孩在

工作人員的引導下，將食物分門別類放在餐盤裡，透過圖像記憶去辨別豆腐是魚肉

豆蛋白類、西瓜是水果類、大番茄是蔬菜類…等等，課程最後提供有獎徵答，藉此

了解教學的成效。每位小朋友都很認真的舉手回答、也願意分享平常吃的零食是沒

有營養價值的，不僅選擇食物要選擇、份量要足夠，更重要的是透過小小的互動遊

戲增加活動力，小朋友在活動結束後表示下次還要再來參加。 

第一堂與社區小孩互動的課程結束後，我們移動至教會大堂裡，秀林村內的民

眾已經人滿為患，熱烈歡迎我們到來。主講者利用目前最常見的煙、酒、檳榔防治

給民眾正確的觀念。藉由三個不一樣的主題，利用海報的說明及圖示，講解不同物

質會造成身體上不同的危害；除了敘述性的解說外，學生這時候將被裁切成小塊的

菜瓜布遞給民眾，要求民眾將菜瓜布輕輕的重複刷在手背的皮膚上，不斷重複的結

果讓民眾直呼很不舒服、摩擦久了會痛，檳榔好比菜瓜布，咀嚼檳榔的過程就像菜

瓜布摩擦皮膚一樣，更何況口腔黏膜更加脆弱，民眾表示從來沒有體驗過，能夠從

中了解檳榔對口腔的危害，會時時提醒家人跟朋友不要再嚼檳榔了。 

除了坐著聽學生們講解，也讓民眾們起身動一動，工作人員特別準備酒駕眼鏡

請民眾試戴，並且要求佩戴著眼鏡走一直線、還要越過障礙物，看到體驗者走得東

倒西歪，大家都笑成一團，體驗的民眾說：「原來喝酒之後除了自己覺得頭暈以外、

別人看著我們是走一步、退三步的樣子」，主講者也提供目前酒駕罰緩給民眾參考，

喝酒不僅傷身、還傷了荷苞。 

課後也提供精美的小禮物給民眾有獎徵答，看到大家反應熱烈，也給了很多具

體的建議及回饋，這兩天的帶動中小學暨偏鄉社區服務學生志工們也有許多的收

穫，學生說，能夠將自所學到的知識及技能帶給部落的家人，不僅能考驗自己的專

業性，也是訓練自己口條的方式，希望未來有更多機會深入部落或偏鄉社區，可以

讓這些孩子們、民眾體驗到不一樣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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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照片 

108/04/27：帶動中小學-奇幻的玩具之旅 

  

  

  

 

『視力保健』-帶動小朋友一起做動眼操 

 

課程中，小朋友們回應熱烈 

 
『性平課程』鼓勵小朋友用畫畫來表達， 

男生女生之間要互相尊重 

 

小朋友們跟大姐姐、大哥哥一起互動， 

透過矇眼的遊戲培養團隊默契 

 
『手做課程』搭配母親節， 

DIY製作御守卡片 

 

秀林國小家長一起陪同， 

營造親子互動及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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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28：偏鄉社區服務-護理總動員 

  

  

  

 

 

破冰時間，透過康樂活動拉近與社區 

小朋友們的距離 

 

親切的互動與微笑，使活動更加順利 

 

簡單敘述食物的類別更營養價值 

 

菸、酒、檳榔防治衛教中， 

讓民眾體驗酒駕眼鏡帶來的不適 

 

讓社區小朋友自行操作並分類， 

每個食物的營養素，加強印象 

 

秀林長老教會，與社區小朋友及家長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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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加人數統計 

108/04/27：帶動中小學-奇幻的玩具之旅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職稱 

學員 31 46.27% 

學生(工作人員) 25 37.31% 

老師 4 5.97% 

職員 3 4.48% 

家長 4 5.97% 

其他 - - 

單位 

護理科 12 17.91% 

護理系/護理學院 13 19.40% 

學務處(含組) 3 4.48% 

其他 39 58.21% 

學制 

五專生 12 17.91% 

四技生 13 19.40% 

二技生 - - 

教職員 7 10.45% 

國小 31 46.27% 

其他 4 5.97% 

108/04/28：偏鄉社區服務-護理總動員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職稱 
學生 

(含工作人員) 
50 51.02% 

 

教師 - - 

職員 3 3.06% 

社區民眾 45 45.92% 

單位 

護理科 12 12.24% 

護理系/護理學院 13 13.27% 

學務處(含組) 3 3.06% 

社區民眾 70 71.43% 

學制 

五專生 12 12.24% 

四技生 13 13.27% 

二技生 - - 

教職員 3 3.06% 

其他 70 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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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問卷調查 

108/04/27：帶動中小學-奇幻的玩具之旅 

總計參加人數共計67人，問卷回收30份。 

 基本資料統計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職稱 

學生 30 100％ 

教師 - - 

職員 - - 

其他 - - 

單位 其他(秀林國小) 30 100％ 

學制 其他(國小生) 30 100％ 

 問卷題目統計 

題號 1 2 3 4 5 6 7 

平均值 4.80 4.93 4.80 4.90 4.67 4.87 4.87 

滿意度總平均 4.83 

1.本次活動時段的安排 

問卷回

收數 
平均值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30 4.80 24 80% 6 20% - - - - - - 

2.本次活動講師的安排 

問卷回

收數 
平均值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30 4.93 28 93.33% 2 6.67% - - - - - - 

3.本次活動主題及內容 

問卷回

收數 
平均值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30 4.80 24 80% 6 20% - - - - - - 

4.本次活動的實際學習成效 

問卷回

收數 
平均值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30 4.90 27 90% 3 1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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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活動場地環境的舒適性 

問卷回

收數 
平均值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30 4.67 22 73.33% 6 20% 2 6.67% - - - - 

6.本次活動的行政服務滿意度 

問卷回

收數 
平均值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30 4.87 26 86.67% 4 13.33% - - - - - - 

7.本次活動整體滿意度 

問卷回

收數 
平均值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30 4.87 26 86.67% 4 13.33% - - - - - - 

8.本次活動/研習，您個人收穫及想法為何？ 

(1) 瞭解食物分為六大類。 

(2) 瞭解性別平等。 

(3) 從大哥哥大姐姐的身上，學習到生活上的事。 

(4) 學到如何正確刷牙對於我們的幫助，還有牙齒保健的方法。 

(5) 從小新姐姐身上學習到良好的生活習慣。 

(6) 我學習到怎麼玩橡皮筋。 

(7) 學習如何尊重別人，還有對自己身體健康幫助。 

(8) 親子互動，是很棒的經驗。 

(9) 孩子們在活動中非常開心，我也從學學生身上瞭解到男女平等的重要性。 

(10) 可以認識其他的小朋友。 

(11) 我喜歡這個活動，可以與家人在一起，而且姐姐們都很熱心。 

(12) 不可以欺負弱小。 

9.針對本次活動，你的具體建議為何? 

(1) 蚊子太多了。 

(2) 帶領的志工同學們都非常熱心、貼心，也很有耐心，對這個活動非常滿意。 

(3) 可以辦點球類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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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28：偏鄉社區服務-護理總動員 

總計參加人數共計98人，問卷回收57份。 

 基本資料統計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職稱 

學生 16 28.07% 

教師 - - 

職員 - - 

其他(家長) 2 3.51% 

其他(民眾) 39 68.42% 

單位 其他(社區) 57 100% 

班級 

幼稚園 6 10.53% 

國小 5 8.77% 

國中 5 8.77% 

高中 - - 

其他 41 71.93% 

 問卷題目統計 

題號 1 2 3 4 5 6 7 

平均值 4.72 4.72 4.79 4.72 4.74 4.75 4.77 

滿意度總平均 4.74 

1.本次活動時段的安排 

問卷回

收數 
平均值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57 4.72 44 77.19% 10 17.54% 3 5.26% - - - - 

2.本次活動講師的安排 

問卷回

收數 
平均值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57 4.72 45 78.95% 8 14.04% 4 7.02% - - - - 

3.本次活動主題及內容 

問卷回

收數 
平均值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57 4.79 47 82.46% 8 14.04% 2 3.5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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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活動的實際學習成效 

問卷回

收數 
平均值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57 4.72 46 80.70% 6 10.53% 5 8.77% - - - - 

5.本次活動場地環境的舒適性 

問卷回

收數 
平均值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57 4.74 44 77.19% 11 19.30% 2 3.51% - - - - 

6.本次活動的行政服務滿意度 

問卷回

收數 
平均值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57 4.75 46 80.70% 8 14.04% 3 5.26% - - - - 

7.本次活動整體滿意度 

問卷回

收數 
平均值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57 4.77 47 82.46% 7 12.28% 3 5.26% - - - - 

8.本次活動/研習，您個人收穫及想法為何？ 

(1) 不要吃檳榔、抽菸及喝酒。 

(2) 能充分了解健康資訊及知識。 

(3) 認識菸、酒、檳榔對於身體的危害，所以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4) 回去要戒菸。 

(5) 可以提醒自己不菸、不酒。 

9.針對本次活動，你的具體建議為何? 

(1) 希望未來有更多宣導及體驗。 

(2) 很好，希望能有更多場次。 

(3) 整體還不錯，希望衛教內容可以再簡化一點，覺得有點冗長。 

(4) 主講者可以再說慢一些，有些年長者會跟不上。 

(5) 海報可以再製作專業一些，呈現的方式要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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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實支經費明細 

活動名稱 帶動中小學暨偏鄉社區服務 

經費總額

(元) 

補助款 36,572 
高教計畫

申請經費 

補助款 3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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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讀費 1,800 150 12 1,800 
【高教深耕補助款】 

協助志工招募、活動策劃及文書作業 

住宿費 9,000 9,600 1 9,600 
【高教深耕補助款】 

包棟一晚住宿價格(工作人員*25人) 

印刷費 1,000 1,460 1批 1,460 
【高教深耕補助款】 

印製回饋單、報名表、宣傳海報 

材料費 2,500 2,492 1批 2,492 
【高教深耕補助款】 

手作材料費、美宣 

交通費 6,000 5,000 1趟 5,000 

【高教深耕補助款】 

中型遊覽車*1 輛 

學校秀林國小住宿 

保險費 2,200 0 0 0 
【高教深耕補助款】 

協辦單位協助投保 

膳食費 14,450 50 1 12,270 

【高教深耕補助款】 

04/27 工作人員及學員共 63人 

午餐$4,200、茶水費$1,130、晚餐$2,000 

04/28 工作人員及社區民眾共 100人 

午餐$4,500、茶水費$440 

小計 36,950 
 

32,622  

雜支 
雜支 4,000 

32 100 3,200 【高教深耕補助款】 

04/28 學員禮品$100*32份 750 1 750 

小計 4,000 
 

3,950  

合計 40,950  3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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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簽到單 

108/04/27：帶動中小學-奇幻的玩具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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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28：偏鄉社區服務-護理總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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