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 

第一學期學校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 年 11 月 5 上午 10 時 40 至 11 時 00 分 

貳、地點：學生活動中心一樓會議室 

參、主席：翁進坪校長                       紀錄：高惠娟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一、 本校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修訂已於 108年 7月 18日行行政會議通過後修 

訂，於新學年度實施。案由學生應於註冊前完成健康檢查，因故無法參加

學校辦理之健康檢查者，可依學校規定之檢查項目，自行至地區級以上醫

院受檢。未依規定完成健康檢查或未如期繳交健康檢查報告之同學，延遲

發放學生證、並影響住宿權益。 

二、 本校為無菸校園，但校園內仍有多處違規吸菸的情形，建議加強宣導、加

裝監視器等加強改善措施及解決方案。 

決議： 

(一)導及巡邏查核、勸導後，針對違規吸菸者予以提供違規事證送衛生局開 

罰。(二)務處評估 6-7樓裝設監視器之可行性。已裝設 7樓至頂樓處。 

(三)處內部再行討論查核重點及作法。如附件一。 

(四)會議、電子郵件及生輔組班 line群組向教職員工生宣導，勿違規吸菸、 

每位都有當場勸阻違規吸菸的權利，可即時阻止或拍照蒐證。如附件二。 

業務報告： 

（一）107-108 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得標，全年保費 688 元，學校

補助 100 元，學生繳交 294元/每人。107 學年度申請理賠案件共 115件，申請

金額為 196萬 9929元， (繳交金額約 205萬 240元)，理賠率 96%，含身故 2人、其

中一人由生父領取 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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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由高雄縣建佑醫院得標承辦，檢查費用 590 元/每人，

已於 9月 4日執行，計 794位新生（含轉學生）受檢，醫院提供本校家境困難同

學免費檢查，優惠名單之退費作業進行中。檢查報告以對照組比對後合格，於期

限內寄達本校。 

(三) 新生健康檢查團體衛教說明預計將於 11月中至一年級搭配 CPR+AED 教學完成。 

(四) 本學年度在校學生健康疾病史已完成建檔並通知相關單位(各系辦、生輔組、體

育組)協助輔導並關心，新生部分將於近期提供相關健康資料給新生班導師予以關

懷及追蹤。 

 （五）本校醫療諮詢服務時間本學期每週三下午 13點 40分至 15點，由陽明診所沈宏

穗醫師繼續提供醫療諮詢服務，採預約制，請師生同仁善加利用。本學期夜間兼

職護理人員仍由范麗嬌護士擔任，服務時間為每周一、五晚間 6:30-9:30，若學

校有其他活動則視情形調整之。 

(六) 教育部 108年度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成果已送部審查，109-110年教育部大專

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目前送部申請中，計畫內容如附件三。 

（七）菸害防制工作 

      1、本校於 105 年 12月 1日成為無菸校園，廢除所有校內吸菸區，於本校各入口

之張貼無菸校園告示牌，吸菸勸導至校外南北門機車入口校門外。 

      2、108 年衛生福利部年輕族群場域計畫補助 6 萬元，11 月至臺科大進行蹲點輔

導報告，成果預計於 11月底完成寄出，相關執行成果如附件四，本校獲準績優

學校，衛福部委員及臺科大計畫人員將於 11/7至本校視察輔導。 



      3、近期東北季風增強，有吸菸者會跑進廁所或室內吸菸，影響他人健康及室內

空氣品質，由本中心及生輔組於校內巡查校園時加強查核違規吸菸事件，若累

犯除通知導師、系所或以校規處理，情節嚴重者拍照送衛生局罰款，金門大學

已有數起違規罰緩。 

      4、本中心辦理減菸戒菸支持團體，預計於本學期聚會 1 次，LINE群組持續運作。 

      5、利用上學期反菸帆布條徵選得獎作品完成教學大樓中庭反菸帆布條更換。 

     6、今年度調查本校二手菸暴露率上升至 48%(往年 33%左右)，將利用吸菸熱點做

明顯告示及油漆粉刷宣導，加裝監視器，預定先由教學大樓對面步道施作。 

 （八）校園傳染病防治工作： 

       (1).馬公市第一衛生所於 10/18 至本校未查獲有登革熱病媒蚊之孳生源，希望

全校同仁能繼續注意積水容器之清除，尤以盆栽及底盤、廢棄之器材、未使用

之馬桶。 

     (2).雖時至秋冬，但氣候依然溫暖，登革熱病媒蚊及疫情仍時有所聞，本中心

及總 

務處將依權責持續於全校加強衛教宣導及環境衛生清潔、抽查改善。 

(3).今年流感疫苗自11/15開始施打流感疫苗，疫苗仍是預防流感最有效方

式，針對疫苗疑慮可參照疾病管制署網站。 

(4).本學期9月初衛生單位通報水痘1名(有打過疫苗)，陸續經2星期後出現別

系另2名水痘個案，個案上課之教室、場域皆經過消毒，個案亦保持追蹤，密

切觀察。於10月26日晚間接獲宿舍通報有水痘發生，經調查為宿舍、班級群

聚，共有同房3人(已痊癒)、同班5人(1人痊癒)，採取防治措施如下：    

  1.立即將發病同學移入隔離房間，共4人2房，提供衛教、協調系上及共通科

目期中 

    考請假考試事宜。 

  2.隔天通報衛生單位進行個案及接觸者疫調，共整理男生宿舍碧海棟、采

風棟、行  

政棟、資管一甲及授課教室接觸者近300人，監測21天體溫及發疹情形。 

  3.會請事務組及發病個案教室所屬單位進行公共區域、公共教室及所屬教

室消毒。 



  4.以電子郵件、班級line群組通知全校教職員工生水痘防治注意事項，宣

導通報新 

    發生水痘案例。 

    (九) 本校被選為109年大專校院健促計畫「性教育議題(含愛滋病防治)」推廣學

校，擬 

       定年度計畫執行內容為附件五。 

    (十)本學年度協助外籍生醫療險人數6人、外籍生健保6人、無補助僑生健保4人、

有補助 

      僑生健保4人、僑生僑保2人。 

 (十一)  107-2~108-1辦理活動 

日期 活動主題 成果 

108.3.12

-3.14 

幸福也性福、愛滋病防

治宣導 

1.馬公市第一衛生所提供 HIV匿名篩檢，共計 50名

同學加篩檢。      

2.辦理愛滋病常識、校園設置保險套販賣機網路問

卷，目前共計 216人參加，將持續宣導鼓勵學生參與。 

108.3.25

-6.6 

2019愛你依舊健康減

重活動 

1.辦理健康減重活動，BMI23以上之教職員工生皆可

以參加，為期 10周之自主活動。                  

2.十周比賽結算依減重公斤數選出前五名、5公斤目

標獎 8人、全勤獎 42人。十週活動共計減重 208公

斤，體脂肪下降 271.6%。 

108.3.28 
新生體檢複檢及教職

員體檢 

1.免費新生體檢複檢計 20人參加   2.教職員體檢

計 60人參加 

4月 24日 4小時 CPR+AED證照班 

本校為 AED安心認證場所，健康中心與紅十字會於

4/24共同辦理教職員工四小時 CPR+AED，總計 5名同

學、7名教師、19名職員，共計 31名學員參加，通

過者可取得 4小時 CPR+AED證照。 

4/27-28 16小時急救員訓練 

健康中心 4/27-4/28辦理 16小時急救員訓練，共計

42名學員報名參加， 完成課程、測驗計 41人，通

過 41人，取得急救員證書。 

5/4-5/5 
海憩系 16小時急救員

訓練 

協助海憩系辦理 16小時急救員訓練，共計 38名學員

參加。 

5/4-5/12 
校園菸害防制宣導暨

四系聯合運動周 

結合電信系、餐旅系、物流系及海憩系系運動周辦理

校園菸害防制活動，鼓勵年青學子遠離菸害、多運

動，維護清新校園、增進自己及他人健康。參加人數

約為 300人，88人參與菸害有獎徵答。 

5月 18日 澎科大、朝陽社區無菸 健康中心與朝陽社區至桶盤里、虎井里共同辦理反菸



淨灘活動 淨灘活動、撿拾海岸線海漂垃圾，共計 50名學生及

社區民眾參加。 

5月 25日 
校慶菸害防制相關系

列活動 

衛生局配合本校校慶結合菸害防制宣導，反菸有氧操

帶動、菸害防制宣傳攤 位、菸害防制有獎徵答等。 

5/31-6/2 澎科大獅子會捐血周 
由澎湖獅子會贊助澎科大捐血周，預計募得 200袋

血。 

5月 31日 
均準飲食順便瘦身專

題演講 

由臺大兼任講師及暢銷作家洪泰雄講述均準飲食、順

便瘦身專題演講，共計師生 53人參加 

6/6/~6/1

2 
菸害帆布條徵選 

共計 10項作品投稿參加，由評審選出前兩名及佳作

三名、網路投票選出最佳人氣獎 1名(獲 93人投票)，

將製作成帆布條張貼於中庭，活動觸及人數 797 人。 

9/4 新生訓練衛生宣導 

新生訓練針對校園菸害防制、傳染病防治、緊急傷病

處理流程、健康促進計畫系列活動等衛生宣導約 700

人參加 

9/5 
新生體檢菸害問卷調

查 
利用新生體檢針對吸菸者做吸菸狀況調查共計 26人 

9/25 
健康餐盒競賽之健康

飲食原則 

與餐旅系合辦健康飲食盒餐競賽，先由餐旅系、食科

系老師講授健康飲食原則、烹調技巧。 

10/26 
健康餐盒競賽之健康

飲食、營養宣導 

與餐旅系、衛生局配合健康餐盒競賽辦理健康飲食及

營養宣導活動，提供健康飲食、每日營養等議題有獎

徵答，共計有 90位學生、民眾參加。餐盒競賽由本

校餐旅系一年級隊伍獲得冠軍及人氣獎! 

10/30 導師 CPR+AED宣導 配合導師會議宣導 CPR+AED、水痘防治注意事項。 

 

(十二) 108年 11-12 月預計辦理活動 

1、 配合大一體育課發放新生體檢報告及 CPR+AED教學 

2、 減菸戒菸支持團體聚會 1-2次 

3、 鼓勵多喝水、少喝含糖飲料及多運動活動 

4、 年度健促計畫摸彩活動 

5、 11/8-11/10獅子會捐血活動 

6、 愛滋病主題電影觀賞及宣導活動 

 

 

 

 

 

 

 

 



附件一 

針對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學校衛生委員會臨時動議 學務處內部討論 

 

日期:108.3.20     時間:11:00-12:00            地點:學務長室 

參加人員：學務長方祥權 

    護理師：高惠娟               宿舍管理員：歐玉甄 

    校安：曾佩莉                  後會：方志楊 

 

臨時提案(一)                                             提案人:王淑治委員 

 案由：本校為無菸校園，但校園內仍有多處違規吸菸的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教學大樓 6-7 樓之樓梯間有需多菸蒂、有時也會充斥菸味，建議加強宣導、加裝

監視器。 

辦法:經會議討論後辦理加強改善措施及解決方案。 

決議： 

1. 加強宣導及巡邏查核、勸導後，針對違規吸菸者予以提供違規事證送衛生局開

罰。 

2. 加會總務處評估 6-7 樓裝設監視器之可行性。 

3. 由學務處內部再行討論查核重點及作法。 

4. 於行政會議、電子郵件及生輔組班 line 群組向教職員工生宣導，勿違規吸菸、

每位都有當場勸阻違規吸菸的權利，可即時阻止或拍照蒐證。 

內部討論決議: 

一、 先由學務處生輔組、健康中心分配各建築物(含宿舍、長城)責任區

域，至 3月底前加強巡查、勸導，宣導期後若遇違規經檢舉拍照則送衛生局開

罰。 

二、 不定期由人員聯合至各吸菸熱點查核，並知會該區域系主任，宣導

可以自行勸導或拍照檢舉，交由本處提供衛生單位開罰。 

三、 於行政會議、主管會報、電子郵件及生輔組班 line 群組向教職員工

生宣導，勿違規吸菸、大家都有當場勸阻違規吸菸的權利，可即時阻止或拍照

蒐證，無菸校園需大家共同努力。 

四、 與衛生局連繫入校菸害稽查時，能知會本處以共同落實菸害防制法。 



附件二 

 

配合進班宣導宣傳無菸校園 

 

配合進班宣導宣傳無菸校園 

 

新生訓練宣導菸害防制 
 

菸害聯合查核 

 

教學大樓教師研究室巡查 

 

海工大樓校園查核 



 

 
校園菸害稽查 

 

勸導吸菸者至校外、勿亂丟菸蒂 

 

勸導外來廠商勿在校園吸菸 

 

查獲校園內學生使用電子煙，給予衛教 

 

實驗大樓五樓太陽能板處 

 

教學大樓 7樓監視器畫面 

 



附件五 

 

 

 

 

執行年度 執行項目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議題執行具體措施(預計) 

109年 幸福也 

性福 

1.性別平等委員會、學校衛生委員會報告並討論年度性教

育、愛滋病防治等工作計畫 

2.設置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公布欄一處 

3.配合新生訓練、情人節、愛滋日辦理活動。 

幸福性福 

Q & A 

4.配合衛生局辦理匿名篩檢活動 

5.調查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相關知識、態度、行為問卷，

以評估設置保險套販賣機 

6.辦理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競賽活動。 

110年 幸福性福 Q 

& A 

1.性別平等委員會、學校衛生委員會報告並討論年度性教

育、愛滋病防治等工作計畫 

2.設置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公布欄一處 

3.配合新生訓練、情人節、愛滋日辦理活動。 

4.配合衛生局辦理匿名篩檢活動 

5.辦理愛滋病防治相關電影欣賞，會後交流，並宣導正確愛

滋病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