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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衛生教育委員會會議紀錄  

( 1 0 6 . 1 0 .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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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開會通知單 
聯絡人及電話：林子平 分機 606 

受文者：衛生教育委員會委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04 日 

開會事由：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衛生教育委員會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13：30-14：30 

開會地點：圖資大樓九樓第一會議室 

主 持 人：俞維昇  主任委員 

出 席 者： 

蔡仁智委員 許成源委員 李靜宜委員 黃  鈞委員  

藍卉羚委員 葉麗琴委員 陳幼珍委員 朱艷芳委員 

徐成坤委員 陳禹達委員 蔡長青委員 陳德釧委員 

狄瑞泰委員 舒宗浩委員 李漢臣委員  張敏捷委員 

張幸卿委員 胡齊元委員 張寶玲委員  陳澤蓉委員 

簡湘宜委員  廖珮雯委員 

列 席 者：梁明義  陳秉寬  楊東達  林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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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衛生教育委員會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6年10月17日(星期二)下午13：30-14：30 

開會地點：圖資大樓九樓第一會議室 

主 持 人：俞維昇  主任委員                         紀錄：林子平 

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以及學生代表一起來蒞臨開會，等會在我們開的過程中針對

學校的一些衛生安全，學生代表如果你們想到的也可以提出來為師長委員

做一些建議。 

參、工作報告 

一、生輔組工作報告 

(一)學校教室均採取跑班方式上課，有關教室整潔維護，依據總務處環境整

潔實施辦法採取方式如後： 

1.請授課師長於課堂要求，實施下課前五分鐘整潔運動。課間換堂發生整

潔問題，請由老師向系上提出反映。 

2.班級服務學習：由各系規劃並執行，將有修習服務學習課程的必修班級

分組，視實際情形，平均分配於週一至週五間整理班級教室。 

3.善用申請改過遷善的同學，針對校外機車停車場等區域實施打掃。 

(二)教室整潔所見問題 

1. 部分任課師長未要求班級做好班級整潔工作，形成教室內垃圾堆積嚴

重，且髒亂情形多未見改善。 

2. 系上助教有時工作繁重，對於服務學習課程學生分配不均，或學生執行

服務工作草草完成，無法有效落實。 

二、體衛組工作報告 

(一)校園傳染病防疫宣導： 

為防治校園傳染病疫情，請協助宣導下列防護措施，以共同維護全校教

職員工生之健康，多一份認識準備，多一份安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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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肺結核 

(1)請師生若有咳嗽情形，請務必配戴口罩，歡迎至健康中心(生活一館一

樓)領取，落實個人自主健康管理機制，並保持辦公處室及教室等室內

空間之清潔與空氣流通，適當休息與補充水分，並依醫師指示接受治

療。 

(2)請師生多利用結核病簡易篩檢方法（如下表），進行自我篩檢，若症狀

達 5 分以上、建議到鄰近醫療院所胸腔內科就診檢查，以期早期發現

結核病，早期治療。 

2.諾羅病毒 

(1)請加強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不生飲、不生食，與他人共食請使用公

筷母匙。 

(2)養成如廁後、進食或準備食物前勤洗手的良好個人衛生習慣，並備有

肥皂或洗手乳，以利維護個人衛生。 

(3)澈底清洗水果和蔬菜。 

(4)澈底煮熟食物，不需烹煮的食物應儘快吃完，食物需要封上保鮮膜以

預防污染，吃剩的食物應放在溫度適中的冰箱中儲存，被污染或懷疑

被污染的食物必須要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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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倘出現噁心、嘔吐、腹瀉、腹絞痛、發燒、頭痛及肌肉酸痛等疑似症

狀，應及早就醫，並注意補充水分與營養。 

(6)落實生病人員不上班、不上課：餐飲從業人員(廚工)如有諾羅病毒感

染症狀應停止處理食物；確診為諾羅病毒感染之教職員工生及餐飲從

業人員，應停止上班、上課，待症狀解除 48 小時後才可恢復上班上課。 

(7)加強環境清潔消毒及清理者防護作為：腹瀉患者之嘔吐物、排泄物及

室內環境空間務必做好清潔消毒，清理者請戴上口罩及手套，完成清

理工作後，務必以肥皂與清水澈底洗手。 

3.流行感冒 

(1)預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按時接種流感疫苗。 

(2)維持手部清潔 

2.1 勤洗手 

2.2 咳嗽或打噴嚏後更應立即洗手 

2.3 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3)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 

3.1 有呼吸道症狀時戴口罩，當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立即更換 

3.2 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 

3.3 有呼吸道症狀，與他人交談時，儘可能保持適當距離 

(4)生病時在家休養 

4.1 有流感症狀立即就醫，並依醫囑服用藥物 

4.2 在家中休養，儘量不上班、不上課，並避免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

具 

(5)流感流行期間，減少出入公共場所或人多擁擠地方 

(6)保持室內空氣流通，降低病毒傳播機會 

(7)注意飲食均衡、適當運動及休息，以維護身體健康 

4.登革熱、茲卡病毒感染症 

(1)前往流行地區於戶外環境時，宜著淡色長袖衣物，並在皮膚裸露處塗

抹衛生福利部核可的防蚊藥劑，學習自我保護之技巧；來(返)臺師生

於入境後應自主健康監測 14 天，如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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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關節痛、出疹等症狀時，應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離

開茲卡病毒流行地區後，請依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最新公布的

「1+6 原則」進行防護，應暫緩捐血 1 個月，無論有無症狀，男性和

女性都應採取安全性行為至少6個月，女性並應延後懷孕至少6個月。 

(2)請相互關心流行地區來(返)臺師生之健康狀況，若有發生確診病例，

請主動告知校安中心實施通報作業，以利掌握校園最新疫情發展。 

(3)請大家持續落實校園居家環境巡檢及依「巡、倒、刷、清」原則落實

孳生源清除工作，將戶外容器妥善收置，避免造成雨後積水孳生病媒

蚊，雨後尤需立即巡查，做好孳生源清除防止病媒蚊孳生。 

(二)106-1 預定辦理活動： 

週次 辦理日期 活動名稱 參加人員 活動地點 

2 106.09.19 
106-1 飲水安全衛生研討 

暨飲水機督導志工職前訓練 

飲水機 

管理小組 
健康中心 

4 106.10.3 
106-1 環境保護研習 

暨衛生股長培訓營活動 
全校衛生股長 

圖資大樓 

9-1 會議室 

6 106.10.17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暨轉學生 

健康檢查活動 

一年級新生暨各學

制年級轉學生 
設計一館 B1 

7 106.10.24 106 年流感疫苗校園集中接種活動 五專二、三年級 設計一館 B1 

7 106.10.28 
106 年度教職員工健康檢查暨癌症篩

檢活動及衛生教育宣導活動 

全校教職員工自由

報名參加 

健康中心、生活

一館一樓廣場 

9 
106.11. 

11-12 

106 年度急救安全教育訓練系列活動

一【急救員訓練營】 

全校師生自由報名

參加 

生活一館 F206

教室、影視一館

排演室 

11 106.11.21 
106 年度急救安全教育訓練系列活動

二【運動傷害預防保健講座】 

全校師生自由報名

參加 

圖資大樓 9 樓國

際會議廳 

11 106.11. 22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報告說明會 全校教職員工 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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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6.11.28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健康檢查報告說

明會活動(預計 3 場） 

一年級新生 

暨轉學生 

圖資大樓 9 樓國

際會議廳 

13 
106.12. 

6-7 

106 年度急救安全教育訓練系列活動

三【CPR+AED 訓練】(3 場) 
一年級全體新生 

圖資大樓 9 樓

國際會議廳、 

9-1、9-2 會議室 

14 106.12.12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 

暨轉學生 B 肝疫苗追加注射活動 

一年級新生 

暨轉學生 
健康中心 

17 107.1.2 106-1 救傷隊期末研討活動 
學務長、體衛組組

長、救傷隊全體隊員 
健康中心 

(三)106 年度體育衛生組工作計畫暨預算表： 

項次 工作計畫 作業時間 

1 

辦理【工作計畫及經費編列】相關作業 

1.擬定本年度衛生保健工作計畫暨編列預算 

2.編列學年度單位經費預算 

 

1.每年 1 月 

2.每年 5-6 月 

2 

辦理【教育部計畫】相關作業 

1.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系統建置及健康資料分析試辦計

畫 

2.年度大專校院學校衛生統計問卷填報 

3.年度推動校本健康自主管理計畫成果報告 

 

1.每年 12 月至隔年 2 月 

2.每年 4-6 月 

3.每年 7-9 月 

3 
協辦「衛生福利部委託台北醫學大學執行之青年世代健康行為長

期追蹤研究計畫」相關作業 
106 年 2-4 月 

4 

辦理【會議召開】相關作業 

1.年度學校衛生委員暨學校衛生工作計畫及預算審查會議 

2.膳食協調委員會議 

 

1.每學期(3、10 月) 

2.每學期(3、10 月) 

5 

辦理【健康中心】相關作業 

1.處理緊急傷病個案相關事宜 

2.健康中心服務月報表呈核 

3.辦理「各學期【師生就診(意外傷害、休息)處理及學生平安保險

 

1.隨案 

2.每月 

3.每年 2、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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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理賠案類別及金額統計表】彙整統計呈核歸檔作業」 

4.清洗診察室、休息室物品及急救員訓練營教材 

5.請購衛材 

6.辦理「學年度師生急症送醫之車資統計核銷請款作業」 

 

4.每年 1、7 月 

5.每年 1、7 月 

6.每年 7 月 

6 

辦理【飲水安全衛生】相關作業 

1.辦理「飲水安全衛生研討暨飲水機清潔督導志工職前訓練活動」 

2.飲水機督導清理作業 

3.督導清理檢查紀錄表彙整呈核作業 

4.配合總務處營繕組辦理「飲水機水質檢測」作業 

 

1.每學期(3、10 月) 

2.上課學期每日 

3.上課學期每 2 週 

4.每年 1、4、7、10 月 

7 

辦理【全校學生平安保險及僑生健保】相關作業 

1.簽辦「學年度學生團體平安保險招商」相關事宜 

2.辦理「全校(日夜間部)學生平安保險承保彙整報部作業」 

3.辦理「學生平安保險理賠申請作業」 

4.辦理「僑生健康保險加(退)保、轉入(出)、繳納核銷相關作業」 

 

1.每年 4 月 

2.每學期(4、11 月) 

3.隨案申辦 

4.每月(不定期) 

8 

辦理【學年度入學新生暨轉學生健康檢查】相關作業 

1.簽辦「學年度入學新生暨轉學生健康檢查招商」相關事宜 

2.辦理「學年度入學新生暨轉學生健康檢查、報告說明會暨 B 型

肝炎（疫苗追加注射、抽血檢驗抗體）及異常者追蹤複檢治療」

等作業 

3.規劃辦理相關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1.每年 4 月 

2.每年 9 月至隔年 6 月 

 

 

3.全學年依活動規劃而定 

9 辦理「年度教職員工健康檢查暨癌症篩檢健康促進活動」 106 年 10 月 

10 

辦理【年度感染性事業廢棄物處理清運】相關作業 

1.簽辦「年度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委託處理招商」相關事宜 

2.處理清運作業 

3.申報核銷處理清運費作業 

 

1.每年 6 月 

2.每週 

3.每月上旬 

11 

辦理【各項健康促進活動】相關作業 

1.辦理「環境保護研習暨衛生股長培訓營活動」 

2.辦理「106 年度健康體位營系列活動」(7 場) 

 

1.每學期(3、10 月) 

2. 106 年 3-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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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106 年度急救安全教育訓練營系列活動」(5 場) 3. 106 年 10-12 月 

12 

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相關作業 

1.填報本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成效表 

2.規劃下年度活動及編列經費概算表 

3.辦理教育部核定之活動 

4.彙整歸檔各項活動成果報告 

 

1.每年 11-12 月 

2.每年 11-12 月 

3.全年度依活動規劃而定 

4.每年寒、暑假 

13 

辦理【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相關作業 

1.餐飲衛生檢核 

2.辦理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教育宣導活動 

3.申報廚餘回收成果 

 

1.上課學期每日 

2.不定期 

3.每月 5 日前 

14 

辦理【救傷隊隊務】相關作業 

1.召募救傷隊員 

2.定期集會推展隊務 

3.辦理「救傷隊期末研討活動」 

 

1.全學年 

2.學期中每 2 週召開一次 

3.每學期(1、6 月) 

15 
辦理【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機台設備功能巡檢紀錄

等管理相關作業 

每日 

16 辦理健康促進暨校園傳染病防治等衛生教育政策宣導 不定期 

工作經費 

月份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 
校內經費 編號(說明) 

學校配合款 教育部補助款 

3-6 健康體位營 18,000 41,000  2-2-1-25 

10-12 急救安全教育訓練營 
 

95,000  2-2-1-26 

3、10 
飲水安全衛生研討暨飲

水機督導志工職前訓練 
  2,080 

105-2：1,120 

106-1：960 

3、10 
環境保護研習暨 

衛生股長培訓營 
  2,000 

105-2：1,000 

106-1：1,000 

6、1 救傷隊期末研討活動   3,200 
105-2：1,600 

106-1：1,600 

計畫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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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18,000 136,000 7,280  

總計 161,280 

肆、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體衛組 

案由︰因應學校升科大，擬修改以下法規之名稱，提請  審議。 

說明︰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一、許成源委員： 

(一)麻煩各位主任、對於剛剛生輔組提出的工作報告，上課班級如果是兼任

老師、必須要特別提醒一下，其一般對學校的參與度、認同度及跟學生

的互動、可能會比專任還要差一點點，麻煩系主任跟系上兼任老師告

知，讓我們學習環境好一點。 

(二)另在此也提出一些小小建議：我們的服務學習課程、不管是在校園或是

系辦附近的清潔工作，請系主任提醒系上老師可以在路過時、給予這些

同學關愛的問候，不然的話感覺學生在做這些服務學習的工作好像不甘

不願、如果說未來在情緒方面師生彼此在互動上多一點的話，我相信對

服務學習、對同學、或是對本校環境清潔，應該都會產生一個友善的環

境，感謝各位主任未來再麻煩多多配合。 

(三)各位委員針對體衛組的報告是否還有意見，或是在未來活動過程當中、

各位的參與包括座談會、疾病預防宣導、急救訓練、衛生保健常識等；

另未來如果在班級上課過程中有需要同學參與的話、要麻煩老師及系主

任多協助。 

(四)請問各位同學代表有無其他看法嗎？包括活動辦理、或是宿舍學生有甚

麼看法可以說出來參考，參與這些座談以外、也可以讓同學實際上對疾

病預防多一些了解，預防勝於治療，不要讓事情發生了之後，再來後悔。 

陸、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委員的參與，那也希望大家未來在校園發現哪裡比較髒亂、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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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安全顧慮上有甚麼意見，可以直接到體衛組或是到總務長這邊反映出

來，感謝各位同仁及同學的參加。謝謝。  

柒、環境衛生檢查 

檢查路線：綜合大樓→珍膳美餐廳→設計 1 館→高爾夫球練習場→設計 2

館→影視 1 館→陽光餐廳→生活應用 1 館→生活應用 3 館→崇

上大樓→學生宿舍→生活應用 2 館→綜合大樓衛生設備。 

捌、散會：下午 14：20。                                
 (附件一) 

一、本委員會相關辦法修正名稱一欄表： 

編號 修正前 修正後 

1 崇右技術學院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 

2 崇右技術學院疑似食物中毒案件處理要點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疑似食物中毒案件處理要點 

3 崇右技術學院 H7N9 流感處理作業流程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H7N9 流感處理作業流程 

4 
崇右技術學院因應狂犬病疫情應變處理作

業流程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因應狂犬病疫情應變處理作

業流程 

5 

崇右技術學院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

染症（MERS-CoV）疫情應變處理作業流

程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

染症（MERS-CoV）疫情應變處理作業流程 

6 
崇右技術學院因應登革熱疫情應變處理作

業流程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因應登革熱疫情應變處理作

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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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右影藝科技大學衛生教育委員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93年1月15日92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99年6月29日98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00年6月28日99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05年6月21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推動學校衛生教育工作，依據教育部臺(七四)參字第三二 0 四 0

號函，訂定崇右影藝科技大學衛生教育委員會組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

程)，設立衛生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由校長兼任、副委員由學務長兼任、執行秘書由體育衛生組

組長兼任、委員由教務長、人事主任、會計主任、總務長、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各系科主任及研究所所長等委員兼任，於每學年開學日前遴選

學生會代表二人為一般委員。 

第三條 本會負責計畫及推行學校衛生教育事宜，研討下列各項： 

一、學校健康教育計畫。 

二、學校環境衛生之改善事宜。 

三、學校衛生保健工作推行與考核事宜。 

四、其它相關業務。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一次，遇有重要事項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委員因故不能出席得委

託他人代理，決議事項以出席過半數贊成為通過。 

第六條 本會召開會議，得邀請與議程相關之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章程經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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