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 議題 範疇

112.02.03(五) 1330-1400

宿舍生活輔導老師教育研習

(衛教議題)

安全急救、菸害防制、性教育、傳染病

校本部

男一宿2樓會議室

宿舍生活輔

導老師

安全急救

菸害防制

傳染病

性教育

健康技能

健康服務

112.02.04(六) 0830-1200 餐飲衛生講習 校本部科技大樓3401教室
各餐廳從業

人員
餐飲衛生 健康技能

112.02.09(四) 1330-1430

宿舍幹部教育研習

(衛教議題)

安全急救、菸害防制、性教育、傳染病

校本部二宿交誼廳 宿舍幹部

安全急救

菸害防制

傳染病

性教育

健康技能

健康服務

112.03.07-

08(二~三)
1100-1730 校本部捐血活動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前廣場 教職員工生 健康促進 健康服務

112.03.07(二) 1100-1730
醫學院區捐血活動

(校本部暨醫學院區同步辦理)
醫學院區子宮花園 教職員工生 健康促進 健康服務

112.04.01-02

(六、日)
校園消毒 傳染病防治 物質環境

112.04.19(三) 1200-1330
衛保志工健康知能訓練

(校本部暨醫學院區同步辦理)

校本部行政大樓四樓1417教室

醫學院區教學大樓C0133教室
衛保志工 志工訓練 健康技能

112.04.24-26

(一-三)
0900-1500

健康體位血壓體脂量測活動

(本部暨醫學院區同步辦理)
校本部及醫學院區衛保組 教職員工生 健康體位 健康服務

112.05.01-31 0800-1700
全員健康促進宣導活動

(本部暨醫學院區同步辦理)
校本部暨醫學院區衛保組 教職員工生

傳染病

性教育

菸害防制

預防保健

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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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5.16(二) 1130-1300
樂樂聰明吃「健康飲食推廣」

(校本部暨醫學院區同步辦理)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一樓大廳

醫學院區教學大樓BC棟一樓交界
教職員工生 健康體位 健康服務

112.05.30-31

(二-三)
1100-1730 校本部捐血活動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前廣場 教職員工生 健康促進 健康服務

112.05.30(二) 1100-1730
醫學院區捐血活動

(校本部暨醫學院區同步辦理)
醫學院區子宮花園 教職員工生 健康促進 健康服務

112.08 1400-1430

宿舍生活輔導老師教育研習

(衛教議題)

安全急救、菸害防制、性教育、傳染病

校本部

男一宿2樓會議室

宿舍生活輔

導老師

安全急救

菸害防制

傳染病

性教育

健康技能

112.08.26-27

(六、日)
0800-1700 校園消毒 全校校園 全校人員 傳染病防治 物質環境

112.08 0830-1230 餐飲衛生講習 校本部科技大樓3401教室
各餐廳從業

人員
餐飲衛生 健康技能

112.09 0830-1230

宿舍幹部教育研習

(衛教議題)

安全急救、菸害防制、性教育、傳染病

校本部行政大樓1416教室及三樓中

庭
宿舍幹部

安全急救

菸害防制

傳染病

性教育

健康技能

112.09.11-14 1300-1700

新生定向輔導

(衛教議題)

安全急救、菸害防制、性教育、傳染病

校本部活動中心5樓 新生

安全急救

菸害防制

傳染病

性教育

健康技能

健康服務

112.09.18-19

(一~二)
新生團體健康檢查 校本部體育館 新生 健康體位 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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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9-12 0800-1700
學生行為問卷調查及統計

(校本部暨醫學院區同步辦理)
校本部及醫學院區衛保組 大學部學生 健康促進 健康服務

112.10.03-04

(二-三)
1100-1730 校本部捐血活動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前廣場 教職員工生 健康促進 健康服務

112.10.03(二) 1100-1730
醫學院區捐血活動

(校本部暨醫學院區同步辦理)
醫學院區子宮花園 教職員工生 健康促進 健康服務

112.10.17(二) 1130-1300
樂樂聰明吃「健康飲食推廣」

(校本部暨醫學院區同步辦理)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一樓大廳

醫學院區教學大樓BC棟一樓交界
教職員工生 健康體位 健康服務

112.10.18(三) 1130-1300 「健康促進 樂活人生」衛教活動
校本部行政大樓四樓1417教室

醫學院區教學大樓C0133教室
本校學生 健康促進 健康服務

112.11.01-30 0800-2200
全員健康促進宣導活動

(本部暨醫學院區同步辦理)
校本部暨醫學院區衛保組 教職員工生

傳染病

性教育

菸害防制

預防保健

健康服務

112.11.01-30 0900-1600
「健康體位」健康自主管理活動

(本部暨分部同步辦理)
校本部暨醫學院區衛保組 教職員工生 健康體位 健康服務

112.11.01(三) 1200-1330
衛保志工健康知能訓練

(校本部暨醫學院區同步辦理)

校本部行政大樓四樓1417教室

醫學院區教學大樓C0133教室
衛保志工 志工訓練 健康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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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29(三)

112.12.06(三)

112.12.13(三)

1230-1400 戒菸教育課程 校本部行政大樓四樓1417教室 教職員工生 菸害防制 健康服務

112.12.01(四) 0800-1200 世界愛滋日線上衛教宣導 校本部暨醫學院區衛保組 教職員工生

性教育

愛滋病

健康促進

健康服務

112.12.26-27

(二-三)
1000-1730 校本部捐血活動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前廣場 教職員工生 健康促進 健康服務

112.12.26(二) 1000-1730
醫學院區捐血活動

(校本部暨醫學院區同步辦理)
醫學院區子宮花園 教職員工生 健康促進 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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