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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AED定期檢測 

日期 106年 02月 17日 

時間 10:00 – 11:00 

講師/主持人 中興保全人員/護理師 

參與對象 學務處及總務處 

活動內容 檢測確保 AED正常使用 

活動效益 確保 AED於突發事件時正常使用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關懷肺結核系列活動-認識肺結核 

日期 106年 03月 24日 

時間 13:10 – 14:00 

講師/主持人 台東市衛生所護理師/護理師 

參與對象 全校師生 

活動內容 認識肺結核及預防 

活動效益 
了解如何預防肺結核及簡易自我檢測及治

療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關懷肺結核系列活動-認識肺結核 

日期 106年 03月 24日 

時間 14:10 – 15:00 

講師/主持人 台東基督教醫院藥師/護理師 

參與對象 全校師生 

活動內容 用藥安全 

活動效益 了解用藥安全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關懷肺結核系列活動-認識肺結核 

日期 106年 03月 24日 

時間 15:10 – 15:40 

講師/主持人 蕭淑玲護理師 

參與對象 全校師生 

活動內容 認識全民健保 

活動效益 了解全民健保及正確使用資源不浪費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特殊需求者口腔照護員研習 

日期 106年 03月 11日-106年 03月 19日 

時間 09:00-16:30 

講師/主持人 台灣口腔照護協會 

參與對象 蕭淑玲護理師 

活動內容 特殊需求者口腔照護 

活動效益 培訓特殊需求者口腔照護指導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高職 10 年級啦啦隊練習 

日期 106年 04月-106年 05月 

時間 相關課程 

講師/主持人 導師及相關課程老師 

參與對象 高職 10 年級全體學生 

活動內容 參加啦啦隊比賽 

活動效益 透過啦啦隊比賽增進學生活動力，增進健康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單車成年禮 

日期 106年 04月 20日到 106年 04 月 21日 

時間 兩天一夜 

講師/主持人 學務處 

參與對象 國八班及高職 11年級全體學生 

活動內容 單車成年禮 

活動效益 
透過成年禮練習到兩天一夜禮成，增進學生

活動力及健康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世界無菸日暨拒檳系列宣導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臺教國署學字第 1060003398 號辦理。  

二、 106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實施。  

貳、計畫目標：  

一、增進教職員工生對於菸害防治等相關知能。  

參、實施對象：全體教職員工生。  

肆、實施時間：106 年 05 月 19 日 (五 )至 106 年 05 月 26 日 (五 )。  

伍、辦理單位：學務處體衛組及健康中心。  

陸、實施方式：  

一、辦理時間：106 年 05 月 19 日 (五 ) 15:00-15:20

及 106 年 05 月 26 日 (五 )08:00-11:00。  

地點 :本校  

對象 :全體教職員工生。  

二、相關費用由學務處 -健康促進 -菸害防治及 106 年度健康促進

學校補助經費項下支應。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世界無菸日暨拒檳系列宣導計畫 

 流程表 

日期:106.05.19(五) 

時間 內容 參與人員 主持人 地點 

15:00-15:20 

(班會) 

影片欣賞- 

不吸菸做自己(7) 

戒菸四招(2) 

拒檳創意短片-檳

榔交出來(3) 

全體 

教職員工生 

蕭淑玲  

護理師及各班導師 

各班教室 

日期:106.05.26(五) 

時間 內容 參與人員 主持人 地點 

08:00-08:10 世界無菸日暨拒檳

宣示 

全體 

教職員工生 

蕭淑玲  

護理師 

中庭草地 

08:10-08:20 有獎徵答  全體 

教職員工生 

蕭淑玲 

護理師 

中庭草地 

08:20-08:50 健康操 全體 

教職員工生 

蕭淑玲  

護理師 

中庭草地 

8:50-09:00 休息    

09:00-10:00 有菸檳?無菸檳? 

世界有甚麼不一樣 

吸菸及高風險

學生 

吳家綺教師 三樓會議室 

10:10-11:00 無菸檳世界多美好 吸菸及高風險

學生 

吳家綺教師 三樓會議室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世界無菸日暨拒檳系列宣導活動 

日期 106年 05月 19日至 106年 05 月 26日 

時間 依各班課程時間 

講師/主持人 相關任課教師/學校護理師 

參與對象 全體學生 

活動內容 世界無菸日暨拒檳宣導 

活動效益 透過相關課程，了解拒菸檳之重要性及方法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世界無菸日暨拒檳系列宣導活動 

日期 106年 05月 26日 

時間 08:00-11:00 

講師/主持人 吳家綺老師/蕭淑玲護理師 

參與對象 高職部吸菸吃檳高風險學生 

活動內容 世界無菸日暨拒檳課程及繪畫比賽 

活動效益 透過課程了解菸檳後及時創作繪畫比賽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交通車人員 CPR宣導 

日期 106年 09月 08日 

時間 14:30-15:30 

講師/主持人 蕭淑玲護理師 

參與對象 交通車司機及導護 

活動內容 CPR宣導 

活動效益 透過宣導了解緊急 CPR處理流程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交通車暨緊急傷病演練 

日期 106年 09月 21日 

時間 14:30-15:30 

講師/主持人 學務處 

參與對象 全校師生 

活動內容 交通車暨緊急傷病演練 

活動效益 透過演練了解事件處理方式及流程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轉介營養諮詢 

日期 106年 09月 22日 

時間 14:30-15:00 

講師/主持人 蕭淑玲 護理師 

參與對象 營養不良學生 

活動內容 營養諮詢 

活動效益 學生因故手術，透過諮詢促進傷口癒合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牙齒塗氟 

日期 106年 09月 25日 

時間 09:00-15:00 

講師/主持人 體衛組 

參與對象 全校學生 

活動內容 牙齒塗氟 

活動效益 透過牙齒塗氟達到牙齒保健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正確用藥 

日期 106年 10月 03 日 

時間 14:00 – 15:30 

講師/主持人 卓怡嫻 老師 

參與對象 12年級 

活動內容 用藥安全不過量 

活動效益 
修正學生藥多吃病快好的觀念，不隨意吃成

藥。了解一般用藥成分及對症下藥的好處。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接種流感疫苗 

日期 106年 10月 05日 

時間 09:00-15:00 

講師/主持人 蕭淑玲 護理師 

參與對象 全校學生 

活動內容 接種流感疫苗 

活動效益 透過接種流感疫苗減少流感相關合併症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高一新生健檢 

日期 106年 10月 17日 

時間 13:00-15:00 

講師/主持人 蕭淑玲 護理師 

參與對象 高一新生 

活動內容 新生健檢 

活動效益 透過健檢了解身體健康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國高中學校教職員急救教育研習 

日期 106年 10月 27日 

時間 09:00-17:00 

講師/主持人 國教署 

參與對象 國高中學校教職員 

活動內容 急救教育研習 

活動效益 透過研習了解急救處理 

活                        動                        照                       片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活動及宣導成果 

名稱 愛滋關懷計畫 

日期 106年 12月 01日 

時間 14:20-15:45 

講師/主持人 蕭淑玲 護理師 

參與對象 全校 

活動內容 愛滋關懷 

活動效益 
透過宣導了解愛滋病傳染途徑並給予病友

關懷 

活                        動                        照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