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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7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期初環保股長會議資料 

一、 簽到、領取開會資料。 
二、 主席報告。（略） 
三、 獎勵填寫聯絡簿認真負責之環保股長。 

請填寫上學期 50 次以上班級的環保股長，於 3/8(五)至衛保組領取獎品。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班環保股長填寫「環保股長-衛保組聯絡簿」次數。(統計至第 17 週)， 
  統計結果如下表： 

學制 獎勵班級(學期填寫次數達 50 次以上) 

五專 一會 1(74)、四會 1(70) 、二會一(55)、四金一(54) 

四技 

資四 A(76)、設二 A (74)、會三 B(74)、設四 B (73)、會一 A(72)、會三 A(71)、
商一 A(71)、資一 A(70)、資一 C(70)、國一 C(69) 、金三 A(64)、金一 C(61)、
行二 B(61)、資三 A(57)、企三 A(54)、設四 A(52)、企二 A(51)、金一 A(50)、
會二 A(50) 

學制 班級(學期填寫次數 10 次以下) 

五專 二企 1(7)、四國 1(5)、一英 1(4)、三英 1(3)、二金 1(1)、二英 1(0)、三國 1(0)、
五國 1(0)、五企 1(0)、一金 1(0)、五金 1(0) 

四技 

企一 A(10)、會四 C(10)、金四 C(10)、行一 B(10)、國二 C(8)、會一 C(8)、 
金四 A(8)、英二 C(8)、資二 A(7)、金一 B(7)、商三 A(7)、休一 B(7)、日四

B(6)、資四 C(5)、會二 C(5)、金三 C(5)、行四 B(5)、商二 B(5)、國四 A(4)、
設三 A(4)、商四 B(4)、國四 C(3)、企二 B(3)、金二 C(3)、行一 A(3)、行三

B(3)、商三 B(3)、會二 B(2)、商二 A(2)、日一 A(2)、休一 A(1)、金四 B(1)、
行三 A(1)、日三 B(1)、英二 A(1)、國一 A(0)、國一 B(0)、國三 C(0)、企一

C(0)、資三 C(0)、設二 B(0)、金二 A(0)、行二 A(0)、行三 D(0)、英一 C(0)、 
英三 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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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保股長職責 
(一) 確實執行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請同學務必配合執行垃圾分類，垃圾桶上有圖示及文字說明，請環保股長宣導同學於丟垃

圾前務必看清楚－「拆、看、分、丟」。 
（二）每天填寫環保股長－衛保組聯絡簿 

環保股長每天需至健康中心登記班上因發燒、腹瀉及感冒而請假的同學名單，上述症狀可

能是傳染病的症狀，由健康中心護理師進行追蹤，提供衛教了解疾病狀況，防止傳染病散

播。希望環保股長基於關心同學立場能確實執行，一起維護同學健康。 
（若當天「沒課」，請填寫「沒課」）。 

（三）定期查看電子信箱及班級信箱 
為了減少紙張浪費，衛保組舉辦的活動大多經由電子郵件宣導，提醒環保股長定期查看電

子信箱，以免遺漏宣導事項。 
（四）宣導衛保組之活動，協助衛保組推動學校衛生教育工作。  

  （五）協助將教室窗戶適度打開通風，以保持空氣流通，降低病毒傳播機會，感受陽光的溫暖及

新鮮空氣的美好，更可預防呼吸道疾病的傳染。 
五、3月4日(星期一)至3月30日(星期六)舉辦「108致理-回收電池獎愛心」活動。 
    回收地點─信義樓1樓健康中心。 

每回收 10 顆電池即可獲得 1 張抽獎券，以此類推，於 4 月 12 日(星期五)舉辦抽獎活動，作為

獎勵，頭獎為價值 3,000 元獎金。 
六、3 月 4 日(星期一)至 4 月 12 日(星期五)舉辦健康週系列活動 
     活動內容包括：「健康存摺-讚」活動、「樂活 1824-健康就是美」健促活動、「108 致理-回收電

池獎愛心」活動、「日行一萬步-健康有保固」活動、「好漢爬梯趣」活動及健康講座等…歡迎

同學們踴躍報名參加。  
七、3月15日(星期五)至5月24日(星期五)舉辦「樂活1824 –健康就是美」活動。 

歡迎BMI＞24的同學，3人一組（其中2人BMI＞24即可），活動不僅有趣且兼顧健康，請踴躍

至衛保組報名參加，最高獎金6,000元。 
八、CPR研習活動 

     本學期將舉辦2場CPR研習歡迎同學至衛保組報名參加。詳細辦理時間及地點如下表： 

 
 
九、非洲豬瘟防治宣導 

 非洲豬瘟是由病毒引起的一種高度傳染性之惡性豬隻疫病，病毒可存活在冷藏豬肉100天、冷

凍豬肉1,000天、豬舍1個月、糞便室溫11天。非洲豬瘟雖造成家豬及野豬的急性、惡性傳染病，

但不會感染人，我國經屠宰衛生檢查合格的豬隻，豬皮均蓋有檢查合格標誌供消費者辨識，消

費者在市場購買豬肉時，只要注意選擇蓋有合格印的豬肉，食用安全無虞。請教職員工生勿攜

帶任何疫區(歐洲、非洲及中國大陸)的肉類產品入境、並勿網購外國肉品寄送臺灣，防杜疫病

入侵。 

梯次 日期 星期 時間 對象 地點 

1 5/20 【一】 15:20-17:10 四技一年級及五專一年級

班級幹部 
綜合大樓 1 樓表演廳 

2 5/27 【一】 15:20-17:10 綜合大樓 1 樓表演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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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肺結核防治宣導 

(一)肺結核病人只要規則服藥 2 星期後，就不具傳染力。所以無論是同學或親友得了結核病，不 
   要怕他，不要躲他，要鼓勵、支持及陪伴他，遵從醫囑服藥。 
(二)利用「肺結核 7 分篩檢法」自我檢測，如果有下列症狀達 5 分以上，建議可到鄰近醫療院所

胸腔科就診檢查。 
(三)注意飲食均衡、適當運動及休息，以維護身體健康及提升免疫力。 

 
十一、愛滋病防治 
 

  愛滋病毒有三大傳染途徑： 
    ＊性行為傳染。 
    ＊血液傳染。 
    ＊母子垂直感染。 

十二、流行性感冒防治宣導 

(一) 維持手部清潔勤洗手。 
(二) 注意飲食均衡、適當運動及休息，以維護身體健康。 
(三)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降低病毒傳播機會。 
(四) 流感流行期間，減少出入公共場所或人多擁擠地方。 
(五) 生病時在家休養並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 
(六) 符合流感疫苗接種條件者，可接種流感疫苗。 

十三、登革熱及茲卡病毒感染症（Zika virus infection）防治宣導 

(一) 臺灣可傳播茲卡病毒及登革熱的病媒蚊相同皆為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 
(二) 避免被病媒蚊叮咬，徹底清除病媒蚊孳生源是防治登革熱及茲卡病毒最根本的方法。落實

經常巡檢，避免戶內外積水；清除積水，必要的容器倒置；容器減量，清除不要的器物；

刷洗容器，避免蟲卵再附著。 
(三) 如有發燒、頭痛、後眼窩痛、關節肌肉疼痛、出疹等症狀，應提高警覺儘速就醫，並告知

醫師旅遊史、活動史等相關資訊。 
(四) 提醒於流行地區來（返）臺師生入境後，應自我健康監測 14 天，如出現發燒、頭痛、後眼

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狀況時，應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旅遊史；另離開茲卡病毒流行

地區後，請依循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之「1+6 原則」進行防護，即應暫緩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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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應延後懷孕至少 6 個月。 
(五)目前無疫苗可預防，因此避免病媒蚊叮咬是最主要的預防方法。戶外活動時，建議穿著長袖

淺色衣褲，使用經衛生福利部核可、含有 DEET 的防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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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落實「門窗不緊閉-愛在呼吸裡」開窗活動 
 

請各班環保股長負責將教室窗戶適度打開通風維持不緊閉，以保持室內空氣流通，降低病

毒傳播機會，感受陽光的溫暖及新鮮空氣的美好，更可預防呼吸道疾病的傳染。 
 
十五、節約能源宣導 
 

請環保股長協助於班上協助宣傳節水省電行為，隨手關燈、拔插頭、栓緊水龍頭、冷氣使

用維持溫度在26~28℃為宜。 

 
十六、每週一日蔬食餐 
 

所謂的「蔬食餐」非指素食，與一般飲食的相同處為：同樣是從六大類食物(全穀根莖類、

奶類、豆魚肉蛋類、蔬菜類、水果類、油脂與堅果種子類)中均衡攝取營養素為基本原則。

多吃蔬食對身體的好處有： 

 減少攝取過多的脂肪及減少對身體會造成長期負擔加工品，進而降低多餘熱量堆積，

避免造成肥胖身材。 

 增加了新鮮蔬果的攝取可以加強抗氧化能力，而且能夠攝取到大量新鮮蔬果中的天然

酵素，協助身體的新陳代謝。 

 營養均衡的蔬食餐及簡單的烹煮方式，能提供符合細胞所需要的營養素，進而提升身

體免疫能力。 

 蔬果含高量纖維素，可以增加腸道有益菌的數量，進而維護腸道的健康。建議最好一

星期中選擇一天吃蔬食餐，增加蔬菜的攝取量，持之以恆將會使身體更健康。 

 
十七、討論議題： 

1.如何鼓勵同學參加健康促進活動，維持身心健康之狀態？ 

2.如何鼓勵同學施行每週一日蔬食餐？ 

 
 
 

                                  
請各位環保股長協助填寫問卷及回覆討論議題，謝謝協助 

 
 
 

學務處 衛生保健組感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