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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告（請詳列以下各項若無則免，如篇幅不夠，請另 A4 紙繕寫）
Activity Report (Please provide detailed description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headings if applicable. You may
write on another A4 papers when lack of space.)
●活動內容（課程內容、刊物編輯大綱）Activity Content (Course content and editorial outline of publication)
●活動檢討與建議（優、缺點）Review and Suggestion (Merits and Defects)
●活動心得或成果 Reflection on Activity or Achievements
●活動照片剪影二份 Two Activity Photos

●活動內容（課程內容、刊物編輯大綱）
1. 衛教短劇表演：
以二十分鐘的短劇形式傳達口腔保健、視力保健、肥胖預防、腸病毒預防四大主題的正確觀念，並在戲劇結束後
以有獎徵答的方式與小朋友互動。
2. 口琴表演：
邀請萌風口琴社演奏兩首曲目(小叮噹和櫻桃小丸子)，接著進行猜歌大考驗的活動和小朋友互動，共進行六首
歌，整個活動共進行約 15 分鐘。
3. 衛教課程
以海報與兩位主講人的方式呈現，課程中包含與台下問答的互動與有獎徵答，傳達口腔保健、視力保健、肥胖預
防、腸病毒預防四大主題的正確觀念。
4. 病房拜訪
兩兩一組為臥床病童進行衛教或音樂美術等趣味活動，不僅達到教學的目的，也帶給病童們歡樂與笑聲。
●活動成果及滿意度
1. 本次活動所有工作人員為後醫系大一、大二學生和萌風口琴社社員，總共 60 人。
2. 高醫中和醫院五樓約有 8 位小朋友參與，十樓約有 5 間病房的小朋友參與活動。
3. 戲劇、課程的有獎徵答回答踴躍，小朋友與主持人互動良好，獎品的回應也很好。
4. 本次帶入音樂性質的口琴表演，小朋友們都非常喜歡，猜歌環節更是積極搶答，參與度極高。
5. 病房組結合遊戲、音樂等素材相較於單純課程能有效提高小朋友的興趣與參與度。
●活動檢討與建議（優、缺點）
活動前：
1.籌會時間共有 4 次，分別為一籌、二籌、總驗及跑細流，準備上覺得完整
活動中：(活動現場有 8 位病童及 10 位家長)
1.因為經費問題所以安排是早上，但建議在平日下午會比較好，小朋友也會比較多
2.大家活動開始前準備聲音太大，可以請組長們管秩序，或是參加人數可以少一點
3.練習的時候要控制舞台大小，可以提早帶戲劇組去看場地。
4.可以考慮別的舉辦地點，不用一定要侷限在兒童醫院
5.戲劇組去座位旁邊陪伴小朋友的效果很好
6.活動現場燈光有點暗，之後可以考慮自備小燈來照海報
7.錄影的時間太長，電會不夠用，可以借滾延直接充電
活動後：
1.一開始有點混亂，忘了須負責的工作項目，後來經提醒後還是有在時間內收拾完畢

備註 / Note：
1. 本表應於活動結束後 15 個工作天內，連同『社團活動動照片黏貼表』二張、『經費收支結算
表』送交課外活動組辦理核銷。如超出核銷期限者則視同自動放棄本補助案。
This report along with two “Student Club Activity Photos” and a “Statement of Activity Funding
and Expenditure” must be submitted to Division of Student Activities within 15 working days after
the activity to audit and write off the funding. Overdue submission shall be deemed as waiver of
funding.
保存期限：三年 / Valid for 3 years.

CS502-A603-010610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剪影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Student Club Activity Photos
社團名稱(Club Name)：學士後醫學系系學會
活動名稱(Activity Name)：107 學年度 2018 台灣黑熊醫院暨公共衛生議題推廣
活動日期(Date)： 107 年(Year) 11 月(Month) 10 日(Day) (to)
107 年(Year) 11 月(Month) 10 日(Day)
活動地點(Location)：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兒科病房

保存期限：三年 / Valid for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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