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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青年志工訓練過程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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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2019/1 

 2018 高醫索羅門志工團分享會 
 2019 高醫索羅門志工團團員招募面試 
 2018－2019 索羅門志工團傳承會議 

2019/2~2019/7 

 2019 團員企畫書撰寫－外交部、青年發展署、校際企畫書 
 2019 團員志工受訓課程 
 社團培訓課程（傷口包紮、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女性布條衛生
棉課程、口腔衛生課程） 

 2019 團員會議（共十二次） 
 訂定授課課程目標 
 菸酒害檳榔防治 
 性傳染疾病預防 
 口腔衛生 
 健康運動 
 傷口照護 
 登革熱與瘧疾預防 
 文化交流（介紹台灣、介紹台灣特產水果、拍手歌） 

 募集經費 
 物資募集 

 

 第一階段：成果發表會與團員甄選 

  走向國際志工的行列是許多人的夢想憧憬，更是對於自身得

以在磨練的過程中獲得更多實力有願景。志工團成果發表會是上一年

度，批上台灣與高醫兩項榮耀的旗幟走向所國的辛勤成果，更是能讓

學弟妹了解將會經歷到的辛苦與需要砥礪的能力。 

 

 2018 高醫索羅門志工團分享會 

  由上屆的團員分享到所國服務的點點滴滴，讓下一屆興致勃

勃的團員了解到索國第一實況。 

 

 2019 高醫索羅門志工團團員招募面試 

 初選──書面報名表審核：審視個人特質、服務經驗、課外活動

經驗、自我期許、服務地區的認識、計劃的延續與創新等等。 

 複選──面試評估篩選:態度與熱忱、擅長技能、投入程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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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構想、應對進退、語言程度等等。 

 

 2018－2019 索羅門志工團傳承會議 

  團員面試完畢後，由上屆學長姐傳承，了解到接下來的半年

內須做何種課程規劃與自我能力培養。 

 

 

 第二階段：社團成員能力培養與物資準備 

  在此階段是社團成員自我能力的培養與經費物資募集的準

備，首先慢慢描繪出此次活動的雛形，規劃培訓課程，再到自我志工

能力訓練。 

 

 培訓課程 

2019.3 口腔衛生課程 范容瑛學姊 
2019.4 性別教育課程 葉力菱學姊 
2019.5 傷口包紮課程 李佩玲護理師 
2019.5 布衛生棉課程 范容瑛學姊 

 

 自我志工能力訓練 

2019.3 基礎志工訓練六小時 
屏東縣108年度志願
服務人員基礎暨特殊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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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動緣起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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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與索羅門邦交 

索國自與台灣建交以來，雙邊關係日漸篤密，我國協助索國農業、

教育、醫療衛生、交通運輸、鄉村建設、法律與秩序等發展；索國則

大力支持我國參與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及其他國際性及區域性組織

等。 

 

 高醫與索羅門的關係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也與荷尼亞拉中央醫院

（National Referral Hospital 簽定姊妹醫院協議書，並派遣義診

醫師團於索國、捐贈醫療器材予中央醫院，及提供索國醫護人員赴臺

參加訓練課程等。 2009 年起，本校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獲行政院衛生

署「駐索羅門群島臺灣衛生中心計畫」，讓兩國的醫療交流關係更趨

緊密。 

 

 後千禧年發展目標 

 
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是在 2000 年
聯合國千禧年首腦會議上提出的 8 項國際發展 目標 ，並在聯合
國千禧年宣言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 中正式做出
的一項承諾。 

 



  2019高醫國際志工索羅門團 

 

 

 

    隨著 2015 年即將到來，世界各國開始檢討千禧年發展目標

的進展與缺失，並研議接替藍圖。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ECOSOC）

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可持續發展高級別政治論壇」，並在部長級

會議上正式發布了「千禧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最終成果評估報告。 

 

全球赤貧人口大
減 

 為了在 2015 年年底前落實 8 大目標，15 年
來共投注 2 千億美元給低收入國家，全球的
動員努力已促成史上最成功的抗貧運動，已
協助超過 10 億人脫離極度貧窮的狀態。 

全球飢餓人口降
至 8 億以下 

 全球飢餓人口數過去 25 年來，從 10 億人減
少到現今的 7 億 9500 萬人，約占全球人
口 12.9％。 

 在聯合國監測的 129 國中，有 72 國達到
千禧發展目標。東亞、東南亞、中亞、拉美
及加勒比海地區的進展最明顯。 

不平等依然存在  雖然全世界在多個千年發展目標方面取得了
顯著成績，但各地區與各國之間的發展並不
均衡，存在巨大差距。 

 最明顯的失敗涉及性別平等，國際社會遠遠
未達標，婦女在獲得工作、經濟資產與參與
私人和公共決策方面仍然面臨歧視。 

 女性仍比男性更有可能貧窮，全球女性成為
有薪酬勞動力的比率增加得非常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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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2015年之新發展目標 

在 2012 年，緊臨 2015 年到期的 MDGs ，聯合國於巴西里約召

開的地球高峰會中，一致決議以 SDGs 接替，全球將以 SDGs 作為未

來十五年（2016~2030 年）的發展議題主軸，於 2015 年 9 月正式

採納「永續發展目標（SDGs）」決議，其中包含 17 項目標（Goals）

及 169 項細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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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行程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

期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上

午 行前準備

(高醫) 

行前準備

(高醫) 

行前準備

(高醫) 

行前準備

(高醫) 

行前準備

(高醫) 

行前準備

(高醫) 下

午 

日

期 
7/29 7/30 7/31 8/1 8/2 8/3 

上

午 
行前準備

(高醫) 

行前準備

(高醫) 

14:20 

桃園機場

搭機 

13:55 抵

達索羅門 

USP 

(聯絡校

長) 

拜訪服務

機構 / 

場勘/ 調

整計畫時 

間與內容 
下

午 

拜見駐索

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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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

期 
8/5 8/6 8/7 8/8 8/9 8/10 

上

午 
中央醫院

跟診 
中央醫院 

(糖尿病

工作訪

Day1) 

中央醫院 

(糖尿病

工作訪

Day2) 

Divit 

(協助食

譜推廣、

傷口照護

課程) 

Divit 

(口腔保

健、ABC、

性教育、

運動與健

康) 

志工日誌

整理 

下

午 

協助臺灣

衛生中心

業務 

日

期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上

午 

SINU 

(協助推

廣食譜課

程) 

拜別駐索

公使 

USP 

(口腔保

健、性教

育、拍手

歌、瘧疾

登革熱防

治、傷口

照護) 14:45 

搭機回國 
  

下

午 

USP 

(ABC、運

動與健

康、介紹

臺灣) 

整理志工

日誌 

SINU 

(ABC、運

動與健

康、口腔

保健、性

教育、介

紹臺灣、

拍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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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執行內容、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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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目的 

參與國際志工除了必須秉持著一份有熱忱、不畏困難的心之外。

更重要的便是要長期、有系統性的服務。我們將參考並延伸過去曾經

實施過的企畫及成果，並分成新食譜介紹、衛生教育及文化交流三方

面，配合當地人們的生活習慣及環境，用我們小小的力量傳達來自台

灣，來自高雄醫學大學國際志工社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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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衛生教育 

衛教課程 主負責人員 所需物資 

遠離愛滋—保險套的使用 吳宏庚 

海報、PPT、小張筆記、

Safeway 保險套、前後測問

卷、小獎品 

傷口照護—大傷化小；小傷化無 吳宏庚、古曜瑄 

海報、PPT、紗布、繃帶、OK

蹦、棉花棒、3M 透氣膠帶、

小獎品 

口腔保健-刷出潔白門戶 黃熏柔 
海報、PPT、小張筆記、牙模、

牙刷、前後測問卷、小獎品 

運動與健康—一起動次動! 古曜瑄 
海報、PPT、小獎品、前後測

問卷、音響、小獎品 

瘧疾-防蚊大作戰 黃熏柔 海報、PPT 

登革熱防治 羅冠鵬 海報、PPT、小獎品 

菸酒害防治 羅冠鵬 
海報、PPT、小獎品、前後側

問卷 

 

1. 遠離愛滋—保險套的使用 

 內容 

介紹 HIV、傳染途徑、感染分期及最重要的愛滋病。利用展

示愛滋病及伺機性感染的嚴重症狀提高當地民眾對於愛滋的警

戒心。並介紹幾種重要防止 HIV病毒傳染的重要事項，其中包括

男性、女性保險套使用方式的教學及觀念分享。最後則是簡單介

紹 ART(抗反轉錄藥物)讓可能已經有患得愛滋的病人不會因此對

人生失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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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流程 

 成效 

透過 PPT的教學搭配海報，並將海報留在當地將 HIV乃

至愛滋病的相關知識，例如症狀判斷、預防或治療等等，分

享給當地民眾透過小張筆記的印製，讓聽眾回去後也能在忘

記重要觀念時能夠及時複習。 

另外課程中獲得最多回饋的部分每一場都是在練習使用

保險套的部分。一開始發下保險套當地居民都會非常躁動害

羞、也有些人會想多多拿幾個保險套。而當請人上來示範的

時候大家也都能很專注在看示範。 

雖然整體來說關於 HIV相關的知識教學的效果並不是太

好，但至少我們想傳達的最大重點，也就是如何正確的使用

保險套並且記得如何避免 HIV傳播的方式，是可以被他們接

受的，此外我們也有準備小筆記記錄這些重點，因此最重要

前測問卷
(10分鐘)

•課程開始前了解當地民眾對愛滋的基本認識及保險套的使用方式
了解

正式授課
(20分鐘)

•透過海報或PPT介紹愛滋(HIV病毒)的預防及處置方式，以及男女
保險套的使用教學

QA時間
(5分鐘)

•由於課程難度不低，透過QA方式確認聽眾是否確實掌握重點

後測問卷
(10分鐘)

•驗證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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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有傳達到我們的目的也算達成了! 

 心得 

QA時間有聽到當地學生對於女性保險套的不相信，甚至

對於保險套的保護作用也充滿懷疑，剛好我們有拍過開箱影

片透過加水進去測試耐用性，也分享這個實測給聽眾。確實

感受到當地居民對於安全性行為的了解不足。另外，有聽眾

十分擔心患有愛滋的媽媽會造成嬰兒死亡，我們也藉此再次

強調愛滋雖然不可治癒，但仍然可以控制，透過藥物控制是

能避免嬰兒感染。 

從這兩個例子都可以感覺到，雖然他們可能記不得所有

上課提到的內容，但只要留下足夠的時間讓他們針對自己面

臨到或擔心的部分，並提出疑問，不論是私下或當場發問，

都是讓這個衛教功效增大的好方法 

 檢討與改進 

由於出發前未能確定所有衛教對象，因此準備的內容難

度偏難，當對高中國中生衛教時，明顯感受到理解程度及反

思能力比大學生差很多，我想之後可能要準備不同難度的內

容(或刪減內容，留下重點)，才能在不同年齡層的聽眾中達

到效果。 

另外在進行 QA或有獎徵答時常常會只注意到前排的學

生，而忽略了做比較遠的聽眾，最後造成坐比較遠的人參與

度降低。應該要分派空閒團員注意遠方聽眾才能維持他們的

專注。 

最後則是因為有時候聽眾會特別躁動，尤其是發保險套

的時候，我應該要先暫停我的內容等他們笑完或冷靜下來再

繼續，否則很有可能現場太吵雜以至於想聽的人也沒辦法聽

清楚衛教的內容了。 

 海報及小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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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傷口照護—大傷化小；小傷化無 

 內容 

在索羅門當地鄉下地區，對於開放性傷口的照顧及緊急處理

概念相當不足，甚至聽說會拿葉子或不乾淨的物品清理傷口，因

此我們主要針對緊急傷口處置、流血傷口緊急處置、傷口照護以

及實際動手包紮傷口等等課程，希望能透過簡易的教學讓當地傷

口處理不當造成的感染或更嚴重的全身性感染機率降低。 

 活動流程 

 成效 

捐贈給當地學校棉花棒、紗布、OK蹦及繃帶，提供最直接

的物質援助，並透過 PPT搭配海報的方式講課建立正確的衛生概

念。透過實際使用紗布及棉花棒進行傷口照護，使聽眾有更具體

的概念 

雖然沒有準備向其他衛教的小筆記，但還是透過 PPT呈現的

方式強調重點，雖然可能記憶維持無法這麼久，但透過抓重點獎

正式授課
(15分鐘)

•以會造成的併發症開頭引起危機意識、再分析當地可行的清潔或止血方式，
教導傷口處理技巧

動手包紮
(5分鐘)

•透過實際模擬清理傷口及包紮，讓聽眾能更清楚瞭解每一個

QA時間
(5分鐘)

•由於課程難度不低，透過QA方式確認聽眾是否確實掌握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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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希望能提升在短時間內協助聽眾抓住重點的內容。 

 心得 

由於聽眾是大學生，可能有比較正確的健康知識，因此開講

前提到希望他們能記清楚這些正確的消毒、照護概念，因此進一

步分享給身邊比較缺乏資源的人們。先讓聽眾，也就是大學生們

了解到了解這些知識的重要性以及自身傳遞資訊的義務，更能增

進上課的意願與專注度。 

雖然算是當地條件比較好的學校，仍然在物資上有一定的需

求，收到我們贊助的東西也是非常地感謝，因此可見捐贈物資在

當地的重要性。 

最後這堂課因為時間的因素必須被迫壓縮時間，便跳過許多

相對不重要的地方，例如介紹各種不同類型的傷口等等，並把握

時間著重在重點，也就是出血緊急處理、傷口緊急處置及注意事

項、傷口長期照護三大重點，希望不要短時間給予太多知識反而

造成反效果。 

 檢討與改進 

由於攜帶的物資數量不太足夠，沒辦法發給在場每一位聽眾，

但當下應該請自願者或挑選一些人上台時做示範，而不只是我們

示範給他們看，藉此才能真正加深印象。若是真的沒辦法準備足

夠的量，應該要請其他團員在台下同時間示範給在場每一個聽眾

看，除了拉近距離能夠更清楚之外，若是聽眾有即時的問題也可

以就近詢問在身邊的團員，更能關注到坐比較遠的聽眾的權益。 

另外，許多小細節可能聽眾回家後會忘記或漏掉，應該可以

印製小傳單紀錄重點幫助聽眾維持印象，也更加能將這些觀念傳

遞出去。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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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口腔保健-刷出潔白門戶 

 內容 

口腔疾病為世界性分布的非傳染病。當地居民刷牙的普及率不低，

卻對刷牙不甚瞭解；就算是知道刷牙的民眾，也不知道如何選擇正確

的刷牙工具及如何正確刷牙，因此我們透過募捐及購買牙膏牙刷組，

在上課時分送給學生，讓學生可以有屬於自己的一把牙刷，並在刷牙

教學時，讓學生可以實際練習刷牙。 

在口腔衛教的課堂中，我們除了教導學生如何正確刷牙，也教導

基本的口腔知識，如:牙齒構造、數目、疾病，以及如何預防，亦針

對當地人常有的吸菸、喝酒、嚼檳榔之習慣，教導其所導致的口腔疾

病。 

 活動流程 

前測問卷
(10分鐘)

•測驗當地民眾對口腔及正確刷牙知識的了解程度

正式授課
(15分鐘)

•透過海報或簡報介紹牙齒構造、換牙及口腔疾病的預防

•刷牙教學:發給學生一人一支牙刷，一位志工在台上使用牙模示範與講解

Q&A
(5分鐘)

•詢問學生對課程內容有無疑問

•透過有獎徵答增加對課程內容的印象

後測問卷
(10分鐘)

•驗證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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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 

這次的衛教對象以國高中生與大學生為主，而維持口腔清潔

的習慣是人人都須知道、培養及維持的。課程中，使用海報或簡

報講述如何從飲食方面去預防口腔疾病，如:少抽菸、少喝酒、

少嚼檳榔、少吃甜點、少喝含糖飲料、以及多吃蔬菜、水果、牛

奶等對牙齒健康有益的食物，並針對菸、酒、檳榔講述其對口腔

的危害。 

刷牙教學中，透過發給學生一人一支牙刷並當場操作，可看

出是否了解刷牙的各個步驟，並當場讓學生上台示範增加互動性，

也可看出在過程中是否有疑問。從有獎徵答的答題狀況，可看出

學生對內容大致的了解程度，並且，透過前後測反映出學生的成

績有明顯的進步。 

因為有分送牙刷給學生，拿到牙刷可以鼓勵他們的刷牙意願，

或改善他們以錯誤的工具清潔牙齒的習慣，或避免沒有牙刷可以

用的困難，也能適度地更換新牙刷，維持牙刷的整潔。 

 心得 

    口腔與生活息息相關，影響我們咀嚼、說話、笑容、表達情

緒等。正確的刷牙習慣人人都應學習及培養，了解口腔疾病的起

因與症狀可讓他們有所警覺並求助醫生，透過刷牙及飲食方面去

預防口腔疾病。另外，與當地人的談話中了解，有些人知道需要

清潔牙齒卻使用錯誤的工具，因此知道我們設計的課程確實有符

合他們的需要是令我們開心的事。 

 檢討與改進 

牙刷是非常有用的小禮物，對於當地有實質上的幫助，因此

會建議下屆學弟妹準備更多牙刷，在衛教的學校可以讓每位同學

都有一支。 

每個地點的場地大小不一，在開放式的場地以牙模示範可能

較後面的學生無法清楚看到示範教學，因此建議下屆學弟妹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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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盡可能了解人數及場地布置。 

 海報及小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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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動與健康—一起動次動! 

 內容 

    在駐索衛生團團長 Alice 的介紹中，讓我們有機會了解一些

當地民眾的一部份生活形態與健康狀況。當地一些民眾因為當地

飲食以澱粉為主，又在缺乏運動的情況下，正面臨肥胖的威脅，

因此決定準備此主題，目的在於介紹什麼是身體活動(phisical 

activity)以及不同強度的身體活動有哪些，還有最重要的是要告

訴民眾一周需要做多久的運動，多大的強度，才足夠我們維持身

形以及身體健康，並且提供一些放是去擬定運動計畫，在課程結

束後，帶領大家一起做簡易 TABATA以及帶動跳。 

 活動流程 

前測問卷
(10分鐘)

•測驗學生對身體活動的基礎認識

正式授課
(15分鐘)

•介紹何謂身體活動、身體活動的強度類別、每周建議運動量以及運動強度

Q&A
(5分鐘)

•簡單問答，測試重要觀念

TABATA/帶
動跳

(15分鐘)

•教導簡易TABATA動作帶動跳，隨著音樂起舞，讓大家一起開心的運動

後側
(10分鐘)

•測驗學生在課程後對所學內容的吸收程度，是否有學習到課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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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 

上課前先帶領聽眾瀏覽每個重點，再針對每個重點進行細部

講解。並且，有搭配事先印好的小單張重點整理，讓大家在上課

時能夠清楚正在說哪一個部分，而即使課程已經結束，他們還是

能夠在之後拿出這些講義複習之前的內容，讓我們準備的這些課

程不會像過眼雲煙很快就被遺忘。課程中穿插 QA問答，確定是

否已經有學會重點觀念。 

在教導帶 TABATA動作時會依序示範，並會徵求學員上台與

我們一同示範動作，除了氣氛好，更為了能引起聽眾們的興趣以

及使他們能更專注在課程。 

 心得 

  用英文進行衛教本身就是一大挑戰，首先是資料來源的部

分，要感謝黃孟娟老師在這部分給予的教導，讓我們知道許

多實用而且具公信力的專業網站，讓我們能把正確無誤的觀

念以及知識帶到當地。另外，也學到很多海報的製作技巧，

包括排版以及內容編排，以前較少做類似的工作，做起來略

顯吃力但也學到很多技巧。到了索羅門實際上場也體會到實

際上台更需要勇氣，雖然難免緊張，深怕自己講太快讓大家

聽不懂或是台下反應低落，但慶幸的是每場的學員們都很認

真地聽我們的講解，看到台下反應熱絡也令我們放鬆不少。

尤其，在 TABATA以及帶動跳時每個人都是那麼的投入，看到

大家認真地學習怎麼做動作，還會不時大笑，每個人都很開

心的樣子，在課程結束後這樣的景象仍歷歷在目，覺得自己

的課程能被當地民眾喜歡真的很開心也很滿足。 

 檢討與改進 

由於上台較容易緊張，下次若還有類似的機會應在正式上場

前，可以先找朋友，家人練習，把他們當成當天要衛教的民

眾，並且也能夠詢問他們的意見進行改正。此外，我覺得課

程中互動的機會還是可以增加，以自己的主題:運動來說，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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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或許可以多問問他們平常的運動習慣，多聊聊他們對運

動，以及對這個課程的看法，這樣除了可以更了解當地人，

也可以知道自己的課程是否還有可以改正之處。 

 海報及小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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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瘧疾-防蚊大作戰 

 內容 

瘧疾為一種世界性分布的嚴重傳染病。一般來說，瘧蚊喜歡

乾淨不動的水源，因此擁有好山好水的索羅門就成為了瘧蚊適合

居住的環境，進而導致瘧疾的盛行，索羅門全境罹病率約為 20%。  

 活動流程 

 成效 

   在課程中講解瘧疾的致病原因、傳播路徑及症狀，透過課程學生

更能明白蚊蟲與瘧疾之間的關聯性。將課程著重於預防，使學生可以

清楚記得防治蚊蟲與瘧疾的方法，如:穿淺色衣物、裝紗窗、定時清

理積水等。並了解症狀，使學生能知道自己可能患病，並即時求醫，

減少傳播給他人的機會。 

  

正式授課
(10分鐘)

•透過海報或簡報介紹瘧疾的起因、傳播路徑、症狀及防蚊措施

有獎徵答
(5分鐘)

•提出問題以讓學生增加對課程內容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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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 

「預防勝於治療」，許多與蚊蟲相關的疾病皆以支持性治療

為主，有預防和治療藥物但無疫苗，因此著重於預防的方法。也

因為要準備此課程，我們也更加了解防蚊的相關知識。 

 檢討與改進 

因設備上的問題，導致我們排在較後面的瘧疾課程的時間被

壓縮，因此流程與內容雖皆有完成，但講解的略為倉促，因此會

建議下屆學弟妹在出發前應將設備帶齊並檢查。 

可建議下屆學弟妹帶較有相關性的小禮物，或可募集旅行瓶

裝的防蚊液，較有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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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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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酒精、檳榔與菸害防制(Alcohol consumption,betel 

nuts chewing and cigarettes smoking) 

 內容 

酒精、檳榔與香菸為日常生活中經常可見的物品，然而此三者卻

易對人體產生不良的危害。此危機在所羅門群島更為氾濫，尤其人民

普遍無對該物的認知，無立即性的危害產生在體內，因此對於此三物

警戒性較小。 

以檳榔舉例：所羅門為檳榔盛產之大國，當地的路邊經常可見小

販販售檳榔，此物便宜易取得，也成為索國代表。然而檳榔所帶來的

危害可不小：諸如──敏感性牙齒(sensitive teeth)、牙周病

(periodontal disease)、口腔癌(oral cancer)等都成為口腔國病，

對於孕婦而言，更可能使胎兒流產；然而當地民眾卻普遍使用檳榔。 

此外，倘若搭上菸以及酒，將會造成罹癌機率高達 123 倍。希望

在此三者物品高盛行率的地區推行此觀念，將帶給當地民眾健康新

知。 

 活動流程 

前測問卷
(5分鐘)

•課程開始前了解當地民眾對酒精、檳榔與香菸對人體
危害的基本認識的基本認識

正式授課
(20分鐘)

•透過海報與簡報PPT介紹酒精、檳榔與香菸對人體危害

有獎徵答
(3分鐘)

•利用互動式的教學增加印象

後測問卷
(5分鐘)

•驗證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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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 

 使民眾了解檳榔中的成分，並知道嚼食過多檳榔會造成口腔

疾病，並搭配標語，減少其嚼食量。 

 使民眾了解香菸中的有害物質，並且告知可能會導致的三項

主要疾病(呼吸道疾病、慢性阻塞性呼吸道疾病與口腔癌)。 

 使民眾了解過量牛飲酒類將會導致的疾病（肝臟疾病、頭頸

癌、肥胖等多樣系統性疾病）。 

 心得 

    關於此衛生概念，在台灣已行之有年的推廣許久，在準備相

關資料的同時發現身為醫學生，有許多的概念自己仍未涉足；且又是

第一次準備衛教內容，對於此內容足足準備了三個月，由台灣衛教師

的簡報到認證網站的專業資料查詢，對於自身以後也將成長茁壯不

少。 

  在準備資料的同時也發現，因為此三項主題分別論述，都可

以當作個別的衛教主題，如何縮短在二十分鐘進行，著實需要思考。 

  在衛教過程當中，也需要注意台下觀眾的反應以及自我講話

內容是否太過豐盈。由於準備內容充足，時間讓有所不足。 

  在海外第一次進行相關全英語衛教，經歷過仍對於這幾個月

的茁壯感到深深的感動。 

 

 檢討與改進 

 由於內容充足，時間上佔用時間較多，下次可藉由計時以及

後續工作人員提醒等方式了解到自身時間耗用多寡。 

 語速有時會過快，讓民眾沒有抓到重點，可以藉由重點提醒

多次的方式讓聽眾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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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報及小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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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登革熱防制(Dengue fever prevention) 

 內容 

    台灣與索羅門群島都位於蚊害疾病的區域，蚊子所傳播的眾多

疾病當中，瘧疾、茲卡以及登革熱是為最多數的傳播疾病。在索

羅門群島，尤以瘧疾與登革熱各為氾濫。本節衛教主題包含登革

熱是如何傳播的、傳染途徑以及用藥注意。 

 

 活動流程 

 成效 

 使民眾對於登革熱有正確的認識並加深其防範意識 

 民眾回去後，將相關觀念推廣給親朋好友，讓更多人了解登革熱

病媒蚊的傳播途徑與疾病特徵 

 對於自我診斷的病識感更加增強，並知道不可使用何種藥物。 

前測問卷
(5分鐘)

•課程開始前了解當地民眾對登革熱與病媒蚊的基本認
識

正式授課
(10分鐘)

•透過海報與簡報PPT介紹登革熱

有獎徵答
(3分鐘)

•利用互動式的教學增加印象

後測問卷
(5分鐘)

•驗證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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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 

    索羅門群島素為蚊災肆虐的區域之一，能夠在此區域對民眾進行

宣導蚊子災害的嚴重性，並且教導民眾該如何避免登革熱與瘧疾。登

革熱的典型病徵包含極度的疼痛與不適，倘若不好好處理的話，將會

造成難以忍受的病痛。尤以索國民眾經常不就醫，但倘若此病症在初

期就進行治療的話將會有卓越的成效，希望藉此可以提升索國民眾的

病識感。在準備衛教內容的同時，也複習了一遍各項專業知識，真是

教學相長！ 

 

 檢討與改進 

 由於時間較為不足，語速上比較快進行，可能導致民眾聽不

懂，希望下次可以挑重點講而非語速快。 

 沒有準備小單張，希望下次經費仍有餘裕可以進行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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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交流 

衛教課程 主負責人員 所需物資 

介紹臺灣-The beauty of Taiwan 吳宏庚 海報、PPT 

文化交流-「水果王國」—台灣 黃熏柔 海報、PPT、果乾 

台灣印象(Ten icons of Taiwan) 羅冠鵬、古曜瑄 海報、PPT、鳳梨酥 

拍手歌 (Clapping hand song) 羅冠鵬 海報、PPT 

1. 介紹臺灣-The beauty of Taiwan 

 內容 

臺灣目前身為索羅門的邦交國，不過對於臺灣的國情或是各

個特色景點，還有很多值得跟他們分享的事情!例如我們提到了

臺灣多變美麗的地形景色；不同原住民根索羅門的小小關聯；臺

灣豐富的特有種生物跟我們的國旗等等。 

利用衛教課程之間的空檔時間進行簡單的介紹一些特色，除

了可以讓聽眾們放鬆以面對下來的課程，也能讓他們更加了這個

離他們 5700公里外的美麗國度。 

 活動流程 

正式授課
(10分鐘)

•透過海報介紹臺灣的天然及人文特色，搭配衣服上的圖案結合當地
特有的Nguzu Nguzu，增加學生的興趣

分享八部合音
(2分鐘)

•介紹臺灣布農族特有的八部合音搭配音樂讓聽眾更加身歷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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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 

上課前詢問時發現雖然大部分人聽過臺灣，但也僅僅是聽說

這個名字而已，並不知道臺灣當地真正的樣貌，親自來過臺灣的

更是屈指可數。因此我們從台灣的地理位置開始介紹，搭配海報

上的圖片一一介紹來自臺灣的特有種，像是台灣黑熊、臺灣獼猴

及臺灣寬尾鳳蝶等等。 

人文特色方面，我們挑選了兩個具有特別意義的原住民族:

阿美族及布農族，簡單介紹家庭結構、特殊慶典等等。另外，因

為臺灣與索羅門界屬於南島語系，因此語言會有點類似。 

學生們透過簡單的介紹，都能夠在短暫的時間裡更加了解臺

灣的特殊民族與風景，增加對於邦交國的了解與拜訪的意願! 

 心得 

跟衛教很不一樣的是，文化交流是用輕鬆的態度介紹一些來

自臺灣的美，而我們準備的內容比較偏向單純的介紹而沒有帶多

的互動，因此整理來看效果及回饋並不是太好。雖然有準備八部

合音的音效，但看似效果不不是太好。 

雖然文化交流我們就是定義成要給學員們休息放鬆的時間，

但我想應該還是能加入一些互動分享的元素，才不會讓輕鬆的介

紹又陷入上課的模式而造成壓力了。 

整體來說，我們挑選了幾個臺灣很有特色的部分來介紹給聽

眾們，但還是有能提升觀眾參與的改進方向的! 

 檢討與改進 

我們應該準備更多來自臺灣的小小特色物品，搭配上文化交

流一起，例如講到原住民文化時，可以準備原住民吊飾、衣物等

等，甚至可以介紹簡單的原住民舞蹈並邀請聽眾一起上台跳舞，

可能能藉此提升參與度。 

因為我們觀察到，只要台上有索羅門當地人一起參與，台下

都會比較熱情，因此我認為可以藉由這種方式解決回饋較差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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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2. 文化交流-「水果王國」—台灣 

 內容 

傳達衛生教育的同時，也把握機會讓當地民眾與學童認識同樣位

於太平洋上的島國，增加他們對台灣文化與人文的認識。臺灣因多樣

的地形樣貌與高溫溼熱的氣候，而能種植出許多品種的水果，又因各

地氣候與地形的些微差異，而有各地的特產水果，因此，台灣享有「水

果王國」的美譽。 

 活動流程 

 成效 

    考慮到方便性，我們在台灣募集果乾帶至索羅門，在課程中發放，

使學生能品嘗到台灣水果的風味，學生反應熱烈，內容還沒講完，果

乾就已被一掃而空。 

 心得 

    當地的學生都很熱情，水果的介紹還沒說完，袋子裡的果乾已被

吃的一乾二淨。不同於衛生教育有較多的知識與衛生觀念需傳達，文

化交流可以較輕鬆的上課方式去介紹台灣的文化，因此也讓本來因連

上兩節衛教課而較沉悶的氣氛變得較為活躍。 

  

台灣水果

(10分鐘)

•以鳳梨、紅心芭樂、芒果、楊桃為例

•介紹其產地、產地的氣候、用途、口感

•發放果乾讓學員品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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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與改進 

文化交流相較於衛生教育為較輕鬆的課程，可建議學弟妹視課程

需要安排此種課程以調節上課氣氛與節奏。 

因人數較多，只能將果乾且小片才能分給較多人，但也不夠讓每

個人都吃到四種水果的果乾，我們應該再準備多一點的果乾才能符合

預期的成效。 

3. 台灣印象(Ten icons of Taiwan) 

 內容 

    說到台灣，你會想到甚麼呢？本次國際志工社所羅門團精選了具

有台灣代表性的十個印象符號（小籠包、粽子、台北 101、鳳梨酥…）

並且用簡短流利的英語介紹給索國民眾。其中更包含台灣國旗紅白藍

代表的自由、平等與博愛的精神。藉此促進兩國情誼，並且增加民眾

互相的認識。 

 

 活動流程 

 成效 

 促進兩國文化交流，在台灣與索羅門之間進行非物質文化的溝通 

 使民眾了解到邦交國的特色，希冀有朝一日能到台灣留有印象。 

  

台灣簡介
(3分鐘)

•介紹台灣的位址，並且簡介台灣為多元文化的民族。

十個台灣印
象簡介(5分

鐘)

•透過可愛的圖案與一句話簡介台灣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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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 

    台灣雖面積不大，卻在文化上與人情上留有許多讓人稱羨的地方。

就文化而言，台灣許多屬於自己民族的印象（八部合音、鳳梨酥、台

北 101 等等）藉由此番與索國民眾接觸後，發現台下人民對於我國有

許多的地方感到興趣（諸如：索國最高層樓才六層），並且我們攜帶

了足夠量的鳳梨酥！當地的民眾很喜歡！ 

 

 檢討與改進 

 由於時間較為不足，簡介台灣印象時較為快速。 

 沒有印製小海報贈大家，坐在後排的民眾難以直接看到。 

4. 拍手歌 (Clapping hand song) 

 內容 

    在齊柏林導演之作 <看見台灣>末尾，原民孩子們聚集在山間，

眾所合唱的歌曲正是拍手歌。拍手歌為羅娜國小校長馬彼得校長所作，

而羅娜國小的孩童每年都到國外進行多次的巡迴表演。拍手歌正可代

表台灣民族熱情與豐富的情感。 

 活動流程 

 成效 

 增進兩國情誼，以羅馬拼音取代語言隔閡，讓大家盡情沐浴在歡

笑之中。 

 使索國民眾了解到迷人的台灣多元文化。 

歌詞簡介
(5分鐘)

•逐句解釋歌詞意涵，並且邀請民眾一起歌唱。

音樂欣賞
(5分鐘)

•透過海報與簡報PPT介紹酒精、檳榔與香菸對人體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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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 

    台灣與索羅門群島相似的地方在於均是南島語族，並且在語言文

字上更有一些地方是相通的！在參觀美術館的同時，看到與台灣蘭嶼

達悟族相似的拼板舟樣貌，才明白當時代南島語族擴張之盛大。索國

民眾著實熱情，每當我們唱歌跳舞之時，總是可以看見索國民眾笑逐

顏開的樣貌，著實令人感到可愛。 

 

 檢討與改進 

 由於時間較為不足，希望可以多讓民眾上台嶄露歌喉。 

 場地空間不足，因此無法跳我們準備的舞蹈，著實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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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服務評估與反思 

 行前準備 

內容 當地情形 改善 

服務對象與

行程確認 

 缺乏與當地直接聯繫之窗

口 

在行程安排較晚定調的前提

下，遲遲無法決定衛教的地點

(大學、小學、中學、醫院或診

所)，這是由於當地教師聯絡資

訊都未妥善記錄，校長等管理

人對於需要的協助也不盡相

同。在索羅門的所有規劃與協

調都是透過駐索許團長一手包

辦，除了會造成團長的辛勞

外，每年的地點也較難確定及

維持。準備的內容也未必能符

合衛教對象的需求。 

1. 在帶團老師及團長的許可

下，留下當地學校、各機關

的聯絡電話或電子信箱，進

而確認需要的內容及時間

等等。 

2. 盡量尋找能夠長期固定進

行計畫的對象，例如 SINU

或 USP，避免曇花一現的效

果。 

3. 先準備好確認前往地區要

求的內容與難度，另外也準

備不同難度或額外的內容

以備臨時有新的地點。 

4. 若開拓新的服務據 點，可

整理好「希望服務對象性

質」， 請醫療團團長居中 

幫忙接洽。  

5. 選 

教案內容及

對象適宜性 

當地有很多生活條件及狀況非

常差的人，也有教育程度相對

較高的高中生，若是都以單一

教材進行衛教，聽眾對於內容

的理解程度會有很大的不同。 

舉例來說，這次衛教內容的

1. 就算同一個衛教內容也要

準備簡單版本的以備不時

之需，或是可以確定每個衛

教最重要要傳達的部分，若

是其他部分比較偏學術而

有點難懂就可以省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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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S 部分，對於國高中生來說

就顯得有些困難，而對大學生

來說就很實用。 

重點即可。 

2. 年紀幼小的服務對象可多

利用遊戲方式來認識疾

病，加強於疾病的防治； 年

齡稍長的對象可以從病因

開始講 起，疾病的傳染和

預防。 

當地團員 

行動 

由於當地交通不便，大多由醫

療團團長接送或自行搭計程車

或公車來往，但 會造成醫療團

團長額外負擔。 

另外，也會造成我們進行服務

的地點會受限於團長本身繁忙

的業務而需要配合。 

1. 在挑選衛教地點時，首先挑

選距離近、交通較為方便

的，例如這次的 USP 就在臺

灣衛生中心對面，非常方

便。 

2. 在到達之後，先行詢問計程

車或公車等交通工具的路

線及價錢等等，若是有突發

狀況才能緊急變通。 

 Divit Rural Training Centre 

 活動過程 

參與人數 46 

年齡 14~16 

時間 8/9(五) 上午 9:00~12:00 

地點 Visale Communit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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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 

整體總分 8 分 

地點選擇/時間安排 

 Divit 是長期以來志工團都會合作的單位，

除了我們的衛教，營養團也有在此進行課

程。這次的課程除了有 Divit 的技職學生之

外，旁邊的 Visale 也有學員到場聽課。 

 8/9 上午利用整個早上的時間，進行 ABC、

口腔保健、運動與健康以及性教育四大主題 

教案適宜性 

 由於不論是 Divit 或是 Visale，學生都屬於

中低年級，因此我們準備的內容，尤其是講

到疾病或症狀等等較為偏向醫學的領域

時，聽眾的反應及吸收程度都比較差。 

 原本有安排為當地教師進行 IT 教學，教學

如何辦理 gmail 帳號，不過由於當地電纜被

居民破壞而無法進行。 

 由於這次前往Divit都是進行衛教的課程而

沒有文化交流等等，若之後有機會可以用穿

插形式進行。 

遇到問題 

 Divit 有兩間教室，一間有電但是很悶熱；

一間沒電但是因為靠近海邊，比較涼爽。而

我們選擇的就是上課環境相對較為舒適的

靠海教室。但就要面對沒有電、無法使用 PPT

的困境，因此有些 PPT 搭配用的照片就無法

秀給台下聽眾觀看。 

 Divit 是歷屆以來都會去的服務地點，教

案、活動每年相似性都很高。因此除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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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如何教學之外，也要去考慮如何在每一次的

拜訪中要怎麼做才能讓效果延續，而不是每年

都做一樣的事而沒有進展。 

改善 

 對於中小年級學生來說，有些內容地卻是偏

難難懂。或許可以把一些講課的部分改以遊

戲代替，用比較簡單生動的方式，讓小朋友

較容易進入狀況。 

 為了應付各種無法預期的狀況，例如這次遇

到沒電的問題，應該把所有需要用到的教材

做成實體，不論是照片印成海報或是準備道

具等等。 

 為了讓準備的內容可以分享出去並流傳。除

了我們有印製的小張筆記之外，我想或許有

機會能邀請當地的教師一同聽課，除了當下

聽眾能獲取新知外，往後有機會也可以透過

這些教師把觀念帶給不同的學生群體，除了

延續功效也能廣傳給不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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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後側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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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活動過程 

 評估 

整體總分 9 分 

地點選擇/時間安排 

 今年是志工團首次前往大學進行課程，因此

也是第一次到 USP。由於新上任的校長對於

公共衛生的議題相當有興趣，因此主動聯繫

台灣衛生中心爭取合作。 

 8/12 下午進行了 ABC、運動與健康的衛教以

及介紹臺灣、臺灣水果的文化交流。8/14

早上再次來到 USP 則是進行口腔保健、性教

育、傷口照護、瘧疾及登革熱防護的衛教以

及拍手歌的文化交流。 

教案適宜性 

 由於出發前我們設定的主要為叫對象就是

以大學生為主，因此大部分的衛教效果都算

好，聽眾都很專心在聽、還有人在做筆記。 

 雖然反映普片都不錯，但在與 USP 校長會面

的時候，真正讓他感興趣的內容竟是 ABC 中

的 B，也就是檳榔的部分，他們有提到想要

加入的內容包括 NCD，也就是非傳染性疾

參與人數 150 

年齡 18~25 

時間 
8/12(一) 下午 14:00~16:00 

8/14(三) 上午 10:00~12:00 

地點 USP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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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以及女性暴力等主題。 

遇到問題 

 由於與學校溝通與學校處理有些問題，要去

衛教的當天校方臨時更改預定的上課地

點，造成我們準備的 PPT 要臨時換成 poster 

 第二天仍然在室外上課，校長很堅持要裝好

投影機才讓我們開始課程，也因此在等待裝

置架設的過程中又多畫了一需時間等待，造

成我們所能運用的時間被壓縮。 

 由於是開放式的上課空間，對學生來說較為

自由行動不會受限，但相對的上課效果就比

較難吸引所有聽眾的注意。 

 由於是開放空間，因此比較難做我們原本設

計好的前後側內容，因此較難檢驗成效。 

改善 

 由於第一天臨時更改場地，原本準備的 PPT

無法使用，而很多原本預計展示的照片圖表

也無法用上，另外營養團老師的食譜也無法

展示。我們利用團員一人拿一台筆電的方

式，將 PPT 上的內容盡量在走動中展示給台

下聽眾觀看，維持原本希望的效果。 

 第二天由於 USP 校長的堅持，我們的時間被

嚴重壓縮，我們選擇不刪減預定要教學的衛

教數量，而利用挑選重點的方式，讓每個準

備好的主題都能上場。 

 由於事開放式空間，一開始聽眾的注意力較

難集中，我們採取的對策是邀請台下的自願

者上台一同示範或一同同樂，例如刷牙或是

用保險套的部分，以及 TABATA 的時候。只

要台上有大家熟識的朋友或當地的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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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應也會相對比較熱絡。 

 由於是第一次拜訪的單位，準備的內容不一

定能符合他們的需求，因此我們有留下我們

的聯絡方式及 USP 校長的名片，希望往後若

有機會再合作，能事先溝通內容，我們比較

有方向，也能符合他們設定的課程。 

 Solomon Islands National University: SINU 

 活動過程 

參與人數 80 

年齡 18~25 

時間 8/14(三) 下午 14:00~16:00 

地點 SINU 校園，公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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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 

整體總分 9 分 

地點選擇/時間安排 

 SINU 是高醫的姊妹校，因此在這趟志工服務

中，臨時增加了前往 SINU 衛教的行程，比

起 USP，這邊的規模又更大更完善了。 

 我們先在 8/12 好跟著營養團的孟娟老師前

往 SINU 進行了食譜推廣的課程，再於 8/14

下午結束USP的行程後前往進行我們自己準

備的衛教課程。 

教案適宜性 

 由於出發前設定的對象就是以學生為主，而

我們來到教學的班級又是公衛系，因此整體

的效果算是不錯。 

 由於學生人數較多，教室的空間無法提供運

動與健康課程中的 TABATA 足夠的空間示範

以及教學。 

遇到問題 

 在衛教當天，原本預計事要一半團員前往護

理系，一半團員前往公衛系，分別進行一小

時的衛教後再交換，不過在當天護理系似乎

沒有溝通恰當，一直到我們到達 SINU 等待

20 分鐘後都沒有消息，因此我們選擇放棄前

往護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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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面對突然的課程變動，我們決定把所有團員

併在一起上課，因此時間都有重新分配。為

了因應不同的突發狀況，應該隨時準備好所

有衛教內容，不論當天是否預計要上場，才

不會有突然多出來的時間卻沒辦法上場。 

 由於教室較為狹小且學生眾多，原本預計要

把大家帶到外面進行衛教。但考慮到場地不

太適合(沒有電、太陽太大)，因此還是決定

在教室上課。我們採取的方式是請幾位同學

上台一起跳，而台下若是有空間也歡迎一起

動一動，而非要全班一起起來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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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預算表 

2019 年索羅門志工團預算表（以出團 17 天計算）(7/31-8/16) 

項目 名稱與用途 單價 
數

量 
合計 說明 備註 

交通費 

機票費 46,700 4 186,800 4 位學生來回機票 深耕 

簽證費 600 4 2400 澳洲簽證費用 深耕 

國內交通 

2,660 4 10,640 
高鐵：桃園-高雄來回, 1,330/人/單趟， 

共兩趟 
深耕 

50 4 200 
桃園機場捷運：高鐵桃園站-桃園機場 

25 元/人/單趟，共兩趟 
深耕 

保險費 保險 1,000 4 4,000 海外旅遊平安保險 深耕 

疫苗費 疫苗 5,000 4 20,000 A 肝疫苗兩劑、、B 肝疫苗三劑、瘧疾用

藥、感冒常備藥 
深耕 

文具用品費 文具費 6,000 1 6,000 

A4 紙、牛皮紙、彩色紙、圖畫紙、春聯

紙、尺、剪刀、橡皮擦、鉛筆、彩色筆、

奇異筆、麥克筆、色鉛筆、蠟筆、白板

筆、色紙、吸管、釘書機、釘書針、牙

籤、黏土、圖畫紙、雙面膠、膠帶、蠟

筆、白膠、膠水、圖釘、吸管、細毛線、

保麗龍膠等 

深耕 

印刷費 衛教宣導用 12,000 1 12,000 

企劃書、彩色成果冊、食譜、防水型教

案海報、教學手冊、電腦軟體操作手冊、

前後測問卷、健康檢查表、園遊會傳單、

中英文字卡、印有食物圖片的硬卡等 

深耕 

物品費 

文化教具費 13,000 1 13,000 

筷子、竹條、棉線、風箏線、寶特瓶、

世界地圖、台灣地圖、果乾、零食、童

玩材料包、歌詞海報、春聯紙、毛筆等 

深耕 

衛教材料費 20,000 1 20,000 

衛生面膜、酒精棉片、冰敷包、彈性繃

帶、傷口模擬道具、透氣膠帶、三角巾、

醫用食鹽水、消毒棉花、棉花棒、紗布、

牙刷、牙膏、牙線、牙線棒、牙齒模型、

漱口水、漱口杯、血糖試紙、飲食金字

塔紙板、糖、酵母、環保叉子、環保碗

盤、紙杯、一些食物、夾鏈袋、有獎徵

答小獎品、保險套、塑膠手套、口罩、

乾洗手等 

深耕 

布條衛生棉 200 50 10,000 布衛生棉的材料包 深耕 

（依據 2016 年預算表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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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差旅費 學生生活費 15312 4 61,248 

學生生活費依教育部標準 

USD12,000/365*15 天*31.05=15312/人

(107.2.25 匯率 31.05) 

1 位團員生活費約 15312 元 

社團 

交通費 國外交通費 16,000 1 16,000 

機場、醫療中心、學校往返 

油費 

其他時間交通以公車為主 

社團 

雜支 活動相關物品 14,900 1 14,900 
通訊費(聯絡贊助廠商、店家)、郵資、車

費、SIM 卡費等等 
社團 

總計  新台幣 377,188 元整  

 
※備註：主要服務活動以配合附院索羅門醫療中心進行 15 天衛教活動，不於其

他地區進行服務活動。 

總金額 377,188 

社團自籌 92,148 

深耕補助 28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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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算表 

2019 年索羅門志工團結算表（以出團 17 天計算）(7/31-8/16) 

項目 名稱與用途 單價 
數

量 
合計 說明 備註 

交通費 

機票費 

(含澳洲簽證) 
47,000 4 188,000 4 位學生來回機票含澳洲簽證費用 深耕 

國內交通 

- - 8,960 

高鐵:桃園-高雄來回 

去程: 

對號座全票 1,330/人/單趟*4(人)=5320 

回程: 

自由座全票 1290/人/單趟*2(人)=2580 

對號座全票卡友優惠 1060/人 /單趟

*1(人)=1060 

深耕 

- - 180 

桃園機場捷運：高鐵桃園站-機場第二航

廈站 

去程:25 元/人/單趟*4(人)=100 

回程: 

25 元/人/單趟*2(人)=50 

機場第二航廈站-桃園體育園區站 

30 元/人/單趟*1(人)=30 

深耕 

保險費 保險 561 4 2,244 海外旅遊平安保險 深耕 

疫苗費 疫苗 2775 4 11,100 A 肝疫苗兩劑、、B 肝疫苗三劑、瘧疾用

藥、感冒常備藥、暈車藥 
深耕 

印刷費 衛教宣導用 14,505 1 14,505 
企劃書、彩色成果冊、前後測問卷、衛

教海報、衛教小卡、教學小卡等 
深耕 

物品費 

文化教具費 2,846 1 2,846 鳳梨酥、豆干、食物密封袋、牙籤:2846 深耕 

衛教材料費 1,620 1 1,620 
棉花棒、紗布、OK 蹦:1020 

牙刷、牙膏:600 
深耕 

國外差旅費 學生生活費 15342 4 61,368 

學生生活費依教育部標準 

USD12,000/365*15 天*31.11 =15342/人

(108.7.30 匯率 31.11) 

1 位團員生活費約 15342 元 

深耕 

雜支 活動相關物品 13,239 1 13,239 

SIM 卡: 

SBD252*4(人) *0.1376*31.22=4330 

(108.8.1 SBD 換 US 匯率 0.1376) 

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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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1 US 換 TWD 匯率 31.22) 

轉接頭、電蚊拍、團服、罐頭、防曬乳、

防蚊液、麵條、洗衣精等 

總計  新台幣 304,062 元整  

※備註：主要服務活動以配合附院索羅門醫療中心進行 15 天衛教活動，不於其

他地區進行服務活動。 

總金額 304,062 

深耕經費補助 290,823 

社團自籌 1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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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生活集錦 

 曜瑄在 divit 的戶外沙灘上進行 physical activity 的課程 

 

 熏柔在課程中帶領 divit 學生實際練習正確刷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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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鵬在他的 NO!NO!ABC 課程中進行有獎徵答 

 

 宏庚在 divit 進行安全性行為以及遠離愛滋(AIDS)的相關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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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醫附院營養團、學生志工以及 divit 學生師長留影 

 營養團、志工團、THC 團長 Alice 與公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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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USP 大學進行衛教，熏柔使用牙模示範如何正確清潔牙齒 

 

 宏庚使用 Safeway保險套與當地大學生一同示範如何正確使

用保險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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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USP 進行傷口照護衛教，宏庚在示範如何清潔傷口 

 

 在 USP 進行文化交流課程，介紹台灣特色以及分享果乾、

鳳梨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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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USP 師生合影 

 最後一場衛教!與 SINU 大學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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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Taiwan Health Center(THC)團長 Alice 合影，感謝她提

供了我們很多的幫助。 

 

 感謝統一生機贊助的果乾，在出發前特別拍了開箱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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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索羅門報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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