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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成果報告表 

（請提供受補助學年度之執行成果，篇幅以不超過 A4四頁為原則，雙面列印） 

計畫名稱 愛與關懷、希望所在 

主辦學校 高雄醫學大學 

合作學校/社區/
民間團體/縣市 

■跨教育階段別合作：合作學校－屏東縣青葉村青葉國小 

■與社區合作：合作社區名稱－ 青葉社區  

■與民間團體合作：合作團體名稱－財團法人台灣防盲基金

會 

□與所在縣市合作：合作縣市－____________ 

已執行經費 
1.教育部補助款：202,500 元 

2.學校/縣市配合款：30,000 元 

辦理

時間 

自 109 年 01 月 01 日起 

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止 

執行成果 

一、關懷生命活動 

(一)活動時間：109 年 8 月 16-21 日 

(二)活動簡述：推廣品格教育至校園，藉由豐富的活動內容讓學員有課

堂以外的體驗，期望在活動結束之後，能對學員們有正向的影響，

並在其中加入自己選擇的才藝課程，使學員藉此找出自身的興趣，

並期望發展成其專長。亦提供大專青年學生參與社會服務學習的機

會，以傳遞使命給大學生，對社會關懷的有長遠廣大眼光。 

(三)參與對象：新美國小學生、高雄醫學大學學生。 

(四)參與人數：約 80 人參加。 

二、關懷師長活動 

(一) 活動名稱：人體暨器官捐贈感恩活動-老師感恩您。 

(二) 活動時間：109 年 7 月 2 日。 

活動簡述：藉由感恩大會活動辦理，由學生演唱感恩歌曲及致感恩

謝詞，以表達本校全體師生對大體老師、器官捐贈老師、病理解剖

老師及其家屬深深的感謝與懷念。 

(三) 參與對象：大體老師、器官捐贈老師、病理解剖老師及其家屬；

本校校長、一級首長、附屬機構院長暨醫、牙學系師生。 

(四) 參與人數：本校約 500 人。 

三、關懷多元性別系列活動 

(一)活動時間：108 年 04 月 29 日~109 年 11 月 17 日 

(二)活動簡述：辦理「越過一片海－跨國同志伴侶的現在與未來」講

座、「跨性別者的困境與微光－多元性別講座」，及「多元性別座

談」。期間邀請跨國的同志伴侶分享親身經歷、邀請跨性別者分享

其生命歷程，以及邀請心理師帶領小團體討論，讓學生對於性別的

多元概念更加了解，並且透過跨國同志伴侶與跨性別者的親身分

享，也讓參與者對於不同性別與性傾向的人，有更多了解與尊重。 

(三)參與對象：本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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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與人數：共 100 人次。 

四、關懷偏鄉學童活動 

(一)活動時間：109 年 2 月 14-16 日 

(二)活動簡述：本營隊為青葉國小的小朋友們所設計的課程主題，係與

校長商議後而定，今年的營隊主題為「小小醫生體驗營」，有別於

以往單純在教室中授課的模式，此次課程設計希望讓小朋友走出課

堂，並增加實際操作與練習的課程比重，小小醫生體驗營的課程內

容包含有：認識身體構造、認識急救箱和簡易傷口處理、動手做藥

膏、兩性教育及均衡飲食宣導等。 

(三)參與對象：屏東縣三地門鄉青葉村青葉國小學生。 

(四)參與人數：約 103 人參加。 

五、關懷高齡活動 

(一)活動時間：109 年 5 月 20 日、6 月 10 日、10 月 6 日、10 月 13

日、10 月 27 日、 

(二)活動簡述：高齡健康促進之活動設計成果、咀嚼吞嚥障礙照護、打

開夢想的鑰匙-透過他人更了解我自己、國際交流研習與青年公共

參與、『五感舒適』中高齡創業人力培力課程等活動，所設計的課

程主題，以在教室中授課的模式，經由活動設計、經驗分享等讓本

校護理系學生將來走出課堂，對高齡照護可增加實際操作與練習的

課程知識。 

(三)參與對象：本校護理系學生及社區民眾。 

(四)參與人數：213 人參加。。 

品德教育微電影
簡介 

(無拍攝計畫者免填

列) 

影片名稱：「愛與關懷、希望所在」 

本校品德教育係依據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融入尊重生

命、孝悌仁愛、自律負責、謙遜包容、欣賞感恩、關懷行善與分享共

好等品德教育核心價值，配合本校深耕計畫主軸，以生命、師長、多

元性別、偏鄉社區及高齡長輩為關懷對象，內容除紀錄「付出關懷系

列活動」之始末，並紀錄參與學生之心路歷程、被關懷者之感受等，

讓學生藉由參與、體驗，體會出人文、關懷、生命的意涵，進而讓學

生體會到只要每個人願意多一點付出，社會必定更溫暖和諧；在付出

關懷的同時，自己也能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諦。 

 

自我檢核 

一、因新冠肺炎疫情因素致各項活動未能依時間辦理，尤其是校外活

動，執行有困難。 

二、本校相關品德教育活動賡續辦理多年，已內化至校內學生社團

中，並有學生社團主動辦理相關活動，對校內品德教育風氣提升

頗有幫助。 

三、以 PDCA 管理方式檢核品德教育執行情形，並於學期末品德教育

委員會報告，檢討成效。 

未來改進策略 
一、依教育部 108.06.12 修正之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列入學校重點工

作，鼓勵各教學及行政單位師長、行政人員與同學都能共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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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將關懷活動列為服務學習課程及社團活動中，讓品德教育深

耕校園。 

二、從正式與非正式課程，深耕推廣內化於同學日常生活中，使本校

品德教育更佳豐富與多采多姿。 

三、賡續與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結合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等)跨域

(校)合作，共同舉辦品德教育活動，讓本校品德教育更深廣與多元

化。 

109年度品德教育推動特色案例分享(500-2000 字為限) 

活動名稱：名偵探柯南之小小醫生體驗營 

2020 年的偏鄉服務隊，我此生最後一支服務隊。 

但，我仍在摸索。 

如果服務隊是一個國家，那總召就是總統嗎?如果服務隊是一位醫生，那他的病人痊癒了

嗎?至今，還有好多問題沒找到解答，更精確的說，這一生眾多服務隊給我的問題多過答案，

而在探求真理的路上我披荊斬棘。 

我們在一支服務隊中追求的到底為何物?是營隊的秩序與紀律?是孩童的笑顏?是民眾信

任的眼神?抑或是個人成就的達成?以前的我認為，一個營隊的價值在於成本與效益的清算，

營隊帶給小朋友和民眾的服務必須大於完成這個服務隊的成本，也就是社會對於這個營隊的

金錢貢獻以及每個隊員對於這個營隊的時間上犧牲。如此一來，就不會造成所謂的資源浪費，

也不會變成像是一般長輩對於孩子出隊的批評: 一堆大學生到山裡自嗨。 

後來的我，認為服務隊追求的是個人的學習與成長。不要問我們帶給營隊什麼，且問營

隊帶給我們甚麼。在營隊中，我們學習與人相處，學習在高度壓力之下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學習面面俱到、處事圓滑，以及最重要的，學習如何當一台機器裡的小齒輪，而非一鍋湯裡

面的雜質。每個人有自己的答案，但到了我的最後一次服務隊—2020 高醫後醫偏鄉醫療服務

隊，去蕪存菁，塵埃落盡之後，我認為一個人在服務隊中，只要盡守本分，做好自己該做的

事並問心無愧即可。何以見得?因為一支服務隊有太多太多無形的成本我們沒有考慮，有太多

太多的正面影響我們沒有發現，我們根本沒辦法單由一個人的角度就去評價、去定位一支隊

的價值所在。所以回歸到本質，我們能做好的就是自己份內的事，這，就是我一年來當總召

的心得。說來殘酷，卻又不失中肯。 

隊一支一支的出，心中的悸動也一次又一次的減退。或許這正是反映了之後在位杏林時

的心路歷程吧。再經過不斷服務的過程中，原本的初心也漸漸淡去，而面對病人只剩下責任

感。到最後能夠守住的最後底線就是如同我這次初隊所獲得的結論—做好份內的事，並好好

享受當下吧! 

(高雄醫學大學學士後醫學系二年級 賴冠佑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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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活動照片(以 6 張為限) 

  

校長主持感恩大會活動 校長代表學校感謝大體老師家屬 

  

跨國婚姻講座 愛心服務社至國小社區宣導合照 

  

學員課餘時間到社區協助環境整理 學員替居民測量血壓及衛教活動 

相關附件：■電子檔光碟(含：活動相片原始檔(500kb 以上))  □其他（請說明）           

聯 絡 人 黃建嘉 聯絡電話 07-3210571 

傳真號碼 07-3217387 E-mail R031120@kmu.edu.tw 

 



執行單位名稱：高雄醫學大學

計畫名稱：愛與關懷、希望所在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期程：109年1月1日至109年11月30日 百分比：取至小數點二位

補(捐)助項目

教育部核定

計畫金額
(A)

教育部核定

補(捐)助金

額
(B)

 教育部

撥付金額

(C)

教育部

補(捐)助比

率
(D=B/A)

 實支總額

(E)

計畫結餘

款
(F=A-E)

依公式應繳回

教育部結餘款
(G=F*D-(B-C))

備                       註

業務費 232,500 202,500 202,500 87.10% 232,500 0 請查填以下資料：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232,500 202,500 202,500 87.10% 232,500 0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餘款繳回方式：

□依補(捐)助比率繳回

是否適用彈性經費支用規定(註七)  （ □是 □否），勾選「是」者，請查填下列支用情形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已執行項目之剩餘款免予繳回

是否有未執行項目（ □是 ■否），金額    元

彈性經費 □其他（請備註說明）

*部分補(捐)助計畫請查填左列支出機關分攤表

1 ，其金額合計應等於實支總額

2 *執行率未達80%之原因說明

3

4

 業務單位:    主(會)計單位： 首長(或團體負責人)：

備註：
一、本表請隨函檢送乙份。
二、本表「教育部核定計畫金額」係計畫金額經本部審核調整後之金額；若未調整，則填原提計畫金額。

三、本表「教育部核定計畫金額」及「實支金額」請填寫該項目之總額(含自籌款、教育部及其他單位分攤款)。

四、本表「依公式應繳回教育部結餘款」以全案合計數計算。

五、若實際繳回金額與依本表公式計算之金額有差異時，請於備註說明。

六、計畫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者，請於備註敘明原因。

教育部補(捐)助經費收支結算表

可支用額度(元)  實支總額(元)

合計 232,500                           

支出機關分攤表：

七、各大專校院之科技計畫中屬研究性質者，或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列管之計畫，始得適用彈性經費支用規定。

分攤機關名稱 分攤金額(元)

教育部 202,500                           

機關1高雄醫學大學 30,000                            

機關2

機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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