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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團體組-衛生局(所) 

單張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單位 

金獎 上學的一天 你都吃什麼?-學生飲食篇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銀獎 愛自己 癌篩檢 結果陽性要複檢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 

銅獎 我的餐盤大富翁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佳作 免費篩檢 健康動員 新竹市衛生局 

佳作 從飲食均衡出發 成年人正確飲食指南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海報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單位 

金獎 男孩女孩一樣好，寶貝健康最重要燈箱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銀獎 同學，你的目睭還好嗎？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銅獎 串串粽串串情串起營養好心情 新竹市衛生局 

佳作 腰圍八九十 雲林縣衛生局 

佳作 代謝症候群防治 嘉義縣衛生局健康促進科 

手冊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單位 

金獎 我的健康餐盤~吃對了，健康就對了 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銀獎 「疫」起吃出保護力 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銅獎 竹縣耀動銀健康~運動飲食護照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佳作 樂齡飲食-健康呷百二手冊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佳作 飲食&運動職人護照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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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單位 

金獎 樂齡健康吃 享受好食光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臺北市

公務人員訓練處 

銀獎 我愛我的餐盤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銅獎 三好一巧 營養免煩惱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佳作 吃出好粽點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佳作 跟著阿公阿嬤聽廣播~學我的餐盤六口訣 金門縣衛生局 

影片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單位 

金獎 
小衛星特派員:突襲據點，這些營養食材你都
知道嗎？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銀獎 一起跟著「我的餐盤」超級任務-成人飲食篇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銅獎 阿公阿嬤健康吃 彰化縣衛生局 

佳作 乳房攝影檢查 EASY GO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佳作 我在意健康所以我篩檢(5 分 30 秒) 雲林縣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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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體組-醫療院所、照護機構、學協會 

單張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單位 

金獎 外食族怎麼吃？ 財團法人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 

銀獎 乳房檢查有異常，一定要切片嗎?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慢病跨領域照

護中心 

銅獎 拒絕 3C 惡視力，讓 EYE 不要礙 臺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眼科門診 

佳作 高血壓 3c 自我管理 臺北榮民總醫院 B087 病房 

佳作 
大腸鏡檢查前一天 怎麼吃最正確 大腸鏡檢

查前一天 怎麼喝最正確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

醫院 護理師 二八東病房 

海報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單位 

金獎 口腔癌哩甘災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

醫院-整外直肛護理組 

銀獎 打敗惡視力．幼兒護眼六大招 臺中榮民總醫院 

銅獎 聰明用 3C-護眼 So Easy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

醫院-兒科病房組 

佳作 癌呀「嘜來」!認識大腸癌篩檢 
臺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健康管理

中心 

佳作 發現口腔病變怎麼辦 亞東紀念醫院 

動畫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單位 

金獎 食在好營養－我的餐盤顧健康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銀獎 防癌飲食新觀念 
臺北榮民總醫院 護理部 耳鼻喉

科病房 

銅獎 口腔自我檢查法 
臺北榮民總醫院 護理部 B108 口

腔顎面外科病房 

佳作 健康飲食－膳食纖維好處多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

醫院 

佳作 護眼你我，世界才美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

醫院教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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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單位 

金獎 大腸歷險記─切除瘜肉的保健之道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銀獎 認識 4D 電腦斷層腫瘤動態影像擷取技術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

醫院教學部 

銅獎 
長肌肉!!門諾醫院營養師，告訴您如何一日三

餐活力增肌!!(健康飲食)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

門諾醫院 

佳作 糞便潛血檢查 2 年 1 次腸保健康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佳作 面對乳攝檢查的各種民眾 亞東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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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體組-高中職及大專院校 

單張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單位 

銀獎 你是代謝症候群嗎?!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銅獎 
上班族健康組合： 天天健康五蔬果與快樂運

動 531 
健行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佳作 代謝症候群防治 5 中 3 要當心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

學系 

佳作 健康飲食-低 GI 飲食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

學系 

海報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單位 

銀獎 兒童視力保健＿小球教你保護眼睛 致理科技大學設四 B 

銅獎 護眼 3+3，迎接美好新視界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 

佳作 我要瑪莎拉蒂，不要目屎那滴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手冊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單位 

金獎 視力保健修練手冊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 

銀獎 我要 EYE 眼睛 義守大學 健康管理學系 

銅獎 酒害防制之拒絕勸酒文化-拒絕勸酒教戰守則 
臺北醫學大學長期照護碩士學

位學程 

佳作 
六分鐘護一生 保護多一層——子宮頸抹片宣

導手冊 
臺北市立大學 衛生福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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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單位 

金獎 遠離惡視力 世界更美麗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銀獎 何謂代謝症候群 
天主教輔仁大學營養科學

系四年級 

影片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單位 

銅獎 跟著博士 eye 護眼睛 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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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組 

單張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人 

金獎 飲食六大類 巫貞儀 

銀獎 癌症篩檢與陽性後續處置流程 黄昶陵 

銅獎 你量腰圍了嗎？不腰瘦 就夭壽 蔡知均 

海報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人 

金獎 挑戰「腸」識題 陳品臻 

銀獎 拒絕勸酒-傷身喝到兔 曾雅琳 

銅獎 拒絕代謝症候群 劉家維 

手冊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人 

金獎 「癌喲！要注意」-四癌篩檢宣導手冊 陳品聿 

銀獎 PooPoo 實驗室-大腸癌篩檢 謝瑜倩 

銅獎 預防代謝症候群大作戰 張景彤 

動畫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人 

金獎 男生女生真難配 幸福家庭隨意配 王慈雯 

銀獎 認識及預防代謝症候群 戴豪傑 

銅獎 健康 Search 洪翎栗 

影片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人 

銅獎 小心眼！Watch OUT your eyes - SP 高紹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