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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團體組-衛生局(所) 

單張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單位 

金獎 風城巷弄話健康 新竹市衛生局 

銀獎 孕前 3 招 助您好孕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銅獎 「三好一巧」多國語言宣導單張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佳作 妳篩了嗎？2 年 1 次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佳作 
婦幼保健-安心出生 

平安長大 高齡產婦好孕守則 
新竹市衛生局 

海報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單位 

金獎 電子煙及新興菸品危害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銀獎 判別腦中風 要 FAST 雲林縣衛生局 

銅獎 讓我們憶起打造 失智友善社區 臺東縣衛生局 

佳作 維他命 D 知多少(長者健檢宣導海報) 花蓮縣衛生局 

佳作 辛辛那提中風指標(宣導海報) 花蓮縣衛生局 

手冊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單位 

金獎 拒菸小尖兵護照-家庭志工版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銀獎 嘉義市兒童護眼 eye 健康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銅獎 失智友善心連心友善社區好厝邊 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佳作 新竹市長者整合資源手冊 新竹市衛生局 

佳作 定期量血壓血脂控制好遠離三高人生沒煩惱 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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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單位 

金獎 鈣世英雄抵嘉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銀獎 11-輕鬆預防 腸保健康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銅獎 肝心為你，共同打造健康生活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佳作 長輩飲食原則－三好一巧 金門縣衛生局 

佳作 兒童及青少年視力保健動畫宣導影片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影片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單位 

金獎 新北運動大學城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銀獎 歌仔戲看.問.留.撥 嘉義縣衛生局 

銅獎 你我都是臺北市失智友善天使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佳作 鬼月特輯－Don’t Touch 遠離電子煙及加熱式菸品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佳作 「腰您量血壓」廣告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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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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單位 

金獎 老人衰弱症-向衰弱 SAY NO!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新竹分院 

銀獎 腦中風 長安醫院 

銅獎 高齡懷孕風險高 五大守則要知道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 童綜

合醫院 

佳作 防癌武功秘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新竹分院 

佳作 腦中風病人之預防便袐有 3 知，纖活按壓好體質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腦神經

科病房護理組 

海報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單位 

金獎 社會再走腸識要有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

羅東博愛醫院 

銀獎 夏季減糖生活 3 技巧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 童綜

合醫院 

銅獎 乳癌防治篩檢 臺中榮民總醫院 

佳作 電子煙五大危害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 童綜

合醫院 

佳作 失智老人 用藥安全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

羅東博愛醫院 

手冊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單位 

金獎 腦中風防治手冊~掌握先機-贏得風采人生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腦神經

科病房護理組 

銀獎 腦中風自我照顧 
彰化基督教醫院護理部(內

外科衛教室) 

銅獎 小樹飲食日記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佳作 提升父母健康適能是否有效改善兒童體態 花蓮慈濟醫院兒科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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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單位 

金獎 牙口不好也能吃得好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

林慈濟醫院營養科 

銀獎 都視傳說─預防近視人人化身叢林眼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

合醫院 

銅獎 醫秒懂什麼-我該做大腸鏡檢查嗎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

羅東博愛醫院 

佳作 醫病共享決策-預防骨質疏鬆，您想藥什麼? 臺中榮民總醫院 

佳作 腦中風五四三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

林慈濟醫院教學部 

影片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單位 

金獎 食再不嗆咳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

林慈濟醫院教學部 

銀獎 『肌』不可失 養肌續瑞逗陣來！ 大千綜合醫院 

銅獎 孕期罩不照─胎兒高層次超音波檢查大哉問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

合醫院 

佳作 揀所在、呷原味、顧健康、大家作伙來~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佳作 老年便利帖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

林慈濟醫院教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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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體組-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組 

單張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單位 

金獎 小心腦中風找上門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

生技學系 

銀獎 去你的電子煙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學院護

理系 

銅獎 五絕招!預防代謝症候群 臺灣師範大學 

佳作 活到老，動到老 復興商工 

佳作 高齡產婦 復興商工 

海報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單位 

金獎 保護視力 東海高中 

銀獎 電子煙，另一個陷阱 
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

系 

銅獎 電爆你的夜 黑了你的肺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學院護

理系 

手冊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單位 

金獎 飲食好簡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

進與衛生教育 

銀獎 好孕．好運——高齡好孕守則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

播藝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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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單位 

金獎 關關老師的關節小教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銀獎 營養大考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銅獎 迷甜控 慈濟科技大學 

佳作 頸緊相依~抹出健康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 

佳作 "腸保健康 糞而起篩"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學院護

理系 

影片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單位 

金獎 我的能量餐盤/My energy plate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

級中學 

銅獎 名醫給問嗎？腦中風防治 臺北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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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組 

單張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人 

金獎 如何預防「腦中風」？ 陳品聿 

銀獎 面對失智症照護不害怕 王慈雯 

銅獎 免費 4 癌篩、健康永遠在 周于蘋 

海報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人 

金獎 打敗惡視力，拒當四眼天雞！ 陳品臻 

銀獎 食刻增健康 鄭琬靜 

銅獎 四癌篩檢-誰想背著癌上西天 顏志賢 

手冊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人 

金獎 星球探險任務親子手冊：探索身體成長之謎 古宗儒 

銀獎 SUPER MOM 黃奕儒 

銅獎 保護眼睛 張簡駿凱 

動畫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人 

金獎 1966 長照專線-聽見照顧者的需求 林運辰 

銀獎 視我的孩子 莊雯惠 

銅獎 假牙保養四步驟 銀髮輕鬆好上手 趙軒 

影片類 

獎項 作品名稱 創作人 

銅獎 波斯特的生日願望-2020 調出健康新創意 高紹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