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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5學年度南安國民小學健康促進主推議題成效說明 

壹、主推議題：視力保健 

貳、主推原因、背景成因及現況分析說明： 

一、主推原因： 

    本校配合視力保健政策推動許多措施，但成效不彰，分析近3年本校學童

視力健康狀況，表1‐1中顯示本校學生裸視視力不良率高達五成，高於全國的

平均值，亦高於台南市的平均值，可見視力保健的推展工作，其執行成效並不

佳。推究其原因可能是本校雙薪及弱勢家庭多，大部分家長工作繁忙，無法掌

握及規範學童在家上網、看電視或使用手機等3C產品時間；另外，學生放學後

幾乎都待在安親班，由於其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大多無法讓學童執行3010規律

用眼策略。在學校方面，近年E化教學普及，班班都配有單槍投影機及電腦設

備，雖然能提升教學效果，但過多依賴此設備又無法控制使用時間，也可能是

導致視力不良的原因。 

因此，如何有效的利用教育介入來降低學童近視不良率實為當務之責。本

次行動研究動機希望藉由視力保健教育課程及各項宣導活動來探討學生在視

力保健之行為、態度及知識是否有提升。 

表 1‐1 102‐104學年度國小學生裸視視力不良率    (單位:%) 

學年度 

縣市別 

102  103  104 

全國  48.12％  47.07％  46.13％ 

台南市  47.82％  46.44％  45.74％ 

南安國小  52％  49.5％  55.4％ 

 

二、背景成因及現況分析： 

1.背景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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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童花在讀書寫字、看電視和電腦上網打電動時間過長。 

(2)  家長對於及早介入矯治時機或預防視力危害的作為等問題不重視。 

2.現況分析 

        依據表 2‐1發現，本屆四年級學生視力不良率高居各年級之首，其惡化程度

從二年級升上三年級後，視力不良率增加 20.7％。每學期學校會定期做視力保健

宣導，鼓勵學生做到規律用眼 3010 及天天戶外活動 120，但多數學童雖然懂得

視力保健的重要，健康的視力保健行為卻不易達到。有鑑於此，本校 105年度健

康促進學校工作計畫將視力保健議題列為首要目標，計畫將持續推展視力保健教

育並將生活技能融入視力保健教學中，期待學生能建立視力保健良好態度及習

慣。 

表 2‐1南安國小 102學年度至 104 學年度學生視力不良率比較 

目前年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全校平均

102 
      上  19.5  46.6  42.7  60.8  62.3  66.2  52 

      下  26.4  54.8  42.7  64.3  65.8  69.1  56.3 

103 
      上  16  37.9  50.7  49.4  59.8  71.4  49.5 

      下  20  43.7  50.7  51.8  62.9  75.4  52.9 

  104 
      上  36.5  41.3  64.4  55.4  57.1  73.2  55.4 

      下  30.6  37.3  60.9  48.6  57.1  74.2  52.4 

 

參、改善策略及實施過程： 

1.依健康促進六大範疇實施視力保健具體策略 

表 3‐1南安國小視力保健行動策略 

六大範疇 執行內容 

衛生政策 1. 成立「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推動健康促進相關事宜。

2. 訂定視力保健實施計畫，擬訂策略方案及工作時程並經

校務會議通過。 

3. 召開視力保健期初校內共識會，凝聚教師視力保健教育

之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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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物質環境 1. 進行校園綠美化，營造充滿綠意的活動場域。 

2. 布置「視力保健」專欄，張貼視力保健文宣品及海報。 

3. 定期進行照明及採光檢查。 

4. 學童課桌椅量身配置。 

 

學校社會環境 1. 訂定學生健康自主管理辦法及獎勵措施。 

2. 班級制定健康生活守則，鼓勵學生自我訓練 3010 規律用

眼習慣。 

3. 學校榮譽制度獎勵，積極參與各項健康自主管理活動學

童可獲得榮譽貼紙與摸彩卷。 

4. 學校社區化，於課餘及假期提供運動休閒空間。 

5. 鼓勵走路上、下學。 

6. 辦理多元動態社團。例如：排球社、跆拳道社、扯鈴

社、棒球社、舞獅、田徑。 

 

健康教學與活動 1. 辦理宣導活動，利用各種集會時間向師生宣導視力保健。

2. 鼓勵正式課程戶外化。 

3. 推動校園內多元化戶外活動，落實下課教室淨空。 

4. 辦理教師視力保健之校園推動策略研習。 

5. 製作視力保健宣導單，張貼於各班公布欄加以宣導。 

6. 辦理視力保健藝能競賽。 

7. 辦理健康促進學校闖關活動。 

8. 視力保健課程融入教學。 

教學活動（一）：看不清，心驚驚 

教學活動（二）：EYE 幸福 120 

教學活動（三）：搶救視力--我會這樣做 

 

健康服務 1. 健康中心提供諮詢、視力篩檢服務。 

2. 定期持續追蹤視力不良學童回診矯治，並加強其護眼認

知。 

 

社區關係 1. 印發「給家長的一封信」強化家庭參與近視病防治之行

為與行動。 

2. 邀請眼科醫師到校舉辦視力保健講座，視力保健由校園

推廣至家庭。 

3. 邀請社區里民參與運動會暨教學成果展及健康促進親子

闖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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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送視力保健宣導單。 

 

2.實施視力保健生活技能融入教學 

（1）看不清，心驚驚：經由活動體驗視力不好所帶來的不方便，進而重視視力

保健之重要性。學生體驗之後，能進行討論、分享。 

（2）EYE幸福120：播放「護眼探員勇闖快樂島—打擊惡視力」小短片，教師和

學生共同討論「護眼行動六招」檢視單。 

（3）搶救視力‐‐我會這樣做：老師引導學生共同討論，什麼樣的改變可以搶救

視力，請學生參考黑板上討論的內容將自己的想法記錄在學習單上。 

 

肆、成效： 

        學生在視力保健議題問卷的前後測結果分析，如表4‐1所示在知識、行為、

規律用眼3010達成率及天天戶外活動120達成率經t檢定後，知識t值為‐9.740（p

＜0.001），行為t值為‐2.967（p＜0.01），規律用眼3010達成率t值為‐0.029（p

＜0.05），天天戶外活動120達成率t值為‐2.103（p＜0.05）均達顯著，結果顯示

在實施各項視力保健策略介入後，學生在視力保健知識的答對率有明顯提升，

視力保健正向行為實踐率則有明顯增加。 

        在視力保健策略介入實施後，學童的規律用眼3010達成率與天天戶外活動

120達成率，後測成績顯著高於前測成績，研究發現於教學中告訴學生近距離

與長時間用眼是導致近視的主因，並持續落實下課教室淨空策略，此外學校也

辦理多元化的班際競賽活動，都能提升學生視力保健的正向行為。 

表4‐1  視力保健前後測結果分析（n＝90） 

指標  前測 

MEAN（SD） 

後測 

MEAN（SD） 

T值  P值 

視力保健知識  0.734（0.1609）  0.902（0.1108） ‐9.740  ＜0.001 *** 

視力保健行為  0.468（0.3024）  0.540（0.3072） ‐2.967  0.004 **   

規律用眼3010

達成率 

0.337（0.3886）  0.415（0.4219） ‐2.225  0.029 *   

天天戶外活動

120達成率 

0.578（0.4030）  0.656（0.3941） ‐2.103  0.038 *   

*p <.05**p <.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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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分析改進： 

一、問題討論： 

在視力保健策略介入實施後，學童的視力保健行為達成率大都有提

高，只有「我一整天注視螢幕（電腦、電視、手機）的累積總時數不超過

1小時以上。」的比率反而降低了，顯示學生在使用 3C 產品時自制力不高，

無法自我管控使用時間，家長也不重視孩子長時間使用 3C 產品可能帶來

的後患，以致學生雖然知道長時間近距離用眼會傷害眼睛，但就是無法確

實實踐中斷用眼原則。 

在視力保健工作的推動中，「家長」是學童視力不良防治的重要角色。

由研究中可以發現學生最無法控制使用3C產品時間，而過多3C產品使用是

危害視力的主要原因之一，3C產品的使用幾乎都在家裡，所以視力保健要

從家庭出發，先透過各種方式教育家長，翻轉家長對於近視的認識，家長

要能自覺視力保健的重要，才會願意陪著孩子訓練規律用眼與增加孩子的

戶外活動時間，當然也能監督及控制孩子使用3C產品時間。 

二、改進策略： 

(一) 學校衛生政策： 

1. 訂定視力保健政策；成立跨處室視力保健防治工作小組。 

2. 舉辦視力保健增能研習，提昇教師健康知能，並鼓勵老師將視力保健相關技

能落實於班級經營，從生活落實個人技能。 

(二) 學校物理環境： 

1. 定期調整學生課桌椅以符合學生身高，及定時變換學生座位。 

2. 每學期兩次教室照度檢測，充實教室照明以汰換老舊燈具。 

(三) 社區關係： 

1. 與學區內安親班建立良好的關係，共同維護學童視力健康，並結合社區資

源，以合作建構完善的視力保健服務網絡。 

2. 對於未複檢或矯治的學生，了解未就診原因並提供諮詢，並擬訂積極且具

體策略，加強親師溝通管道，以提高近視學生複檢率及矯治率。 

3.利用各種機會向家長宣導學童視力保健的重要，強化家庭參與近視病防 治之

行為與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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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個人健康技能： 

1. 保持正確閱讀姿勢，眼睛與書面距離達 35 公分以上。 

2. 營養師至校進行均衡飲食等營養教育相關宣導。 

3. 指導學童近距離用眼時間要符合 3010 原則，宣導盡量到天天到戶外活動

120 分鐘。 

(五) 健康服務： 

1. 開學前 3週進行視力篩檢，一個月內追繳矯治追蹤單，轉介視力不良學生

至眼科專科醫師門診檢查，並持續追蹤視力不良學生之矯治情形。 

2. 隨時掌握學生視力狀況，依據檢測數據製作統計分析表，定期回報視力狀

況供各班導師或家長參考。 

(六) 健康教學與活動： 

1. 將視力保健活動納入校務計畫，並列入年度行事曆確實執行。 

2. 增加學生從事戶外運動的時間，規劃多樣化的課間活動及設立各項活動專

區，增進學童戶外活動的意願，以達每日戶外活動 120 分鐘。 

3. 將視力保健議題融入各領域課程的教學活動，並列入各學年課程計畫。 

4. 落實教學正常化，規劃多元動態、接近大自然的教學活動。 

5. 減少紙筆作業，獎勵方式改以戶外活動替代。 

6. 鼓勵規劃戶外班際體育競賽活動，以增進學生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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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視力保健介入策略成果照片- 校內共識會、研習 

校長邀請教師共同推動學童視力保健行動 衛生組長說明視力保健推動方向 

教師新視力保健策略推動研習  教師新視力保健策略推動研習 

邀請黃輝鵬醫師到校向親師演講 家長提問有關視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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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力保健介入策略成果照片-辦理多元動態社團 

排球社  排球社 

跆拳道  跆拳道 

舞獅隊 舞獅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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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社 田徑社 

扯鈴社 扯鈴社 

 

棒球社 棒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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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力保健介入策略成果照片-正式課程戶外化 

四健會指導學生種植黃金小蕃茄 享受豐收成果 

小小植物達人學種菜 開心農場--玉米長高了 

每學年辦理戶外教學 每學年辦理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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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力保健介入策略成果照片-落實下課教室淨空 

於校園提供扯鈴、呼啦圈讓學童使用 提供韻律球、籃球、飛盤讓學童使用 

學童樂於在下課時間到操場活動 學童於下課時間樂於到戶外活動 

下課來扯鈴 在美麗的校園打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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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力保健介入策略成果照片-落實下課教室淨空 

玩玩呼啦圈 一起來跳繩 

上學期體育會期間舉辦班際趣味競賽 上學期體育會期間舉辦班際趣味競賽 

 

三、四年級健康操比賽 五、六年級樂樂棒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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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力保健介入策略成果照片-各項宣導活動 

 

 

視力保健專欄 EYE 的叮嚀-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視力保健學藝競賽 視力保健學藝競賽 

製作宣導布條懸掛於校園，社區居民到學校運動也能知道正確用眼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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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健促闖關活動- 四電少於二視力

亮晶晶 

健康密碼要記住 

 

健康動一動,親子一起來跳繩 動一動-天天運動 30 分鐘 

 

只能用手觸摸能知道盒子內積木的形

體及顏色嗎? 

於新生座談向家長及學生宣導視力保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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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視力保健宣導影片 拍攝視力保健宣導影片 

張貼視力保健小叮嚀於聯絡簿 動態形式作業：做家事 

 

動態形式作業：跳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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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力保健介入策略成果照片-融入教學 

體驗視朦朧的感覺 體驗戴眼鏡所帶來的不便 

觀賞視力保健影片 我會跳愛眼健康操 

小組討論護眼行為 護眼妙招要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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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藉由學習單了解自己的視力狀況 能說出視力保健的方法 

   

護眼行動自我檢核 護眼行動自我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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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檢視自己的用眼行為並願意改變 能檢視自己的用眼行為並願意改變 

 
 

能檢視自己的用眼行為並願意改變 能檢視自己的用眼行為並願意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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