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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麻豆區港尾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健康體位議題計畫 

一、計畫依據 

(一)臺南市 109 學年度辦理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 

(二)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 9 月 17 日南市教安(二)字第 1091124982 號函 

二、目的： 

(一)藉由健康檢查、健康介入與問卷調查等瞭解學生的健康狀況及影響健康行為的相關因素。 

(二)落實體適能教育與活動、操場跑走與跳繩，培養教職員工生規律運動習慣。 

(三)建立學生均衡健康飲食習慣及培養正確營養知識。 

(四)推動「學校－家庭－社區」一體之健康營造模式，使學校社區化。 

三、計畫內容與實施策略(以下僅供參考，請依實際推動議題及分工擬定)： 

六大範疇

實施大綱 

具體實施內容 工作 團隊  預計實施期程 

衛生政策 

 擬定健康促進學校工作計畫 

並定期召開會議 109 年 8-9 

月  

教導處 109 年 8-9 月 

將健康體位納入學校行事曆並

排定「85210」主題 

教導處 109 年 8-9 月 

配合政策開辦每週一日蔬食。 總務處 109 年 9 月~ 

學校物質

環境 

1.飲用水設備充足並定期更換

相關設備。 

教導處  109 年 9 月 

2.推行環保-一人一水壺並鼓

勵在校喝白開水 1500c.c。 

教導處健康中心 109 年 9 月~ 

3.張貼海報宣導。   健康中心 109 年 10 月-110年 3月 

學校社會

環境 

1.辦理教職員工生健康促進相

關活動: 

(1)寒期活動(2)校外教學(3)

教職員工健康活動。 

教導處總務處 109 年 10 月-110年 6月 

2.校慶嘉年華-運動會暨闖關

活動 

全體 110 年 1 月 

3.多元學校社團—蛇板隊、舞

蹈課。 

教導處 109 年 10 月-110年 6月 

4.全校健康生活守則及設立港

尾幣獎勵制度並公開表揚體位

進步學生。 

教導處 109 年 9 月-110年 6月 

 



-2- 

 

健康教育

課程及活

動 

1.配合董氏基金會推動飲食營

養教育，設計以生活技能取向

及以學生為中心的健康教學教

材:認識六大類食物及如何攝

取 、 對 身 體 的 好 處 ( 培                                                                                                                                                       

養學生目標設定、自我監控與

自我覺察能力等生活技能)                                                                             

教導處健康中心 109 年 9 月-110年 6月 

2.將健康體位議題融入讀報發

表並繪製心智圖(5年級)。 

教導處/導師 109 年 11月 

3.融入各領域課程，並發展

85210教案於彈性課程教學 

教導處 109 年 9 月-110年 6月 

4.辦理健康教育課程與生活經

驗相連結之議題-小小農夫下

田去 

教導處/導師 109 年 10 月 

5.在地食材--營養教育(配合

社區挖地瓜體驗)。 

教導處  

6.蛇板隊、舞蹈課技能。 教導處/韻律老師  

社區關係 

1.利用班親會、親職教育講座

宣導健康體位重要性。    

教導處 109 年 9 月-109年 3月 

2.健促親子闖關活動 教導處健康中心 110 年 1月 

3.結合衛生單位(衛生所、新樓

醫院、健檢團隊…等)加強推動

健康體位。 

教導處 109 年 9 月-110年 6月 

4.蛇板隊及跳舞隊、陶笛隊表

演活動。 

教導處 109 年 9 月-110年 6月 

5. 每學年舉辦校慶聯合運動

會及母親節親職活動結合成果

發表會，鼓勵家長與學童參

與，一起養成運動習慣。 

教導處總務處 110 年 1月 

110年 5月 

健康服務 

1.每學年辦理衛教宣導： 

(1)體位不佳學童個案管理。

(2)健康飲食宣導。(3)體控學

童經驗分享、心得報告、期末

績優獎勵 

健康中心  



-3- 

 

2.利用聯絡簿發給體位不良學

生家長通知單，與家長保持雙

向聯繫，督促學童良好生活作

息習慣，家長簽名後收回條。 

健康中心/導師 109 年 9 月-110年 6月 

3.提供教職員工血壓量測.身

高體重量測服務及諮詢 

健康中心 109 年 8 月-110年 7月 

4.配合學校課間活動及體育課

時間進行體適能檢測。 

教導處 109 年 10 月-110年 6月 

5.健康促進闖關活動。 教導處健康中心 109 年 9 月-110年 6月 

6.健康體位成效統計分析及改

善策略 

教導處健康中心 110年 5月 

成果報告 

1.彙整成效數據資料與成果照

片。 

2.召開衛生委員會說明執行成

效與推動困難或不足之處。 

教導處 110 年 5月-110年 6月 

四、人力配置 

計畫職稱 姓名 所屬單位及職稱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計畫主持人 李啓榮 校長 研擬並主持計畫推動，各行政部門橫向聯繫 

協同主持人 李淑敏 教導主任 研究策畫，督導計畫推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林志民 總務主任 研究策畫，督導計畫推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執行人員 黃儀君 學務組長 
體適能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

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執行人員 黃戊昇 教學組長 融入健康教學領域教案設計與評估 

執行人員 林筠蓁 護理師 

視力、口腔、健康體位、防菸拒檳、性教育、

正確用藥等議題需求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

效果評價，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整合 

執行人員 

林欣薇 

陳怡文 

李勒文 

鄭淑方 

劉育成 

姜修慧 

級任導師  協助計畫執行 

執行人員 張宗貴 家長代表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團人力協助推

展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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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職稱 姓名 所屬單位及職稱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執行人員 
吳芷妤    

許識芳 
學生代表 協助辦理學生參與宣導健康促進等相關活動 

七、預定進度 

      月  次 

 

工作項目 

109年 

8-9月 

109年 

10月 

109年 

11月 

109年 

12月 

110年 

1-2月 

110年 

3月 

110年 

4月 

110年 

5月 

110年 

6月 

1.成立學校健康促進委員

會          

         

2.進行現況分析及需求評

估 

         

3.決定目標及健康議題          

4.擬定學校健康促進計畫          

5.編製教材及教學媒體          

6.建置與維護健康網站          

7.擬定過程成效評價工具          

8.成效評價前測          

9.執行健康促進計畫          

10.過程評量          

11.成效評價          

12.資料分析          

13.報告撰寫          

六、預期效益(以下僅供參考，請依實際推動議題擬定)： 

 (一)提高學生在學校兩餐間不吃零食比率達 90%。 

 (二)提高學生在學校兩餐間不喝含糖飲料比率達 90%。 

1. 學生身體質量指數(BMI)過重及超重比率能低於 20% 

 

承辦人          學務組長            教導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