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臺南市109學年度紀安國民小學 

結合社區辦理健康促進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推動口腔保健宣導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師 

109.9.19 參加人數 63 0 18 

簡述活動內容 藉由與轄區內牙醫生合作進行到校協助口腔保健宣導及進行口腔塗氟及

檢查，進一步提升學童衛生保健觀念及先行發現自己的牙齒問題。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牙醫師至各班級宣導 牙醫師至各班級宣導 

  
牙醫師進行檢查及塗氟 檢查後叮嚀學童注意事項 

 



【附件2】 

臺南市109學年度紀安國民小學 

結合社區辦理健康促進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推動性教育宣導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師 

109.9.19 參加人數 63 0 18 

簡述活動內容 藉由與施巴公司鍾曉菁專任講師到校協助性教育宣導及進行有獎徵答活

動，提升學生的性別平等教育知能，在日常生活中 勿對他人做出性騷擾

之行為，同時也懂得建立自我保護意識。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由組長向學童介紹講師 講師宣導青春期男生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講師宣導青春期女生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進行有獎徵答活動 

 



【附件2】 

臺南市109學年度紀安國民小學 

結合社區辦理健康促進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推動正確用藥宣導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師 

110.1.12 參加人數 63 0 18 

簡述活動內容 藉由與柳營奇美醫院藥劑師至校校協助正確用藥宣導及進行有獎徵答活

動，除了能讓一般用藥者擁有正確的用藥觀念外，也可讓身旁照護者學

習到使用藥物所需具有的基本概念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講師宣導正確主要概念 講師舉日常實例讓學童瞭解錯誤觀念 

  講師宣提醒購買藥品時要注意的事項 進行有獎徵答活動 

 



               台南市麻豆區紀安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性別生命教育及生理衛生健康講座實施計劃 

一、實施依據: 

    本校 109學年度校務會議及衛生組工作會議實施 

二、主旨:  

    (一)提升學生對男女性生理狀況的基本了解及衛生處理 

    (二)提升學生對內衣穿著與使用的認知 

    (三)提升學生對性別生命教育的認知及對事件的處理能力 

    (四)提升學生對性傳染疾病與毒品防治的認知與防範能力 

三、目的: 

    讓小朋友以正確的觀念健康的態度去面對兩性成長的異同，從中學習體會

成   長的奧妙，感受長大的美好，珍惜自己並學會尊重他人。 

四、課程內容: 

  (一) 青春無敵身體發育與內衣照顧 

     主講 : 施巴公司鍾曉菁專任講師 

     實施對象 : 五、六年級 

     時間地點 : 110年 4月 16日 13:30-14:10 視聽教室 

   (二) 成長的喜悅心理衛生健康講座 

     主講 : 麻豆衛生所護理師 

     實施對象 : 三~六年級學童 

     時間地點 : 109年 9月 3日 13:30-14:10活動中心 

五、本計劃經奉核訂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王明鈺    學務組長 :謝宏旻    教導主任 :黃孟儒     校長:林銘山 

 

 

 

 

 

 

 

 

 

 

 

 



臺南市麻豆區紀安國小 109學年度口腔保健實施計畫 
 

一、依據： 

1.教育部學校衛生工作指引。 

2.教導處 109學年度工作計畫。   

 

二、主旨： 

我國目前齲齒率高達 90 %以上，而學生階段是建立正確觀念、態度、行為

之關鍵期。因此口腔保健實施重點，宜加強口腔衛生保健觀念，以降低齲

齒發生率及矯治率。 

 

三、目標： 

1.積極推動學生口腔保健工作，增進學童口腔保健之知識。 

2.指導學生建立口腔保健觀念與態度，並能養成正確口腔保健習慣。 

3.提高口腔不良學生轉介及矯治比率。 

4.加強口腔檢查，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四、實施內容： 

 

項目 實施重點 實施方法 執行單位 

行 

政 
擬定計畫  

教導處 

健康中心 

訂定口腔保健宣導月  

成立口腔保健工作小組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各處室主任、學務組

長、護理師、首嘉牙醫陳醫師…等組成。 

健 

康 

教 

學 

宣導海報 
製作口腔保健宣導海報、刊物，並隨機健

康指導 

總務處 

健康中心 

教師口腔保健研習 
利用週三下午聘請牙科醫師講授口腔保健

知識 
教導處 

教學活動(一) 

含氟漱口水活動 

推展含氟漱口水活動，養成學童口腔保健

之習慣，鼓勵班級集體做活動 

1090919由陳建志醫師宣導 

教導處 

健康中心 



教學活動(二) 

貝氏刷牙 

1.推行貝氏刷牙法，示範及講解正確之刷

法。1090919由陳建志醫師指導 

教導處 

健康中心 

教學活動(三) 

餐後潔牙活動 

1. 推展「餐後潔牙」活動，於每天午餐後

實施。 

2. 養成學童口腔保健之習慣，鼓勵班級集

體做活動 

 

教導處 

健康中心 

教學活動(四) 

牙線使用 

教導牙線之使用法。1100413由陳建志醫師

指導 

教導處 

健康中心 

口腔保健學藝競賽 著色、漫畫比賽 
學務組 

口腔保健教學成果測驗 採低、中、高年級測驗活動 

口腔保健教學觀摩 著重在五年級 教導處 

健
康
環
境 

環境設備維護及檢修 充實現有洗手台設備及修護。 總務處 

健 

康 

服 

務 

口腔篩檢 
定期請陳建志醫師舉行口腔檢查：每學期

依排定時間檢查。 
健康中心 

矯治追蹤 

1. 檢查結果通知家長。 

2. 就醫矯治後將回條交回健康中心。 

3. 未接受矯治者發第二次通知。 

4. 未複檢或矯治學生，利用電話訪視，了

解未就診原因，並提供諮詢。鼓勵家長

早日帶學生接受複檢與矯治。 

健康中心 

導師 

統計口腔不良罹患率及矯

治率 

1. 整理及統計矯治回條，了解學生複檢狀

況。 

2. 統計、分析全校口腔檢查結果，並將結

果呈報校長及相關人員。 

健康中心 

成立健康小天使 

1. 協助推展餐後潔牙活動。 

2. 協助導師指導學童正確刷牙方法。 

3. 培養學生對口腔保健正確認知。 

教導處 



親 
職 
教 
育 

加強宣導口腔保健 

1.利用家庭訪視或開學日，向家長宣導 

2.舉辦口腔保健闖關活動。(配合學校活

動)  

教導處 

其       
他 

獎勵 
獎勵推廣績優人員(包含教職員、學生、家

長) 

 

五、推動成員： 

 

職稱 姓名 分工執掌 

校長 林銘山 研擬成效評價方向並主持計畫  

教導主任 黃孟儒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學務組長 謝宏旻 

1.擔任主要研究者，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分析齲齒健康診斷。 

2.問卷結果相關資料、撰寫成效評價報告。 

3.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4.健康促進網站的架設與維護。 

5.口腔保健課程設計與研發。 

教學組長 陳怡誠 協助口腔保健課程的安排與規劃。 

健體教師 王靖斐 
1.協同研究者，協助口腔保健活動及課程的推展。 

2.口腔保健課程設計與研發。 

校護理師 王明鈺 

1.學生身體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 

2.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 

3.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整合。 

家長代表 王高華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團人力協助推展健康服務。 

五年級導師 蔡佩淇 協助辦理學生需求評估與活動及協助級務與行政單位之聯繫。 

 

六、經費來源：由 109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七、預期效益： 

1.提高學生睡前潔牙比率達 90%。 

2.提高學生午餐後搭配含氟牙膏(超過 1000ppm)潔牙比率達 80%。 

3.提高學生在學校兩餐之間不吃零食比率達 50%。 

4.提高學生在學校兩餐間不喝含糖飲料比率達 50%。 

5.提高學生使用貝氏刷牙法比率達 90%。 

6.提高齲齒就醫矯治率達 100%。 

 

八、其他未盡事宜得依實際情形訂定或修改之。 

九、本實施辦法呈 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亦同。 

 
承辦人:王明鈺    學務組長 :謝宏旻    教導主任 :黃孟儒     校長:林銘山 

 

 

 

 

 

 

 

 

 



臺南市 109 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申請表 

學校名稱     麻豆區    紀安     國民   小   學 

班級數 6 

教職員工

人數 
17 

學生人數 63 

 推          動        議         題 

必選議題 

1.視力保健 

2.口腔衛生 

3.健康體位 

4.菸檳防制 

5.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 

6.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自選議題 

(擇一勾選) 

安全教育與急救 

口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口心理健康 

  學校承辦人員 
聯絡方式 

姓名：謝宏旻 

聯絡電話：06-5722306#187 

E-mail：pig03042002@tn.edu.tw 

 

 

 

 

 

 

 



臺南市麻豆區紀安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 

「紀安 健康活力 HAPPY GO!」 

一、 計畫依據 

(一) 臺南市政府 109年 8月 14日南市教安(二)字第第 1090974007號。 

(二)  臺南市 109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二、 計畫摘要 

    本計畫旨在發展多元層面、多元策略、多元評價的整合型學校健康促進   

計畫，以增進全校教職員工生的全人健康。 

    本計畫分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成立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並組成健康促進工作

團隊，且依組織目標及所司職務正常運作。工作首先診斷學校教職員工生之健康狀

況、現有與健康有關的人力、物力及資源及進行健康之需求評估，進而確立學校成員

共同認定的目標及健康議題外，發現本校現存急需解決的健康議題為不健康的飲食所

導致的不健全體位，另新增安全教育及急救議題。 

    第二階段則依據所訂定之目標及議題，發展有效的策略及計畫，並提供充分的環

境支持與服務，以增進學校成員產生健康行為並建立健康的生活型態，進而提升健康

品質；此外亦進行過程評價，以期適時回饋修正計畫，並進行成效評價來評估計畫實

施之效果。 

    本校有專業與專任的護理師為全校師生的健康把關，視力保健與口腔衛生是從小

需要紮根觀念的最佳時機；健康體位議題，透過輔導並監督飲食衛生與安全、提供均

衡之營養午餐、舉辦各項創意的營養宣傳活動、配合健康教育課程及活動等一系列方

法，期望學童除了建立營養的知識外，能落實到行為改變，進而養成習慣，加上晨間

運動及課間運動的實施，達到健康 85210的標準以及改善視力的目標；此外從國小開

始教導學生不吸菸、不嚼食檳榔的正確觀念，進而發揮影響力，使家長及社區民眾皆

能有正確的健康觀念，也能使下一代生活在健康的環境中。 

三、 背景說明 

（一）現況分析及在地化特色 

     本校位處於臺南市麻豆區謝厝寮里，社區的信仰中心是紀安宮。校園景色優美，

一至六年級共有 6班，學生數共有 63人，教職員工 18人。學區家長大部分屬於勞工

階層，社經地位較低落，普遍缺乏健康生活型態的相關知識。再加上由於近年來社會

變遷快速，年輕人口外移，家庭結構改變，學童之生活、學習與成長頗值得關切。 

                  鑒於學校健康問題漸趨多元與複雜，實有必要整合學校與社區的組織人力與資

源，因此本計畫乃參考健康促進之相關文獻。發展多元層面、多元策略、多元評價的

整合型健康促進計畫，以增進全校教職員工生的全人健康。 

1 



 (二) 菸檳防制議題 

    我國菸害防制法係於 1997 年 9 月正式施行至今，台灣每年仍有二萬人死於菸害，
有五百億以上的菸害醫療與經濟損失；台灣菸品總消耗量未見下降，而青少年吸菸率節
節高升，這個現狀必須改變。 
    本校雖全面禁菸與檳榔，全體教職員工也沒有吸菸與吃檳榔的人口，但學生家庭內
成員吸菸的比率為 56.3%，大部分都是學童父親有抽菸習慣，顯現部份學生家庭對二手
菸的認知尚淺。要能持續讓學童升學到國中後仍沒有吸煙的習慣，在家庭的把關上尤為
重要，有感於身教重於言教，針對家長的菸害防制宣導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表 1：學生與有吸菸習慣家庭成員同住狀況調查表 

家庭成員 0人 1人 2人 3人以上 合計 
合計 30 24 8 0 62 
百分比 48.4％ 38.7％ 12.9％ 0％ 100％ 

      表 2: 學生與有吃檳榔習慣家庭成員同住狀況調查表 

家庭成員 0人 1人 2人 3人以上 合計 
合計 55 6 1 0 62 
百分比 88.7％ 9.7％ 1.6％ 0％ 100％ 

 

(三) 健康體位議題 

    本校雖由麻豆國中統一供餐，但透過其營養師所設計的食譜，供應全校師生安全衛
生、營養均衡的健康午餐，也積極推動「聰明吃」、「快樂動」、「常常量體重」。根據 107

年 2 月測量的結果，本校 BMI 指數正常的比率從 107 學年度的 54.7%，上升到 108 學
年度的 56.5%；過重及肥胖的人數為 25 位學童（占 40.4%）。這顯現出前一學年的健康
促進策略達到預設的標準，本學年將持續在過輕、過重及肥胖比率上努力，藉著更新與
調整策略來達到符合學童 BMI 值的標準。 

表 2：學生 BMI 指數統計表 

BMI 評等 過輕 適中 過重 超重 合計 

六年級 0 5 1 1 7 

五年級 0 3 3 1 7 

四年級 1 6 4 3 14 

三年級 0 4 2 1 7 

二年級 1 8 0 5 14 

一年級 0 9 2 2 13 

合計 2 35 12 13 62 

百分比 

(%) 
3.2％ 56.5％ 19.4％ 21％ 100％ 

  

(四) 口腔衛生議題 

     依據國民健康署資料：口腔疾病往往與飲食及生活（口腔保健）習慣有著密切的
關係，大部分的口腔疾病是可以預防的。如果民眾能夠養成適當的自我口腔照護的觀念



與技巧，避免已知的危險因子（菸、酒、檳榔、以及添加於食品中的糖），加上專業牙
醫師的協助、健康的生活及飲食習慣，就能夠終身保持健康且 功能良好的口腔。國人
的口腔健康狀況不佳，西元 2012 年針對全臺灣地區 6 到 18 歲兒童 及青少年的調查結
果顯示，12 歲的學童的恆牙齲齒經驗指數﹙DMFT﹚平均值為 2.50 顆，不僅低於 WHO

所訂定的西元 2025 年的目標 2.00 顆，而且落後於全球 70%的國家之後。。 

    在國小階段的口腔保健教育首重觀念建立，先從認知教學著手，進而培養正確的
態度，而達到行為的塑型，一方面也讓家長體認其重要性，才能密切配合。所以必須家
長跟教師協調合作，對學童口腔保健行為習慣能齊一教導，才能有整體保健功效。另外，
政府在個年齡層有推動各式的口腔保健服務，校方可站在推手的角色，來催促家長的配
合，以提升就診率及免費的口腔保健服務使用率。 

 (五) 視力保健議題 

    依據 108 年 2 月監測結果，本校學生裸眼視力不良率約 40.6％。本校教室採光均
符合「教育部公報第三０六期修正學校一般教室照明標準」，課程規劃的堅持用眼 3010

原則，探究視力不良的學童得知原因為二，其一，學童在家中使用電腦頻率，其二，放
學後上才藝補習班；以上原因造成本校學童用眼過度，導致裸眼視力不良。 

表 3：學生裸眼視力檢查統計表 

年級別 

裸眼視力 

檢查人數 

兩眼均達 

0.9 人數 
裸眼視力不良人數 

合計 合計 合計 百分比 

六年級 7 4 3 42.9% 

五年級 7 3 4 57.1% 

四年級 14 7 7 50% 

三年級 7 4 3 42.9% 

二年級 14 11 3 21.4% 

一年級 13 7 6 46.1% 

合計 64 36 26 40.6% 

 

 

表 4：紀安國小 108 學年度教室採光測量紀錄表 

學期別 
課桌部分

平均值 

教育部 

標準值 

黑板部分

平均值 

教育部 

標準值 
測量日期 測量天候 

108 學年度

下學期 

628 燭光

（LUX） 

不低於

350 燭光

（LUX） 

837 燭光

（LUX） 

不低於

500 燭光

（LUX） 

109.02.4 晴 

 (六) 全民健康保險(含正確用藥)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自民國 84 年開辦至今，已經有 22 個年頭，國小學童對它的  

認知大多侷限於”攜帶健保卡就可以看病”，本校於 106 學年度前，在全校性的集會時
間即有相關的常識宣導，並計畫於 106 學年度更廣泛性的推展，並將社會保險資源共
享與珍惜之議題融入學童常態的健康教育課程與平常時事教育宣導。 

    本校位屬偏鄉，家長社經地位不高，部份老年家至今仍有太多對藥物的錯誤觀
念，認為藥是「有病治病，無病補身」，「藥愈貴療效愈大」，或「上醫院就要求打
針」等許多不正確的用藥文化，加上各種傳播媒體及誇大不實廣告的誤導，有一些人



常有自我診斷、隨意購買成藥服用的習慣，而導致誤用藥物的意外情況發生。希望藉
由本計畫減少重大疾病或是醫療處理、用藥不當的相關事件發生。 

 (七)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在國小的階段，學童對自己身體的好奇心增加，尤其是高年級學童，男女有別的
外型逐漸明顯，此時建立正確的性教育觀念，可以幫助學童在摸索自己的身體時，能
有正確的態度與方式。另外，現今社會的道德觀念有下降趨勢，校內學童家長亦有同
居及介入別人家庭的情形，這帶給學童不好的身教，因此性病及愛滋病的防治亦在舉
行家長會時，給予家長們適時的宣導。 

 (八) 安全教育與急救 

    基於校園意外頻傳，校園是教職員生一天中在此生活將近 8 小時的場所，如何減
少意外的發生是需要努力的。藉由建立安全的學校生活環境，宣導安全教育及辦理相關
演練與藝文比賽，以提高師生對於生活安全的警覺，讓學童及社區民眾能學會安全及急
救技能，期能減低傷害或完全避免意外傷害的發生。本校教職員及高年級學童每學年都
會參與急救訓練課程。 

  (九)  SWOTS 分析 

    本校為推動健康促進學校針對學校條件及社區資源做 SWOTS 分析，期盼找出本
校的盲點，為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營造有利的基礎，尋求社區資源，共同合作，營造出健
康樂活的紀安社區新風貌。 

 

 

表 5：紀安國小健康促進學校發展情境的 SWOTS 分析 

 優勢（S） 劣勢 （W） 機會（O） 威脅點（T） 行動策略（S） 

地
理
環
境 

公園般美麗的

校園，環境清

幽，生態資源豐

富，推動健康生

活的最佳場域。 

偏遠小校，人力

不足，校舍老

舊，大樹林立，

影響自然光的

照明，校園健康

環境維護不易。 

利用現有環境

資源，發展生態

校園，並積極參

與社區營造，形

成策略聯盟。 

地處偏遠，資源

的引入、文化的

接觸較為困難。 

1.致力發展本

位健康促進課

程。 

2.加強校園綠

化，建置小但完

善健康活動空

間。 

教
師
教
學 

專業教師比率

高，並積極參

與學校校本課

程推動，活畫

創新教學。 

教師人數少，

教師兼顧班級

與行政支援，

無法分身提供

協助。 

透過與各界專

業資源合作，

協助教學活動

帶領，紓解校

內人力不足壓

力。 

偏遠小型學

校，教師流動

率高，教學策

略與教師經驗

傳承不易。 

1.整合學校各

項自編課程進

行教學活動。 

2.善用社區豐

富的資源進行

教學。 

學
生
狀
況 

社區型學校環

境單純學生活

潑天真。 

單親及隔代教

養家庭多，學生

社會化早，易受

社會負面影響。 

可塑性高，學習

管道多元化。 

社區內學生來

源逐漸減少，不

利學校長遠發

展。 

積極辦理健康

促進學校各議

題的活動，培養

學生正確觀念。 



社
區
特
性 

社區民眾凝聚

力高，且位處麻

豆文化小鎮，豐

富的自然資源

予鄉間開闊的

生活空間，能提

供孩子健康多

元的學習。 

人口外移嚴重、

生活經濟困難、

單親家庭日增，

使得弱勢家庭

數日漸增加，家

長支援較不足。 

配合社區美化

及健康生活的

宣導，並共同提

升大人、小孩的

健康概念。 

社區地處偏遠

且文化較為不

利，活化社區機

能或氛圍較為

困難。 

1.辦理多面向

的親職教育，鼓

勵家長參與並

形成支持系統。 

2.爭取社服單

位、企業單位、

公益團體，協助

社區與學校一

起成長。 

 

四、 計畫目的 

(一) 瞭解學校教職員工生的健康狀況及影響健康的相關因素。 

(二) 建立無菸校園環境，實施正確用藥宣導教育，建立學生健康行為。 

(三) 落實體適能教育與活動、健康操帶動，培養教職員工生規律運動習慣。 

(四) 加強口腔保健工作，降低學童齲齒發生頻率，避免齲齒對學童健康的衝
擊。 

(五) 建立學生均衡健康飲食習慣及營養衛教知識。 

(六) 加強視力保健工作，延緩學童近視發生年齡，降低深度近視對個人健康的
衝擊。 

(七) 透過學習，培養學童能經由環境與自我要求的不斷歷鍊，自我整合出健全
的行為思考模式。 

(八) 建立學生健康檢查及傳染病監控資料，發揮早期預防、診斷、治療效果。 

(九) 推動「學校－家庭」健康營造模式，強化國民健康生活知能。 

 

五、  計畫內容： 

第一階段 

(一) 成立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組成健康促進工作團隊，成員包括校內健康專業
教師、行政人員及家長志工代表。 

(二) 現況分析及需求評估 

1. 收集並分析現有的健康檢查資料、相關的調查統計及研究報告，了解學校成
員之生理、心理及體適能健康狀況。 

2. 運用溝通及人際互動技巧訪談學校成員的意見，了解他們對學校健康促
進現況之看法及滿意度並評估學校及社區的特性、可運用之人力、物力資源
及經驗。 

(三) 決定目標及健康議題 

1. 依據學校健康促進之現況分析及需求、評估結果、提出目標及健康議題之建
議方案。 

2. 根據議題的重要性、需求性及人物力資源之配合等各項評估指標，選定議題
及決定目標與策略，並藉由互動過程建立共識。 

第二階段 

(一) 政策層面： 

1. 訂（修）定相關規定方面：召開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審定學校健康促進計
畫。 

2. 強化組織方面：透過健康促進專業知能及人際溝通技巧與領導能力訓練，以
提升健康促進工作團隊及家長志工之組織效能，增進各行政組織之運作功



能、協調合作能力。 

(二) 教育層面： 

1. 課程介入方面：由課程發展委員會進行統整規劃，將所選定之健康議題融入
相關之課程教學與學習評量。 

2. 活動介入方面：可藉由推廣活動及辦理訓練的方式增進學校成員之健康知
能與行為，並增強師生互動關係及增進家長及社區等組織之支持與合作。 

3. 媒體傳播方面：可運用平面媒體及電子媒體，以傳播健康資訊並引發學校成
員及家長的關心及參與。 

 

表6：紀安國小健康促進學校實施方法及步驟表 

項目 一、菸害防制 

組織政策 

 組織：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下設菸害防制校園推動小組。 

 政策：(1)訂定禁止教職員工及學生在校園內吸菸之政策。 

(2)100%教職員工及學生能公開承諾並遵守在校園之 

  禁菸政策。 

課程設計 
 設計以學校為本位的無菸課程。 

 協同跨領域教師研發菸害防制教材。 

教學活動 
 融入課程，實施隨機教學。 

 進行菸害防制創意教學。 

宣導活動 

 舉辦菸害防制教育宣導專題演講。 

 分發菸害防制教育宣導單張。 

 運用平面與網路資訊推動家長及校外來賓不吸菸運動。 

競賽 

藝文活動 
 舉辦學藝競賽如演說、朗讀、作文等比賽。 

環境配合 
 增加健康的休閒活動場所。 

 校園明顯處張貼禁菸標誌。 

輔導措施 
 家庭成員吸菸習性問卷調查。 

 進行小團體輔導。 

保健服務 
 提供拒菸或戒菸的諮詢服務。 

 轉介至相關醫療單位接受診治。 

親職教育 
 每學年辦理一次菸害防制親職座談會。 

 班親會活動宣導家庭禁菸重要性。 

社區網絡 

 勸導學校附近販賣菸品商家不提供菸品給未成年青少年。 

 邀請並配合衛生機構到校辦理菸害防制活動。 

 學校與社區相關團體共同營造無菸環境。  

獎勵辦法 
 戒菸成功之學生給與獎勵。 

 獎勵推廣績優人員(包含教職員、學生、家長)。 

成果報告 
 彙整相關資料。 

 召開菸害防制工作小組會議，檢討得失，評估成效。 

 

 

項目 二、健康體位 



組織政策 

 組織：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下設健康體位推行委員會工作小組。 

 政策：(1)訂定健康體位（健康飲食）實施計畫，並納入學務組行

事曆。 

 (2)100%學生能養成吃早餐的習慣。 

(3)100%學生能養成天天運動的習慣。 

進修 

成長 

 成立運動性社團，養成運動習慣。 

 辦理學童健康飲食講座。 

 辦理家長健康飲食講座。 

課程設計  健康飲食習慣與知能融入領域教學。 

教學活動 

 融入課程，實施隨機教學。 

 實施每天「課間活動」，安排健康運動時間。 

 讓學生利用下課時間到戶外進行活動，儘量不要待在教室。 

宣導活動  佈置健康飲食專欄提供健康飲食資訊，落實健康飲食教育宣導。 

競賽 

藝文活動 
 健康飲食學藝競賽。 

環境配合 

 校園環境： 

(1)一座綜合球場、PU 跑道及大操場。 

 各式器材： 

(1)球類：足球、籃球、樂樂棒球等。 

(2)民俗體育：舞獅、太鼓、跳繩…等。 

(3)其他：呼拉圈、飛盤、直排輪…等。 

輔導措施 

 每學期初進行體適能前測，針對體適能未達正常標準的學生予以

造冊，並予以追蹤輔導。 

 針對 BMI 指數達過重標準以上之學生，開設「減重班」，安排固

定的體能活動，培養定期運動的習慣。 

 期末進行體適能後測。 

保健服務 

 定期利用午餐時間進行飲食指導。 

 由保健中心轉介特殊飲食或疾病學童及家長，例如：糖尿病、血

脂異常學童、肥胖…等，進行營養諮詢及追蹤。 

親職教育 

 每學期辦理「健康體位、健康飲食」座談會一次。 

 班親會活動宣導「健康體位、健康飲食」措施及其重要性。 

 配合每學年一次的運動會，設計親子趣味競賽活動。 

社區網絡  邀請學校附近衛生醫療機構到校協助宣導活動。 

獎勵辦法  頒發體適能獎章表揚表現優異的學生。 

成果報告 
 彙整相關資料。 

 召開健康體位小組會議，檢討得失，評估成效。 

 

 

 

項目 三、口腔衛生 



組織政策 

 組織：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下設口腔衛生校園推動小組。 

 政策：(1)訂定學生口腔保健實施計畫，並納入學務組行事曆。 

   (2)100%學生能養成飯後刷牙的習慣。 

進修成長  辦理口腔保健研討會。 

課程設計 
 設計以學校為本位的口腔衛生課程。 

 協同跨領域教師研發口腔衛生教材。 

教學活動 
 融入課程，實施隨機教學。 

 進行口腔衛生創意教學。 

宣導活動 
 分發口腔保健教育宣導單張。 

 健康櫥窗宣導相關知識。 

競賽 

藝文活動 

 舉辦學藝競賽如演說、朗讀、作文等比賽。 

 辦理口腔衛生闖關活動。 

環境配合 
 安排學生潔牙的場所。 

 校園明顯處張貼飯後潔牙標誌。 

輔導措施 
 學童在家潔牙習性問卷調查。 

 進行小團體輔導。 

保健服務 
 提供口腔保健的諮詢服務。 

 轉介至相關醫療單位接受診治。 

親職教育 
 每學年辦理一次口腔保健親職座談會。 

 班親會活動宣導口腔保健的重要性。 

獎勵辦法  牙齒保健成功之學生給與獎勵。 

成果報告 
 彙整相關資料。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檢討得失，評估成效。 

 

 

項目 四、視力保健 

組織政策 

 組織：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下設視力保健推行委員會工作小組。 

 政策： 

(1)訂定視力保健實施計畫，並納入健康中心行事曆。 

(2)製定學生校內生活用眼習慣準則。 

(3)制訂推行遠眺護眼活動辦法。 

(4)篩檢、複檢及矯治因應計畫。 

進修成長 
 安排教育人員參加視力保健教學研習。 

 正確選用新型課桌椅之研習。 

課程設計 
 課程中融入視力保健知識。 

 規畫視力保健教育之教材。 

教學活動 

 教學單元活動融入視力保健的方法。 

 實施機會教育，指導正確閱讀習慣及姿勢（離課本至少三十五公

分）。 

 設計避免近距離過度用眼之教學方法。 

 利用下課時間進行遠眺護眼活動每天 2 次，每次至少 5 分鐘。 



宣導活動 

 教師晨會宣導視力保健配合推展工作。 

 健康櫥窗展示視力保健海報文宣。 

 分發視力保健宣導單張與視力保健手冊。 

 學校網頁提供視力保健相關資訊免費下載網站。 

競賽 

藝文活動 

 視力保健學藝競賽。 

 保健常識大進擊。 

 闖關遊戲。 

親職教育 

 每學期初辦理視力保健親子座談會。 

 班親會活動宣導家庭視力保健措施及其重要性。 

 辦理視力不良學童家長座談會。 

保健服務 

 定期舉行學童視力篩檢，並發給通知單。 

 統計篩檢結果以了解學生視力不良狀況，造冊列管，聯繫家長

務必帶至眼科醫師處檢查。 

 提供親師生視力保健相關資料及訊息。 

 提供避免視力不良之資訊單張。 

 制訂視力不良學童居家檢核表提供家長使用。 

輔導措施 

 每學期初進行視力檢查並登錄檢查結果。 

 視力不良學童名冊列表造冊進行追蹤輔導。 

 檢查結果在一個月內通知家長篩檢結果及矯治追蹤。  

 配合醫師確診之建議接受治療比率達 100﹪。  

環境配合 

 校園環境： 

(1)營造多元化的學習環境。 

(2)增加校園植栽，以期常態性美綠化學校環境。 

 燈源照明： 

(1)檢測記錄黑板、教室照度，適時更換照明設備。 

(2)掌握教室內光源穩定，燈光不閃爍。 

社區網絡 

 舉辦視力保健社區宣導。 

 邀請學校附近衛生醫療機構到校協助宣導活動。 

 成立視力保健家長義工組織。 

獎勵辦法  公開表揚視力保健生活習慣良好及視力正常之學生。 

成果報告 
 彙整相關資料。 

 召開視力保健工作小組會議，檢討得失，評估成效。 

 
 

項目 五、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 

課程設計 

 課程中融入健康保險法規並設計以學校為本位的正確用藥課

程。 

 規畫健康保險宣導之教材。 

教學活動 

 教學單元活動融入正確使用健保資源及正確用藥創意教學活

動。 

 實施機會教育，指導正確使用健保卡及用藥。 

宣導活動 

 教師晨會宣導善用全民健康保險之配合推展工作。 

 健康櫥窗展示珍惜健保及正確用藥相關知識等文宣海報。 

 學校網頁提供健保局連結網站。 



競賽 

藝文活動 
 珍惜健保活動及正確用藥有獎徵答。 

親職教育 

 每學期初辦理珍惜健保資源之座談會。 

 提供家長免費的健保給付服務資訊。 

 宣導弱勢學童積欠保費，可不鎖卡原則。 

 班親會宣導正確用藥。 

保健服務 

 提供全民健康保險及正確用藥諮詢服務之資訊。 

 依病情轉介學童到適當的醫療院所。 

 提供正確用藥的諮詢服務。 

輔導措施 
 學童家庭正確使用醫療資源及正確用藥之問卷調查。 

 進行個別輔導。 

環境配合 
 安排個別輔導的場所。 

 校園明顯處張貼珍惜健保資源的海報。 

社區網絡 
 舉辦珍惜健保資源之社區宣導。 

 邀請學校附近衛生醫療機構到校協助宣導活動。 

獎勵辦法  言語獎勵與鼓勵。 

成果報告 
 彙整相關資料。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檢討得失，評估成效。 

 

 

 

項目 六、性教育 

組織政策 

 組織：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下設視力保健推行委員會工作小組。 

 政策：訂定學生及家長之性教育實施計畫，並納入學務組行事

曆。 

進修成長 
 安排教育人員參加性教育研習。 

 辦理正確性教育及愛滋病防制宣導。 

課程設計 
 設計以學校為本位的性教育課程。 

 協同跨領域教師研發性教育教材。 

教學活動  教學單元活動融入性教育及愛滋防制議題。 

宣導活動 
 家長會宣導性病及愛滋病防制。 

 安排高年級學童生理課程。 

競賽 

藝文活動 

 愛滋病教育有獎徵答。 

 性教育相關常識大進擊。 

親職教育 
 發放性教育防制宣導單張。 

 家長會宣導性病及愛滋病防制的重要性。 

保健服務 
 針對單親家庭的學童心理輔導，並造冊列管掌握動態。 

 糾正學童不健康的肢體碰觸行為。 

輔導措施 
 個別訪談單親及外配子女。 

 進行行為偏差之學童個別輔導。 



環境配合 
 安排學生輔導諮商的場所。 

 校園明顯處張貼愛滋病防制（紅絲帶）標誌。 

社區網絡  邀請學校附近衛生醫療機構到校協助宣導活動。 

獎勵辦法  言語獎勵與鼓勵。 

成果報告 
 彙整相關資料。 

 召開性教育防制工作小組會議，檢討得失，評估成效。 

 

 

項目 七、安全教育與急救 

組織政策 

 組織：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下設安全教育與急救推動小組。 

 政策：(1)訂定學生安全教育與急救實施計畫，並納入學務組行事

曆。 

進修成長  辦理安全教育與急救講座。 

課程設計 
 設計以學校為本位的安全教育與急救課程。 

 協同跨領域教師研發安全教育與急救教材。 

教學活動 

 融入課程，實施隨機教學。 

 進行安全教育與急救創意教學。 

 進行畢業生 CPR 急救認證。 

宣導活動 

 每學期舉辦安全教育與急救專題演講。 

 健康櫥窗宣導相關知識。 

 運用平面與網路資訊推動安全教育與急救。 

競賽 

藝文活動 
 舉辦學藝競賽如演說、朗讀、作文等比賽。 

輔導措施 

 每學期進行安全教育與急救宣導。 

 訓練安全教育小志工協助健康中心。 

 建立傷病處理名冊。 

保健服務 
 提供安全教育與急救的諮詢服務。 

 轉介至相關醫療單位接受診治。 

親職教育 
 每學年辦理一次安全教育與急救育親職座談會。 

 班親會活動宣導安全教育與急救重要性。 

成果報告 
 彙整相關資料。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檢討得失，評估成效。 

 

 

六、 人力配置 

計畫職稱 單位職稱 姓名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計畫主持人 校長 林銘山 研擬並主持計畫 

協同主持人 教導主任 黃孟儒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總務主任 萬晴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護理師 王明鈺 
健康促進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區及學校
資源之協調整合 

協同主持人 學務組長 謝宏旻 
健康促進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區及學校
資源之協調整合 

研究人員 教務組長 陳怡誠 協助研究策劃與計畫執行 

研究人員 

級任導師
及科任教

師 

劉怡芳 

周惠渝 

李姿蓉 

蔡佩淇 

韋宇珊 

 洪嘉霙  

 王靖斐 

協助研究策劃與計畫執行 

 

 

 

 

  



七、 預定進度： 

        月  份 

              

工作項目 

109 

08 

109 

09 

109 

10 

109 

11 

109 

12 

110 

01 

110 

02 

110 

03 

110 

04 

110 

05 

110 

06 

1.組成健康促進工作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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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康網站與維護            

7.擬定過程成效評量工

具 

           

  

8.成效評量前測            

9.執行健康促進計畫            

   

10.過程評量 

 

           

   

11.成效評價後測             

   

12.資料分析 

 

           

  

13.報告撰寫            

  

 
 

 

 

  



八、 評價指標 

   (一)過程評量： 

1. 行政和政策因素： 

(1) 教育方面：對於健康促進教育之課程、活動、訓練規劃等執行率，可達
90﹪以上。 

(2) 政策方面：健康促進教育要素列入校務發展計畫、校規及學校行事曆中。 

2. 組織因素： 

(1) 推行健康促進教育強調師生主動參與。 

(2) 加強志工等組織之社會支持與參與。 

(3) 增進行政人員之行政配合，健全組織運作功能。 

3. 資源因素： 

(1) 檢視學校現有設備，充分發揮可利用性。 

 

(二)成效評量： 

4. 健康狀況： 

(1) 口腔衛生：降低學生恆齒齲齒率到22％，提昇學生飯後潔牙比率達100

％。 

(2) 視力保健：維持裸眼視力不良率不再增加，深度近視矯正率達100％。 

(3) 體適能指標：身體質量指數(BMI)正常比率達到70%。 

5. 行為與生活型態： 

(1) 預防性健康行為：定時進行預防接種健康檢查。 

(2) 增進健康行為：鼓勵學生養成運動、均衡飲食、防曬、壓力管理等良好
習慣。 

(3) 減少危害健康行為：減少如吸菸、酒精和藥物濫用、暴力行為等不良習
慣。全校師生0%吸煙率，0%飲酒率，0%藥物濫用率。 

6. 環境因素： 

(1) 建構健康校園環境： 

(2) 健康服務：建立完整的預防、篩檢、追蹤、矯治、輔導、諮商及轉介服
務系統。提供悄悄話信箱，讓學童有正確的傾訴管道及方式。 

(3) 校園社會文化：提升師生的凝聚力、和諧性以及對學校的認同感。 

7. 個人因素：提升師生健康覺知、知識、態度、價值觀及健康生活技能。 

 

九、 預期成效： 

(一) 凝聚學校健康促進的共識及建立共同的願景 

1. 運用民主化、參與式及透明化的學校管理策略，制定學校衛生政策。 

2. 營造全校教職員工生及家長都能深刻感受到學校重視健康的氛圍。 

3. 建構學校的健康發展目標與共同的價值，形成校園中每一分子所認可的共
識。 

(二) 營造一個生理與心理安適的學校環境以促進健康 

1. 生理的環境－包含易適應且安全的校園建築、設施，使學生容易於學校環境
中適應並且強調學校中教師與學生的互動與參與關係。 

2. 心理的環境－包含對於學校的看法、感受與社會的連結，以及學校中的溝通
型態與衝突的管理。 

(三) 激發全校師生參與並且發展其行動能力 



1. 建立學生個人健康檔案，養成健康儲蓄觀念。 

2. 切實實施各項衛教工作，培養學生成為「明眸、皓齒、反菸、拒檳以及活力
滿分」的好兒童。 

3. 舉辦各項競賽活動，寓教於樂，提升師生健康概念。 

4. 重視師生健康實踐能力，提升其行動動機與意願。 

(四) 結合社區資源與地方社區建立合作網絡及夥伴關係。 

1. 引進家長及社區義工之資源，建立健康「學校－家庭—社區」良好互動關係。 

2. 建立學校成為社區中「健康促進」的資訊交換平台，運用親職教育、家庭教
育傳遞健康概念。 

3. 結合班親會、義工團及家長會的人力物力，作為學校推行「健康促進」的最
佳後盾。 

(五) 將健康促進概念落實於教學與課程，融入在生活經驗當中 

1. 設計健康與體育教學活動，強化學校本位健康課程。 

2. 實施專題講座、座談會，提升師生與社區家長健康知能。 

3. 加強師生體適能教育及檢測，建立體適能護照，提倡規律運動，使師生養成
「能運動、肯運動、願運動」的習慣。 

4. 每學年舉辦「社區聯合運動會」，提供學生發揮的舞台，讓學生透過體育競
賽，來養成運動的習慣，獲取成功的經驗。 

5. 結合輔導老師、護理師及校外諮商人員共同處理悄悄話信箱留言，可掌握學
童潛在性的心理問題。 

6. 將學生身體質量指數(BMI)正常比率達到 70%。BMI 指數過重或超重百分
比，可從現行 37%降低到 30%以下。 

7. 維持裸眼視力不良率不再增加，深度近視矯正率達 100％。 

8. 降低學生齲齒發生次數，提昇學生飯後潔牙比率達 100％。 

9. 全校師生可達吸煙率 0%，飲酒率 0%，藥物濫用率 0%。 

 

十、 本計畫經校務會議討論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謝宏旻             單位主管:黃孟儒             校長:林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