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撰寫格式  

一、計畫標題：  

臺南七股區篤加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二、計畫依據：  

(一) 學校衛生法  

(二) 臺南市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三)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 8 月 14 日南市教安(二)字第

1090974007 號函 

三、計畫摘要：  

本校推動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係依據 WHO 健康促進學校的概

念，用以評估學校教職員工生現行問題分析與健康需求，再由本校健康

促進委員會以討論、訪談師生等方式進行每年的計畫修正。本校健康促

進計畫之執行策略，主要包括教育層面及政策層面；教育層面運用之策

略主要為課程介入、活動介入及文宣傳播，以增進學校成員之健康知

覺、知識、態度、價值觀、技能並建立良好之健康行為及生活習慣，進

而提升身體、心理、情緒及社會之全人健康狀態。政策層面運用之策略

主要為訂（修）定相關規定、制度，強化組織，以增進健康支持性環境

與空間及建構健康正向之校園社會文化，使個人與組織環境間有更健康

之互動，以促進健康生活之落實。108 學年度在各項議題的推動，除了

例行性宣導之外，也配合各領域課程計畫融入教學，尤以口腔保健及健

康體位議題，在 108 學年度中更見成效。本學年度除了持續推動「視力

保健」、「口腔保健」、「健康體位」、「菸(檳)防制」、「全民健保(含正確用

藥)」、「性教育(含愛滋病防制)」等必選議題外，因本校位處濱海公路

旁，鄰近商家及住戶少，師生校園的安全維護更顯重要，故選定安全教

育與急救為自選議題。必選議題中「健康體位」仍急待改善，108 學年

度全校學生體位過輕學生，佔 7.8%；體位肥胖率佔 15.6%，以上數據



均高於臺南市平均值，因此「健康體位」議題還是為本學年度努力的主

要目標。 

  

四、背景說明：  

  本校位處七股區濱海公路旁，屬於偏遠地區的小學校，全校共有六

班，學生數 69 人，教職員工 22 人。目前校內學生半數為鄰近鄉鎮跨區

就讀，半數為當地村莊居民，家長結構有從事養殖業的勞工階層，也有

為數不少高社經背景的家長，家長結構呈現多元化，但由於近年來社會

變遷快速，家庭結構改變，本校單親家庭學生的比例高達五分之一以上，

相對弱勢家庭的增加使得學生的生活、學習與成長值得關切。 

在學校健康問題上，相關具體數據如下：(以 108 學年度數據進行分析，

全校學生數合計 64 人) 

(一)視力保健：裸視視力正常學生共 47 人，佔 70.3%；裸眼視力不良學

生共 20 人，佔 29.7%。 

(二)口腔衛生(一、四年級共 25 人)：正常學生共 15 人，佔 60%；齲齒

學生共 10 人，佔 40%。 

(三)健康體位：全校學生體位過輕者佔 7.8%；適中者佔 68.8%；過重者

佔 7.8%；超重者佔 15.6%。 

(四) 菸(檳)防制：本校目前沒有學生吸菸及吃檳榔，學生吸菸吃檳榔比

率為 0%；學生與有吸菸習慣家人同住者有 22 人，佔全校學生比例

為 41.5%；學生與有吃檳榔習慣家人同住者有 13 人，佔全校學生

比例為 23.5%。 

(五)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於 1995 年開始實施，成

為臺灣民眾健康維護的最佳保障。它是強制性全民納保的社會保

險，具有公平方便就醫、部分負擔低、與品質適切等特性。但近年

來全民健保制度中存在財務收支失衡困境，面臨倒閉崩潰危機，弱

勢健康照護岌岌可危，因此有必要從小建立學生對於全民健保的正



確認知；台南市成年人洗腎人口比率偏高，其原因與濫用成藥有重

大關連，因此學校應加強宣導學生正確用藥的觀念，並能將相關資

訊提供至家長及社區民眾。 

(六)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近年來由於社會風氣快速轉變，學生容易從

網路或傳播媒體上吸收種種不當資訊，加強學生性教育及愛滋防治

正確認知益加重要。 

(七)安全教育與急救：依據教育部的校園事件統計分析報告顯示，校園

事故傷害一直是青少年階段學生傷亡人數之首，可見實行學校安全

計畫是非常急迫的。實施步驟為運用行政宣導與議題融入教學的方

式同時並行，推動安全教育與急救教育宣導，以增進教職員工與學

生對於安全教育與急救知識，提升師生健康知能，並建立正確的態

度、價值觀與急救技能，以降低學生遭受意外傷害的人數。 

此外，針對學校教師舉辦相關的研習進修，提升教師有效教學與學生輔

導的專業知能，亦是本校衛生教育的重點工作。故本校提出之健康

促進計畫，期望針對學校與社區，從小灌輸正確衛生知識，提倡健

康自主管理概念，讓民眾擁有健康身心，減少日後健康問題的發生，

降低政府醫療費用負擔。期望由學校推動進而由學生將資訊傳遞給

家人、社區民眾，共同營造優質的生活品質。 

(一) 可參考「學生健康資訊系統」(https://hs.nhu.edu.tw/)之「學校回

饋系統」統計數據，建立以學校為本位之「學生健康資訊管理系

統」，並將資料加以處理、分析，藉以評估校本健康問題(可以具體

數據及圖表呈現)，以作為未來評價指標計畫擬定策略的參考。  

下表供參-依 108 學年度學生健康資訊系統資料  

議題 

名稱  

指標  臺南市平均

值  

本校 

(%)  

達成指標情形  



視力

保健  

裸視視力不良率  國小

44.11% 國

中 72.61%  

29.7%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需努力  

視力不良就醫率  國小

95.18% 國

中 90.14%  

100% 

■達市平均以上  

□低於市平均仍需努力  

口腔 

保健  

學生初檢齲齒率  小一

37.60% 小

四 26.65% 

國一

15.34%  

小一 53.8% 

小四 12.5%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需努力  

學生齲齒複檢率  小一

91.74% 小

四 89.70% 

國一

83.88%  

小一 100% 

小四 100% 

■達市平均以上  

□低於市平均仍需努力  

健康 

體位  

體位過輕率  國小 7.77% 

國中 6.37%  
7.8%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需努力  

體位適中率  國小

63.31% 國

中 61.11%  

68.8% 

■達市平均以上  

□低於市平均仍需努力  

體位過重率  國小

13.33% 國

中 13.09%  

7.8%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需努力  



體位肥胖率  國小

15.59% 國

中 19.43%  

15.6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需努力  

五、計畫內容  

（一）實施策略： 

1.召開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籌組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由學校健康促

進工作團隊執行本計畫。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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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

解學校成員之生理、心理及體適能健康狀況。 

3.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委員決定目標及健康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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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菸害防制、健康體位、

口腔衛生、視力保健、全民健保、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正確用藥教

育為本校健康促進議題外，另選定安全教育與急救為本校自選議題。 

4.鼓勵教師將健康議題納入學校本位課程、綜合活動與健體領域課程計

畫、教學活動，研發相關教材教具。 

5.由學校健康中心與各班級教師配合定期推動遠眺休息、口腔衛生、

333 運動、健康體位及各項衛生保健教育宣導活動。 

6.全面推動師生體適能運動，利用每天早晨時間及課間活動時間推廣有

氧健康操、慢跑、踢毽、跳繩運動等體適能活動。 

7.辦理教職員、學生及家長教育研習，邀請專家學者到校說明健康促進

學校內涵，以提升健康促進工作團隊、學生社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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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成員的互動及學校

組織與社區資源的聯結。 

8.結合各學習領域課程，辦理以視力保健、口腔衛生、健康體位、安全

教育與急救為主題之競賽，並將作品佈置學校佈告欄，營造健康校園及

社區環境。 



9.邀請家長會或社區相關團體、人員，討論如何共同營造校園及社區的

健康環境。 

10.建置本校健康網站，將辦理相關活動的成果建置在網站上，以利健康

促進學校社區間資源交流與整合 

五、人力配置：計畫之主要人要為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及工作團隊之成

員，計 20 名之職稱及工作項目見下表： 

委員會職別 原任職務 姓名 職掌 

主任委員 校長 黃國峯 

1. 研擬並主持計畫，彙整報告

撰寫。 

2. 督導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確

實執行工作。 

3. 綜理委員會業務。 

主任委員 教導主任 邱彌玲 

1. 策定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推動

實施。 

2. 辦理檢討會議。 

執行秘書 護理師 黃琪媛 

1.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

並協助行政協調。 

2. 健康促進學校工作的推展。 

3. 提供各項健康服務。 

4. 辦理學生口腔衛生、視力保

健相關事項。 

5. 規劃及辦理教育宣導活動及

演講、講座。 

6. 執行健康促進計畫並推動實

施。 

學務委員 學物組長 陳冠蓉 

1. 宣導及辦理規劃體適能運動

的進行。 

2. 辦理學生體適能前後測。 



3. 辦理各項體育競賽活動。 

4. 新式健康操教學。 

5. 訂定運動設施之使用規則。 

教育委員 教務組長 馮瓊瑤 

1. 視力保健、口腔衛生、健康

體位教育課程設計研發。 

2. 辦 理 配 合 各 項 學 藝 競 賽 實

施。 

總務委員 總務主任 郭詔維 

1. 督 導 校 園 遊 樂 器 材 設 施 檢

驗，營造安全校園環境。 

2. 訂定遊戲設施之使用規則。 

組員 全體教師 全體教師 

1. 協助辦理本校健康促進主題

各項宣導活動。 

2. 設計及實施本校健康促進主

題各項教學活動。 

3. 協助辦理本校健康促進主題

各項競賽活動。 

顧問 
七股區 

衛生所 
所長 

1. 協助健康促進學校計畫龜洞

實施。 

2. 配合學校辦理校內、社區各

項教育宣導活動。 

顧問 牙醫生 劉鳳臺 

1. 定期到校做師生口腔檢查及

治療。 

2. 協助學校口腔衛生保健教育

之推展。 

家長委員 家長會長 黃盈順 
協助各項活動推展及整合社團人

力協助推展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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