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評選說明 

 

 

項目 評    鑑    內    容 

六、健康服務 

自評: 2% 

2.學校與地區衛生醫療資源合作，提供學校師生健  

  康管理 (4%) 

6-2-1 結合衛生局所、校藥師、社區藥師或醫療院 

      所進行衛教宣導與健康服務 

                      學   校    執   行   狀    況 

1. 結合衛生局所、校藥師、社區藥師或醫療院所進行衛教宣導與健康服務，109學年度 

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緣故因此大型室內宣導活動減少。 

佐證資料: 

6-2-1-1衛生局衛教宣導 

 6-2-1-1-1:107年度衛生局登革熱防治宣導 

 6-2-1-1-2:108年度衛生局毒品防治宣導 

6-2-1-2校藥師群衛教宣導(柳營奇美醫院藥師群) 

      6-2-1-2-1:108年度社區藥師正確用藥宣導成果 

    6-2-1-2-2:109年度社區藥師正確用藥宣導成果 

   6-2-1-3校牙醫健康服務 

    每半年校牙醫搭配衛生局口腔巡迴車至校為幼兒園學童塗氟(各取每年 1次為代表) 

   6-2-1-3-1:109年度牙醫師至校園塗氟成果 

   6-2-1-3-2:110年度牙醫師至校園塗氟成果 

   6-2-1-4醫療院所衛教宣導 

   6-2-1-4-1:109年度營養飲食宣導(臺南市新營區營新醫院營養師) 



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評選說明 

 

 

項目 評    鑑    內    容 

六、健康服務 

自評: 2% 

2.學校與地區衛生醫療資源合作，提供學校師生健  

  康管理 (4%) 

6-2-1 結合衛生局所、校藥師、社區藥師或醫療院 

      所進行衛教宣導與健康服務 

                      學   校    執   行   狀    況 

佐證資料: 

   6-2-1-5各學會衛教宣導 

      6-2-1-5-1:108年度心理健康宣導成果(台灣性教育學會心理師) 

      6-2-1-5-2:108年度愛滋病防治宣導成果(台灣關愛基金會講師) 

      6-2-1-5-3:108年度保腦宣導(創世基金會講師) 



佐證資料:6-2-1-1-1 

臺南市107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研習- 

衛生局登革熱防治宣導成果表 

活動名稱 登革熱防治宣導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7年08月30日 參加人數 79 0 17 

簡述活動內容 

    由衛生局人員透過登革熱防治宣導影片加上細心地將相關登

革熱病媒蚊圖片展示與加強消除登革熱方式並運用 Q＆A方式加深

學童認知並了解登革熱傳染途徑，主要病媒蚊是什麼、傳染季節在

何時與防治登革熱需求及孳清策略。  

      除病媒蚊。 

      最易爆發傳染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透過短片介紹登革熱的傳染途徑 說明：講師詢問學童對登革熱的感受? 

  
說明：講師介紹病媒蚊的一生 說明：Q＆A有獎徵答 

 



佐證資料:6-2-1-1-2 

臺南市108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研習- 

衛生局毒品防治宣導成果表 

活動名稱 毒品防治宣導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8年03月11日 參加人數 79 0 19 

簡述活動內容 

    由衛生局人員利用短片去介紹毒癮者染毒後的結果與症狀，接

著拿出目前新興毒品會利用如:糖果、咖啡及泡麵包裝並讓學童傳

閱，學童紛紛感到驚訝怎麼常見的糖果咖啡包竟然裡面有毒品，講

師並加強宣導毒品的危險性與拒絕毒品方式加深學生認知。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

表等) 

 

 

 

 

說明：透過短片介紹毒品者染毒結果 說明：講師拿出現在新興毒品外裝 

  
說明：讓學生傳閱 說明：Q＆A有獎徵答與學童合影 

 



佐證資料:6-2-1-2-1 

臺南市108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研習- 

校藥師正確用藥宣導成果表 

活動名稱 正確用藥與預防藥物濫用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8年04月22日 參加人數 56 0 18 

簡述活動內容 

    聘請柳營奇美醫院陳宇鴻藥師宣導正確用藥及藥物濫用觀念 

，活動中藥師解說何謂正確用藥，並教導現階段毒品種類及常見藥

物濫用，師生自己本身應該如何避免不正使用藥物及毒品等保護自

身安全，增強用藥觀念。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由藥師宣導藥物濫用 說明：使用臨床實務面對多樣性藥物使用 

 

 
說明：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方式 說明：拒絕藥物濫用六招 

 



佐證資料:6-2-1-2-2 

臺南市109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研習- 

校藥師正確用藥宣導成果表 

活動名稱 正確用藥與預防藥物濫用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04月06日 參加人數 33 0 18 

簡述活動內容 

    聘請柳營奇美醫院劉駿龍藥師宣導正確用藥觀念，活動中藥

師解說何謂正確用藥，並教導五不與平時不小心錯過服藥時機時

師生自己本身應該如何處理，常用的眼藥水先使用藥水再使用藥

膏，另外再舉例時事避免使用毒品等保護自身安全，增強用藥觀

念。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由藥師宣導藥物濫用 說明：毒品包裝 

  
說明：不正確使用藥物危害 說明：藥物成癮是可以被控制 

 

 



佐證資料:6-2-1-3-1 

臺南市109年度歡雅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健康促進 

口腔保健之牙醫師至校園塗氟成果表 

活動名稱    牙醫師至校園塗氟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03月24日 參加人數       15         0      4 

 簡述活動內容 1. 活動安排規劃如計畫 

2. 由衛生局安排之牙醫師入園於口腔巡迴車進行口腔塗氟

活動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毛良安醫師進行衛教 說明：幼兒園曉婷主任加強宣導 

 

 

說明：塗氟過程 說明：塗氟過程 

  

說明：塗氟過程 說明：塗氟過程 



佐證資料:6-2-1-3-2 

 臺南市110年度歡雅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健康促進 

口腔保健之牙醫師至校園塗氟成果表 

活動名稱     牙醫師至校園塗氟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03月30日 參加人數 17 0 4 

簡述活動內容 3. 活動安排規劃如計畫 

4. 由衛生局安排之牙醫師入園於口腔巡迴車進行口腔塗氟活動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行前老師先教導學生口腔保健 ▲教導學生塗氟過程需做的動作與時間 

  

▲檢查過程 ▲檢查過程 

 



佐證資料:6-2-1-4-1 

臺南市109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研習- 

營養飲食宣導成果表 

活動名稱 營飲食宣導-健康學童 FOLLOW ME GO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07月07日 參加人數 71 0 19 

簡述活動內容 

    此次營新醫院智翔營養師先從食物圖片引發學童對飲食與疾

病間的思考，接著健康早餐對於人體一天活力的重要性，再者讓學

童學習在購買食物時，記得觀看一下食物標示，了解該項食物的熱

量與內容物進而去選擇適合自己健康好的飲食，最後複習課程重點

加深學童印象。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

表等) 

  

 

 

 

說明：新營區營新醫院楊智翔營養師 說明：如何選擇健康早餐 

  

說明：食品份量  說明：複習一下 

 



佐證資料: 6-2-1-5-1 

            臺南市108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研習- 

                    心理健康宣導成果表 

活動名稱 心理健康宣導-愛情區間車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8年04月22日 參加人數 62 0 18 

簡述活動內容 

    由台灣性教育學會藝馨心理師宣導青春期中健康的愛情關係

與如何在關係中的相處。讓學生能認識健康約會的目的與功能並運

用有效溝通技能、自我肯定與拒絕技能於在健康約會上。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台灣性教育學會張藝馨心理師 說明：戀愛之前人際關係的建立 

  

說明：健康的約會 說明：校長致贈感謝狀 

 



佐證資料:6-2-1-5-2 

臺南市108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研習- 

                   愛滋防治宣導成果表 

活動名稱                    愛滋防治宣導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8年05月20日 參加人數 61 0 17 

簡述活動內容 

    近年罹患愛滋帶原的年齡層逐漸下降，有鑑於此因此進行愛滋 

防治宣導，過程當中除了宣導愛滋之防治外並教導師生面對愛滋個 

案正向的態度與關懷，勿以歧視的眼光去看待。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 台灣關愛基金會吳淑華講師 說明：罹患愛滋帶原的年齡層逐漸下降 

  

說明：如何保護自己勇敢說不 說明：安全性行為  

 



佐證資料:6-2-1-5-2 

臺南市108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研習- 

                       保腦宣導成果表 

活動名稱                  保腦宣導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8年09月16日 參加人數 68 0 18 

簡述活動內容 

    由創世基金會鈺菁講師首先介紹創世基金會服務對象主要是

植物人，並讓學生了解植物人的症狀與其如何進食、無法言語等等 

接著說明植物人大部分發生的原因以頭部外傷造成居多，因此如何

正確保護好頭腦，以及如何預防危險發生於課程中講師一一講說。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

表等) 

 

 

 

 

說明: 創世基金會鈺菁講師 說明：植物人的進食 

  

說明：如何保護自己頭部 說明：Q＆A有獎徵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