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山國民小學健康促進主推議題成效說明  

壹、主推議題：健康體位  

貳、主推原因、背景成因及現況分析說明： 

一、主推原因：依據學生健康資料分析結果109年本校學生體位不 

良比率達48.9%，過輕10.2%，過重16.3%，肥胖22.4%，高於台南市 

國小平均值，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因此將健康體位列為本 

校健康促進計畫的主推議題，期望透過相關介入措施能降低本校 

學生的體位不良率。 

二、背景成因及現況分析：  

1.背景成因： 

     本校位處於臺南市柳營區旭山里，是一所偏鄉小型學校，全校共 

     有7班，國小6班、幼兒園1班，學生數共69人。學區內居民以務 

     農及勞工階層為主，新住民、單親家庭、隔代教養的家庭比率高， 

     家庭結構多元化、年輕人口外移、地處偏僻交通不便，平均而言， 

     社經地位相對弱勢，家長對學童健康覺察、知識認知、教養態度、 

     價值觀、行動力都較缺乏，多數家長不認為自己的小孩體位過重 

     或超重，也不清楚體位過重或體位超重的危害。依據本校108學 

     年學童健康問卷調查資料顯示如下。  

(1)學童喜愛喝含糖飲料，不喜歡喝白開水，約46%學童每週喝含

糖飲料的次數達3-4次以上。 

(2)學童早餐及晚餐採外食居多，早餐主食選擇蛋糕及麵包約佔

29.7%;早餐飲料選擇奶茶約29.8%、調味乳8%、紅茶7%;晚餐採

外食約31%，其中夜市購買佔35%。 

2.現況分析 

(1)106-109 學年度體位狀況統計(表一) 
 

學年度 過輕 適中 過重 肥胖 

106 8.4% 59.3% 15.2% 16.9% 

107 11.1% 51.8% 12.9% 24% 

108 17.6% 50.9% 13.7% 17.6% 

109 10.2% 51.0% 16.3% 16.3% 

    

 

 

【附件1】 



  

(2)106-109學年度體位不良率統計 (圖一) 

 
參、改善策略及實施過程：(可依六大範疇條列說明並檢附佐證照片)  

   本校以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範疇為基礎，進行校內健康體位  

   議題分析及健康診斷與需求評估，之後進行計畫擬定與執 

   行，推動策略如下表: 

項目 策    略 

 

領導能力與

歸屬感:健

康學校政策 

1. 每學年上下學期各召開 2 次健康促進學校推行委員會

會議，必要時可召開臨時討論會。健康促進委員會由

校長擔任主任委員，2處室主任擔任副主委，護理師擔

任執行秘書，家長會長擔任副主委，與其他行政人員

、教師、家長委員代表及學生代表共同組成。 

2. 每年8月擬定健康體位實施計畫與活動，列入學校行 

事曆並於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3. 每年8月進行健康體位課程討埨與設計。 

4. 校長及行政團隊會主動帶領及參與學校辦理各項健康

促進活動。 

佐證資料 

  
說明:健康促進小組由校長主持

定期開會 

說明:109學年上學期健康促進

小組定期開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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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09學年上學期健康促進小

組定期開會簽到單 
說明:109年新山國小健康促進

計畫行事曆 

 

  
說明 :學校辦理健康促進活動透

過聯絡簿通知家長 

說明 :體位不良學童的飲食紀

錄張貼聯絡簿回饋家長 

素養導向健

康教學 

1. 健康教育課程以生活技能及健康素養為導向，融入「

彈性課程」、「綜合課程」、「數學」、「語文」及

「美術」領域實施。 

2. 運用多元化的教育策略和活動形式，辦理各項健康體

位校園活動如：健康體位宣導、繪畫競賽、食農教育

、餐前教育、社區參訪、運動樂活課程及低碳飲食等 

3. 推動85210各項活動，全校推行運動大撲滿跑步活動，

提升學童體適能、推行每日第二節健康操活動、每週

二、三扯鈴運動、每週五直排輪等相關運動社團及全

校每週二、五課晨間樂活跳繩運動，辦理1-6年級游泳

教學、班際各項運動競賽如躲避球及籃球賽等。 

4. 製作新山特色的學生體適能與飲食護照內容包括：身

高、體重、血壓、腰圍、BMI，體適能檢測資料、每日

飲食、飲水及運動紀錄等，先由體位不良學生及畢業

班學生開始實施紀錄。 



  

佐證資料 

 
 

說明 :手作穀物教具盒讓學生認

識穀物的種類 

說明 :運用食物模型及餐盤讓

學生調製自己的健康餐盤 

  
說明:依據109年11月健康促進前

測問卷成效進行健康體位宣導 

說明 :結合健康吃快樂動課程

教材宣導運動的重要 

 
  

說明 :結合美術課辦理均衡飲食

與規律運動繪畫創作 

說明:餐前5分鐘影片欣賞(認

識黃豆、黑豆及青豆) 



  

  
說明:樂活運動前的暖身運動 說明:每天第二節下課的約定-

全校一起跳健康操 

 
 

說明:推動全校跑步運動 說明:每週二五晨間樂活-跳繩

活動 

 
  

說明:一至六年級游泳課(每週一

次) 

說明:每週五課外社團-直排輪

課 



  

  
說明 :本校學生體適能與飲食護

照 

說明 :每學期學生體適能檢測

練習及檢測 

 

  

說明:109學年上學期班級學生體

適能資料上傳系統 

說明 : 109學年上學期全校學

生體適能資料上傳系統 

  

說明:本校體適能獎勵-金銀牌統

計 

說明:109學年各班跑步資料上

傳大撲滿系統 



  

 
支持性環境: 

學校物質環

境與網頁建

置 

1. 增設充足數量之飲水設備並定期檢測水質及水塔清洗

。 

2. 汰換教室老舊照明設備，每學期教室照度檢測至少一 

次。 

3.定期校園及教室內外環境消毒，提供健康安全的學習 

  環境。 

4.校園重要出入口張貼無菸檳標誌，校長帶領倡導無菸 

  、無檳、無毒校園。 

5.辦理拒絕菸檳毒校園寫生比賽。 

6.辦理校園彩繪活動，由全校師生參與彩繪美化校園。 

7.利用校園閒置花圃由班級認養辦理食農教育，師生一 

  起種植小白菜、地瓜葉、四季豆、茼蒿等蔬菜，讓學 

  生體驗植物從播種、成長、收成的過程。 

8.邀請傑出校友果醬男孩林韡勳，到校指導學弟妹運用 

  在地食材-柑橘、橙香蜂蜜及龍眼蜜，製造「橙香蜂 

  蜜金柑果醬」，讓學生體驗運用在地食材做出的美味 

  好滋味。 

9.結合美術課發揮創意，指導學生讓廚房的廢棄蛋盒翻 

  轉變身成可愛的毛毛蟲、烏龜及美味龍蝦，讓學生學 

  習資源再利用、創意大改造。 

10.參訪社區絲瓜園的培育栽種，讓學生認識柳營的在 

   地食材、農民的栽種過程及產銷模式。 

11.定期更新及建置學校健康促進網頁資料並置於學校網 

   站首頁，提供學生及家長相關健康訊息。 

 

 
 

說明:109年9月水塔清洗報告 說明 :109年 11月飲水檢測報

告 



  

 

 
 

說明 :飲水機水質檢驗及設備維

護紀錄表 
說明:開學前校園整備(環境消

毒) 

 

 
 

 說明:每學期教室照度檢查至少1

次 

說明:109學年上學期教室照度

檢查與報告 

 

 

 

 
說明:全校師生一起參與校園美

化彩繪 
說明:校園安全檢核表 



  

 

 
 

 說明:校園無菸無毒環境營造  說明 :校長帶領支持校園拒菸

檳 

 

 

說明:食農教育(一年級小白菜種

植) 

說明:食農教育(三年級四季豆

種植) 

  

說明:食農教育(四年級茼蒿種植

) 
說明 :果醬男孩林韡勳，指導

運用在地食材做出美味好味道 



  

 

 

說明:參訪社區絲瓜園，認識在

地食材、農民的栽種過程及產銷

模式。 

說明:資源再利用、創意大改造

將廢棄蛋盒翻轉變成可愛的毛

毛蟲、烏龜及美味龍蝦 

 

  
說明:新山國小健康進促網頁 

網址:www.ssaes.tn.edu.tw  
說明 :健康促進網頁定期更新

、內容豐富 

支持性環境: 

 

學校社會環

境 

1. 於健康中心、餐廳及各班級設健康體位主題專欄櫥 

窗，張貼海報標語。 

2. 制定健康自主管理獎勵制度，鼓勵好的生活習慣及好的

運動習慣，實踐健康行為並紀錄，期末達成目標學生公

開表揚及獎勵。 

3. 制定班級的健康生活守則，鼓勵好的生活習慣，達成目

標學生可累積點數兌換禮物。 

4. 定期辦理性別平等教育、性教育、兩性關係及校園霸

凌、性霸凌預防的宣導講座。 

5.訂定弱勢族群關懷計畫包括(1)校內:午餐費補助、贈衣

活動、寒暑甲午餐補助、心理諮商(2)結合慈善團體(喜憨

兒、世界展望會):贈鞋活動、贈物資活動、年節關懷活

動、乳品補助、寒暑假不餓肚計畫等。 



  

佐證資料 

 
 

說明 :健康中心衛教櫥窗設有健

康體位專欄(每月更換主題) 
說明:餐廳的飲食衛教牆 

  

說明:餐廳食農教育成果展示 

 

說明:班級教室健康衛教專區 

  
說明:各班級生活守則 

 

說明:健康自主管理獎勵辦法 



  

  
說明 :班級張貼自主管理獎勵辦

法及生活守則情形 

說明:健康行為達標學生，期

末校長頒贈獎狀及禮物鼓勵 

 

  

說明 :全校及各班級學童健康行

為紀錄表 

說明:健康中心紀錄學童健康

行為達標獎勵名冊 

 

  

說明:辦理高年性教育及認識兩

性關係課程教育 

說明: 鼓勵學生參加性別平等

繪畫比賽 



  

  

說明：利用班親會宣導性別平等 說明: 定期辦理校園霸凌及性

霸凌宣導 

  
說明:台南市鳳凰基金會捐贈本

校弱勢學童運動鞋 
說明：協助弱勢學童乳品申

請（核准通知） 

社區連結與

合作:健康

服務 

1.健康中心提供促進健康體位相關資訊。 

2.每學期定期進行學生身高體重測量，體位不良發給家 

  長通知單，將體位不良學生列冊追蹤管理。 

5. 對體位不良學生每週測量體重，定期將學童的體位變

化記錄於聯絡簿讓家長了解學童體位控制情形。 

6. 對體位過重及超重學童每天除健康操外由護理師及學

務組長帶領跑籃球場2圈。 

7. 對體位過重及超重的學童，每學期初提供飲食紀錄表

及相關衛教單張，請家長協助紀錄1週的飲食日誌，護

理師逐一審視飲食日誌並予以回饋及建議。 

8. 將特殊疾病學生列冊管理並知會各班個人疾病史名單

給導師、體育老師、任課老師。 

9. 特殊個案及體位不良學生納入校園慢性病管理，提供



  

管理個案健康照護體適能與飲食護照。 

10.對於健康檢查抽血異常者及特殊個案透電訪及會談 

主動和家長聯繫並定期追縱就醫矯治情形。 

11.透過聯絡簿、學校網站、網路社群(line、QR-code 

掃描)及宣導單張提供學生及家長健康相關訊息 

12.營養午餐供應:每週提供3次乳品，每週一次蔬食日，

並遵守低鹽、低糖、低油、高纖、高鈣原則；食材優先提

供在地有機生鮮蔬果魚蛋肉類為主。 

13.結合柳營衛生所及柳營奇美醫院及社區牙醫診所定期

到校進行衛生宣導及健康服務。 

 

  
說明:將特殊疾病學生列冊管理

並知會各班個人疾病史名單給

導師、體育老師、任課老師 

說明:特殊個案納入校園慢性病

管理 

  

說明:提供管理個案健康照護體

適能與飲食護照 
說明:個案飲食、運動、飲水紀

錄 



  

  
說明:運用資訊系統建置校園慢

性病個案資料  

說明:將學生飲食紀錄單逐一審

視並提供建議與回饋給家長 

 

  

說明:體位異常的學童提供家長

通知單、衛教單、飲食紀錄單 

說明:利用轉介單和醫院醫師溝

通個案狀況 

佐證資料 

  
說明:體位異常的學童每週測量

體重 

 說明:個別化飲食指導 



  

  
說明:護理師協助管理個案每週

測量體脂肪 
說明:護理師協助管理個案每週

測量血壓 

  

說明:協助BMI>22.9學童抽血

檢查 

說明:協助BMI>22.9學童抽血

檢查 

 

  
說明:和個案管理學童家長討論

個案狀況 

說明:定期電訪追蹤學童就醫診

治狀況 



  

  
說明:提供營養均衡美味的營養午

餐(葷食日)  

說明:提供營養均衡美味的營養午

餐(蔬食日) 

  
說明：衛生所到校宣導 

 

說明:牙醫師到校宣導 

  
說明：衛生流到校為學生流感

疫苗接種 

 

說明：營新醫院到校為學生健

康檢查 



  

社區連結與

合作:社區

關係 

1. 透過親師會辦理親子講座介紹肥胖及含糖飲料的危害 

2. 透過親子運動會辦理拔河、親子接力賽跑、趣味競賽 

3. 結合癌症基金會辦理癌症預防講座 

4. 結合柳營衛生所辦理健康講座。 

5. 結合董氏基金會教材推動健康吃快樂動課程。 

6. 結合國泰人壽志工到校帶領學生跳反毒健康操 

7. 邀請柳營區警察局到校宣導，交通安全。 

8. 結合衛生局及牙醫師到校進行口腔檢查、塗氟及窩溝

封填維護學童口腔衛生。 

9. 結合社區農民參訪絲瓜園及認識在地食材。 

10.開放學校運動場等運動設施，提供社區民眾運 

 動環境，促進從事健康行為。 

11.透過社區服務和參與社區活動與社區居民互動，達成

愛家、愛校、愛社區的健康氛圍。 

佐證資料 

  
說明:109學年班親會宣導-肥胖

的危害 

說明:癌症基金會宣導癌症防

範 

  
說明:柳營區警察局到校交通安

全宣導 

說明:國泰人壽志工刀校反毒

宣導 



  

  

說明:109年11月18日辦理親子

教育講座邀請家長參加 

說明:牙醫師到校進行口腔檢

查、塗氟及窩溝封填維護學童

口腔健康 

  

說明: 每年一度親子運動會邀請

家長及社區民眾一起參加 

說明:109年12月5日辦理親子

運動會邀請家長及社區民眾參

加 

 

 

肆、成效：  

預期能建立學校健康促進的共識，提升全校學生、教職員工、家長及

社區民眾的健康認知，也期望透過上述的改善策略能達成以下的效能: 

一、 本校學生體位不良率下降15%，體位過輕比率下降5％，體位適中 

率上升13％，達市平均以下。 

二、 本校體位過重、超重學童之總人數 BMI 身體指數下降 2％， 

體位過輕學童BMI 身體指數上升 2％。 



  

三、 藉由持續推動扯鈴民俗體育、普及化運動並結合體育競賽活動

，增加學生活動量並強化運動技能。 

四、 透過運動社團發揮學生運動精神及強健體魄，建立標準體適能 

，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伍、分析改進： 

一、由106學年至109學年統計數據顯示本校體位不良比率由40.6% 
    逐年上升至49%，正常體位比率由59.3%降至51%，分析原因 

       乃因(1)學童喜愛喝含糖飲料，不喜歡喝白開水  

           (2)家長對健康體位認知不足 

   二、改進策略： 

1.每學期定期進行學生身高體重測量，並將測量結果通知單發 
  給家長讓加家長了解學生體位狀況。 

   2.對體位異常學生每週測量體重，定期將學童的體位變化 
     記錄於聯絡簿讓家長了解學童體位控制情形。 
    3.對體位過重及超重的學童，每學期初提供飲食紀錄表及相關 
      衛教單張，請家長協助紀錄1週的飲食日誌，護理師逐一審視 
      飲食日誌並予以回饋及建議，家長協助控制飲食。 
    4.透過親師會辦理親子講座介紹肥胖及含糖飲料的危害。 
    5.邀請醫院營養師指導營養健康早餐的選擇及製作並邀請學生 
      及家長參加。 

 6.運用多元化的教育策略和活動形式，辦理各項健康體位校園 
   活動如：健康體位宣導、繪畫競賽、食農教育、餐前教育、 
   社區參訪、運動樂活課程等。 

    6.推動85210各項活動，全校推行運動大撲滿跑步活動，提升 
      學童體適能、推行每日第二節健康操活動、每週二、三扯鈴 
      運動、每週三下午東山國中運動社團、每週五直排輪等相關 
      運動社團及全校每週二、五課晨間樂活跳繩運動，辦理1-6年 
      級游泳教學、班際各項運動競賽如躲避球及籃球賽，以及營 
      養教育宣導。 

 
 
 
 
 
 
 
 
 
 



  

特色:  
本校為偏鄉小學校，全校學生數含幼兒園共69人，是小而美的學校 

，本校積極推動健康促進，因近來本校健康體位不良率約35-40%， 

高於台南市國(中)小平均值，而且有逐上的趨勢，因此將健康體位 

列為本校健康促進計畫的主推議題，期望透過相關介入措施能降低 

本校學生的體位不良率。健康飲食與健康體能為構成健康體位的重 

要元素，因此如何培養兒童正確飲食及正確健康運動習慣，配合生 

活化的教育宣導，建構一個「健康飲食，活力運動」的校園，是本 

校相當重視的課題。 

108學年本校以健康體位為主題參加台南市健康促進學校評選榮獲 

績優學校，對於健康體位議題的推動有明確的方向及發展特色。 

 

體能部份:強化學生體適能增強體力及耐力，推動跑步及健康操運動、
安排晨間樂活跳繩運動、游泳課程、鼓勵參加運動社團扯鈴、直排輪
等，以增加學生身體活動時間與機會，強化學生身心活力、健康與智
慧之能力。     
 

飲食教育方面，藉由營養宣導，讓學生明白健康食物的重要性，實施

餐前教育，提升飲食知識，養成定食定量不偏食、惜福愛物的飲食行

為，加強學生健康飲食觀念。結合食農教育辦理新山小苗圃，由一至

四年級各班認養校園花圃，共同栽種不同食材，讓學生體驗從植物的

認識、播種、悉心照顧幼苗到豐收成果的過程，還能將栽種的蔬菜分

享提供午餐菜色，邀請傑出校友果醬男孩林韡勳，到校指導學弟妹

運用在地食材-柑橘、橙香蜂蜜及龍眼蜜，製造「橙香蜂蜜金柑

果醬」，讓學生體驗運用在地食材做出的美味好滋味。結合美

術課發揮創意，指導學生讓廚房的廢棄蛋盒翻轉變身成可愛的

毛毛蟲、烏龜及美味龍蝦，讓學生學習資源再利用、創意大改

造。參訪社區絲瓜園的培育栽種，讓學生認識柳營的在地食材

、農民的栽種過程及產銷模式。 

  另外，本校發展扯鈴技藝多年，歷年來學生對外參加比賽亮眼出色

，屢創佳績109年榮獲台南市長盃民俗體育錦標賽，109學年度

全民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表現優異或的優秀成績。原本扯鈴

課程只是課外社團，109學年度開始將扯鈴課納入本校1-6年級

體育課程，聘請專業扯鈴教練指導教學，以延續並傳承傳統技

藝的使命及強化學生的體魄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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