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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東山區青山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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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二、計畫摘要： 

本校 108 學年推動視力保健、口腔保健、健康體位、菸(檳)防制、全

民健保、性教育等，學生視力不良之比例逐漸降低為 32％，低於市平均，

復診率達到 100%，小一學生初檢齲齒率高達 70％，齲齒之複檢率達到

71.43%，體位過輕率 9.33%高於市平均 7.77%，體位肥胖率高達 17.33％，

高於市平均 15.59%，體位適中率達市平均以上，體位過重率達市平均以下，

可見本校在學生視力保健及體位適中、過重努力之成效。本校齲齒率以一

年級較高，逐年遞減，顯見入小學後的健康習慣養成能有效預防齲齒，但

一、四年級之齲齒率仍高出全市平均許多，學生體位過輕比例仍高達 9.33 

%，體位肥胖比例仍高達 17.33 %，故口腔保健及健康體位為本學期主要推

動項目。 

三、背景說明： 

（一）學校現況、學生健康問題及其他健康議題現況分析 

1.學校現況 

本校位於臺南市東山區青山里，乃東山區最『高』學府，地理位置位

在臺南市東北方，地理位置相當偏僻，是目前少數有教師宿舍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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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但因交通不便，每學年教師流動率較大。本校所在之學區海拔約

200 至 500 多公尺，屬於典型的山區鄉村型社區。因先天地理條件諸

多限制，和都市小學有著如深淵的落差，在這裡，除了校內圖書館外，

沒有一間書局，更遑論其他文化設施。醫療資源缺乏，僅幾公里外山

區唯一一家家醫科診所。居民靠天吃飯、務農維生，學生缺乏藝術與

人文資訊刺激，更因社會型態急速變遷、地理條件限制及缺乏相關就

業機會，家長社經地位不高，學區人口結構老化嚴重，新住民家庭、

單親、隔代教養及家境特殊兒童比率高達 61.7％以上。 

    目前本校含幼兒園有七班，國小學生人數為 78 人。在全校 75 個

學生當中，低、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有 17 位、單親家庭的學生有 21

位、隔代教養家庭的學生有 8 位、新住民家庭的學生有 36 位，以上

學生共 63 位，百分比為全校學生的 59.4%。本校目前的學校健康促

進工作內容涵蓋組織訓練、健康服務、健康教育、健康環境、學校餐

飲衛生、教職員工健康促進及健康心理等層面。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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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生健康問題 

依本校 108 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統計資料與臺南市數據比對發現，本

校視力保健、口腔保健、健康體位皆仍有部分需改善的問題，現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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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如下： 

經過幾年努力本校學生視力不良之比例逐漸降低為 32％，低於市平

均，復診率達到 100%，可見本校努力之成效，教導學生如何預防近

視，以及如何預防近視度數持續惡化等正確用眼行為及護眼觀念，並

且督促視力不良學生至診所複診，維持 95%以上復診率為本校持續推

行之護眼健康概念。 

表一 108學年度青山國小學生健康資訊系統資料 

 

 

議題

名稱 
指標 

台南市 

平均值 
本校(%) 達成指標情形 

視力

保健 

裸視視力不良率 
44.11% 32%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需努力 

視力不良就醫率 
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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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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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3% 

80% 

□達市平均以上 

▓低於市平均仍需努力 

健康

體位 

體位過輕率 
7.77% 9.33%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需努力 

體位適中率 
63.31% 66.67% ▓達市平均以上 

□低於市平均仍需努力 

體位過重率 
13.33% 6.67%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需努力 

體位肥胖率 
15.59% 17.33%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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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因結合牙醫師公會之「牙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巡迴服務計畫」，

齲齒之複檢率皆能達到 70%。齲齒率以一年級較高，逐年遞減，顯見

入小學後的健康習慣養成能有效預防齲齒，但一、四年級之齲齒率仍

高出全市平均許多，故口腔保健為本學期主要推動項目，本學期將持

續教導學生正確使用牙刷、牙線技巧，並配合牙醫師公會漱口水計畫

每週使用含氟漱口水降低齲齒率，並由護理師訓練潔牙小天使至各班

指導學生正確潔牙，本年度將持續參與藉由潔牙觀摩比賽互相學習。 

本校體位適中人數逐年提高，且過輕、過重的人數逐年減少，顯見推

動健康體位略有成效，但本校學生體位過輕比例仍高達 9.33 %，大幅

低於臺南市 108 學年度過輕比例 7.77%的數據，學生體位肥胖比例仍

高達 17.33 %，大幅高於臺南市 108 學年度體位肥胖比例 15.59%的數

據這樣的統計結果值得全校師生和家長重視，如何讓孩童生均衡飲食

發展，並透過運動、調整生活作息讓學生體位都能往健康、適中邁進，

正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之ㄧ。 

3. 其他健康議題現況 

(1)菸害防制： 

本校無吸菸的學生，但社區家長吸菸率高，到校參與活動、接送

學童時仍時常叼著菸出入校園，顯示學童們仍常暴露在二手菸環

境下，應要持續落實衛教宣導與課程融入，期能將影響擴散到家

庭及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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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由於外籍配偶子女、單親與隔代教養的比例高，在家中實施性教

育之機會不大，學生生理發生變化時較難在家中得到正確完整的

性教育觀念及獲得適當的協助與輔導，需透過學校教育的介入，

協助學生學習如何具備正確性知識、態度與行為。並加強對愛滋

病的介紹，真正了解疾病才能接納愛滋感染者。 

(3)全民健保(正確用藥)： 

隨著高齡化、少子化社會的來臨，健保納保疾病範圍增加，使得

醫療費用逐年攀升，透過學校教育讓學生建立正確就醫觀念及珍

惜醫療資源有其必要性，本校周邊醫療資源缺乏，家長較常見自

行服用成藥，連帶影響學生之用藥觀念，因此用藥教育推動實施

效果還有努力的空間，需要再加強教育。 

(4)安全教育與急救： 

108 學年 CPR 證照持照率達 100%，105 年度本校獲贈 AED(自動

體外心臟去顫器)，每學年度結合消防單位辦理 CPR+AED 訓練，

加強同仁及學生緊急救護能力。107 學年度校園受傷人次平均 20

人次/月，106 學年度平均 22 人次/月，受傷人數逐年下降。整體

而言有關安全教育與急救議題已有成效，繼續努力維持安全友善

的校園環境。 

推動學校健康營造，必須讓決策者及成員對社區健康營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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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原則有所共識，學校健康營造是屬於社會生態模式的健康促

進，不只是改變個人的行為及生活型態，更須創造支持健康的政

治、社會、文化、經濟及物質環境；因此，本校推動學校健康營

造乃結合社區各機關（如衛生所、牙醫公會…等）和家長會凝聚

共識，整合及運用學校及社區的人物力資源，來改善學生和社區

家長之健康問題。 

（二）健康議題擇定 

1.必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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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愛滋病防治）等6項。 

2.自選議題: 

安全教育與急救、藥物濫用防制、心理健康、環境保護教育、傳染病防治等5

項內擇1項辦理。 

3.主推議題: 健康體位 

本校體位適中人數逐年提高，且過輕、過重的人數逐年減少，顯見推動健康

體位略有成效，但本校學生體位過輕比例仍高達9.33 %，大幅低於臺南市108

學年度過輕比例7.77%的數據，學生體位肥胖比例仍高達17.33 %，大幅高於

臺南市108學年度體位肥胖比例15.59%的數據這樣的統計結果值得全校師生

和家長重視，如何讓孩童生均衡飲食發展，並透過運動、調整生活作息讓學

生體位都能往健康、適中邁進，正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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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內容： 

(一)第一階段：建構學校健康環境，將健康促進學校的觀念推展至全校教職員

工， 並具備指導學生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的能力。 

(二)第二階段：將健康促進學校的觀念推展至全校學生，讓學生具備關心自己

健康體能的能力。 

(三)第三階段：將健康促進的觀念推展至社區家長，讓社區家長能關心家人及

週遭親友的健康狀況，並能積極從事健康行為。 

健康促進工作團隊依據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所決定之目標及健康議題擬

定學校健康促進計畫，依 WHO 訂定健康促進學校的六大範疇：1 學校衛生政

策；2 學校物質環境；3 學校社會環境；4 社區關係；5 個人健康技能；6 健康

服務，其規劃執行之策略與具體策略如下： 

(一) 學校衛生政策 

1 成立並召開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分析現況及需求評估、決定目標及健

康議題、訂定學校健康促進計畫，並依據計畫執行之所需，協調各單

位分工執行。 

2 建立健康促進學校願景及建立教職員共識。 

3 訂定每年 4 月與 12 月為菸害防制及用藥安全教育宣導月。 

4 配合健康促進學校議題，規劃相關活動並納入校務工作手冊行事曆。 

5 規劃健康促進學校相關的校內研習課程。 

6 訂定校園菸害防制的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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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將菸害防制、用藥安全的相關課程內容加入學校課程規劃。 

8 每學期規劃並安排防震、防災及相關安全教育與演習活動。 

9 規劃相關口腔衛生宣導，並製作統計表格追蹤學生每天刷牙次數（至

少 3 次）。 

(二) 健康服務：透過主動關心教師健康與休閒活動的安排，提升健康促進

工作團隊、學生社團及家長志工之組織效能。 

1 制訂學校意外事件緊急應變處理辦法，規劃醫療支援網路。 

2 每學期期初測量學生身高、體重、視力，並列出需改善項目，與導師、

家長共同改善學生生活習慣。 

3 體重過重與超重的學生，期末再次測量身高、體重，並計算其 BMI 值。 

4 每學年舉辦一次一、四年級健康檢查，並鼓勵教師做定期健康檢查。 

5 辦理教師、家長會健康促進休閒活動。 

6 結合社區資源方面： 

與家長會合作，輔導學校周遭商店拒賣菸品及檳榔給學生，並且善

用志工人力，定期宣導視力保健以及辦理相關活動。 

與課後照顧及課輔機構合作，張貼海報推動視力保健。 

(三) 健康教學與活動 

1 推廣潔牙比賽：各班導師指導學生正確潔牙，另外學校護理師於午休

前至校園、班級隨機抽檢學生潔牙乾淨度，表現優異者蓋榮譽章勉勵，

並舉辦全校潔牙執行率季、冠軍比賽，讓學生樂於潔牙進而養成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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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牙的好習慣。 

2 辦理一年一度的親子運動大會。 

3 辦理籃球訓練營、舞蹈及武術社團，校內推行大跑步運動。 

4 加強學生體適能，推行快活計畫：持續推動「慢跑、跳繩、球類」等

課間活動每天至少達 30 分鐘，以達到學童身心健康為目的。 

5 推動一人一技能：藉由熱絡的社團參與，培養學生體育、音樂、語文……

等各項技能。 

6 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計劃，各班教師利用不同課程融入性別教育。 

7 落實規律用眼 3010、戶外活動 120。 

8 教師設計教學活動，每節課近距離用眼控制在 30 分鐘內(用眼 30 分

鐘、休息 10 分鐘)。 

9 於課程中向學生宣導每天看電視、玩電動、用電腦的時間需少於 2 小

時，並督促學生下課離開座位、走出教室，改以望遠、休息、伸展來

減少久坐時間。 

10 與社區藥局做朋友，宣導「如何正確用藥」，藉由學生漸而影響家人正

確用藥觀念，讓學生學習主動關心家人的健康。 

11 每年舉辦消防演練，讓學生熟悉各項安全演練如濃煙體驗、CPR、防

震宣導…等，提高學生安全教育及隨機應變能力；此外，戶外教育前

也會做行前安全檢查防範事故發生。 

(四) 學校物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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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定校園菸害防制辦法。 

2 新校舍興建完工：藉由健康學習環境的建構，讓學習者與教學者能在

一個舒適安全的環境中進行學習與創造。 

3 落實學生口腔、視力等健康檢查，並持續追蹤矯正情形。 

4 推動健康操：教師研習→班級教學→班際競賽→持續性活動。 

5 口腔保健宣導：邀請專家學者為學生建立良好口腔保健觀念。 

6 菸害防制、用藥安全宣導：利用班親會、親子運動會、成果發表會向

家長宣導。 

7 鼓勵學生每天喝足 1500cc 的白開水，並調整學校午餐菜色，不提供含

糖飲料，甜湯僅限五穀雜糧根莖類。 

8 午餐減少提供油炸品的次數，一週至多一次，且避免提供加工食品。 

9 鼓勵學生每天三蔬二果，學校在午餐經費允許下每週提供二次水果。 

(五) 學校社會環境 

1 建立學校健康資訊站，運用專欄海報及電子媒體（如健康網站、校園

廣播、電子告示板）傳播健康資訊，並藉由議題回應的雙向互動引發

學校成員及家長的關心及參與。 

2 多運用新聞媒體報載學校健康促進相關活動訊息，讓社區民眾更了解

學校相關推動措施。 

3 推動友善校園，培養學生正確的學習態度與溝通方式。 

(六) 社區關係：增進學校組織與社區資源的聯結，期能建立和諧健康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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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社會文化。 

1 新校舍興建完工：為建立健康的學習與生活環境，學校新校舍的設計

除符合綠建築認證外，更將融入健康促進學校精神，並向社區家長宣

導。 

2 利用班親會及學校協辦樂齡活動的機會與家長、社區互動，並宣導

85210 的觀念。 

3 藉由教學成果展與運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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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舉辦親子體育活動，將健康促進觀念由學校帶回社區。 

5 修繕校園運動遊戲設施，並詳註正確使用之安全說明，開放供社區民

眾休憩使用。 

議題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對象 實施日期 

視 

力 

保 

健 

1.擬定推動視力保健相關策略。 

2.定期進行教室照度檢測與改善，建立對視力保健

有益的環境。 

3.營造視力保健友善的氛圍。 

4.辦理視力保健相關活動並教導護眼技能，如實施

視力保健相關之宣導、講座、戶外遠眺……。 

5.每學期至少進行一次學童視力檢查，記錄、統計

篩檢結果，將結果通知家長並追蹤學童複查及矯治

情形。 

6.融入各領域課程發展常態教學。 

全校師生 

 

 

整年 

 

 

口 

腔 

衛 

生 

1.擬定推動口腔衛生相關策略。 

2.佈置對口腔衛生有益的環境。 

3.營造口腔衛生友善的氛圍。 

4.辦理口腔衛生有關的活動及教導護牙技能，如實

施口腔衛生相關之宣導、講座及全校性餐後潔牙活

動。 

5.每學期至少請牙醫師進行一次學童牙齒檢查，記

全校師生 

 

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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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統計篩檢結果，將結果通知家長並追蹤學童複

查及矯治情形。 

6.融入各領域課程發展常態教學。 

健 

康 

體 

位 

1.擬定推動健康體位相關策略。 

2.佈置有益健康體位的環境。 

3.營造有益健康體位的氛圍，如推動喝白開水運動、 

鼓勵多吃蔬果、健康飲食、多運動、教職員工生進

行減重。 

4.每學年開學初實施體適能檢測。 

5.每學期至少進行 2 次學童身高體重測量，記錄、

統計篩檢結果，將結果通知家長並進行追蹤。 

6.辦理健康體位有關的活動或教導減重技能，如實

施健康體位相關之宣導講座。 

7.成立多元運動社團，鼓勵學生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8.融入各領域課程發展常態教學。 

全校師生 

 

 

 

整年 

 

 

 

菸 

害 

防 

制 

1.擬定推動菸害防制相關策略。 

2.與社區合作建立對菸害防制有益的環境，如請附

近商家拒賣菸品給青少年。 

3.營造菸害防制友善的氛圍。 

4.辦理菸害防制有關的活動或教導戒菸技能，如實

施無菸校園相關之宣導、講座。 

5.每學期進行學生吸菸情形調查，如發現學生有吸

菸情形則將結果通知家長並進行追蹤。 

6.融入各領域課程發展常態教學。 

全校師生 

 

 

 

整年 

 

 

 

全 

民 

健 

保 

1.擬定推動全民健保相關策略。 

2.辦理全民健保相關活動。 

3.融入各領域課程發展常態教學。 

4.邀請衛生所專業護理人員到校進行專題講座。 

全校師生 整年 

正 

確 

用 

藥 

教 

育 

1.擬定推動用藥及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策略。 

2.佈置正確用藥及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的環境。 

3.辦理正確用藥及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活動，如

實施正確用藥相關之宣導、講座。 

4.融入各領域課程發展常態教學。 

5.與社區衛生所合作進行宣導活動。 

全校師生 整年 

性 

教 

育 

1.擬定推動性教育相關策略。 

2.佈置性別平等友善的校園環境。 

3.營造性別平等友善的校園氛圍。 
全校師生 

 

 

整年 

 



 13 

4.辦理性教育相關活動。 

5.融入各領域課程發展常態教學。 

6.邀請衛生所專業護理人員到校進行專題講座。 

 

安 

全 

教 

育 

與 

急 

救 

1.擬定推動安全教育與急救相關策略。 

2.營造安全溫馨友善校園氛圍。 

3.佈置安全溫馨友善校園環境。 

4.融入各領域課程發展常態教學。 

5.辦理安全教育與急救有關的活動，如實施相關宣

導、課程及有獎徵答。 

全校師生 整年 

 

五、人力配置 

 

計畫職稱 姓名 本校所屬單位及職稱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召集人 郭耿舜 校長 研擬並主持計畫。 

副召集人 

林紫琪 教導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黃琪雯 總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健康促進網頁製作及維護。 

委員 

李國隆 
學務組長 

推動領域教師 

各項活動之主導推動、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

評價，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整合、體適能

評估。 

謝易 
教務組長 

推動領域教師 

各項活動之主導推動、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

評價，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整合。 

高瑞吟 
護理師兼 

午餐執行秘書 

各項活動之推展、資料蒐集、口腔衛生工作

執行、督導學校午餐供應，健康飲食觀念推

動與執行。 

梁弘毅 推動領域教師 
相關教學工作執行、資料蒐集、各項活動之

推展。 

陳韋如 推動領域教師 
相關教學工作執行、資料蒐集、各項活動之

推展。 

黃文凱 推動領域教師 
相關教學工作執行、資料蒐集、各項活動之

推展。 

廖彩妤 推動領域教師 
相關教學工作執行、資料蒐集、各項活動之

推展。 

李秀娟 推動領域教師 
相關教學工作執行、資料蒐集、各項活動之

推展 

廖苑伶 推動領域教師 
相關教學工作執行、資料蒐集、各項活動之

推展。 

顧問 

張晉瑝 學生代表 協助統合學生意見及各項活動之推展 

詹承霖 家長代表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家長會人力協助

推展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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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定進度（以甘梯圖表示） 

         月  次 

              

工作項目 

109 年 

8 

月 

109 年 

9、10 

月 

109 年 

11、12 

月 

110 年 

1、2 

月 

110 年 

3 

月 

110 年 

4 

月 

110 年 

5 

月 

110 年 

6、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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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價及後 

測  

        

 

12.資料分析 

 

        

13.報告撰寫 

 

        

七、計畫期程：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八、評價方法與指標 

配合計畫執行進行形成性評量，並於計畫執行前後收集前、後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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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評估計畫成效，茲說明如下： 

（一）形成性評量： 

1 定期召開學校健康促進推動委員會議，檢討整體衛生政策及健康促進議

題執行成效與缺失，並做成記錄，以為改進或修正之依據。 

2 為了解學生針對本案所需基本知能是否足夠，乃進行相關前測，並將前

測結果進行成績統計及分析學生的先備知識，以了解學生不足之所在，

作為強化本案執行之方針。 

3 鼓勵師生、家長運用各種溝通管道，隨時提供修正意見，使課程教學及

議題活動更落實有效。 

（二）總結性評鑑： 

1 學年度結束前進行學生基本知能後測，並做成成績統計，以了解學生整

體學習成效。 

2 全案執行結束，將相關執行資料列印並裝訂成冊。 

九、計畫預期成效 

(一) 凝聚學校健康促進的共識及建立共同的願景，全校教職員工生及家

長都能感受到學校重視健康的態度，願意投入健康促進行為，進而

達到全校師生心理健康。 

(二) 提供一個易適應且安全的新校園建築、設施，使學生樂於學校環境

中學習。 

(三) 營造健康、環保、永續的校園環境，與社區共享健康舒適多元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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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四) 利用電腦網路建立健康資訊站，提供最新的健康議題給學生討論， 

並提供管道鼓勵學生參與發表，引發學生的潛能及見解，讓更多學

生願意主動關心健康議題。 

(五) 透過辦理視力保健宣導活動，促進全校教職員工生以及社區家長重

視視力保健，讓裸視不良率降 0.1%以上，視力不良矯治率能維持 95%

以上。 

(六) 持續推廣潔牙，目標齲齒率能降低 0.1%以上，複檢率維持 95%以上。 

(七) 透過健康促進系列活動讓全校學生適中體位比率能提升 0.2%以上，

體位過重及肥胖能降低 0.1%以上。 

(八) 維持校內學生菸檳比率 0%，社區商店願意停止販售菸酒、檳榔給未

滿 18歲之青少年，共同營造「無菸校園」內拒絕二手菸、拒絕檳榔

的健康校園。 

(九) 透過學校課程與衛教宣導，對全民健保正確認知比率達 70%以上、

珍惜全民健保行為比率達 80%以上。 

(十) 鼓勵教師發展創新教案，落實性教育融入課程教學，加強以生活技

能為導向的課程與活動，加強學生對愛滋病的認知並接納愛滋患

者，性知識正確率達 85%以上。 

(十一) 持續與社區藥師合作，藉由專業藥師的協助，落實學校正確用藥教

育與諮詢服務，遵醫囑服藥率達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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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教師能 100%通過 CPR檢測，並懂得簡易的急救法；每年舉辦高年級

CPR+AED課程，讓學生體驗胸壓心臟按摩及如何使用 A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