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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永康區五王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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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二、計畫摘要 

     本計畫旨在依學校願景『活力、健康、卓越、人文、創新』整體規劃，以融入課程的方

式執行，配合領域教學、結合社區家長及校本課程安排相關學習活動，宣導健康概念、培養健

康習慣與技能，並強調日常生活中健康行為實踐力，期發展多元層面、多元策略、多元評價的

整合型學校健康促進學校，以增進全校教職員工生的全人健康。 

本學年度計畫依據訂定之目標及議題，評估 108學年發展的成效，發展有效的計畫與策

略。過去本校推動部份的議題成效雖於 107學年度稍見成效，但於 108學年度學生齲齒比例有

上升的狀況發生。如：一年級齲齒比例由 41.03%上升至 41.30%；四年級齲齒比例由 25.53上

升至 37.16%，顯示出本校急需持續推動健康促進計畫。 

109學年度評估後，訂定健康促進學校整體政策，全面推動之議題為：視力保健、口腔衛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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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議題為：

安全教育與急救等七大議題。 

本學年度將本計畫融入正式課程，並結合社區人力資源，透過多元與活潑的方式，使健康

促進議題滲入日常生活，建立正確的健康態度。最後將執行過程與成果進行評價，以期回饋修

正計畫，並進行實施成效評估，以利未來推動參考之依據，並建立永續的健康促進校園。 

 

三、背景說明 

    本校位處於臺南市永康區，一至六年級共有34班，幼兒園2班，學生人數眾多，學區家長

大部分屬於勞工階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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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結構改變，本校單親家庭、隔代教養、低收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子女、新移民子女，

學童比例逐漸增加，學童之生活、學習與成長環境頗值得關切。因此本校健康促進計劃擬於

培養、訓練學生「健康生活技巧」為導向，發展學生自我覺察與實踐之能力，以建立學童身

心健康。本校醫藥社區資源豐富，華安健保藥局、國光眼科診所、英堡牙醫診所等，又鄰近

奇美醫院及榮民醫院，相關醫療資源豐富，若能善加運用，對於促進學童生理、心理健全成

長將有莫大的助益。未來更希望突破瓶頸，將健康促進議題延伸至社區。 

議題名稱 指標 臺南市平均值(國小) 本校 達成指標情形 

視力保健 

裸視視力不良率 44.11% 39.23%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須努力 

視力不良就醫率 95.18% 100% 
▉達市平均以下 

□低於市平均仍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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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保健 

學生初檢齲齒率 
小一 37.60% 

小四 26.65% 

小一 41.30% 

小四 37.16%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須努力 

學生齲齒複檢率 
小一 91.74% 

小四 89.70% 

小一 100% 

小四 96.30% 

▉達市平均以下 

□低於市平均仍須努力 

健康體位 

體位過輕率 7.77% 8.6%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須努力 

體位適中率 63.31% 62.8% 
□達市平均以下 

▉低於市平均仍須努力 

體位過中率 13.33% 12.8%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須努力 

體位肥胖率 15.59% 15.8%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須努力 

 

    在口腔衛生、視力保健、健康體位等議題，依據本校104年~108年施測的結果來分析，可

以清楚得知未來努力的方向，進而研擬相關策略與措施： 

(一)、口腔衛生方面: 

   1.一、四年級齟齒不良率 

 

 

 

    根據以上資料，可明確看出，就 107~108而言，一年級齲齒比例由 41.035%上升至 41.30%；

四年級齲齒比例由 25.53%上升至 37.16%。本校學生對貝氏刷牙法的認知低落，午餐餐後潔牙、

不吃零食與不喝含糖飲料的比例也偏低；推動口腔保健是學校衛生工作重點之一，除了持續配

合國家政策辦理幼兒塗氟，每週一次含氟漱口水活動外，更需加強落實午餐餐後潔牙、使用貝

氏刷牙法…等活動。 

    2.為解決以上問題，擬定相關策略如下： 

     (1)在午餐後播放刷牙音樂、請班級導師引導學生做刷牙動作、並確認學童是否完成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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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 

     (2)持續推動每週一次含氟漱口水活動。 

     (3)加強宣導並與家長充分溝通，減少食用零食與含糖飲料。 

(二)、視力保健方面: 

   1.視力不良率 

 

    根據以上資料，可明確看出，就104~105學年度而言，本校學童健康檢查之視力不良比率

由小幅下降至45.5%，然而在105~107學年度學童健康檢查結果比較，學童視力不良率逐年小幅

上升，由45.5%略為上升至47.9%，至108學年度則下降至35.4%，顯示在視力保健方面小有成效。 

 

    另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調查，學童近視罹患率高且逐年上升且近視深度也呈增加趨

勢。以歷年資料分析研判，未來學童近視率還會提高，度數亦會加深，對國民之健康衝擊更鉅。

本校 108學年度上學期，裸視不良率一年級 15.1﹪；二年級 22.7﹪；三年級 27.5﹪；四年級

34.5﹪；五年級 56.6﹪；六年級 58.3﹪顯示有隨年級上升不良率升高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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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網路環境的依賴以及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隨身資訊設備日益盛行，造成學童長

時近距離用眼情況加劇，本校學生在3C使用率偏高，加上課後參加安親輔導、才藝課多，戶外

活動時間減少，加上學童可輕易取得3C產品，家長放任學童把玩等因素，因而造成以上結果。 

   2、為解決以上問題，擬定相關策略如下：應措施如下： 

  (1)、落實SH150政策與教室淨空計畫，請級任老師協助要求學童在課餘時間走出戶外運 

       動、進行遠眺護眼相關活動。 

 (2)、透過班親會向家長宣導，減少學童使用3C產品的時間。 

(三)、健康體位方面(主推議題) 

      1.健康體位 

 

    在健康體位方面，依據本校體位統計資料顯示，就107~108學年度而言，本校學童健康體

位適中比例由61%上升至62.8%、過重比例由13.2%略為下降至13.8%、而肥胖比例由15.2%上升

至15.8%。 

    由於現今家長因工作無法為學生準備早餐,因此學童自行購買的結果不是吃太少、不吃,

就是常無法抗拒垃圾食物的誘惑，造成攝取過多高油、高鹽、高糖，以致營養不均；且學童靜

態活動多加上運動量不足，導致全校體位不良比例偏高。 

    2. 健康體位為本學年度主推議題，為解決以上問題，擬定相關策略如下： 

      (1)確實執行SH150政策、教室淨空、樂活運動計畫。 

      (2)提供家長相關營養諮詢。 

 （四）全民健保概念與正確用藥觀念待加強  

   全民健康保險是在自助互助、共同分擔風險的基本原則下以全體國民為保障對象，讓每一

位參加保險的國民於發生生育、疾病、傷害事故時都能得到完善的醫療照顧。但全民健保實

施多年來，優點是國人都享有妥善的醫療照護，但也有大多數人未分級就醫造成國家醫療費

用急遽上升，導致健保的財務吃緊國家財政負擔加重，甚至影響國人的醫療品質。因此學校

在推行健康促進概念時，也應將全民健保的正確觀念帶給學生及家長了解，也讓如此完善美

好的社會福利制度能永續經營。 

   台灣民眾約有十分之一其吃藥動機是為了強身、補身(于漱，1994)，認為用中藥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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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治病，沒病強身」，況且西藥等化學藥品副作用較大(許惠娥，1988)。唯利是圖的不肖商

人，更利用民眾喜歡把藥品當食品吃，把食品當藥品補的心理，為防止民眾在使用藥品時遭

受不當的危害，國內外專家學者均認為以用藥知識教育大家是最有效的方法。在學校附近也

常見民眾為換取贈品集合聽傳統賣藥說明而被說服購買未經認證有效的藥品，甚有家長未經

就醫直接到藥局購買藥品給小朋友服用或是服用上一次就醫未用完的藥品。所以正確用藥的

教育推廣，不但可以提升學生日後用藥安全及自我照護能力，進而能影響家長正確用藥之行

為。 

 （五）建立正確性觀念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性別問題一直浮現在媒體上，不論是正面的性別平等，還是負面的性

侵案件、桃色陷阱。但當這類新聞議題成為大家茶餘飯後閒聊話題的同時，我們卻忽略了我們

的兒童也正在一點一滴地吸收這類不知道正不正確的性別觀念。事實上性教育包括「性別教

育」、「性別平等教育」等許多議題。多數父母皆願意傾授孩子一般的知識與常識，但只要一

提及「性」知識及言語，就希望由學校老師代為教導，但當孩子懂事後，又礙於難以啟齒，無

法正確給予子女健康的性觀念。專家們也指出，早一點開始實施性教育，可讓孩子提早認識自

己的身體與隱私，更有助於保護自身安全。 如果性別教育能及早透過家中父母以及學校教師

以正確且開放的觀念與態度，在孩子性啟蒙階段彼此討論，並解答相關疑惑，對孩子人格成長

與心態建立方面，勢必有很大助益，甚至可減少孩子往後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性別教育在今日

的教育中，已成了不可忽視之一環，學校和家庭絕對有義務要扮演溝通及幫助青少年走向正確

性別關係的角色。  

 

（六）菸害防制需落實於家庭生活 

    大部分學生知道吸菸有害健康，但在家庭環境中長輩有吸菸行為的耳濡目染下，可能會

增加未來抽菸的危機。因此希望持續將正確的菸危害知識教導給學童認識，將拒菸的觀念深植於

心，藉由學生的參與進而推展至家庭中，因而能影響家長，共同推動無菸家庭，並且落實於生

活中。 

  （七）安全教育與急救強調學理與實務操作 

    意外頻傳的時代，各式安全教育與急救訓練更顯重要，本校特將安全教育與急救演練列

為自選議題，希望透過教育宣導活動與實際演練，落實安全教育的觀念與正確的急救方法，

以建立人人可自救、人人可救人的校園。 

 

四、計畫目的 

本計畫所要達成之目標及所要完成之工作： 

1、從小養成健康的觀念與知識，形成預防性的健康行為。 

2、建立反菸、反毒的意識，使學生遠離誘惑，並能將正確的觀念影響家人。 

3、以具體有效方法使校園成為無菸無毒且有益健康的學習環境。 

4、推動以菸害及藥物濫用防制為主題之全校性活動。 

5、增強全校師生視力保健常識，並能確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期使除了斜視、弱視學童 

   外，所有配鏡後之矯正視力均達 0.5以上。 

6、建立學童養成餐後睡前潔牙習慣，降低齲齒罹患率並提高齲齒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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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營造健康安全的校園環境，讓學生健康安全的成長。 

8、推動「學校--家庭—社區」健康營造模式，強化國民健康生活知能。 

    9、提升學生對健康體位的認知，使其了解健康體位對健康的威脅，以提高學習動機。 

   10、提升學童對健保的認知，了解健保的功用，培養珍惜健保資源的觀念。 

   11、灌輸學生正確健康的兩性關係及性觀念，提高學生自我保護與尊重他人的認知。 

   12、提升全校師生衛生保健常識並建立良好的健康行為。 

五、計畫內容 

（一）視力保健、口腔衛生議題 
 

實施綱要 實施工作內容 實施日期 

 學校衛生 

政策 

1.籌組健康促進學校計劃工作推行小組。 109.08 

2.制定視力保健、口腔衛生保健實施計畫。 109.09 

校園物質 

環境 

1.提供教室符合規定的燈光照明。 經常性 

2.提供符合學生身高的新型課桌椅型號。 經常性 

3.校園持續綠美化。   經常性 

4.各班教室提供放置潔牙用具設備。   經常性 

5.提供足夠洗手台設備。   經常性 

學校社會 

環境 

1.塑造友善校園文化，建立健康快樂的校園環境。   經常性 

2.每天播放潔牙歌，提醒餐後潔牙。   經常性 

3.鼓勵視力不良、齲齒矯治完成的學生。   109.10 

社區關係 

 1.利用家長座談會宣導視力保健、口腔衛生之重點。   109.09 

 2.定期至牙醫院所及眼科院所接受檢查與治療。   109.10 

 3.利用聯絡簿，請家長協助督促學童正確用眼及口腔衛生 

  習慣。 

  109.09 

  ~110.06 

 4.宣導視力保健及口腔衛生相關訊息。   經常性 

 5.結合兒童節闖關活動辦理視力保健、口腔衛生宣導活 

   動。 
  110.04 

健康教育 

課程及活動 

1.視力保健、口腔衛生議題融入各科領域教學及課外教學。   經常性 

 2.配合電子白板使用原則(盡量隔節使用，且需符合 85210 

   原則)   經常性 

3.進行每日餐後潔牙及每週四含氟漱口水活動。   經常性 

4.落實下課離開教室(教室淨空)遠眺。   經常性 

5.督促學童養成端正的閱讀寫字姿勢。   經常性 

健康服務 

1.張貼視力保健、口腔衛生相關宣傳海報。   經常性 

 2.辦理視力及口腔檢查，並辦理缺點繳治追蹤。 
  109.10 

  1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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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項視力、口腔檢查結果資料統計分析。   109.08 

4.提供視力保健、口腔衛生相關資料及諮詢服務。   經常性 

（二）健康體位議題 

實施綱要 實施工作內容   實施日期 

學校衛生 

政策 

1.籌組健康促進學校計劃工作推行小組。   109.08 

2.制定提升健康體能實施計畫及策略。   109.09 

3.營養師設計營養健康美味午餐食譜，制定每週一日 
  蔬食日。   經常性 

4.成立運動社團。   109.09 

5.全校學生推動運動存摺培養學生養成運動習慣。 109.9~110.6 

 6.鼓勵學生多喝白開水。 經常性 

校園物質 

環境 

1.學校不提供含糖飲料。   經常性 

2.飲水機、水塔定期檢測和清洗。   每三個月 

3.學校網站張貼午餐菜單及各種營養資訊。   經常性 

4.運動設施定期維護，充實體育器材設備。   每個月 

學校社會 

環境 

1.塑造友善校園文化，建立健康快樂的校園環境。   經常性 

2.與他校辦理體育活動友誼賽。   109.10 

3.落實特殊疾病學童調查，對有運動限制學生給予協助 

  與輔導。   109.09 

4.4-6 年級學生全面實施體適能檢測，並檢測不通過學 

  生進行輔導。   109.11 

5.開設多元運動課程及社團，如直排輪社、武術課程、 

  羽球、高爾夫球、籃球…等。 
  經常性 

社區關係 

1.舉辦家長座談會宣導健康體位之正確觀念。   109.09 

2.放學期間開放學校運動場地，提供社區民眾友善的運動 

  環境。   經常性 

3.體位不良學生給予家長通知單，提醒家長注意學童體位 

  狀態。   109.10 

4.辦理兒童節闖關活動並辦理健康體位相關主題宣導。   109.04 

健康教育 

課程及活動 

1.健康體位議題融入課程教學。   經常性 

2.體育課教學正常化。   經常性 

3.進行營養教育宣導。   經常性 

4.每學期舉辦各項班際及全校性體育競賽。   每學期 

5.每星期三升旗後全校慢跑運動或健身操活動。   經常性 

6.鼓勵教職員生課後留校進行運動休閒活動(羽球…)。   經常性 

7.鼓勵多喝開水代替飲料活動。   經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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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務 

1.學生體位測量，並作統計分析。   每學期 

2.張貼健康體位、正確飲食相關宣傳海報。   經常性 

3.體位異常學童進行飲食指導。   經常性 

4.定期檢驗午餐食材及午餐供應中心設備衛生。   經常性 

（三）全民健保暨正確用藥議題 
 

實施綱要 實施工作內容 實施日期 

學校衛生 

政策 

1.籌組健康促進學校計劃工作推行小組。 109.08 

2.進行全民健保、正確用藥觀念資料蒐集與分析。 109.10 

校園物質 

環境 
1.張貼正確用藥宣導標語、強化二代健保學校機制。 經常性 

學校社會 

環境 
1.學校網路公布全民健保暨正確用藥查詢資訊平台。 經常性 

社區關係 

 1.校園跑馬燈宣導全民健保宣導標語；  經常性 

2.邀請駐校藥師到校宣導正確用藥觀念。 110.04 

3.結合兒童節闖關活動辦理全民健保暨正確用藥宣導活動。 110.04 

健康教育 

課程及活動 

1.全民健保暨正確用藥議題融入課程教學。 經常性 

2.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融入課程教學。 經常性 

健康服務 1.提供全民健保暨正確用藥相關諮詢輔導專線。 經常性 

（四）性教育議題(含愛滋病) 

實施綱要 實施工作內容 實施日期 

學校衛 

生政策 

1.籌組健康促進學校計劃工作推行小組。 109.08 

2.組織「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 109.09 

3.辦理性教育與愛滋病相關宣導與研習，增進教師、家長及民 

  眾知能。 
經常性 

校園物 

質環境 
1.張貼相關海報及標語。 經常性 

學校社會 

環境 
2.設立關懷信箱，營造彼此尊重、關懷、信任和友愛的環境。 經常性 

社區關係 

1.不定期進行相關議題宣導。 經常性 

2.結合社區愛心商店，共同加入保護學童愛心活動。 經常性 

3.結合兒童節闖關活動辦理正確性教育宣導活動。 110.04 

健康教育 

課程及活動 
1.將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議題融入課程教學。 經常性 

（五）菸害防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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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藥物濫用防制議題 

  

（七）安全教育與急救 

實施綱要 實施工作內容 實施日期 

學校衛生 

政策 

1.籌組健康促進學校計劃工作推行小組。 109.08 

 2.制訂菸害防制實施計劃。 109.09 

校園物質 

環境 

1.學校大門及校園明顯處張貼禁菸標誌。 經常性 

2.學校大門放置反菸宣導旗幟。 109.09 

3.無菸校園營造。 經常性 

學校社會 

環境 
1.結合社區愛心商店，共同加入拒菸行列，不販售菸給青少年。 經常性 

社區關係 

1.結合兒童節闖關活動辦理反菸拒檳宣導活動。 110.04 

2.利用聯絡簿張貼菸、檳危害相關知識。 109.08 

3.提供戒菸資訊給有吸菸家長。 經常性 

4.結合品德教育，進入社區打掃，清除菸蒂及檳榔渣，還給社區一 

  個乾淨無菸、無檳的家園。 
109.09 

健康教育 

課程及活動 

1.菸害防制議題融入課程教學。 經常性 

2.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經常性 

健康服務 

 1.鼓勵學校吸菸老師參加戒菸活動，並給予支持，幫助提供戒菸 

資源。 
經常性 

2.張貼菸害防制相關宣傳海報。 經常性 

實施綱要 實施工作內容 實施日期 

學校衛生 

政策 

1.籌組藥物濫用防制輔導工作小組。 109.08 

2.升旗時全學年進行友善校園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109.10 

3.宣導反毒及藥物濫用防制。 經常性 

4.舉辦教師增能相關研習活動。 109.12 

學校物質 

環境 
1.張貼藥物濫用防制相關海報 經常性 

學校社會 

環境 
1.推動友善學習環境。 經常性 

健康教育 

課程及活動 
 1.融入藥物濫用防制課程。 經常性 

社區關係 1.結合兒童節闖關活動辦理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活動。 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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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力配置 

計畫職稱 職  稱 姓 名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計畫主持人 校長 周脈贇 主持計畫研擬，並督導計畫執行。 

協同主持人 學務主任 甘宜靜 
彙整報告撰寫，督導宣導活動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

協調。 

協同主持人 教務主任 林維智 研究策劃，督導課程融入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總務主任 蔡秀芬 研究策劃，督導設施改善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輔導主任 劉癸枝 研究策劃，督導親師協同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實施綱要 實施工作內容 實施日期 

學校衛生 

政策 

1.籌組健康促進學校計劃工作推行小組。 109.08 

 2.制訂安全教育與急救課程實施計劃。 109.08 

 3.辦理教職員及學生防災及急救訓練。 109.09 

 4.上下學的交通安全組成導護老師、志工協助注意學童的安全， 

   規劃家長接送區。 
經常性 

 5. 宣導疾病安全~認識各種傳染病，各種傷病的急救方法。 經常性 

校園物質 

環境 

 1.建立事故傷害防制與緊急救護體系。 109.08 

 2.遊戲器材暨運動設施檢查及使用宣導。 經常性 

 3.定期檢查維修校園建築設備。 經常性 

  4.校園防火救災管理。 經常性 

學校社會 

環境 
 1.建構溫馨接納安全的校園環境。 經常性 

社區關係 
1.結合社區醫療機構建立校園救護網。 經常性 

 2.結合兒童節闖關活動辦理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活動。 110.04 

健康教育課

程及活動 

 1.實施 CPR學理(低中年級)與實際演練(高年級)。 110.06 

 2.事故傷害防制融入領域教學。 經常性 

3.利用各科教學活動時，實施學生安全教育(交通安全…)。 經常性 

健康服務 

 1.學生傷病紀錄與統計分析。 經常性 

 2.學生健康狀況調查與統計。 經常性 

 3.建置學生緊急傷病聯絡電話。 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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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人員 衛生組長 劉依珊 
校園環境及需求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

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執行人員 生教組長 周香如 
校園安全及需求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家

長會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執行人員 資訊組長 蕭正一 健康網路網頁製作及維護。 

執行人員 護理師 蔡例玟 
師生身體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提供健康資訊，配合

各項活動並協助執行。 

執行人員 體育組長 黃懷瑩 
體適能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區及學校

資源之協調聯繫。 

執行人員 
午餐執行秘

書 
蔡佩玳 

評估學生午餐熱量攝取建議，進行養養教育相關活動

宣導。 

顧問 家長代表 待選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團人力，協助推展健康

服務。 

協助推動 

執行人員 
學年主任 程玉芬 

協助執行各項健康促進活動，指導學生確實落實、並

與教師、家長進行溝通協調。 

協助推動 

執行人員 
學年主任 吳寶燕 

協助執行各項健康促進活動，指導學生確實落實、並

與教師、家長進行溝通協調。 

協助推動 

執行人員 
學年主任 黃淑菁 

協助執行各項健康促進活動，指導學生確實落實、並

與教師、家長進行溝通協調。 

協助推動 

執行人員 
學年主任 江岱芸 

協助執行各項健康促進活動，指導學生確實落實、並

與教師、家長進行溝通協調。 

協助推動 

執行人員 
學年主任 蘇啟豐 

協助執行各項健康促進活動，指導學生確實落實、並

與教師、家長進行溝通協調。 

協助推動 

執行人員 
學年主任 陳玫君 

協助執行各項健康促進活動，指導學生確實落實、並

與教師、家長進行溝通協調。 

健康小天使 學生代表 六年級 
協助健康促進推動小助手，參與協助各項健康宣導教

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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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定進度（以甘梯圖表示）計畫期程 109.08.01 至 11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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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月 

110年 

5-6月 

110年 

7月 

1. 召開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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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與維護健康網站        

7.擬定過程成效評價工具        

8.成效評價前測        

9.執行健康促進計畫        

10.過程評量        

11.成效評價        

12.資料分析        

八、評價方法： 

（一）過程評價 

1、每學期檢討健康促進活動策略成效，各議題是否落實於課程領域教學，並作為改進之依據。 

2、經由問卷調查各議題推動成效，提出改進方式。 

3、  辦理活動照片或其他成果（學習單、戲劇腳本、相關軟硬體設施改變、或成立之規範及組織）    、

活動心得（從活動中得到的看法或感受）等分享。 

（二）結果評價：經由學校各項健康促進議題策略的施行，藉由各項問卷、訪談、行為觀察、 

      檢測等，了解計畫執行前後教職員生對於危害健康知識、態度、行為能力的具體變化。 

     1、健康狀況： 

       (1)生理指標：（透過行為觀察記錄）菸、檳、毒行為、體位、坐姿。 

       (2)心理指標：（透過行為觀察記錄）教職員生能對自身健康關心與注重，進一步達 

          成健康人生、健康心理。 

       (3)體適能指標：(身體質量指數、肌肉適能、柔軟度、心肺耐力)前後體適能檢測實 

          施結果對照。 

     2、行為與生活型態： 

       (1)預防性健康行為：（透過檢查記錄、行為觀察記錄及訪談）定期接受口腔、視力、 

          身體等健康檢查、接受輔導就醫矯治。 

       (2)增進健康行為：（透過行為觀察記錄及前後測問卷）定時運動SH150、均衡飲食、 

          充足睡眠8小時、規律用眼3010、教室淨空、戶外遠眺、推動貝氏潔牙。 

       (3)危害健康行為：（前後測問卷）接觸菸害毒品、長期喝含糖飲料、不吃早餐、不 

          吃蔬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