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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106年 9月 6 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一、計畫依據：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6年 8月 23日南市教安(二)字第 1060824776號 

二、計畫摘要 

本計畫旨在透過學校健康促進計畫的擬定，根據明確的目標及步驟，發展以健康

能力指標為核心的整合型健康促進計畫，增進全校師生的身心健康。透過制定學校衛

生政策實施各項衛教工作，以健康教育課程、衛教專題講座、體適能教育提倡規律運

動，養成健康觀念，建立健康安全的校園環境。 

永康國小有兩位專任護理師為全校師生的健康把關。歷年來所推動的各項健康促

進活動，舉凡視力保健、口腔衛生、菸酒檳防制等觀念，都是著重落實在日常生活裡，

企盼學生能夠建立正確知識與技能，養成良好之飲食、衛生習慣與適當的運動態度，

最終能落實於生活之中。而針對性開放所導致日益增多的愛滋患者、飲酒酗酒所引發

的藥物濫用問題，則透過反毒、防愛滋、兩性平等的課程融入及各項宣導活動，期能

增進學童的健康觀念及正確用藥的習慣。 

此外，也特別為身體質量指數（BMI）過重、過輕的學生開設「健康活力體控班」，

提供健康知識、專業運動課程及營養專題講座，共同促進孩子們的健康，提昇孩子們

的學習及生活品質。 

本年度學校整體衛生政策推動重點，以視力保健、口腔衛生、全民健保(含正確用

藥)、健康體位、性教育(含愛滋病)、菸(檳)防制六項議題為主軸，各年級各有一項作為

推行重點，自選議題為「安全教育與急救」，期盼透過全體師生的努力，有效降低意外

事故的發生率。本計畫著重以融入課程的方式執行，配合領域教學、結合社區家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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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達成下列目的： 

（一）營造健康安全的校園環境，讓學生健康安全的成長。 

（二）充實學生健康管理認知力，增進追求健康生活知能。 

（三）強化優質的衛生保健諮詢，促進學校成員身心健康。 

（四）發展健康促進課程與教學，提升教師健康專業知能。 

（五）結合家長及社區資源網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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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實施內容 

（一）各年級實施方案 

健促議題 

順位由身體器

官由上往下 

重點

年級 

依能力指標作課程設計 

補充教學資源由健康中

心提供 

重點提示 

 

視力保健 一 1-1-4養成良好的健康態

度和習慣，並能表現於生

活中。 

 

寫字姿勢、桌椅調整 

教室照明至少 350lux 

十月健檢後複查率需全面提高 

低年級不建議使用電子化設備

教學 

●其他年級：落實 3010 

口腔衛生 二 1-1-4養成良好的健康態

度和習慣，並能表現於生

活中。 

潔牙教學（貝氏刷牙法） 

漱口水計劃 

●其他年級：全校潔牙及漱口水

計劃持續推廣。 

菸(檳)防制 六 5-2-4認識菸、酒、檳榔、

藥物與成癮藥物對個人

及他人的影響，並能拒絕

其危害。 

菸、酒、檳榔防治衛教（進入國

中時期較易受誘惑的項目） 

每年三月衛生所衛教講座 

●其他年級：機會教育 

全民健保（含正

確用藥） 

三 5-1-4認識藥物及其對身

體的影響，並能正確使

用。 

 

流感、腸病毒、登革熱疫病防治

宣導（流感疫苗接種期） 

每年十月衛生所衛教講座 

教育正確聽從醫囑服藥 

●其他年級：機會教育 

健康體位 四 1-2-3體認健康行為的重

要性，並運用做決定的技

巧來促進健康。 

2-1-3培養良好的飲食習

慣。 

2-2-1瞭解不同的食物組

合能提供均衡的飲食。 

『健康活力體控班』針對過重及

過輕的學童提供營養講座、數據

追蹤及運動規劃協助改善身體

狀況。 

性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孩子身

心較為早熟，及早進行衛教） 

每年三月衛生所衛教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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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分享並討論運動與

飲食的經驗，並建立個人

的健康行為。 

●其他年級：機會教育，可自由

參加健康活力體控班。 

性教育（含愛滋

病） 

五 1-1-5討論對於身體的感

覺與態度，學習尊重身體

的自主權與隱私權。 

1-2-5檢視兩性固有的印

象及其對兩性發展的影

響。 

1-2-6解釋個人與群體對

性方面之行為，表現出不

同的信念與價值觀。 

愛滋病防治、毒品及藥物濫用、

全民健保衛教宣導（銜接四年級

的性教育） 

每年十月衛生所衛教講座 

●其他年級：每學期均需實施一

小時愛滋病教育。 

安全教育與急

救（自選） 

全 5-1-1分辨日常生活情境

的安全性。 

5-1-2說明並演練促進個

人及他人生活安全的方

法。 

5-1-3思考並演練處理危

險和緊急情況的方法。 

 

一、協同生教組宣導，務求有效

降低因走廊奔跑所發生的意外

事故。 

二、推廣校園安全教育活動，教

育學生在校活動能自我保護。 

三、本校同仁均能確知緊急傷病

處理流程。 

四、提高本校 CPR 認證比例。 

 

（二）健康中心結合衛生所年度例行衛教宣導安排說明： 

安排原則：每學年每年一次，每次僅一個年級，四年有系統規劃不重覆。其他

需加強宣導的議題利用學生晨會或課程融入實施。 

【上學期十月，擇兩週辦理。】 

三年級：流感、腸病毒、登革熱疫病防治宣導（流感疫苗接種期） 

五年級：愛滋病防治、毒品及藥物濫用、全民健保衛教宣導（銜接四年級的性教育） 

【下學期三月，擇兩週辦理。】 

四年級：性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孩子身心較為早熟，及早進行衛教） 

六年級：菸、酒、檳榔防治衛教（進入國中時期較易受誘惑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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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育講座： 

每年由本校營養師依課程目標規劃實施。 

2-1-1體會食物在生理及心理需求上的重要性。 

2-1-2瞭解環境因素如何影響到食物的質與量，並探討影響飲食習慣的因素。 

2-1-4辨識食物的安全性，並選擇健康的營養餐點。 

2-2-1瞭解不同的食物組合能提供均衡的飲食。 

2-2-2瞭解營養的需要量是由年齡、性別及身體活動所決定。 

2-2-4運用食品及營養標示的訊息，選擇符合營養、安全、經濟的食物。 

2-2-5明瞭食物的保存及處理方式會影響食物的營養價值、安全性、外觀及口味。 

2-2-6分享並討論運動與飲食的經驗，並建立個人的健康行為。 

 

四、學校衛生委員會組織表 

計畫職稱 姓名 所屬單位及職稱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計畫主持人 黃淑燕 校長 研擬並主持計畫 

協同主持人 李宜洲 學務主任 
計畫統整，督導計畫執行，並

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周正偉 教務主任 計畫課程執行，課程課務調配 

協同主持人 朱桓顯 總務主任 
計畫硬體支援，並協助環境教

育與維護 

協同主持人 黃筱棻 輔導主任 
兩性教育、心理衛生計畫執

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吳宗修 衛生組長 
校園清潔、口腔衛生、視力保

健計畫與執行。 

協同主持人 黃家誼 生教組長 反毒教育執行。 

協同主持人 周偉明 體育組長 
健康體位推動計畫協助推動與

教育、體控班運動規劃安排 

研究推行人員 林三益 
健康與體育領域

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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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推行人員 林三益 活動組長 
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

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5 
 

研究推行人員 吳宗穎 資訊組長 健促學校網頁維護 

研究推行人員 
周怡吟 

蔡佳叡 
護理師 

身體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活

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區

及學校資源之協調整合 

推行志工 劉立霧 家長代表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

團人力協助推展健康服務提供

健康諮詢 

 

五、評鑑方法 

全案執行不定期進行形成性評量，並於活動結束後進行總結性評鑑，以了解推行

成效。茲將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鑑說明如下： 

（一）形成性評量： 

1.定期召開學校衛生委員會議，檢討整體衛生政策及健康促進議題執行成效與缺失，

以為改進或修正之依據。 

2.抽樣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以了解學生認知是否正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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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實施部訂全國性前後測系統，了解學生知能，以擬訂相關策略，促進整體學

習成效。 

 

六、預期效益 

（一）行政與組織 

1、 建立永續經營、自主規劃之健康促進工作團隊，充分發揮溝通協調功能，

運用有效策略推展計畫。 

2、 建立安全健康的學習環境。 

3、 學校衛生委員會能確立議題及目標，建立共同願景。 

4、 全校教職員工生及家長都能深刻感受到學校重視健康的氛圍，並配合推行。 

5、 促進教職員工生養成健康行為並建立健康生活型態，進而提升健康品質。 

（二）視力保健 

1、學生近視率能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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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願意配合視力矯正學生持續增加。 

3、提升視力不良學生複檢率逐年提高。 

4、以照度計普測各班照明條件，務達 100%的完善率。 

（三）口腔衛生 

1、「含氟漱口水」持續推動。 

2、落實「餐前洗手、餐後潔牙」的好習慣。 

3、提升學生齲齒就醫率。 

4、學童齲齒率能逐年降低。 

5、學童的保健常識及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 

（四）菸檳防制 

1、社區及家長會能共同參與營造出無菸拒檳之校園環境 

2、兒童能了解抽菸、嚼檳榔及毒品對身體的危害 

（五）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 

1、對全民健保的認知能提高到 90%。 

2、學生認識健保 IC 卡 

3、學生知道生病就醫如何使用健保卡 

4、使用藥物的正確觀念建立。 

（六）健康體位 

1、全校學生 BMI 值標準比例逐年提高。 

2、提昇教師體適能。 

3、有正確健康飲食的觀念及養成健康飲食的習慣。 

4、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增進學童體適能。 

（七）性教育(愛滋病防治) 

1、能使學生了解生長過程中正常的身心理變化擁有正確的性知識。 

2、能因應生長的改變接納自己並能發展正當的兩性人際關係。 

3、能建立正當的兩性相處態度與行為。 

4、對愛滋病能有正確認知。 

（八）安全教育與急救（自選） 

1、能分辨日常生活情境的安全性。 

2、能說明並演練促進個人及他人生活安全的方法。 

3、能思考並演練處理危險和緊急情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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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經校長核准並陳報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附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1.生長、發展 

 

1-1-1知道並描述對於出生、成長、老化及死亡的概念與感覺。 

1-1-2觀察並比較不同人生階段的異同。 

1-1-3認識身體發展的順序與個別差異。 

1-1-4養成良好的健康態度和習慣，並能表現於生活中。 

1-1-5討論對於身體的感覺與態度，學習尊重身體的自主權與隱私權。 

1-2-1辨識影響個人成長與行為的因素。 

1-2-2應用肢體發展之能力，從事適當的身體活動。 

1-2-3體認健康行為的重要性，並運用做決定的技巧來促進健康。 

1-2-4探討各年齡層的生理變化，並有能力處理個體成長過程中的重要轉變。 

1-2-5檢視兩性固有的印象及其對兩性發展的影響。 

1-2-6解釋個人與群體對性方面之行為，表現出不同的信念與價值觀。 

 

2.人與食物 

a-b-c 

2-1-1體會食物在生理及心理需求上的重要性。 

2-1-2瞭解環境因素如何影響到食物的質與量，並探討影響飲食習慣的因素。 

2-1-3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 

2-1-4辨識食物的安全性，並選擇健康的營養餐點。 

2-2-1瞭解不同的食物組合能提供均衡的飲食。 

2-2-2瞭解營養的需要量是由年齡、性別及身體活動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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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瞭解、接納並尊重不同族群或國家的飲食型態與特色。 

2-2-4運用食品及營養標示的訊息，選擇符合營養、安全、經濟的食物。 

2-2-5明瞭食物的保存及處理方式會影響食物的營養價值、安全性、外觀及口味。 

2-2-6分享並討論運動與飲食的經驗，並建立個人的健康行為。 

3.運動技能 

4.運動參與 

5.安全生活 

a-b-c 

5-1-1分辨日常生活情境的安全性。 

5-1-2說明並演練促進個人及他人生活安全的方法。 

5-1-3思考並演練處理危險和緊急情況的方法。 

5-1-4認識藥物及其對身體的影響，並能正確使用。 

5-1-5說明並演練預防及處理運動傷害的方法。 

5-2-1覺察生活環境中的潛在危機並尋求協助。 

5-2-2判斷影響個人及他人安全的因素並能進行改善。 

5-2-3評估危險情境的可能處理方法及其結果。 

5-2-4認識菸、酒、檳榔、藥物與成癮藥物對個人及他人的影響，並能拒絕其危害。 

5-2-5探討不同運動情境中的傷害預防及其處理。 

6.健康心理 

a-b-c 

6-1-1描述自己的特色，並接受自己與他人之不同。 

6-1-2學習如何與家人和睦相處。 

6-1-3展示能增進人際關係、團隊表現及社區意識的行為。 

6-1-4認識情緒的表達及正確的處理方式。 

6-1-5瞭解並認同團體規範，從中體會並學習快樂的生活態度。 

6-2-1分析自我與他人的差異，從中學會關心自己，並建立個人價值感。 

6-2-2瞭解家庭在增進個人發展與人際關係上的重要性。 

6-2-3參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6-2-4學習有效的溝通技巧與理性的情緒表達，並認識壓力。 

6-2-5瞭解並培養健全的生活態度與運動精神。 

7.群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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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7-1-1瞭解健康的定義，並指出人們為促進健康所採取的活動。 

7-1-2描述人們獲得健康資訊、選擇健康服務及產品之過程，並能辨認其正確性與有效

性。 

7-1-3描述人們在獲得運動資訊、選擇服務及產品之過程，並能辨認其正確性與有效

性。 

7-1-4察覺不同親疏感的社區生活環境與健康互動的情形。 

7-1-5體認人類是自然環境中的一部分，並主動關心環境，以維護、促進人類的健康。 

7-2-1表現預防疾病的正向行為與活動，以增進身體的安適。 

7-2-2討論社會文化因素對健康與運動的服務及產品選擇之影響。 

7-2-3確認消費者在健康相關事物上的權利與義務。 

7-2-4確認消費者在運動相關事物上的權利、義務及其與健康的關係。 

7-2-5調查、分析生活周遭環境問題與人體健康的關係。 

7-2-6參與社區中環保活動或環保計畫，並分享其獲致的成果。 

相關網站： 

一、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輔導團隊建置「台灣健康促進學校網站」

(http://hpshome.hphe.ntnu.edu.tw/) 

二、教育部委託南華大學建置之「學生健康資訊系統」(網址：https://hs.nhu.edu.tw/)之

「學校回饋系統」統計數據，可供學校撰寫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健康自主管理參考、

查詢健康檢查資料上傳狀況及資料追蹤與補件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