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 107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評分表 

學校名稱：_大溪國中_____ 

健康促進學校願景：（欄位請自行增加） 

 本計劃蒐集彙整各方意見後，為求促進健康更具體且切合實際需求，將計畫架構

分成三個階段實施，分別為需求評估期、計畫推動期、成果評價期，其中成果評價期

並無明顯界線，而是每個實施階段都以回顧式的配合實際進行情況隨時檢討修訂。 

一、短程目標  

   （一）將『健康促進學校』概念推展至全校教職員生，並尋求社區家長的參與與支 

         持，形成共識、創造支持環境，以作為推展『健康促進學校』的基礎。      

   （二）讓學生對於健康促進能有更深一層的認知。 

   （三）發展基本運動能力，學習運動技能，培養學生參與體育活動之興趣與技能。 

  二、中程目標 

   （一）使學生可以具備認識菸、檳榔及毒品等對身體危害之知能。 

   （二）增進學生反菸拒檳的保護因素，使學生了解檳榔與口腔癌之相關性，降低本

校學生吸菸與嚼食檳榔率，勇於對毒品說『不』的能力。 

   （三）訂定口腔、視力保健政策。將視力保健計畫融入教學，請專科教師配合教學，

期能由更多管道，喚起學生對視力保健的重視。 

   （四）增進青春期均衡飲食及健康體位觀念，藉由校內辦理的相關活動提升體能、

      維護健康，增進運動持續能力，促進身心均衡發展。  

  三、長程目標 

   （一）結合社區的力量擴大無菸校園的範圍和無菸拒檳之觀念與認知。 

   （二）增進師生對於菸、檳、毒害觀念的自我體認，及拒菸、檳、毒的自我健康的   

         管理，並使學校真正達成無害校園學校，進而推廣至社區。 

（三）發展有效的健康策略及計畫，並提供充分的環境支持與服務。 

   （四）培養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有良好體適能觀念及建立運動習慣，進而提升健康

品質，營造快樂成長的生活環境。 

綜合以上，本校的健康促進學校願景為: 

1.凝聚學校健康促進的共識及建立共同的願景。 

2.健康促進融入健體領域課程教學，強化學生健康知能。 

3.開設多元社團校隊，辦理體育競賽，提升校園師生運動健身風氣。 



4.加強防菸拒檳宣導，認識香菸檳榔危害，建立無菸無檳生活環境。 

5.推廣口腔衛生與視力保健，養成正確習慣，增進身體的健康。 

6.結合社區資源及家長共同參與健康促進相關活動，共同營造一健康促進之學 

    校環境 

 

健康促進學校特色：（欄位請自行增加） 

一、本校致力推動健康促進活動，歷年健康促進學校訪視成績優異:96,97,100 學年度

健康促進計劃榮獲甲等，99 學年度健康促進計劃榮獲優等，101，102 學年度榮獲

優等，103 學年度甲等，104 學年度優良。 

二、本校在防菸拒檳的活動推廣上不遺餘力，95 年度起與大溪區衛生所合作成立「校

園戒菸班」，平時並動員全體師生的力量共同防治菸害，選派同學擔任防菸小尖兵，

於課間全校巡視稽查。並有同學擔任戒菸大使，種種努力讓本校真正成為無菸無檳

的健康校園。 

三、94 學年度起與美華國小、中興國小、仁和國中共同加入「綠色學校策略聯盟」。 

四、本校堅持給學生最優質的校園環境以促進師生健康。訂定永續校園發展計畫，設

立自然素材落葉堆肥區。101 學年新建「環保屋」，落實垃圾資源回收分類工作。

全校共同進行校園美化馬賽克藝術創作，美化校區，創造最佳校園環境讓學生健康

快樂的學習。 

五、辦理各項宣導推廣活動「教職員氣功」、「健康體位宣導」、「傳染病防治宣導」、「菸

害防治宣導」、「藥物濫用防治宣導」、 「運動傷害防護講座」、「CPR 與 AED 宣導」、

「營養教育講座」等多樣性活動。 

六、重視飲食營養教育，本校技藝班同學參加 107 學年度全市技藝競賽榮獲佳績： 

    909 江松樸【烘焙組】全市佳作  

    902 張喆筌【中餐組】全市佳作 

    903 簡佑昇【中餐組】全市佳作 

    909 李紹豪【飲調組】全市佳作 

七、獲得教育部「我的未來我作主」反毒微電影競賽—評審特別獎。 

八、每年辦理學生籃、排球比賽、越野賽跑、拔河比賽、羽桌球個人賽，以提升學生

體適能，增進身心健康。 



九、辦理健康促進系列活動：「聰明選，健康吃」營養講座、「健康體位」講座、「運動

傷害防護」講座等活動。 

十、發展田徑隊、籃球隊校隊並參加各項體育獎項獲獎無數: 

田徑隊 

107 桃園市中小學校聯合運動大會 

時間:107/3/3~3/6  地點:桃園市田徑場 

905 蕭聖芫 國中男子組 

400 公尺跨欄 金牌 

110 公尺跨欄 銅牌 

400 公尺跨欄 

破大會 

909 徐季新 國中女子組 

100 公尺跨欄 第 4 名 

 

910 呂孟勳 國中男子組 

標槍 第 5 名 

鉛球 第 7 名 

原住民/泰雅族 

913 吳文章 國中男子組  

110 公尺跨欄 第 6 名 

 

703 曾宇 國中女子組 

5000 公尺競走 第 4 名 

原住民/阿美族 

708 陳俊吉 國中男子組 

鏈球 第 8 名 

 

711 林縉佩 國中女子組 

跳高 第 4 名 

原住民/阿美族 

 

107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時間:4/23~4/27   地點:台中豐原田徑場 

905 蕭聖芫 國中男子組 

400 公尺跨欄 第 5 名 

 

 

107 桃園市中小田徑錦標賽 

時間:6/2~6/3    地點:桃園市體育場 

703 吳欣怡 國中女生組 

4x400 公尺接力第 6 名 

 

710 林姿岑 國中女生組 

200 公尺第七名 

4x100 公尺接力第 8 名 

4x400 公尺接力第六名 

 

711 黃玉慈 國中女生組 

1500 公尺第 5 名 

 



4x100 公尺接力第 8 名 

711 林縉佩 國中女生組 

4x100 公尺接力第 8 名 

4x400 公尺接力第 6 名 

原住民/阿美族 

801 徐晉和 國中男生組 

4x400 公尺接力第 8 名 

 

802 宗品渝 國中女生組 

100 公尺跨欄第 8 名 

4x100 公尺接力第 8 名 

原住民/泰雅族 

806 蕭亦宏 國中男生組 

800 公尺第 8 名 

1500 公尺銅牌 

4x400 公尺接力第 8 名 

 

807 林金寶 國中男生組 

4x400 公尺接力第 8 名 

 

808 簡泓陞 國中男生組 

4x400 公尺接力第 8 名 

 

811 郭家妤 國中女生組 

4x400 公尺接力第 8 名 

 

 

107 桃園市運動會 

時間:7/20~23   地點:桃園市體育場 

710 宋庭鎔 國中女生組 

鏈球第 4 名 

原住民/泰雅族 

803 吳欣怡 國中女生組 

400 公尺第 3 名 

4X400 公尺接力第 3 名 

 

804 曾宇 國中女生組 

5000 公尺競走第 4 名 

原住民/阿美族 

808 陳俊吉 國中男生組 

鏈球第 8 名 

 

811 林縉佩 國中女生組 

400 公尺跨欄第 8 名 

原住民/阿美族 

811 謝婕芯 國中女生組 

5000 公尺競走第 8 名 

原住民/泰雅族 

808 王聖文 國中男生組 

4X400 公尺接力第 5 名 

 

901 徐晉和 國中男生組 

4X100 公尺接力第 4 名 

 



902 宗品渝 國中女生組 

100 公尺跨欄第 7 名 

原住民/泰雅族 

906 蕭亦宏 國中男生組 

800 公尺第 8 名 

1500 公尺第 6 名 

 

907 林金寶 國中男生組 

4X400 公尺接力第 5 名 

 

 

107 年桃園市全國田徑分齡賽 

時間:8/25~27   地點:桃園體育場 

710 鍾榮恩 U13 男生組 

跳遠第 1 名 

跳遠破大會 

710 黃歆葳 U13 女生組 

鉛球第 2 名 

原住民/泰雅族 

803 吳欣怡 U16 女生組 

400 公尺第 7 名 

 

 

107 年台中東亞青年盃錦標賽 

時間:9/13~15   地點:豐原體育場 

710 黃歆葳 國女組 

鉛球第五名 

原住民/泰雅族 

710 宋庭鎔 國女組 

鏈球第七名 

原住民/泰雅族 

906 蕭亦宏 國男組 

1500 公尺第七名 

 

 

107 年理事長盃越野賽跑 

時間 10/22    地點:石門水庫 

國中男子組(10K)團體第一名 

國中女子組(6K)團體第三名 

個人獎項有: 

907 林金寶 

 

國中男子組(10K)第八名  

811 黃玉慈 

 

國中女子組(6K)第三名  

 

2017 Mizuno 馬拉松接力賽 

時間:107/11/4 地點:新北市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906 蕭亦宏  國中組第 6 名  



907 林金寶 國中組第 6 名  

908 簡泓陞 國中組第 6 名  

811 黃培暟 國中組第 6 名  

710 姜嵩南 國中組第 6 名 原住民/泰雅族 

811 黃玉慈 國中組第 6 名  

803 吳欣怡 國中組第 6 名  

902 宗品渝 國中組第 6 名 原住民/泰雅族 

804 曾宇 國中組第 6 名 原住民/阿美族 

 

107 年桃園市理事長盃週末田徑賽  

時間:107/11/18 地點:桃園市田徑場 個人獎項有: 

906 蕭亦宏 國中九年級男生組 

1500 公尺第三名 

 

901 徐晉和 國中九年級男生組 

100 公尺第四名 

 

808 王聖文 國中八年級男生組 

110 公尺跨欄第六名 

 

811 張凱丞 國中八年級男生組 

鉛球第八名 

 

803 吳欣怡 國中八年級女生組 

400 公尺第二名 

 

811 林縉佩 國中八年級女生組 

100 公尺跨欄第二名 

 

811 黃玉慈 國中八年級女生組 

1500 公尺第一名 

 

710 鍾榮恩 國中七年級男生組 

跳遠第六名 

 

710 郭嘉恩 國中七年級女生組 

100 公尺第三名 

 

710 簡立筑 國中七年級女生組 

跳遠第一名 

 

710 徐仁益 國中七年級男生組 

跳遠第四名 

 

710 宋庭鎔 國中七年級女生組 

鉛球第四名 

 

 

 

 

 



 

籃球隊 

比賽名稱 名次 

107 學年度均質化籃球邀請賽 冠軍 

107 學年度清華盃籃球賽 冠軍 

107 學年度全國校際盃籃球賽 國男甲組第 5 名 

107 學年度原住民族三對三籃球 季軍 

107 學年度原住民族三對三籃球賽 殿軍 

 

 

  



壹、評價指標（30 分）： 

評價項目 
評價結果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數數 

學校

衛生

政策 

4分 

1-1-1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員涵蓋不同處室的成員(包括校

長、處室主任、組長、校護、學生與家長代表等)，並依照需

求評估，制定一套實施方案且納入整個學校的校務發展計畫

或藍圖中，且經由校務會議表決通過。 

（2 分） 

□0  □1  ■2  

1-1-2 學校衛生委員會（或類似委員會）設置及運作情形，能

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依健康促進學校工作內容，負責統籌

規劃、推動及檢討學校的健康政策。（2 分） 

□0  □1  ■2  

學校

物質

環境 

4 分 

1-2-1 按規定設置足夠的大小便器及洗手設備並維持清潔。（2

分） 
□0  □1  ■2  

1-2-2 訂定飲用水設備及照明系統管理辦法，定期維護飲用水

衛生。（如：定期清洗水塔、水池及飲水機水質檢驗、照明設

備檢核紀錄等）（2 分） 

□0  □1  ■2  

學校

社會

環境 

6 分 

1-3-1 學校制訂班級的健康生活守則或透過獎勵制度，鼓勵健

康行為實踐。（2 分） 
□0  □1  ■2  

1-3-2 辦理教職員工健康促進相關活動。（2 分） □0  □1  ■2  

1-3-3 學校應擬定重大事件因應計畫，如：處理教職員工生之

暴力、受虐、性侵害、AIDS、自殺及死亡等事件。（2 分） 
  

社區

關係 

4分 

1-4-1 學校每學年積極舉辦可讓家庭參與的健康促進活動。（2

分） 
□0  □1  ■2  

1-4-2 學校結合衛生單位與地方團體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如：健康體位、無菸(檳)校園、口腔保健、視力保健、性

教育、正確用藥等議題）（2 分） 

□0  □1  ■2  

健康

教學

與 

活動 

4分 

1-5-1 健康教育課程設計以生活技能為導向，並運用多元化和

以學生為中心的健康教學策略和活動形式來推行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授課教師應建置個人教學檔案(含教案、教材及學習

單等)（2 分） 

 

□0  □1  ■2  

1-5-2 依據課程規定安排健康教育課程上課時數，各年級每週

至少一節課，及健康相關課程教師應每 2 學年至少參加學校

衛生相關研習 18 小時專業在職進修。（2 分） 

□0  □1  ■2  

健康

服務 

8分 

 1-6-1 提供健康檢查，檢查前有對學生做教育性說明，並通

知家長。（2 分） 
□0  □1  ■2  

1-6-2 學校照顧有特殊健康需求的學生(例如氣喘、心臟病、

肢障、高度近視等)建置個案管理，並分別擬定生活照護要

點，持續關懷，掌握病情做成紀錄。（2 分） 

□0  □1  ■2  



評價項目 
評價結果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數數 1-6-3 學校有完善的傳染病管制、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並

確實執行。（2 分） 
□0  □1  ■2  

1-6-4 學生接受健康檢查完成率達 100%。（2 分） 

(達 100%為 2 分、95.0~99.9 為 1 分、低於 95 為 0 分) 
□0  □1  ■2  

 合計（30 分） 30  

 

貳、成效指標（52 分）：請檢附佐證資料 

指標名稱 定義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視力保健 

2-1-1 裸視篩檢視力

不良就醫複檢率= 

A÷B×100％（3 分） 

A【裸視篩檢至合格眼科診所就醫複檢學生數】

=506 

B【裸視篩檢結果為視力不良的學生數】= 577 

裸視篩檢視力不良就醫複檢率=87.69% 

□3（96％以上） 

□2（91-95％） 

■1（85-90％） 

 

2-1-2 學生視力保健

行動平均達成率 

=A÷B×100％（3分） 

A【達到近距離(閱讀、寫字、看電視及電腦)用眼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視力保健行動目標之學生

數】=451 

B【受調查人數】=894 

學生視力保健行動平均達成率=50% 

□3（96％以上） 

□2（91-95％） 

□1（85-90％） 

 

2-1-3 下課淨空率 

= A÷B×100％（2分） 

A【每節下課有 90%以上的學童至教室外的班級數】

=29 

B【施測班級數】=35 

下課淨空率=83% 

□2（91％以上） 

■1（81-90％） 
 

2-1-4 學生戶外活動

120 達成率 

=A÷B×100％ 

（2 分） 

A【達到每天戶外活動(含戶外授課)累計 2小時之

學生數】=894 

B【受調查人數】=894 

學生戶外活動 120 達成率=100% 

■2（91％以上） 

□1（81-90％） 
 

口腔衛生 

2-2-1 學生複診齲齒

診治率 

=A÷B×100％（3分） 

A【口腔診斷檢查結果為齲齒之就醫學生數】=111 

B【口腔診斷檢查結果為齲齒之學生數】=105 

學生複診齲齒診治率=94.59% 

□3（96％以上） 

■2（91-95％） 

□1（85-90％） 

 

2-2-2 推動午餐潔牙

活動（1分） 
 

■1（有） 

□0（無） 

 



指標名稱 定義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2-2-3 學生午餐後搭

配含氟牙膏潔牙比率

=A÷B×100％（2分） 

A【午餐後搭配含氟牙膏(超過 1000PPM)潔牙學生

數】=346 

B【學生總人數】=894 

學生午餐後搭配含氟牙膏潔牙比率=39% 

□2（91％以上） 

□1（81-90％） 

 

2-2-4 學生睡前潔牙

比率= 

A÷B×100％（2 分） 

A【睡前潔牙學生數】=786 

B【學生總人數】=894 

學生睡前潔牙比率=88% 

□2（91％以上） 

■1（81-90％） 

 

2-2-5 學生在學校兩

餐間不喝含糖飲料比

率= 

A÷B×100％（1 分） 

A【學生在學校兩餐間不喝含糖飲料學生數】=394 

B【學生總人數】=894 

學生在學校兩餐間不喝含糖飲料比率=44% 

□1（80%以上） 

■0 

 

2-2-6 學生每日至少

使用一次牙線比率 

=A÷B×100％（1分） 

A【每日至少使用一次牙線學生數(國小高年級或

國高中)】=463 

B【受調查人數】=894 

學生每日至少使用一次牙線比率=52% 

□1（80%以上） 

■0 

 

健康體位 

2-3-1 學生體位適中

(正常)比率= A÷B×100

％（3 分） 

A【學生體位適中人數】=571 

B【學生總人數】=882 

學生體位適中(正常)比率=64.7% 

■3（60％以上） 

□2（55-59.99％） 

□1（54％以下） 

 

2-3-2 學生體位不良

比率= A÷B×100％ 

A【學生體位瘦、過瘦、過重及肥胖人數】=311 

B【學生總人數】=882 

學生體位不良比率=35% 

 

 

2-3-3 學生目標運動

量平均達成率= A÷B×

100％（3分） 

A【達到每周累積 210 分鐘運動量目標之學生數】

=894 

B【學生總人數】=894 

學生目標運動量平均達成率=100% 

■3（91％以上） 

□2（81-90％） 

□1（80％以下） 

 

2-3-4 學生理想蔬果

量平均達成率= A÷B×

100％（2分） 

A【達到每天五蔬果目標之學生數】=474 

B【學生總人數】=894 

學生理想蔬果量平均達成率=53% 

□2（91％以上） 

□1（81-90％） 
 

2-3-5 學生每天吃早

餐平均達成率= A÷B×

100％（2分） 

A【達到每天吃早餐目標之學生數】=815 

B【學生總人數】=894 

學生每天吃早餐平均達成率=92% 

■2（91％以上） 

□1（81-90％） 
 



指標名稱 定義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2-3-6 學生多喝水目

標平均達成率= A÷B×

100％（2分） 

A【達到每天多喝水(1500c.c)目標之學生數】=586 

B【學生總人數】=894 

學生多喝水目標平均達成率=66% 

□2（91％以上） 

□1（81-90％） 
 

菸害防制 

2-4-1 學生吸菸率= A

÷B×100％（2 分） 

係指過去 30 天內曾經使用菸品的學生人數。  

A【學生吸菸人數】=1 

B【學生總人數】=894 

學生吸菸率=0.1% 

□2（0％） 

■1（0.1~1％） 

□0（1％以上） 

 

2-4-2 學生參與菸害

教育率=  

A÷B×100％（2 分） 

A【曾經上過有關菸害防制教育課程學生數】=894 

B【學生總人數】=894 

學生參與菸害教育率=100% 

■2（91％以上） 

□1（81-90％） 
 

2-4-3 吸菸學生參與

戒菸教育率=  

A÷B×100％（2 分） 

A【吸菸學生參與戒菸教育人數】=1 

B【吸菸學生人數】=1 

吸菸學生參與戒菸教育率=100% 

■2（100％或吸菸率為

0％者） 

□1（96~99％） 

□0（95％以下） 

 

2-4-4 學生電子煙使

用率=  

A÷B×100％（1 分） 

A【過去 30 日曾經使用電子煙學生數】=0 

B【學生總人數】=894 

學生電子煙使用率 

■1（0％） 

□0（0.1%以上） 
 

2-4-5 校園二手菸暴

露率=  

A÷B×100％（1 分） 

A【過去 7 日校園內有人在面前吸菸學生數】=0 

B【學生總人數】=894 

校園二手菸暴露率=0% 

■1（0％） 

□0（0.1%以上） 
 

檳榔防制 

2-5-1 學生嚼檳榔人

數 
係指過去 30 天內曾經嚼檳榔學生數=0  

2-5-2 學生嚼檳榔率 

A÷B×100％（1 分） 

A【學生過去 30天內曾經嚼檳榔人數】=0 

B【學生總人數】=894 

學生嚼檳榔率=0% 

■1（0％） 

□0（0.1％以上） 
 

2-5-3 學生參與檳榔

教育率=  

A÷B×100％（1 分） 

A【曾經上過有關檳榔防制教育課程學生數】=894 

B【學生總人數】=894 

學生參與檳榔教育率=100% 

■1（80%以上） 

□0 
 

正確用藥教育 



指標名稱 定義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2-6-1遵醫囑服藥率 

= A÷B×100％（1分） 

A【遵醫囑服藥人數】 

B【受調查人數】 

遵醫囑服藥率=100% 

■1（91％以上） 

 

□0（90％以下） 

 

2-6-2不過量使用止

痛藥比率 =  

A÷B×100％（1分） 

A【不過量使用止痛藥人數】 

B【受調查人數】 

不過量使用止痛藥比率= 100% 

■1（91％以上） 

 

□0（90％以下） 

 

2-6-3使用藥品前看

清藥袋、藥盒標示比

率 =  

A÷B×100％（2分） 

A【使用藥品前看清藥袋、藥盒標示人數】 

B【受調查人數】 

使用藥品前看清藥袋、藥盒標示比率 =100% 

■2（91％以上） 

□1（81-90％） 

□0（80％以下） 

 

2-6-4學生參與正確

用藥教育率比率 =  

A÷B×100％（2分） 

A【曾經上過有關正確用藥教育課程學生數】 

B【學生總人數】 

學生參與正確用藥教育率=100% 

■2（91％以上） 

□1（81-90％） 

□0（80％以下）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2-7-1 學生性教育課

程參與率=  

A÷B×100％（1 分） 

A【曾經上過有關性教育(含愛滋病防制)課程學生

數】=894 

B【學生總人數】=894 

學生性教育課程參與率=100% 

■1（80％以上） 

□0 
 

2-7-2 宣導活動 

（1 分） 

推動以生活技能為主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

治)場次 

■1（1 場以上） 

□0 
 

全民健保教育 

2-8-1 宣導活動 

（1 分） 
推動宣導活動場次 

■1（1場以上） 

□0 
 

2-8-2 學生參與全民

健保教育率= A÷B×100

％（1 分） 

A【曾經上過有關全民健保教育課程學生數】=894 

B【學生總人數】=894 

學生參與全民健保教育率=100% 

■1（80%以上） 

□0 
 

 
合計（52 分） 35 

※各議題問卷及工具可逕至「臺灣健康促進學校輔導網絡」http://hps-ar.hphe.ntnu.edu.tw/

下載使用。  



參、其他(18 分) ：  
 

指標名稱 內容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校本特色 

(活動及成效) 

(10 分) 

1. 本校致力推動健康促進活動，歷年健康

促進學校訪視成績優異:96,97,100 學

年度健康促進計劃榮獲甲等，99 學年

度健康促進計劃榮獲優等，101，102

學年度榮獲優等，103 學年度甲等，104

學年度優良。 

2. 本校在防菸拒檳的活動推廣上不遺餘

力，95 年度起與大溪區衛生所合作成

立「校園戒菸班」，平時並動員全體師

生的力量共同防治菸害，選派同學擔任

防菸小尖兵，於課間全校巡視稽查。並

有同學擔任戒菸大使，種種努力讓本校

真正成為無菸無檳的健康校園。 

3. 94 學年度起與美華國小、中興國小、

仁和國中共同加入「綠色學校策略聯

盟」。 

4. 本校堅持給學生最優質的校園環境以

促進師生健康。訂定永續校園發展計

畫，設立自然素材落葉堆肥區。101 學

年新建「環保屋」，落實垃圾資源回收

分類工作。全校共同進行校園美化馬賽

克藝術創作，美化校區，創造最佳校園

環境讓學生健康快樂的學習。 

5. 辦理各項宣導推廣活動「教職員氣

功」、「視力保健」、「傳染病防治宣導」、

「菸害防治宣導」、「藥物濫用防治宣

導」、 「性教育與愛滋病宣導」、「CPR

與 AED 宣導」、「營養教育講座」等多樣

性活動。 

6. 重視飲食營養教育，本校技藝班同學參

加 106 學年度全市技藝競賽榮獲佳績： 

909 江松樸【烘焙組】全市佳作  

902 張喆筌【中餐組】全市佳作 

903 簡佑昇【中餐組】全市佳作 

909 李紹豪【飲調組】全市佳作 

7. 每年辦理學生籃、排球比賽、越野賽

跑、拔河比賽、羽桌球個人賽，以提升

10  



學生體適能，增進身心健康。 

8. 發展田徑隊、籃球隊校隊並參加各項體

育獎項獲獎無數 

9. 開設籃球、羽球、排球、等多元體健社

團，培養運動健康知能。 

10. 辦理健康體位相關講座，營造健康體位

優質環境，提升正確體型意識，藉動態

生活、均衡飲食，提升學生健康體位，

降低過輕及肥胖之比例。 

11. 本校學生 BMI 適中比率逐年提升。 

104 學年: 61.7% 

105 學年: 62.8% 

106 學年: 63.0% 

107 學年: 64.7% 

推動前後成效評價 

(3 分) 

□視力保健  □口腔衛生  □健康體位   

□反菸拒檳  □性教育    □正確用藥  

□全民健保教育 

(請檢附行動研究成果) 

0  

特殊貢獻(5 分) 

5 分：國際認證或教育部辦理之健促競賽 

    (成效評價報告、教學模組、競賽等) 

5 分：中心學校或全市性健促「主辦」競賽

「學校」 

3 分：其他(協力學校等) 

1 分：待輔導學校「成效提升」 

得獎作品: 

教育部「我的未來我作主」反毒微電影

競賽—評審特別獎 

5  

 合計（18 分） 15 

   

評總分 80 複核總分 
 

評分表總分 100 分 

訪視意見 （由訪視委員填寫）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伍、活動紀錄： 

104 學年度-107 學年度 學生體位(BMI)統計表 

BMI 104 學年 105 學年 106 學年 107 學年 

過輕 7.10% 5.40% 5.50%  3.9% 

適中 61.70% 62.80% 63.00% 64.7% 

過重 13.20% 11.40% 12.20% 10.3% 

超重 18.00% 20.50% 19.40% 21.1% 

 

104 學年度-107 學年度學生體位(BMI)統計圖 

 

 

 

 

0

10

20

30

40

50

60

70

過輕 適中 過重 肥胖

104

105

106

107

★本校學生在體位 BMI 適中的比率有逐年進步!! 



成果照片 

推動健康促進工作相關會議 

全校校務會議中宣導健康促進議題 導師會報推動健康促進 

課發會專業對話(每學期 3次) 辦理多元研習，拓展視野 

辦理校內各項體育活動會議 辦理校內各項體育活動會議 

 



辦理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健康促進-師生運動傷害防護研習  健康促進-師生運動傷害防護研習 

健康促進-師生運動傷害防護研習  健康促進-師生運動傷害防護研習 

健康促進-師生運動傷害防護研習 健康促進-師生運動傷害防護研習 

 

  



辦理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2018 奧林匹克精神巡迴講座   2018 奧林匹克精神巡迴講座 

 2018 奧林匹克精神巡迴講座  2018 奧林匹克精神巡迴講座 

 2018 奧林匹克精神巡迴講座  2018 奧林匹克精神巡迴講座 

  



   

辦理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107 上學期辦理營養講座   107 上營養講座學生踴躍回答問題 

107 下學期辦理營養講座 107 下營養講座學生踴躍回答問題 

校長頒贈感謝狀  校長頒贈感謝狀 



辦理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七年級健康檢查   肺結核宣導 

參與菸害防制研習 辦理視力保健宣導研習 

子宮頸疫苗宣導布條  設立空氣品質監測站  

 

 

  



辦理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辦理教師反毒研習   辦理教師反毒研習  

辦理學生反毒宣導講座宣 辦理學生反毒宣導講座  

辦理學生反毒宣導講座 辦理學生反毒宣導講座 

 

 

 

  



辦理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參加教育部「我的未來我做主」反毒微

電影比賽-獲得評審特別獎  

 



 

   

辦理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視力保健海報設計比賽得獎作品 視力保健海報設計比賽得獎作品 

視力保健海報設計比賽得獎作品 視力保健海報設計比賽得獎作品 



 

  

辦理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視力保健海報設計比賽得獎作品 視力保健海報設計比賽得獎作品 

視力保健海報設計比賽得獎作品 視力保健海報設計比賽得獎作品 



辦理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校內有我無毒、拒檳拒酒校園海報比賽  



 

 

 

校內運動風氣興盛，辦理各項運動競賽 

 全校越野賽跑前暖身 全校越野賽跑前暖身 

女生組 4K  男生組 6K  

班際籃球比賽  班際排球賽  

  



校內運動風氣興盛，辦理各項運動競賽 

全校晨跑活動，校長也一起參與 全校晨跑活動  

教師晨跑活動 全校晨跑活動 

放學後的排球場  放學後的籃球場  

  



校內運動風氣興盛，辦理各項運動競賽 

班際拔河比賽 班際拔河比賽 

校慶運動會多人跳繩比賽  校慶運動會兩人三腳趣味競賽   

羽球個人賽  桌球個人賽  

  



 

 

 

 

 

 

 

 

活動感想 

 在健康促進計畫的實施下，本校學生健康體位的比

率有顯著的進步!! 

「健康」是人最重要的根本，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愉快

有效的學習，正因為了解健康的重要性，我們藉著此

次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推行，將重要的健康知識傳遞

給全校師生，讓學生對自己的身體健康更加重視了

解。同時也寓教於樂，藉由舉辦各種豐富的社團活動

和宣導活動讓學生深切體會運動生活、健康生活的樂

趣。在這樣追求健康樂活的校園氣氛下，我們的每個

學生都是熱愛運動、健康飲食的健康少年。我們樂於

看到學生有這樣的進步和改變，我們也將持續的推動

健康促進活動，陪伴學生共同健康快樂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