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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 101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評分表 

學校名稱：_楓樹國小__ 

健康促進學校願景： 

「尊嚴、希望、快樂」是本校的願景，培養「能進行終身學習的楓樹人」是學校的教育目標。

「尊嚴」是一種學習態度：勇敢自信的活在當下而能自尊尊人；「希望」是一股學習動力：積

極樂觀的展望未來而能築夢踏實；「快樂」是一種學習展現：平安快樂的主動學習而能適性發

展。因此，為了促進本校願景的實現，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我們以健康與體育教育為主軸，

規劃學校「健康促進」發展計畫，透過課程規劃、創意教學活動設計、整體教學環境建置、

教師團隊專業素養提升及校內外資源整合來達成發展目標。 

健康促進學校特色： 

本校位於龜山鄉楓樹村，位在林口台地的東南山麓，是龜山鄉五大坑之一；日據時代，

滿山遍野的楓樹，入秋即轉紅，因而取名叫做楓樹村。 

學區內的家長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仍熱心參與教育，對子女的期望尤甚殷切，希望子女

能夠健康快樂的學習與成長，五育獲得均衡的發展，培育出強健的體魄。由於本校鄰近公西

靶場，校內又有多位教師具有空氣槍射擊指導資歷，其中包括 1位獲選為 1996 年亞特蘭大奧

運中華射擊代表隊選手，故在地方人士大力鼓吹及熱情贊助下，於民國 92 年 2月完成全國首

座的國小室內空氣槍射擊靶場，同年 3 月正式成立射擊團隊，民國 93 年 2月，射擊運動納入

學校本位課程，成為學校體育教育重點發展特色。 

學習射擊的孩子，透過許多內、外在的訓練之後，不只身體日益強健，內在的心性修養也必

定隨著磨練而成長，因此，本校致力提倡全校學生、老師發展空氣槍射擊運動，以期增加休

閒健身樂趣、豐富生活內容，發展為學校特色。 

壹、評價指標（30％）： 

評價結果 
評價項目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1-1-1 學校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或推動小組並指派單位

或專責人員負責健康促進相關業務。（2 分） 
□0  □1  ■2  

學校

衛生

政策 
4﹪ 

1-1-2 學校訂定與主題契合之政策、計畫與措施。（2
分） 

□0  □1  ■2  

學校

物質

環境 

1-2-1 學校提供安全健康的校園環境，並定期實施環境

衛生檢查。供應的膳食與飲水均符合衛生健康標準。（2
分）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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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結果 
評價項目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1-2-2 學校提供健康的學習環境(例如考量教室課桌椅

數量與配置、通風、採光、照明、噪音等)。（2 分） 
□0  □1  ■2  

6﹪ 

1-2-3 學校營造永續校園(如進行資源分類回收循環、環

保、節約能源等)。（2 分） 
□0  □1  ■2  

1-3-1 學校提供學生機會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訂相關

政策。（2 分） 
□0  □1  ■2  

學校

社會

環境 
4﹪ 

1-3-2 學校提供協助給予有特殊需求的教職員生。（2
分） 

□0  □1  ■2  

1-4-1 學校與家長團體互動良好，並鼓勵與協助家長參

與學校各項活動。（2 分） 
□0  □1  ■2  

社區

關係 

4﹪ 
1-4-2 學校主動與其他學校或社區團體建立策略聯

盟，運用社區資源，建立網絡，形成良好的社區夥伴

互動關係。（2 分） 
□0  □1  ■2  

1-5-1 學校落實正常教學，並具體辦理各項健康促進教

學與研習活動，提升師生健康生活之知能與技能。（2
分） 

□0  □1  ■2  
健康

教學

與 
活動 
4﹪ 

1-5-2 學校透過各領域融入教學，具體強化學生健康生

活技能的培育。（2 分）  
□0  □1  ■2  

1-6-1 學校執行教職員生的身體健康檢查，並有效建

檔、儲存與運用，並依檢查結果辦理體格缺點矯治或

轉介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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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障等)。（2 分）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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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服務 
8﹪ 

1-6-4 學校具體提升與落實健康中心的功能與工作。（2
分） 

□0  □1  ■2  

 合計（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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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成效指標（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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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視力不良

矯治率=A÷B×100％ 

（5分） 

A【至合格眼科醫生就診或配鏡的學生數】=311 

B【經視力篩檢結果為視力不良的學生數】= 311 

學生視力不良矯治率=100% 

■5（96％以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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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 

B【學生總人數】=699 

學生視力保健行動平均達成率=94.1% 

□3（96％以上） 

■2（91-95％） 

□1（85-90％） 

 

2-1-3 學生戶外活動

平均達成率 

=A÷B×100％ 

（2分） 

A【達到每天戶外活動累計 2小時之學生數】=655 

B【學生總人數】=699 

學生戶外活動平均達成率=93.7% 

■2（91％以上） 

□1（81-90％） 

 

2-1-4 學生裸視視力

不良人數 

裸眼視力未達 0.9 學生數=311  

口腔衛生 

2-2-1 學生齲齒就醫

率 

=A÷B×100％（5分） 

A【口腔診斷檢查結果為齲齒之就醫學生數】=121 

B【口腔診斷檢查結果為齲齒之學生數】=125 

學生齲齒就醫率=96.8% 

■5（96％以上） 

□3（91-95％） 

□1（85-90％） 

 

2-2-2 推動午餐餐後

潔牙活動（2分） 

 ■2（有） 

□0（無） 

 

2-2-3 學生每日平均

刷牙次數=A÷B（3分） 

A【學生每日刷牙次數總數】=2197 

B【學生總人數】=699 

學生每日平均刷牙次數=3.14 

■3（3.0 次以上） 

□2（2.6 -3.0 次） 

□1（2.0-2.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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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B【學生總人數】=699 

學生體位適中(正常)比率=59.1% 

□3（60％以上） 

■2（55-59％） 

□1（54％以下） 

 

2-3-2 學生體位不良

比率= A÷B×100％ 

（2分） 

A【學生體位瘦、過瘦、過重及肥胖人數】=286 

B【學生總人數】=699 

學生體位不良比率=40.9% 

□2（35％以下） 

■1（36-40％） 

□0（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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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定義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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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 

B【學生總人數】=691 

學生目標運動量平均達成率=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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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B【學生總人數】=691 

學生理想蔬果量平均達成率=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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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B【學生總人數】=691學生每天吃早餐平均達成率

=92.5% 

■2（91％以上） 

□1（81-90％） 

 

2-3-6 學生多喝水目

標平均達成率= A÷B×

100％（2分） 

A【達到每天多喝水目標之學生數】=630 

B【學生總人數】=691 

學生多喝水目標平均達成率=91.2% 

■2（91％以上） 

□1（81-90％） 

 

菸害防制 

2-4-1 學生吸菸人數 係指過去 30天內曾經使用菸品的學生人數。  

2-4-2 學生吸菸率 

= A÷B×100％（2分） 

A【學生吸菸人數】=0 

B【學生總人數】=699 

學生吸菸率=0% 

■2（0％） 

□1（0.1~1％） 

□0（1％以上） 

 

2-4-3 吸菸學生參與

戒菸率= A÷B×100％（2

分） 

A【吸菸學生參與戒菸人數】=0 

B【吸菸學生人數】=0 

吸菸學生參與戒菸率=0% 

【備註】參與戒菸：指「吸菸學生」曾參加學校戒菸

班、戒菸輔導，或參加校外醫療院所、衛生單位辦理

之戒菸教育活動(含戒菸班、戒菸專線、戒菸門診、

戒菸網站等) 

■2（100％或吸菸

率為 0％者） 

□1（96~99％） 

□0（95％以下） 

 

2-4-4 吸菸學生點戒

菸率= A÷B×100％（2

分） 

A【自詢問的時間往前回推 7日皆未吸菸之學生數】

=0 

B【參加戒菸教育學生人數】=0 

吸菸學生點戒菸率=0% 

■2（100％或吸菸

率為 0％者） 

□1（96~99％） 

□0（95％以下） 

 

2-4-5 吸菸學生持續

戒菸率= A÷B×100％（2

分） 

A【自接受戒菸教育結束後迄今未吸菸之學生數】=0 

B【參加戒菸教育學生人數】=0 

吸菸學生持續戒菸率=0% 

■2（100％或吸菸

率為 0％者） 

□1（96~99％） 

□0（9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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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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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定義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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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 

學生嚼檳榔率=0% 

■1（0％） 

□0（0.1％以上） 

 

正確用藥教育 

2-6-1遵醫囑服藥率 

= A÷B×100％（2分） 

A【遵醫囑服藥人數】=298 

B【參加正確用藥教育人數】=310 

遵醫囑服藥率 =96.1% 

■2（91％以上） 

□1（81-90％） 

 

2-6-2學生家庭具有

用藥諮詢電話比率 

= A÷B×100％（2分） 

A【有藥師諮詢電話人數】=310 

B【參加正確用藥教育人數】=310 

學生家庭具有用藥諮詢電話比率 = 100% 

■2（91％以上） 

□1（81-90％） 

 

2-6-3曾打過用藥諮

詢電話比率 = A÷B×

100％（2分） 

A【撥打諮詢電話人數】=283 

B【有藥師諮詢電話人數】=310 

曾打過用藥諮詢電話比率 =91.2% 

■2（91％以上） 

□1（81-90％） 

 

性教育 

2-7-1 性教育推動模

式（1分） 

依據健康促進學校模式推動性教育 ■1（有） 

□0（無） 

 

2-7-2 性教育宣導活

動成效（2分） 

推動以生活技能為主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場
次 

■2（2場以上） 

□1（1場） 

 

 
合計（5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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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健康促進學校網頁資料（10％）： 

指標名稱 網址或連結方式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1. 計畫（3分） 

2. 評分表（4分） 

3. 特色（3分） 

http://www.fsps.tyc.edu.tw/news/u_news_v1.asp?id 

={86692062-B703-44C8-AF86-D5629FCA73C9} 

校網右側健促網→健促成果→101 學年度 

■10 

□   （自行填

寫） 

 

 

肆、具體成效、影響及特色(10％) ：  
 

請就學校最具成效之議

題六選一，並於下表具

體說明 

學校最具成效接受訪視議題（務必六選一）： 

□菸害防制  □視力保健  □口腔衛生  ■健康體位 

□性教育    □正確用藥教育 

健康促進學校 

相關活動 

(簡要敘述) 

壹.學校衛生政策 

1.辦理健康促進計劃 

2.定期辦理新生健康檢查預防注射學生健康檢查。 

3.社區服務配合「桃園縣認養環境行動計畫」，認養校區旁之登山步

道。 

4.每學期執行學生遊戲器材檢測與遊戲安全宣導。 

5.辦理師生、志工環境教育生態活動，增進身心健康。 

 

貳.視力保健 

（一）健康教學與活動 

1. 課程計畫融入視力保健教學。 

2. 每週學生朝會進行望遠凝視操。 

3. 規畫校外教學實施戶外視力保健活動。 

4. 第一節下課全校舉行護眼操。 

5. 以二年級為對象進行視力保健行動研究，以作為本校擬訂有效的

「視力保健」計畫參考。 

（二）健康服務 

  1.每學期初全校定期視力檢查，進行視力篩檢。 

  2.統計全校學生視力篩檢與矯治結果，持續追蹤關懷輔導配戴眼鏡及

藥物矯治學童。 

3.每年與光明眼科醫師合作辦理視力保健講座。 

（三）物質與社會環境 

1.視力保健活動納入學校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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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每學年依學生身高調整新型課桌椅。 

3.校園綠化與美化。 

4.每學期初定期檢測黑板照度與教室桌面照度，並由總務處協助改

善。 

（四）社區關係 

  1.利用親職教育日辦理視力保健宣導。 

  2.以家庭聯絡簿張貼視力保健檢核表聯絡學童視力保健實施情形。 

 

參.口腔衛生 

（一）健康教學與活動 

1. 每日進行午餐飯後潔牙，全校學童每月定期繳回潔牙記錄表，針

對潔牙次數不足學童發放通知單。 

2. 小一新生進行正確刷牙教學課程。 

3. 每週四實施含氟漱口水並以記錄表存查，追踪次數低於 2.5 次/

天之學童，發放家長通知單。 

（二）健康服務 

1.一、四年級學童進行口腔齲齒檢查，並宣導口腔衛生習慣。 

2.口腔檢查結果通知家長前往牙科醫師診所複查，並提醒口腔保健相

關注意事項。 

（三）物質與社會環境 

1. 設置口腔衛生保健專欄。 

2. 在校園重要通道張貼口腔保健海報、圖片及標語。 

3. 每日餐後播放潔牙歌進行潔牙活動。 

（四）社區關係 

  1.利用親職教育或校慶日辦理學生口腔保健相關宣導活動。 

  2.發行通訊及相關文章張貼於學生家庭聯絡簿。 

肆.健康體位 

（一）健康教學與活動 

  1.辦理多元運動性社團如羽球、棒球、籃球、桌球、跆拳道社，並發

展空氣槍射擊為本校特色。 

  2.舉辦全校性運動競賽，如躲避球賽、三對三籃球鬥牛賽、棒球九宮

格、投籃比賽與呼拉圈及跳繩接力賽等。 

  3.學生朝會後進行全校做操及跑操場。 

  4.舉行健康體位、飲食教師知能研習。 

  5.辦理健康體重控制班，每日利用課間 30 分鐘進行戶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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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低年級學生營養教育講座。 

5. 辦理中年級營養教育闖關活動。 

6. 校園蔬菜園區種植，配合高年級主題教學由學童烹調蔬食餐。 

7. 辦理中高年級游泳課程教學活動。 

（二）健康服務 

1. 每學期實施學生身高、體重、BMI 檢測統計及追蹤。 

2. 每學期辦理教職員健身社團。 

3. 開放樂活運動站供教職員工及家長志工使用。 

4. 午餐每週供應一次牛奶，提供學童足夠的蛋白質。 

（三）物質與社會環境 

  1.校園明顯地點張貼正確健康體位保健海報及標語。 

  2.每週推行一日蔬食日，要求午餐供應商均衡食譜設計管理。 

  3.設置五大運動樂活站及桌球教室，增加親師生運動空間。 

（四）社區關係 

  1.成立志工後援會，協助支援管理樂活運動站及各項競賽活動。 

  2.發行相關正確健康體位文宣。 

3.利用親職教育日舉辦登山暨健康促健宣導有獎徵答抽獎活動。 

伍.菸害及檳榔健康危害防治 

（一）健康教學與活動 

1. 反菸課程融入健體領域課程計畫。 

2. 舉辦「反菸拒檳」標語藝文競賽。 

3. 辦理教師菸害防治知能研習。 

4. 辦理中年級反菸拒檳講座。 

（二）健康服務 

  1.調查吸菸嚼檳榔家長人數，了解學生所處的家庭環境。 

  2.調查教職員工吸菸人數，建立輔導機制，鼓勵參與戒菸活動。 

  3.實施無菸互動式教材與教學。 

（三）物質與社會環境 

  1.下課播放禁菸廣播(不吸菸，做自己，我挺你！) 

  2.校園環境張貼禁菸標誌、布條及海報 

  3. 學校網頁建置菸害防治相關資訊、圖片及教材。 

（四）社區關係 

  1.印製無菸拒檳文宣品，讓學生帶回與家長研讀分享。 

  2.發行通訊刊登有關菸害拒檳防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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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親職教育日宣導反菸拒檳議題，並舉辦登山暨有獎徵答抽獎活

動。 

陸.正確用藥 

（一）健康教學與活動 

1. 正確用藥課程融入健體領域課程計畫。 

  2. 舉辦「正確用藥」標語藝文競賽。 

3. 辦理提升教師「正確用藥」知能研習。 

（二）健康服務 

1. 辦理藥品空盒回收兌換小禮物活動。 

2. 辦理高年級正確用藥講座，提升正確用藥知能及藥品回收方式。 

（三）物質與社會環境 

1. 學校網頁建置正確用藥相關資訊、圖片及教材。 

2. 校園環境張貼正確用藥布條及海報。 

3. 設置正確用藥常識專欄。 

（四）社區關係 

  1.印製正確用藥文宣品，讓學生帶回與家長研讀分享。 

  2.發行通訊刊登有關正確用藥文章及藥物諮詢專線供家長利用。 

3.利用親職教育日宣導正確用藥議題，並舉辦登山暨有獎徵答抽獎活

動。 

柒.性教育 

（一）健康教學與活動 

1. 辦理高年級「認識愛滋病」講座。 

2. 辦理高年級青春期衛生教育講座。 

3. 高年級學童進行「青春無悔」課程，向學童教授青春期身心的變

化，以正向態面對身心的改變。 

4. 性教育融入健康課及綜合課程實施。 

（二）健康服務 

1. 健康中心設置諮詢信箱，供學童諮詢相關疑問。 

2. 辦理教師「性別平等」知能講座。 

（三）物質與社會環境 

1. 學校網頁建置性教育相關資訊、圖片及教材。 

2. 校園環境張貼性教育海報及「禁止性騷擾」標誌。 

（四）社區關係 

1.印製性教育文宣品，讓學生帶回與家長研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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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行通訊刊登有關性教育文章及諮詢專線供家長利用。 

接受訪視議題 
相關活動 

(名稱及簡要敘述) 

壹.落實執行健康體位檢查： 

每學期定期辦理師生身高體重健康體位檢查，對於體位不良學童發放

通知單，鼓勵其參加體重控制班，並與家長進行溝通，建立良好的飲

食概念及培養固定的運動習慣，以確保學童健康體位維持。 

貳.配合健康桃園「100，腰動動」，辦理體重控制班： 

集合體重過重的小朋友成立體重控制班，推廣有意執行腰動動且每學

期辦理教師有氧健身班，利用課餘安排運動活動及時間。 

參.積極推廣游泳教學： 

   四、五年級每學期實施六次游泳教學課程活動，除強化學生體適能

外，更能培養學生終身運動習慣。 

肆.成立多元性體育社團及體育活動： 

 1.辦理多元運動性社團如羽球、棒球、籃球、桌球、獨輪車、直排

輪、跆拳道、舞蹈等社團。 

   2.舉行校慶運動會、體適能訓練活動及學年體育競賽。 

伍.推廣射擊特色認證： 

   配合學校射擊特色發展，將射擊活動融入健體特色課程，全校師生

均需取得認證，並於特色課程結束後，舉辦全校師生射擊比賽。 

陸.課間活動實施健康操活動： 

1.每週二次朝會後各班實施體能訓練，每週一及週四第一節下課時全

校集合做操，上學期跳瘦瘦拳，下學期跳健康操，全校統一進行

以增進學生體適能活動量。 

   2.第二節下課三十分鐘，開放樂活運動站、投籃教室及桌球室，供

減重班及有楓幣的學生使用。 

柒.辦理教師及學生家長登山健行活動 

1. 2012 年 7月辦理教職員至內洞進行生態教學暨健行活動。 

2. 2012 年 11 月 11 日辦理教師至虎頭山進行健行活動。 

    3. 2013 年 3月配合親職教育日辦理淨山活動 

捌.節能減碳，全面推行垃圾減量及無電日教學： 

1.減緩地球暖化，推行節能减碳觀念，推動無電日教學。 

2.班級到戶外感受自然光線、教師不用電腦、電子白板教學。 

3.為落實環境保護，校園垃圾桶全面鋪報紙，並推行「行動垃圾

車」，以減少塑膠垃圾袋使用。 

玖.建立完善安全急救網絡： 

1. 校園食品、飲用水定期檢查、校園環境消毒及遊戲器材定期安

檢、維修。 

2. 2012 年 9 月 7日舉行防詐騙宣導，製作家長緊急聯繫卡。 



 11

3. 2013 年 3 月 28 日及 3 月 25 日舉辦五、六年級 CPR 認證課 

4. 2013 年 1 月 5日反霸凌宣導。 

5. 2013 年 6 月 4日舉辦防災、防震教育宣導；2012 年 6 月 4日舉

辦防溺宣導。 

6. 2013 年 5 月 16 日學生朝會反毒宣導 

7. 健康中心設置校園傷害地圖，統計校園事故發生地點及次數。 

具體成效及影響 

(請以量化及圖表 

說明) 

一、本校於 98 年 12 月通過桃園縣政府「健康與體育領域」空氣槍射擊

特色學校認證，在射擊課程、執行考核均獲教育處認可，申請「體

育重點發展學校」補助，亦申請教育部基礎訓練站、樂活運動站二

項計畫，積極提升本校運動人口，增進體適能。 

二、完善規畫學生下課活動時間： 

（1）每週 4天，利用第一節下課時間，集合全校進行新式健康操及瘦

瘦拳的律動。 

（2）課間活動時間從 15分鐘延伸至 30分鐘，提供充份的體能活動時

間。 

三、師生運動風氣漸盛，開設多種體育運動類社團，成效良好。 

四、本校各項健康議題宣導，成效良好： 

（1）101 學年度本校教職員工吸菸比率降至 2.5%（全校僅剩一名教師

有吸菸習慣，但自主管理不在校內吸菸，落實無菸校園身教示範）。 

（2）101 學年度本校教職員工無吃檳榔之人員。 

（3）101 學年度本校學童吸菸及吃檳榔比率維持 0%。 

（4）持續關懷與追蹤視力矯治學童並建立學生家長正確的視力矯治觀

念，101 學年度視力矯治率逹 100%，以下為 101 學年度視力矯治統計分

析： 

 

 

 

 

 

 

 

 

 

       

楓樹國小101學年上學期視力矯治統計表(單位:

人)

56%
25%

0%

19% 0%

視力正常

門診追蹤

矯視正常

藥物治療

未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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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年級新生教導正確的刷牙方式及口腔衛生保健，並要求全校小

朋友紀錄潔牙次數，於每週四餐後推行含氟漱口水，100 學年度潔牙次

數為每日平均 3.24，101 學年度潔牙次數為每日平均 3.18，101 學年度

齲齒矯治率為 98％。 

 

 

 

 

 

 

 

 

 

 

（6）101 學年度學生健康體位適中比例為 59%： 

 

 

 

 

 

 

 

 

 

 

楓樹國小101學年下學期視力矯治統計表(單位:人)

56%

0%

24%

20% 0%

視力正常 門診追蹤 矯視正常 藥物治療 未矯治

楓樹國小101學年度一、四年級齲齒矯治人數統計圖

42%

56%

2%

受檢正常 齲齒人數 未治療人數
 

楓樹國小101學年度上學期學生體位統計圖

56%
22%

12%

10%

楓樹國小101學年度上學期學生體位統計圖 適中 過輕 過重 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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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學校 

校本特色 

一、積極推展「空氣槍射擊」學校特色，融入校本課程更有助健康促進。 

二、開闊舒適的校園空間，提供親師生良好的學習環境。 

三、積極申請設置「樂活運動站」，休閒運動空間多元化，滿足運動需

求。 

四、充分運用社區資源，家長及社區志工投入達 100 人次。 

專業師資及優質行政團隊，用心規劃各項健康促進學習活動。 

五、第二節下課延長為三十分鐘，全校進行望遠凝視及健康操，增加學

童戶外活動時間。 

六、 健康促進活動宣導結合親職教育日及運動會，將健康促進概念延申

至家庭中實踐。 

活動效果評量 ■優        □良        □可         □差 

活動感想 

一、各項健康宣導活動在人、事、物的許可之下，宜做整合並融入教學

活動或學校活動，使學童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且不增加教師負擔。 

二、反菸拒檳在國小階段主要在建立正確的觀念，避免因好奇而接觸。 

三、視力保健需要學校、家庭及整個社會環境三位一體才能有效防治。 

四、傳染病預防是不可懈怠的工作，唯有時時耳提面命，才能做好全面

防治。 

 
 
 
 
 
 
 
 
 
 

楓樹國小101學年度下學期學生體位統計圖

59%18%

12%

11%

適中 過輕 過重 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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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學年度親職日登山暨健促宣導活動        101.3.30 

 
親職日登山暨有獎徵答抽獎活動 

 
登山步道沿途張貼宣導海報 

 

洗手五步驟宣導海報 

 

拒菸宣導海報 

 
正確用藥「五不」原則 

 

登山活動通關密語就在海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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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健促問題便可投入摸彩箱 

 

老師加緊腳步惡補中… 

 

防治登革熱的方法有那些呢? 

 
記住「三蔬二果」才可以通關哦! 

 
親子一同登山，促進親子情感 

 

親職日結合登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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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學年度健促藝文競賽        101.3.15 

 

健促藝文作品張貼於健康中心外 

 

張貼得獎作品結合親職日進行宣導 

 

「正確用藥」標語競賽 

 

「反菸拒檳」標語競賽 

 

「洗手衛生教育」著色比賽 

 

「營養教育」海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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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促藝文作品張貼於健康中心外 

 

「登革熱防治」著色比賽 

 

「防治一氧化碳中毒」四格漫晝比賽 

 

     101 學年度【一氧化碳防治】宣導         

 
長庚大學蒲公英社團此戲劇宣導 101.1.3 

 
自治鄉幹部拍攝宣導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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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學年度【正確用藥】宣導 

 
親職教育日藥盒回收兌換小禮品       

102.3.30 

 
親職教育日藥盒回收兌換小禮品       

102.3.30 

 
學生朝會反毒宣導 

 
101 學年度語文競賽結合反毒宣導 

 
  高年級正確用藥講座  102.5.1 

 
  高年級正確用藥講座  1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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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用藥教育融入教學 

 

正確用藥教育融入教學 

 

正確用藥教師研習 102.6.5 
 

正確用藥教師研習 102.6.5 

  101 學年度【安全急救教育】宣導 

 

   五年級 CPR 講座    102.3.27 

 

    六年級 CPR 實作   10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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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震教育演練    102.4.26 

 

     防震教育演練    102.4.26 

 

健康中心記錄校園危險地圖及統計受傷分佈 

 

健康中心記錄校園危險地圖及統計受傷分佈 

  101 學年度【性教育】宣導 

 

露德協會「認識愛滋病」講座  101.11.14 

 

露德協會「認識愛滋病」講座  10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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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年級衛生教育講座     102.2.27 

 

高年級「青春無悔」課程 

 

「性別教育」教師講座    102.5.15 

 

「性別教育」教師講座    102.5.15 

101 學年度【書包減重】宣導 

 

督學到校訪視   101.11.19 

 

自治鄉幹部於校門口抽測學童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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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親生入學宣導書包減重 101.9.19 

 

101 學年度語文競賽結合書包減重議題 

 

長庚大學蒲公英社團宣導書包減重 101.12.10 

 

長庚大學蒲公英社團宣導書包減重 101.12.10 

 

學童填寫書包減重自我檢核表 

 

自治鄉幹部拍攝書包減重短片宣導 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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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健康體位】宣導 

 

教師節師生一同跳瘦瘦拳 

 

懸掛布條宣導 

 

多元體育性社團-羽球 

 

多元體育性社團-空氣槍射擊 

 

多元體育性社團-舞蹈 

 

多元體育性社團-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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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體育性社團-跆拳道 

 

多元體育性社團-扯鈴 

 

自治鄉幹部集合減重班點名 

 

減重班於樂活運動站活動 

 

減重班於樂活運動站活動 

 

減重班於樂活運動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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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班於操場跑步 

 

減重班於投籃教室投籃 

 

教師有氧社團 

 

課間活動全校集合跳瘦瘦拳 

 

課間活動全校集合跳瘦瘦拳 

 

一年級學年體育競賽-棒球九宮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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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學年體育競賽-呼拉圈接力 

 

三年級學年體育競賽-投籃高手 

 

四年級學年體育競賽-跳繩接力 

 

五年級學年體育競賽-躲避球比賽 

 

六年級學年體育競賽-三對三鬥牛 

 

中年級營養教育闖關活動   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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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級營養教育闖關活動~跑跑卡路里 

 

中年級營養教育闖關活動~算出好身材 

 

二、三年級營養教育講座    102.5.2 

 

二、三年級營養教育講座    102.5.2 

 

五年級主題教學活動~豐之谷 

 

飲水設備定期檢查，提供學童安全乾淨的飲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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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視力保健】宣導 

 

定期視力檢查 

 

101 學年度新生入學視力保健宣導 101.9.19 

 

二、三年級視力保健講座 102.3.28 

 

光明眼科醫師到校宣導    102.3.28 

 

第一節下課全校學童走廊進行望遠凝視 

 

學生朝會進行望遠凝視活動 



 29

 

每學期初定期進行教室測光 

 

每學期初定期進行教室測光 

 

學期初檢視學童桌椅高度 

 

定期檢測遊樂設施 

 

校園綠美化 

 

校園綠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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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傳染病防治】宣導 

 

新生疫苗注射 

 

流感疫苗注射 

 

一、四年級於活動中心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觀察員詳實記錄 

 

護理人員解說健檢注意事項 

 

健檢空間寬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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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依序檢查 

 

隱密的檢查空間 

 

用餐前播放洗手衛生教育宣導 

 

學童養成餐前洗手的好習慣 

101 學年度【口腔保健】宣導 

 

週四餐後漱口 

 

班級潔牙工具放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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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後潔牙 

 

餐後潔牙 

 

一年級新生教導正確潔牙 

 

一年級新生教導正確潔牙 

 

口腔檢查 

 

口腔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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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餐後漱口 

 

班級潔牙工具放置區 

101 學年度【反菸拒檳】宣導 

 

教職員虎頭山無菸健走活動  101.11.10 

 

教職員虎頭山無菸健走活動  101.11.10 

 

校內懸掛布條宣導 

 

校門及校內張貼禁菸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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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學生講座 102.5.29 

 

菸害防制教師研習  102.6.5 

自評分數 □10   ■8   □6   □4   □2   □0 複核分數  

  

自評總分 97 複核總分            （由訪視委員填寫） 

訪視意見 

（由訪視委員填寫）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