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促進學校

學甲國小
簡報人：林炳宏校長



100學年度議題

   一、視力保健

   二、口腔衛生保健

   三、健康體位

   四、菸害與檳榔防制

   五、正確用藥及防制藥物濫用

   六、性教育

   七、安全教育與急救



一、視力保健

策略
  1. 將視力保健融入教學並在課間加強宣導活動
  2. 運用社區資源，辦理視力保健講座
  3. 配合學校重大活動宣導，鼓勵正當戶外活動
  4. 提供有益視力保健學習環境
  5. 培養好的用眼習慣並融入生活
  6. 定期進行視力檢查並追蹤輔導管理
  7. 新型課桌椅對號入座
  8. 推動「天天愛眼」得分表



一、視力保健

靜態學習中也將視力保健融入教
學課程加強宣導手眼協調重要



一、視力保健

奇美醫院視力保健講座
100.9.24

鼓勵參與表達，熱烈討論



一、視力保健

運動會入場視力保健主題宣導 動眼操教學指導



一、視力保健

測量光線照度並更換維修灯管



一、視力保健

優美遠眺的校園環境



一、視力保健

調查課桌椅需求依身高安排課桌椅



一、視力保健

運用「天天愛眼」得分表培養好的用眼習慣並融入生活

臺南市學甲區學甲國小天天愛眼得分表   年    月                年   班   號 姓名： 

親愛的家長：為了讓您的孩子養成良好的用眼習慣，保護孩子的眼睛健康請您與孩子一同配合下列幾點小秘訣並落實在生活中。 
親愛的小朋友們：保護眼睛自己來，每天幫眼睛檢查喔！有做到打「v」沒做到打「×」，自評分數後記得請家長簽章。 

評分項目(有做到請在當日項目欄

內打勾) 
 

1 2 3 4 7 8 9 10 11 14 15 16 17 18 21 22 23 24 25 28 29 30 31 

１.我看書或做作業時，會自然挺胸保

持 35 公分以上的距離。不趴在桌

上或躺在床上看書、寫字或看電

視。 
 

                       

2.我每次閱讀、看電視 30 分鐘，一

定會讓眼睛輕鬆望遠休息 10 分

鐘。 

                       

3.我不會在走路和晃動的車上閱讀。不

看字體小、印刷模糊、會反光的圖

書。 

                       

4.我閱讀、做作業、看電視時，光線

充足；夜間閱讀，有打開檯燈，也

有開室內大燈。 

                       

5.我看電視距離至少3公尺每天不超

過1小時；我有在晚上九點半準備上

床睡覺。 

                       

自評分數(1-5 項中每做一項得 1

分；將分數填入此欄) 
                       

 

家長簽章 
                       

親愛的老師：每月月底請各班導師協助收回此表；並依據自評分數及平時落實執行情形篩選 3 位表現優良同學將其得分表送至健

康中心以便換取榮譽貼紙，辛苦您了！ 

                                                                                           學甲國小學務處謹製 



一、視力保健

近  3  年  視  力  保   健  執  行  成  果

項     目
98 學年度 99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第 1 學期 第 1 學期 第 1 學期

學生裸視視力不良率 43.1% 46.9% 50.8%

學生矯視視力不良率 4% 4.3% 3%

學生視力複檢率 61.25% 65.21% 80.60%



一、視力保健

  1. 加強養成用眼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之健康
習慣

  2. 落實課桌椅配合身高。

  3. 辦理課外休閒活動，走出戶外

  4. 加強宣導護眼常識

  5.持續推動「天天愛眼」得分表

未來加強策略



二、口腔衛生保健

策略
  1.舉辦口腔保健講座善用社區資源

  2. 推行每日餐後潔牙並訂定獎勵辦法

  3. 每週三執行全校含氟水漱口

  3. 配合健康檢查執行口腔檢查並追蹤輔導管理

  4. 口腔保健融入學校重大活動

  5. 將口腔保健融入教學並營造口腔衛生環境 

  



二、口腔衛生保健

• 執行情形

口腔衛生保健宣導
100.9.5



二、口腔衛生保健

• 執行情形

飯後潔牙活動 頒獎表揚潔牙活動優良同學



二、口腔衛生保健

• 執行情形

實施含氟漱口水 ( 每週三 )



二、口腔衛生保健

親愛的家長你好：
    齲齒是台灣地區兒童口腔中最常見且嚴重
的疾病；目前國小學童雖已實施含氟漱口水
計畫，但氟化物對牙齒咬合面的溝隙蛀牙預
防效果並不明顯，而運用窩溝封劑可降低
48% 的齲齒率。國民健康局為縮小弱勢兒童
口腔健康不平等狀況，辦理弱勢兒童臼齒窩
溝封劑服務，並委託健保局辦理。以期減少
弱勢兒童後續牙醫就醫負擔；目前國小中低
收入及低收入戶一、二年級學童可持學校發
給之臼齒窩溝封劑施作通知單及健保卡至健
保局特約之牙科醫療院所免費接受窩溝封劑
請妳盡量撥空帶貴子弟前往施作以加強牙齒
保健。
                      學甲國小 健康中心敬上 

配合上級執行弱勢兒童「臼齒窩溝封劑」
服務擴大補助方案以照顧弱勢兒童

營造環境



二、口腔衛生保健
• 執行情形

年級班級 人數 學生齲齒率 矯治複檢率

1小計 52 86.3 ％ 78.95%
4小計 71 53 ％ 86.11%

總計 123 67.5 ％ 82.5%

99 學年度

年級班級 人數 學生齲齒率 矯治複檢率

1小計 65 94.1 ％ 75%
4小計 69 71.4 ％ 80%

總計 134 82 ％ 77.2%

98 學年度



二、口腔衛生保健
• 執行情形

年級班級 人數 學生齲齒率 齲齒矯治率

1小計 53 75.5 ％ 82.5%
4小計 59 59.3 ％ 91.4%

總計 112 66.9 ％ 80%

100 學年度



二、口腔衛生保健

  1.邀請學甲區診所牙醫協助蒞校宣導

  2. 落實追蹤矯治就醫

  3. 加強宣導口腔保健常識

  4. 辦理「如何把牙刷乾淨」體驗教學活動

  5.持續落實「飯後潔牙」活動

未來加強策略



三、健康體位

策略

   1. 每天累計運動 30 分鐘 (8 ： 00~8 ： 30) (10 ：
00~10 ： 30)

         a. 各班自行安排慢跑或球類活動

         b. 全校統一做新式健康操

         c. 全校扯鈴運動教學

   2.建立正確飲食觀念

   3. 辦理親子健康飲食講座

   4.多元暑期育樂營活動



三、健康體位
• 晨間及課間體能活動

跑步

健康操

扯鈴推廣



三、健康體位

• 健康體位班

加強體能活動 體重追蹤 ( 每週三 )



三、健康體位

• 結合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

   推廣健康飲食課程



三、健康體位
• 天天 5蔬果講座

天天五蔬果健康講座 五蔬果健康操



三、健康體位
• 體育團隊

十鼓隊

田徑隊

扯鈴隊



三、健康體位
• 多元暑期育樂營

舞蹈育樂營隊 樂樂棒球育樂營



三、健康體位
• 暑期育樂營

籃球育樂營游泳育樂營



三、健康體位
• 100 學年度全市健康操比賽

    四年級組第二名



三、健康體位
• 健康體位教學模組比賽

100 學年度全市健康體位教學模組
競賽 1-3 年級組第一名

100 學年度全國推動健康體位教學
模組競賽優良



三、健康體位

  1. 實施超重同學體能訓練班

  2. 加強健康飲食觀念辦理家庭親子活動實作

  3. 每天運動 30 分鐘增為 60 分鐘，設計相關
表格由家長協助配合紀錄

  4. 推廣教學模組至各班教學

未來加強策略



四、菸害與檳榔防制

策略

   1.邀請地方衛生所辦理菸害與檳榔防治教育
宣導活動

   2. 實施隨機教育

   3.於親職教育活動中適時融入宣導



四、菸害與檳榔防制

• 執行情形

全校禁煙
親職教育宣導菸害與檳
榔防制 100.9.24



四、菸害與檳榔防制

  1. 加強菸害與檳榔防制常識擴及家庭教育

  2.利用各種親職教育活動場合邀請衛生單位
宣講

  3.於學校活動中適時加入反菸拒檳議題

未來加強策略



五、正確用藥及防制藥物濫用

策略

 1. 辦理正確用藥及防制藥物濫用宣導活動

 2. 辦理正確用藥及防制藥物濫用教師研習

 3. 實施隨機教育



五、正確用藥及防制藥物濫用

• 週三進修辦理加強導師反毒知能研習 :
      講師以簡報、影片講授毒品種類及危害，演
講中特別介紹毒品之施用方式、特徵及實際演練
，讓老師們可以提高警覺提早發現異狀，防範未
然。講題內容豐富，講解生動，深受老師的好評。
 

講題 講師 參加人員

加強導師
反毒知能

教育部全國反毒宣講團

講座 蕭智夫

本校教師
40 人 



五、正確用藥及防制藥物濫用

校長主持研習活動並介紹講師 演講實況—講師說明吸毒者
的容貌 



五、正確用藥及防制藥物濫用

演講實況—講師說明因吸
毒感染愛滋病的症狀 

教師試用檢驗試劑，以了解
檢驗流程及結果判讀。



五、正確用藥及防制藥物濫用

• 辦理強化防治學生藥物濫用知能宣講 :

      講師以簡報、影片講授毒品種類及對人們造成的危害
，演講中特別介紹毒品之分類、特徵及進行問答，讓同學
們可以加深印象、防範未然，並提醒學生告訴家人用藥正
確觀念。講題內容豐富，講解生動，互動良好，學生學習
效果良好。 

講題 講師 參加人員

拒絕毒品 
珍惜生命 

教育部全國反毒宣講團

講座 何崑榮 

本校六年級師生
70 人 



五、正確用藥及防制藥物濫用

演講實況—講師從新聞事
件中說明藥物濫用的情形 

演講實況—講師調查家中長
輩吸菸情形，並說明吸菸亦
是毒害



五、正確用藥及防制藥物濫用

講習會場，本校全體六年
級師生參加防制藥物濫用
講習  

講師於課程講授過程中不時
與學生互動，氣氛熱烈，學
生反應良好 



五、正確用藥及防制藥物濫用

  1. 落實宣導正確用藥

  2. 加強於親子活動中宣導

  3.持續辦理防制藥物濫用講座

  4.利用影片讓學生明瞭毒品的為害

  5.邀請地方藥局藥師協助宣導

未來加強策略



六、性教育

  1. 落實課程教材教學

  2.結合民間資源辦理宣導活動

  3.利用宣導影片宣導

策略



六、性教育

科任老師擔任課程教學 



六、性教育

  

利用網路資源教學宣導 



六、性教育

  

善用影音教材教學宣導



六、性教育

  

引進社會資源協助宣導 (內衣

公司 )100.10.12 



六、性教育

  

教師愛滋防制宣導研習 100.10.19 



六、性教育

  1.持續落實課程教材教學

  2.結合民間資源加強辦理愛滋宣導活動

  3.建立網路資料連平台，提供宣導教材

未來加強策略



七、安全教育及急救訓練

策略：

 1. 辦理學生路隊及車隊編組及組訓

 2.召集熱心人士組成愛心志工團，協助學生上放學

 3.不定時檢視學校周圍環境，如有安全疑慮，尋求
協

   助以維護校園安全

 4. 加強宣導各類安全教育



七、安全教育及急救訓練

學務處於學期開始召集走路上
放學學生進行路隊安全編組，
並由學校教師進行指導。 

欲騎乘自行車上放學之學生
， 於體育館進行自行車驗車
， 確保騎乘安全

1.交通安全措施



七、安全教育及急救訓練

社區熱心人士組成愛心義工
團， 在校門口協助本校學生
上學。 

班級於學甲大道進行交通安
全融入課程

1.交通安全



七、安全教育及急救訓練

戶外教學出發前， 進行遊覽
車逃生演練。 

消防隊到校宣導消防安全，並
示範相關器材使用方式

2. 安全演練



七、安全教育及急救訓練

學校周圍道路標線混淆，會
同相關單位進行勘查及研議
改善方針

工務局派員蒞校會勘學生上
放學路口標線繪製事宜

3. 校園周邊環境安全維護



七、安全教育及急救訓練

學校設置愛心服務站走廊，
與社區民眾共同維護學童上
放學安全

校方與社區商店及里辦公處
簽訂愛心服務站契約並掛牌

4. 安全走廊 - 愛心服務站



七、安全教育及急救訓練

於週三進修時向教師宣導防
災的重要性

每學期進行演練，以增進全
校師生防災觀念及操作流暢
性

5. 防災演練



七、安全教育及急救訓練

建立學校避難疏散路線圖
將學校避難疏散路線圖置於
通道旁牆面，供行走師生瞭
解疏散方向

6. 校園疏散圖



七、安全教育及急救訓練

建立學校配置圖，並標示校園易發生危
險處供全校師生及社區人士知悉

7. 校園死角宣導



七、安全教育及急救訓練

邀請衛生所協助本校師生 CPR教學

     100.10.05



七、安全教育及急救訓練

  1.積極宣導交通安全規則

      (如騎乘機車戴安全帽、 不單車雙載、 不危險駕駛等 )

  2. 加強檢視學校校園安全死角， 

     並適時進行宣導及相關改善措施

  3.持續與民間及政府團體合作， 

      落實安全教育及充實相關知能

  4. 安排家長日或校慶活動推廣防災教育及 CPR 實做教學

  

未來加強策略



結語

• 健康促進的關鍵在於“家庭教育”功能是
否彰顯，並且能將正確的知識及常識實行
於生活之中；未來在辦理親職教育活動中
，除納入各項議題宣導，增加親子互動機
會，並透過實際操作將健康觀念“做”出
來。


	頁 1
	頁 2
	頁 3
	頁 4
	頁 5
	頁 6
	頁 7
	頁 8
	頁 9
	頁 10
	頁 11
	頁 12
	頁 13
	頁 14
	頁 15
	頁 16
	頁 17
	頁 18
	頁 19
	頁 20
	頁 21
	頁 22
	頁 23
	頁 24
	頁 25
	頁 26
	頁 27
	頁 28
	頁 29
	頁 30
	頁 31
	頁 32
	頁 33
	頁 34
	頁 35
	頁 36
	頁 37
	頁 38
	頁 39
	頁 40
	頁 41
	頁 42
	頁 43
	頁 44
	頁 45
	頁 46
	頁 47
	頁 48
	頁 49
	頁 50
	頁 51
	頁 52
	頁 53
	頁 54
	頁 55
	頁 56
	頁 57
	頁 58
	頁 59
	頁 60
	頁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