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縣 100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評分表 

學校名稱：  桃園縣建國國小 

 

健康促進學校願景：（欄位請自行增加） 

一、本校位處於桃園市大樹林區，是一所大型學校，全校 74 班，學生數 2167 人，教職員工 

    129 人。校園面積 3.65 公頃，校園植物 200 餘種，校史 55 年。 

二、教師年齡分布均勻，教學經驗傳承與創意教學並重，建立優良的教學風氣。 

三、本校有游泳池，專任教練協助教學，學童畢業後，90％畢業生均有游泳能力。 

四、本校設有廚房，配有午餐執行秘書、營養師、廚工，實際烹煮與嚴格監控，提供安全、 

    營養、美味的午餐。 

五、本校推動各項社團活動，提供學童多元的學習環境，學童的認知、情意、技能都能均衡 

    發展。 

健康促進學校特色：（欄位請自行增加） 

一、評估全校師生的健康狀況與需求，針對健健康體位訂定教育計畫，體位適中比例能達 65 

    ％以上，並能落實全校師生健康體位之觀念。 

二、建構無菸校園，建立正確健康概念，拒絕吸菸與嚼食檳榔，100％意願拒絕菸與檳榔。 

三、全校師生均能落實餐後潔牙，每日每人平均潔牙次數能達 2.9 次以上，並能每半年檢查 

    一次牙齒。 

四、全校師生近距離使用眼睛均能達到用眼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之目標，減緩近視增加之人 

    數。 

五、培養師生擁有健康知覺、技能和生活習慣，達到身心健康快樂成長。 

壹、評價指標（30％）： 

評價結果 
評價項目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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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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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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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結果 
評價項目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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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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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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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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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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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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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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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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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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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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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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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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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貳、成效指標（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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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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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 

B【經視力篩檢結果為視力不良的學生數】=1149 

學生視力不良矯治率=95.2％ 

▓5（91％以上） 

□3（81-90％） 

□1（80％以下） 

 



指標名稱 定義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學生視力保健行動

平均達成率 

=A÷B×1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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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7 

B【學生總人數】=1769 

學生視力保健行動平均達成率=81.6％ 

□5（91％以上） 

▓3（81-90％） 

□1（80％以下） 

 

學生裸視視力不良

人數 

裸眼視力未達 0.9 學生數=1149  

口腔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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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B【口腔診斷檢查結果為齲齒之學生數】=396 

學生齲齒就醫率=90.4％ 

□5（91％以上） 

■3（81-90％） 

□1（80％以下） 

 

推動午餐餐後潔牙

活動（2分） 

 ■2（有） 

□0（無） 

 

學生每日平均刷牙

次數=A÷B 

（5分） 

A【學生每日刷牙次數總數】=6398 

B【學生總人數】=2167 

學生每日平均刷牙次數=2.95 

■5（3次以上） 

□3（2.5 次以下） 

□1（2.0 次以下） 

 

健康體位 

學生體位適中(正

常)比率= A÷B×100％ 

（3分） 

A【學生體位適中人數】=1363 

B【學生總人數】=2167 

學生體位適中(正常)比率=62.9％ 

■3（60％以上） 

□2（55-59％） 

□1（5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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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 

B【學生總人數】=2167 

學生體位過重及肥胖比率=37.1％ 

▓2（35％以下） 

□1（40％以上） 

 

 

學生目標運動量平

均達成率= A÷B×100

％（5分） 

A【達到每周累積210分鐘運動量目標之學生數】

=1842 

B【學生總人數】=2167 

學生目標運動量平均達成率=85％ 

□5（91％以上） 

■3（81-90％） 

□1（80％以下） 

 

學生理想蔬果量平

均達成率= A÷B×100

％（3分） 

A【達到每天五蔬果目標之學生數】=1945 

B【學生總人數】=2167 

學生理想蔬果量平均達成率=89.7％ 

□3（91％以上） 

■2（81-90％） 

□1（80％以下） 

 

學生每天吃早餐平

均達成率= A÷B×100

％（3分） 

A【達到每天吃早餐目標之學生數】=2088 

B【學生總人數】=2167 

學生每天吃早餐平均達成率=96.3％ 

■3（91％以上） 

□2（81-90％） 

□1（80％以下） 

 

學生多喝水目標平

均達成率= A÷B×100

A【達到每天多喝水目標之學生數】=2059 

B【學生總人數】=2167 

▓3（91％以上） 

□2（81-90％） 

 



指標名稱 定義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3分） 學生多喝水目標平均達成率=95％ □1（80％以下） 

菸害防制 

學生吸菸人數 係指過去 30天內曾經使用菸品的學生人數。  

學生吸菸率= A÷B×

100％（2分） 

A【學生吸菸人數】=0 

B【學生總人數】=2167 

學生吸菸率=0 

▓2（0％） 

□1（1％以下） 

□0（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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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以下） 

□0（9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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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以下） 

□0（95％以下） 

 

吸菸學生持續戒菸

率= A÷B×100％（2分） 

【自接受戒菸教育結束後迄今未吸菸之學生

數】/【參加戒菸教育學生人數】×100％ 

吸菸學生持續戒菸率=0 

▓2（100％或吸菸

率為 0％者） 

□1（98％以下） 

□0（95％以下） 

 

檳榔防制 

學生嚼檳榔人數 係指過去 30天內曾經嚼檳榔學生數=0  

學生嚼檳榔率= A÷B×

100％（1分） 

【學生過去 30天內曾經嚼檳榔人數】=0 

【學生總人數】=2167 

學生嚼檳榔率=0 

▓1（0％） 

□0（2％以下） 

 

 
合計（5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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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jkes.tyc.edu.tw/~healthschools/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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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反菸拒檳。 

1、所有校門入口明顯處與校園內張貼禁菸標示，每日填寫校園巡查 

   紀錄。。 

2、網頁宣導菸害與不嚼檳榔相關新知。 

3、辦理反菸拒檳藝文活動(101 年 4月份)。 

4、調查家長吸菸人口與嚼食檳榔人口。 

5、班親會宣導校園反菸拒檳相關措施。 

6、親職教育日宣導，反菸拒檳藝文作品展示。 

7、四、五、六年級互動式戒菸教學。 

二、視力保健。 

1、發放視力保健宣導資料給學童及家長詳閱，以便學校、學童、家 

   長三方面共同重視學生的視力保健。 

2、全校學童在每學期開學二次視力檢查，檢查後，老師在聯絡簿上 

   告知家長檢查結果，視力不良者，發通知單給家長，請家長帶至 

   合格眼科處複檢，並把複檢回條交回健康中心，以便後續追蹤治 

   療。 

3、改善學童視力保健的讀書環境，定期測試教室桌面照度，燈具壞 

   掉立即更換。 

4、舉辦視力保健相關學藝活動(101 年 4月份)。 

5、每學期舉辦戶外教學，增加親近大自然的機會。 

6、依學童身高調整課桌椅。 

7、學童下課不留教室，鼓勵學童至戶外活動，減少長時間近距離使 

   用眼睛，讓眼睛確實放鬆。 

三、口腔衛生。 

1、辦理餐後潔牙之衛生活動，希望透過這個活動的推展，讓每位小 

   朋友都有一口健康美麗的牙齒，並且影響學童的家人，使學同家 

   長更重視牙齒健康，並且作紀錄。 

2、每年度辦理一、四年級牙齒健檢，對於齲齒的學童或是有其他口 

   腔疾病的學童，通知家長，帶學童就醫，期望降低學童齲齒率 

3、推展貝氏刷牙法，教育小朋友正確的刷牙方式。 

4、學校提供牙刷給學童，落實潔牙工作。 



5、每週三進行含氟漱口水活動。 

接受訪視議題 
相關活動 

(名稱及簡要敘述) 

健康體位。 

1、每週一、三、五升旗時間，跳健康操，鍛鍊學童強健體魄與培養 

   學童規律運動。 

2、成立游泳隊、躲避球隊、田徑隊、溜冰社、羽球社、跆拳道社和 

   桌球社等運動性社團，培養學童正確運動認知與習慣。 

3、每二週上 1次游泳課，每次 2節課，90％學童小學畢業後均有游 

   泳的能力。 

4、每一學期上 1次網球課，每次 1節課，培養學童運動興趣。台灣 

   網球名將張凱貞自本校畢業。 

5、每週四辦理羽球研習，培養老師的體能與運動習慣，期待每位教 

職員都有強健的體魄與健康體位。 

6、辦理營養教育。辦理五年級健康體位講座；辦理六年級健康體位 

講座；辦理四年級健康體位闖關活動；辦理三年即飲食紅綠燈活 

動。 

8、辦理本校暨社區運動大會，提升運動風氣。 

9、每週二供應素食營養午餐。 

10、營養教育專欄佈置。 

11、參與桃園縣政府健康瘦瘦拳比賽分別獲得五年及優等與四年級甲 

    等。 

健康促進學校 

自選議題相關活動 

(名稱及簡要敘述) 

一、傳染病防制。 

1、召開位生委員會會議，預防傳染病之蔓延。 

2、登革熱、腸病毒與流行性感冒網頁宣導與行政公告。 

3、流感預防針注射，建立學童的抗體。 

4、辦理傳染病防治標語比賽，培養學童的預防傳染病概念，達到傳 

染病預防的目的。 

5、正確洗手教學，預防各種傳染病。 

6、登革熱防制宣導。 

7、環境消毒預防病媒蚊孳生，每年度噴藥 2 次；每週各班級衛生股 

   長巡邏環境區域乙次，清除積水容器，並回報訓導處衛生組。 

二、心理、急救教育與生命健康促進。 

1、向台灣乳品公會申請低收入免費喝鮮奶活動，為期一個月。 

2、健康環境學習環境—反霸凌宣導活動。目的：建立友善安全的校

園，尊重彼此。 

3、健康教育知能研習。 

4、心理健康促進-設立校園栽區，培養學童對生命的尊重，體會生命 



   的意義。 

5、教師 CPR 研習。 

6、學生 CPR 教學活動。 

7、教職員工身體健康檢查。 

8、食品安全宣導，防範誤用塑化劑，確保身體健康。 

具體成效及影響 

(請以量化及圖表 

說明) 

1、視力保健：裸視視力檢查結果，100 學年度上學期裸視視力不良率 

   為 47.5％，下學期為 49％，與上學期相比較增加了 1.5％。近視 

   增加率趨緩。 

2、口腔衛生：四年級齲齒率 98學年度至 99 學年度增加 7.73％，99 

   學年度至 100 學年度齲齒增加 5.66％。齲齒率減緩增加。 

3、健康體位：99 學年度體位適中比例 61.5％，100 學年度體位適中

比例 62.9％，體位適中人數比例增加 1.4％。 

4、拒菸戒菸教學課程：四、五、六年級學生共有 1152 人參加，每班 

   完成教育課程，共 4節課。學生吸菸率 0％；教職員工吸菸率 6％。 

5、心理健康促進，建立學童對生命的熱愛，珍惜生命，對他人的尊 

   重與關懷。 

健康促進學校 

校本特色 

一、本校位處於桃園市大樹林區，屬大型學校，全校 74 班，學生數 

2167 人，教職員工 129 人。校園面積 3.65 公頃，校園植物 200 

餘種，校史 55 年。 

二、教師年齡分布均勻，教學經驗傳承與創意教學並重，建立優良的 

教學風氣。 

三、本校有游泳池，專任教練協助教學，學童畢業後，90％畢業生均 

有游泳能力。 

四、本校設有廚房，配有午餐執行秘書、營養師、廚工，實際烹煮與 

嚴格監控，提供安全、營養、美味的午餐。 

五、本校推動各項社團活動，提供學童多元的學習環境，學童的認知、 

情意、技能都能均衡發展。 

六、國樂、管樂社團自 87 年成軍以來，年年獲獎。其中，國樂團已 

    連續 10 年代表桃園縣參加全國賽，屢創佳績，對於心理健康促 
    進有莫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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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感想 

    透過各種活動的宣導、教育，學童對於健康體位、視力保健、口

腔衛生、菸害檳榔防制、傳染病防制與性教育促進均有初步成效，對

自身健康管理的意識與能力逐漸增強。 

    本校教職員工也能經由健康促進學校的推動，教導與督促學童自

我健康管理，並能重視自我身體的健康，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 

 

活動照片(視力保健) 

 

望遠凝視活動 

 
視力檢查 

活動照片(口腔衛生) 

 
餐後潔牙活動 

 

美齒潔牙抽獎活動 

活動照片(健康體位) 



 
健康操活動   

 
健康體位講座 

 
 

 
游泳教學 

活動照片(傳染病防治) 

 
登革熱防治噴藥 

 
預防針注射 

活動照片(反菸拒檳) 

 
互動式戒菸教學 

 
菸害防制漫畫比賽 

活動照片(心理、急救教育與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研習 

 
教師 CPR 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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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評總分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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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