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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評分表 
學校名稱：   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學    

 

健康促進學校願景： 

身心健康狀態影響學習與生活甚劇，而學校是學生與教職員工主要的生活

場所，故本校積極推廣全面且完整的健康促進計畫，推動「菸害防制、健康體

位、口腔衛生、視力保健、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正確用藥、全民健保議

題」等健康議題，期盼建構陽光正向的校園文化，致力於師生生活品質的提

升，真正落實「健康快樂」，繼而追求「敦品勵學」、「創新卓越」。 

 

健康促進學校特色： 

(一) 再造衛教組織，重塑健康新觀念：本校位於非山非市地區，約 20%的

學生來自單親、隔代教養、原住民以及新住民等弱勢家庭，家長忙於

生計，對孩子的衛生教育相對疏忽，因此學校擔起衛教重任，建立孩

子正確的健康觀念，營造健康的校園氛圍。 

(二) 落實學生參與，擴及社區民眾：課後以及假日開放校園，便利社區民

眾運動，運動會辦理趣味競賽邀請民眾、教職員共襄盛舉，期盼以學

生為導向的參與方式，喚醒社區民眾及教職員的青春熱血與健康意

識，培養健康生活習慣。 

(三) 結合社會資源，發揮學校社教功能：善用社會資源，辦理健康促進講

座及健康促進活動，與地方衛生所、派出所、消防隊及營養午餐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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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建立合作網絡，改善學習環境，打造健康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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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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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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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項目 
評價結果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數數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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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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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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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B【裸視篩檢結果為視力不良的學生數】= 314 

裸視篩檢視力不良就醫複檢率=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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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B【受調查人數】=488 

學生視力保健行動平均達成率=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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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B【施測班級數】=19 

下課淨空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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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B【受調查人數】=488 

學生戶外活動 120 達成率=86% 

□2（91％以上） 

■1（81-90％） 
 

口腔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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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定義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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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口腔診斷檢查結果為齲齒之學生數】=37 

學生複診齲齒診治率=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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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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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B【學生總人數】=488 

學生午餐後搭配含氟牙膏潔牙比率=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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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B【學生總人數】=488 

學生睡前潔牙比率=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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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B【學生總人數】=488 

學生在學校兩餐間不喝含糖飲料比率=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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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B【受調查人數】=488 

學生每日至少使用一次牙線比率=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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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B【學生總人數】=488 

學生體位適中(正常)比率=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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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B【學生總人數】=488 

學生體位不良比率=39.2% 

□3（91％以上） 

□2（81-90％） 

□1（8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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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B【學生總人數】=488 

學生目標運動量平均達成率=89% 

□3（91％以上） 

■2（81-90％） 

□1（8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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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定義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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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B【學生總人數】=488 

學生理想蔬果量平均達成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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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B【學生總人數】=488 

學生每天吃早餐平均達成率=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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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c.c)目標之學生數】

=468 

B【學生總人數】=488 

學生多喝水目標平均達成率=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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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B【學生總人數】=488 

學生吸菸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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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B【學生總人數】=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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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B【吸菸學生人數】=0 

吸菸學生參與戒菸教育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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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學生電子煙使用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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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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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指過去 30 天內曾經嚼檳榔學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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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定義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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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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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B【學生總人數】=488 

學生參與檳榔教育率=100% 

■1（80%以上） 

□0 
 

正確用藥教育 

2-6-1遵醫囑服藥率 

= A÷B×100％（1分） 

A【遵醫囑服藥人數】453 

B【受調查人數】488 

遵醫囑服藥率=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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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 

B【受調查人數】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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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B【受調查人數】488 

使用藥品前看清藥袋、藥盒標示比率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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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B【學生總人數】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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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 

B【學生總人數】488 

學生性教育課程參與率=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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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曾經上過有關全民健保教育課程學生數】= ■1（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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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定義 自評分數 複核分數 

健保教育率= A÷B×

100％（1分） 

B【學生總人數】=488 

學生參與全民健保教育率=488 

□0 

 
合計（52 分）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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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力保健 

1. 加強綠化校園，鼓勵教室內擺放綠色

盆栽。 

2. 將視力保健融入教學納入各領域教學

單元活動中，並宣導「3010 原則」。 

3. 提供符合規定的燈光照度(黑板不低於

500LUX、桌面照明度不低於 350LUX)。 

4. 鼓勵教師及家長指導學生養成端正的

閱讀寫字姿勢，避免不良姿勢造成視

力及脊柱側彎之傷害。 

5. 依規定進行學生眼科檢查，並在檢查

後一個月內通知家長篩檢結果，並登

錄學生健康管理資訊系統，及提供師

生與家長相關視力保健衛教資訊。 

6. 與特約眼鏡公司(視力康眼鏡)達成協議

提供較弱勢同學視力矯治之優惠。 

口腔衛生 

1. 每學年舉辦口腔保健相關活動及宣導

口腔保健方法。 

2. 將口腔保健納入各領域教學單元活動

中，並宣導正確刷牙等相關衛教訊

息。 

3. 午餐延長為 35 分鐘，讓學生於餐後有

足夠時間完成潔牙活動。 

4. 依規定進行學生口腔檢查，並在檢查

後一個月內通知家長篩檢結果。如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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齲齒狀況，請家長帶孩子去牙科複檢

與治療，並建檔追蹤治療狀況。 

健康體位 

1. 定期測量身高體重，除了提供學生健

康指導外，也將學生檢查結果通知家

長，並對非適中體位之學生進行輔導

追蹤等措施。 

2. 規劃多元運動社團，並鼓勵學生參

加，培養學生運動興趣。 

3. 鼓勵學生利用下課或課餘時間進行自

主運動，期許每位學生每週累積運動

量皆能達到 210 分鐘，養成規律運動

的習慣。 

4. 提供充足衛生之飲用水：增進學生飲

食營養攝取概念，並加強學校飲用水

衛生安全管理，本校平均每兩個班級

即有一台飲水機，達成每位學生都能

都喝水之健康目標。 

5. 每年舉辦營養教育講座：結合社區資

源，邀請營養師到校宣導健康體位，

並提供校方包含預防及後續處理等專

業措施協助，本校榮獲午餐業務評鑑

101 學年全市優等。 

6. 舉辦教職員運動社團：八段錦社、太

極拳社，辦理教師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及鼓勵教師參加路跑活動，期能增進

教職員身體健康，提升工作效能。 

7. 開辦學生運動社團及各項校隊項目：

每週五固定之社團時間、開辦籃球

社、藤球社、排球社等學生運動性社

團；並配合學生專長和各項競賽需

求，培養游泳隊、有氧體操隊等，鼓

勵有體育專長之學生適性發展。 

8. 舉辦學生運動比賽及運動會：籃球比

賽、拔河比賽、排球比賽、才藝競賽

之舞蹈項目比賽。 

9. 從事社區及家長運動健康宣導工作：

訂定校園開放規則，開放學校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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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社區民眾使用，增強民眾規律運動

習慣；並於運動會時邀請家長與社區

民眾一起運動同歡，進行民眾和教職

員之趣味競賽和大隊接力活動 

菸檳防制 

1. 鼓勵各班參與「健康超人在我班」拍

照上傳活動，並宣導菸品對身體健康

的危害。 

2. 配合菸害防治法，於校園佈置反菸拒

檳標誌與宣導，營造無菸校園環境。 

3. 將反菸拒檳融入各課程領域教學，並

期望能讓學生將反菸拒檳的認知帶回

家庭，影響家人及社區。 

4. 定期實施健康體適能及心肺功能檢

測，追蹤檢討並改進。 

5. 成立菸害及檳榔防制服務志工加強巡

查校園吸菸行為。並與社區組織（如

衛生所、派出所）合作，籲請學校周

遭商店拒賣菸品及檳榔給學生。 

6. 親職日辦理健康促進闖關活動，邀請

家長及社區民眾參與，同時進行反菸

拒檳宣導，期待孩子能在無菸環境下

成長。 

正確用藥教育 

1. 融入課程教學：正確健康用藥以及藥

物濫用危害等知識融入課程教學，讓

全校師生對醫療、健保與安全用藥有

正確的認識。 

2. 結合社區資源：邀請專業藥師至校演

講「正確用藥」之宣導，讓全校師生

對藥物濫用危害及安全用藥有更多認

識。 

3. 實施安全檢查：避免藥物危害校園學

生的健康，產生不良的影響，並針對

高風險學生作尿液篩檢。 

4. 轉介專業機構或戒除教育：若學生有

藥物濫用之情形，將建立違規使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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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並轉介專業機構予以輔導或戒除教

育，並共同輔導學生接受藥癮戒治及

心理輔導。 

5. 針對校內特殊健康狀況需服藥之師生

給予協助及關心。 

全民健保 

1. 融入課程教學：將全民健保及二代健

保等知識融入課程教學，讓全校師生

對全民健保及二代健保有正確的認

識。 

2. 對全校進行二代健保宣傳工作，使學

生們有初步的了解與認識。 

3. 將醫療分級的概念融入健體領域寒假

作業，宣導醫療資源的可貴。 

性教育 

1. 融入課程教學：將性別平等與交往、

性教育及性病與愛滋病的防治等知識

融入輔導課與健康教育教學課程及各

科領域和班級經營，讓學生懂得尊重

自己尊重他人、愛護自己也愛護他

人。 

2. 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研習:增進教師專業

知能及性別平等和班級經營的經驗分

享。 

3. 個案認輔：對於較高風險學生進行認

輔或關懷並加強其基本自我保護的能

力與認知。 

4. 利用朝會及週會時間對全校學生進行

友善相處彼此尊重的宣導以及加強反

霸凌宣導期待共同營造友善校園。 

5. 結合社區資源：邀請講師至校演講

「性別教育」之宣導，讓學生正確認

識性教育及交往的知識。 

校園安全教育 

1. 推展全校教職員生之「全民 CPR-校園

推展計劃」：自 100 學年度起，所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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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同學將一率接受 CPR 實務操作課

程，並由校方頒予「合格證書」每學

期辦理全校性防災及逃生演練增進全

體教職員工生防災及應變的能力。 

2. 結合社區資源： 

（1） 邀請龍潭區消防隊到校進行防災、

防震、防火、防溺、防一氧化碳中

毒等安全議題進行宣導。 

（2） 與中興村派出所、少年隊密切聯繫

預防犯罪及維繫校園安全。 

3. 不定期實施安全檢查：避免校園學生

之間產生不良的相互影響，並針對高

風險學生進行尿液篩檢，若學生有藥

物濫用之情形，將建立違規使用名冊

並轉介專業機構予以輔導或戒除教

育，並共同輔導學生接受藥癮戒治及

心理輔導。 

4. 將校園安全相關議題融入各課程領域

教學，並期望能讓學生將防災的認知

帶回家中，影響家人及社區。 

5. 交通安全教育：利用朝會及週會時間

對全校學生進行交通安全宣導，辦理

自行車安全教育，並針對騎乘自行車

上下學學生進 

行路考，以及加強學生騎乘之安全性

檢查。並安排交通服務隊與導護老師

值勤以維護學生上下學安全。 

6. 定期檢視體育器材與設施之安全性及

設立張貼安全使用標語，提升校園安

全。 

健康中心將校內受傷學生進行傷病統計，

辨別受傷類別、地點，分析原因，經討論

研擬改善方案以降低校內受傷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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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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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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計（18 分）   13 

 

 

 

 

  

自評總分     81 複核總分  評分表總分 100 分 

訪視意見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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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紀錄： 

成果照片：校務會議決議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成果照片：定期測量身高體重，提供學生健康指導 

 
 

成果照片：設置足夠飲水設備，鼓勵學生多喝開水 成果照片：定期進行水質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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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照片：利用學校影音廣播系統，提供健康體

位、健康飲食相關資訊及宣導。 

成果照片：利用學校影音廣播系統，提供健

康體位、健康飲食相關資訊及宣導。 

  

成果照片：辦理營養教育講座(109.08.21) 成果照片：辦理營養教育講座(109.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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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照片：辦理健康體位講座(110.04.28) 成果照片：辦理健康體位講座(110.04.28) 

  

成果照片：辦理教職員食品健康研習(109.08.28) 成果照片：辦理教職員食品健康研習(10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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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照片：辦理反菸拒檳宣導(109.09.09) 成果照片：辦理反菸拒檳宣導(109.09.09) 

 

 

成果照片：將健康體位及健康飲食議題

融入寒暑假創意作業。 

成果照片：將健康體位及健康飲食議題

融入寒暑假創意作業。 

  



17 
 

成果照片：進行晨跑，提升學生體能。 成果照片：規劃多元運動性社團。 

  

成果照片：上學前與放學後開放學校運

動場，讓學生能享受運動的樂趣 

成果照片：放學後開放學校體育館，讓

教職員工能享受運動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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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照片：提供健康服務，以增進學校

成員健康品質：學生健康檢查 

成果照片：提供健康服務，以增進學校

成員健康品質：教職員健康檢查。 

  

成果照片：提供健康服務，以增進學校

成員健康品質：流感疫苗接種。 

成果照片：提供健康服務，以增進學校

成員健康品質： HPV 疫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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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照片：每日皆有開放校園時間，提

供社區民眾使用，打造運動社區。 

成果照片：每日皆有開放校園時間，提

供社區民眾使用，打造運動社區。 

  

成果照片：開辦健康活力社，鼓勵七年

級 BMI 值大於 22 同學參加。 

成果照片：開辦健康活力社，鼓勵七年

級 BMI 值大於 22 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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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照片：性教育小書  成果照片：健康體位海報比賽 

   

成果照片：新冠肺炎防疫  成果照片：視力保健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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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照片：口腔潔牙保健宣導 成果照片：正確用藥海報 

 

 

 

 

 

活動感想 

    本校長年以來持續推動健康學校計畫於課程及生活中，且

因健康促進計畫涵蓋視力保健、口腔衛生、健康體位、菸檳防

制、正確用藥、性教育及全民健保教育等議題，每一項議題皆

十分重要，與我們息息相關，但因為涵蓋議題範圍的廣泛，很

難面面俱到， 又外加本學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原訂辦理

之愛滋病防治宣導及正確用藥宣導也因故取消，期待明年加強

推動。 

   另因本校長年受列為健康體位議題待輔導學校，故於此議

題更分外努力進行宣導，期能增進學生有較正向的健康體位態

度，但學生難免「知易行難」、仍習慣吃零食喝飲料，且家長

參與度低，體位管控光靠學校孤掌難鳴，有賴家長更積極參

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