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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實踐健康促進學校之作法

許珍琳校長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申學

壹、緣起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所謂「健康

促進學校 (Health Promoting School) 是學

校社區的全體成員共同合作，為學生提供整

體性與積極性的經驗和組織，以促進並維護

學生的健康。」對學校而言，健康與安全是

學校經營的重要基石，培養青少年成為國家

寶貴人力資產的責任十分重要，但由於學生

健康問題的多樣化、年輕化、普遍化、惡質

化，加上一些新的健康議題產生，凸顯學校

衛生計畫的推動不能再像以往片段、零碎，

必須建構完整的健康促進計畫，採取一種包

容全校人員健康需求和妥適運用各項促進健

康機會的策略，才能奠定國民身心健康基礎

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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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視力保健談起

(一)問題分析:

有鑑於臺北市對於學生視力健康的重

視，龍山國中收集並分析本校視力檢查資料

並進行統計以了解學生視力情形，之後充分

利用學校健康促進及衛生委員會等會議做為

交流平臺，於會議中加強視力保健議題的討

論並鼓勵學校成員(教職員工生)進行意見

的交流及討論，以求能更加了解本校視力保

健推行所可能面臨之困境或潛在的問題，並

請教師能盡量提供教學資源之協助，評估本

校及所屬社區的特性及可運用的人力、物力

資源或經驗;並藉會議互動的過程，激發各

教師的參與意願，以積極之行動融入健促議

題之教學。

(二)視力保健SWOT分析:



聲北市立龍山圈中實踐健康促進學校之作法

項 內部分析 外部分析

目 優勢 (S) 劣勢 (W) 機會 (0) 威脅 (T)

1.市中心交通便利。 學校建黨格局採「日」 附近生活機能齊全， 週遭商店多，有時學

校
2.環境優美、綠色植 字型較不利於望遠凝

就醫配鏡皆方便。 生會沉迷於網咖。

圍 物規模尚多有益眼 才見 。

環
晴健康。

境
3.近和平醫院。

4.古E責人文著萃。

學 1.校長全力支持相關 1.無類似經驗做傳承。 1.上級指導單位充分 政策無法宣達讓所有

校
政策。

2.除了業務承辦單位 授權支持政策之執 家長了解與支持。

2.各處室共同參與。 外，大多數同仁無法 才于 。
政

真正了解政策內涵。 2.健促輔導團協助輔

策 導。

課 1.辦理各項活動能力 1.業務繁多無法樣樣照 1.教學研討參訪。 1.近視人數多，年齡

程
強。 顧。 2. 教學、活動多樣 下降。

與
2.健教老師教學經驗 2.升學觀念影響。 化、活潑化提高學 2.升學壓力造成用眼

豐富。 生學習興趣。 過度，無法好好休

舌

3.人事和諧，溝通順 ,白它2

動 暢。

1.學生單純，可塑性 1.視力槍查回條回收態 1. wll 導處強力介入學 1.在家看電視、用電

高。 度不積極，造成行政 生態度轉趨積極。 腦時間過長。

2.喜好多元性、多層 處理上的困擾。 2.以班級競賽方式提 2. 無法將視力保健觀

學
面社團之動態活 2. 穴道按摩護自民操認穴 升學生的專注力。 念內化為自動自發

生

動。 不準、動作不確實。 行為。

3.18歲之前眼球發育未 3.學生姿勢不良。
特

定型容易度數加深。 4.課桌椅高度無法全

質 4.國小到國中課業壓力 然配合學生身高。

與
增多耗損自民力。 5.課本紙張反光。

態
5.運動時間或少，家長 6. 簡報教學頻繁增加

要求補習，剝奪運動
學生用自民負擔。

度 護自民球時間。

6. 圈中課業多長期坐姿

不良，影響氣血循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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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內部分析 外部分析

目 優勢 (S) 劣勢 (W) 機會 (0) 威脅 (T)

1.每學期視力雄查， 1.學生視力不良率偏 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矯治率偏低，需再提

健; 讓學生立即掌握自 高。 和平院區合作密切。 高。

康 身視力變化。 2.學生不認為近視是嚴

服. 2.積極進行轉介服務 重的課題。

務 並由同仁親自帶領

到醫院看診。

家 家長會全力支持學 單親家庭、低收入家 家長配合度尚高，願 部分家長因工作關條

長 校重大政策。 庭比例偏高，較不重 意配合協助就診計 疏於照顧學生，矯治

特 視視力推查結果，期 畫。 不積極。

質 望學校辦理或協助。

叫白色坦，

度

1.校長與學區內里長 社區老舊環境較不優 1.社區互動良好積極 社區配合度較被動，

本土 聯繫頻繁關條、密 美、綠地少。 參與活動。 無法主動宣導視力保

區 切。 2.與臺北市立聯合醫 健觀念。

關

2.與臺北市立教育大 院和平院區眼科合

f象 學進行行動研究合 作學生就診事宜。

作計畫。

(三)推動視力保健的具體作法:

1.校園環境:建構「愛眼不礙眼」之校園

環境規畫日，加強本校視力保健主題環境

佈置及充實相關教學設備。

2.學校政策: (1) 成立健康促進視力保健

委員會，納入各方面人員，尋求共識與

支持 (2) 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

區、社區醫院、教育局建立合作機制。

3.課程與活動:建構學習型組織研究團

隊，並辦理各種講座提升教師知能，利

用各式活動建立視力保健觀念與行動。

4.學生特質與態度:隨時提醒學生注意自

己坐姿，鼓勵學生多運動、眼睛多休

息、多看綠色植物，並利用獎勵制度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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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學生積極保護自己眼睛，邀請醫師到

校衛教教導眼部穴道按摩保健。

5.健康服務: (1) 建置學生健康檢查內部

資訊系統，落實學生健康檢查及追蹤輔

導工作 (2) 積極請學生接受矯治提高矯

治率(3)架設視力保健網站，強化內容

之廣度與深度，包含:視力保健教育宣

導資訊與相關網站連結、將視力保健研

習的相關資料上傳、視力保健相關政策

宣導、視力保健教育研究專區。

6.親師配合:提醒家長多注意學生在家之

生活習慣，勿長時間過度用眼，向家長

強力宣導多注重學生成長期之營養均

衡。



7.社區關係:主動出擊，利用各種機會強

力宣導，期(師見力保健觀念深圳市土區。

8.強化組織效能:透過學校團隊運作，以

增能研習、參訪、成果分享等方式，提

升團隊、學生及家長志工之組織效能，

增進各行政組織之運作及協調合作能

力，促進組織與成員的互動及學校組織

與社區資源的聯結。

貳、由點到面的推動

一、成立健全組織

本校依健康促進相關規定成立健康促進

委員會議，並選定視力保健做為學校健康促

進發展之主軸。委員共有十位，其工作職掌

為主辦或協助辦理各項學校健康促進教育相

關事宜並設置幹事及顧問數位;健促委員會

固定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均由主任委

員召集之。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副主任委

員由學務主任擔任，執行秘書為衛生組長擔

任，委員會主要任務如下所列:

(一)提供學校健康促進法規興革之意見。

(二)提供學校健康促進之計畫、方案、措施

及評鑑事項之意見。

(三)提供學校健康促進教育與活動之規劃及

研發事項之意見。

(四)提供學校健康保健服務之規劃及研發事

項之意見。

(五)提供學校健康促進管理之規劃及研發事

項之意見。

(六)協調相關機關、團體推展學校衛生事

薑北市立龍山國中實踐健康促進學校之作法

項。

(七)其他推展學校健康促進之諮詢事項。

二、計畫推動

本校制訂多項健康促進計畫，而這些計

畫皆融入學生學校生活中，為使這些計畫得

以順利執行，學校行政、教師與家長會等三

方同心協力，既分工也合作以求將這些活動

能融入學生校園生活中進而成為學校校園文

化的一部分，而100至 101學年度所推動的計

晝如下所列:

(一)每天進行健康操及慢跑運動，以增加學

生體力、耐力，培養體、群、美精神。

(二)每年推動健康體適能運動，並分級建立

體適能標準'充實體育教學內容。

(三)每天執行愛( eye) 護眼操。

(四)每年實施全校健促 (eye) 前後測補救教

自主。
'f-

(五)加強健康桶餐的推廣，減少熱量攝取之

弊病。

(六)實施校園正確用藥教育，並辦理社區藥

局採訪活動，以求學生重視身心平衡發

展。

(七)增設體適能教學設備，辦理多項運動競

賽，強化學生運動動機進而養成運動習

慣。

(八)於週會時段進行健康促進-視力保建議題

宣導，以求學生對視力保健議題有更深

入的瞭解。

(九)於學生身體檢查後將有指數異常的同學

集合並通知家長，請其做更進一步的檢

March ,2013 Secondary Education 191



4訪站

查，校方持續追蹤。

(十)將健促﹒視力保建議題融入各科教學，發

展成學校特色。

(十一)進行校園環境的佈置，以求健促理念

能融入學生生活週遭。

(十二)臺北市100及 101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

視力保健議題中心學校。

(十三)設置視力保健教室。

(十四)與和平院區、社區醫療群簽訂教育合

作計畫。

三、加強教育宣導活動

(一)於寒假期間舉辦學生視力保健種子營。

(二)邀請社區藥局之藥劑師到校與社區家長

及學校老師座談。

(三)邀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眼科主

任與醫師對親、師、生分別進行宣導。

(四)辦理家長志工「正確用藥教育」增能研

習。

(五)針對學生，邀請和平醫院營養師蒞校演

講。

(六)於班會時間進行正確用藥、視力保健議

題的討論。

(七)在校慶活動時結合社區資源進行健康議

題之宣導。

(八)各領域融入視力保健相關議題教學活動

融入領域計有健康教育、英文、國文、

理化、美術。

四、結合健康促進相關議題

本校於近幾年推動健康促進視力保健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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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成效斐然，不僅將相關議題融入教學、活

動中，更將健康概念融入生活中，將上課的

知識加以融入生活裡，因而學生得以實踐健

康生活。於100 、 101年度獲得多項肯定，獲

得獎項如下:

(一)健康促進視力保健標竿學校。

(二)臺北市第 13屆中小學及幼稚團教育專業

創新與行動研究一一「愛 (Eye) 眼世界

光明未來活化教學璀璟校園」榮獲創新

教學活動設計類佳作。

(三)101年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銅質獎。

(四)國際安全學校認證通過。

(五) I 愛 (Eye) 眼世界光明未來Care for

Eyes, Future with Light J 榮獲101年度教

育部教學卓越獎一 佳作。

參、健康促進計畫成效評

佑(以前見力保健為

例)

一、預期達成指標

(一)提升學生視力保健知識之認真日能力。

(二)提高學生的正向用眼行為意向。

(三)藉由相關課程、活動的實施，讓學生感

受到學校對視力保健的重視。

(四)結合社區醫療資源，提高學生視力矯正

之矯治率，並提供相關醫療服務。

(五)轉移健促責任至家長，期望引起家長對

學生視力保健的重視。



二、成效評估

依據行動研究問卷調查結果成效評估如

下:

(一)視力保健知識方面，學生的認知程度約

82% '顯示學生多知道讀書、寫字、看

電視、玩電腦時，應保持適當距離，且

光線要適當，更知道生活規律、睡眠充

足是視力保健非常有效的方法，但對於

夜間看書、看電視時的照明應再加強宣

導，與納入正式強化教學。

(二)用眼行為意向方面，學生正向用眼行為

的認同度約72%' 其中有75%的學生為了

維護眼睛健康，會提醒並改正自己用眼

習慣。但值得重視的是有的%的學生認

同「配戴眼鏡(隱形眼鏡)可以讓人看

起來更好看」。

(三)課程活動實施方面，其目標的達成度

約78% '整體而言學生多能從健教課程

表 1 同一批學生隔年視力檢查表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實踐健康促進學校之作法

中獲取視力保健知能、從校慶的視力保

健攤位的設置瞭解視力健康的重要性，

並從課間進行護眼操及學校的各項課程

活動中，感受到學校對視力保健的重

視。

(四)社區醫療資源方面，學生對本校與和平

院區簽訂的合作計畫頗有期待，調查發

現，學生對於和平院區到校義診及開設

眼科特別門診皆有81%的滿意度，而對

於本校與和平醫院簽訂的教育合作計

畫，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上，也有86%

認同度。顯示學校在整合社區資源的成

效上，已普遍獲得學生的認同，更期待

教育合作計畫的簽訂可以為他們帶來更

多醫療的服務。另外從表1本校同一批

學生99至100學年度視力檢查結果統計表

中，發現100學年度的學生視力矯治率提

高近10% ，達成預期成效。

檢查人數 裸視不良 矯正視力

年
度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 男 女 總計 %

99 333 291 624 244 221 462 74.1% 164 167 331 71.6%

100 331 284 615 244 224 468 76.1% 185 197 382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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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及改進(以棋力

保健為例)

縱觀本校歷年來持續推動健康促進視

力保健議題之經驗，時常面臨的困境如下所

乃可﹒

一、家長、學生對視力保健觀念較為薄弱，

一旦接獲視力不良通知單或得知孩子看

不清楚，通常家長會直接判定為近視而

直接帶到眼鏡行配眼鏡，不知道應到醫

院眼科進行更仔細的檢查以判定是否為

假性近視或其它可能的眼疾，因而錯失

了關鍵的矯正期及治療的黃金時期。

二、未能有效改變學生的生活形態，健康教

學及衛生組所舉辦的衛教宜導活動，往

往僅止於提供健康知識，而為促使學生

將健康行為落實於生活之中仍須多管齊

下，才能達到較為理想的成果。

三、健康促進議題中，視力保健是最難看到

具體成效的，因為學生的視力不良率不

會因為議題的推動而有顯著的降低，唯

一能要求的是提高學生的矯治率，以避

免視力繼續惡化。

四、對於學生進行視力矯治家長的積極程度

不足，因學區內家長社經地位較為不理

想，忙於工作因而對於小孩視力健康問

題較無重視，所以對於視力檢查結果

較不以為然，經常以「放學後孩子要

補習」、「上班沒有時間」、「經濟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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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等藉口為由，拒絕帶小孩到醫院給

醫生複檢，家長對學生視力保健漠然的

態度也是導致學生視力惡化的主因之

伍、結語

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面臨全球化浪

潮，學校經營的重點必須有前膽、務實性與

國際、在地化的辦學，龍山國中秉持著學校

願景「快樂學習、多元創新、全人發展、圓

滿修為 J '結合親師生同心共願，希望建構

一個「行政用心、教師愛心、學生信心、家

長關心、社區放心 J '具有品牌的五心學

校，期待每一位龍山學子，經過三年學校創

新經營與教學多元創意的學習活動、生活教

育、人格陶冶，均能健康成長、快樂學習、

全人發展，達到圓滿修為的人生，以國中三

年的學習與成長為人生三十年之路奠基，開

展學校永績的發展與教育的無限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