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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了解台北縣市國民中學衛生組長健康促進學校執

行情形及相關影響因素，以九十七學年度台北縣市國民中學衛生組長為

母群體，依簡單隨機抽樣抽取樣本，並以自填式結構問卷、郵寄方式進

行調查，研究工具為自擬之結構性問卷，得有效樣本 97 名，研究主要發

現分述如下： 

ㄧ、研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自我效能、執行情形  

    皆以學校物質環境最好、健康服務次之，社區關係最差。而研 

    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自我效能與執行情形皆 

    呈正相關，其中與執行情形相關性高低依次為認知、態度、自我 

    效能。 

二、影響研究對象健康促進學校工作的執行因素有：性別、學校衛生相 

    關委員會成立時間、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年數、經費預算、推動 

    人力、運用社區資源、學校同仁了解度與支持度。 

三、研究對象為女性者，在健康促進學校中之學校衛生政策執行上高於 

    男性，另外，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會因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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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時間、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劃年數、經費預算、推動人力、運用社 

   區資源、學校同仁了解度與支持度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四、研究對象個人因素、學校因素、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和自 

我效能可預測研究對象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 60％的變異量，其中 

以「健康促進學校認知」、「學校衛生委員會組織和運作」、「健康促 

進學校執行自我效能」和「社區運用」為主要的預測變項，且以「健 

康促進學校認知」最具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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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outcome and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promoting school (HPS) by Section 

Chiefs of Hygiene in Taipei County and City Middle Schools. The population 

of the study is Section Chiefs of Hygiene within Taipei County and City 

Middle Schools during academic year 97. Random samples were selected and 

mail-in self answering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were provided. The research 

tool is from the author's self-developed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97 effective 

samples received.  

Major findings from the research are: 

I. The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cognition, attitude, self-efficiency and the 

outcome of the implementation from participants’ HPS indicates the best 

ranking is the environment of the school, followed by health services and 

community relations. There is a possibl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ticipants’ 

cognition, attitude, self-efficiency and the outcome of the implementation. 

Ranking from the highest to lowest is cognition, attitude, and 

self-efficiency.  

II. The factor influen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HPS participants are sex, the 

length of time since healthcare committee established, the number of 

academic yea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in HPS, budget, the resource of 

manpower, the use of community resource,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support from co-workers in the school, etc.  

III. Female participants have better outcome implementing health policy then 

male; The longer healthcare committee established the better outcome 

implementing community relations. Greater variety and numbers of 

manpower involved, better use of community resources,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rom school co-workers all leads to better 

implementation in HPS. 

IV. The best factors that predict implementation by participants in HPS are 

the cognition between participants and their HPS, self-efficienc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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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and the operation of school healthcare committee, and the usage 

of community resource. These factors explain 60% of variance in HPS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health promotion schools(HPS), Section Chiefs of Hygiene,    

           Implementation 



 V 

目次目次目次目次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緒緒緒論論論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重要性………………………………………1 
第二節 研究目的…………………………………………………4 
第三節 研究問題…………………………………………………4 
第四節 研究假設…………………………………………………5 
第五節 名詞操作型定義…………………………………………5 
第六節 研究限制…………………………………………………8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第一節 健康促進學校之意涵及工作內容………………………10 
第二節 各國健康促進學校計劃之推展與特色…………………13 
第三節 衛生組長和健康促進學校計劃之推動…………………22 
第四節 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及相關因素探討………………26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35 
第二節 研究對象…………………………………………………36 
第三節 研究工具…………………………………………………36 
第四節 實施程序…………………………………………………40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41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研究對象個人因素及學校因素之分佈情形……………43 
第二節 研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自我效能及 
         執行情形分佈…………………………………………….51 
第三節 研究對象個人因素、學校因素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 
         的關係……………………………………………………74 
第四節 健康促進學校認知、態度、自我效能與執行的相關…93 
第五節 研究對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之重要預測變項…………95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100 
第二節 建議……………………………………………………101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中文參考文獻………………………………………………………104 
     英文參考文獻………………………………………………………106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錄ㄧ   專家效度名單…………………………………………109 
     附錄二   台北縣市國中衛生組長健康促進學執行情形及相關因  
              素研究預試問卷………………………………………110 
     附錄三   台北縣市國中衛生組長健康促進學執行情形及相關因  
              素研究正式問卷………………………………………118 
 
 



 VI 

圖圖圖圖表表表表目次目次目次目次    
表 2-1 世界衛生組織及主要國家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概況………………14 
表 2-1 世界衛生組織及主要國家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概況(續)…………15 
表 2-2 各國的健康促進學校計畫重點和關鍵人物………………………21 
表 2-3 國民中小學衛生組長在健康促進學校中的工作職責……………24 
表 2-3 國民中小學衛生組長在健康促進學校中的工作職責(續)………25 
表 2-4 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之相關因素摘錄表………………………32 
表 2-4 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之相關因素摘錄表(續)…………………33 
圖 3-1 研究架構圖…………………………………………………………35 
表 4-1-1 研究對象個人因素分佈情形……………………………………45 
表 4-1-2 研究對象學校因素分佈情形……………………………………49 
表 4-1-2 研究對象學校因素分佈情形(續)………………………………50 
表 4-1-2 研究對象學校因素分佈情形(續 1)……………………………51 
表 4-2-1 健康促進學校認知整體情形分析表……………………………52 
表 4-2-2 學校衛生政策認知情形分析表…………………………………53 
表 4-2-3 健康服務認知情形分析表………………………………………54 
表 4-2-4 健康教學與活動認知情形分析表………………………………54 
表 4-2-5 學校物質環境認知情形分析表…………………………………55 
表 4-2-6 學校社會環境認知情形分析表…………………………………56 
表 4-2-7 社區關係認知情形分析表………………………………………56 
表 4-2-8 健康促進學校態度的整體情形分析表…………………………58 
表 4-2-9 學校衛生政策態度情形分析表…………………………………58 
表 4-2-10 健康服務態度情形分析表………………………………………59 
表 4-2-11 健康教學與活動態度情形分析表………………………………60 
表 4-2-12 學校物質環境態度情形分析表…………………………………60 
表 4-2-13 學校社會環境態度情形分析表…………………………………61 
表 4-2-14 社區關係態度情形分析表………………………………………62 
表 4-2-15 健康促進學校自我效能的整體情形分析表……………………63 
表 4-2-16 學校衛生政策自我效能情形分析表……………………………64 
表 4-2-17 健康服務自我效能情形分析表…………………………………64 
表 4-2-18 健康教學與活動自我效能情形分析表…………………………65 
表 4-2-19 學校物質環境自我效能情形分析表……………………………66 
表 4-2-20 學校社會環境自我效能情形分析表……………………………67 
表 4-2-21 社區關係態度自我效能情形分析表……………………………68 
表 4-2-22 健康促進學校整體執行情形分析表……………………………69 
表 4-2-23 學校衛生政策執行情形分析表…………………………………70 
表 4-2-24 健康服務執行情形分析表………………………………………71 
表 4-2-25 健康教學與活動執行情形分析表………………………………71 
表 4-2-26 學校物質環境執行情形…………………………………………72 
表 4-2-27 學校社會環境執行情形分析表…………………………………73 
表 4-2-28 社區關係執行情形分析表………………………………………74 



 VII 

表 4-3-1 個人因素與整體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75 
表 4-3-2 個人因素與整體執行情形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75 
表 4-3-3 個人因素與學校衛生政策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76 
表 4-3-4 個人因素與學校衛生政策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76 
表 4-3-5 個人因素與健康服務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76 
表 4-3-6 個人因素與健康服務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77 
表 4-3-7 個人因素與健康教學活動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77 
表 4-3-8 個人因素與健康教學活動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77 
表 4-3-9 個人因素與學校物質環境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78 
表 4-3-10 個人因素與學校物質環境執行的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78 
表 4-3-11 個人因素與學校社會環境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78 
表 4-3-12 個人因素與學校社會環境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78 
表 4-3-13 個人因素與社區關係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79 
表 4-3-14 個人因素與社區關係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79 
表 4-3-15 個人因素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總表………………………80 
表 4-3-16 學校因素與健康促進學校中整體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82 
表 4-3-17 學校因素與健康促進學校整體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82 
表 4-3-18 學校因素與學校衛生政策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84 
表 4-3-19 學校因素與學校衛生政策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84 
表 4-3-20 學校因素與健康服務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85 
表 4-3-21 學校因素與健康服務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85 
表 4-3-22 學校因素與健康教學與活動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86 
表 4-3-23 學校因素與健康教學與活動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87 
表 4-3-24 學校因素與學校物質環境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87 
表 4-3-25 學校因素與學校物質環境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87 
表 4-3-26 學校因素與學校社會環境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87 
表 4-3-27 學校因素與學校社會環境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89 
表 4-3-28 學校因素與社區關係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90 
表 4-3-29 學校因素與社區關係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90 
表 4-3-30 學校因素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總表………………………85 
表 4-4-1 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自我效能與執行情形關係………94 
表 4-5-1 複迴歸分析自變項之共線性診斷………………………………97 
表 4-5-2 個人因素、學校因素、認知、態度、自我效能對健康促進學校 
        執行情形複迴歸分析……………………………………………99



 1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章共分為六節，包括研究動機與重要性、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

究假設、名詞操作型定義和研究限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重要性研究動機與重要性研究動機與重要性研究動機與重要性 

健康促進不僅可以降低醫療成本及國家經濟負擔，也可以提升生活及

工作品質，增進個人及社會健康，是目前國內、外教育及衛生領域所共

同關注及努力的議題。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於 1995年提出「世

界衛生組織的學校衛生創舉」（Global School Health Initiative），以學校應

成為健康生活環境之理念，將健康促進概念帶進校園。又於 1997、1998

年提出健康促進學校包括學校衛生政策、學校社會環境、學校物質環境、

學校健康教育和活動、社區關係和健康服務等六大範疇。而後，陸續於

西太平洋、拉丁美洲、南非等地區成立健康促進學校聯盟，健康促進學

校遂成為世界公共衛生的風潮(WHO，1996、1998)。 

我國為與國際接軌，近年也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健康促進學校模式

來推動學校衛生工作(陳毓璟，2001；陳敏麗、曾銀貞，2003；黃松元，

2003)。2001年教育部開始推動學校健康促進計畫；2003年委由中華民國

學校衛生學會編撰「健康促進學校工作指引」，並開始在國民中小學、高

中及大專選擇學校，輔導試辦健康促進學校，各縣市計有 50所學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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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促進學校試辦計畫；2005年之後更積極推展輔導事宜，參與健康促進

學校數目快速增加(教育部，2005)；並於 2008年呼籲全國中小學全面執

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在這股戮力以赴的行動中，如何依照健康促進學

校模式的精神與內涵來推動學校衛生工作，讓學校成為健康生活環境是

相當重要的課題 (曾如敏，2005)。 

健康促進學校模式強調學校、社區與家庭三方面的通力合作，並將傳

統學校衛生的健康教學、健康環境和健康服務三大領域擴大為六大範

疇，增加了學校衛生政策、學校社會環境及社區關係。這些改變對學校

衛生工作人員所帶來的衝擊和挑戰頗大，各校工作者如何執行與發展學

校本位的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是整體工作能否成功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各校在推動學校衛生工作時，工作團隊成員以校內人員為核心，大致

分為三大類：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醫護人員。各校參與計畫的行政人

員包括校長、學務主任、衛生保健組長及其他行政人員，人員多寡不一。

學校行政人員主要的職責就是學校衛生工作的核定、策劃與實施等事宜

（行政院衛生署，2003）。其中衛生保健組長通常是學校本位各種活動

計畫擬訂和執行的主要推手。另外，我國學校衛生法也規定學校衛生須

由專人負責，而此專人通常是各校的衛生保健組長。 

值得擔憂的是，目前國內多數中小學的衛生保健組長並非專業人員，

他們是否能承擔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重大考驗？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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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進會(2004)一項對台灣地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衛生人力的調查報告指

出，在3,528名衛生或體衛組長中，94.1%的組長沒有修習過衛生保健相關

學分課程，對學校衛生工作的認知堪慮，且投入意願不高。 

再就研究者服務學校所觀察到的現象來看，本校於九十三學年度參與

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且由衛生組長負責計畫的擬訂和執行。縣政府

與學校推動意願相當高，但衛生組長則因為本身工作繁重，顯現出力不

從心的困境。 

綜合上述調查和研究者的觀察，如果衛生保健組長本身的專業性不

足、認知程度不高、投入意願低落，恐將影響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執行。

另一方面，衛生組長本身的態度與自我效能也可能影響其執行程度。鑒

於國內尚未針對台北縣、市衛生組長執行健康促進學校工作之狀況進行

了解，而引發研究者進行此研究之動機。另一方面，學校是教職員工的

職場，教職員工平日之言行為學生之表率，健康促進若由教職員工著手，

再推及學生能獲得事半功倍之效(陳政友，1996)。因此在學校營造優質有

利於教職員生的健康促進環境，讓教職員生建立正確的健康信念、養成

良好健康行為及正確生活習慣，對學校健康促進具有重要意義。 

本研究將以九十七學年度已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台北縣、市國中

衛生組長為對象，藉此了解國中衛生組長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

執行自我效能及執行情形，並將研究結果提供給相關單位，作為有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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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參考。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一、了解研究對象對健康促進學校之認知、態度、執行自我效能及健

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 

二、探討研究對象個人因素、學校因素、健康促進學校之認知、態度、

執行自我效能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之間的關係。 

三、探討個人因素、學校因素、健康促進學校之認知、態度、執行自  

    我效能對研究對象健康促進學校執行的預測情形。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如下： 

一、 研究對象個人因素、學校因素分佈情形如何？ 

二、 研究對象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如何？ 

三、 研究對象對健康促進學校的態度如何？ 

四、 研究對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執行自我效能如何？ 

五、 研究對象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如何？ 

六、 個人因素、學校因素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的關係如何？ 

七、 研究對象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執行自我效能與執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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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間的相關性為何？ 

八、 個人因素、學校因素、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執行自我效

能等因素能否有效預測研究對象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針對以上研究問題，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如下： 

一、 研究對象會因個人因素各變項之不同水準，其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

形有顯著差異。 

二、 研究對象會因學校因素各變項之不同水準，其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

形有顯著差異。 

三、 研究對象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執行自我效能與執行情形

之間有顯著相關。 

四、 個人因素、學校因素、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和執行自我效能

可有效預測研究對象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名詞操作型定義名詞操作型定義名詞操作型定義名詞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有關之名詞，分別定義如下： 

一、衛生組長 

係指調查時，負責推展服務學校之九十七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的台北縣和台北市國民中學衛生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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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因素 

主要包括組長的性別、年齡、畢業科系、任教總年資、任組長總年資、

健康相關研習課程。 

(一)性別：分男性與女性。 

(二)年齡：分為「25歲以下」、「26至 30歲」、「31至 40歲」、「41至 

             50 歲」、「51至 60歲」、「61歲以上」。 

   (三)畢業相關科系：指研究對象畢業之專長領域，分為「國文」、「英  

       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 

      「綜合」、「社會」等八大領域。 

 (四)任教總年資：指研究對象擔任教職之年資。 

(五)任組長總年資：指研究對象擔任衛生(體衛)組長之年資。 

(六)健康促進相關研習課程：指研究對象近三年內是否曾經參加健康

促進相關研習課程。 

三、學校因素 

主要包括學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年數、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推

動人力、經費預算、社區資源運用、學校同仁了解度和學校同仁支持

度。 

(一)學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時間：指研究對象服務學校執行健康促

進學校計畫之總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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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指研究對象服務學校在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

畫時，是否成立學校衛生相關之工作小組或委員會？其名稱為

何？成立多久？是否定期召開會議？ 

 (三)推動人力：指參與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人力種類和數量，如

學校護理、教師、約聘人員、志工及其他協助學校衛生工作之人

力和人數。 

(四)經費預算：指學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所編列之經費。 

(五)社區資源運用：指研究對象服務學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時，是

否曾經運用社區資源？曾運用的社區機關或團體種類(如衛生局

(所)、消防局、醫院或診所、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社區發展委員會、

家長會、民間組織等) 。  

 (六)學校同仁了解度：指研究對象主觀評定校內同仁，對健康促進學校

的了解度，區分為非常了解、了解、，不了解、非常不了解。 

(七)學校同仁支持度：指研究對象主觀評定校內同仁，對健康促進學校

的支持度，區分為非常支持、支持、不支持、非常不支持。 

四、健康促進學校之認知 

    指研究對象自覺對健康促進學校模式之學校衛生政策、健康服

務、健康教學與活動、學校物質環境、學校社會環境和社區關係六大

範疇內容的了解程度。以研究者自編問卷來評量，得分越高，表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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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學校認知越好。 

五、健康促進學校之態度 

    指研究對象對健康促進學校模式之六大範疇重要性的看法。以研

究者自編問卷來評量，得分越高，表示對健康促進學校的態度越正向。 

六、健康促進學校執行自我效能 

    指研究對象自覺完成健康促進學校模式之六大範疇工作的把握

程度。以研究者自編問卷來評量，得分越高，表示對健康促進學校工

作執行自我效能越高。 

七、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 

    指研究對象自覺健康促進學校模式之六大範疇的執行情形。以研

究者自編問卷來評量，得分越高，表示健康促進學校工作執行狀況越

好。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本研究有以下限制： 

一、本研究將採個別郵寄調查方式來收集所需資料，但考量人力和時間， 

僅以台北縣、市國民中學為研究對象，無法對台北縣市以外地區學 

校進行調查，故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台灣地區其他縣市的學校。 

二、本研究所測得之健康促進學校認知、態度、自我效能、執行 

情形及其他變項，僅限於研究工具所涵蓋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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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研究所測得的健康促進學校支持度、執行能力、學校同仁了解度、

學校同仁支持度，僅限於研究對象主觀之認定，欠缺客觀性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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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四節，包括健康促進學校之意涵及工作內容、健康促進

學校實施概況、衛生組長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執

行情形及相關因素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健康促進學校之意涵及工作內容健康促進學校之意涵及工作內容健康促進學校之意涵及工作內容健康促進學校之意涵及工作內容 

  本節先就有關健康促進定義的文獻加以整理，再進一步說明健康促進

學校的意涵及工作內容。 

一、健康促進的意涵 

Green(1984)認為健康促進是「應用各種教育、組織、經濟以及環境

的支持，以促使民眾實行有利於健康的行為」；而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

中將健康促進定義為：「強化個人能掌控及促進自身健康能力的一種過

程」(WHO, 1986)。O’Donnell(1989)主張，健康促進是「幫助人們改變

生活型態以達最佳健康狀態的藝術與科學」。 

1995年 WHO西太平洋區署發表健康新地平線(New Horizons in 

Health)重要文獻指出：健康促進是指個人與其家庭、社區和國家一起採

取鼓勵健康行為的措施，增強人們改進和處理自身健康問題的能力；健

康促進的基本內涵包含個人與政府行為(社會環境)兩方面，並重視發揮

個人、家庭、社會的健康潛能(WHO，1996、1998)。 

二、健康促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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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1998)對健康促進學校(Health promoting school)的定義

是：「一所學校能持續的增強它的能力，成為一個有益於生活、學習和工

作的健康場所」。健康促進學校重點，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健康教育課

程、創建安全與健康的學校環境、提供適宜的健康服務，以及使家庭和

社區廣泛參與促進健康的工作，進而使學生們獲得最大限度的健康發展

(Licence, 2004；WHO, 1996)。 

Colquhoun(1996)提及健康促進學校是以場所角度(Setting Approach)

為基礎，將學校視為學生成長過程的重要場所，並假設學生應在此養成

健康的習慣、學習健康的技能和知識。 

健康促進學校是結合現有體系、組織、資源(尤其是教育及衛生行政

體系的結合)，及家長、教師、學生、社區的共同參與，建立「由下而上」

的推展模式，營造自動學習的環境，並透過適當的健康議題，將健康融

入日常生活之中，鼓勵及培養教職員工生願意主動參與校園健康管理(教

育部、行政院衛生署，2004)。 

如欲成為一所健康促進學校，基本上必須做到：(1)致力於促進學校

人員、家庭和社區成員及學生的健康。(2)結合衛生和教育的行政人員、

教師、學生、家長、健康服務提供者以及社區領導者共同努力，使學校

成為健康的場所；(3)努力提供健康環境、健康教學、健康服務，並結合

學校和社區的發展計畫，提供學生和教職員工健康促進計畫、食品營養



 12

安全計畫、體育與休閒活動的機會、心理諮商和社會支持及促進心理健

康之計畫；(4)實施尊重個人健康與個人尊嚴的政策，提供多管道之成功

機會並感謝個人的努力和善意與欣賞個人之成就；(5)努力促進教職員

生、家庭和社區人員的健康，並和社區的領導者共同努力，幫助他們了

解社區應如何強化或危害健康的程度，以提升教育品質(黃淑貞，1998；

陳毓璟，2001；教育部、行政院衛生暑，2004；WHO，1998)。 

黃松元、陳政友、賴香如(2004)提出，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應包含學校

衛生政策、健康服務、健康教育課程及活動(個人健康技能)、學校物質環

境、學校精神環境(學校社會環境)和社區關係等六大層面行動。其建構與

推動之要點與程序如下：(1)加入國內健康促進學校網路；(2)建立全校教

職員生之共識；(3)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4)評估校內健康需求，並設定

處理之優先順序，擬訂健康促進學校工作實施策略、方法、時間表及經

費預算；(5)執行行動方案。 

世界衛生組織正在積極推動的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並不是一項全新的

計畫，而是一項推動學校衛生工作的新模式(黃松元等，2004；黃淑貞、

徐美玲、莊苹、姜逸群、陳曉玟、邱雅莉，2005)，將傳統的學校衛生計

畫的三大領域—健康服務、健康教學和健康環境調整為六大範疇，以提

昇學校衛生工作之完整性和周延性(行政院衛生署，2003)。 

健康促進學校的推動是透過組織風氣及環境之改變，提供課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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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他人建立夥伴關係、經由意識之覺醒，發展策略計畫、提供全校

教職員工生安全的學校環境、建立良好的生活型態，以促進全校教職員

工生之健康(張彩秀、黃松元、葉明珍、樓美玲，2003)。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推動，比起傳統學校衛生工

作模式更加深與加廣，除原本的健康服務、健康教學和健康環境外，增

加了學校衛生政策的支持、個人健康技能的訓練、與社區環境組織力量

的運作。如欲在既有的學校衛生工作模式中，發展更完善的健康促進學

校計畫，除仰賴計畫者全力執行外，還需透過學校教職員、家長和社區

成員及學生的參與，才能達成促進健康的目標。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各國健康促進學校各國健康促進學校各國健康促進學校各國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推展與特色計畫之推展與特色計畫之推展與特色計畫之推展與特色 

1995年世界衛生組織之西太平洋、美洲、非洲等區署開始商討，如

何成立一個全球健康促進學校網絡來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至今，澳

洲、歐盟、東南亞、中國大陸及台灣等國家均已著手推動健康促進學校

計畫，使得健康促進學校儼然成為全球二十一世紀教育發展的重要方向

之一(李大拔，2000；Lee et al, 2000；WHO, 1996)。 

茲將世界衛生組織、部分國家和台灣有關學校衛生工作和健康促進學

校計畫的重要事項，依據年份順序整理如表 2-1。除這些國家外，英國、

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巴西、尼日利亞、俄羅斯、墨西哥、

日本、韓國、法國、德國等許多國家也都積極推動其國內的健康促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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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計畫。 

表 2-1 世界衛生組織及主要國家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概況 

年份 推動概況 

1920 年 學校健康衛生服務開始在學校推動，以促進學生的健康。 

1950 年 世界衛生組織學校健康服務專家委員會(WHO Expert Committee on School Health 

Services)正式成立，促進學校健康服務之推動。 

1980 年 綜合性學校衛生計畫(Comprehensive School Health Program, CSHP)開始發展，強

調學校是健康促進中心的概念。美國學校衛生學會(American School Health 

Association)及美國衛生教育促進會(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Health 

Education)對此項計畫之推動至為積極。之後，美國疾病管制局青少年暨學校衛生

處(Division of Adolescent and School Health,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建議將綜

合性學校衛生計畫之內容加以調整，並改稱為統整性學校衛生計畫(Coordinated 

School Health Program, CSHP)。 

1992 年 歐洲健康促進學校網絡(European Network of Health Promoting Schools, ENHPS)正

式成立；至 1996 年，共有 38 個國家加入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劃的行列。 

1994 年 澳洲健康促進學校學會(Australian Health Promoting Schools Association, AHPSA)

成立。 

1995 年 世界衛生組織綜合性學校衛生教育及促進專家委員會(WHO Expert Committee on 

Comprehensive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正式建議推動「全球學校衛

生新創舉」(Global School Health Initiative)計畫。同年，在新加坡召開學校健康促

進工作坊(Singapore Workshop on School Health Promotion)及在上海召開健康促進

學校發展工作小組會議(Working Group on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Promoting 

Schools)。這兩次會議參加的國家計有高棉、中國、香港、南韓、日本、寮國、馬

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越南。  

1996 年 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署正式頒布「地區健康促進學校發展綱領：行動架構」

(Regional Guidelines(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Promoting Schools- A 

Framework for Action) 

1997 年 澳洲健康促進學校學會發展及推動「全國健康促進學校新創舉」(National Health 

Promoting School Initiative)計畫。 

1998 年 世界衛生組織修正頒布「世界衛生組織學校衛生新創舉：協助學校成為健康促進

學校」(WHO’s Global School Health Initiative: Helping Schools to Become 

Health-Promoting Schools)指引，成為目前世界各國建立健康促進學校，推展健康

促進學校計畫的準則。 

2000 年 香港開始推動「健康學校獎勵計畫」(Healthy School Award Scheme)，第一階段為

期三年，共有一百所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參加，內容包括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

六大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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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 世界衛生組織及主要國家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概況(續) 

年份 推動概況 

2001 年 我國教育部開始推動「學校健康促進計畫」；隔年，行政院衛生署亦開始推動「學

校健康促進計畫」。 

2002 年 1.我國衛生署與教育部聯合簽署「學校健康促進計畫」；並推動「學校健康營造計

畫」。 

2.學校衛生法公佈實施。 

2003 年 我國行政院衛生署著手編印「健康促進學校工作指引」 

2004 年 我國行政院衛生署委由中華民國學校衛生學會推動「健康促 

進學校輔導計畫」並發表「健康促進學校簡要版指引」，介入議題包括整體學校衛

生政策、性教育與生育保健、愛滋病防治、藥物濫用防制、菸害防制、健康體能、

健康飲食、視力保健、口腔衛生、自殺防治、傳染病控制、檳榔健康危害防制等。 

2005 年 1.教育部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計畫遴選要點，遴選 318 所公私立中、小學及 70 所大

專院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2.教育部成立「健康促進學校支持網路」以到校或線上方式，對 318 所加入健康

促進學校計畫之示範、種子學校進行輔導。 

2006 年 教育部繼續以支持網絡系統輔導由國中、小擴至高中層級的 516 所健康促進學

校，並辦理「第一屆健康促進學校健康磐石獎」活動，鼓勵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績

優之縣市及學校。 

2007 年 教育部加強學校健康社區化、社區健康學校化理念落實，該年共有 773 所學校成

為健康促進學校。 

2008 年 教育部全面性將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推展至所有學校，並建立「健康促進學校推動

中心」單一資源中心窗口，以整合健康促進學校輔導支持網路系統、教育訓練中

心、地方整合行銷及支持性數位學習平台等相關支持系統。 

資料來源：黃松元、陳政友、賴香如(2004)；教育部(2004、2005、

2008)；行政院衛生署(2004)。 

各國所推動的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也有其特色，以下分別簡單介紹：  

一、澳洲 

澳洲健康促進學校學會 (The Australian Health Promoting Schools 

Association, AHPSA)是主要推動者，在其國內相關工作上扮演著技術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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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於 1997年推出「全國健康促進學校新創舉」(National Health 

Promoting School Initiative)計畫，建立健康促進學校全國推動策略與行動

計畫。將課程教學和學習、夥伴關係和健康服務、學校組織和社會物質

環境視為三大推動核心，且強調彼此環環相扣會互相影響，重視每個因

素之間的關聯性。以生態模式的概念進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融合了健

康促進的行動綱領和擴大參與的精神。再者，透過各科協同教學、整合，

讓學生的學習能夠在學校社區內產生行動表現。(AHPSA, 2005) 

二、香港 

香港政府以世界衛生組織提倡的健康促進學校概念為基礎，自 2001

年開始推動「健康學校計畫方案」(Healthy School Award Scheme)。對各

校提供健康促進學校發展、評鑑與追蹤的指標藍本，並實行進度監督及

認證制度。健康學校獎勵計畫內容涵蓋學校衛生政策、健康服務、個人

健康技能、學校社會環境、社區關係及學校物質環境六大範疇，運用學

科合併計畫，將健康促進的概念融入正規與課外活動課程中，藉此配合

學生社交、學業和心理健康的需要，達到改善學生、家長、教職員及整

個社區的健康。 

當學校加入計畫後，需進行整體需求評估調查、每年提交一份健康

促進計畫書。教師需參與健康促進與健康教育之正規訓練，並辦理工作

坊進行親師溝通合作。此計畫已有一百多所學校參與，並設有經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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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組織、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署認可的三級獎項，以

獎勵學校(李紹鴻，李大拔，2002；曾如敏，2005；行政院衛生署，2007；

Lee, 2003)。 

三、丹麥 

丹麥之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總目標在使學生增能，並期許學生對個人的

生活型態和生活條件採取行動和進行改變。教學歷程為整體計畫主軸，

課程設計採學生導向式，規劃時更必須掌握學生擁有感、符合學生需求

和刺激創造力的原則，並能引發學生行動和改變。計畫推動歷程中，教

師扮演諮商者和指導者角色，教師的專業備受重視，故透過多元方式強

化教師專業技術和能力（Jensen, 2002）。Simovska (2002)也提到，丹麥健

康促進學校的推動工作紮根於教師的專業與衛生教育之上，並透過教師

培養學生行動的前驅能力，促其產生行動進而影響生活環境與生活型

態。而學生行動力養成的重要因素，則包含學校社會環境、學校物質環

境、校內合作、校外社區結盟等。 

四、愛爾蘭 

1993年愛爾蘭開始推展健康促進學校，並建立包括物質和社會環

境、健康教學、家長和社區參與等三大元素的推動模式。1996年，修正

推動模式，加入學校衛生政策，故主要元素擴充為四項。愛爾蘭的行動

是在中央成立指導委員會，並建立健康促進學校的模式，選出國內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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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型態的學校作為推動的先驅，而後進行各學校關鍵人物訓練，包含

校長、學校推派的協調者、家長等重要推動小組成員進行共識會議。從

組成包含校長、教師團體、家長、學生學校內推動核心小組開始，進而

與校外組織結盟，進行健康促進學校的推動工作。愛爾蘭每隔三年針對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進行檢討、修正，之後再招募更多學校加入計畫的做

法，突顯出這個國家按部就班推動的務實精神(Lahiff，2002)。 

五、美國 

1980年美國學校衛生學會(American School Health Association)及美

國衛生教育促進會(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Health Education)強

調學校是健康促進中心的概念，並推動綜合性學校衛生計畫

(Comprehensive School Health Program, CSHP)，內容包括健康服務、健康

教學、健康環境、營養服務、諮詢、心理、社會服務、體育、員工健康

促進及家庭與社區參與等(Diane，2002)。後來，美國疾病管制局青少年

暨學校衛生處(Division of Adolescent and School Health,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調整此計畫內容，建立全國性推動體制，改稱為統整性

學校衛生計畫(Coordinated School Health Program, CSHP)，並沿用此學校

衛生工作模式至今(曾如敏，2005)。 

此計畫強調衛生和教育機構間的連結與整合，其推動的四種策略為：

(1)確認與監控危害青少年健康的六種危險行為(運動、營養、拒菸、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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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其他性傳染病、非計畫性懷孕之預防)；(2)相關研究的整合與應用；

(3)組織委員會，提供經費以增進執行能力；(4)提供技術督導、追蹤評估

學校衛生政策之成效(陳毓璟，2001；曾如敏，2005)。 

六、加拿大 

加拿大的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涉及教導和學習；學校環境、文化與組

織；夥伴關係、支持和服務等三層面。推動時，重申促進兒童健康是學

校、家長、衛生部門和社區的共同責任，將行政、學校和社區的資源適

切整合，並列為關鍵人物(Jones, 2006)。 

七、台灣 

2001年行政院核定教育部所提之「提升學生健康四年計畫」修訂為

「學校健康促進計畫」。隔年，行政院衛生署也開始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工

作，將學校衛生工作與社區結合，擴大健康促進工作的範疇。(教育部，

2000、2001、2004)。長久以來台灣教育文化習慣「由上到下」(Top Down)

的工作模式，缺乏互動、協調與合作，與「增能」的健康促進核心概念

並不相符。為了協助學校掌握健康促進的方向與精神，政府推動「健康

促進學校支持網路計畫」，以「政策規劃」、「地方整合行銷」、「國際合作

及評價」、「輔導支持網絡」、「教育訓練」、「教學資源發展」、「數位學習

平台」的配套整合方式來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教育部、行政院衛生署國民

健康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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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學校推動輔導支持網絡匯集了全台各大專院校的生理、心

理、營養、教育等專家學者成立中央輔導團隊，各縣市成立地方輔導團，

協助學校建構以學校本位思考的健康促進計畫，並依照政府所頒佈的必

選議題(菸害、檳榔健康危害、整體學校衛生政策及預防性健康行為)與自

選議題(性教育與生育保健、愛滋病防治、藥物濫用防制、健康體能、健

康飲食、視力保健、口腔衛生、自殺防治、傳染病控制)進行健康促進工

作推動(劉潔心等人，2007) 

另一方面，賴香如(2008)歸納指出不同國家之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內容

和關鍵人物也有不同特色，詳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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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國的健康促進學校計畫重點和關鍵人物 

國家 主要元素和成分 關鍵人物 

澳洲 課程、教學和學習 

學校組織、風氣和環境 

夥伴關係和服務 

衛生和教育官員 

教師和學生 

家長和社區領導者 

香港 學校衛生政策 

學校物質環境 

學校社會環境 

個人健康生活技能 

健康服務 

社區關係 

教師和學生、學術團體 

和專家 

丹麥 教學和教學過程、學校物質和社會環

境、校內和校外的合作 

學生和教師 

愛爾蘭 學校物質和社會環境、組織與管理 

課程、真實參與、專業發展、網路 

學生和教師 

加拿大 教導和學習、學校環境、文化與組織、

夥伴關係、支持和服務 

衛生組長 

美國 營養服務、諮詢、心理、社會服 

務、體育、員工健康促進及父母 

與社區參與 

官員、教師、家長、學生、社區

民眾 

台灣 學校衛生政策、學校物質環境、學校社

會環境、健康教學活動、健康服務、社

區關係 

校內－校長、學務主任、衛生組  

      長、護理師、有意願的教 

      職員和家長 

校外－教育和衛生官員、學術團 

      體和專家 

世界各國已不遺餘力地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多數國家推動健康

促進學校工作之關鍵人物為教師，而推行的策略多採專家學者組織協助

地方學校及個人增能的方式進行，而後再由學校發起本位計畫，形成整

體由下而上，由外而內的改變。 

 

 

 

 



 22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衛生組長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推動衛生組長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推動衛生組長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推動衛生組長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推動 

國內近年來積極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期望透過全校師生共同努

力，將學校變成為學習健康的場所。各校在執行時，則常成立相關組織

或指定專人負責。以下將相關文獻所稱之健康促進學校推動人員加以整

理。 

依據 1997年教育部編訂的「學校衛生工作指引」，學校衛生工作人

員包括校長、學務（訓導）主任、衛生保健（衛生）組長、導師、學校

醫師、護理人員。另 2005年教育部出版的「學校衛生工作指引--健康促

進學校」主張，推動健康促進學校以原有的學校衛生人力為主，再結合

其他人員共同努力。而各校的學校衛生人力包括行政人員、教師及學校

醫護人員。其中學校行政人員指校長、學務（訓導）主任、衛生保健（衛

生）組長及其他相關職員；學校醫護人員是指校醫、學校護理人員。另

外，可結合的其他人員則是指提供資源的社區人員（教育部，2005）。 

學校衛生工作人員的主要職責方面，校長負責綜理學校衛生方針，

領導及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核定各項推動策略及其設備事項；籌措

學校衛生經費；主持學校衛生委員會，負責代表學校與校外有關機構建

立伙伴關係。學務（訓導）主任則秉承校長之命，協助規劃辦理學校衛

生相關業務。衛生保健（衛生）組長與學校醫護人員共同合作推動與落

實健康服務與健康活動。健康教育課程及活動之教學與生活指導則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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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負責（教育部，1997）。 

相關調查則發現，各校衛生組長和護理師才是實際推展上主要的人

力。彭秀英(1996)指出，國中、小學學校衛生工作負責人是衛生組長。黃

淑貞等人(2005)的研究發現，在台灣學校推行健康促進的專職單位或專責

人員仍限於衛生組長及校護。因此，衛生組長在學校衛生工作中的角色

相當重要，應當謹慎選擇，以聘任最合適的學校人員擔任之。教育部(1997)

編印之「學校衛生工作指引」中，也指出衛生組長是推動學校衛生的原

動力，學校衛生計畫與工作之推動者，宜選擇工作認真、身心健康，具

有專業知識、領導及協調能力者擔任。而各校衛生組長的職責包括： 

(一)協助校長籌組並負責學校衛生委員會有關工作。 

(二)擬定衛生保健工作計畫及有關報告。 

(三)校醫、護理人員實施學校保健工作。 

(四)辦理學校環境衛生及有關整潔活動。 

(五)辦理教職員之健康教育在職訓練。 

(六)促進社區各有關機構之聯繫合作，辦理學校衛生工作。 

(七)協助改善及指導學校午餐、營養教育事宜。 

(八)其他有關衛生保健事項。 

另一方面，吳雯菁(2009)歸納相關文獻後指出，衛生組長在健康促進

學校六大範疇中的職責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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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國民中小學衛生組長在健康促進學校中的工作職責 

項目 健康促進學校工作範疇 衛生組長工作職責 

學校

衛生

政策 

一、學校衛生整體性目標 

二、學校衛生發展條件及 

實施現況之需求評估 

三、學校衛生法令規章 

四、學校衛生組織與人力 

五、學校衛生推動策略及 

其工作計畫 

一、協助校長籌組學校衛生委員會並負責有關工作。 

二、協助評量校內健康事務現況並訂定計畫列入行事曆推 

    動之。 

三、協助學校衛生工作自我評鑑。 

四、協助依透過會議訂定學校衛生相關推動策略及工作計 

   畫。 

健康

服務 

一、健康中心經營管理 

(包含醫護人員與設施) 

二、學生健康評估(包含 

健康檢查、調查和觀察) 

三、學生健康資料管理與紀錄 

四、學生體適能之增進 

五、體格缺點矯治 

六、罹患特殊疾病學生之個案 

   管理與照顧 

七、學校傳染病管制 

八、校園緊急傷病處理 

九、教職員工健康之增進 

一、協助辦理學生健康檢查，針對檢查結果提出改善方案。 

二、協助健康檢查結果辦理體格缺點追蹤矯治或轉介服務 

   (含近視、齲齒、肥胖…等)。 

三、訂定完善的傳染病管制流程。 

四、訂定完善的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五、具體辦理教職員健康促進研習與活動。 

六、對於特殊健康需求的學生協助尋求其特殊需 

求 

 

健康

教學

與活

動 

一、辦理健康教育課程 

二、辦理健康教育活動 

一、建議教務處「健康教育」課程由專業教師授課。 

二、協助融入各領域教學並透過各項活動設計，強化學生

健康生活技能的培育。 

學校

物質

環境 

一、提供安全環境 

二、提供適當的衛生設施與安 

   全用水 

三、推行環境保護計畫 

四、鼓勵學生愛護學校得 

設施 

五、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 

六、建立健康的飲食環境 

七、建立無菸、無毒校園 

一、協助提供安全健康的校園環境(如廁所設備、運動、 

    交通、無障礙校園設施等)。 

二、定期與總務處實施環境衛生檢查，提供衛生的校園環  

    境。 

三、定期或不定期至供應膳食公司進行衛生檢查，並與總 

    務處一同維護校園飲用水安全。 

四、與員生消費合作社定期辦理學校販售食品自主管理檢 

    核工作，不販售有害學生健康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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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國民中小學衛生組長在健康促進學校中的工作職責(續) 

項目 健康促進學校工作範疇 衛生組長工作職責 

學校

社會

環境 

一、建立學校良好人際關 

係 

二、建立相互關懷、信任 

和友愛的環境 

三、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提供適當的協助 

四、營造彼此尊重的環境 

一、協助生教組及教務處尊重學生個人特質，採 

取「人性化輔導管教」 

二、全校一同努力營造一個溫暖開放、友善關懷， 

具凝聚力且彼此尊重的校園環境。 

三、協助訓育組或其他處室提供給予有特殊需求的教職員

生。 

社區

關係 

一、學校與家庭的聯繫與 

合作 

二、學校與社區的聯繫合 

作 

一、協助輔導室鼓勵並協助家長參與學校活動， 

使用學校資源，強化學校與家長互動。 

二、帶領學生參與社區活動，與社區建立信賴、 

合作、互動的夥伴關係。 

綜合以上可知，衛生組長之工作範疇從傳統學校衛生工作到健康促

進學校計畫的推動，其責任也隨著加廣與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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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健康促進學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及情形及情形及情形及相關因素探討相關因素探討相關因素探討相關因素探討 

本節針對國內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及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發現做

一整理。 

一、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 

黃淑貞、徐美玲、莊苹、陳暁玟、邱雅莉(2005)指出，台灣地區國民

小學衛生組長執行學校衛生政策、健康服務、健康教育課程及活動、學

校物質環境、學校精神環境、和社區關係等六大類工作內容已有部份基

礎，但呈現較零散現象，沒有專責組織，也缺乏對健康議題的需求評估

及處理的優先順序；在有限的人力及物力資源下，仍以教育部等上級單

位的政策為依歸，缺乏學校本位的衛生工作發展。 

黃靖華（2005）的研究發現，台北縣國小班級導師對學校衛生工作

整體執行程度達61-80%。其中以「健康服務」的執行情形最好，「物質

環境」次之；執行程度明顯較差的是「社區關係」。 

譚燕婉(2007)的研究發現，彰化縣國民中、小學校長對健康促進學校

執行狀況最佳者的是「學校物質環境」，其他依次為「學校社會環境」，

「健康服務」、「健康教學與活動」、「學校衛生政策」，最差的卻是

「社區關係」。 

曹以好(2007)的研究發現，台北縣國中、小學務主任、組長、校護

對台北縣中、小學整體健康促進學校實施現況之看法，達高等程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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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以「學校物質環境」面向的得分最高，其次是「健康服務」面向、「健

康教育課程及活動」面向和「學校社會環境」面向，而「社區關係」面

向的實施現況得分最低。 

吳雯菁(2009)的研究發現，彰化縣國民中、小學衛生組長對健康促進

學校各項工作的執行程度幾乎都在「有做到」至「大部份做到」之間，

以「健康服務」層面的執行程度最好，「學校物質環境」層面次之，「社

區關係」層面的執行程度最差。整個執行程度以校園環境為重，而規劃、

強化學生及教師的健康生活技能或培養上則較不足。 

大專院校衛生保健人員健康促進學校工作經驗以健康教育最多，健

康物質環境次之，接著依序為健康服務、社區服務、學校衛生政策規劃、

健康心理環境(謝琇英、李新民，2008)。 

綜合上述文獻發現，國內各層級學校在執行健康促進學校上，多數

以「社區關係」層面的執行狀況較差，而執行程度較好的部份則因研究

對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二、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之相關影響因素 

影響健康促進學校執行現況之相關因素繁多，在此針對個人因素、學

校因素、認知、態度、自我效能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的關係進行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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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因素、學校因素 

林麗美(1997)研究台灣中南部國民小學護理人員對學校衛生護理工

作的認知、態度、實行現況及其相關因素，結果發現影響執行現況的因

素有年齡、護理教育背景、校護工作年資及臨床工作經驗。 

黃靖華(2005)的研究發現，台北縣國小班級導師年齡越大、年資越

高、任教健康教育課程及女性導師者，其對學校衛生工作的執行程度也

越好。導師在執行學校衛生工作上面臨的障礙主要是缺乏專業知識與訓

練，其次是缺乏專業人士或家長志工的支援、缺乏教學設備及課務繁忙，

沒有時間等。另外，對學校衛生計畫不瞭解也不接受、對學校衛生計畫

行動缺乏歸屬感與責任感、相關的團體與人沒有整合與合作、缺乏經費、

人力不足等，都是影響健康促進學校執行狀況的因素（陳毓璟，2001；

張彩秀、黃松元、葉明珍、樓美玲，2003；黃淑貞等，2005）。 

曾如敏(2005)一項台灣地區國民小學護理人員對健康促進學校的看

法與相關因素的研究指出，個人方面的相關因素有：年齡、教育程度、

參加學會或團體、教育訓練活動、對健康促進學校的支持度等；而學校

因素包括學校行政支持度、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社區資源運用等。 

譚燕婉(2007)對彰化縣國民中、小學校長的研究指出，影響研究對象

健康促進學校工作的執行的因素為：年齡、健康促進學校相關訓練、預

算、協助學校衛生工作之人力、學校同仁對健康促進學校的瞭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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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同仁對健康促進學校的支持程度。 

吳雯菁(2009)發現，彰化縣國民中、小學衛生組長對於健康促進學校

的執行程度與其個人接受健康促進學校訓練的情形、學校對健康促進學

校的支持度、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成立與否、學校同仁了解度及支持度

有顯著相關；而參加健康促進學校訓練且時數愈多者、對健康促進學校

表示支持者、學校成立委員會且成立時間愈久、學校同仁了解度愈高及

學校同仁越支持者，健康促進學校執行程度就愈好。 

Bachman(1995)研究373名學校護理人員對教育計畫的看法，結果有

88%認為在職教育可增加專業知識，若再增加學校管理、身體評估及電腦

課程，將更有助於實務執行能力。 

Adamson, Mcaleavy, Donegan, and Shevlin(2006)在此一項對北愛爾蘭

學校的研究指出，學校衛生政策能夠影響學校的健康促進取向。 

Leger（1998）在一項對澳洲教師的研究指出，教師認為要有效執行

健康促進學校，資源的提供是很重要的。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功的

因素，一是善用資源：善用衛生所、校內中央廚房、醫院及當地機構、

衛生局的資源。教師很樂意和社區合作，但社區關係可能是助力也是阻

力。教師需要更多的專業訓練、專業知識及技巧，來幫助成功執行學校

衛生工作。健康促進工作不僅需要建立衛生與教育單位合作團隊，也需

要結合社區與民間的資源，教師與家長的參與（郭鐘隆，2005；黃淑貞



 30

等，2005；陳毓璟，2001；陳敏麗等，2003）。 

上述文獻中發現，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有關的因素有：年齡、性別、

任教年資、專業訓練課程、學校支持度、成立委員會、經費、同仁支持

度、人力配置、社區資源、主管支持…等。本研究中亦將性別、年齡、

畢業科系、任教總年資、任組長總年資、參加健康促進相關研習課程等

個人因素，以及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年數、學校衛生政策、人力配置、

經費預算、社區資源運用、學校同仁了解度、學校同仁支持度等學校因

素列為相關因素，進一步加以探討。 

(二)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自我效能 

林麗美(1997)研究指出，校護對學校衛生護理工作執行態度與認知及

執行現況存在密切關係，而態度與實行現況皆呈正相關。 

Turunen, Tossavainen, Jskonen, Salomaki and Vertio（1999）對13 所小

學及17 所中學的教師所做的調查中顯示，大多數的學校教師都支持學校

衛生工作，也相信健康促進是將成為教學的一部份，教師對學校衛生的

認知則著重在學校環境的安全部分。但Leger(1998)研究發現，教師對健

康促進學校的認識大多仍偏重在健康教學上。他們提到，學校所有成員

對於健康促進學校價值的了解，有助於健康促進學校的推行。 

在芬蘭，Turunen, Tossavainen, Jskonen, Salomaki and Vertio（1999）

對 13 所小學及 17 所中學的教師所做的調查顯示，大多數的學校教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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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學校所有成員對健康促進學校價值的瞭解，有助於健康促進的推行。 

張彩秀等(2003)針對大專院校衛生保健組長推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自我效能評估及相關因素之探討結果顯示，大專院校衛生保健組長推行

健康促進學校之效能高低依序為：健康服務、健康教學、社區關係、學

校衛生政策、學校社會環境與學校物質環境。Lawrance and Mcleroy(1986)

更指出，自我效能和實際採取行為有密切的關聯。 

劉秀枝(2004)的研究發現，台灣地區國民小學護理人員執行學生健康

管理工作具正向認知，工作認知得分最高為學生健康資料管理與應用，

認知愈高有助於護理人員工作之執行。 

黃靖華(2005)的研究發現，台北縣國小班級導師對學校衛生的認知程

度以物質環境的認知最好，健康教學次之，社區關係最差。整體而言，

導師對於上級規定事項的認知較好；而專業方面的認知則較差；態度方

面，導師對社會環境最為重視；健康教學次之；對社區關係的運用最不

重視；整體態度與執行程度上呈現顯著相關，態度愈正向，其學校衛生

工作的執行程度也愈好。 

譚燕婉(2007)的研究發現，彰化縣國民中、小學校長對健康促進學校

的認知得分最佳的是社區關係，其餘依次為學校社會環境、健康服務、

健康教學與活動、學校物質環境，最差的是學校衛生政策。認知與工作

執行的相關性上，僅學校衛生政策認知與學校衛生政策、健康服務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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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執行呈正相關；亦即校長對學校衛生政策認知越好，對學校衛生政

策及健康服務的執行現況就越好。 

吳雯菁(2008)研究指出，彰化縣國民中小學衛生組長對健康促進學校

的態度趨於正向，大致認為很重要，得分最高是健康服務、學校物質環

境次之、社區關係態度最差，而衛生組長的態度與執行健康促進學校的

程度呈現正相關。 

綜合以上文獻，將與健康促進學校推動情形相關的因素摘錄如下表： 

表 2-4 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之相關因素摘錄表 

研究者(年份) 研究題目 內容摘錄 

黃奕清(1984) 台北市國民中學衛生組長

工作滿意程度與工作執行

情形之調查研究 

國中衛生組長工作滿意度與工作執行情形，在某些層

面上因服務年資、任教科目、教育背景、學校班級之

不同而有差異 

Bachman 

(1995) 

A need for school nurses 

education 

研究 373 名學校護理人員對教育計畫的看法，結果有

88%認為在職教育可增加專業知識，若再增加學校管

理、身體評估及電腦課程，將更有助於實務執行能力。 

林麗美

(1997) 

台灣中南部國民小學護理

人員對學校衛生護理工作

的認知、態度、實行縣況及

鄉關因素之研究 

結果發現影響執行現況的因素有年齡、護理教育背

景、校護工作年資及臨床工作經驗。校護對學校衛生

護理工作執行態度與認知及執行現況存在密切關係，

而態度與實行現況皆呈正相關。 

Leger (1998) Australian teachers’ 

understandings of the health 

promoting school concept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health 

 

教師認為要有效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資源的提供是很

重要的 

教師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識，大多仍偏重在健康教學

上，教師需更多的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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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之相關因素摘錄表(續) 

研究者(年份) 研究題目 內容摘錄 

Turunen, 

Tossavainen, 

Jakonen, 

Salomaki and 

Vertio(1999) 

Initial Results from the 

European Network of Health 

Promoting Schools Program 

on Develop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in Finland  

大多數的學校教師提到，學校所有成員對健康促進學

校價值的瞭解，有助於健康促進的推行。 

 

劉秀枝(2005) 台灣地區國民小學護理人

員執行學生健康管理工作

現況及相關因素研究 

護理人員執行學生健康管理工作具正向認知，工作認

知得分最高為學生健康資料管理與應用，認知愈高有

助於護理人員工作之執行。 

影響學生健康管理工作執行之相關因素有效護工作年

資、專業執照、學校屬性、學校規模、兼辦非衛生業

務情形、社區醫療資源、家長配合度、學校行政支援

等。 

黃靖華(2005) 台北縣國小班級導師學校

衛生工作認知、態度及執行

程度之研究 

研究對象年齡越大、年資越高、任教健康教育課程及

女性導師者，其對學校衛生工作的執行程度也越好 

曾如敏(2005) 台灣地區國民小學護理人

員對健康促進學校的看法

與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影響研究對象健康促進學校看法之相關因素為「參加

專業團體」、「健康促進學校相關訓練活動」、「教育程

度」、「執業執照」、「對健康促進學校的支持度」、「執

行健康促進學校的能力」、「推展健康促進學校之困難

度」、「社區資源運用」、「學校同仁支持度」。 

譚燕婉(2007) 彰化縣國民中小學校長對

健康促進學校工作之認知

及執行研究 

研究對象健康促進學校影響因素有：是否有專用預

算、是否有志工協助、學校同仁對健康促進學校的了

解程度與支持程度。 

 

吳雯菁(2009) 彰化縣國民中小學衛生組

長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

知、態度及執行程度之研究 

研究對象參加健康促進學校訓練且時數愈多、對健康

促進學校支持、有成立委員會且成立時間愈久、學校

同仁了解度愈高及學校同仁支持者，對健康促進學校

執行程度就愈好。 

 

資料來源：黃靖華(2005);曾如敏(2005)；吳雯菁(2008)；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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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文獻發現，影響健康促進學校執行現況之相關因素中，研究

對象之認知、態度、執行自我效能多與健康促進學校之執行呈現正相關；

相關研究中較少著墨於執行者之自我效能與執行現況之相關性，故本研

究除了探討研究對象的認知、態度之外，也將自我效能作為研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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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五節，包括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步驟

及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橫斷式調查法，探討台北縣、市九十七學年度參加健康促進

學校計畫之國中衛生組長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現況，依據研究目的

及文獻探討，提出研究架構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 

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性別  ＊年齡  ＊畢業相關科系 

＊任教總年資  ＊任組長總年資 

＊參加健康促進相關研習課程 

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    
＊學校衛生政策 

＊健康服務 

＊健康教學與活動 

＊學校物質環境 

＊學校社會環境 

＊社區關係 

 

學校因素學校因素學校因素學校因素    
＊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年數 

＊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  ＊推動人力 

＊經費預算            ＊社區資源運用 

＊學校同仁了解度      ＊學校同仁支持度 

健康促進學校之認知健康促進學校之認知健康促進學校之認知健康促進學校之認知    
＊學校衛生政策   ＊健康服務 

＊健康教學與活動 ＊學校物質環境 

＊學校社會環境   ＊社區關係 

健康促進學健康促進學健康促進學健康促進學校之態度校之態度校之態度校之態度    
＊學校衛生政策   ＊健康服務 

＊健康教學與活動 ＊學校物質環境 

＊學校社會環境   ＊社區關係 

健康促進學校執行自我效能健康促進學校執行自我效能健康促進學校執行自我效能健康促進學校執行自我效能    
＊學校衛生政策   ＊健康服務 

＊健康教學與活動 ＊學校物質環境 

＊學校社會環境   ＊社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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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一、母群體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 97學年度公佈之各級學校統計名錄指出，台北市

立國民中學 62所，台北縣立國民中學 65所，共計 127所。本研究以這

些學校衛生組長為研究對象，因每校僅有 1名衛生組長，故研究母群體

共 127人。 

二、抽樣 

根據Krejcie and Morgan(1970)的研究，當母群為127時，所需樣本為

97，並以簡單隨機抽樣法（simple random sampling method）抽出樣本。

但因恐有些樣本拒絕填寫問卷，故抽出100所學校的衛生組長。 

抽樣步驟說明如下： 

1、將母群體編號從1~127號。 

2、使用亂數碼抽選三位數，以取得100位研究樣本。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壹壹壹壹、、、、編製研究問卷初稿編製研究問卷初稿編製研究問卷初稿編製研究問卷初稿 

問卷初稿依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參考近年相關主題研究之工具、收

集國內外文獻，及研究者參加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工作經驗，加上實際

訪談參加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其他工作者數名，加以擬訂，內容包含六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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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 

此部分包含學校衛生政策(5題)、健康服務(6題)、健康教學與活動(6

題)、學校物質環境(6題)、學校社會環境(4題)和社區關係(4題)等六

小部分共31題。本部分採Likert五點量表形式，每題的五個選項代

表不同執行程度。「總是做到」表示執行情形達80%-100%，給5分、

「大部分做到」表示執行情形達61-80%，給4分、「有做到」表示

執行情形達41-60%，給3分、「少部分做到」表示執行情形達21-40%，

給2分、「幾乎沒做到」表示執行情形達0-20%，給1分。得分越高，

表示研究對象自認為對健康促進學校工作的執行情形越好。 

二、健康促進學校認知 

    此部分包含學校衛生政策(5題)、健康服務(4題)、健康教學與活動

(5題)、學校物質環境(5題)、學校社會環境(5題)和社區關係(5題)

等六項共29題。為Likert五分量表，每題共有五個選項，將了解程

度分為：「非常了解」表示了解程度達81-100%，給5分、「了解」

表示了解程度達61-80%，給4分、「了解一些」表示了解程度達

41-60%，給3分、「不了解」表示了解程度達21-40%，給2分、「非

常不了解」表示了解程度達0-20%，給1分。得分越高，表示研究

對象自認為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越好。 

三、健康促進學校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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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部分包含學校衛生政策(5題)、健康服務(6題)、健康教學與活動

(5題)、學校物質環境(5題)、學校社會環境(4題)和社區關係(5題)

等六項共30題。為Likert五分量表，每題共有五個選項，將重要性

分為：「非常重要」表示重要程度達81-100%，給5分、「重要」

表示重要程度達61-80%，給4分、「有點重要」表示重要程度達

41-60%，給3分、「不重要」表示重要程度達21-40%，給2分、「非

常不重要」表示重要程度達0-20%，給1分。得分越高，表示研究

對象自認為對健康促進學校工作的態度越好。 

四、健康促進學校執行之自我效能 

    此部分包含學校衛生政策(5題)、健康服務(5題)、健康教學與活動

(6題)、學校物質環境(4題)、學校社會環境(4題)和社區關係(4題)

等六項共28題。採Likert五分量表，每題共有五個選項，將把握程

度分為：「完全有把握」表示把握程度達81-100%，給5分、「有

把握」表示把握程度達61-80%，給4分、「有一半把握」表示把握

程度達41-60%，給3分、「沒有把握」表示把握程度達21-40%，給

2分、「完全沒有把握」表示把握程度達0-20%，給1分。得分越高，

表示研究對象自認為執行健康促進學校工作的自我效能越好。 

五、個人因素 

  主要包括組長的性別、年齡、畢業相關科系、任教總年資、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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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總年資、參加健康促進相關研習課程。 

六、學校因素 

主要包括學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總年數、學校衛生相關委

員會、成立時間、推動人力、經費預算、社區資源運用、學校同

仁了解度、學校同仁支持度。 

貳貳貳貳、、、、問卷效度檢定問卷效度檢定問卷效度檢定問卷效度檢定 

    問卷初稿完成後，邀請國內教育、學校衛生領域專家學者及實務

工作者共10名(見附錄一)，進行問卷內容效度檢定。專家主要針對問

卷內容適切性、涵蓋面、需要性及正確性提供修訂意見。研究者再參

酌專家審查意見及建議，修改漏字與贅字、刪除複雜及贅述的題目，

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完成預試用問卷 (見附錄二)。 

參參參參、、、、預試預試預試預試、、、、信度信度信度信度分析分析分析分析與與與與完成正式問卷完成正式問卷完成正式問卷完成正式問卷 

    為了解研究對象對問卷內容、用詞、字句陳述的適用情況、作答

反應及實際施測時可能發生的問題，以立意取樣方式，選取桃園縣九

十七學年度加入健康促進學校之國中衛生組長10名，以郵寄方式發送

問卷進行預試，以便了解受試者填答問卷困難所在，作為修改問卷之

參考。最後，根據預試情形和信度分析結果修訂完成正式問卷。 

    預試問卷收回後，以spss17.0 for windows統計軟體進行問卷之信

度檢定，依信度係數Cronbach’s α值調整或刪除題目。健康促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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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執行情形量表信度係數為.947，健康促進學校認知量表信度係數

為.946，健康促進學校態度量表信度係數為.946，健康促進學校自我

效能量表信度係數為.972，信度檢驗顯示，問卷量表的內部一致性極

佳，而問卷填寫所需時間平均花費15.2分，故僅對少數用詞調整並未

刪減題目。 

    正式問卷(見附錄三)之各部份內部一致性信度分(Cronbach’s 

α)，健康促進學校執行量表係數為0.899，健康促進學校認知量表信

度係數為.914，健康促進學校態度量表信度係數為.935，健康促進學

校自我效能量表信度係數為.908，信度檢驗顯示，問卷量表的內部一

致性極佳。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 

本研究過程分為五階段，分述如下： 

一、文獻收集：於研究期間不斷收集國內外相關文獻，以利調查問卷

設計及論文撰寫之進行。 

二、問卷設計：依據研究目的、研究架構擬訂初稿、完成專家效度檢

定、信度分析等步驟，最後完成正式問卷。 

三、行政聯絡：聯絡和取得受試學校衛生組長之同意，進行問卷施測

事宜。 

四、問卷施測：於民國年 97年 5月間進行正式施測，將正式問卷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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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郵信封後，以郵寄方式寄給調查對象，並於寄發正式問卷 2週後，

電話商請尚未寄回問卷之衛生組長協助填寫問卷，遺失問卷者予以補寄

或研究者親自前往學校發送問卷並送交回收。 

五、問卷回收及整理：問卷回收後，先逐一進行資料檢核，再依據編

碼簿將資料輸入。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 

  在正式問卷回收後，進行資料譯碼、鍵入及校對，利用統計套裝軟

體 SPSS17 for Windows 進行統計分析。接著，再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假

設、研究架構，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 

以次數分配、百分率、平均值、標準差描述研究對象的個人因素及

學校因素的分佈情形。 

二、 推論性統計 

(一)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探討研究對象健康促進學校

執行情形，是否因個人因素、學校因素之不同水準而有顯著差異；

當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達顯著差異時，再進行事後比較(Post Hoc)。

事後比較分兩種情況進行，當組間變異數同質時採薛費氏事後比較

法(Scheffes’ method)；當組間變異數不同質時採 Dunnette’s T3 檢

定，以了解不同水準間差異的顯著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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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來了解教師

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自我效能與執行現況間的相關性。 

(三) 以複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來分析研究對象個人因素、學校因

素、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自我效能是否能有效預測執行現

況。 

 

 

 



 43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本章呈現資料統計分析後之結果，分為以下四節說明及討論：第一節

個人因素及學校因素之分佈情形；第二節健康促進學校執行及相關認

知、態度、自我效能分佈；第三節個人及學校因素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

的相關；第四節健康促進學校認知、態度、自我效能與執行的相關；第

五節研究對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之重要預測變項。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個人個人個人個人因素及學校因素之分佈情形因素及學校因素之分佈情形因素及學校因素之分佈情形因素及學校因素之分佈情形 

    本研究以抽得之 100名樣本進行調查，其中因 1所學校尚在籌備

規畫中，該校並無人代理衛生組長一職；另有 2名研究對象因忙碌而

拒絕填寫；故實際發出 100份問卷，回收 97份，有效回收率(97.0%)。

本節分為個人因素及學校因素二部分來描述。 

壹壹壹壹、、、、    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研究對象之個人因素分佈情形如表 4-1-1所示。 

一、 性別 

研究對象之男女生比率相當，男性有 49人(51.5%)；女性有 47人

(48.5%)。 

二、 年齡 

   研究對象的年齡從 24歲到 51歲，平均年齡為 34歲，其中 31-35歲者

有 35人(36.1%)佔比率最多；36-40歲者有 20人(20.6%)次之；26-30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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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9人(19.6%)；41-45歲者有 11人(11.3%)；45歲以上有 6人(6.2%)；

25歲以下人數只有 3人(3.1%)，另有 3人未填答(3.1%)。 

三、 畢業相關科系   

                    研究對象畢業相關科系以健康與體育領域最多，有31人(32%)；數學

領域次之，有13人(13.4%)；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有12人(12.4%)；社會

領域有12人(12.4%)；國文領域有11人(11.3%)；綜合領域11人(11.3%)；

英文領域6人(6.2%)；藝術與人文領域1人(1%) 

四、 任教總年資 

    研究對象之任教總年資平均為 9年，年資最高有 28年，年資最短只

有 1年，其中又以 5年以下最多，有 39人(40.2%)；11-15年次之，有 23

人(23.7%)；6-10年有 19人(19.6%)；16-20年有 6人(6.2%)；21-25年有 6

人(6.2%)；26年以上最少，有 4人(4.1%)。 

五、 兼任衛生(體衛)組長總年資 

    研究對象擔任衛生（體衛）組長年資平均為2.88年，最少1年最多14

年，其中又以5年以下人數最多，有89人(91.8%)；6-10年次之有7人

(7.2%)；11年以上有1人(1%)。 

六、 參加健康促進學校相關研習或活動 

  研究對象近三年來參加過健康促進學校相關研習或活動的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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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研究對象個人因素分佈情形(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百分率 統計值 

性別 男 50 51.5  

 女 47 48.5  

年齡 未填答 3 3.1 平均值： 34 

 25 歲以下 3 3.1 最大值： 51 

 26-30 歲 19 19.6 最小值： 24 

 31-35 歲 35 36.1   標準差：6.17 

 36-40 20 20.6  

 41-45 11 11.3  

 46 歲以上 6 6.2  

畢業相關科系 國文領域 11 11.3  

 英文領域 6 6.2  

 數學領域 13 13.4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12 12.4  

 藝術與人文領域 1 1.0  

 健康與體育領域 31 32  

 綜合領域 11 11.3  

 社會領域  12.4  

任教總年資 5 年以下 39 40.2 平均值： 9 

 6-10 年 19 19.6 最大值：28 

 11-15 年 23 23.7 最小值： 1 

 16-20 年 6 6.2   標準差：6.91 

 21-25 年 6 6.2  

 26 年以上 4 4.1  

兼任衛生組長年資 5 年以下 89 91.8 平均值：2.28 

 6-10 年 7 7.2 最大值：14 

 11 年以上 1 1.0 最小值：1 

參加健康促進相關

研習活動 
有參加 93 95.9   標準差：2.11 

 沒有參加 4 4.1  

參加形式 單次演講 38 40.9  

 系列講座 21 22.6  

 研習會 78 83.9  

 工作坊 10 10.8  

  其他 1 1.1   

註：參加研習活動的形式為複選題，n=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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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人(95.9%)；沒有參加過的人只有 4人(4.1%)。參加研習的人中以研習

會最多，有 78人(83.9%)、單次演講 38人(40.9%)、系列講座 21人(22.6%)、

工作坊 10人(10.8%)、參加觀摩會 1人(1.1%)。 

 

貳貳貳貳、、、、    學校因素學校因素學校因素學校因素 

研究對象學校因素分佈情形如表 4-1-2。 

一、 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劃總年數 

    研究對象服務學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劃年數平均為 2.32年，執

行健康促進學校計劃最長為 5年，最短為 1年，其中 2年者最多，共

34人(佔 35.1%)。 

二、 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或工作小組情形 

(一) 成立委員會 

研究對象服務學校有成立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或工作小組者居

多，有 74所(76.3%)；沒有成立有 23所(23.7%)。 

(二) 委員會名稱 

在 74所成立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或工作小組的學校中，組織以

「健康促進委員會」為名稱者共有 25所，佔最多(33.8%)；其次

是「學校衛生委員會」共有 16所(21.6%)；「衛生委員會」共有 5

所(6.8%)；「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共 2所(2.7%)：「無菸校園推動

小組」、「衛生教育委員會」、「衛生暨健康促進委員會」、「衛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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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工作小組」、「環境教育委員會」、「體育與衛生委員會」

皆各 1所(1.4%)；未填答有 20所(27.0%)。 

(三) 委員會成立時間 

74所學校成立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或工作小組的時間，平均為

2.72年；成立最長為 23年，最短為 1年。又以 2年以下最多，共

33所(44.6%)；3-5年次之，共 31所(41.9%)；11年以上最少，只

有 1所(1.4%)；未填答有 6所(8.1%)。 

(四) 委員會定期開會 

各校成立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定期開會情形，有定期

開會的學校共有，49所(66.2%)；沒有定期開會的有 25所(33.8%)。 

三、 推動人力 

    研究對象服務學校在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時，協助推動的校護有 1

人者最多，共有 84所(86.6%)；教師以 50人以下最多，共有 87人(89.7%)；

工友以 2人以下最多，共有 21所(21.6%)；志工家長以 10人以下最多，

共有 34所(65.1%)。人力種類，平均值為 2.78，最大值為 5，最小值為 1。 

 

四、 經費預算 

    研究對象服務學校於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劃時，有申請經費預算

的學校共有 47所(48.5%)；沒有經費預算的學校有 50所(51.5)% 。其

中有經費預算的學校以 10001-30000元為最多，共 33所(70.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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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次之，共 8所(17.0%)。 

五、 社區資源運用 

(一) 曾經運用社區資源 

    研究對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劃時，曾經運用社區資源共有 68   

    人(70.1%)；沒有運用社區資源共有 29人(29.9%)。 

(二) 運用社區資源種類 

研究對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時曾經運用衛生局(所)的資源為最多

共 52人(76.5%)；其次為醫院或診所，共有 42人(61.8%)；家長會

33人(48.2%)；消防局有 15人(22.1%)；民間組織 12人(17.6%)；

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9人(13.2%)；社區發展委員會 5人(7.4%)；其

他資源(如午餐廠商、派出所等)有 3人(4.4%)。 

六、 學校同仁了解度 

    研究對象認為服務學校之同仁對於健康促進學校計劃以了解居

多有 53人(54.6%)；其次為不了解 34人(35.1%)；非常不了解有 9人

(9.3%)；非常了解有 1人(1%)。 

七、 學校同仁支持度 

    研究對象認為服務學校之同仁對於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執行時支

持度，以支持為最多，共有 69人(71.1%)；不支持次之，共有 23人

(23.7%)；非常支持有 4人(4.1%)；非常不支持有 1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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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研究對象學校因素分佈情形(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百分率 統計值 

 未填答 1 1.0 平均值：2.3 

 1 年 24 24.7 標準差：1.13 

 2 年 34 35.1 最大值：5 

 3 年 22 22.7 最小值：1 

 4 年 12 12.4  

執行健康促

進學校計劃

總年數 

 5 年 4 4.1  

      

學校衛生相

關委員會 
成立委員會 有成立 74 76.3  

  沒有成立 23 23.7  

      

 委員會名稱 未填 20 27.0  

  健康促進委員會 25 33.8  

  無菸校園推動小組 1 1.4  

  衛生委員會 5 6.8  

  衛生教育委員會 1 1.4  

  
衛生暨健康促進委員

會 
1 1.4  

  
衛生與健康促進工作

小組 
1 1.4  

  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 2 2.7  

  學校衛生委員會 16 21.6  

  環境教育委員會 1 1.4  

  體育與衛生委員會 1 1.4  

      

 成立時間 未填答 6 8.1 平均值：2.7 

  2 年以下 33 44.6 標準差：2.9 

  3-5 年 31 41.9 最小值：1 

  6-10 年 3 4.1 最大值：23 

  11 年以上 1 1.4  

      

召開會議 有召開  49 66.2  

 沒有召開  25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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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研究對象學校因素分佈情形(續)(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次數 百分率(%) 統計值 

推動人力 校護 未填答 2 2.1 
種類平均值：

2.8 

  1 人 84 86.6 最小值：1 

  2 人 11 11.3 最大值：5 

 教師 50 人以下 87 89.7 標準差：0.93 

  51-100 人 2 2.1  

  101 人以上 4 4.1  

 工友 2 人以下 21 21.6  

  3-5 人 10 10.3  

  6 人以上 2 2.0  

 志工家長 10 人以下 34 65.1  

  11-20 人 3 3.1  

  21-30 人 1 1  

 其他 5 人以下 6 6.2  

  11 人以上 4 4.1  

      

經費預算 無 0 元 50 51.5 平均值：13641 

 有 10000 元以下 8 8.2 最大值：160000 

  10001-30000 元 33 34.1 最小值：0 

  30001-50000 元 3 3.1 標準差：23079 

  50001 元以上 3 3.1  

社區資源  有 68 70.1  

  沒有 29 29.9  

曾經運用社區 衛生局(所)  52 76.5  

資源 消防局  15 22.1  

 醫院或診所  42 61.8  

 
社區健康營造

中心 
 9 13.2  

 
社區發展委員

會 
 5 7.4  

 家長會  33 48.5  

 民間組織  12 17.6  

 
其他(午餐廠

商、派出所) 
   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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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研究對象學校因素分布情形(續 1)(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次數 百分率(%) 統計值 

學校同仁了解度 非常了解  1 1  

 了解  53 54.6  

 不了解  34 35.1  

 非常不了解  9 9.3  

      

學校同仁支持度 非常支持  4 4.1  

 支持  69 71.1  

 不支持  23 23.7  

  非常不支持   1 1   

註：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劃之人力為複選題，n=97;曾經運用社區資源為複選題，n=68。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研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研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研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態度態度態度、、、、自我效能自我效能自我效能自我效能

及執行情形分佈及執行情形分佈及執行情形分佈及執行情形分佈 

本節主要呈現研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與自我效能

及執行情形狀況，共分四個部份說明之。 

壹壹壹壹、、、、    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情形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情形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情形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情形 

   研究對象在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情形也以平均得分來表示，共分為七

大部分：健康促進學校的整體認知、學校衛生政策認知、健康服務認知、

健康教學與活動認知、學校物質環境認知、學校社會環境認知、社區關

係認知情形，共有 29 題。以平均得分來表示，得分越高，表示對健康促

進學校的認知情形越好。 

一、 健康促進學校認知整體情形 

    健康促進學校整體認知分析如表 4-2-1，研究對象健康促進學校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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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的單題平均值為 3.93，表示其了解程度在 61-80%間。在六大範疇中

以學校物質環境的認知得分最高，單題平均值為 4.06，其次為健康服務

的認知，單題平均值為 4，得分最低為社區關係的認知，單題平均值為

3.72。 

黃靖華(2006)的研究指出，導師對學校衛生工作的認知程度以物質環

境的認知最好，社區關係最差；吳雯菁(2009)的研究發現，彰化縣國中衛

生組長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程度以物質環境的認知最好；此結果皆與

本研究結果一致。 

表 4-2-1  健康促進學校認知整體情形分析表( n=97)                       

變項名稱 單題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健康促進學校整體認知 3.93  0.53   

學校衛生政策的認知 3.99  0.70  3 

健康服務的認知 4.00  0.64  2 

健康教學與活動的認知 3.96  0.55  4 

學校物質環境的認知 4.06  0.55  1 

學校社會環境的認知 3.87  0.60  5 

社區關係的認知 3.72  0.73  6 

二、 學校衛生政策認知情形 

    由表 4-2-2可知，研究對象對學校衛生政策各項的認知得分平均值分

佈在 3.84至 4.14間。得分最高的題目為「學校應設置一個專責組織，如

學校衛生委員會的了解程度為」，平均值為 4.14；次高為「學校制定與推

動衛生政策，應以學校本位為出發」，平均值為 4.08；得分最低的題目為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擬定與經費申請了解程度」，平均值為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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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對象對健康促進學校計劃的擬定與申請認知較差，可能原因為

國內近年來全面實施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中央辦理的輔導研習，常強調

設置專責組織和制訂政策，而多數研究對象均參與相關研習，故對此方

面的認知較多。相對地，研究對象如為新任之衛生組長，本身對學校衛

生業務並未完全熟悉，對於計畫擬定與申請經費的程序可能尚處在摸索

狀況，故得分較低。 

表 4-2-2  學校衛生政策認知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學校應設置一個專責組織，如「學校衛生委員會」

的了解程度為 
4.14 0.82 1 

2 
「學校衛生委員會」組織成員及人力分配的了解程

度為 
3.92 0.80 4 

3 「學校衛生委員會」需定期開會並做檢討 3.98 0.84 3 

4 學校制定與推動衛生政策，應以學校本位為出發 4.08 0.80 2 

5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擬定與經費申請了解程度 3.84 0.81 5 

三、 健康服務認知情形 

    由表 4-2-3可知，研究對象在健康服務項目中平均值分布在 3.84 至

4.13之間，以「對於學校師生緊急傷病的處理機制了解程度」得分最高，

平均值為 4.13，但「對於罹患特殊疾病學生個案管理及照顧的了解程度」

得分最差，平均值為 3.84。推究原因，可能與其本身對於專業知識工作

的不了解有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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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健康服務認知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藉由觀察、調查與篩檢過程來掌控健康狀況，協助

師生更健康 
4.03  0.73 2 

2 對於學校傳染病防治工作的了解度 4.00  0.72 3 

3 對於學校師生緊急傷病的處理機制了解程度 4.13  0.76 1 

4 對於罹患特殊疾病學生個案管理及照顧的了解程度 3.84  0.76 4 

四、 健康教學與活動認知情形 

    表 4-2-4呈現研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中健康教學與活動項目 

中各題的認知情形。 

    研究對象在教學與活動項目中，對於「衛生隊培訓制度的了解程度」

得分最高，平均值為 4.37，次高分為「辦理教職員生健康促進相關研習

或活動的了解」，平均值為 4.03；得分最差為「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十大

主要健康議題了解程度」，平均值為 3.69。推究原因，有可能因為各級學

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劃是近五年慢慢成型，對於健康促進學校十大主

要健康議題的認知並不完全了解所致，而衛生隊員的培訓是研究對象的

主要工作之一，目的在於維護校園的衛生環境，故為每日工作的重點，

必然得分較高，對於其認知亦較好。 

表 4-2-4  健康教學與活動認知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辦理教職員生健康促進相關研習或活動的了解 4.03  0.67  2 

2 健康教學與活動應培養個人健康生活技能 3.75  0.78  4 

3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十大主要健康議題了解程度 3.69  0.80  5 

4 衛生隊員培訓制度的了解程度 4.37  0.65  1 

5 健康議題融入健康教育課程 3.95  0.7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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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校物質環境認知情形 

    關於研究對象對於學校物質環境各題的認知情形如表 4-2-5。 

  研究對象在學校物質環境項目中平均值分布在 3.75至 4.38之間，

為整體認知程度最高的項目。其中得分最高的題目為「學校環境清潔美

化工作的了解度」，平均值為 4.38；次高為「讓校園成為無菸害、毒品之

健康安全環境」，平均值為 4.21；最差為「推動永續校園環境工作的了解

度」，平均值為 3.75。推究其較差原因，應為永續校園的內涵較為抽象而

導致研究對象對於其意涵概念模糊。 

表 4-2-5  學校物質環境認知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讓校園成為無菸害、毒品之健康安全環境 4.21  0.76 2 

2 學校環境清潔美化工作的了解度 4.38  0.70 1 

3 學校提供的餐點食物符合衛生檢查標準的了解度 4.14  0.76 3 

4 
擬定緊急災害事件應變措施，訓練全校師生應變能

力的了解度 
3.84  0.75 4 

5 推動永續校園環境工作的了解度 3.75  0.69 5 

六、 學校社會環境認知情形 

    由表 4-2-6可知研究對象在學校社會環境項目中各題的認知情形平均

值分布在 3.71 至 4.02。其中對於「學校社會環境是營造良好校風」的認

知得分最高，平均值為 4.02；「有特殊需求的師生，提供不同資源」得

分最低，平均值為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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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學校社會環境認知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學校社會環境是營造良好校風 4.02  0.71  1 

2 有特殊需求的師生，提供不同資源 3.71  0.76  5 

3 
教師尊重學生個人特質，採取人性化輔導管教能激

發學生優良行為 
3.86  0.66  4 

4 提供學生機會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定相關政策 3.87  0.69  3 

5 
營造溫暖開放、友善關懷的校園、各處室行政同仁、

教師與學生需要共同努力 
3.90  0.73  2 

七、 社區關係認知情形 

    社區關係項目各題的認知平均值如表 4-2-7所示，平均值皆未達 4

分。其中得分較高的題目為「公開表揚協助學校的社區家長、志工，可

提高其繼續參與意願」，平均值為 3.74，得分最低為「社區組織可協助推

動健康促進學校」，平均值為 3.67。 

    曾兆興(2004)在中部地區國民小學教師運用社區教學資源之調查研

究指出，要促進社區教學資源運用策略，學校必須要提供充足的社區資

訊及做好規劃等工作，以方便教師利用。而本研究中對於社區組織可協

助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的了解度較差，可能與研究對象並無法善用社區組

織，或因業務繁忙無法指導社區組織共同來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工作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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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社區關係認知情形分析表 (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社區關係是指學校與家長、地方健康服務機關、社

區組織聯繫狀況 
3.73  0.78  2 

2 
家長與社區參與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可提供學生與

家長實踐健康生活機會 
3.70  0.82  3 

3 
公開表揚協助學校的社區家長、志工，可提高其繼

續參與意願 
3.74  0.79  1 

4 社區組織可協助推動健康促進學校 3.67  0.84  4 

5 
學校可邀請社區人士或組織代表參與學校衛生委員

會 
3.73  0.88  2 

貳貳貳貳、、、、    對健康促進校的態度情形對健康促進校的態度情形對健康促進校的態度情形對健康促進校的態度情形 

    衛生組長在健康促進學校的態度情形亦以平均得分來表示，共分為

七大部分：健康促進學校的整體態度、學校衛生政策態度、健康服務態

度、健康教學與活動態度、學校物質環境態度、學校社會環境態度、社

區關係態度，共有 30 題。以平均得分來表示，得分越高，表示對健康促

進學校的態度越好。 

一、 健康促進學校的整體態度 

    由表 4-2-8可知，研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整體態度單題平均值

為 4.27分，表示其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態度趨於正向，大致都認為重要，

而得分最高的項目是學校物質環境，單題平均值為 4.52；次高的項目為

健康服務項目，單題平均值為 4.40；得分最差的項目為社區關係，單題

平均值為 4.02。 

此結果與黃靖華(2005)的研究，導師對於學校衛生工作的態度趨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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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致都認為很重要，社會環境的態度最好、社區關係的態度最差，

與本研究結果部份一致。 

4-2-8  健康促進學校態度的整體情形分析表( n=97)     

變項名稱 單題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健康促進學校整體態度 4.27 0.55  

學校衛生政策態度 4.22 0.71 4 

健康服務態度 4.40 0.58 2 

健康教學與活動態度 4.11 0.66 5 

學校物質環境態度 4.52 0.59 1 

學校社會環境態度 4.32 0.59 3 

社區關係態度 4.02 0.70 6 

二、 學校衛生政策態度 

    由表 4-2-9各題得分情形可看出，研究對象認為各項學校衛生政策工

作的重要程度分佈。 

表 4-2-9  學校衛生政策態度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學校衛生委員會的成立，對於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推動 4.12 0.94 4 

2 校內重要主管參與學校衛生政策的擬定 4.27 0.86 2 

3 制定學校衛生政策應考量師生的需求，以學校本位出發 4.38 0.65 1 

4 定期召開學校衛生委員會，以檢討或追蹤實施成效 4.05 0.87 5 

5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經費申請 4.26 0.79 3 

    由表 4-2-9可知，得分最高者為「制定學校衛生政策應考量師生的需

求，以學校本位出發」，平均值為 4.38；次高分為「校內重要主管參與學

校衛生政策的擬定」，平均值為 4.27；得分最差為「定期召開學校衛生委

員會，以檢討或追蹤實施成效」。由結果可知，推動健康促進學校重要的

是先以考量師生的需求為優先，並須有主管的支持與參與，而非衛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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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一人身兼數職。 

三、 學校健康服務態度 

    由表 4-2-10可知，研究對象對於健康服務項目上的重視程度平均值

皆高於 4分，範圍分布在 4.20至 4.62。得分最高的題目為「辦理學生健

康檢查」，平均值為 4.62；次高為「訂定完善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平均值為 4.46；較不重視，得分較低的是「辦理多項教職員生健康促進

研習與活動」，平均值為 4.20。由此可見，研究對象重視的健康服務項目，

仍偏重於學生本身，而非活動本身。 

表 4-2-10 健康服務態度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彙整校內有特殊健康需求的學生名單提供給任課教師 4.36  0.71  4 

2 辦理學生健康檢查 4.62  0.62  1 

3 依檢查結果辦理體格缺點追蹤矯治或轉介服務 4.36  0.74  4 

4 辦理多項教職員生健康促進研習與活動 4.20  0.73  5 

5 訂定完善的傳染病管制流程 4.42 0.73 3 

6 訂定完善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4.46 0.68 2 

四、 健康促進學校中健康教學與活動態度情形 

    研究對象對於健康教學與活動工作的態度情形如表 4-2-11。 

    在健康教學與活動態度方面，平均得分在 4.04以上，得分最高為「將

健康促進融入各領域教學」，平均值為 4.25；次高為「針對各項健康議題

的活動競賽進行評估與檢討」，平均值為 4.09；得分最差為「推動學生健

康生活技能培育的活動」，平均值為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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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健康教學與活動態度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將健康促進融入各領域教學 4.25 0.75 1 

2 針對不同健康議題設計不同活動與競賽 4.07 0.82 4 

3 健體領域教師參與各項議題之活動與競賽 4.08 0.79 3 

4 推動學生健康生活技能培育的活動 4.04 0.82 5 

5 針對各項健康議題的活動競賽進行評估與檢討 4.09 0.74 2 

五、 學校物質環境態度 

     由表 4-2-12可知，研究對象對於學校物質環境工作的重視程度，為

健康促進學校工作中最為重視的一項，得分最低者為「校內設施設計避

免死角，在適當地點加上安全標語」，平均值仍有 4.34；得分最高者為「學

校膳食供應符合衛生檢查標準」，平均值為 4.64。推究原因，可能與研究

對象認為食物、環境為影響師生健康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表 4-2-12  學校物質環境態度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校內設施設計避免死角，在適當地點加上安全標語 4.34 0.76 5 

2 校內定期實施環境衛生檢查 4.52 0.69 4 

3 推行無菸、拒檳、無毒校園工作 4.54 0.69 3 

4 學校膳食供應符合衛生檢查標準 4.64 0.65 1 

5 營造永續校園的事務，如資源回收、節能省碳等 4.57 0.61 2 

六、 學校社會環境態度 

     研究對象對於學校社會環境項目的態度分布情形如表 4-2-13。 

    研究對象對於學校社會環境的態度以「教師尊重學生個人特質，採

取人性化輔導管教」為最正向，平均值為 4.38；對於「給予有特殊需求

的教職員工生支援」的重視度較差，平均值為 4.21。推究後者平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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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的原因，可能為此項工作業務權責不容易劃分，若是需要獎學金支

援則多由註冊組協助，若是特殊學生的支援責多由特教組介入，故相較

之下，此項工作之重視程度較為低。 

表 4-2-13  學校社會環境態度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教師尊重學生個人特質，採取人性化輔導管教 4.38 0.64 1 

2 營造友善校園需各處室行政同仁、教師與學生共同努力 4.35 0.65 2 

3 全校教職員工能擔負學校社會環境營造的責任 4.34 0.72 3 

4 給予有特殊需求的教職員工生支援 4.21 0.87 4 

七、 社區關係態度 

    表 4-2-14顯示研究對象在健康促進學校中對社區關係態度的分布，

平均得分從 3.93至 4.09，對於「學校需積極與社區建立關係」的重視度

最高，平均值為 4.09；次高分為「學校指定專人負責與社區連繫窗口的

工作」，平均值為 4.07；較不重視的項目為「請社區人士或組織代表參與

學校衛生委員會」，平均值為 3.93。由各項態度得分可知，研究對象對於

社區關係的態度皆為正向。Leger(1998)指出，教師很樂意和社區合作，

但社區關係可能是助力也是阻力，由社區代表參與學校衛生相關會議，

對於研究對象可能是ㄧ大負擔，故其在態度得分上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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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4  社區關係態度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學校需積極與社區建立關係 4.09 0.76 1 

2 學校指定專人負責與社區連繫窗口的工作 4.07 0.79 2 

3 引進社區資源協助學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劃 4.06 0.76 3 

4 表揚推動健康促進活動有功的家長志工 3.97 0.80 4 

5 請社區人士或組織代表參與學校衛生委員會 3.93 0.99 5 

參參參參、、、、    健康促進學校的自我效能健康促進學校的自我效能健康促進學校的自我效能健康促進學校的自我效能 

    研究對象在健康促進學校的自我效能情形亦以平均得分來表示，共

分為七大部分：健康促進學校的整體、學校衛生政策、健康服務、健康

教學與活動、學校物質環境、學校社會環境、社區關係，共有 28 題，以

平均得分表示，得分越高，表示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自我效能越好。 

一、 健康促進學校的整體自我效能情形 

    研究者對於健康促進學校中整體自我效能情形如表 4-2-15。健康促進

學校六大工作平均自我效能得分單題平均值皆未超過 4，得分情形從 3.39

至 3.99，表示研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工作把握程度未到達有把握

的程度。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範疇的自我效能得分較高的是學校物質環

境，平均值為 3.99；次高為健康服務，平均值 3.98；得分最少為社區關

係自我效能，平均值為 3.39。此結果可能因研究對象對於物質環境的認

知、態度得分較高；而社區關係的認知、態度得分較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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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5 健康促進學校整體自我效能情形分析表(n=97)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健康促進學校整體自我效能 3.70  0.64   

學校衛生政策自我效能 3.67  0.72  3 

健康服務自我效能 3.98  0.66  2 

健康教學與活動自我效能 3.50  0.80  5 

學校物質環境自我效能 3.99  0.73  1 

學校社會環境自我效能 3.66  0.80  4 

社區關係自我效能 3.39  0.98  6 

二、 學校衛生政策自我效能情形 

    由表 4-2-16可知，研究對象對於學校衛生政策項目的自我效能分佈，

得分最高者為「擬定校內學校衛生政策的計畫」，平均值為 3.9：次高為

「每學期進行學校衛生工作自我評鑑與成效檢討」，平均值為 3.76；得分

最低為「協助學校衛生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平均值為 3.52。 

    協助學校衛生委員會定期召開的主要困難在於需要聚集校內重要主

管、相關教師、社區組織等人士或相關代表來參加會議，特別是每人負

責承接的業務不同，若在上位者不支持健康促進學校工作，則會議必然

難以召開，也因此研究對象對於定期召開學校衛生委員會議的把握程度

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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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6  學校衛生政策自我效能情形分析表(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協助學校行政同仁、校護與社區代表組成「學校衛生委

員會」 
3.55  0.94  4 

2 協助「學校衛生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 3.52  1.00  5 

3 擬定校內學校衛生政策的計畫 3.90  0.84  1 

4 每學期進行學校衛生工作自我評鑑與成效檢討        3.76  0.75  2 

5 申請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經費 3.65  0.89  3 

三、 健康促進學校中學校健康服務項目自我效能情形 

     研究對象對於健康服務項目的自我效能情形如表 4-2-17。 

表 4-2-17  健康服務自我效能情形分析表(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依據學生健康檢查結果，辦理體格缺點矯治或轉介服務 3.86 0.85 4 

2 
彙整校特殊健康需求學生名單，提供給相關任課教師參

考 
4.07 0.68 2 

3 訂定完善的傳染病管制流程 4.02 0.78 3 

4 訂定完善的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4.11 0.76 1 

5 辦理教職員生健康促進研習與活動 3.81 0.86 5 

     研究對象自認為較有把握的工作為「訂定完善的校園緊急傷病處理

流程」，平均值為 4.11；其次為「彙整校特殊健康需求學生名單，提供給

相關任課教師參考」，平均值為 4.07；較無把握的工作是「辦理教職員生

健康促進研習與活動」，平均值為 3.81。 

推測其中原因可能是由於學校衛生法明文規定各校須訂定完善的

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與傳染病管制流程，故在法條的規定下，與實際

工作如：學生常發生的意外事故的經驗累積之下，對於緊急傷病的處理

流程必然較有把握，而對於辦理健康促進研習與活動因屬縣府教育局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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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強制執行的項目，故研究對象能有彈性的辦理相關活動，相對之下，

其把握能執行的可能性也因此降低了。 

四、 健康教學與活動自我效能情形 

     研究對象對於教學與活動項目的自我效能分佈如表 4-2-18。 

表 4-2-18 健康教學與活動自我效能情形分析表(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將健康促進融入各領域教學 3.25  1.05  6 

2 強化學生健康生活技能的培育 3.51  0.86  4 

3 針對不同健康議題設計不同的活動與競賽 3.69  0.85  1 

4 辦理不同健康議題與活動，並使學生樂於參與 3.58  0.96  3 

5 針對不同健康議題的活動與競賽進行評估與檢討 3.64  0.89  2 

6 辦理教師能樂於參與的健康相關研習活動 3.34  0.97  5 

     從各題得分來看，「針對不同健康議題設計不同的活動與競賽」其

把握度最高；而對於「辦理教師能樂於參與的健康相關研習活動」、「將

健康促進融入各領域教學」則把握度較低。從結果可發現，研究對象對

於教師相關的活動或課程教學，較難影響或要求教師必須配合，相較之

下，若對象不涉及教師，如舉辦各種學生的活動與競賽，要求學生參加

與配合，則把握度較高。 

 

五、 學校物質環境自我效能情形 

     研究對象對於學校物質環境項目的自我效能情形如表 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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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9  學校物質環境自我效能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維護校園環境整潔 4.12  0.83  2 

2 發展學校成為無菸、拒檳與無毒品的校園 3.79  0.98  4 

3 營造永續校園(資源回收、節能省電與重視環保) 4.13  0.72  1 

4 協助校內合作社做到不販售有害學生健康的食物 3.91  1.18  3 

    從表 4-2-19可知，研究對象對於「營造永續校園(資源回收、節能省

電與重視環保)」、「維護校園環境整潔」的自我效能較高，平均值均高

於 4，而對於「發展學校成為無菸、拒檳與無毒品的校園」的把握程度則

較低。因衛生環境的維護，及資源回收、節能省碳等工作為研究對象每

日必需重視的工作項目，相較之下，無菸拒檳與無毒的校園為近年來所

提倡的議題，加上外界環境刺激過多，要改變學生不良的行為與習慣實

屬不易，推斷因此研究對象對於此項工作把握度較低。 

六、 學校社會環境自我效能情形 

    研究對象對於學校社會環境項目的自我效能情形如表 4-2-20。從中發

現研究對象對於「營造一個溫暖開放、友善關懷且彼此尊重的校園環境」

把握度較高，平均值為 3.89；「提供校內學生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定

相關政策機會」把握度較低，平均值為 3.51。 

    對於國中生來說，要參與學校事務的制定，實在有其困難度，因國

中尚屬於青春期階段，其生理與心理尚未發育完全，又此階段面臨升學

課業壓力，提供學生參與學校事務似乎面臨學生無意願又無法做出正確

的決定，故研究對象對於此項工作的把握程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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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0  學校社會環境自我效能情形分析表(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協助校內教師採取「人性化輔導管教 3.56  1.01  3 

2 營造一個溫暖開放、友善關懷且彼此尊重的校園環境 3.89  0.88  1 

3 提供校內學生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定相關政策機會 3.51  0.94  4 

4 將健康促進相關議題視為年度重要工作項目並實踐之 3.69  0.88  2 

七、 社區關係自我效能情形 

     由表 4-2-21可知，研究對象對於社區關係項目的自我效能分佈從 3.3

至 3.47。得分最高的題目為「尋求家長會的支援(人力、物力)，以推動

校內各項健康活動」，平均值為 3.47；最沒有把握的題目為「擔任社區與

學校間溝通的橋樑」，平均值為 3.3。 

     家長會對於學校最大的支持，莫過於實際上財力的支援，校內許多

活動的舉辦、非預期性的開銷，若提出簽呈，家長會必定大力支持，故

由此推斷，尋求家長會的支援(人力、物力)，以推動校內各項健康活動，

對於研究對象來說，並非困難之事；而要擔任社區與學校間溝通的橋樑

及促使學校與社區維持良好互動關係，並非研究對象一人能獨立完成，

且通常此業務屬於總務處、輔導處之範疇，對於職務劃分不易，且健康

促進學校工作計畫又包含社區關係來說，難怪社區關係項目的各項得分

與把握度皆較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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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1 社區關係自我效能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邀請社區家長、志工參與校內各項健康相關議題活動 3.41  0.98  2 

2 擔任社區與學校間溝通的橋樑 3.30  1.01  4 

3 
尋求家長會的支援(人力、物力)，以推動校內各項健康

活動 
3.47  0.93  1 

4 促使學校與社區維持良好互動關係 3.39  0.98  3 

綜合本節之結果發現，研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範疇的執行情

形認知、態度和自我效能中，學校物質環境都是得分最高的項目；而社

區關係項目則是得分最低的部分。可能與研究對象平日的工作職責有

關，學校物質環境部分為每日首重之工作，而社區關係的建立與訓練若

未有其他人力之協助，或研究對象對於社區發展之技巧有所不足，則其

把握度自然較低。 

肆肆肆肆、、、、    執行健康促進學校的情形執行健康促進學校的情形執行健康促進學校的情形執行健康促進學校的情形 

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包括整體執行情形、學校衛生政策、健康服

務、健康教學與活動、學校物質環境、學校社會環境和社區關係等七部

份，共有 31 題。以平均得分來表示，得分越高，表示健康促進學校整體

或某層面的執行情形越好。 

一、 健康促進學校的整體執行情形 

    由表 4-2-22 可知，研究對象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單題平均值為

3.58，表示執行情形已達 41-60%。在六層面中則以學校物質環境的執行

情形最好，單題平均值 4.12；其次是健康服務的執行情形，單題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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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執行情形明顯較差的是社區關係，單題平均值 2.96。 

    吳雯菁(2009)的研究指出，彰化縣國中小學衛生組長對健康促進學

校的執行情形以學校物質環境最好，此部分與本研究結果一致。此一現

象可能是各級學校衛生組長的業務內容多以環境清潔之維護和管理為重

點有關。另一方面，黃淑貞、徐美玲、莊苹、姜逸群、陳曉玟及邱雅莉

(2005)有關台灣地區國小健康促進學校實施現況調查發現，學校較少利

用社區人力、物力資源來推動學校促進工作。黃靖華(2005)的研究亦指

出台北縣國小班級導師對學校衛生工作執行程度明顯較差的是「社區關

係」，而本研究發現，研究對象在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社區關係層面執行

情形只達 41-60%，顯示衛生組長尚未充分利用社區資源，需再加強。 

表 4-2-22 健康促進學校整體執行情形分析表( n=97) 

變項項目 單題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健康促進學校整體執行情形 3.58 0.69  

1 學校衛生政策的執行情形 3.51 0.99 4 

2 健康服務的執行情形 3.86 0.88 2 

3 健康教學與活動的執行情形 3.50 0.79 5 

4 學校物質環境的執行情形 4.12 0.61 1 

5 學校社會環境的執行情形 3.53 0.97 3 

6 社區關係的執行情形 2.96 1.07 6 

二、 學校衛生政策執行情形 

    在學校衛生政策各項目執行情形如表 4-2-23。得分最高者為「協助

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並負責有關工作」(平均值 3.78)；其次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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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健康事務現況與需求，擬定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平均值 3.74)；得

分最低為「協助學校衛生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進行計畫檢討與評估」(平

均值 3.22)。由結果可知，研究對象對於學校衛生委員會的成立並不困

難，但如何讓其運作，定期開會，則在實際執行情上有待加強。 

表 4-2-23  學校衛生政策執行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協助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並負責有關工作 3.78 1.23 1 

2 對「學校衛生委員會」的成員組成，提出建議 3.49 1.18 3 

3 協助「學校衛生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進行計畫檢討與評估 3.22 1.27 5 

4 協助爭取健康促進學校經費 3.34 1.22 4 

5 協助評量健康事務現況需求，擬定健康促進學校計劃 3.74 0.94 2 

三、 健康服務執行情形 

    健康服務項目執行情形如表 4-2-24 所示，得分高於 4分者，亦即執

行情形達 61-80%者有兩項，分別是「協助辦理學生健康檢查工作」 (平

均值 4.15)、「協助訂定完善的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平均值 4.01)；

執行較差者為「依據健康檢查結果，辦理體格缺點追蹤矯治或轉介服務」

(平均值 3.71)、「整理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名單，提供給任課教師參考」(平

均值 3.64)。學校衛生法明文規定，學校應建立學生健康管理制度，定期

辦理學生健康檢查，故研究對象對於協助學生健康檢查工作，責無旁貸，

故執行較佳，但對於較專業的醫療、轉介服務、特殊學生服務，仍有待

各處室進一步的協助(如：校護、特教組等)，故執行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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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4  健康服務執行情形分析表 (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協助辦理學生健康檢查工作 4.15 1.05 1 

2 依據健康檢查結果，辦理體格缺點追蹤矯治或轉介服務 3.71 1.2 5 

3 整理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名單，提供給任課教師參考 3.64 1.2 6 

4 協助訂定完善的傳染病管制流程 3.87 1.2 3 

5 協助訂定完善的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4.01 1.08 2 

6 辦理多項教職員生健康促進研習與活動 3.74 0.98 4 

四、 健康教學與活動執行情形 

    在健康教學與活動上的執行情形如表 4-2-25。由此可知，「宣導健康

促進學校計劃各項活動，增進師生了解」的得分最高(平均值為 3.68)，

得分第二為「請健體領域教師協助參與各項健康活動或競賽」(平均值為

3.66)，而最差者為「協助推動學生健康生活技能培育的活動」(平均值

為 3.41)。推究原因，可能與研究對象對於辦理健康相關活動並不陌生，

而卻對健康生活技能的意義與內涵並不了解所致。 

表 4-2-25 健康教學與活動執行情形分析表 (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建議教務處將健康促進融入各領域教學 3.42 0.99 3 

2 協助推動學生健康生活技能培育的活動 3.41 0.94 4 

3 針對健康議題設計不同的活動與競賽 3.42 1.06 3 

4 宣導健康促進學校計劃各項活動，增進師生了解 3.68 1.04 1 

5 請健體領域教師協助參與各項健康活動或競賽 3.66 1.00 2 

6 針對各項健康活動進行成果評估與檢討工作 3.42 0.97 3 

五、 學校物質環境執行情形 

    研究對象學校物質環境的執行情形如表 4-2-26，其中執行情形較好

的工作項目有「定期實施環境衛生檢查」、「協助永續校園營造工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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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為 4.46)，可能原因是這些為目前中學衛生組長平日固定之工作(如

資源回收、垃圾分類等)，故執行情形較佳。執行情形較差的工作項目為

「協助提供安全健康的校園環境」(平均值為 3.50)和「協助員工消費合

作社辦理販售食品檢核工作」(平均值為 3.91)，可能在部分學校中此二

項工作是歸屬於總務處，在業務重疊或權責不易劃分之下，研究對象的

執行狀況較差所致。 

表 4-2-26  學校物質環境執行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協助提供安全健康的校園環境 3.50 0.97 5 

2 定期實施環境衛生檢查 4.46 0.76 1 

3 膳食的供應符合衛生檢查標準 4.34 0.88 2 

4 推動無菸、拒檳、無毒校園的事務 4.05 1.00 3 

5 協助永續校園營造工作(資源回收、分類等) 4.46 0.76 1 

6 協助員工消費合作社辦理販售食品檢核工作 3.91 1.13 4 

六、 學校社會環境執行情形 

    研究對象執行學校社會環境各項目的執行情形如表 4-2-27。其中

以，「營造一個溫暖開放、友善關懷且具凝聚力的校園」此項工作執行較

好(平均值 3.82)，「協助有特殊需求教職員工生所需的支援」次之(平均

值 3.73) 。相反地，執行最差的是「提供學生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定

相關政策的機會」(平均值 3.13)。推究其原因，可能與國中階段學生心

智尚未成熟，若讓學生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定相關政策，多數研究對

象擔心導致造成政策執行之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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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7  學校社會環境執行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協助教師尊重學生個人特質，採人性化輔導管教 3.43 1.13 3 

2 營造一個溫暖開放、友善關懷且具凝聚力的校園 3.82 1 1 

3 協助有特殊需求教職員工生所需的支援 3.73 1.22 2 

4 提供學生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定相關政策的機會 3.13 1.3 4 

    吳雯菁(2009)的研究發現，衛生組長對於學校物質環境項目執行情

形以「營造一個溫暖開放、友善關懷且具凝聚力的校園」較好(平均值

3.75)，而「提供學生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定相關政策的機會」(平均

值 3.47)執行最差，與本研究結果一致。推究原因，可能是相關事務的權

責歸屬不明有關，如提供學生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定相關政策的機會，

與訓育組的職權重疊，而協助教師尊重學生個人特質，採人性化輔導管

教則亦屬於生教、輔導組長之職責，以致在這些方面研究對象執行情形

並不理想。 

七、 社區關係執行情形 

    研究對象於社區關係項目執行情形如表 4-2-28，其中執行最差的工

作項目為「表揚推動健康促進各項活動有功的社區家長志工」(平均值為

2.84)，次差為「邀請社區人士組織代表參與學校衛生委員會」(平均值

為 2.85)；執行較好之工作為「指導社區家長、志工參與校內各項健康活

動」(平均值為 3.11)，次好為「邀請社區家長、志工參與學生問題討論

與處理」(平均值為 3.05)。由上述結果發現，研究對象對於推動校園健

康促進活動與處理學生事務的執行上比起單純行政事務如表揚工作、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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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社交工作來的好。 

表 4-2-28  社區關係執行情形分析表( n=97)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指導社區家長、志工參與校內各項健康活動 3.11 1.16 1 

2 邀請社區家長、志工參與學生問題討論與處理 3.05 1.17 2 

3 表揚推動健康促進各項活動有功的社區家長志工 2.84 1.26 4 

4 邀請社區人士組織代表參與學校衛生委員會 2.85 1.17 3 

    整體說來，研究對象在健康促進學校工作的執行上仍偏重於衛生組

長執掌相關業務，如定期實施環境衛生檢查、協助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

營造一個溫暖開放、友善關懷且具凝聚力的校園；但在權責可能與其他

處室重疊的事項上則表現較差，如提供學生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定相

關政策的機會、協助提供安全健康的校園環境等。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學校因素與學校因素與學校因素與學校因素與健康促進學校健康促進學校健康促進學校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執行情執行情執行情

形的關係形的關係形的關係形的關係 

    本節分為兩個部份呈現個人因素、學校因素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

形的關係，並驗證研究假設一與研究假設二。     

壹壹壹壹、、、、個人個人個人個人因素因素因素因素與健康促與健康促與健康促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的關係進學校執行情形的關係進學校執行情形的關係進學校執行情形的關係 

   個人因素包括性別、年齡、畢業相關科系、任教總年資、兼任衛生(體

衛)組長總年資、參加健康促進相關研習等六個變項。其中將研究對象畢

業於國文、英文、綜合、藝術與人文，社會領域合併為社會人文科系；

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合併為數理科系，而健康與體育領域因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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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單獨為一科系；而因沒有參加健康促進相關研習之研究對象較少，

只有四人，故不在此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考驗，故個人因素變項

共為五項。 

    研究假設一：研究對象會因個人因素各變項之不同水準，在健康促

進學校執行情形上有顯著差異。 

一、 個人因素各變項與健康促進學校整體執行情形的關係 

    在健康促進學校的整體執行上，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事後考驗及

皮爾森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分析，結果如表 4-3-1及表 4-3-2。五項個人

因素中，皆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表 4-3-1  個人因素與整體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性別 男生  50  3.55  0.80  1.72 

 女生  47  3.74  0.60   

畢業相關科系 1.社會人文科系   41 3.71 0.76 0.88 

 2.數理科系  25 3.48 0.53  

 3.健康與體育科系  31 3.68 0.78  

       

4-3-2  個人因素與整體執行情形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n=97) 

變項名稱 整體認知 

年齡 0.020 

任教總年資  0.031 

兼任衛生(體衛)組長年資 -0.112 

 

二、 個人因素各變項與學校衛生政策執行的關係 

    由表 4-3-3、4-3-4可知在個人因素中僅性別(F=3.97，p<.05)與學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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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執行有顯著關係存在，其餘變項皆未達顯著差異水準。亦即性別不同

學校衛生政策執行上有不同，且女性執行上比男性來的好。 

表 4-3-3  個人因素與學校衛生政策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性別 1.男生 50  3.32  1.04  3.97* 

 2.女生 47  3.72  0.90   

畢業相關科系 1.社會人文科系  41 3.67 1.07 1.01 

 2.數理科系 25 3.32 0.75  

 3.健康與體育科系 31 3.47 1.05  

*p<.05               

 

表 4-3-4  個人因素與學校衛生政策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n=97) 

變項名稱 學校衛生政策執行      

年齡 0.018      

任教總年資 0.111      

兼任衛生(體衛)組長年資 -0.044       

三、 衛生組長個人因素與健康服務執行的關係 

    在健康服務的執行方面，研究結果如表 4-3-5、表 4-3-6。研究對象個

人因素與健康服務執行的關係，皆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表 4-3-5  個人因素與健康服務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性別 1 男生 50 3.83 0.91 0.06 

 2 女生 47 3.88 0.88  

畢業相關科系 1.社會人文科系  41 3.88 0.89 0.93 

 2.數理科系 25 3.66 0.86  

 3.健康與體育科系 31 3.98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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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個人因素與健康服務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n=97) 

變項名稱 健康服務執行       

年齡 -0.047      

任教總年資 -0.056       

兼任衛生(體衛)組長年資 -0.015       

四、 個人因素與健康教學活動執行的關係 

    在健康教學與活動的執行方面，研究結果如表 4-3-7、表 4-3-8。研究

對象個人因素與健康教學與活動執行的關係皆未達顯著水準。 

表 4-3-7 個人因素與健康教學活動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性別 1 男生 50 3.39 0.87 1.96 

 2 女生 47 3.62 0.69  

畢業相關科系 1.社會人文科系  41 3.62 0.81 1.46 

 2.數理科系 25 3.28 0.60  

 3.健康與體育科系 31 3.53 0.90  

 

表 4-3-8 個人因素與健康教學活動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n=97) 

變項名稱 健康教學與活動執行 

年齡 0.038 

任教總年資 0.008 

兼任衛生(體衛)組長年資 -0.126 

 

五、 衛生組長個人因素與學校物質環境執行的關係 

    在健康教學與活動執行方面，研究結果如表 4-3-9、4-3-10。研究對

象個人因素與學校物質環境執行的關係皆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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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個人因素與學校物質環境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性別 1 男生  50  4.03 0.71 2.06 

 2 女生  47  4.21 0.48  

畢業相關科系 1.社會人文科系  41 3.52 1.17 0.02 

 2.數理科系 25 3.56 0.74  

 3.健康與體育科系 31 3.57 0.86  

 

4-3-10 個人因素與學校物質環境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n=97) 

變項名稱 學校物質環境執行 

年齡 0.017 

任教總年資 -0.002 

兼任衛生(體衛)組長年資 -0.150 

六、 衛生組長個人因素與學校社會環境執行的關係 

    在學校社會環境執行方面，研究結果如表 4-3-11、4-3-12。研究對象

個人因素與學校社會環境執行的關係皆未達顯著水準。 

表 4-3-11 個人因素與學校社會環境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性別 1 男生 50 3.46 0.99 0.89 

 2 女生 47 3.64 0.95  

畢業相關科系 1.社會人文科系  41 4.14 0.54 0.02 

 2.數理科系 25 3.99 0.52  

 3.健康與體育科系 31 4.19 0.77  

 

表 4-3-12 個人因素與學校社會環境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n=97) 

變項名稱 學校社會環境執行 

年齡 0.029 

任教總年資 0.035 

兼任衛生(體衛)組長年資 -0.043 

 



 79

七、 衛生組長個人因素與社區關係執行的關係 

    由表 4-3-13、4-3-14可知，研究對象個人因素與社區關係的執行關係

皆未達顯著水準。 

表 4-3-13  個人因素與社區關係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性別 1 男生  50 3.32 1.04 0.04 

 2 女生  47 3.72 0.90  

畢業相關科系 1.社會人文科系  41 3.12 1.20 1.15 

 2.數理科系 25 2.70 0.92  

 3.健康與體育科系 31 2.97 1.03  

 

表 4-3-14 個人因素與社區關係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n=97) 

變項名稱 社區關係執行      

年齡 0.087      

任教總年資 0.088      

兼任衛生(體衛)組長年資 -0.016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假設一：「研究對象因個人因素各變項之不同水

準，在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上有顯著差異」，部分得到支持。有關衛生

組長個人因素對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重新整理如表 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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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5 個人因素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總表(n=97) 

項目 整體 
學校衛生

政策 
健康服務 

健康教學

與活動 

學校物質

環境 

學校社會

環境 
社區關係 備註 

性別 - * - - - - - 
女性較男

性好 

年齡 - - - - - - -  

畢業相關領域 - - - - - - -  

任教總年資 - - - - - - -  

兼任衛生組長

總年資 
- - - - - - -  

*p<.05  

    整體來說，衛生組長個人因素中只有性別對於健康促進學校中學校

衛生政策的執行上有顯著關係，亦即女性衛生組長在學校衛生政策執行

上明顯高於男性衛生組長，其餘皆未達統計相關。此結果與黃靖華(2005)

國小班級導師為女性者對於學校衛生工作執行較好，有部份相同之處。 

貳貳貳貳、、、、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因素因素因素因素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的關係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的關係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的關係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的關係 

    學校因素包括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總年數、學校衛生委員會成立

情形與運作(有成立委員會且有定期開會、有成立委員會但未定期開會、

未成立委員會未定期開會)、成立時間、協助推動人力種類(校護、教師、

工友、志工家長、其他，五種人力；分組為二種(含)以下、三種(含)以上

人力)、是否編列經費預算、有無運用社區資源、學校同仁了解度(將非常

了解、了解合併為了解；將非常不了解、不了解合併為不了解)、學校同

仁支持度(將非常支持、支持合併為支持、將非常不支持、不支持合併為

不支持)等八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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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假設二：台北縣市國中衛生組長學校因素各變項之不同水準，

在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上有顯著差異。 

一、 學校因素與整體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的關係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分析，結果如表

4-3-16及表 4-3-17。學校因素中，推動人力、社區資源運用、學校同仁了

解度、學校同仁支持度此四變項與整體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有顯著差

異或相關。 

(一) 推動人力：推動人力種類三種(含)以上者，在健康促進學校中的

整體執行情形顯著高於二種(含)以下者。(F=6.97，p<0.01)。 

(二) 社區資源運用：有運用社區資源的衛生組長，在健康促進學校中 

    的整體執行情形顯著高於沒有運用者(F=5.2，p<.05)。 

(三) 學校同仁了解度：研究對象任職學校的同仁是否對健康促進學校

有所了解，與其在健康促進學校中整體健康促進學校執行上有顯

著差異存在(F=17.02，p<.001)。學校同仁對於健康促進學校工作

有所了解的衛生組長，在整體執行情形上顯著高於不了解者。 

(四) 學校同仁支持度：研究對象任職學校的同仁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

支持度與其在健康促進學校中整體健康促進學校執行上有顯著差

異存在。(F=4.84，p<.05)。學校同仁支持健康促進學校工作的衛

生組長，在整體執行情形上顯著高於不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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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6 學校因素與健康促進學校中整體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學校衛生相關委

員會 
1 成立委員會且召開會議 

49 3.65 0.74 0.54 

 2.成立委員會未召開會議 25 3.68 0.71  

 3.未成立委員會 23 3.48 0.69  

       

推動人力種類 1.二種(含)以下 48 3.45 0.74 6.97** 

 2.三種(含)以上 49 3.82 0.66  

       

社區資源運用 1 有  68 3.73  0.64  5.2* 

 2 沒有  29 3.37  0.84   

       

學校同仁了解度 1 了解  54 3.87 0.65 17.02*** 

 2 不了解  43 3.31 0.68  

      

學校同仁支持度 1 支持 73 3.71  0.72  4.84* 

 2 不支持  24 3.34  0.66   

       

*p<.05   **p<.01   ***p<.001                     

表 4-3-17 學校因素與健康促進學校整體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n=97) 

變項名稱 整體執行      

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總年數 0.177      

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成立時間 0.145      

經費預算 0.160      

       

二、 學校因素與學校衛生政策執行的關係 

    由表 4-18、4-19得知，學校因素中有五項與學校衛生政策有顯著關

係存在，其餘皆未達顯著水準。 

(一) 推動人力：推動人力種類三種(含)以上者，在健康促進學校中的整體

執行情形顯著高於二種(含)以下者 (F=6.10，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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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資源運用：有運用社區資源的衛生組長，在健康促進學校中的學

校衛生政策執行上顯著高於沒有運用者。(F=4.75，p<0.05) 

(三) 學校同仁了解度：學校同仁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了解與其在學校衛生

政策執行上有顯著差異存在。(F=10.79，p<.001)。學校同仁對於健康

促進學校工作越暸解，在學校衛生政策執行情形上越好。 

(四) 執行健康促進學總年數：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劃的總年數不同，對於

其執行學校衛生政策有顯著正相關(r=0.31，p<.05)。也就是說執行健

康促進學校總年數越長，其執行學校衛生政策情形也越好。 

(五) 經費預算：執行健康促進學校時之經費預算之不同與其執行學校衛生

政策有顯著正相關(r=0.24，p<.05)。也就是學校編列經費預算越多，

其在學校衛生政策執行情形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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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8 學校因素與學校衛生政策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t 值 

學校衛生相關委

員會 
1 成立委員會且召開會議 49 3.56 1.00 0.84 

 2.成立委員會未召開會議 25 3.63 1.02  

 3.未成立委員會 23 3.29 0.96  

        

推動人力 1.二種(含)以下 48 3.27 1.05 6.10* 

 2.三種(含)以上 49 3.76 0.88  

       

社區資源運用 1 有  68 3.66 0.91 4.75* 

 2 沒有  29 3.19 1.11  

       

學校同仁了解度 1 了解  54 3.80 0.95 10.79*** 

 2 不了解  43 3.16 0.93  

      

學校同仁支持度 1 支持 73 3.62 1.00 3.31 

 2 不支持  24 3.20 0.91  

       

*p<.05   **p<.01                         

 

表 4-3-19 學校因素與學校衛生政策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n=97) 

變項名稱 學校衛生政策執行      

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總年數 0.310*      

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成立時間 0.166      

經費預算 0.240*       

 

三、 學校因素與健康服務執行情形的關係 

    由表 4-3-20、4-3-21可知，在學校因素中僅有一項與健康促進學校中

健康服務執行情形有顯著差異，其餘變項則未達顯著水準。 

(一)學校同仁了解度：衛生組長任職學校的同仁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 

    了解與其在健康促進學校中的健康服務執行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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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11，p<.01)。學校同仁對於健康促進學校工作有所了解的衛生組長，

在健康服務執行情形上顯著高於不了解者。 

表 4-3-20 學校因素與健康服務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學校衛生委員會 1 成立委員會且召開會議 49 3.89 0.95 0.62 

 2.成立委員會未召開會議 25 3.95 0.90  

 3.未成立委員會 23 3.68 0.76  

       

推動人力 1.二種(含)以下 48 3.76 1.00 1.20 

 2.三種(含)以上 49 3.95 0.77  

       

社區資源運用 1 有  68 3.95 0.82 2.8 

 2 沒有  29 3.63 1.00  

       

學校同仁了解度 1 了解  54 4.03 0.79 5.11** 

 2 不了解  43 3.63 0.96  

      

學校同仁支持度 1 支持 73 3.93 0.84 2.31 

 2 不支持 24 3.62 1.00  

**p<.01                        

 

表 4-3-21 學校因素與健康服務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n=97) 

變項名稱 健康服務執行      

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總年數 0.172      

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成立時間 0.032      

經費預算 0.09      

四、 學校因素與健康教學與活動執行的關係 

   由表 4-3-22及表 4-3-23得知，在學校因素中有三項與健康教學與活動

執行有顯著關係存在，其餘皆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一)  推動人力：學校推動人力的不同，與健康教學與活動執行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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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存在(F=4.49，p<.05)。推動人力三種(含)以上者，在健康教學

與活動執行情形顯著高於二種(含)以下者。 

(二)  學校同仁了解度：學校同仁是否對健康促進學校有所了解，與其

在健康教學與活動執行上有顯著差異存在(F=13.18，p<.001)。學

校同仁對於健康促進學校工作有所了解的衛生組長，在健康教學

與活動執行上越好。 

(三) 學校同仁支持度：學校同仁是否支持健康促進學校，與其在健康   

    教學與活動執行上有顯著差異存在(F=4.78，p<.05)。學校同仁對  

    健康促進學校工作越支持，在健康教學與活動執行上越好。 

表 4-3-22 學校因素與健康教學與活動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學校衛生相關委

員會 
1 成立委員會且召開會議 49 3.54 0.82 0.12 

 2.成立委員會未召開會議 25 3.48 0.87  

 3.未成立委員會 23 3.45 0.67  

       

推動人力 1.二種(含)以下 48 3.34 0.84 4.49* 

 2.三種(含)以上 49 3.67 0.72  

       

社區資源運用 1 有  68 3.59 0.74 2.47 

 2 沒有  29 3.31 0.90  

       

學校同仁了解度 1 了解  54 3.75 0.69 13.18*** 

 2 不了解  43 3.19 0.81  

      

學校同仁支持度 1 支持 73 3.60 0.75 4.78* 

 2 不支持 24 3.20 0.88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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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3 學校因素與健康教學與活動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n=97) 

變項名稱 教學與活動執行      

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總年數 0.128      

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成立時間 0.023      

經費預算 0.126       

五、 學校因素與學校物質環境執行的關係 

    由表 4-3-24、4-3-25可知，學校因素中各變項與學校物質環境執行皆

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表 4-3-24 學校因素與學校物質環境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學校衛生相關委

員會 
1 成立委員會且召開會議 

49 4.53 0.71 0.37 

 2.成立委員會未召開會議 25 4.40 0.82  

 3.未成立委員會 23 4.39 0.84  

推動人力 1.二種(含)以下 48   4.08 0.64 0.31 

 2.三種(含)以上 49   4.15   0.60  

       

社區資源運用 1 有  68 4.50 0.72   0.5 

 2 沒有  29 4.38 0.86  

       

學校同仁了解度 1 了解  54 4.52 0.67   0.62 

 2 不了解  43 4.40 0.88  

      

學校同仁支持度 1 支持 73 4.48 0.77   0.12 

 2 不支持 24 4.42 0.78  

*p<.05                          

 

表 4-3-25 學校因素與學校物質環境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n=97) 

變項名稱 學校物質環境執行     

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總年數 0.12     

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成立時間 -0.24     

經費預算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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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校因素與學校社會環境執行的關係 

    由表 4-3-26、4-3-27可知，學校因素中有二變項與學校社會環境執行

情形有顯著差異或相關，其餘皆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一) 推動人力：學校推動人力的不同，與學校社會環境執行有顯著差

異存在(F=9.95，p<.01)。推動人力三種(含)以上者，在學校社會環

境執行上顯著高於二種(含)以下者。 

(二) 學校同仁了解度：學校同仁是否對健康促進學校有所了解，與其

在社會環境執行上有顯著差異存在(F=10.63，p<.01)。學校同仁對

於健康促進學校工作有所了解，在社會環境執行上較不了解者好。 

 

表 4-3-26 學校因素與學校社會環境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學校衛生相關委

員會 
1 成立委員會且召開會議 49 3.54 1.04 1.10 

 2.成立委員會未召開會議 25 3.72 0.78  

 3.未成立委員會 23 3.30 1.02  

       

推動人力 1.二種(含)以下 48 3.23 0.97 9.95 ** 

 2.三種(含)以上 49 3.83 0.89  

       

社區資源運用 1 有  68 3.65 0.89 3.75 

 2 沒有  29 3.24 1.11  

學校同仁了解度 1 了解  54 3.81 0.91 10.63** 

 2 不了解  43 3.19 0.95  

學校同仁支持度 1 支持 73 3.62 1.02 2.69 

 2 不支持 24 3.25 0.76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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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7 學校因素與學校社會環境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n=97) 

變項名稱 學校社會環境執行 

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總年數 0.100 

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成立時間 0.131 

經費預算 0.060 

 

七、 學校因素與社區關係執行的關係 

    由表 4-3-28、4-3-29可知，學校因素中有二項與健康促進學校中學校

社區關係執行情形有顯著差異或相關存在，其餘變項則未達顯著水準。 

(一) 推動人力：推動人力種類三種(含)以上者，在健康促進學校中的

整體執行情形顯著高於二種(含)以下者。(F=1.10，p<0.05)。 

(二) 學校同仁了解度：研究對象任職學校的同仁是否對健康促進學校

工作有所了解，與其在健康促進學校中社區關係執行上有顯著差

異存在(F=18.23，p<.001)。學校同仁對於健康促進學校工作有所

了解的衛生組長，在整體執行情形上顯著高於不了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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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8 學校因素與社區關係執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n=97)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學校衛生相關委

員會 
1 成立委員會且召開會議 49 2.97 1.15 0.21 

 2.成立委員會未召開會議 25 3.05 0.97  

 3.未成立委員會 23 2.85 1.08  

       

推動人力 1.二種(含)以下 48 2.51 1.02 20.22*** 

 2.三種(含)以上 49 3.41 0.95  

       

社區資源運用 1 有  68 3.09 1.02 3.39 

 2 沒有  29 2.66 1.18  

       

學校同仁了解度 1 了解  54 3.35 1.02 18.23*** 

 2 不了解  43 2.48 0.97  

      

學校同仁支持度 1 支持 73 3.05 1.12 2.22 

 2 不支持 24 2.68 0.92  

***p<.001                        

 

表 4-3-29 學校因素與社區關係執行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n=97) 

變項名稱 社區關係執行     

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總年數 0.160      

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成立時間  0.266*      

經費預算 0.190       

*P<.05 

 

    根據上述資料，研究假設二：「研究對象因學校因素各變項之不同水

準，在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上有顯著差異」，部分得到支持。有關學校

因素對健康促進學校的執行情形，重新整理如表 4-3-30。 

    學校因素中，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成立時間、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劃

總年數、經費編列、社區資源運用、推動人力、學校同仁了解度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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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支持度等對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有非常顯著的影響力，此結果與

曾如敏(2005)、譚燕婉(2007)、吳雯菁(2009)研究結果都有相同之處。其

中推動人力與學校同仁了解度在各執行層面上皆有顯著相關，可見學校

若能投入更多不同人力的協助、讓更多同仁對此工作越了解，整體執行

將越好。 

整體而言，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成立時間越長，在社區關係的執行上

較好，而推動人力種類、社區資源的運用、學校同仁了解度、支持度也

和健康促進學校的執行有關，推動人力種類越多、有運用社區資源者，

在整體健康促進學校執行上較好；學校同仁對健康促進學校越了解、越

支持者，執行情形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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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0 學校因素與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總表 

項目 
整

體 

學校

衛生

政策 

健康 

服務 

健康教

學與活

動 

學校物

質環境 

學校社

會環境 
社區關係 備註 

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 

1.成立委員會且 

  定期召開會議 

     2.成立委員會未定  

       期開會 

     3.未成立委員會 

 

- 

 

- - - - - -  

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 

成立時間 
- - - - - - *  

執行健康促進學校總年數 - * - - - - -  

經費預算 - * - - - - -  

推動人力 

      1.二種(含)以下 

      2.三種(含)以上 

* ** - * - ** *** 
三種(含)以上較二

種(含)以下好 

社區資源運用 * * - - - - - 
有運用較沒有運用

好 

學校同仁了解度 *** *** ** *** - ** *** 
了解度高者較不了

者好 

學校同仁支持度 * - - * - - - 
支持度高者較不支

持者好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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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健康促進學校認知健康促進學校認知健康促進學校認知健康促進學校認知、、、、態度態度態度態度、、、、自我效能與執行的相關自我效能與執行的相關自我效能與執行的相關自我效能與執行的相關 

    本節主要呈現研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自我效能

三個變項與執行情形間的關係，並驗證研究假設三：「研究對象對健康促

進學校的認知、態度、執行自我效能與執行情形之間有顯著相關。」 

    研究對象在健康促進學校認知、態度、自我效能與執行情形間的關

係，如表 4-4-1，結果發現，認知、態度、自我效能與整體執行情形及六

大範疇執行情形皆為正相關。其中整體認知與整體執行相關性最高

(r=.797，p<.01)、態度次之(r=.589，p<.01)、自我效能最低(r=.385，p<.01)。

亦即衛生組長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整體認知、態度、自我效能越高，對

於其在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上也就越好。 

    在六大範疇執行中，以整體認知與學校物質環境執行之相關性最高

(r=.801，p<.01)，整體認知與健康服務執行相關性次之(r=.670，p<.01)，

而整體自我效能與健康教學和活動執行相關性最低(r= .238，p<.05)。 

    比對國內相關研究，在吳雯菁(2009)、黃靖華(2005)研究結果中發現

健康促進學校認知、態度與執行情形間呈正相關。譚燕婉(2006)研究亦提

出認知與執行有正相關，皆與本研究結果有部份一致。故欲提升衛生組

長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執行情形，應從提升其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開

始，並強化衛生組長對於健康促進學校各項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提升自

我效能，才能落實健康促進學校工作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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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自我效能與執行情形關係 

    執行 

相關變項    整體執行 

學校衛生

政策 健康服務 

健康教學

與活動 

學校物質

環境 

學校社會

環境 社區關係 

整體認知 
.797** .637** .670** .658** .801** .649** .551** 

整體態度 
.589** .454** .529** .423** .637** .526** .388** 

整體自我效能 
.385** .305** .375** .238* .355** .309** .347**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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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之重要預測變項執行健康促進學校之重要預測變項執行健康促進學校之重要預測變項執行健康促進學校之重要預測變項 

    為了解研究對象個人因素、學校因素及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

度、自我效能等因素，是否能有效預測其執行健康促進學校之情形，本

研究以複迴歸分析處理資料，並驗證研究假設四：「個人因素、學校因素、

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執行自我效能能有效預測研究對象健康

促進學校執行情形」。 

    由於個人因素與學校因素變項中屬於類別變項者應先轉化為虛擬變

項，以適合進行迴歸分析。故將男性、有參加健康促進學校相關研習活

動、有編列經費、有運用社區資源者、推動人力種類為三種(含)以上、學

校同仁了解、學校同仁支持者轉為「1」；女性、沒有參加健康促進學校

相關研習活動、沒有編列經費、沒有運用社區資源、推動人力種類為二

種(含)以下、學校同仁不了解、學校同仁不支持者轉為「0」。而畢業相關

科系(畢業於社會與人文科系、數理科系、社會與人文科系)則虛擬出二變

項，並以社會與人文科系為參照組；而學校衛生委員會運作情形(有成立

學校衛生委員會且有定期召開會議、有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未定期召開

會議、沒有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也未定期召開會議)，亦虛擬出二變項，

並以沒有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也未定期召開會議為參照組。另一方面，

年齡、任教年資、任組長年資、執行健康促進學校年份、學校衛生委員

會成立年數、認知總分、態度總分、自我效能總分為連續變項，可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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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進入複迴歸。 

    在進入複迴歸前，分析的預測變項須符合殘差為常態分配、且與效

標變項間的關係呈線性關係，本研究預測變項殘差值的次數分配接近鐘

型曲線，樣本符合常態分配且標準化殘差值的累積機率分布呈一條左下

至右上的四十五度角直線，符合常態性假設。 

     另執行複迴歸分析前須檢測自變項是否有共線問題，並以容忍度

(tolerance, TOL)或變異膨脹係數(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為檢驗指

標。當容忍度值小於 0.10，變異數膨脹係數的值大於 10，表示有共線性。

由表 4-5-1的診斷結果可之，容忍度皆大於 0.175，變異數膨脹係數介於 

1.343-5.699，顯示變項間無共線性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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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複迴歸分析自變項之共線性診斷 

 共線性診斷 

 Tolerance VIF 

性別 .531 1.882 

年齡 .186 5.382 

任教年資 .175 5.699 

組長年資 .669 1.494 

畢業於數理科系 .490 2.043 

畢業於健康與體育科系 .573 1.745 

參加研習 .671 1.489 

執行健康促進學校年數 .717 1.395 

衛生委員會成立時間 .744 1.343 

有成委員會且召開會議 .191 5.240 

有成立委員會但未開會 .436 2.292 

經費有無 .667 1.498 

同仁了解度 .423 2.362 

同仁支持度 .524 1.909 

推動人力 .682 1.466 

社區資源 .631 1.585 

認知總分 .415 2.411 

態度總分 .321 3.112 

自我效能總分 .191 5.227 

    由表 4-5-2可知，個人因素、學校因素和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

度和自我效能可預測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且達統計顯著水準

(F=9.379，p<.001)，解釋總變異量為 63.1%。其中，「健康促進學校認知

總分」(β=.652)、「有成立委員會且召開會議」(β=.419)、「健康促進學

校執行自我效能總分」(β=.374)、「有成立委員會但未開會」(β=.195)

和「社區資源」(β=.177)等五項是主要的預測變項。其中β絕對值越大，

表示能有較高的解釋變異量，故研究對象之認知最能有效預測健康促進

學校之執行情形，其次為成立委員會之運作情形、自我效能、最差之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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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變項則為社區資源。此結果，與研究假設四：「個人因素、學校因素、

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執行自我效能能有效預測研究對象健康

促進學校執行情形」，部分得到支持，其中學校因素、對健康促進學校的

認知、態度、自我效能能有效預測研究對象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 

    比對國內相關研究，譚燕婉(2006)指出校長對象對健康促進學校執行

程度之重要預測變項為「同仁了解度」、「健康促進學校訓練」，劉秀枝(2005)

指出台灣地區國小護理人員執行學生健康管理工作之影響因素為「工作

年資」、「專業執照」、「社區資源」等，林麗美(1997)指出台灣中南部國小

護理人員對學校衛生護理工作執行的影響因素為：「年齡」、「校護工作年

資」及「臨床工作經驗」與本研究結果並不完全一致，推究原因可能與

研究對象之不同，主觀認定上亦不同，另外研究對象因平均任衛生組長

年資不到三年，對於工作尚屬摸索階段，故其任衛生組長年資並非影響

執行之重要因素。 

    整體來說，研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是一個重要影響執

行情形的變項，其次為成立委員會之運作情形，故欲提升執行情形，須

首重其對工作之了解並落實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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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個人因素、學校因素、認知、態度、自我效能對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複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 未標準化係數(B) 標準化係數(β) t 值 R R2 

(常數) -1.617  -1.899 0.841 0.631 

性別 .006 .004 .048   

年齡 .009 .076 .521   

任教年資 -.013 -.131 -.873   

組長年資 .013 .041 .528   

畢業於數理科系 .104 .074 .822   

畢業於健康與體育科系 .048 .031 .370   

參加研習 .308 .090 1.169   

執行健康促進學校年數 .079 .122 1.640   

衛生委員會成立時間 -.014 -.058 -.793   

有成委員會且召開會議 .580 .419 2.910**   

有成立委員會但未開會 .305 .195 2.046*   

經費有無 -.191 -.138 -1.789   

同仁了解度 -.089 -.064 -.663   

同仁支持度 -.057 -.036 -.411   

推動人力 -.055 -.040 -.519   

社區資源 .270 .177 2.227   

認知總分 .886 .652 6.664***   

態度總分 -.078 -.062 -.560   

自我效能總分 .258 .374 2.599*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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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依據前述章節之發現和結果，對照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提出

下列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節根據研究目的，將研究結果簡述如下： 

一、 研究對象的性別男女比率相當，平均年齡為 34 歲，正值青壯年階

段，任教總年資平均為 9年，但兼任衛生組長行政工作一職較短，

平均不到三年；研究對象畢業於健康與體育領域者居多佔三成，而

九成以上參加過健康促進學校相關研習活動，參加的形式以研習

會、單次演講居多。另外，研究對象任職學校七成以上有成立學校

衛生相關委員會，且半數以上學校有定期召開會議；能運用社區資

源的學校亦超過七成，其中運用較多的社區資源為：衛生局(所)、

醫院或診所、家長會等；而健康促進學校推動時有半數學校以上未

編列經費；此外，研究對象認為大部分學校同仁對於健康促進學校

都有所了解，更有七成以上給予正向支持的態度。 

二、 研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自我效能、執行情形  

    皆以學校物質環境最好、健康服務次之，社區關係最差。而研 

    究對象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自我效能與執行情形皆 

    呈正相關，其中與執行情形相關性高低依次為認知、態度、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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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能。 

三、 研究對象為女性者，在健康促進學校中之學校衛生政策執行上高於

男性，另外，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會因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成

立時間、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劃年數、經費預算、推動人力、運用

社區資源、學校同仁了解度與支持度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四、 個人因素、學校因素、對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態度和自我效能可

預測研究對象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 60％的變異量，其中以「健康

促進學校認知」、「學校衛生委員會組織和運作」、「健康促進學校執

行自我效能」和「社區運用」為主要的預測變項，且以「健康促進

學校認知」最具影響力。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根據研究結論，分成實務和未來研究兩方面，提出以下幾項建議： 

壹壹壹壹、、、、健康促進學校執行實務健康促進學校執行實務健康促進學校執行實務健康促進學校執行實務：：：： 

一、 本研究發現衛生組長對於健康促進學校的認知與自我效能是執行 

健康促進學校的重要預測變項，且認知越好、自我效能越高者，執 

行情形越好，另三年內有參與健康促進學校相關活動者，執行亦較 

佳。故建議教育主管機關能加強辦理健康促進學校相關的訓練活 

動，如分區組長觀摩會、分享、示範與實務工作探討、或是相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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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等；並鼓勵衛生組長多參加各種不同形式的訓練活動達一定場次 

與時數，藉由此方式提升衛生組長對於健康促進學校工作之認知與 

自我效能，進而提升其執行能力。 

二、 本研究發現社區資源是健康促進學校工作執行的重要預測變項之 

一，且有運用社區資源較無運用者好，超過七成的學校曾經運用社 

區資源，但研究對象在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社區關係上卻只做

到 41-60%，是六大範疇中最差的一項。似顯示各校衛生組長並未能

有效運用社區資源來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工作，特別是「表揚推動健

康促進各項活動有功的社區家長志工、邀請社區人士組織代表參與

學校衛生委員會」等方面。故建議應由縣府教育機關統整各校各區

可應用之社區資源，並由學校推薦表揚協助辦理有功之社區組織、

家長、志工，以延續其參與並投入健康促進學校工作之意願。 

三、 學校同仁對健康促進學校工作執行，會因了解度與支持度的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故健康促進相關的訓練研習活動，除了派遣衛生工作

相關人員參加外，應鼓勵校內級導師代表、專任教師代表、不同行

政處室代表，一同出席參加。另外，在校內相關會議進行時，廣為

宣導健康促進學校之意涵與校內進行相關之計畫活動，以提升學校

同仁對於健康促進學校之了解與支持，將有助於健康促進學校之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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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衛生相關委員會組織運作情形，是健康促進學校工作執行之重 

要預測變項之一，且成立相關委員會或工作小組時間越長，社區關

係的執行情形越佳。故建議教育主管機關須鼓勵學校衛生相關委員

會每學期至少於期初、期末召開會議，並不定期至校訪視與評鑑，

公開表揚表現優異之學校與人員，將能讓委員會的成立運作與健康

促進學校的執行更落實。 

貳貳貳貳、、、、    未來的研究未來的研究未來的研究未來的研究 

ㄧ、 本研究之對象只侷限於台北縣、市國民中學衛生組長，建議針對全

台不同地區學校的衛生組長進行相關調查，以全面了解我國各國中

衛生組長執行健康促進學校之狀況。另一方面，也可針對不同職務

(如：學務主任、教師等)作為研究之對象，以了解不同人員在執行

健康促進學校工作上之情形。 

二、 本研究以量性調查來了解台北縣市衛生組長執行健康促進學校的狀

況，但不能深入探討實際執行上的問題，故建議未來可輔以質性研

究，如深入訪談，以增加資料的多樣性，更能了解各層面的問題和

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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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問卷內容專家效度名單問卷內容專家效度名單問卷內容專家效度名單問卷內容專家效度名單 

（依姓氏筆劃序）    

專家姓名 職稱 

呂昌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研究所教授 

李政和 屏東縣立東港國中衛生組長 

胡益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研究所教授 

陳政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研究所教授 

陳錫琦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與健康促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陳富莉 私立輔仁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兼系主任 

黃松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研究所教授 

黃雅文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與健康促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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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台北縣台北縣台北縣台北縣市國中衛生組長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及相關市國中衛生組長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及相關市國中衛生組長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及相關市國中衛生組長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及相關   

                    因素研究問卷因素研究問卷因素研究問卷因素研究問卷(預試用問卷預試用問卷預試用問卷預試用問卷) 

 

 

 

 

 

 

 

 

 

 

 

 

 

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   

要預估填寫問卷的時間請您先寫下現在的時間：___時____分 

 

 

題

號 

              

 

(1) 

總

是

做

到 

(2) 

大

部

分

做

到 

(3) 

有

做

到 

 

(4) 

少

部

分

做

到 

(5) 

幾

乎

沒

做

到 

1 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劃時，我會協助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並負

責有關工作 

     

2 對「學校衛生委員會」的成員組成，提出建議，並協助邀約學校行政

同仁、相關教師、校護與社區代表加入 

     

3 協助「學校衛生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並進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檢

討與評估的事宜 

     

4 協助爭取健康促進學校計劃經費      

5 協助評量校內健康事務現況和需求，並據以擬定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6 協助辦理學生健康檢查工作      

親愛的組長您好： 

    我是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暑期在職碩士班研究生，目前在賴香如教授指導下進

行「台北縣市國中衛生組長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及相關因素研究」，這份問卷主要目的是想了解國

民中學衛生組長在推行健康促進學校計劃的實際情形與相關因素，以作為日後學校衛生工作推展之參

考，感謝您在百忙中撥冗回答。 在正式問卷施測前，尚需您的填答及指正以作為修改的依據。 

    您提供的意見對本研究具有極高的價值，您所填答的資料沒有對錯之分，僅作為學術分析，不會

移作他用。非常感謝您的協助，叨擾之處敬請原諒。 

    敬祝          工作順心、如意 

                                            國立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賴香如   博士 

                                                         研究生：魏珮嘉   敬上   

                                                          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填答說明： 

請就您個人在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時的完成情形，勾選您認為最適合的答案。 

執行情形分為下列五個等級： 

◎總是做到 — 表示執行情形達 81-100%     ◎大部分做到— 表示執行情形達 61-80% 

◎有 做 到 — 表示執行情形達 41-60%      ◎少部分做到— 表示執行情形達 21-40% 

◎幾乎沒做到— 表示執行情形達 0-20% 



 111 

 

  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健康促進學校認知健康促進學校認知健康促進學校認知健康促進學校認知 

題

號 

              

 

(1) 

總

是

做

到 

 

(2) 

大

部

分

做

到 

(3) 

有

做

到 

 

(4) 

少

部

分

做

到 

(5) 

幾

乎

沒

做

到 

7 依據健康檢查結果，協助辦理體格缺點追蹤矯治或轉介服務(含近

視、齲齒、肥胖等) 

     

8 協助整理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名單，並提供給相關任課教師參考，讓

學生獲得更好的照顧 

     

9 協助訂定完善的傳染病管制流程      

10 協助訂定完善的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11 辦理多項教職員生健康促進研習與活動(如舉辦職傷害、預防保

健、健康檢查等) 

     

12 建議教務處將健康促進融入各領域教學      

13 協助推動學生健康生活技能培育的活動      

14 針對健康議題設計不同的活動與競賽      

15 協助健康促進學校計劃之各項活動的宣導，以增進師生的了解      

16 請健康與體育領域老師協助參與各項健康活動或競賽      

17 針對各項健康活動進行成果評估與檢討工作      

18 協助學校提供安全健康的校園環境(如建築設備、運動、交通、無

障礙校園設施等) 

     

19 協助學校定期實施環境衛生檢查(廁所洗手台、教室衛生狀況…等)      

20 協助對膳食的供應符合衛生檢查標準      

21 推行無菸、拒檳、無毒校園的事務      

22 協助永續校園(如進行資源分類回收、環保、節能省電…等)的營造

工作 

     

23 協助員工消費合作社辦理販售食品檢核工作，不販售有害學生健康

的食物(如含糖飲料、零等) 

     

24 協助教師尊重學生個人特質，採取「人性化輔導管教」(例如：解

除髮禁、常態分班、作息及制度的調整、避免師生同學間辱罵等) 

     

25 協助營造一個溫暖開放、友善關懷，具凝聚力且彼此尊重的校園環

境 

     

26 協助學校提供有特殊需求教職員工生(如緊急救難基金之申請、仁

愛基金之申請、人際互助合作之諮詢等)所需的支援 

     

27 提供學生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定相關政策的機會(例如：自治小

市長、班聯會…等) 

     

28 指導社區家長、志工參與校內各項健康活動      

29 邀請社區家長、志工共同參與學生問題討論與處理      

30 表揚推動健康促進各項活動有功的社區家長、志工      

31 邀請社區人士或組織代表參與「學校衛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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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1) 

非

常

了

解 

 

(2) 

了

解 

(3) 

了

解 

一 

些 

(4) 

不

了

解 

 

(5) 

非

常

不

了

解 

1 對於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時，學校應設置一個專責組織，如「學

校衛生委員會」的了解程度為 

     

2 對於「學校衛生委員會」組織成員及人力分配的了解程度為      

3 對於「學校衛生委員會」需定期開會並做檢討的了解程度為      

4 對於學校制定與推動衛生政策，應以學校本位為出發，了解全校師

生的健康需求才形成政策的了解程度為 

     

5 對於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擬定與經費申請了解程度為      

6 對於健康服務是藉由觀察、調查與篩檢過程來掌握健康狀況，並協

助師生更健康的一系列服務的了解程度為 

     

7 對於學校傳染病防治工作的了解程度為      

8 對於學校師生緊急傷病的處理機制了解程度為      

9 對於罹患特殊疾病學生個案管理及照顧的了解程度為      

10 對於辦理教職員生健康促進相關研習或活動的了解程度為      

11 對於健康教學與活動應培養個人健康生活技能的了解程度為      

12 對於目前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十大主要健康議題的了解程度為      

13 對於衛生隊培訓(衛生糾察、資源回收小義工..等)制度的了解程度為      

14 對於健康議題(如傳染病防治)融入健康教育課程的了解程度為      

15 對於讓校園成為無菸害、無毒品之健康安全環境的了解程度為      

16 對於學校環境的清潔美化工作的了解程度為      

17 對於學校所提供的餐點、食物需符合衛生檢查標準的了解程度為      

18 對於學校應擬定緊急災害事件應變措施，並訓練全校師生應變能力

的了解程度為 

     

19 對於學校推動永續校園環境工作了解程度為      

20 對於學校社會環境是營造良好校風的了解程度為      

填答說明： 

請就您個人對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各相關工作的了解程度，勾選您認為最適合的答案。 

了解程度分為下列五個等級： 

◎非常了解  ：表示了解程度達 81-100%           

◎了解      ：表示了解程度達 61-80% 

◎了解一些  ：表示了解程度達 41-60% 

◎不了解    ：表示了解程度達 21-40% 

◎非常不了解：表示了解程度達  0-20 % 



 113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健康促進學校態度健康促進學校態度健康促進學校態度健康促進學校態度 

 

 

 

 

 

 

 

 

 

 

 

 

 

 

 

題

號 

                                   

 

(1) 

非

常

了

解 

 

(2) 

了

解 

(3) 

了

解 

一

些 

(4) 

不

了

解 

 

(5) 

非

常

不

了

解 

21 對於有特殊需求的師生，提供不同資源的了解度為                

22 對於教師尊重學生個人特質，採取「人性化輔導管教」，比用體罰、

嚴格規範，更能激發學生優良行為的了解程度為 

     

23 對於提供學生機會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定相關政策的了解程度為      

24 對於為了營造溫暖開放、友善關懷的校園，各處室行政同仁、教師

與學生需要共同配合與努力的了解程度為 

     

25 對於社區關係是指學校與家長、地方健康服務機關或社區組織聯繫

狀況的了解程度為 

     

26 對於家長與社區參與健康促進學校計劃，可提供學生與家長實踐健

康生活機會的了解程度為 

     

27 對於公開表揚協助學校的社區家長、志工，可提高其繼續參與意願

的了解程度為 

     

28 對於社區組織可協助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劃的了解程度為      

29 對於學校可邀請社區人士或組織代表參與「學校衛生委員會」的了

解程度為 

     

填答說明： 

請您針對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各層面工作的重要性加以評估，並勾選您認為最適合的答案。 

重要程度分為下列五個等級： 

﹡非常重要  —表示此項工作重要程度達   81-100% 

﹡重要      —表示此項工作重要程度達   61-80% 

﹡有點重要  —表示此項工作重要程度達   41-60% 

﹡不重要    —表示此項工作重要程度達   21-40% 

﹡非常不重要—表示此項工作重要程度達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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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1) 

非

常

重

要 

(2) 

重

要 

(3) 

有

點

重  

要 

(4) 

不

重

要 

(5) 

非

常

不

重

要 

1 「學校衛生委員會」的成立對於健康促進學校計劃的推動來說是      

2 校內重要主管參與學校衛生政策的擬訂      

3 制訂學校衛生政策應以考量學校師生的需求，以學校本位為出發      

4 定期召開「學校衛生委員會」，以檢討或追蹤學校衛生政策的實施

成效 

     

5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經費申請對於推動各項健康促進相關活動來說      

6 彙整校內有特殊健康需求的學生名單並提供給相關任課教師      

7 辦理學生健康檢查      

8 依檢查結果辦理體格缺點追蹤矯治或轉介服務      

9 辦理多項教職員生健康促進研習與活動      

10 訂定完善的傳染病管制流程      

11 訂定完善的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12 將健康促進融入各領域教學       

13 針對不同健康議題設計不同活動與競賽      

14 健體領域教師參與各項議題之活動與競賽      

15 推動學生健康生活技能培育的活動      

16 針對各項健康議題的活動與競賽進行評估與檢討      

17 校內設施設計時避免死角，且在適當的地點加上安全指示或標語      

18 校內定期實施環境衛生檢查      

19 推行無菸、拒檳、無毒校園工作      

20 學校膳食的供應須符合衛生檢查標準      

21 營造永續校園的事務，如進行資源分類回收、環保、節能省電等       

22 教師尊重學生個人特質，並採取「人性化輔導管教」，對友善校園

之營造有所助益 

     

23 營造友善校園需各處室行政同仁、教師與學生共同努力      

24 全校教職員工能擔負學校社會環境營造的責任      

25 給予有特殊需求的教職員工生(如緊急救難基金之申請、仁愛基金

之申請、人際互助合作之諮詢等)支援 

     

26 學校需積極與社區建立關係      

27 學校指定專人負責與社區連繫窗口的工作      

28 引進社區資源協助學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29 表揚推動健康促進活動有功的家長、志工      

30 請社區人士或組織代表參與「學校衛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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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第四部份第四部份第四部份：：：：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自我效能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自我效能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自我效能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自我效能 

 

 

 

 

 

 

題

號 

 

 

 

從事下列事項的把握程度是.... 

 

 

(1) 

完

全

有

把

握 

(2) 

有

把

握 

(3) 

有

一

半

把

握 

(4) 

沒

有

把

握 

(5) 

完

全

沒

有

把

握 

1 協助結合學校行政同仁、相關教師、校護與社區代表組成「學校

衛生委員會」 

                                      

2 協助「學校衛生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                         

3 擬定校內學校衛生政策的計畫               

4 每學期進行學校衛生工作自我評鑑與成效檢討                                     

5 申請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經費      

6 依據學生健康檢查結果，辦理體格缺點矯治或轉介服務       

7 協助彙整校特殊健康需求學生名單，提供給相關任課教師參考，

讓學生獲得更多照顧 

     

8 訂定完善的傳染病管制流程      

9 訂定完善的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10 辦理教職員生健康促進研習與活動      

11 將健康促進融入各領域教學      

12 強化學生健康生活技能的培育      

13 針對不同健康議題設計不同的活動與競賽      

14 辦理不同健康議題與活動，並使學生樂於參與      

15 針對不同健康議題的活動與競賽進行評估與檢討      

16 辦理教師能樂於參與的健康相關研習活動      

17 維護校園環境整潔      

18 發展學校成為無菸、拒檳與無毒品的校園      

19 營造永續校園(資源回收、節能省電與重視環保)      

20 協助校內合作社做到不販售有害學生健康的食物(如含糖飲料、零

食等) 

     

21 協助校內教師採取「人性化輔導管教」(如解除髮禁、常態分班…)      

22 營造一個溫暖開放、友善關懷且彼此尊重的校園環境      

       

填答說明： 

請您針對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工作執行上的把握程度，勾選您認為最適合的答案。 

把握程度分為下列五個等級： 

﹡完全有把握— 表示此項工作把握程度達  81-100% ﹡有把握— 表示此項工作把握程度達 61-80% 

*有一半把握— 表示此項工作把握程度達 41-60%﹡沒有把握— 表示此項工作把握程度達  21-40% 

﹡完全沒有把握 — 表示此項工作把握程度達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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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第五部份第五部份第五部份：：：：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 

 

 

 

1.請問您的性別﹕□(1)男  □(2)女 

2.請問您的年齡﹕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 

3.請問您的畢業科系相關領域﹕□(1)國文領域  □(2)英文領域 □(3)數學領域  

□(4)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5)藝術與人文領域  

□(6)健康與體育領域     □(7)綜合領域 

4.請問您中學任教總年資﹕共_________年_________月 

5.請問您兼任衛生／體衛組長總年資﹕共_________年_________月 

6.請問您近 3 年是否曾經參加健康促進學校相關研習或活動﹖□(1)是 (請跳第 7 題) □(2)否 

7.請問您曾參加過的研習或活動為 □(1)單次演講 □(2)系列講座 □(3)研習會 □(4)工作坊  

                         □(5)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部分第六部分第六部分第六部分：：：：學校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 

1. 貴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總年數為﹖□(1)一年    □(2)二年     □(3)三年  

□(4)四年    □(5)五年 

題

號 

 (1) 

非

常

有

把

握  

(2) 

有

把

握     

(3) 

有

一

半

把

握       

(4) 

沒  

有

把

握    

(5) 

非

常

沒

有

把

握     

23 提供校內學生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定相關政策機會      

24 將健康促進相關議題視為年度重要工作項目並實踐之      

25 邀請社區家長、志工參與校內各項健康相關議題活動      

26 擔任社區與學校間溝通的橋樑      

27 尋求家長會的支援(人力、物力)，以推動校內各項健康活動      

28 促使學校與社區維持良好互動關係      

填答說明： 

    本部份針對個人基本資料，請根據您實際的情況，在横線部份填寫，或在各個選項□內打「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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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貴校是否已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或工作小組﹖□(1)是    □(2)否 (答「否」者，請跳到第 4 題) 

3. 若學校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其名稱為(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立多久﹖________年。  有無定期召開會議﹖ □(1)有   □(2)沒有 

  4. 貴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人力有：(可複選，並填寫人數) 

     □(1)校護_______人         □(2)教師 ________人         □(3)工友________人 

 □(4)志工家長________人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貴校在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所編列之經費約是： 

    □(1)一學年約_______________元台幣   □(2)無經費預算 

6. 您辦理健康促進活動時，是否曾經運用社區資源﹖ 

□(1)有   □(2)沒有 (沒有，請跳到第 7 題) 

7. 若曾經運用社區資源是：(可複選) 

   □(1)衛生局(所)   □(2)消防局    □(3)醫院或診所    □(4)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5)社區發展委員會  □(6)家長會   □(7)民間組織   □(8)其他_________________ 

8. 您認為貴校同仁對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了解程度是： 

□(1)非常了解 □(2)了解 □(3)不了解 □(4)非常不了解 

9. 您認為貴校同仁對推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支持度： 

   □(1)非常支持 □(2)支持 □(3)不支持 □(4)非常不支持 

 

            問卷結束了，請您寫下現在的時間：____時____分 

 

 
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您已完成問卷您已完成問卷您已完成問卷您已完成問卷﹗﹗﹗﹗請再查看是否有漏填請再查看是否有漏填請再查看是否有漏填請再查看是否有漏填之處之處之處之處﹗﹗﹗﹗ 

非常感激您的協助非常感激您的協助非常感激您的協助非常感激您的協助﹗﹗﹗﹗敬祝健康平安敬祝健康平安敬祝健康平安敬祝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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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台北縣台北縣台北縣台北縣、、、、市國中衛生組長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及相關因素市國中衛生組長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及相關因素市國中衛生組長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及相關因素市國中衛生組長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及相關因素  

                        研究問卷研究問卷研究問卷研究問卷(正式問卷正式問卷正式問卷正式問卷) 

 

 

 

 

 

 

 

 

 

 

 

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  

 

題

號 

              

 

(1) 

總

是

做

到 

(2) 

大

部

分

做

到 

(3) 

有

做

到 

 

(4) 

少

部

分

做

到 

(5) 

幾

乎

沒

做

到 

1 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劃時，我會協助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並負

責有關工作 

     

2 對「學校衛生委員會」的成員組成，提出建議，並協助邀約學校行政

同仁、相關教師、校護與社區代表加入 

     

3 協助「學校衛生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並進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檢

討與評估的事宜 

     

4 協助爭取健康促進學校計劃經費      

5 協助評量校內健康事務現況和需求，並據以擬定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6 協助辦理學生健康檢查工作      

親愛的組長您好： 

    我是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暑期在職碩士班研究生，目前在賴香如教授指導下進

行「台北縣市國中衛生組長健康促進學校執行情形及相關因素研究」，這份問卷主要目的是想了解國

民中學衛生組長在推行健康促進學校計劃的實際情形與相關因素，以作為日後學校衛生工作推展之參

考，感謝您在百忙中撥冗回答。  

    您提供的意見對本研究具有極高的價值，您所填答的資料沒有對錯之分，僅作為學術分析，不會

移作他用。非常感謝您的協助，叨擾之處敬請原諒。 

    敬祝          工作順心、如意 

                                            國立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賴香如   博士 

                                                         研究生：魏珮嘉   敬上   

                                                          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填答說明： 

請就您個人在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時的完成情形，勾選您認為最適合的答案。 

執行情形分為下列五個等級： 

◎總是做到 — 表示執行情形達 81-100%     ◎大部分做到— 表示執行情形達 61-80% 

◎有 做 到 — 表示執行情形達 41-60%      ◎少部分做到— 表示執行情形達 21-40% 

◎幾乎沒做到— 表示執行情形達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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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1) 

總

是

做

到 

 

(2) 

大

部

分

做

到 

(3) 

有

做

到 

 

(4) 

少

部

分

做

到 

(5) 

幾

乎

沒

做

到 

7 依據健康檢查結果，協助辦理體格缺點追蹤矯治或轉介服務(含近

視、齲齒、肥胖等) 

     

8 協助整理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名單，並提供給相關任課教師參考，讓

學生獲得更好的照顧 

     

9 協助訂定完善的傳染病管制流程      

10 協助訂定完善的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11 辦理多項教職員生健康促進研習與活動(如舉辦職傷害、預防保

健、健康檢查等) 

     

12 建議教務處將健康促進融入各領域教學      

13 協助推動學生健康生活技能培育的活動      

14 針對健康議題設計不同的活動與競賽      

15 協助健康促進學校計劃之各項活動的宣導，以增進師生的了解      

16 請健康與體育領域老師協助參與各項健康活動或競賽      

17 針對各項健康活動進行成果評估與檢討工作      

18 協助學校提供安全健康的校園環境(如建築設備、運動、交通、無

障礙校園設施等) 

     

19 協助學校定期實施環境衛生檢查(如廁所、洗手台、教室衛生狀況…

等) 

     

20 協助對膳食的供應符合衛生檢查標準      

21 推行無菸、拒檳、無毒校園的事務      

22 協助永續校園(如進行資源分類回收、環保、節能省電…等)的營造

工作 

     

23 協助員工消費合作社辦理販售食品檢核工作，不販售有害學生健康

的食物(如含糖飲料、零等) 

     

24 協助教師尊重學生個人特質，採取「人性化輔導管教」(例如：解

除髮禁、常態分班、作息及制度的調整、避免師生同學間辱罵等) 

     

25 協助營造一個溫暖開放友善關懷，具凝聚力且彼此尊重的校園環境      

26 協助學校提供有特殊需求教職員工生(如緊急救難基金之申請、仁

愛基金之申請、人際互助合作之諮詢等)所需的支援 

     

27 提供學生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定相關政策的機會(例如：自治小

市長、班聯會…等) 

     

28 指導社區家長、志工參與校內各項健康活動      

29 邀請社區家長、志工共同參與學生問題討論與處理      

30 表揚推動健康促進各項活動有功的社區家長、志工      

31 邀請社區人士或組織代表參與「學校衛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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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健康促進學校認知健康促進學校認知健康促進學校認知健康促進學校認知 

 

 

 

 

 

 

 

 

 

題

號 

             

 

(1) 

非

常

了

解 

 

(2) 

了

解 

(3) 

了

解 

一 

些 

(4) 

不

了

解 

 

(5) 

非

常

不

了

解 

1 對於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時，學校應設置一個專責組織，如「學

校衛生委員會」的了解程度為 

     

2 對於「學校衛生委員會」組織成員及人力分配的了解程度為      

3 對於「學校衛生委員會」需定期開會並做檢討的了解程度為      

4 對於學校制定與推動衛生政策，應以學校本位為出發，了解全校師

生的健康需求才形成政策的了解程度為 

     

5 對於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擬定與經費申請了解程度為      

6 對於健康服務是藉由觀察、調查與篩檢過程來掌握健康狀況，並協

助師生更健康的一系列服務的了解程度為 

     

7 對於學校傳染病防治工作的了解程度為      

8 對於學校師生緊急傷病的處理機制了解程度為      

9 對於罹患特殊疾病學生個案管理及照顧的了解程度為      

10 對於辦理教職員生健康促進相關研習或活動的了解程度為      

11 對於健康教學與活動應培養個人健康生活技能的了解程度為      

12 對於目前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十大主要健康議題的了解程度為      

13 對於衛生隊培訓(衛生糾察、資源回收小義工..等)制度的了解程度為      

14 對於健康議題(如傳染病防治)融入健康教育課程的了解程度為      

15 對於讓校園成為無菸害、無毒品之健康安全環境的了解程度為      

16 對於學校環境的清潔美化工作的了解程度為      

17 對於學校所提供的餐點、食物需符合衛生檢查標準的了解程度為      

18 對於學校應擬定緊急災害事件應變措施，並訓練全校師生應變能力

的了解程度為 

     

19 對於學校推動永續校園環境工作了解程度為      

20 對於學校社會環境是營造良好校風的了解程度為      

填答說明： 

請就您個人對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各相關工作的了解程度，勾選您認為最適合的答案。 

了解程度分為下列五個等級： 

◎非常了解  ：表示了解程度達 81-100%           

◎了解      ：表示了解程度達 61-80% 

◎了解一些  ：表示了解程度達 41-60% 

◎不了解    ：表示了解程度達 21-40% 

◎非常不了解：表示了解程度達  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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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健康促進學校態度健康促進學校態度健康促進學校態度健康促進學校態度 

 

 

 

 

 

 

 

題

號 

                                   

 

(1) 

非

常

了

解 

 

(2) 

了

解 

(3) 

了

解 

一

些 

(4) 

不

了

解 

 

(5) 

非

常

不

了

解 

21 對於有特殊需求的師生，提供不同資源的了解度為                

22 對於教師尊重學生個人特質，採取「人性化輔導管教」，比用體罰、

嚴格規範，更能激發學生優良行為的了解程度為 

     

23 對於提供學生機會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定相關政策的了解程度為      

24 對於為了營造溫暖開放、友善關懷的校園，各處室行政同仁、教師

與學生需要共同配合與努力的了解程度為 

     

25 對於社區關係是指學校與家長、地方健康服務機關或社區組織聯繫

狀況的了解程度為 

     

26 對於家長與社區參與健康促進學校計劃，可提供學生與家長實踐健

康生活機會的了解程度為 

     

27 對於公開表揚協助學校的社區家長、志工，可提高其繼續參與意願

的了解程度為 

     

28 對於社區組織可協助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劃的了解程度為      

29 對於學校可邀請社區人士或組織代表參與「學校衛生委員會」的了

解程度為 

     

填答說明： 

請您針對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各層面工作的重要性加以評估，並勾選您認為最適合的答案。 

重要程度分為下列五個等級： 

﹡非常重要  —表示此項工作重要程度達   81-100% 

﹡重要      —表示此項工作重要程度達   61-80% 

﹡有點重要  —表示此項工作重要程度達   41-60% 

﹡不重要    —表示此項工作重要程度達   21-40% 

﹡非常不重要—表示此項工作重要程度達    0-20% 



 122 

題

號 

 (1) 

非

常

重

要 

(2) 

重

要 

(3) 

有

點

重  

要 

(4) 

不

重

要 

(5) 

非

常

不

重

要 

1 「學校衛生委員會」的成立對於健康促進學校計劃的推動來說是      

2 校內重要主管參與學校衛生政策的擬訂      

3 制訂學校衛生政策應以考量學校師生的需求，以學校本位為出發      

4 定期召開「學校衛生委員會」，以檢討或追蹤學校衛生政策的實施

成效 

     

5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經費申請對於推動各項健康促進相關活動來說      

6 彙整校內有特殊健康需求的學生名單並提供給相關任課教師      

7 辦理學生健康檢查      

8 依檢查結果辦理體格缺點追蹤矯治或轉介服務      

9 辦理多項教職員生健康促進研習與活動      

10 訂定完善的傳染病管制流程      

11 訂定完善的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12 將健康促進融入各領域教學       

13 針對不同健康議題設計不同活動與競賽      

14 健體領域教師參與各項議題之活動與競賽      

15 推動學生健康生活技能培育的活動      

16 針對各項健康議題的活動與競賽進行評估與檢討      

17 校內設施設計時避免死角，且在適當的地點加上安全指示或標語      

18 校內定期實施環境衛生檢查      

19 推行無菸、拒檳、無毒校園工作      

20 學校膳食的供應須符合衛生檢查標準      

21 營造永續校園的事務，如進行資源分類回收、環保、節能省電等       

22 教師尊重學生個人特質，並採取「人性化輔導管教」，對友善校園

之營造有所助益 

     

23 營造友善校園需各處室行政同仁、教師與學生共同努力      

24 全校教職員工能擔負學校社會環境營造的責任      

25 給予有特殊需求的教職員工生(如緊急救難基金之申請、仁愛基金

之申請、人際互助合作之諮詢等)支援 

     

26 學校需積極與社區建立關係      

27 學校指定專人負責與社區連繫窗口的工作      

28 引進社區資源協助學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29 表揚推動健康促進活動有功的家長、志工      

30 請社區人士或組織代表參與「學校衛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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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第四部份第四部份第四部份：：：：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自我效能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自我效能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自我效能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自我效能 

 

 

 

 

 

 

題

號 

 

 

 

從事下列事項的把握程度是.... 

 

 

(1) 

完

全

有

把

握 

(2) 

有

把

握 

(3) 

有

一

半

把

握 

(4) 

沒

有

把

握 

(5) 

完

全

沒

有

把

握 

1 協助結合學校行政同仁、相關教師、校護與社區代表組成「學校

衛生委員會」 

                                      

2 協助「學校衛生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                         

3 擬定校內學校衛生政策的計畫               

4 每學期進行學校衛生工作自我評鑑與成效檢討                                     

5 申請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經費      

6 依據學生健康檢查結果，辦理體格缺點矯治或轉介服務       

7 協助彙整校特殊健康需求學生名單，提供給相關任課教師參考，

讓學生獲得更多照顧 

     

8 訂定完善的傳染病管制流程      

9 訂定完善的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10 辦理教職員生健康促進研習與活動      

11 將健康促進融入各領域教學      

12 強化學生健康生活技能的培育      

13 針對不同健康議題設計不同的活動與競賽      

14 辦理不同健康議題與活動，並使學生樂於參與      

15 針對不同健康議題的活動與競賽進行評估與檢討      

16 辦理教師能樂於參與的健康相關研習活動      

17 維護校園環境整潔      

18 發展學校成為無菸、拒檳與無毒品的校園      

19 營造永續校園(資源回收、節能省電與重視環保)      

20 協助校內合作社做到不販售有害學生健康的食物(如含糖飲料、零

食等) 

     

21 協助校內教師採取「人性化輔導管教」(如解除髮禁、常態分班…)      

22 營造一個溫暖開放、友善關懷且彼此尊重的校園環境      

       

填答說明： 

請您針對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工作執行上的把握程度，勾選您認為最適合的答案。 

把握程度分為下列五個等級： 

﹡完全有把握— 表示此項工作把握程度達  81-100% ﹡有把握— 表示此項工作把握程度達 61-80% 

*有一半把握— 表示此項工作把握程度達 41-60%﹡沒有把握— 表示此項工作把握程度達  21-40% 

﹡完全沒有把握 — 表示此項工作把握程度達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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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第五部份第五部份第五部份：：：：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 

 

 

 

1.請問您的性別﹕□(1)男  □(2)女 

2.請問您的年齡﹕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 

3.請問您的畢業科系相關領域﹕□(1)國文領域  □(2)英文領域 □(3)數學領域  

□(4)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5)藝術與人文領域  

□(6)健康與體育領域     □(7)綜合領域    □(8)社會領域 

4.請問您中學任教總年資﹕共_________年_________月 

5.請問您兼任衛生／體衛組長總年資﹕共_________年_________月 

6.請問您近 3 年是否曾經參加健康促進學校相關研習或活動﹖□(1)是 (請跳第 7 題) □(2)否 

7.請問您曾參加過的研習或活動為 □(1)單次演講 □(2)系列講座 □(3)研習會 □(4)工作坊  

                         □(5)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部分第六部分第六部分第六部分：：：：學校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 

1.貴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總年數為﹖□(1)一年    □(2)二年     □(3)三年  

□(4)四年    □(5)五年 

2.貴校是否已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或工作小組﹖ 

□(1)是    □(2)否 (答「否」者，請跳到第 4 題) 

3. 若學校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其名稱為(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立多久﹖________年。有無定期召開會議﹖ □(1)有   □(2)沒有 

  4. 貴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人力有：(可複選，並填寫人數) 

     □(1)校護_______人         □(2)教師 ________人         □(3)工友________人 

 □(4)志工家長________人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貴校在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所編列之經費約是： 

題

號 

 (1) 

非

常

有

把

握  

(2) 

有

把

握     

(3) 

有

一

半

把

握       

(4) 

沒  

有

把

握    

(5) 

非

常

沒

有

把

握     

23 提供校內學生參與學校事務，共同制定相關政策機會      

24 將健康促進相關議題視為年度重要工作項目並實踐之      

25 邀請社區家長、志工參與校內各項健康相關議題活動      

26 擔任社區與學校間溝通的橋樑      

27 尋求家長會的支援(人力、物力)，以推動校內各項健康活動      

28 促使學校與社區維持良好互動關係      

填答說明： 

    本部份針對個人基本資料，請根據您實際的情況，在横線部份填寫，或在各個選項□內打「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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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學年約_______________元台幣   □(2)無經費預算 

6. 您辦理健康促進活動時，是否曾經運用社區資源﹖ 

□(1)有   □(2)沒有 (沒有，請跳到第 8 題) 

7. 若曾經運用社區資源是：(可複選) 

   □(1)衛生局(所)   □(2)消防局    □(3)醫院或診所    □(4)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5)社區發展委員會  □(6)家長會   □(7)民間組織   □(8)其他_________________ 

8. 您認為貴校同仁對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了解程度是： 

□(1)非常了解 □(2)了解 □(3)不了解 □(4)非常不了解 

9. 您認為貴校同仁對推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支持度： 

   □(1)非常支持 □(2)支持 □(3)不支持 □(4)非常不支持 

 

 

 
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您已完成問卷您已完成問卷您已完成問卷您已完成問卷﹗﹗﹗﹗請再查看是否有漏填之處請再查看是否有漏填之處請再查看是否有漏填之處請再查看是否有漏填之處﹗﹗﹗﹗ 

非常感激您的協助非常感激您的協助非常感激您的協助非常感激您的協助﹗﹗﹗﹗敬祝健康平安敬祝健康平安敬祝健康平安敬祝健康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