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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七年級 8個班 人數 138人(男:76人 女:62人 ) 

執 

 

行 

 

策 

 

略 

 

摘 

 

要 

1. 自發、互動與共好 

(1) 激勵策略：以班級生教教育競賽加分、全班穿便服、提供公共服務時數與

校外教學等激勵策略培養學生自發、互動與共好精神。 

(2) 集思廣益：導師於班會時帶領學生以腦力激盪法產出多元有創意的視力保

健策略，並增進人際關係的互動。 

2. 團隊合作 

(1) 現況調查：健康中心每學期進行視力檢查，針對裸視不良學生發通知單轉

介眼科診所複診，並做視力保健衛教宣導、追蹤回條與個案管理。 

(2) 閱讀素養：衛生組設計寒假閱讀素養學習單，以開放性問題瞭解並強化學

生關於視力保健策略的認知，進而促進視力保健行為。 

(3) 戶外課程規劃：各領域設計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鼓勵學生走出教室，本

校戶外課程設計榮獲臺北市 108 年田園城市建置競賽國中綠屋頂組佳作與

108年度臺北市中等以上學校服務學習績優學校團隊優等獎。 

(4) 學生衛教宣導：以週會講座與保健特刊等方式宣導視力保健策略。 

(5) 教師衛教宣導：於導師會議宣導正確視力保健觀念，例如教室第一排課桌

前沿與黑板的水平距離大於 2公尺。 

(6) 訓育組舉辦視力保健專題海報繪製比賽。 

(7) 總務處每學期定期期檢測教室照度與修繕教室燈具。 

3. 社區結盟 

(1) 家長衛教宣導與問卷調查：藉由「視力保健規律用眼護眼行為家長問卷」

進行衛教並調查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 

(2) 結合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桶餐廠商營養師協助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3) 寒暑假舉辦「龍山有愛‧造福鄉里」、「生態永續‧樂活生活」等社區營造

公共服務戶外活動。 

量性分析成效重點摘要  

研究工具: 臺北市 108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知能調查

問卷、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問卷 
前後測時距: 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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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名稱 
前測值

M(SD) 

後測值

M(SD) 
t 值 P值 結果簡述 備註 

視力保健知識 
88.1 

(17.8) 

94.7 

(8.9) 
-4.30** ＜.001 

後測分數比前測高， 

且達顯著差異(P＜.001) 

成對 

t檢定 

規律用眼 3010 

達成情形 

33.6 

(38.9) 

42.3 

(44.0) 
-2.15* .033 

後測分數比前測高， 

且達顯著差異(P＜.05) 

成對 

t檢定 

戶外活動 120 

達成情形 

54.3 

(50.0) 

64.5 

(48.0) 
-2.14* .034 

後測分數比前測高， 

且達顯著差異(P＜.05) 

成對 

t檢定 

3C小於 1 

達成情形 

29.7 

(45.9) 

41.3 

(49.4) 
-2.17* .032 

後測分數比前測高， 

且達顯著差異(P＜.05) 

成對 

t檢定 

下課淨空 

達成情形 

53.6 

(50.1) 

68.8 

(46.5) 
-3.60*** ＜.001 

後測分數比前測高， 

且達顯著差異(P＜.001) 

成對 

t檢定 

視力保健知識

(男) 

86.7 

(19.2) 

94.9 

(9.9) 
-3.66*** ＜.001 

後測分數比前測高， 

且達顯著差異(P＜.001) 

成對 

t檢定 

視力保健知識

(女) 

89.8 

(15.7) 

94.5 

(7.6) 
-2.33 * .023 

後測分數比前測高， 

且達顯著差異(P＜.05) 

成對 

t檢定 

視力保健行為 

(男) 

50.7 

(29.1) 

69.0 

(28.6) 
-4.59*** ＜.001 

後測分數比前測高， 

且達顯著差異(P＜.001) 

成對 

t檢定 

視力保健行為 

(女) 

39.2 

(26.1) 

41.2 

(26.5) 
-0.68 .501 

前後測分數差異未達顯著

水準(p>.05) 

成對 

t檢定 

其他：  

1. 七年級上、下學期女生視力不良率(68.30%、77.80%)均高於男生(58.80%、58.80%)。 

2. 「視力保健知識」前、後測性別差異均未達顯著水準(p>.05)。 

3. 男生「視力保健行為」前、後測分數均顯著高於女生(p＜.05)。 

4. 家長教養態度與子女前、後測「視力保健知識」相關係數分別為0.006、0.083，均未達

顯著水準(P>.05)，但與子女前、後測「視力保健行為」相關係數分別為0.181、0.262，

均達顯著水準(P<.05)。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研究工具: 寒假閱讀素養學習單、視力變化者調查問卷 

(一) 寒假閱讀素養學習單 

由 118份七年級寒假閱讀素養學習單可知，學生關注的視力保健策略依序為戶外活動

120(87.3%)、3C小於 1(80.5%)、規律用眼 3010 (69.5%)、視力保健飲食(69.5%)、姿

勢距離與光線(24.6%)、定期視力檢查(11.9%)與下課淨空(11.0%)。 

(二) 視力變化者調查問卷 

視力變化者均難做到「3010」與「3C<1」，但視力變佳者能做到「戶外活動 120」、

「下課淨空」與「維持眼睛與簿本的距離 35公分」，視力變差者則難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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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別具慧眼：在激勵與閱讀下的看見—性別與教養態度在視力保健上的前瞻與省

思」 

摘要 

研究目的：  

  透過戶外課程規劃與激勵策略促進學生視力保健行為，藉由閱讀素養學習單、週會講座

與書面宣導增進視力保健知識，增進的視力保健知識進而又促進視力保健行為。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本校七年級 8 個班共 138位學生為受試對象，有效問卷數為 138份，其中，男

生 76人(55.1%)、 女生 62 人(44.9% )。研究工具包括量性問卷「臺北市 108學年度學童視

力保健知能調查問卷」、「視力保健規律用眼護眼行為家長問卷」與質性寒假閱讀素養學習單

「保健視力大作戰，從小做起」、「視力變化者調查問卷」。 

研究發現： 

一、「視力保健知識」改變達顯著水準，且後測分數比前測高。 

二、「視力保健行為」改變達顯著水準，且後測分數比前測高。 

三、性別因素 

(一)七年級上、下學期女生視力不良率均高於男生。 

(二)性別在「視力保健知識」前、後測分數差異均未達顯著水準。 

(三)男生「視力保健行為」前、後測分數均顯著高於女生。 

(四)男生「視力保健知識」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測。 

(五)男生「視力保健行為」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測。 

(六)女生「視力保健知識」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測。 

(七)女生「視力保健行為」前後測分數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四、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與子女視力保健知識前、後測分數皆無關，卻與子女視力保健 

    行為前、後測均達顯著相關。 

五、學生視力保健策略認知調查 

學生關注的視力保健策略依序為「戶外活動 120」、「3C小於 1」、「規律用眼 3010 」 

、「視力保健飲食」、「姿勢距離與光線」、「定期視力檢查」與「下課淨空」。 

  六、視力變化者均難做到「3010」與「3C<1」，但視力變佳者能做到「戶外活動 120」、  

     「下課淨空」與「維持眼睛與簿本的距離 35公分」，視力變差者則難以達成。 

  本研究最後針對學校視力保健推展提出若干具體建議。 

 

關鍵字：（3~5 個）視力保健、激勵策略、閱讀策略 

聯絡人姓名：邵惠靖 

聯絡 e-mail：shaoz@lsjh.tp.edu.tw 

聯絡地址：108313 臺北市萬華區南寧路 46號 

mailto:shaoz@lsj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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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源起 

     (一)研究動機 

            本校 97-105學年度擔任台北市健康促進—視力保健議題群組中心學校長達 9 

        年時間，99-103學年度期間，更與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簽訂教育合作計 

        畫—眼科步到校精密視力篩檢(眼壓、眼底、黃斑、眼軸、角膜、晶體厚度)及門診 

        免費複診，近年，視力不良率獲得良好控制，呈現逐年下降情況(圖 1)，且 107學 

        年度本校視力不良率低於台灣地區(73.47%)與臺北市(76.34%)(表 1)，故 108學年 

        度研究者延續推動視力保健議題，試圖尋求合宜的視力保健策略以讓學生視力持平 

        不再惡化。 

   

       圖 1：龍山國中 102-107學年度視力不良率(%) 

 

 

表 1：107 學年度國中學生裸視視力概況   單位：人；% 

縣市別 
總計 

檢測人數 視力不良人數 視力不良率 

臺灣地區  618,648   454,551  73.47  

臺北市  64,244   49,046  76.34  

備註：1. 本表資料為參加檢測學生人數；兩眼裸視視力均 0.9以上者為視力正常， 

         否則為視力不良。 

       2. 本表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讓學童每天都可以在陽光下運動，有助於延緩近視發生機率(Wu et 

al.,2013)，因為陽光可促進視網膜分泌多巴胺，抑制眼軸變長，進而避免視

力惡化；陽光也可弱化病毒活性，值此新冠肺炎疫情逐日升溫之際，鼓勵學生

從事有日照的戶外活動可收視力保健與新冠肺炎防疫雙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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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 

          1.學生、家長與社區層級 

    本校 108學年度七年級學生視力檢查檢查結果如表 2，可看出七年級男生視

力不良率維持在 58.80%，但女生視力不良率卻由上學期的 68.3%陡增到 79.4%，

且女生視力不良率明顯高於男生，造成此現象背後的原因為何？是否與學生的視

力保健知識或視力保健行為有關？ 

 

表 2：龍山國中 108學年度七年級視力檢查檢查結果 

學期   
裸視視力檢查人數 裸視視力不良人數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上學期 
人數 143 80 63 90 47 43 

比率 100% 55.90% 44.10% 62.90% 58.80% 68.30% 

下學期 
人數 143 80 63 96 47 49 

比率 100% 55.90% 44.10% 67.10% 58.80% 77.80% 

 

    本校為一中小型學校，學區內有著名的龍山寺、青草巷、臺北市鄉土教育中

心、紅樓與華西街觀光夜市等，家長職業以藍領階級居多，多數從商，部分為夜

市生意行業，對孩子的照護常因忙於家庭生計而疏於管教，對於視力保健較不重

視，往往無法主動配合視力保健措施，例如視力檢查結果不良的就醫情況需要校

方多次督促，則子女的視力保健知識或視力保健行為是否因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

度而深受影響? 

 

          2.學校層級 

    本校依據學校環境、家長參與、學生態度、教學與活動、健康服務、社區關

係六大項目進行 SWOT分析，作為擬定視力保健計劃重要參考。 

 

表 3：校本視力 SWOT分析表 

項目 
內部分析 外部分析 

優勢(S) 劣勢(W) 機會(O) 威脅(T) 

學校

環境 

環境優美、綠

色植物多 

學校建築採

「日」字型不

利於戶外遠眺 

附近生活機能

齊全，就醫配

鏡皆方便 

周遭商店多，

有時學生會沉

迷網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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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參與 

家長會全力支

持學校重大政

策 

單親家庭、低

收入家庭比例

偏高、較不重

視視力檢查結

果 

家長配合度尚

高，願意配合

協助究診計畫 

部分家長因工

作關係疏於照

顧學生，矯治

不積極 

學生

態度 

學生單純，可

塑性高 

視力檢查回條

回收態度不積

極，造成行政

處理上的困擾 

學務處強力介

入學生態度轉

趨積極 

1. 在家看電視

用電腦時間

過長 

2. 無法將視力

保健觀念內

化為自動自

發行為 

教學

與活

動 

辦理各項活動

能力強 

1. 業務繁多無

法樣樣照顧 

2. 升學觀念影

響 

教學、活動多

樣化、活潑化

提高學生學習

興趣 

升學壓力造成

用眼過度無法

好好休息 

健康

服務 

每學期視力檢

查讓學生立即

掌握自身視力

變化 

學生視力不良

率偏高 

與臺北市立聯

合醫院和平婦

幼院區合作密

切 

矯治率偏低，

需再提高 

社區

關係 

校長與學區內

里長聯繫頻繁

關係密切 

社區老舊環境

較不優美、綠

地少 

學校社區互動

良好積極參與

社區活動 

社區配合度較

被動無法主動

宣導視力保健

觀念 

 

 

     (三)國內外執行該策略的成效說明與探討 

  1.視力定義 

    視力(visual acuity)又稱為視敏度，是指視覺的清晰度或分辨力，關係到

眼球的成像聚焦與視神經的傳導及大腦視覺區對影像的分析解讀，取決於影像清

晰銳利的程度，視網膜上的神經元敏感度(Colenbrander，2002；Watt，2003；

Leo，2014)。一般｢裸視」視力檢查認為介於 0.9~2.0為正常視力，未達 0.9則

稱視力不良(林隆光，1997)。 

      中文百科在線(2011)指出正常視力包括: 



- 4 - 

 

(1)中心視力:即人們通常查看視力表所確定的視力，包括遠視力和近視力。當遠  

   近 視力皆達 0.9以上時才能說明其中心視力正常。 

(2)周圍視力:當眼睛注視某一目標時，非注視區所能見到的範圍是大還是小，這  

   就叫周圍視力。正常人的周圍視力兩側達 90度，上方 60度，下方 75度。 

(3)立體視力:即在兩眼中心視力正常的基礎上，通過大腦兩半球的調和使自己感  

   覺到空間各物體之間的距離關係。 

              醫學上認定，中心視力、周圍視力和立體視力都符合生理要求時，才稱為 

          視力正常。 

 

  2.近視 

    近視是全球相當普遍的眼疾。世界衛生組織把它歸列在失明及視力障礙的主

因之一(Pararajasegaram，1999)。視力不良的原因，可歸類為生理學、光學及

病理學(林隆光，2010)。 

(1)生理學:眼球的過度發育或異常，造成較大的眼球和眼球的前後徑過長之狀 

   態，產生軸性近視。 

(2)光學:是指屈光不正(ametropia)所導致。當光線穿透集中在視網膜上稱之為 

   屈光。屈光不正是指平行光透過角膜、瞳孔、水晶體後，無法將影像聚焦在 

   視網膜上結成清晰的物像。如角膜、水晶體之彎曲度過大，屈折率過強，影 

   像焦點聚集在視網膜之前，形成近視，稱為屈光性近視。 

(3)病理學:因其他疾病引起病變造成，稱為病理性近視。 

 

  3.影響近視的因素 

    台灣的近視大部分是軸性近視，即眼球因某種刺激而過度生長。而與近視相

關的因素有兩種。 

(1)遺傳因素:雙親有一方或雙方都近視時，學童的近視機率比雙親都沒有近視的            

   兒童高出二點八倍(施永豐、蕭朱杏、江亭萱，2004；Huang, Hou, Lin,  

   Lee, & Yang, 2014; Mutti, Mitchell, Moeschberger, Jones, & Zadnik,  

   2002; Pan, et al., 2012)。 

(2)環境因素(行為因素):長時間近距離工作，包括使用電腦、看電視，學童就讀 

  安親班或參加課後照顧、課後補習，學童參加室內靜態才藝課程，以及光線的 

  影響(Mutti et al., 2002; Huang et al., 2014; Yingyong, 2010; It et  

  al., 2018)。陽明大學劉影梅教授統計臺北市衛生局 102年至 108 年學童用眼 

  行為資料後發現，已近視學童的用眼習慣比沒近視學童來得差，尤其在「近距 

  離用眼時，眼睛與物體的距離」、「讀書、寫功課、使用電腦的坐姿」，以及 

 「近距離用眼 30 分鐘，是否有休息 10 分鐘」等方面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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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視力保健的策略 

(1)營養的攝取 

   Edwards(1996)發現近視者對於熱量、蛋白質、脂肪、膽固醇、維生素 B1、維 

   生素 B2、維生素 C及磷和鐵的攝取量均較非近視兒童低，且在統計上均達顯  

  著性差異。要注意營養，除了均衡的攝取食物、不偏食，還要多攝取富含對眼 

  睛有益的維生素 A、B群、C、E和抗氧化物等(林思源，2004)。因此，最簡單 

  的方法就是｢天天五蔬果—3蔬菜 2水果」。 

(2)良好的用眼習慣 

台灣學童在成長期間都是因長時間、近距離、用眼不當等而造成近視(林國煌

等，2001)。先天性近視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近視皆是後天環境引起的，

因此預防的工作很重要。除了睡眠要充足、作息要有規律，多到戶外走走，眺

望遠處的青山綠野，一週累計 10小時至 12小時的戶外活動就可能會降低近視

發生率，而讓學童每天都可以在陽光下運動，就有助於延緩近視發生機率，並

且不會造成視力惡化(Wu et al.,2013) 。近距離閱讀素養寫字時間不要過

長，姿勢要正確，最好每四十到五十分鐘能休息十分鐘，室內的光線和桌椅也

要適當，不過，養成良好的用眼習慣才是最根本的方法(林思源，2004)。 

 

    (四)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藉由「自發、互動與共好」、「團隊合作」與「社區結盟」等健康

促進執行策略，達成以下校本目標： 

 

1. 學生視力保健知識進步達顯著水準。 

2. 學生視力保健行為進步達顯著水準。 

3. 調查學生的視力保健知識是否有性別差異。 

4. 調查學生的視力保健行為是否有性別差異。 

5. 調查學生的視力保健知識是否與家長教養態度相關。 

6. 調查學生的視力保健行為是否與家長教養態度相關。 

7. 學生能在閱讀素養學習單上標示重要視力保健策略，並統整出四個主要策

略。 

8. 瞭解視力變化者的用眼習慣以規劃視力保健校本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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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2 所示，其中自變項有包括研究介入、性別與家長視力

保健教養態度，依變項則為學生的視力保健知識與視力保健行為 

 

 

 

 

 

 

 

 

 

 

 

 

  

 

 

 

 

 

 

 

圖 2：研究架構 

 

 

     (二)研究對象 

   以本校七年級 8個班 139位學生為受試對象。其中，男生 77人(55.4%)、 女生

62人(44.6% )。 

 

 

 

家長視力保健 

教養態度 

學生 

視力保健知識 

學生 

視力保健行為 

研究介入 

(激勵、閱讀)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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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工具： 

         1.量性問卷： 

(1)「臺北市 108 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知能調查問卷」 

題目分為「視力保健知識」與「視力保健行為」二大類，視力保健行為又 

細分為「規律用眼 3010」、「戶外活動 120」、「3C小於 1」與「下課淨空」

等四細目。 

 

            (2)「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問卷」 

調查家長對視力保健策略「規律用眼 3010」、「戶外活動 120」、「3C小於

1」與「下課淨空」的瞭解與教養態度。 

 

          2.質性工具： 

(1)寒假閱讀素養學習單 

先讓學生閱讀自由時報報導――「保健視力大作戰，從小做起」(林曉

雲，民 108 年 3月 1日），接著請學生畫下文章重點句，以收美國俄亥俄

州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羅賓遜（F. P. Robinson）所提及的「SQ3R」之綜

覽（Survey）、發問（Question）與閱讀（Read）之效；再請學生根據文

本，寫下四個視力保健的方法，期能藉由背誦（Recite）與複習

（Review）策略增進學生視力保健知識，並讓研究者瞭解學生的視力保健認

知。 

 

       (2)視力變化者調查問卷 

    針對上學期視力正常、下學期卻轉為不良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以自

省不良用眼行為，並思考可以努力或難以達成的視力保健行為。 

 

      (三)研究過程或介入方法： 

1.研究過程： 

  由於本校 97-105學年度擔任台北市健康促進—視力保健議題群組中心學校

長達 9年時間，經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健康促進委員會決議，108學年延續視力

保健議題為本校照護重點，會議記錄詳如附件十、附件十一，委員職務分工如表

4所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F%84%E4%BA%A5%E4%BF%84%E5%B7%9E%E5%B7%9E%E7%AB%8B%E5%A4%A7%E5%AD%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F%84%E4%BA%A5%E4%BF%84%E5%B7%9E%E5%B7%9E%E7%AB%8B%E5%A4%A7%E5%AD%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rancis_Pleasant_Robinson&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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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龍山國中 108學年健康促進委員會職務分工表 

職稱 姓名 工作項目 

召集人 洪國峰 1. 領導及推動視力保健計畫。 

2. 主持定期工作會議。 

副召集人 韋政宏學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執行秘書 邵惠靖衛生組長 1. 研究策劃，負責計畫執行視力保健業務及活動，並

協助行政協調。 

2. 執行行動研究問卷調查及分析。 

3. 撰寫行動研究報告。 

服務組 徐巾芠護理師 1. 提供視力保健諮詢及個案管理。 

2. 辦理師生需求評估與活動及協助師生與行政單位之

聯繫。 

3. 身體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

價，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教學組 廖菁芬教務主任 

陳沛羽教學組長 

黃則緯體育老師 

鄧天予健康教育

老師 

1.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協助

健康教學活動進行。 

2. 促進學生生理及心理衛生，協助辦理體育及衛生教

育工作。 

3. 體適能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區及學

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物質環境

組 

詹佑民總務主任 1. 研究策劃，負責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2. 協助造就健康物質環境。 

社會環境

組 

劉擇憲輔導主任 

導師代表、學生

代表 

1. 學校健康社會環境營造，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

價，研究策劃及辦理相關活動，獎勵措施及獎品設

置。 

2. 協助辦理教師及學生需求評估與活動及協助教師與

行政單位之聯繫。 

社區關係

組 

呂育德家長會長 1.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區社團人力協助推展

社區健康服務。 

2. 提供家長視力保健衛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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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修正過程： 

    108學年度原規劃以生活競賽加分方式鼓勵「下課淨空」，但因師生忙於新冠

肺炎防疫工作只能暫且擱置，但仍時時以公播系統提醒並鼓勵學生下課走出教室

俾利視力保健與新冠肺炎防疫。 

 

          3.實際行動或介入方法： 

    延續 107 學年度，108 學年促進視力保健的規劃範疇包含「自發、互動與共

好」、「團隊合作」與「社區結盟」。 

    在「自發、互動與共好」範疇，採用激勵策略培養學生自動自發精神，並凝聚

班級向心力，齊心爭取團體榮譽，方法包括：班級生教教育競賽加分、全班穿便服、

提供公共服務時數與校外教學等。 

  各班導師於班會課帶領學生以腦力激盪法產出多元有創意的視力保健策略，

在討論的過程中，學生可透過口頭表達使想法概念更為清楚，並藉由意見交流，增

進人際關係的互動，讓學生學習如何與他人互相合作。 

在「團隊合作」範疇，健康中心每學期進行學生視力檢查，針對裸視不良學生

發通知單轉介眼科診所複診，並做視力保健衛教宣導、追蹤回條與個案管理。 

學生除了自發性的戶外活動，也有機會參與各領域教師所設計的多元正式與

非正式戶外課程，例如健教課、體育課、數學課、校外教學、田園樂活社、班級慢

跑、班際體育競賽、打掃、健康操與公共服務等多元戶外活動課程。本校戶外活動

課程設計屢屢獲獎，例如榮獲臺北市 108 年田園城市建置競賽國中綠屋頂組佳作

與 108年度臺北市中等以上學校服務學習績優學校團隊優等獎。 

    衛生組設計寒假閱讀素養學習單，以開放性問題瞭解並強化學生關於視力保

健策略的認知，進而促進視力保健行為。另辦理週會講座與出版保健特刊以再三

宣導視力保健策略，並於導師會議宣導正確視力保健觀念，例如教室第一排課桌

前沿與黑板的水平距離大於 2公尺，訓育組亦協助舉辦視力保健海報繪製比賽，

總務處則是每學期定期期檢測教室照度與修繕教室燈具。 

  在「社區結盟」範疇，藉由「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問卷」進行衛教宣導並

調查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並結合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桶餐廠商營養師協助

辦理健康促進週會講座。訓育組則利用寒暑假時間舉辦「龍山有愛‧造福鄉

里」、「生態永續‧樂活生活」等社區營造公共服務戶外活動，內容包括社區清

潔與創世基金會街頭勸募發票等戶外活動。 

  本校「視力保健素養導向課程模組設計」詳如圖 4，實際行動或介入方法詳

述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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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臺北市立龍山國中視力保健素養導向課程模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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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校本促進視力保健實際行動或介入方法一覽表 

範疇 內涵 介入措施 

學校衛生

政策 

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

計畫的定位 

1. 組織本校健康促進委員會，訂定本校視力保健計

劃，成員涵蓋學校多元代表。 

2. 每學期校務會議均將視力保健納為工作重點。 

學校對於所訂立的健

康政策，定期進行檢

討 

每學期召開健康促進委員會，檢視健康促進政策現況與

精進之道。 

學校物質

環境 

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 1. 教室第一排課桌前沿與黑板的水平距離大於 2公

尺。 

2. 每學期定期期檢測教室照度，結果均合格。 

3. 教室燈具如有損壞，即報即修。 

提供促進視力的飲食 每月召開午餐供應委員會檢視午餐菜色否納入綠色蔬菜

等可促進視力保健飲食。 

學校社會

環境 

學校支持推行心理健

康並配合教職員工生

之需求 

1. 以班級生活教育競賽加分、全班穿便服或公共服務

時數提供等方式鼓勵學生從事多元戶外活動，例如

健康操、班級慢跑、打掃校園與社區公服。 

2.每學期帶領田園樂活社學生校外教學至少 2次。 

學校提供家長的教育

需求，以影響學生福

祉。 

1. 發放「視力保健規律用眼護眼行為家長問卷」調查

家長對視力保健策略「規律用眼 3010」、「戶外活動

120」、「3C小於 1」與「下課淨空」的瞭解與教養態

度。 

2. 家長協助辦理健康檢查與視力檢查等工作。 

健康生活

技能教學

與行動 

提供全面性的健康教

育課程 

1. 視力保健議題納入健體領域各年級課程計畫。 

2. 成立健體領域專業社群，辦理活化教學知能工作

坊。 

教職員有充分準備，

以擔當健康教學的工

作。 

1. 健教教師能以學生為中心，資訊融入教學，設計生

活技能取向視力保健教學教案。 

2. 提供學生多元正式課程戶外活動，包括體育課、田

園樂活社團課、週會課與校外教學等，本校榮獲

108年度臺北市田園城市建置競賽國中綠屋頂組佳

作。 

3. 提供學生多元非正式課程戶外活動，包括課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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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慢跑、班際運動競賽與公共服務等，本校榮獲

108年度臺北市中等以上學校服務學習績優學校團

隊優等獎。 

4. 設計寒假視力保健閱讀素養學習單，藉由閱讀素養

加強視力保健策略認知。 

5. 班導師於班會課帶領學生以腦力激盪法產出多元有

創意的視力保健策略策。 

6. 學生繪製視力保健專題海報。 

7. 出版視力保健每月特刊宣導。 

社區關係 鼓勵家庭及社區參與

學校的活動 

1. 每學期辦理家長日、親職講座，融入健康促進議

題。 

2. 辦理公共服務活動維護社區環境清潔。 

學校積極主動與當地

社區聯繫 

學校周邊環境設置有友善安全輔助措施以利學生上下

學。 

連結當地社區資源與

學校推行健康促進活

動 

結合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桶餐廠商營養師協助辦理健

康促進活動。 

健康服務 教職員工生基本的健

康服務 

1. 每學期學生接受視力檢查，完成率為 100%。 

2. 針對視力不良學生，提供家長通知單提醒就醫。 

3. 針對高關懷學生進行眼部構造、視力變化及就醫保

健解說，對家長進行電訪，並轉知導師共同關懷督

導。 

提升健康中心功能 依教育部函示訂定本健康中心設施基準(1000 人以

下)，各項視力檢查器材及檢查環境設置查察 查符規

定。 

 

 

 

 

 

 

 

 



- 13 - 

 

三、 研究結果 

(一) 量性結果 

    「臺北市 108 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知能調查問卷」有效問卷數為 138 份，其

中，男生 76人(55.1%)、 女生 62人(44.9% )；「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問卷」有

效問卷共 119份，其中，男生 65人(54.6%)、 女生 54人(45.4% )。以統計軟體

SPSS分析結果如下： 

1.視力保健知識改變達顯著水準 

  「視力保健知識」以成對樣本t檢定結果如表6，由表6可知，後測分數(94.7)

比前測(88.1)高且達顯著差異(P＜.001)，故研究介入可增加學生的視力保健知識。 

 

表6： 視力保健知識之前後測差異分析表 

變數 測驗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視力保

健知識 

前測 88.1 17.8 
-4.30

***
 ＜.001 

後測 94.7 8.9 

          註. ***表示p<.001、**表示p<.01、*表示p<0.05 

 

2.視力保健行為改變達顯著水準 

   「視力保健行為」以成對樣本t檢定結果如表7，由表7可知，由7表可知，後測

分數(56.5)比前測(45.5)高且達顯著差異(P＜.001)，故研究介入可促進學生的視

力保健行為。 

表7：視力保健行為之前後測差異分析表 

變數 測驗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視力保

健行為 

前測 45.5 28.4 
-4.14*** ＜.001 

後測 56.5 31.0 

          註. ***表示p<.001、**表示p<.01、*表示p<0.05 

  

   研究者進一步分析「視力保健行為」各細項的改變幅度，結果如表8。在「規

律用眼3010」項目，後測分數(42.3)高於前測(33.6)且達顯著差異(P＜.05)；在「戶

外活動120」項目，後測分數(64.5)高於前測(54.3)且達顯著差異(P＜.05)；在「3C

小於1」項目，後測分數(41.3)高於前測(29.7)且達顯著差異(P＜.05)；在「下課

淨空」項目，後測分數(68.8)高於前測(53.6)且達顯著差異(P＜.01)，可知研究介

入可促進學生的各項視力保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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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視力保健行為各細項之前後測差異分析表 

變數 測驗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規律用眼 3010 

達成情形 

前測 33.6 38.9 
-2.15* .033 

後測 42.3 44.0 

戶外活動 120 

達成情形 

前測 54.3 50.0 
-2.14* .034 

後測 64.5 48.0 

3C小於 1 

達成情形 

前測 29.7 45.9 
-2.17* .032 

後測 41.3 49.4 

下課淨空 

達成情形 

前測 53.6 50.1 
-3.60*** ＜.001 

後測 68.8 46.5 

          註. ***表示p<.001、**表示p<.01、*表示p<0.05 

 

3.性別影響 

    (1)性別因素在「視力保健知識」前測與後測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視力保健知識」之性別差異，結果如表 9，由表

9 可知，「視力保健知識」前測分數女生(89.8)高於男生(86.7)，但差異未達顯

著水準(p>.05)；「視力保健知識」後測分數男生(94.9)高於女生(94.5)，但差

異未達顯著水準(p>.05)。故無論前測或後測，性別在「視力保健知識」項目

均未達顯著差異。 

表9：視力保健知識前後測之性別差異分析表 

變數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視力保健知識前測 
男 86.7 19.2 

1.05 .296 
女 89.8 15.8 

視力保健知識後測 
男 94.9 9.86 

-0.24 .813 
女 94.5 7.6 

         註. ***表示p<.001、**表示p<.01、*表示p<0.05 

 

    (2)性別因素在視力保健行為前測與後測差異均達顯著水準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視力保健行為」之性別差異，結果如表 10，由表

10 可知，性別在「視力保健行為」前測分數差異達顯著差異(P<.05)，且男生

得分(50.7)比女生(39.2)高。性別在「視力保健行為」後測分數差異亦達顯著

差異(P<.001)，且男生得分(69.0)比女生(41.2)高。故性別因素在「視力保健

行為」前測與後測差異均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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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視力保健行為前後測之性別差異分析表 

變數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視力保健行為前測 
男 50.7 29.1 

-2.43* .016 
女 39.2 26.3 

視力保健行為後測 
男 69.0 28.6 

-5.90*** ＜.001 
女 41.2 26.7 

          註. ***表示p<.001、**表示p<.01、*表示p<0.05 

     

    研究者進一步以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前測「視力保健行為」各細項之性別差異，

結果如表11。由表11可知，前測「規律用眼3010」男生分數(35.5)高於女生(31.2)

卻未達顯著水準(p>.05)，前測「戶外活動120」男生分數(61.8)高於女生(45.2)卻

未達顯著水準(p>.05)，前測「3C小於1」男生分數(31.6)高於女生(27.4)卻未達顯

著水準(p>.05)，前測「下課淨空」男生分數(64.5)高於女生(40.3)且達顯著水準

(p<.01)。故性別在前測「視力保健行為」表現上，只有「下課淨空」 存有性別差

異，且男生分數比女生高。 

 

表11：前測「視力保健行為」各細項之性別差異分析表 

變數 測驗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規律用眼 3010 

達成情形 

男 35.5 39.8 
-0.65 0.515 

女 31.2 38.1 

戶外活動 120 

達成情形 

男 61.8 50.2 
-1.97 0.052 

女 45.2 50.2 

3C小於 1 

達成情形 

男 31.6 46.8 
-0.53 0.597 

女 27.4 45.0 

下課淨空 

達成情形 

男 64.5 48.2 
-2.89** 0.005 

女 40.3 49.5 

          註. ***表示p<.001、**表示p<.01、*表示p<0.05 

   

    接著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後測「視力保健行為」各細項之性別差

異，結果如表 12。由表 12可知，後測「規律用眼 3010」男生分數(53.5)高

於女生(28.5)且達顯著水準(p<.01)，後測「戶外活動 120」男生分數

(84.2)高於女生(40.3)且達顯著水準(p<.001)，後測「3C小於 1」男生分

數(51.3)高於女生(29.0)且達顯著水準(p<.01)，後測「下課淨空」男生分

數(85.5)高於女生(48.4)且達顯著水準(p<.001)。故性別在後測「視力保

健行為」各細項分數差異均達顯著差異，且男生分數皆比女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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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後測「視力保健行為」各細項之性別差異分析表 

變數 測驗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規律用眼 3010 

達成情形 

男 53.5 45.9 
-3.45 ** .001 

女 28.5 37.6 

戶外活動 120 

達成情形 

男 84.2 36.7 
-5.98 *** <.001 

女 40.3 49.5 

3C於 1 

達成情形 

男 51.3 50.3 
-2.69** .008 

女 29.0 45.8 

下課淨空 

達成情形 

男 85.5 35.4 
-5.07** <.001 

女 48.4 50.4 

         註. ***表示p<.001、**表示p<.01、*表示p<0.05 

 

(3)男生「視力保健知識」與「視力保健行為」前後測差異均達顯著水準 

以成對樣本 t檢定分析男生「視力保健知識」與「視力保健行為」前後測分

數差異，結果如表 13，由表 13可知，男生「視力保健知識」前後測分數差異達

顯著(P<.001)，且後測分數(94.9)比前測(86.7)高；男生「視力保健行為」前後

測分數差異亦達顯著(P<.001)，且後測分數(69.0)比前測(50.7)高。故研究介入

可促進男生「視力保健知識」與「視力保健行為」。 

 

表13： 男生視力保健 知識與行為之前後測差異分析表 

變數 測驗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視力保健知識 
前測 86.7 19.2 

-3.66*** ＜.001 
後測 94.9 9.9 

視力保健行為 
前測 50.7 29.1 

-4.59*** ＜.001 
後測 69.0 28.6 

          註. ***表示p<.001、**表示p<.01、*表示p<0.05 

 

(4)女生「視力保健知識」前後測差異達顯著水準，但「視力保健行為」前後測

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以成對樣本t檢定分析女生「視力保健知識」與「視力保健行為」前後測分

數差異，結果如表14，由表14可知，女生「視力保健知識」前後測分數差異達顯

著水準(P<.05)，且後測分數(94.5)比前測(89.8)高；女生「視力保健行為」後

測分數(41.2)高於前測(39.2)，但差異未達顯著水準(P>.05)。故研究介入可促

進女生「視力保健知識」，但無法增加女生「視力保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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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女生視力保健知識與行為之前後測差異分析表 

變數 測驗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視力保健知識 
前測 89.8 15.7 

-2.33* .023 
後測 94.5 7.6 

視力保健行為 
前測 39.2 26.1 

-0.68 .501 
後測 41.2 26.5 

         註. ***表示p<.001、**表示p<.01、*表示p<0.05 

 

  4. 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影響 

   「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與學生視力保健知識行為之相關性分析如表 15。

由表 15可知，「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與學生前測「視力保健知識」相關係數

為 0.006，未達顯著水準(p>.05)，「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與學生後測「視力

保健知識」相關係數為 0.083，未達顯著水準(p>.05)，「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

度」與學生前測「視力保健行為」相關係數為 0.181，達顯著水準(p<.05)，「家

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與學生後測「視力保健行為」相關係數為 0.262，達顯著

水準(p<.01)。故「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與學生的「視力保健知識」無關，

但影響學生的「視力保健行為」，且對後測的影響高於前測。 

 

表15：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與學生視力保健知識行為之相關性分析表 

變項 
視力保健知識 視力保健行為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 0.006 0.083 0.181* 0.262** 

註. ***表示p<.001、**表示p<.01、*表示p<0.05 

 

     

     (二)質性結果：  

  1.寒假閱讀素養學習單 

    共回收 118 份寒假閱讀素養學習單，結果如表 16，由表 16可知，學生關注的

視力保健策略依序為戶外活動 120(87.3%)、3C小於 1(80.5%)、規律用眼 3010 

(69.5%)、視力保健飲食(69.5%)、姿勢距離與光線(24.6%)、定期視力檢查

(11.9%)與下課淨空(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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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學生關注的視力保健策略排序表 

 

 

 

 

 

 

 

 

 

 

 

  2.視力改變者調查 

    108 學年度本

校七年級有 2 位女

生視力由不良轉為

正常，皆為體育班

學生，其中 1 位為

本研究受試者，分

析其所填答的「臺

北市 108學年度學

童視力保健知能調

查問卷」(表 17)後

發現，除了

「3010」、「3C<1」

外的視力保健行為

行為，例如「戶外

活動 120」、「下課

淨空」都能經常做

到或是每次做到。 

 

                            表 17：視力由不良轉為正常者之視力保健行為 

 

序位 視力保健策略 填答人數 比例 

1 戶外活動 120 103 87.3% 

2 3C小於 1 95 80.5% 

3 規律用眼 3010 82 69.5% 

4 飲食 82 69.5% 

5 姿勢、距離與光線 29 24.6% 

6 定期視力檢查 14 11.9% 

7 下課淨空 13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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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發現有 8 位受試女生視力由正常轉為不良，故針對此 8 位學生發放「視

力變化者調查問卷」，結果共回收 5份問卷，結果發現學生自省不良用眼行為包括

「未做到 3010」(5 位，100%)、「未做到 3C 小於 1」(4位，80%)、「寫字姿勢不

良」(3位，60%)、「未做到下課淨空」(2位，40%)、「未做到戶外活動 120」(1

位，20%)，故多數學生自覺的近視原因為「未做到 3010」、「未做到 3C 小於 1」、

「寫字姿勢不良」與「未做到下課淨空」。 

    學生覺得可以努力的方向如下： 

Ａ生―多休息、少玩手機 

 

Ｂ生―我希望看書和 3C產品可以玩 30分鐘休息 10分鐘。 

 

Ｃ生―少看 3C 產品，用眼 3010，眼睛和課本的距離維持 35 公分。 

 

D 生―玩手機時段設鬧鐘，每過 30 分鐘，就去陽台；每到假日就去戶外玩耍、

運動。 

 

E生―不要低於 1.0。 

 

    故學生覺得可以努力的方向為「3C小於 1」、「3010」與「戶外活動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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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覺得難以達成的視力保健行為如下： 

Ａ生―不看手機。 

 
Ｂ生―3C產品超過 30分鐘。 

 

Ｃ生―眼睛和課本維持 35 公分。 

 

D 生―偶爾功課寫著寫著頭就會越來越低，無法持續距離 35 公分。 

 

E生―少看 3C，維持良好坐姿。 

 

    故學生覺得難以達成的視力保健行為為「3C小於 1」與「維持眼睛與簿本的

距離 35公分」。 

    綜觀之，視力變化者均難做到「3010」與「3C<1」，但視力變佳者能做到

「下課淨空」、「維持眼睛與簿本的距離 35公分」與「戶外活動 120」，視力變

差者則難以達成。 

  視力變差學生覺得可以努力的方向為「3C小於 1」、「3010」與「戶外活動

120」，而難以達成的視力保健行為為「3C 小於 1」與「維持眼睛與簿本的距離

35 公分」，且符應寒假閱讀素養學習單，這五位學生忽略「下課淨空」，故「戶

外活動 120」與「下課淨空」是學生可促進的視力保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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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過程照片 

  

班級慢跑圈數認證表 慢跑圈數達標班級可申請週五全班穿便服 

 
 

健康操為班級生活教育競賽加分項目 田園樂活社陽明山有機菜園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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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閱讀素養學習單 寒假閱讀素養學習單 

  

每學期視力檢查 健教課—EYE呀我的眼 

  
戶外課程—體育課 戶外課程—數學課 

  

班會討論議題—如何做好視力保健 ? 班會討論議題—如何做好視力保健 ? 



- 23 - 

 

  

學生繪製視力保健海報 學生繪製視力保健海報 

  

視力保健週會宣導 視力保健飲食宣導 

  

視力保健週會宣導 眼睛相關傳染病週會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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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保健—教師宣導 視力保健—家長宣導 

  

每月保健特刊 下課淨空週會宣導 

  

108年服務學習績優優等 108年田園城市建置競賽綠屋頂國中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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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淨空 戶外活動—健康操 

 
 

戶外活動—打掃校園 戶外活動—籃球比賽 

 
 

戶外活動—下課快閃表演 戶外活動—防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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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間班級慢跑活動 校慶班際大隊接力比賽 

 
 

  戶外活動—艋舺文化節表演 戶外活動—西門町發票募集公服 

 
 

戶外活動—社區環境清潔公服 戶外活動—龜吼漁港淨灘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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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課程—搭建溫室 戶外活動—炕窯 

  

八年級至桃園有機蔬菜產地參訪 八年級至桃園有機蔬菜產地參訪 

  

田園樂活社校外農耕材料店參訪 田園樂活社至陽明山有機菜園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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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活動的反思及給彼此的鼓勵 探討服務學習的重要性並完成活動計畫 

  

田園樂活社學生組裝自動澆灌系統 台北市農會農夫老師指導田園樂活社 

 

 

田園樂活社學生於花台植栽雲南黃馨 田園樂活社學生製作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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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結論與建議： 

(一)結果與討論 

        1.研究介入可增進學生的「視力保健知識」。 

    本研究「視力保健素養導向課程模組設計」規劃閱讀素養學習單、健教課程、

週會課程、保健特刊與公播系統等活動，配合親師視力保健宣導，並邀請萬華區健

康服務中心講師蒞校演講，結果發現研究介入可有效促進學生的視力保健知識，故

往後可持續以多元方式不斷提醒學生視力保健策略。 

 

        2.研究介入可促進學生的「視力保健行為」。 

    本研究「視力保健素養導向課程模組設計」採用激勵策略培養學生自動自發精

神，並凝聚班級向心力，齊心爭取團體榮譽；除了自發性的戶外活動，各領域教師

設計多元正式與非正式戶外課程， 結果發現研究介入可有效促進學生的視力保健

行為，故往後可持續提供激勵策略與戶外課程設計以增加學生視力保健行為頻率。 

 

  3.性別因素 

  (1)研究介入無法改變性別「視力保健知識」的前後測差異。 

    無論前測或後測，性別在「視力保健知識」分數差異均未達顯著差異，故研

究介入無法改變性別「視力保健知識」的前後測差異，即，「視力保健知識」較

不受性別的影響。 

 

   (2)研究介入無法改變性別「視力保健行為」的前後測差異。 

    由於性別因素在「視力保健行為」前測與後測差異均達顯著水準，可知研究

介入無法改變「視力保健行為」的性別差異，但「視力保健行為」與視力息息相

關，本校七年級女生視力不良率明顯高於男生，故先天性別差異雖難以藉由研究

介入弭平，卻是必須努力的目標。 

    男生在前測「視力保健行為」各細項表現，只有「下課淨空」高於女

生，但在後測「視力保健行為」各細項表現男生皆比女生高。故往後可持

續執行「視力保健素養導向課程模組設計」，並加強鼓勵女生「下課淨

空」等「視力保健行為」。 

 

   (3)研究介入可促進男生的「視力保健知識」與「視力保健行為」。 

由男生「視力保健知識」與「視力保健行為」之前後測差異均達顯著水準

可知，研究介入符應男生的生理特性故收相得益彰之效，可持續進行。 

 

 

 



- 30 - 

 

(4)研究介入可促進女生的「視力保健知識」，卻無法促進女生的「視力保健行  

   為」。 

     研究介入可增進「視力保健知識」，可持續進行；研究介入卻無法促進女生的

「視力保健行為」，往後可針對女生特質設計更貼近其心理需求的健康促進策略。 

 

5.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 

      (1)家長視力保健知識與子女前、後測視力保健知識相關係數為 0.006、0.083， 

           均未達顯著水準。 

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與學生的「視力保健知識」無關，表示學生獲取視

力保健知識的來源可能主要來自學校，故學校相關課程的規劃不可少。 

 

      (2) 家長視力保健知識與子女前、後測視力保健行為相關係數為 0.181、0.262， 

            均達顯著水準。 

    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影響學生的「視力保健行為」無庸置疑，因行為

的養成非一朝一夕，家庭教育對孩子最重要的影響，是培養良好的行為習慣

和學習習慣。學生後測「視力保健行為」與家長教養態度的相關係數高於前

測，表示研究介入與家長教養態度一致時，對學生視力保健行為的培養助益

較大。 

 

6.學生關注的視力保健策略 

    學生關注的視力保健策略依序為戶外活動 120(87.3%)、3C小於 1(80.5%)、

規律用眼 3010 (69.5%)、飲食(69.5%)、姿勢距離與光線(24.6%)、定期視力檢查

(11.9%)與下課淨空(11.0%)，故學校宜加強宣導與時時提醒「下課淨空」觀念，

觀念建立有助於行為的產生。 

 

7.視力變化者調查 

    視力變化者均難做到「3010」與「3C<1」，但視力變佳者能做到「戶外活動

120」、「下課淨空」與「維持眼睛與簿本的距離 35公分」，視力變差者則難以

達成。 

視力變差學生覺得可以努力的方向為「3C小於 1」、「3010」與「戶外活動

120」，而難以達成的視力保健行為為「3C 小於 1」與「維持眼睛與簿本的距離

35 公分」，且「下課淨空」仍非學生關注的視力保健策略，故「戶外活動 120」

與「下課淨空」是可做為學校推展視力保健的近程目標，而「3C小於 1」與

「3010」則為遠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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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論、未來研究方向與建議 

1. 學校要持續增進學生的視力保健知識 

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與學生的「視力保健知識」無關，表示學生獲取

視力保健知識的來源可能主要來自學校，故往後可持續以多元方式提升學生

視力保健知識，例如閱讀素養學習單、班會討論、週會宣導或以保健特刊宣

導。 

  

2. 鼓勵學生下課走出教室，多從事戶外活動 

   在正式與非正式課程之外的下課時間，是學校師長可以耕耘的園地，因

為學校擁有廣闊的綠地，是視力保健的絕佳處所，但學生填答視力保健策略

中「下課淨空」敬陪末座，「下課淨空」雖未受多數學生關注，但「戶外活

動 120」與「下課淨空」是影響女生視力變佳的原因，也是視力變差者較容

易做到的視力保健行為，故學校可以推廣此二視力保健行為，例如在導師會

議與行政會議中公告研究結果，請全體教師共同協助鼓勵學生下課走出教

室，多從事戶外活動。 

    

3. 激勵學生視力保健行為，弭平性別差異 

    有鑑於七年級女生視力不良率明顯高於男生，且七年級女生視力保健行

為頻率顯著低於男生，可知「視力保健行為」極可能與視力密切相關，雖然

先天性別差異難以藉由研究介入弭平，卻是必須努力的目標，往後可思考如

何鼓勵學生下課走出教室外，例如以班級生活教育競賽加分方式促成，或是

設計更貼近女生心理需求的激勵策略，以促進其視力。 

 

4. 親師合作，建立學生視力保健行為與習慣 

    研究介入與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均可提升學生視力保健行為，二者缺

一不可，若親師能善用學習原理，例如古典工具制約學派的練習律、效果

律、刺激控制和增強等，社會學習論的楷模學習，認知行為學派的目標與計

畫設定、自我教導、自我監控和自我增強等，就有助於學生視力保健行為的

建立與習慣的養成。 

 

        (三)研究限制 

    一般而言，正常視力介於 0.9～2.0，故視力檢查以裸視（不戴眼鏡）看不

到 0.9 做為視力不良的依據。本研究發現有 2 位受試女生視力由不良轉為正

常，有 8 位受試女生視力則由正常轉為不良，推測可能原因之一為假性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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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性近視主要是因長時間近距離讀書、上網或看電視，使睫狀肌過度收縮無法

放鬆，造成眼球水晶體的屈折力加強，而引起「近視」的狀態，此時做驗光檢

查會呈現「近視」的假象；但若經過適當休息，或點了睫狀肌鬆弛劑散瞳後驗

光，受測者視力恢復正常，屈光狀態回復成正視眼（有時甚至會變成遠視）。

雖然假性近視為暫時性的近視狀態，但其有時可能是真正軸性近視的前兆（眼

球開始拉長），故本研究的視力惡化受試者有可能再轉而為視力正常。 

 

(四) 研究對學校的意義 

1.視力保健的校本目標 

     「戶外活動 120」與「下課淨空」是可做為學校推展視力保健的近程目標，而

「3C小於 1」、與「3010」則為遠程目標。 

 

2.持續規劃視力保健相關課程 

    可於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中融入視力保健概念或規畫戶外活動設計，因為

行為的促進有賴於課程的提供與反覆提醒與宣導。 

 

3.防疫線上課程規畫須納入視力保健策略「3010」、「4C小於 2」 

    由於視力保健行為存在性別差異，且七年級男生視力較女生佳，故視力保健

行為有助於視力維持，因此學校因應防疫所規劃的「停課不停學」課程，必須遵

循「3010」與「4C小於 2」原則。 

 

4.採取閱讀與激勵策略促進視力保健 

    根據行為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與社會學習論等學習理論設計不同於常見的宣導

方式，例如有效且易為接受的閱讀素養學習單與全班穿便服獎勵。 

 

5.辦理視力保健親職教育 

     親師合作有助於建立學生視力保健行為，故要重視視力保健親職教育，除了

一般的講座方式，也可採用衛教單或問卷以快速有效地向家長宣導視力保健策

略。 

 

        (五)研究對本人的意義 

    研究意外發現視力與視力保健行為有性別差異，因而驗證戶外活動有助於延緩

視力惡化的假設，故往後會持續在學校與家庭推廣戶外活動 120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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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撰寫本行動研究，研究者複習了近 20年束之高閣的統計學、學習心理

學、課程設計等教育叢書，有賴先備基礎以完成本次行動研究，本次成果也將成為

往後新挑戰的基石。 

    最後感謝洪國峰校長、韋政宏主任、徐巾芠護理師與七年級師生的全力配合、

大力相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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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臺北市 108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知能調查問卷 

臺北市 108 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知能調查 

 

 

 
 

基本資料 

A.你就讀的班級：           班 

B.你的座號：           號 

C.你的性別是 □男 □女 

一、 視力保健知識（是非題） 

（  ） 1.視力不好沒關係，戴眼鏡就可以看清楚了。 

（  ） 2.家庭作業若半小時內寫不完，中途不可以休息，要寫完再休

息。 

（  ） 3.當視力模糊、看不清楚時，直接去眼鏡行配戴眼鏡。 

（  ） 4.多到戶外活動，讓眼睛在寬廣的視野下放鬆休息，可以預防近

視。 

（  ） 5.若能堅持做到規律用眼 3010，可以減緩近視度數加深。 

（  ） 6.看電視或用電腦時，螢幕都會發光，不必另外增加照明。 

（  ） 7.充足的睡眠可以減緩眼軸拉長，比較不會近視。 

（  ） 8.長時間沒間斷的近距離用眼，將危害眼睛，造成近視。 

（  ） 9.睡前點散瞳劑可以鬆弛睫狀肌，減緩近視度數增加。 

（  ） 10.使用電腦和手機，避免長時間、近距離用眼，才能保護眼睛。 

二、校外生活用眼情形（選擇題） 

11.每週有幾天要去安親班或補習班？ 

□都沒去 

□每週去 1天 

□每週去 2天 

□每週去 3天  

親愛的同學，你好： 

    這份問卷是想知道你對保護眼睛的知識認識多少，做了哪些保護眼睛的行為，

將你填答的結果加以統計分析做為繼續推動視力保健工作的參考，你個人所填寫的

結果會保密，不會公開，不會算成績，也不會對學校造成影響，所以請你安心的依實

際的生活情形填寫。 

敬祝  學業進步，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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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去 4天 

□每週去 5天 

□每週去 6天 

□每週去 7天 

12.每週放學後，有幾天去參加課後動態活動？ 

□都沒去 

□每週去 1天 

□每週去 2天 

□每週去 3天  

□每週去 4天 

□每週去 5天 

三、視力狀況與矯治情形（選擇題） 

13.本學期是否到眼科醫師處檢查眼睛 

□有            □沒有 

14.本學期學校視力檢查的裸眼視力是 

□正常          □視力不良          □不知道 

視力正常者不必填寫 15-20題 

15.本學期眼科醫師檢查結果？ 

□不知道        □知道  

16.醫師是否建議你點睫狀肌麻痺劑眼藥水治療近視？ 

□有            □沒有 

17.你是否配合醫師建議點眼藥水？ 

□有每天點      □一週點幾天          □都沒有 

18.醫師是否建議你配戴眼鏡？ 

□有            □沒有 

19.你是否配合醫師建議配戴眼鏡？ 

□有每天戴        □一週戴幾天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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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你目前是否有戴硬性隱形眼鏡睡覺(角膜塑形)？ 

□有          □沒有 

四、視力保健行為 

最近這週，有做到下列的護眼行為嗎？請依照你有做到的程度勾選。 

日常生活的用眼情境 

每
次
做
到 

經
常
做
到 

有
時
做
到 

很
少
做
到 

從
未
做
到 

21.寫字時，能維持眼睛與簿本的距離約 35公分。 
     

22.看書或寫作業時會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 
     

23.看電視時，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 
     

24.使用 3C產品，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 
     

25.我會離開座位，看看遠方景物，讓眼睛休息

時。 
     

26.每天睡滿 8小時或以上。 
     

27.看電視或用電腦時，會維持室內光線充足。 
     

28.一整天，眼睛注視螢幕（電腦、電視、手機）

的累積總時數，不超過 1小時。 
     

29.在學校上課，每節下課時間會到教室外面活

動。 
     

30.上學及放學後的時間，我每天會到戶外活動至

少 120分鐘。 
     

31.放假時，我每天會到戶外活動至少 120分鐘。 
     

32.我每天會到戶外活動至少 120分鐘(包括上學及

放學後的時間)。 
     

33.到戶外活動時，我會戴遮陽帽或太陽眼鏡。 
     

填答完畢，謝謝! 請檢查是否有漏填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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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校本與素養導向健康促進教育媒材設計――109年寒假閱讀素養學習單 

 保健視力大作戰 從小做起 

    我國國中生視力不良高逾七成，國教署表示，年紀愈大，視力改善就

愈困難，到十八歲就定型，國小如果有假性近視，比較能救回，因此從幼

兒園開始著手維護視力。 

    近視原因過往常歸因於學童看書姿勢不良、看電視太近、使用 3C產

品時間太多、光線不足等，自然（Nature）學術期刊也有研究報告發現，

沒有充足陽光  仍相差廿倍以上，因此在日光下運動愈多近視愈少。 

    國教署學童視力保健計畫主持人、長庚醫院眼科醫師吳佩昌指出，依醫學實證，自然光線

可誘發視網膜產生多巴胺，避免發生近視，對已經近視的學童也可抑制近視度數增加的速度，

只要走出戶外在走廊或樹蔭下就有成效，不一定要在大太陽下。 

    國教署副組長黃瀞儀表示，裸視一眼低於○．八就是視力不良，學校每學期視力篩檢，如

發現視力不良，會發通知單提醒家長帶孩子就醫，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也鼓勵家長注意孩子

多攝取含花青素、葉黃素及維生素Ａ等護眼蔬菜食物。 

    國教署也宣導「兒少近視病、控度來防盲、戶外活動防近視、3010 眼安康」，鼓勵近視

學生就醫控制度數，推廣下課淨空、增加學生戶外活動時間，呼籲減少 3C產品使用，落實近

距離用眼三十分鐘休息十分鐘。 

資料來源：林曉雲（民 108年 3月 1日）。保健視力大作戰從小做起。自由時報。民 108年 3月 1 日，取自：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270837 

《讀後評量》  

  年   班   號姓名：            . 

一、請畫下重點句。 

 

二、根據本文，請寫下四個視力保健的方法： 

(1)                                

(2)                                

(3)                                

(4)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27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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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家長視力保健教養態度問卷 

視力保健規律用眼護眼行為家長問卷 

親愛的家長： 

為瞭解貴子弟平常近距離用眼習慣，以便加強貴子弟視力保健生活用眼的指導，請仔細看題

目，在（）及     空白處，填寫題目的選項或回答問題，請放心作答，所蒐集到的資料內容絕

對保密，僅做為本校推動視力保健工作之參考。謝謝您的協助！                                     

貴子弟就讀本校     年     班，姓名：         座號：          

1.（ ）貴子弟本學期學校視力檢查的裸眼視力是 

    ○1 正常 ○2視力異常右眼         ，左眼       ○3不知道 

2.（  ）貴子弟寫字姿勢如何？○1都很端正○2有時趴著○3沒有特別注意 

3.（  ）您是否贊成孩子在讀書、寫字時，每 30分鐘中斷用眼，休息 10分鐘，以減少發     

        生近視的機會？ ○1 贊成○2 沒意見○3不贊成  

4.（  ）您是否贊成孩子看電視、打電腦時，每 30分鐘中斷用眼，休息 10分鐘，以減少發生 

        近視的機會？○1 贊成○2沒意見○3不贊成 

5.（  ）您是否贊成孩子維持每天戶外活動時間至少 2小時，以減少發生近視的機會？   ○1贊 

        成○2沒意見○3不贊成 

6.（  ）您是否贊成學校上課時每一節下課時間都應該讓孩子出去教室外面活動？   ○1贊成○2  

        沒意見○3不贊成 

7.（  ）您是否會督促孩子在讀書、寫字時，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 ○1會  ○2有時會  ○3  

        不會 

8.（  ）您是否會督促孩子在看電視、打電腦時，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 ○1會○2有時會○3  

        不會 

9.（  ）您是否會督促孩子每天維持戶外活動時間達到 2小時以上？ ○1會 ○2有時會  ○3不會 

10.（  ）最近他每天在家看電視、打電腦、手機的時間是否小於 60分鐘？        

         ○1是 ○2否 ○3不知道 

 

 

 請您再檢查一遍，看看是否都填寫完畢了！ 

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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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四：視力變化者調查問卷 

 

年  班  號姓名： 

親愛的同學您好： 

    因為發現妳（你）的視力由上學期的優良轉而為本學期的不良，故想請問您

以下問題，希望有助於妳（你）的視力保健。請於 4月 15日前填妥本問卷交至衛

生組，感謝配合！   

               學務處衛生組敬啟 

一、 請問妳（你）覺得自己視力變差的可能原因為何?(可複選) 

□ 未做到寫字時維持眼睛與簿本的距離約 35公分。 

□ 未做到看書、寫作業或使用 3C產品每 30分鐘休息 10分鐘。 

□ 未做到每天眼睛注視 3C的累積總時數不超過 1小時。 

□ 未做到每節下課時間都到教室外面活動。 

□ 未做到每天到戶外活動至少 120分鐘。 

 

二、 請問妳（你）覺得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為何? 

 

 

 

 

 

 

 

 

 

三、 請問妳（你）覺得難以達成的視力保健行為何? 

 

 

 

 

 

 

 

祝福妳（你）未來的視力永遠都和現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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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五：龍山國中 108學年度課間健身運動實施計畫 

 

  1.依據: 

    (1)北市教體字第 09635514700 號函辦理。 

    (2)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實施課間運動注意事項辦理。 

  2.目的: 

    (1)加強提倡校內體育風氣。 

    (2)使學生及早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提昇體適能。 

    (3)建立正確的運動觀念。 

    (4)推廣新式健康操。 

  3.承辦單位:學務處 

  4.活動時間: 

    (1)於 108 年 9月 3日開始。 

    (2)每週二至週四 10：10~10：25實施。 

  5.活動地點:排球場（兩個半形籃球場及排球場）。 

  6.活動方式: 課間操時間，各班除在教室前走廊進行課間操運動外，另安排各年級依下列

時間至「排球場」進行課間操運動，各班位置如附件。 

    (1)每週二：七年級新式健康操。 

    (2)每週三：八年級新式健康操。 

    (3)每週四：九年級新式健康操。 

    ※七年級於 109年 1月 17日第三次段考完進行新式健康操比賽。 

  7.工作人員分配： 

  （一）總指揮：韋政宏主任           （五）評分：值週組長、劉棟材組長 

  （二）副總指揮：劉棟材組長         （六）攝影：張彩琴幹事  

  （三）會場管理：何泳勳組長         （七）廣播：廣播服務同學   

  （四）班級管理：各班導師           （八）醫護員：徐巾芠護理師 

  8.獎勵：列入生活教育評分（±6分），並對表現認真之班級，當場予以鼓勵。 

  9.本計畫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42 - 

 

附錄六：龍山國中 108學年度跑走運動實施計畫 

 

  1.依據：95 年 9月 7日北市教體字第 09536743100 號函辦理。                        

  2.目的：鼓勵全校教職員工、學生、家長等培養具有規律運動之良好生活習慣增進全體師

生體適能，建立良好的舒壓方式，提升生活品質。 

  3.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師生及家長。 

  4.實施週期（指定時間）： 

星期 時間 班級 備註 

一 10:10~10:25 801、802、803、804 
1. 8 年級班級慢跑

可與他班協調互
換時間 

2. 7 年級健康操時
段於 107 第一學
期進行慢跑 

二 10:10~10:25 
805、806、807、808 
701-708(107第一學期) 

三 10:10~10:25 701、 702、703、704 慢跑可與他班協調

互換時間 四 10:10~10:25 705、706、707、708 

五 10:10~10:25 
901、902、903、904 慢跑可與他班協調

互換時間 
905、906、907、908 

  5.實施時間： 

    (1)108學年度全學年。 

    (2)課間指定時間。 

    (3)利用晨間、課間、課餘、自習課、課後放學等。 

    （體育課堂中之慢跑熱身或體適能測驗不列入認證） 

  6.實施方式： 

    (1)以班級為單位（扣除請假同學後，須達班級人數 9成以上）。 

    (2)每週進行慢跑時，務必先領取慢跑認證單，否則不予認證（認證單是以週為單位，

故每週只需領取一次）。 

    (3)各班每日慢跑活動最多認證 1次，『認證單寫上慢跑圈數』。 

    (4)每 4週統計一次慢跑認證單給予獎勵。 

    (5)導師及全校教職員工加入跑走後，由各處室主管給予認證核章；家長由輔導室主任

認證核章。 

  7.基準：每週實施，每次距離以 800公尺（操場四圈）為原則。無法全程完成跑步者，可

以配合健走方式完成。 

 

  8.實施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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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獎勵辦法： 

 

 

 

 

 

 

 

 

 

  10.本計畫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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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臺北市 108年度中等以上學校服務學習績優學生團隊與學校團隊得獎展示海報內容 

 

學校名稱: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 

團隊名稱: 龍山愛獻行動百分百 

團隊及成果簡介(300字) 

  服務學習為升學重要比序，但當服務變成了目的，或多或少出現為了累

積時數而服務的孩子，他們服務著，卻不知服務的真諦。一旦積分已滿，他

們即脫離服務的世界。本課程由童軍課出發，從服務學習內涵引導龍山學子

們的興趣，實際規劃以及瞭解達成服務學習所需的知識技能，並在服務時注

意自身安全與團隊合作。 

  環境關懷團體及政府環保政策意識高漲，八年級英語課程提及「地球

日、淨灘」，本團隊採跨領域課程，藉由國際間重視的「海灘塑料」議題引起

動機，讓學生瞭解並嘗試使用外語做推廣。 

  服務學習不只是獲取時數及累積升學積分，我們希望龍山學子在服務行

動時，能瞭解服務學習真諦，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實際參與活動，並在童軍

課服務基礎概念與英語課環境議題交織下，省思服務學習的意義，並將所學

延伸到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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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龍山國中 108年度小田園教育體驗學習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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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綠屋頂教育體驗實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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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108 年度第 1學期健康促進委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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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108 年度第 2學期健康促進委員會議紀錄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計畫 

「前後測成效評價」成果報告評選報名表 

收件編號（主辦單位填寫） 

學校名稱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研究名稱 
別具慧眼：在激勵與閱讀素養下的看見 

—性別與教養態度在視力保健上的前瞻與省思 

團隊成員姓名 
1.(主要聯絡人) 2. 3. 

邵惠靖 徐巾芠 徐世杰 

服務單位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職稱 衛生組長 護理師 教師 

E-mail shaoz@lsjh.tp.edu.tw ina2232@lsjh.tp.edu.tw ncuegc@lsjh.tp.edu.tw 

聯絡

電話 

O (02)23362789#304 (02)23362789#305 (02)23362789#391 

H    

手機    

郵遞區號 108313 108313 108313 

通訊地址 
台北市萬華區南寧路

46 號 

台北市萬華區南寧

路 46號 

台北市萬華區南寧

路 46號 

備註 

※請參賽者自行保留成果報告底稿。 

※若投稿 2件以上作品，必須分開準備上述各項資料。 

※請將成果報告資料燒錄成光碟，並於光碟正面註明【縣市學校

名稱與研究名稱】。 

※繳交內容：（1）報名表 1份（2）前後測成效評價成果報告紙本

3份（3）參賽光碟（內含前後測成效評價報告檔及參賽報名表

電子檔）3份 （4）授權書 1 份（需所有參賽者簽名） 

 

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