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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本校三至六年級學童 人數 例:728人(男:375 女:353 ) 

執行策略摘

要 

1.實施健康吃、快樂動教學活動 

2.實施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 

3.實施認識含糖飲料宣導 

4.實施挑戰 14天不喝含糖飲料活動 

5.實施校隊體位監控 

6.實施潔牙輔導與獎勵 

量性分析成效重點摘要 (寫出所測之變項與相關數據，重點為主。若有推論統計，則請寫出推論

統計 t值、卡方值、備註使用之統計方法…等，若無則無須填)  

研究工具: 例:健康體位問卷 前後測時距: 六個月 

變項名稱 前測值% 後測值%  t值 

或 X2 

P值 結果簡述 備註 

 

每天睡足 8

小時人數比

率 

76.2％ 83.4％   後測比率顯著比前測高 

提升 7.2％ 

 

每天喝水

1500c.c人

數比率 

30.6％ 60.1％   後測比率顯著比前測高 

提升 29.5％ 

 

每天吃早餐

人數比率 
80.6％ 90.1％   後測比率顯著比前測高 

提升 9.5％ 
 

體位過輕人

數比率 
12.2％ 6.9％   後測比率顯著比前測低 

降低 5.3％ 
 

體位過重及

超重人數比

率 

22％ 20.8％   後測比率顯著比前測低 

降低 1.2％ 

 

中午刷牙執

行率 
76.9％ 96.7％   後測中午刷牙率顯著提升 

提升 19.8％ 
 

矯治率 15.7％ 15.7％   低於全國比率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若無則不需填寫) 

1. 家長認同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之實施，學童能改變飲食、運動、睡眠等生活習慣。 

2. 學童與家長能意識到含糖飲料對健康的危害，能在選擇飲料時做出正確的選擇。 

3. 學童意識到肥胖對身體的危害，願意控制飲食運動，拒喝含糖飲料，降低自己的體重與

BMI。 

4. 實施潔牙輔導，使教師意識到班級督導機制的建立有助於提升學童的潔牙率。 

研究工具: 例: 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家長回饋、挑天 14天不喝含糖飲料回饋、師生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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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新竹縣博愛國民小學學生健康體位與口腔衛生實施策略成效探討 

摘要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本校自 93學年度起加入健康促進學校的行列，長期致力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各項議題，

從扎根健康生活習慣的養成，到健康教學活動的深耕推動，皆獲得多項肯定。本校於 97學

年度至 100學年度期間，連續三年推動「健康體位」議題，期間本校體位不良率有大幅改

善。但在 103學年度，透過身高、體重的測量及 BMI值的計算，我們發現，學童的體位不良

率高達 35％。而 109學年度學童的體位不良率為 34.2％。 

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學童能進行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進而改變飲食與生活習慣。 

（二） 學童能對含糖飲料做出正確的選擇。 

（三） 學童能發揮影響力，影響家人共同做出正確決策。 

（四） 有效降低學童體位不良率。 

（五） 有效提升學童餐後潔牙率。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對象為本校三至六年級學童 728名，以 109學年年度健康成效指標收集工具-健

康體位問卷，實施前測與後測，並輔以健康檢查數據、潔牙紀錄表，進行量性數據分析。另

分析紀錄表單的回饋資料，實施學童與教師訪談，進行體位與潔牙質性資料分析彙整。 

研究發現： 

本研究發現 

（一） 透過健康自主管理表，學童能改變飲食與生活習慣，進行健康體位自主管理。 

（二） 認識含糖飲料挑戰 14天不喝含糖飲料活動，學童能對含糖飲料做出正確的選擇。 

（三） 透過親子共學與共做，學童能發揮影響力，影響家人共同做出正確決策。 

（四） 不喝含糖飲料及進行體位監控，能有效降低學童體位不良率。 

（五） 實施潔牙輔導與獎勵措施，能有效提升學童餐後潔牙率。 

關鍵字：（3~5個） 

健康體位、口腔衛生、潔牙率、體位不良率 

聯絡人：（包括姓名與聯絡 e-mail、地址） 

姓名：范惠華 

e-mail：hs2746@mail.edu.tw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72號 

※摘要精簡為主，請不要超過一頁 

  

mailto:hs2746@mai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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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本研究之研究動機，分述如下： 

（一） 體位不良率偏高、形成因素待探討 

新竹縣博愛國民小學自 93學年度起加入健康促進學校的行列，長期致力推動健康促進

學校各項議題，從扎根健康生活習慣的養成，到健康教學活動的深耕推動，皆獲得多項肯

定。本校於 97學年度至 100 學年度期間，連續三年推動「健康體位」議題，期間本校體位

不良率有大幅改善。但在 103學年度，透過身高、體重的測量及 BMI值的計算，我們發現，

學童的體位不良率高達 35％。 

本校位於新竹縣竹北市中心，家長多具有高知識背景，但非常重視學童的課業，學童在

放學後或假日，總是要參加補習或安親班，除了在校時間，應極少有閒暇時間從事運動，在

加上家長重視學業成績，而忽略了運動的重要性。 

本校過輕和過重（含超重）的學童各有 12.2％及 22％，本校不提供飲料與零食，午餐

食材的把關亦很嚴謹，造成學童體位過輕或過重的原因，應是來自於家庭，其原因急需探

究，為有釐清學童體位不良之真正影響因素，才有辦法對症下藥進行相關的改善措施，此乃

本案研究動機之一。 

（二） 過輕過重兩極化、推動策略有待改善 

博愛國小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最大的特色在於多項教學活動的創新與實踐，其依學校文化

背景與學生需求，透過共同討論與不斷溝通，研擬多項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的創新做法，包含

校本課程結合生活實踐、自製多功能家庭聯絡簿、規律運動方案、過年不變胖、挑戰 14天

不喝含糖飲料等。本研究以新竹縣博愛國民小學為研究對象，探究其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所實

施多項創新活動的成效，並對創新活動進行省思，此乃本案研究動機之二。 

（三） 學童體位不受重視、推動困境有待突破 

在社會的多元發展下，民主化、多元化、自由化卻與我國傳統的學校教育產生極大的衝

擊，社會已普遍將優良傳統文化視為落伍的象徵、甚至更視為是社會進步的包袱，因而產生

許多經濟、政治、教育等相關問題。再加上媒體資訊的渲染，社會價值觀嚴重混淆，學童與

家長的價值觀成了學校教育面臨的重大挑戰。家長重視學童的課業成就，亦口口聲聲高喊重

視孩子的健康問題，卻不正視學童的健康習慣養成，體位不良在家長眼中不是病，當然也就

漠視此議題。學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健康體位」議題，會遭遇到哪些困境？又該如何來突

破？此乃本案研究動機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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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餐後潔牙未能落實、督導策略有待改善 

學生在校實施餐後潔牙的狀況不佳，顯少有班級是當月能達到每人每天進行餐後潔牙，

學童未養成餐後潔牙習慣，若在學校午餐後都無法落實餐後潔牙，想必在早餐及晚餐也無法

養成餐後潔牙的好習慣，所以我們從學校午餐後的餐後潔牙著手，訂定督導策略與辦法，是

否能有效提昇學童午餐後的潔牙率，進而養成餐後潔牙的好習慣，此乃本案研究動機之四。 

二、現況分析 

（一） 學校 SWOTA分析 

表 1 學校 SWOTA 分析 

 整體環境 學生方面 家長特性方面 

優勢 

Strength 

1. 校長辦學經驗豐富有效領

導學校團隊。 

2. 學校氛圍和諧，凝聚力

強。 

3. 全體師生已對健康促進學

校有深入的了解。 

4. 社區資源豐沛。 

1. 外來文化刺激多，思考靈

活。 

2. 學生數多，競爭激烈。 

3. 已有良好的健康概念基

礎。 

4. 喜愛運動，運動風氣盛

行。 

1. 家長會組織健全。 

2. 家長志工服務團隊完

善。 

3. 關心學校教育事務。 

4. 重視學童外在健康。 

5. 經濟能力佳。 

劣勢 

Weakness 

1. 位於竹北市區，新設校

多，校與校之間競爭強。 

2. 班級數多，校園空間有

限。 

1. 課餘時間多上安親班、補

習班。 

2. 家長給予零用錢於課後會

購買點心。 

1. 重視孩子學習成績。 

2. 家庭外食次數多。 

3. 較寵愛孩子。 

4. 科技業工作忙碌。 

機會 

Opportunities 

1. 社區對學校非常認同與支

持。 

2. 醫療診所數多，醫療資源

充沛。 

3. 學校校隊及社團多元發

展。 

1. 勇於表達自我，學習能力

強。 

2. 各項新穎活動與事物接受

度高。 

1. 家長參與親子活動或親

職教育意願高。 

2. 樂於配合孩子的教育學

習活動。 

3. 齲齒、視力問題積極改

善。 

威脅 

Threats 

1. 明星學校包袱沉重，有礙

教育正常發展。 

2. 作息緊湊，午餐餐後潔牙

督導機制不彰。 

1. 購買零食或含糖飲料。 

2. 3C產品使用率高。 

1. 學生於課後多上補習

班，親子相處時間減

少。 

2. 孩子挑食或偏食未能有

改善措施。 

3. 親子共食機會不多。 

4. 難以掌握學童早餐飲食

狀況及餐後潔牙情形。 

行動 

Action 

1. 深耕健康促進學校教育，

使健康促進學校成為學校

特色與學校品牌。 

2. 善用社區資源推動健康促

進學校各項議題。 

1. 運用多元、創新的活動來

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議題，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2. 透過體驗與合作學習，讓

學生自省與改變。 

1. 推動親子共學活動。 

2. 善用家長會及家長志工

資源。 

（二） 各面向分析 

1. 學生層級： 

(1) 體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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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三至六年級 728名學童的體位分佈，體位過輕為

89人占 12.2%、體位適中為 479人占 65.8%、體位過重為 81人占 11.1%、體位超

重為 79人占 10.9%。 

 

圖 1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體位分佈 

由上述數據可知，本校三至六年級學童體位不良率為 34.2%，其中過重及超

重的比率為 22%。 

(2) 認為自我身體健康程度良好 

本校對三至六年級 728名學童進行問卷調查，其中 4人認為自己身體很不健

康占 0.5%、26 人認為身體不健康占 3.6%、170人認為自己的身體健康程度中等

占 23.3%、261 人認為自己的身體是健康的占 35.9%、267人認為自己的身體很健

康占 36.7%。由上述數據可知，只有 4.1%的學童認為自己的身體不健康。因此多

數學童滿足於自身目前的健康狀況，未能感受到體位不良所帶來的健康影響。 

(3) 運動習慣 

本校對三至六年級 728名學童進行運動習慣調查，以瞭解學童一星期當中每

天運動 30分鐘的天數，其中一星期運動天數為 0天的學童 9人占 1.2%，一星期

運動天數為 1天的學童 34人占 4.7%，一星期運動天數 2天的學童 86人占

11.8%，一星期運動天數 3天的學童 150人占 20.6%，一星期運動天數為 4天的學

童 103人占 14.1%，一星期運動天數為 5天的學童 121人占 16.6%，一星期運動

天數為 6天的學童 42人占 5.8%，一星期運動天數為 7天的學童 183人占

25.1%。每週運動三天以上人數為 599人占 82.3%。 

適中 65.8％ 

過輕 12.2％ 

過重 11.1％ 

超重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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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103 學年調查規律運動人口數，僅 30.8%學童每週運動三天以上，為

了提升規律運動人口數，致力推動運動方案，實施課間活動與健走運動，並每月

辦理一項全校行的班際體育競賽，推動至今，運動人口數逐漸提升。 

為了提供學童課後運動的機會，學校於週三及週三下午辦理學生社團活動，

共開設 30個社團，其中有 12個是運動社團，提供家長讓孩子於放學後運動的選

擇。本校運動校隊在教練團長期訓練之下，績效卓越，田徑隊、射箭隊、直排輪

隊、舞蹈隊、足球隊等，對外參賽成績優秀，利用升旗公開表揚，宣導多練習專

項運動，也能有機會參加學校校隊。 

體育教學紮根學習，樂趣化體育教學及多元策略實施，不僅讓學童喜歡上體

育課，運動技能有效提升，學童有自信，進而喜歡運動。 

綜合上述原因，本校三至六年級運動人口數從 103學年度的 52％，逐年增

加，於 109學年度提升至 82.3％。 

 

圖 2 103 至 109 學年度學童規律運動人口數比率 

(4)喝白開水習慣 

本校對三至六年級 728名學童進行喝白開水習慣(每天喝 1500c.c)調查，每

天都有喝 1500c.c的學童有 223人占 30.6％，大部分有做到（一週五天以上）的

學童有 217人占 29.8％，有時候有做到（一週三天以上未滿五天）的學童有 112

人占 15.4％，少部份做到（一週一至二天）學童有 104人占 14.3％，完全沒有

做到的學童有 72人占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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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每天喝白開水習慣人數統計 

由上述資料可知，本校在喝白開水習慣養成上，可介入策略提升每天喝白開

水的習慣養成。 

(5)吃蔬菜習慣 

本校對三至六年級 728名學童進行午餐及晚餐食用蔬菜習慣調查，每餐食用

一拳頭蔬菜的學童 215人占 29.5％，大部分會食用一拳頭蔬菜的學童 302人占

41.5％，有時後會食用一拳頭蔬菜的學童 163人占 22.4％，幾乎沒有食用一拳頭

蔬菜的學童 48 人占 6.6％。 

 

圖 4 食用蔬菜習慣調查 

每天喝1500c.c白開水習慣人數統計

每天做到 大部分做到 有時候做到 少部份做到 完全沒做到

食用蔬菜習慣調查

每餐都吃 大部份會吃 有時候會吃 幾乎不會吃

每餐都吃215人 29.5％

每天做到 223 人 30.6％ 

大部分做到 217 人 29.8％ 
有時做到 112 人 15.4％ 

少部份做到 104 人 14.3％ 

完全沒做到 72 人 9.9％ 

大部分會吃 302 人 41.5％ 

有時後會吃 163 人 22.4％ 

幾乎不會吃 48 人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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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資料可知，每餐都會食用一拳頭蔬菜量的學童僅 29.5％，本校在餐餐

食用一拳頭蔬菜的習慣養成上，可介入策略提升此健康習慣的養成。 

(6)吃水果習慣 

本校對三至六年級 728名學童進行食用水果習慣調查，每天會食用水果的學

童 347人占 47.7％，大部分會吃水果的學童 218人占 29.9％，有時後會吃水果

的學童 141人占 19.4％，幾乎沒有吃水果的學童 22人占 3％。 

由上述資料可知，每天都會吃水果的學童人數比率為 47.7％，本校在每日吃

水果的的習慣養成上，可介入策略提升此健康習慣的養成。 

 

圖 5 食用水果習慣調查 

(7)吃早餐習慣 

本校對三至六年級 728名學童進行吃早餐習慣調查，每天吃早餐的學童 587

人占 80.7％，一星期有六天吃早餐的學童 50人占 6.9％，一星期有五天吃早餐

的學童 49人占 6.7％，一星期有四天吃早餐的學童 10人占 1.4％，一星期有三

天吃早餐的學童 12人占 1.6％，一星期有兩天吃早餐的學童 6 人占 0.8％，一星

期有一天吃早餐的學童 2人占 0.3％，一星期每天都沒有吃早餐的學童 12人占

1.6％。 

由上述可知，本校每天吃早餐的學童人數雖高，但仍需重視少數沒有吃早餐

的個案。 

(8)睡眠習慣 

本校對三至六年級 728名學童進行睡眠習慣調查，每天睡眠時間 9小時的學

童有 256人占 35.2％，每天睡眠時間 8小時的學童有 299人占 41.1％，每天睡

眠時間 7小時的學童有 131人占 17.9％，每天睡眠時間 6小時的學童有 27人占

3.7％，每天睡眠時間不到 6小時的學童有 15人占 2.1％。每天睡眠 8小時以上

的學童為 555人占 76.3％。 

每天吃水果習慣調查

每天 大部分會 有時候會 幾乎沒有

每天都吃 347 人 47.7％ 

大部分會吃 218 人 29.9％ 

有時候會吃 141 人 19.4％ 

幾乎沒有吃 22 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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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睡眠習慣人數統計 

(9)齲齒率 

進行 107 學年度至 109 學年度一、四年級學童齲齒率分析，本校齲齒率低

於全國學童齲齒率 54.83%，學童家長對於齲齒相當重視，會定期看牙醫，也會

配合診療。 

表 2107 至 109 學年度學童齲齒率 

 一年級齲齒率 四年級齲齒率 總計 

107學年度 13.7％ 7.3％ 10.6％ 

108學年度 24.5％ 20.2％ 22.6％ 

109學年度 15.5％ 16.1％ 15.7％ 

 

 

 

 

 

 

 

 

 

 

 

          圖 7 本校齲齒率與全國學童齲齒率比較 

 

睡眠習慣人數統計

9小時 8小時 7小時 6小時 未滿6小時

9 小時 256 人 35.2％ 

8 小時 299 人 41.1％ 

7 小時 131 人 17.9％ 

6 小時 27 人 3.7％ 未滿 6 小時 15 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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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齲齒率與全國學童齲齒率比較

本校 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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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午餐餐後潔牙習慣 

本校統計 109 年 10 月份三至六年級 728名學童餐後潔牙情形，當月每天都

餐後潔牙的學童 560人占 76.9％，1天沒有潔牙的學童 74人占 10.2％，2天沒

有潔牙的學童 34人占 4.7％，3天沒有潔牙的學童 16人占 2.2％，4天沒有潔牙

的學童 19人占 2.6％，5天沒有潔牙的學童 3人占 0.4％，6至 10天沒有潔牙的

學童 10人占 1.4％，10天以上沒有潔牙的學童 12人占 1.6％。沒有做到每天餐

後潔牙的學童共計 168人占 23.1％。 

由上述數據可知，本校在午餐餐後潔牙習慣養成上，可介入策略提升每天午

餐餐後潔牙習慣養成，進而推廣至早餐及晚餐的潔牙習慣養成。 

 
圖 8 午餐餐後潔牙統計 

2. 家庭層級 

(1)外食習慣 

本校對三至六年級 728名學童家庭進行外食習慣調查，調查星期一至星期五

晚餐的外食天數，外食天數為 0天的學童有 130人占 17.9％，外食天數為 1天的

學童有 153人占 21％，外食天數為 2天的學童有 198人占 27.2％，外食天數為 3

天的學童有 116 人占 15.9％，外食天數為 4天的學童有 40人占 5.5％，外食天

數為 5天的學童有 91人占 12.5％。一週平均外食天數為 2天。 

 

 

 

 

午餐餐後潔牙情形統計

每日餐後潔牙 未做到每日餐後潔牙

每日餐後潔牙 560 人 76.9％ 

未做到每日餐後潔牙 168 人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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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家庭外食情形調查 

(2)外食選擇餐點習慣 

本校對三至六年級 728名學童家庭進行選擇外食餐點習慣調查，調查選擇外

食時是否會選擇少油炸多蔬食的餐點，每次都會選擇少油炸多蔬食餐點的學童

150人占 20.6％，大部分會選擇少油炸多蔬食餐點的學童 289人占 39.7％，有時

候會選擇少油炸多蔬食餐點的學童 240人占 33％，完全不會選擇少油炸多蔬食餐

點的學童 49人占 6.7％。 

 
圖 10 外食選擇習慣調查 

 

 

外食選擇少油炸多蔬食調查

每次都會 大部份會 有時後會 完全不會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餐外食調查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3天116人 15.9％

0 天 130 人 17.9％ 

1 天 153 人 21％ 

2 天 198 人 27.2％ 

4 天 40 人 5.5％ 

53 天 91 人 12.5％ 

每次都會 150 人 20.6％ 

大部份會 289 人 39.7％ 

有時後會 240 人 33％ 

完全不會 49 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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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親子共學風氣 

本校長期推動親子共學閱讀，班級許多學習活動也常利用親子共學推動至家

庭，學童樂於和家長分享學習事務，並能積極將學校相關政策及活動轉述家長，

並要求家長能配合並參與。 

3. 學校層級 

(1)學校政策面 

本校成立學校健康促進推行委員會推動小組，擬定學年度工作計畫與實施策

略，定期召開工作會議，掌控執行進度，並將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活動納入行事

曆，於學期末檢討實施成效，進行效益分析，滾動式修正計畫方案，透過專業對

話與討論，完善實施策略。 

(2)學校教學面 

建構本校健康飲食校本課程，盤點健體領域課程，以健康飲食為主軸，設計

符合本校需求之縱向連貫課程，以課本單元為基底，研發實踐式的體驗課程與檢

核活動，並每年提交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核通過成為營養教育校本課程。 

長年推行學童規律運動方案，以規律運動及班際體育競賽為兩大主軸。規律

運動實施課間活動進行健身操與健走方案，每月辦理一項全校班際體育競賽，以

增強學童運動動機，進而增加運動次數與時間。 

(3)學校環境面 

午餐中心營養師每月精心規劃菜單，並實施午餐滿意度調查與廚餘量分析，

以了解學童對午餐菜色的喜好，並研發多樣異國料理及創意料理菜色，以提升學

童食用蔬菜量，並以烤、滷的烹調方式代替油炸及勾芡燴煮，以降低多餘的熱量

及油脂攝取。 

學校長期推動品德教育，塑造和諧校園文化，學童能相互尊重與關懷。並發

展多元社團與校隊，啟發學童潛能，給予發展自我的空間與舞台。過重或超重的

學童，在田徑隊、籃球隊能有一番成就，代表學校參賽獲獎，為校爭光，學童深

知，可善用自己的優勢發展，並不會因為身材外觀而影響其自信心與人際關係。 

(4)學校社區關係面 

學校與社區關係良好，與週邊商家、街坊鄰居是良好的夥伴關係，無論是交

通安全議題、學童上放學安全、學生健康飲食等，都能互相溝通與合作，共同為

學童打造更完善的學習與生活環境。 

家長積極了解並參與學校事務，家長志工多，家長會組織健全，有助於學校

大型活動或政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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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需求評估 

1. 學生層級 

學童已養成規律運動的健康習慣，在飲食方面，知道營養教育的相關知識，卻

難以在生活中做到健康並營養均衡的飲食，無論是過輕或過重、超重的學童都有偏

食現象。 

本校學童特質為積極參與學校推動的獎勵性活動，並喜歡創新、有挑戰的學習

活動，並樂於和家長分享學校活動。 

學童(一、四年級)齲齒率為 15.7％，齲齒率不高，但學童的餐後潔牙完成率

卻偏低。 

2. 家庭層級 

家長不太認為於學童體位不良是重要的問題，認為小時候胖一點，青春期比較

容易抽高。也不認為體位不良會使學童產生疾病或健康危害，認為肥胖帶來疾病是

成人才會發生的。重視學童牙齒健康，定期帶學童進行牙齒檢查，對於學童齲齒也

積極配合治療。 

3. 學校層級 

雖已建構營養教育的校本課程，但對於體位不良的課程介入，卻仍無成效，無

法從課程中找到與學童、家長的共鳴，無法讓課程走入家庭教育，必須讓營養教育

像本校的運動風氣如此盛行並獲得家長認同。 

（四） 問題診斷 

1. 學生層級 

(1)喜愛含糖飲料:學童在學校能做到只喝白開水，但離開學校後，卻會喝含糖飲

料，無法將喝白開水的習慣落實在校外的生活中實踐。 

(2)不喜歡綠色蔬菜:對於水果的接受到高於蔬菜，綠色蔬菜的接受度是最低的，餐

餐吃一拳頭蔬菜量的學童人數少。 

(3)不重視中午餐後潔牙:午餐後會以進行其他活動為優先，認為一餐沒有刷牙不會

影響牙齒的健康。 

2. 家庭層級 

(1)外食選擇方式不正確:外食的家庭多，在選擇外食時以「是否好吃」為優先考

量，少以「健康營養」為考量。 

(2)對體位不良無感:家長未能體認學童的體位不良所帶來的健康影響，未能感受體

位不良所隱藏的健康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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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層級 

(1) 課程無法引起共鳴:目前的營養教育課程，無法激發學童認為「健康體位很重

要」、「健康飲食很重要」的想法，更難以說服學童在生活中實踐。 

(2) 無推廣至家庭:健康體位的相關課程或活動，僅於學校內進行，尚無扎根家庭的

學習或活動策略，導致家長對於健康體位議題的不重視。 

(3) 餐後潔牙無督導機制:認為中午餐後潔牙是生活化的例行性事務，人人應該都能

做好，卻無督導機制進行成效分析與輔導改進。 

三、 國內外執行該策略的成效說明與探討（文獻探討） 

（一） 兒童肥胖率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的調查顯示，2013年至 2016年我國 7至 12歲的國小

學童肥胖率為 26.7％，男學童的肥當率為 30.6％，女學童的肥胖率為 22.8％，兒童肥

胖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08）。由於肥胖兒童有 1/2 的機率

會變成肥胖成人，因此兒童肥胖的問題，已成為現代家長必須重新思考重要的問題（張

繼仁，2020）。 

（二） 健康自主管理 

Ryan and Deci(2000)指出，促進自主管理發展可以達成良好的健康，並能有較高的

生產力、較好的生活品質，以提昇高層次的健康狀態，藉此強化個人在健康生活與行為

上的自治及勝任的能力。 

健康自主管理的介入著重在生活習慣的改善與信念的養成，其管理技巧必需配合個

人的生活習慣，以了解參與者的需求，做適當的鼓勵與正向回饋和積極性的調適；運用

正確的健康習慣在日常生活中，讓生活更好、更健康（黃文信、陳美玲、鄭啟甫、周蜀

娟、廖梨伶，2013）。健康自主管理是建立健康觀念，強化個人在健康生活與行為上的

自治能力，改善生活習慣，使生活更好、更健康（廖杏雅，2019）。 

（三） 國小營養教育內涵 

營養教育是指在教學過程中教導學童完善的營養知識，進而有效影響學童的營養觀

念、態度並展現出健康的營養行為。然而目前國小課程中，並未將「營養教育」獨立設

科教學，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有關營養教育的相關課程則內含於「健康與體育」領

域中實施（游淑慧，2010）。 

學校營養教育可分為學校營養課程與教學及學校飲食環境兩部分。營養課程與教學

是指學校中有組織、有系統、結構化的教學活動；飲食環境則包含物理性的及人際的環

境，包含午餐的供應、食物的販售及教職員工生的飲食行為（楊小淇、劉貴雲、杭極

敏、姜小敏、林薇，2010）。 

（四） 學童飲食行為現況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5）針對國小五、六年級學童進行問卷調查，發現臺

灣的學童在飲食上有三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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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偏食 

偏食指的是六大類食物中至少有一種完全不吃；飲食不均衡指的是六大類食物

中至少有一種食物沒有每天攝取。9.6％兒童已經有偏食行為，72.1％兒童已經出現

飲食不均衡的狀況。進一步分析兒童最缺乏的食物類型為奶類。 

2. 挑食 

近四成兒童會把不喜歡的食物挑出來不吃，不愛吃的食物前五名為苦瓜、茄

子、芥蘭、山藥及青椒。 

3. 垃圾食物很愛吃 

油炸食物、零食及含糖飲料等食物，因營養素低、熱量又很高，孩子很容易攝

入過多熱量，或是因為有飽足感而減少攝取其他營養的食物。一週三天以上喝含糖

飲料的兒童高達 45.1％。 

（五） 影響體位過重的原因 

吳軍葦（2013）指出影響體位過重的原因包含身體活動量、飲食習慣、坐式生活及

睡眠。 

（六） 素養導向健康教學 

「素養」是個體健全發展，以及因應 現代生活情境要求所不可或缺的終身學習任

務。具體而言，素養涵蓋知識、技能、態度與價值三大範疇的內涵，這三者看起來分立

而行，其實像麻花般交織成為「素養能力」最後訴諸於行動。世界衛生組織主張健康素

養是獲取知識、個人技巧與自信以採取行動，並透過改變個人生活型態與生活條件的方

式來提升個人與社區的健康（健康促進學校-素養導向健康教學指南，2010）。 

（七） 獎勵制度 

    學童的學習動機有的來自本身的認知、情緒、價值與自我關係等內在因素；有

的來自獎賞、誘因、他人期待等外在因素，教師應安排可以激勵學童學習的物質與

社會環境（溫世頌，1997）。 

    Grant(1989)認為學習和獎勵結合，可以提高學習者的學習意願並增進學習效

果。Wallace(2001)指出「型塑他人行為最有效的工具就是獎勵」。因此教師提供學

習者適當的誘因，可以增加其學習的意願與參與度。 

（八） 潔牙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998）提出許多預防齲齒的方法，說明最根

本的方法就是餐後潔牙，而刷牙的最好時機就是餐後和睡前。邱啟潤（1986）的研

究指出，餐後潔牙能減少牙齒產生酸的機會，因而減少牙菌斑的堆積，防止齲齒及

牙周病的發生。 

    世界衛生組織及牙醫界指出，「貝氏刷牙法」強調短距離水平運動，具一定操

作原則和口訣，是近代教科書和牙醫界最常推薦和建議的刷牙方式（江永盛，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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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目的 

（一） 目的陳述 

1. 學童能進行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進而改變飲食與生活習慣。 

2. 學童能對含糖飲料做出正確的選擇。 

3. 學童能發揮影響力，影響家人共同做出正確決策。 

4. 有效降低學童體位不良率。 

5. 有效提升學童餐後潔牙率。 

 

（二） 校本指標 

表 3 博愛國小健康促進學校校本指標 

議題 部頒成效指標 校本指標 數據資料來源 

健康體位 

體位過輕比率 
全校三至六年級體位過輕比率下

降1％ 
健康檢查資料 

體位肥胖比率 
全校三至六年級體位過重及超重比

率共下降3％ 
健康檢查資料 

學生睡足八小時比率 
全校一至六年級每天睡足8小時比

率提升至80％ 問卷施測 

學生天天五蔬果量平均達
成率 

全校三至六年級午餐及晚餐吃一

拳頭蔬菜目標提升至70％ 問卷施測 

學生每天吃早餐平均達成
率 

全校三至六年級每天吃早餐目標

提升至90％ 問卷施測 

學生多喝水目標平均達

成率 

全校三至六年級每天喝足 1500 

c.c.的白開水比率提升至 90% 問卷施測 

口腔衛生 

平均潔牙次數 
全校三至六年級每天中午餐後潔

牙比率提升至 95% 
潔牙紀錄表 

齲齒率 
一、四年級學童齲齒率維持於

20%以下 
健康檢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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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本校三至六年級學童 728名。 

二、研究工具 

（一） 量性資料 

1. 問卷：以 109 學年年度健康成效指標收集工具-健康體位問卷，實施前測與後測，

如附錄一，題目皆為行為類的問題。 

2. 健康檢查資料 

（二） 質性工具 

1. 紀錄表:健康自主管理表、14 天不喝含糖飲料紀錄表 

2. 訪談 

三、研究過程或介入方法 

（一） 研究過程 

1. 研究者 

研究者為學務主任，協同研究者為衛生組長與校護，指導教授為鄭麗媛教授。

分工如表 4所示。 

表 4 博愛國小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推動小組執掌表 

計畫職稱 姓名 本校職稱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計畫主持人 張維順 校長 主持計畫、研究策畫執行及行政協調事宜 

研究者 

兼執行秘書 
范惠華 學務主任 

研究計畫撰寫、彙整報告撰寫，協助行政協調 

行動方案彙整 

協同研究者 阮惠霞 衛生組長 
心理健康需求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

健康活動規劃辦理，營養教育課程與活動 

協同研究者 
邱慧敏 

林雨勤 
護理師 

身體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

評價，提供健康服務 

推動人員 蔡依蘭 教務主任 協助行政協調，統籌課程與教學 

推動人員 吳聖乾 總務主任 協助行政協調，統籌環境維護與改善 

推動人員 翁偉平 輔導主任 協助行政協調，統籌社區資源與輔導 

推動人員 簡志豪 體育組長 
體適能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體育活

動規劃辦理 

推動人員 程穎萱 營養師 營養教育規劃推動 

推動人員 

黃雅芳 
林臆甄 
黃雅蒨 
李素珍 
黃莛妤 
陳佳燕 

學年主任 規劃學年教學活動，實施相關教學活動 

推動人員 范振師 家長代表 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人力協助推展健康服務 

指導教授 鄭麗媛  行動研究方案執行諮詢、報告撰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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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去經驗 

(1)計畫架構 

本校長年深耕健康體位議題，以營養教育與運動方案為兩大主軸，建構推動學

童健康體位計畫架構，營養教育以實施營養教育課程、搭配定期的宣導活動、多元

菜單與烹調方式讓學童把菜吃光光等為主要推動方案，運動方案以多元體育、快走

運動、班際體育徑賽等為主要推動方案。希望能透過上述策略與行動，培養學童均

衡飲食與規律運動的健康習慣，進而有效降低學童體位不良率。 

             

              圖 11 推動健康體位計畫架構 

在口腔衛生計畫方面，則分為教學面與生活面兩大面向，教學面以貝氏刷牙

法、正確使用牙線，含氟水漱口等為教學主軸；生活面以養成餐後潔牙好習慣、好

吃甜食及含糖飲料、定期至牙醫診所進行檢查等生活實踐為主。計畫目標為建立學

童口腔保健知識與技能，最重要的是要落實生活中的健康實踐，最終目的希望降低

學童齲齒率。 

 

 

 

 

 

 

 

 

圖 12 推動健康體位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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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本課程 

九年一貫的課程中，並無獨立的營養教育課程，而是融入於健康與體育領域中

實施，若沒有特別強化一至六年級縱向的連貫，並規劃校本能力指標，恐怕只是讓

營養教育課程草草帶過。另，如何讓營養教育課程變得有趣？如何讓學童所學得的

營養知識與態度於生活中實踐？都必須經過教學群不斷的討論而擬定實踐式的健康

飲食校本課程。本校於於健康與體育領域的課程中，找出營養教育相關課程，並依

其課程內容訂定各年級的每學期重點目標與生活實踐主題，配合具體的活動實踐，

讓健康飲食落實於學童生活中。 

表 5 博愛國小營養教育校本課程架構 

年段 課程單元 課程內容 教學目標 重點目標 生活實踐 

一上 健康每一天 

吃飯的時候 

飯後好習慣 

小行動大健康 

天天都健康 

培養正確的飲食習慣 

表現良好的餐桌禮儀 

養成喝白開水的習慣 

表現良好的健康習慣 

養成喝白開水習慣 喝白開水運動 

人人帶水壺 

一下 健康加油站 

健康食物選拔會 

飲食停看聽 

體重和運動 

體會食物的重要性 

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 

選擇健康的營養餐點 

瞭解影響飲食習慣的因素 

二上 健康行動家 

早餐健康吃 

飲食大原則 

吃的對長得好 

能瞭解吃早餐的重要性 

能瞭解六大類食物 

能養成每天均衡攝取六大類食

物 

能分辨選擇的食物是否合乎健

康原則 

早餐健康吃 選擇健康的早餐 

在家吃早餐運動 

三下 飲食與健康 
飲食學問大 

怎麼吃才健康 

能說出影響自己選擇食物的因

素 

能覺察並改進自己不良的飲食

習慣 

能注意自己的飲食習慣 

能選擇健康營養的餐點 

學習自主管理 

實踐良好的生活習慣 

認識六大類食物與營

養素 

午餐吃光光不挑

食 

四下 迎向青春期 青春你我他 

認識青春期男女生所需的營養

素 

能知道青春期飲食的注意事項 

結合性教育課程  

認識青春期  

填寫飲食日誌 

記錄自己飲食習

慣 

五下 美麗人生 
飲食話題 

關懷老年人 

能瞭解家庭成員的營養需求  

能檢視家庭的飲食習慣  

瞭解清洗烹調和解凍食物的方

法  

列舉選擇食物的正確方法  

能瞭解老年期的飲食保健方法  

能運用均衡飲食概念來設計菜

單 

紀錄與瞭解家庭的飲

食習慣 

服務學習 

關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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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 特色飲食 飲食觀測站 

對不同的飲食文化能表示接納

與尊 

能舉例說出不同族群的飲食特

色 

能表現合宜的用餐禮儀 

認識多元飲食文化 

接納多元飲食習慣 

食安問題 

六下 飲食防疫 認識食品中毒 

能瞭解食物的保存及處理方式

會影響食物的營養價值、安全

性、外觀及口味 

 

表 6 博愛國小口腔衛生校本課程架構 

年段 課程單元 課程內容 教學目標 重點目標 生活實踐 

一上 我會好好刷牙 

刷牙的時機 

貝氏刷牙法 

預防蛀牙 

培養正確的飲食習慣 

表現良好的餐桌禮儀 

養成喝白開水的習慣 

表現良好的健康習慣 

養成餐後及睡前潔牙

習慣 

餐後潔牙 

睡前潔牙 

一下 牙齒保健 
牙醫看診 

預防牙齒外傷 

牙醫看診不害怕 

我會保護我的牙齒 

了解牙醫看診的流程 

注意遊戲安全不受傷 

遵守遊戲規則不

受傷 

二上 
貝氏刷牙 

很重要 
貝氏刷牙法 

精熟貝氏刷牙法 

牙內側潔牙 

養成餐後及睡前潔牙

習慣 

牙齒刷乾淨 

餐後潔牙 

睡前潔牙 

通過潔牙抽測 

二下 
認識乳牙與

恆齒 

認識齲齒 

糖的危害 

乳牙與恆齒 

了解甜食與齲齒的關係 

了解齲齒的形成原因 

如何預防齲齒 

選擇健康少糖的飲食 少吃甜食 

不喝含糖飲料 

三上 牙線的使用 
認識牙線 

我會使用牙線 

牙線的功能 

牙線的使用方式 

使用牙線清潔上顎前

牙 

攜帶牙線代替牙

籤 

三下 
牙齒的類型

與功用 

牙齒的類型 

牙齒的功能 

了解牙齒的組織與構造 

了解各種牙齒的功能 

說出各類牙齒的名稱

與位置 

正確使用牙齒咀

嚼 

四上 牙線的使用 選擇適合牙線 
了解牙齒清潔與保養牙齒的方

法 

使用牙線清潔上顎後

牙 

正確使用牙線潔

牙 

四下 牙醫看診 
牙齒保健 

糖的危害 

認識各種糖的名稱以及辨別 

了解 X光、塗氟、窩溝封填、

洗牙的價值 

了解氟化物的作用 

選擇少糖的食物和飲

料 

選擇食物時能識

別糖的含量 

使用含氟水 

五上 認識牙周病 
認識牙周病 

正確使用牙線 

認識齲齒的漸進性 

牙周疾病的預防 

使用牙線清潔下顎牙

齒 

我的護齒護照 

五下 牙齒矯正 
牙齒矯正的過程 

運動護齒活動 

了解咬何不正的成因和影響 

矯正過程中保持牙齒清潔的 

重要性 

認識護齒器 運動時的自我保

護 

六上 預防齲齒 
齲齒的預防方法 

認識牙醫職業 

吃對食物預防齲齒 

牙科是健康服務和職業生涯選

擇一部分 

吃什麼、什麼時候吃 

對齲齒預防的影響 

 

飲食紀錄表 

六下 拒煙拒檳 
香煙的危害 

檳榔的危害 

香煙與檳榔對口腔衛生及健康

的危害 

如何拒絕香煙與檳榔 

認識電子煙的危害 

拒吸二手煙 家長戒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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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動產生 

(1)輔導會議(會議記錄如附錄二) 

在第一次輔導會議中，和指導教授報告本校長期推動健康體位議題，發現幾項

問題，包含「家長及學童對體位問題無感」、「課程與方案都實施了卻無法改善」、

「寒暑假之後體位不良率又上升」。 

教授指出，目前的營養教育課程無法引起學童共鳴，則必須從健康教育老師們

著手，重新設計生活化的課程，讓學童能生活的經驗中體認健康體位的重要，且強

調生活中的技能與實踐，再藉由學童的力量，透過學習單、紀錄單，把健康體位議

題帶回家庭教育，由學童來教家長、說服家長。可以設計親子共做或親子共學活

動，並搭配獎勵制度，正向鼓勵學童和家長完成，讓家長能在活動中體會健康體位

與健康體位的重要性。 

寒暑假後，學童的體位不良率又上升，所以必須想一些在假期中能實施的策

略，控制學童在假期中的飲食與運動，進而有效控制體重。例如:飲食與運動紀

錄、和週邊的早餐店或便當店合作設計營養菜單、和安親班合作規劃含暑假的午餐

菜單及運動方案，多方一起努力，以降低學童在長假中體重攀升的現象。 

睡眠也會影響學童的身體代謝，睡眠時間至少要八小時，睡的少胖的機率就

高。學童若常玩 3C產品，也就會常常坐著不動，除了視力受影響之外，體重當然

也會增加，這都是學校要注意的影響因素。 

(2)校內會議 

透過校內會議討論，決議從課程面著手，在寒假前實施介入性課程，針對寒假

及過年的飲食提出討論，以如何選擇較健康的年菜為主進行課程教學，並搭配假期

運動方案，教導學童寒假期間健康飲食與規律運動的具體方法。 

另，設計寒假自我健康體位管理表，透過三餐飲食與運動紀錄，檢視每日的飲

食是否符合營養均衡與健康原則，檢視每日是有運動 30分鐘。還要加上睡眠紀

錄，睡眠與健康的關係，也要讓學童和家長了解。全校教師也達成共識，不多初寒

假作業，讓學童能專心完成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並以均衡飲食、規律運動、充足

睡眠為寒假作業內容。 

檢視班級的潔牙紀錄表，發現學童每天午餐後的潔牙率逐漸下降，應實施輔導

與監督策略，每月潔牙紀錄表回收，整理未每日潔牙的學童名單，進行輔導，潔牙

率較低的班級也要實施班級性的潔牙輔導，麻煩班導師要負起督導責任，在每日午

餐後要督促學童潔牙並確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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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衛生政策 

  

全校教師會議中說明學童體位不良率 向教師說明寒假健康自主管理的目標 

  

說明均衡飲食與規律運動重點 說向教師明健康體位管理表單的紀錄方式 

 

（二） 修正過程 

1. 會議討論(會議記錄如附錄三) 

(1)輔導會議 

寒假前實施「寒假與過年健康飲食」及「寒假與過年運動方案」課程，寒假期

間實施「自我健康體位管理表」，於第二學期開學進行身高體重測量，體位超重與

過重的學童人數並沒有下降。我們感到很灰心，在第二次輔導會議中，向教授說

明，我們想要在最後的一個月再多做些努力，我們提出針對體位超重與過重的學童

的輔導策略，從數據中分析發現，過重與超重的學童有部份是在田徑隊與射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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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團隊的學童著手，也可避免家長產生標籤化的疑慮。 

輔導教授認為，從方案與數據資料可以發現，今年寒假體位不良率沒有像往年

一樣攀升嚴重，代表寒假的策略是有效的。我們的問題是飲食，運動量夠了，但體

重仍然降不下來，就必須從飲食著手。第三節下課，讓過重及超重的學童喝一大杯

水，可以降低中午午餐的食量。另外，學童放學後吃了什麼？飲料和零食也是我們

要考慮的因素。 

(2)校內會議 

田徑隊和射箭隊過重及超重的學童，於課間活動跑操場兩圈以時間增加運動

量，並於第三節下課喝一大杯水，看是否能降低體重。 

設計「認識含糖飲料」課程，並實施「挑戰 14天不喝含糖飲料」活動，家長

也要加入挑戰行列。 

2. 學童的建議 

(1)自治市候選人的建議 

五年級自治市候選人二月底提交政見時，提出每月的潔牙率最高的冠軍班級，

可以設計下個月的一天午餐菜單。 

本校的午餐菜單，於 96學年度起由自治市長提出的政見，每月能有一天的自

治市菜單，每月由學生自治市團隊提出所設計的三種菜單，送營養師審查後，再經

由全校票選初當月菜單。學童們非常喜歡參與菜單設計，可列入獎勵辦法。而且班

級若要讓設計的菜單能審查通過，菜色必須考慮營養素及烹調方式，在設計菜單前

也必須做足一番營養教育功課，這也是營養教育的實施方式之一。 

 

學校社會環境 

  

候選人的政見 候選人的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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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物質環境 

 

每月一次自治市菜單，由學生自治市團隊設計經由審核和票選產出 

修正後的潔牙輔導加入獎勵制度，從三月份起，每人每天都有潔牙的班級發予

10張榮譽樹貼紙，每學年的潔牙率冠軍班級，可以提交一份菜單交由營養師審

查，審查通過就能成為下個月的一日菜單。未潔牙的學童及潔牙率較低的班級，輔

導機制不變。 

(2)學童的話 

在進行全校性的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活動說明時，學童們提議老師也要加

入挑戰行列，於是「挑戰 14天不喝含糖飲料」成為學童、家長、教師的全民運

動。 

3. 修正前後差異分析 

表 7 執行策略修正前後比較 

議題 執行策略 修正前 修正後 

健康體位 體位監控 

實施健康自主管理表 1. 實施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

飲料 

2. 校隊體位不良學童運動與

喝水監控 

口腔衛生 潔牙輔導 

1. 沒有每日潔牙的學童進行

輔導與潔牙監測 

2. 潔牙率低的班級進行班級

潔牙輔導抽測 

加入獎勵 

1. 每人每天都有潔牙的班級

發予 10 張榮譽樹貼紙 

2. 當月每學年的潔牙率冠軍

班級，可設計午餐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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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六大範疇策略產出 

1. 學校衛生政策面 

(1)相關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 

(2)相關活動納入學校行事曆 

(3)進行健康自主管理 

(4)進行健康體位與餐後潔牙監控行為 

(5)辦理教師共識會議 

2. 學校物質環境 

(1)規劃少油少鹽的午餐菜單 

(2)班班有飲水機，飲用水充足方便 

(3)班班有洗手台，潔牙使用方便 

(4)定期檢查飲水設施 

3. 學校社會環境 

(1)建立親師生良好溝通管道 

(2)提供學童展能舞台以建立學童自信 

(3)建立獎勵制度改善學童體位不良率及餐後潔牙率 

4. 社區關係 

(1)加強家長對健康體位保健工作的認識與配合 

(2)利用親子共學活動強化家長健康飲食生活 

(3)建立社區夥伴合作關係 

5. 個人健康技能 

(1)強化學童健康體位健康教育 

(2)落實健康飲食生活型態 

6. 健康服務面 

(1)對於體位異常學童，進行個案諮詢輔導，給予飲食建議與運動處方 

(2)進行學童潔牙輔導與班級潔牙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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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際行動或介入方法 

1. 學校衛生政策 

(1)政策一 擬定具體推動計畫並將活動納入學校行事曆 

I. 具體作法 

a. 開學前召開推動小組會議，擬定本學期推動計畫及各項教學與活動。 

b. 學年性或全校性教學及活動明確納入行事曆 

c. 重要宣導或實踐式活動，融入家庭聯絡簿讓家長了解並一同參與 

II. 省思 

本校都是在這學期末產出下學期的行事曆，提早規劃下學期行事，讓教師

可以利用寒暑假配合學校行事曆規劃各學年的統整性課程及學年活動，於開學

初即可確定學年行事曆，如此才能讓全校按步就班完成各項教育事務。行事曆

提早規劃，很多宣導和活動就可以融入聯絡簿內，本校聯絡簿是自行編印，可

依照學校行事，有系統的規劃每週活動與宣導，放在聯絡簿內，家長可以了解

也可以參與學校的活動，可達到親子共學及溝通無礙的良好成效。 

學校衛生政策 

  

聯絡簿內置入生活教育訓練要點，明確規定不

可帶零食和飲料到學校 

連續假期融入運動與睡眠紀錄，提醒學童少用

3C產品、充足睡眠與規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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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簿閱讀活動-再忙也要運動 聯絡簿宣導活動-跳繩的好處 

  

聯絡簿-跳繩運動 聯絡簿-我的餐盤紀錄 

(2)政策二 全校共識會議 

I. 具體作法 

a. 於期初全校校務會議說明本學期推動作法及各項教學與活動 

b. 於期末的全校校務會議，說明檢討改進事項與下學期修正策略 

c. 於每週全校教師會議，隨時提出討論，隨時進行滾動式修正 

II. 省思 

    共識很重要，要讓全校教師體認健康體位與口腔衛生保健的重要性，從自

身做起，願意一起以身作則並多提醒、多叮嚀，多點相關教學活動來協助學童

改變不健康的生活型態。今年寒假，我們規劃實施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召開

共識會議，老師們達成共識，不多出寒假作業，讓學童能全心全力做好自主管

理表紀錄，並以達到健康飲食、充足睡眠、規律運動為寒假生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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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衛生政策 

  

召開學年主任共識會議 校務會議中報告學童體位狀況 

  

校務會議說明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推動計畫 共識會議-寒假健康自主管理表說明 

2. 學校物質環境 

(1) 政策一 健康營養午餐 

I. 具體作法 

a. 建立午餐菜單審查機制，人人參與審查 

b. 定期召開午餐會議，修正菜單，檢討相關問題 

c. 票選我最愛的一道菜，了解學童口味喜好 

d. 增設廚房烤箱，以烤代替煎或油炸方式，降低熱量與油脂 

e. 辦理每月一次自治市菜單，由自治市學童規劃提出 

f. 午餐教育網頁，設置「營養補給站」提供癢教育知識 

II. 省思 

學童非常喜歡參與午餐菜單設計，設計前必須先教會學童營養素攝取、烹

調方式烤量、菜色搭配，學童為了要設計菜單，對於菜單設計課程更加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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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學習，無形當中也提升了學童營養教育的知識，更能運用在菜單設計中，

這也是生活化的技能展現。 

菜單審查，人人有責，每個人都審查菜單，讓把關更嚴謹。且教師們都很

在意熱量攝取，會在菜單中建議少油少鹽，避免使用勾芡及油炸方式烹調。教

師也會反應廚餘的剩餘量，並建議午餐中心烹煮方式讓學童能把菜吃光光。 

學校物質環境 

  

廚房增設烤箱設備 審查菜單人人有責 

  

審查菜單人人有責 午餐教育網頁設置營養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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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二 飲水潔牙很方便 

I. 具體作法 

a. 每班教室內有一台飲水機 

b. 每班教室外有一座洗手台 

c. 定期檢測飲水機水質並定期更換濾心 

II. 省思 

班班有飲水機，讓學童喝水更方便，上體育課前將水壺裝滿開水，讓喝白

開水運動更能順利推動。班班有洗手台，學童進行餐後潔牙無須排隊等候，老

師也可以就近監督。 

學校物質環境 

  

班班有飲水機，喝水很方便 班班有洗手台，潔牙很方便 

  

定期進行飲用水消毒與檢驗 飲用水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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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社會環境 

(1) 政策一 建立溝通管道以傾聽學童意見 

I. 具體作法 

a. 辦理自治市選舉活動，廣納學童建議 

b. 設置各類意見反應信箱，暢通溝通廣到 

II. 省思 

在學校做決策的幾乎都是大人，學童的活動若能讓學童參與意見表達與決

策，學童們會更能遵守決策後的決議，更願意主動做好共同討論後的決策內

容。 

學校社會環境 

  

設立各種信箱暢通溝通管道 

(2) 政策二 建立獎勵制度以改善體位不良率及餐後潔牙率 

I. 具體作法 

a. 寒假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各班前三名頒發獎狀獎品，公開表揚以達正向激勵

與楷模學習之效 

b. 連續 14天不喝含糖飲料，完成的學童頒發獎卡 

II. 省思 

以兒童發展與心理學理論，學童的學習是需要外在增強動機，獎勵是其中

一個方式，學童會因為獎勵而改變行為模式，激勵學童「自發」。公開表揚也

能正向激勵學童，樹立楷模學習的典範，以達「互動」成效。進而影響家長，

改變家長的想法與飲食習慣，形成「共好」的健康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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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會環境 

  

榮譽制度的介入可使學童更容易做到自發、互動、共好 

4. 社區關係 

(1) 政策一 建立社區夥伴關係 

I. 具體做法 

a. 和早餐店合作，提供少油炸、少糖份的餐點 

b. 與社區牙醫診所合作，到校協助學童牙齒檢查與宣導 

II. 省思 

本校所在的社區資源充沛，藥局、眼科、牙醫、小兒科診所多，衛生所也

在學校對面，學區內也有兩家大型地區性醫院，能給予學校在健康促進議題推

動上很大的幫助。學童早餐外食的機會大，學校與鄰近三家早餐店達成共識，

販賣的早餐以少油炸、少糖份的餐點為主，並鼓勵學童以豆漿、牛奶代替紅

茶、奶茶。社區不分彼此，多為學童的健康盡點努力，成效是可以慢慢被看見

的。 

社區關係 

  

早餐店的三明治以非油炸為主，再加入好多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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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師公會入校進行含氟水漱口監測與口腔檢查 

(2) 政策二 親子互動成長 

I. 具體作法 

a. 運動會辦理親子接力比賽與家長趣味競賽 

b. 跳蚤市場辦理親子體能挑戰賽 

c. 跳蚤市場辦理親子以飲食為主題的英文闖關活動 

II. 省思 

辦理有趣的親子體驗活動，家長會為了孩子而參加活動，親子一起完成任

務或挑戰，除了可以增進親子關係之外，還能從中獲得運動的樂趣、飲食營養

的知識，寓教於樂的活動是很受歡迎的 

社區關係 

  

運動會辦理家長趣味競賽，報名踴躍 親子接力賽，家長跑得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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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蚤市場辦理親子英文闖關活動，要通過三關

飲食營養關卡才能獲得獎品 

親子體能挑戰賽，孩子和家長一起贏過體育老

師就可以得到獎品 

(3) 政策三 社區家長也要運動 

I. 具體作法 

a. 辦理社區家長運動社團 

b. 鼓勵學校家長及社區民眾參加 

II. 省思 

家長自己要能意識到運動與健康的重要，自己願意運動並注意自己的體

位，才能自我察覺健康體位的重要，自己想以運動和飲食來維持健康體位，如

此才會在家庭中重視運動與飲食，在家裡準備三餐的是媽媽，邀請媽媽們來運

動，宣導健康體位著重要，媽媽們回家煮飯就會注意營養均衡並降低熱量和油

脂，也會催促家人要運動呢！ 

社區關係 

  

辦理社區媽媽運動社團，讓媽媽們動起來！進而宣導健康體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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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健康教學 

(1) 單元一 寒假健康吃、年菜健康吃(教學設計如附錄四) 

I. 教學對象:三年級學童 

II. 教學者:健康教育授課教師 

III. 教學時數:2節 

IV. 教學方法:情境式教學法、探究式教學法 

V. 教學目標 

a. 認識年菜的烹調方式，並找尋烹調替代方案 

b. 認識過年熱門零食與其熱量 

c. 能分組報告日常飲食中的紅燈食物 

VI. 教學策略:情境式教學、探究式教學 

VII. 教學內容 

a. 引起動機 

教師與學童討論過年的熱門年菜和零食有哪些？ 

b. 主要教學活動 

教師逐一介紹熱門年菜與零食的製作烹調方式，並討論是否符合營養健康 

討論是否有更健康的烹調方式或替代食物 

分組報告除了年菜之外，日常飲食中的紅燈食物 

c. 綜合活動 

和家人分享一道年菜，說明不健康的原因，討論如何烹調才能健康又美味。 

VIII. 省思 

學童對於學習的經驗是可以複製的，經過年菜的示範教學，學童可以歸納

找出不健康的烹調方式和食物，進而推論到生活中的飲食。食物是學童有興趣

的學習主題，討論能讓小組的分享更為精彩，螢幕上即時出現食物照片，讓學

童岩而有物，更能增加學習的興趣與效果。 

健康教學 

  

學童發表熱門年菜有哪些？ 說明年菜的烹調方式並和討論熱量及是否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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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年菜可以怎麼煮比較健康 學童介紹熱門的過年零食 

  

教師說明過年的零食熱量很高的原因 討論很想吃零食時的替代方案 

  

分組討論日常飲食中的紅燈食物 分組討論日常飲食中的紅燈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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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提出炸雞是紅燈食物，並說明原因 學童提出蛋糕是紅燈食物，並說明原因 

  

學童提出炒麵是紅燈食物，並說明原因 教師鼓勵學童回家與家長分享年菜如何健康吃 

(2) 單元二 寒假快樂動、過年快樂動(教學設計如附錄五) 

I. 教學對象:三年級學童 

II. 教學者:健康教育授課教師 

III. 教學時數:1節 

IV. 教學方法:情境式教學法、體驗式教學法 

V. 教學目標 

a. 能分享寒假期間能進行的戶外運動 

b. 學會在家也能做的運動 

c. 能在家帶著父母一起做運動 

VI. 教學策略:情境式教學、體驗式教學 

VII.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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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起動機 

教師與學童討論放假時能進行的戶外運動有哪些？ 

b. 主要教學活動 

在家能做哪些運動？ 

學習簡易伸展操並了解主要伸展的部位 

c. 綜合活動 

和家人分享伸展操，帶著家人一起動一動 

VIII. 省思 

本校學童運動風氣盛，從調查資料可知，戶外運動以球類運動、慢跑、騎

講踏車為主，室內運動以跳繩、舞蹈為主。認為伸展操是體育刻上課前的暖身

活動，其實把暖身活動加深加廣，就可以成為一套在家適合全家老小都能做的

伸展操，下雨天或不方便外出時，在家做伸展操總比窩在沙發上看電視、使用

3C產品好呢！ 

健康教學 

  

教師和學童討論在家可以進行哪些運動？ 介紹伸展操 

  

教師指導伸展操動作要領 大家一起伸展活動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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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動作可以訓練肌耐力 在家運動其實很簡單 

(3) 單元三 我會好好潔牙(教學設計如附錄六) 

I. 實施對象:一年級學童 

II. 教學者:護理師 

III. 教學時數:1節 

IV. 教學方法:操作式教學法、互動式機學法 

V. 教學目標 

a. 了解牙齒是否有破損或缺少的情形 

b. 了解齲齒產生的原因與預防封法 

c. 學會貝氏刷牙法 

VI. 教學內容 

a. 使用鏡子觀察自己的牙齒 

b. 認識齲齒產生的原因 

c. 預防齲齒的方法 

d. 貝氏刷牙法教學 

VII. 省思 

潔牙是口腔衛生保健最基本的作法，一年級新生入學的第一週，每班實施

此課程，讓學童學會正確的潔牙方法，並能了解潔牙對於口腔衛生保健的重要

性，並養成餐後潔牙的好習慣。本校自製潔牙教學的大型互動式繪本，學童深

感興趣，再搭配具體操作，拿鏡子看自己的牙齒是否和教學繪本的牙齒一樣，

學童記憶深刻，最後用大型牙齒和大型牙刷教具進行貝氏刷牙法教學，學童看

的一清二楚，人人一個小牙齒模型和牙刷，跟著做，更有效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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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學 

  

自製互動式大型教學繪本 自製互動式大型教學繪本 

  

自製互動式大型教學繪本 使用互動式教學繪本 

  

學童進行模型操作練習 大型牙刷很吸引學童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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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全縣潔牙比賽 參加全縣潔牙比賽 

6. 健康活動 

(1) 活動一  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活動(如附錄七) 

I. 實施對象:三至六年級學童 

II. 實施方法:列入寒假作業，每位學童都需完成 

III. 實施內容 

a. 公開宣導寒假飲食與運動注意事項 

教導學童「我的餐盤六口訣」 

每天規律運動 30分鐘與運動方式選擇 

b. 說明我健康體位管理表紀錄方式 

c. 訂定獎勵辦法，每班選出優秀作品三名，頒發獎狀與獎品公開表揚 

IV. 省思 

學童可能會覺得要紀錄整個寒假飲食內容、運動時間及睡眠時間會很麻

煩，可能會認為這是個難寫的寒假作業，所以要和學年老師們討論是否不要出

太多的寒假作業，全校有共識後，大家都以這份自主管理表為主要寒假作業，

讓學童能專心完成此管理表。 

訂定獎勵辦法，鼓勵學童認真完成每日的紀錄，並允許學童以圖畫、漫

畫、文字等不拘形式紀錄，學童會覺得有趣。 

紀錄的內容沒有對與錯，就算吃了不健康的食物也要誠實紀錄，最重要的

是「檢視」才能知道自己的飲食或運動的缺點，才能改進。 

強調過年期間是危險期，過年期間容易大吃大喝、沒有運動，也容易熬

夜。特別提醒過年期間要提高警覺。教師也以健康飲食、規律運動、充足睡眠

為寒假作業的評分準則，讓學童在寒假能有健康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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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活動 

 

學童認真紀錄每日飲食內容與運動、睡眠時間，紀錄非常確實 

 

自主管理表也紀錄寒假前後的身高體重，學童長高不長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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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用圖畫紀錄飲食，家長回饋，因為這張自主管理表，孩子吃好睡飽，過了一個健康的寒假 

 

家長回饋，有了這張自主管理表，可以檢視自己的飲食和運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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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童認為表單格子不夠紀錄，自己繪製成海報 

 

學童自行模仿繪製成大型海報呈現紀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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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二 「認識含糖飲料」宣導活動 

I. 宣導對象:全校學童 

II. 宣導者:學務主任 

III. 宣導時數:1節 

IV. 宣導目標 

a. 認識含糖飲料及其糖份 

b. 了解含糖飲料對健康的危害 

c. 認識綠燈、黃燈、紅燈飲料並能做出健康的選擇 

V. 宣導內容 

a. 和學童討論是否喜歡喝含糖飲料 

b. 含糖飲料有哪些？糖份有多少？ 

c. 含糖飲料帶來的健康危害 

d. 喝白開水最好 

e. 認識綠燈、黃燈、紅燈飲料 

f. 說明「挑戰 14天不喝含糖飲料」實施辦法與獎勵措施 

VI. 省思 

學童喜歡喝含糖飲料，卻不知含糖飲料所帶來的健康危害，透過新聞事件

報導，可以讓學童感受到活生生的例子，比較有「是真的」的感覺。宣導和教

學是不同的方式，全校性的宣導較難以讓學童進行討論與發表，宣導過後，將

宣導資料和相關影片交由班導師利用晨光時間進行教學和討論，為接下來的

「挑戰 14天不喝含糖飲料」活動做足準備。 

健康活動 

  

認識市面上我們常喝的含糖飲料 含糖飲料的糖份真的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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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提問：為什麼喝含糖飲料會早死 含糖飲料會讓我們注意力下降脾氣暴躁 

  

含糖飲料會造成肥胖與許多疾病 學童專心聆聽 

  

過多攝取天然的糖份也不好 認識綠燈、黃燈、紅燈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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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4天不喝含糖紅燈飲料挑戰 學童信心滿滿參加挑戰賽 

 

(3) 活動三 挑戰 14天不喝含糖飲料(如附錄八) 

I. 實施對象:一至六年級學童、家長、全校教師 

II. 實施方法:列入作業，每位學童都需紀錄喝飲料表單 

III. 實施內容 

a. 連續 14 天每天都「不喝」紅燈飲料 

b. 黃燈飲料一星期最多 3 次 

c. 誠實紀錄每天喝飲料的情形 

d. 完成紀錄的同學，4 月 30 日可以兌換 3 張貓頭鷹獎卡。家長一起紀錄的可

以獲得 5 張獎卡 

e. 14天都沒有喝紅燈區含糖飲料的同學可以再獲得 10張獎卡 

IV. 省思 

學童喜歡喝含糖飲料，一開始要完全戒喝含糖飲料確實有難度，讓學童先

挑戰 14天不喝紅燈飲料，黃燈飲料一週最多三次，這樣的方式學童較能達

成，也較有成就感，加上獎勵制度，只要誠實紀錄的學童和家長就能獲得獎

勵，先鼓勵完成紀錄，再鼓勵學童選擇綠燈飲品，14天不喝紅燈飲料其實很簡

單。學童建議學校老師也要加入挑戰行列，全校親師生一起挑戰，活動充滿樂

趣，提高挑戰成功的機率。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未來可再實施難度更高的挑

戰活動，14 天不喝紅燈及黃燈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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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活動 

  

學童及家長完成紀錄表及回饋 學童及家長完成紀錄表及回饋 

  

教師完成紀錄表及回饋 教師完成紀錄表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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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健康服務 

(1) 服務一 校隊學童體位管理 

I. 實施對象:射箭隊、田徑隊過重及超重男學童共 9名 

II. 實施方式 

a. 第二節大下課時間進行運動，跑操場兩圈 

b. 第三節下課喝一大杯白開水 

c. 規劃午餐飯量一碗，吃大量蔬菜，並食用自備的水果 

III. 督導人員: 射箭隊、田徑隊教練及護理師 

IV. 省思 

射箭隊、田徑隊學童長時間與教練相處，有一定的情誼與信任，藉由教練

告訴學童體位不良對健康的影響，並分析體重控制並多運動有助於其運動表

現，家長對教練也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先由校隊學童進行體位管理，若有成

效，可推廣至其他學童。 

健康服務 

  

第二節大下課要跑兩圈操場 由教練帶著一起運動 

  

第三節下課是喝水時間 體重測量監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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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二 潔牙輔導 

I. 實施對象:三至六年級未每日午餐餐後潔牙學童 

II. 實施方法:由學務處統一進行輔導 

III. 實施內容 

a. 每月統計未潔牙學童人數與次數 

b. 每節下課時間至行政中廊進行輔導 

c. 輔導天數是學童沒有潔牙的天數 

d. 中午餐後需至學務處進行潔牙檢查 

e. 潔牙率較低的班級實施全班潔牙抽測輔導 

f. 每人每天都有潔牙的班級發予 10 張榮譽樹貼紙 

g. 每學年的潔牙率冠軍班級可設計下月午餐菜單 

h. 健康中心小護士團隊培訓，協助潔牙抽測與輔導工作 

IV. 省思 

午餐餐後潔牙，有賴班導師協助督導，最重要的是學童要能自動自發潔牙

並落實登記，輔導策略以個人罰則為重，輔以落後班級全班性輔導，再搭配班

級性獎勵，期望能以團體動力讓學童能互相提醒潔牙，午餐潔牙能夠做的好，

進而要求早餐後的潔牙，相信也能做好。 

健康服務 

  

沒有每天餐後潔牙的學童統一進行輔導 輔導學童餐後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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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師督導潔牙並檢查登記 潔牙率較低的班級進行全班性潔牙輔導 

  

潔牙輔導 學生自治-小護士協助潔牙輔導 

  

逐一檢查是否通過檢測 小護士團隊潔牙抽測要領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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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護士團隊潔牙抽測要領培訓 小護士團隊潔牙抽測要領培訓 

 

參、 研究結果 

一、量性結果 

(一) 寒假後的體位變化分析 

1. 介入策略: 寒假健康吃、年菜健康吃」教學活動，「寒假健康動、過年健康動」教

學活動，「寒假健康吃、快樂動」自我健康體位管理表。 

2. 體位變化分析 

 

 

 

 

 

 

 

 

 

圖 13 109 學年度上下學期體位分析 

寒假過後，三至六年級學童體位變化分析，過輕人數由 89人降為 50人，減少

49人，由 12.2％降為 6.9％；適中人數由 479人增加至 496人，增加 17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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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增加至 68.1％；過重人數由 81人增加至 93人，增加 12人，由 11.1％增加

至 12.8％；超重人數由 79人增加至 89人，增加 10人，由 10.9％增加至 12.2

％。 

3. 歷年寒假過後體位分析 

表 8 107 至 109 學年度寒假過後體位分析 

 過輕人數 適中人數 過重人數 超重人數 總數 

107學年度上學期 101人 487人 85 人 60 人 733 

107學年度下學期 62 人 515人 85 人 71 人 733 

變化    39 人/5.3％    28 人/3.8％ 無變化     11人/1.5％  

108學年度上學期 73 人 483人 79 人 78 人 713 

108學年度下學期 43 人 495人 90 人 85 人 713 

變化 減少 30人/4.2％    12 人/1.7％   11人/1.5％ 7 人/1％  

109學年度上學期 89 人 479人 81 人 79 人 728 

109學年度下學期 50 人 496人 93 人 89 人 728 

變化    49 人/6.7％   17人/2.4％   12人/1.6％    10 人/1.4％  

 

 

 

 

 

 

 

 

 

 

 

圖 14 107 至 109 學年度寒假後體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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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省思 

過輕的減少人數比率為三年內最多，過中和超重的人數卻改善，這是後續介入

活動要特別注意的。寒假實施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寒假作業，學童為了要完成紀錄

表而三餐正常，吃早餐的人數變多，三餐正常飲食有助於過輕學童改善體位不良

率。 

(二) 睡足 8 小時人數 

1. 介入策略：「寒假健康吃、快樂動」自我健康體位管理表。 

2. 人數變化分析 

表 9 109 學年度上下學期體位變化表 

 未滿 6小時 6 小時 7 小時 8 小時 9 小時  

109學年度上學期 15 27 131 299 256 728 

109學年度下學期 5 21 95 337 270 728 

變化  10人  6 人  36人  38人  14人  

109 學年度上學期睡足 8 小時的學童數為 555 人占 76.2％，109 學年度下學期

睡足 8 小時的學童數為 607 人占 83.4％。 

 

 

 

 

 

 

 

 

 

圖 15 109 學年度上下學期睡足 8 小時人數統計 

3. 省思 

寒假前特別叮嚀學童要睡眠時間要睡足 8 小時，也有在假期安全宣導內置入宣

導文字向家長宣導，搭配寒假的自主管理表紀錄，睡眠時間的改變有明顯的進步，

寒假期間沒有課業的壓力，睡足 8小時習慣養成是不難的，但是要注意月考前學童

的睡眠時間，在學期期間仍要不斷宣導每日睡眠時間要睡足 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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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午餐與晚餐，餐餐吃一拳頭蔬菜量人數 

1. 介入策略:「寒假健康吃、快樂動」自我健康體位管理表-我的餐盤六口訣 

2. 人數變化分析 

表 10 109 學年度上下學期餐餐吃一拳頭蔬菜人數變化 

 每餐都吃 大部分會吃 有時後會吃 幾乎不會吃 總數 

109學年度上學期 215 302 163 48 728 

109學年度下學期 245 326 127 30 728 

變化  30人  24人  36人  18人  

每餐吃足一拳頭蔬菜量的學童從 215 人增加至 245 人，增加 30人，增加比率

為 4.1％；幾乎不吃蔬菜的學童人數從 48人降為 30人，減少 18 人，減少比率為

2.5％。 

 

 

 

 

 

 

 

 

圖 16 109 學年度上下學期餐餐吃一拳頭蔬菜人數統計 

3. 省思 

餐餐吃蔬菜的習慣難以在短時間改變，寒假期間在家用餐次數較多，家長若能

配合學童口味變化蔬菜的種類和烹調方式，是可以增加學童吃蔬菜的量和次數的。 

(四) 天天吃早餐人數 

1. 介入策略：「寒假健康吃、快樂動」自我健康體位管理表。 

2. 一星期吃早餐人數變化： 

表 11 109 學年度上下學期一星期吃早餐天數人數變化 

 0 天 1 天 2 天 3 天 4 天 5 天 6 天 7 天 總數 

109學年度上學期 12 2 6 12 10 49 50 587 728 

109學年度下學期 2 2 3 5 4 30 22 660 728 

變化 -10 0 -3 -7 -6 -19 -28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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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吃早餐的人數從 587 人上升至 660 人，人數比率從 80.6％上升至 90.1％。 

 

 

 

 

 

 

 

圖 17 109 學年度上下學期一星期吃早餐天數統計 

3. 省思 

寒假自我健康體位管理表必須登記早餐、午餐、晚餐內容，以作業方式必須完

成紀錄再配合獎勵制度，學童吃早餐的狀況可以改善，但開學一陣子後仍要持續宣

導天天吃早餐，不要因為上學時間緊湊而忽略吃早餐。 

(五) 每天喝足 1500c.c 白開水人數 

1. 介入策略：「認識含糖飲料宣導活動」、「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 

2. 每天喝足 1500c.c 白開水人數變化： 

表 12 109 學年度上下學期每天喝足 1500c.c 白開水人數變化 

 每天都會 大部分會 有時後會 幾乎沒有 總數 

109學年度上學期 223 217 216 72 728 

109學年度下學期 438 195 80 15 728 

變化 增加 215 人 減少 22人 減少 136 人 減少 60人  

每天喝足 1500c.c 白開水人數從 223 人上升至 438 人，30.6％上升至 60.1％。 

 

 

 

 

 

 

 

圖 18 109 學年度上下學期每天喝足 1500c.c 白開水人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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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省思 

學校沒有提供飲料，學童在學校只能喝白開水，我們發現透過宣導和挑戰活

動，學童不喝含糖飲料，雖然只喝白開水，但開水的量沒有達到 1500c.c.，量的

部份是日後宣導及紀錄的重點。 

(六) 午餐餐後潔牙人數 

1. 介入策略： 

(1) 未每日潔牙學童個人潔牙輔導、潔牙率低的班級潔牙抽測輔導。 

(2) 110年 3月起實施每人每日都有潔牙優秀班級獎勵、各學年潔牙率第一名

班級設計下月一日午餐。 

2. 午餐餐後潔牙人數 

表 13 109 年 11 月至 110 年 4 月午餐餐後潔牙人數統計 

 
1 天 

沒潔牙 

2 天 

沒潔牙 

3 天 

沒潔牙 

4 天 

沒潔牙 

5 天 

沒潔牙 

6-10天 

沒潔牙 

10天以上 

沒潔牙 
每天 

有潔牙 

總數 

109年 11 月 74 34 16 19 3 10 12 560 728 

109年 12 月 50 30 17 7 5 18 6 595 728 

110年 1月 44 28 14 6 8 12 2 617 728 

介入獎勵制度 

110年 3月 24 21 5 2 2 4 0 670 728 

110年 4月 12 7 3 1 1 0 0 704 728 

每月每天午餐後完成潔牙的人數從 560 人上升至 704 人，人數比率從 76.9％

上升至 96.7％。 

 

 

 

 

 

 

 

 

 

圖 19 109 年 11 月至 110 年 4 月午餐餐後未潔牙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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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109 年 11 月至 110 年 4 月午餐餐後潔牙人數統計 

3. 省思 

餐後潔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但學童很容易因為午餐後要放學、執行公務，

或動作太慢而沒有潔牙，有些學童是潔牙後沒有確實於紀錄表上登記，所以班級導

師必須負起督導的責任，藉由個人和班級的輔導機制，提升潔牙率，於 110年 3月

加入獎勵制度，每人每天都有潔牙的班級會公開表揚，導師與學童在意班級榮譽，

更能有效的提升潔牙率。 

(七) 不喝含糖飲料 

1. 介入策略：「認識含糖飲料宣導活動」、「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 

2. 數據分析 

本校學童 1112 人及教職員工 86 人參加「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活動，完

成 14天紀錄的學童 1035人、家長 892人、教職員 86人，14天沒有喝紅燈飲料的

學童 822人、家長 846人、教職員 77人。學童完成率為 93.1％，家長參與率為

80.2％，教職員工完成率為 100％。學童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成功率為 79.4％，

家長的成功率為 94.8％，教職員工的成功率為 89.5％。 

 

 

 

 

 

 

 

 

圖 21 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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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省思 

全校實施「認識含糖飲料」宣導活動後，緊接著進行「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

料」活動，讓宣導活動能迅速延續到生活化的實踐，能有如此成效，歸納原因 

(1) 獎勵制度，有完成 14 天的紀錄就給予 3 張獎卡，家長有參與紀錄也給 5 張獎

卡，先以願意完成紀錄為目標，完成紀錄又做到 14 天不喝紅燈飲料的再給

10 張獎卡，有誘因就有動機，也能提高執行成效。 

(2) 目標設定，要學童 14 天完全部喝含糖飲料是非常有難度的，目標若如此設

定，學童會覺得很困難而降低參與意願，本次活動目標設定為 14 天不喝紅燈

區飲料，黃燈區飲料一週不超過三次，學童認為很自己可以達成目標，是可

以挑戰的，所以參與意願非常高。 

(3) 家長與教師的參與，學童回家要求家長要一起配合參加，全校親師生一起參

加挑戰形成「互動」的氛圍。 

(4) 挑戰不能輸，家長和教師與學童一起參與挑戰，身為師長更應以身作則，這

就是家長與教師的成功率高於學童的原因，達成全校「共好」。 

(八) 4 月底過重及超重學童體位變化 

1. 介入策略：校隊學童體位管理、「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 

2. 數據分析 

(1) 校隊體位過重及超重學童體位變化（9 名男學童） 

表 14 校隊體位過重及超重學童體位變化 

班級 
座

號 
團隊 

前測 後測 結果 

身高 體重 BMI 體位 身高 體重 BMI 體位 體重 BMI 

六忠 9 射箭隊 158 64.6 25.9 超重 158.7 61 24.2 超重    3.6   3.5 

六和 8 射箭隊 158.3 71.1 28.4 超重 159.4 69.2 27.2 超重    1.9   1.2 

五愛 10 射箭隊 151.1 59.7 26.1 超重 152.9 60.1 25.7 超重    0.4   0.4 

六信 2 田徑隊 170 105.4 36.5 超重 171.9 107.5 36.3 超重    2.1   0.2 

五孝 6 田徑隊 149.7 66.9 29.9 超重 152.6 67.5 28.9 超重    0.6   1.0 

五愛 2 田徑隊 152.6 52.1 22.4 過重 155 51.4 21.3 過重    0.7  1.1 

五愛 3 田徑隊 144.4 47.8 22.9 過重 145.8 47.5 22.3 過重    0.3   0.6 

五義 3 田徑隊 157 52.7 21.4 過重 159.4 51.1 20.1 適中   1.7   1.3 

四仁 2 田徑隊 141 55.7 28 超重 143 55.2 26.9 超重   0.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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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4 可知，9 名學童中有 5 位學童體重是下降的，而 9 名學童的 BMI 值都

呈現下降的狀態。 

(2) 全校三至六年級體位過重及超重學童體位變化（178 名學童） 

針對三至六年級體位過重及超重學童體位變化進行分析，178 名學童中，體位

適中人數增加 30 人，過重體位人數減少 18 人，超重體位人數減少 12 人。 

 

                表 15 三至六年級體位過重及超重學童體位變化 

體位 前測 後測 變化 

適中 0 人 30 人    30 人 

過重 93 人 75 人    18 人 

超重 89 人 77 人    12 人 

總數 182 人 182 人  

 

 

 

 

 

 

 

 

 

             圖 22 三至六年級體位過重及超重學童體位變化 

 

 

 

 

 

 

 

 

 

 

圖 23 全校三至六年級後測體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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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四月份進行體位後測，全校三至六年級學童，體位適中人

數 526人占 72.3％，體位過輕人數 50人占 6.9％，體位過重人數 75人占 10.3

％，體位超重人數 77人占 10.5％。與第一學期期初前測資料相比較，體位適中比

率從 65.8％增加至 72.3％，增加 6.5％；過輕比率從 12.2％下降至 6.9％，減少

5.3％；過重比率從 11.1％下降至 10.3％，減少 0.8％；超重比率從 10.9％下降至

10.5％，減少 0.4％。 

 

 

 

 

 

 

 

 

 

 

 

圖 24 全校三至六年級學童前後測體位分佈比率比較 

進行 178 名學童總體重與體位變化分析，發現 178名學中，共有 91名學童的

體重是下降的，共減少 88.2公斤；有 150名學童 BMI數值是下降的，數值共下降

99.3。 

3. 省思 

9 名校隊過重或超動得男學童，由校隊教練與護理師共同進行運動監控與喝水

督導，體重下降比率為 55.6%，BMI下降比率為 100%。全校三至六年級 178 名過重

或超重學童，體重下降比率為 51.1%，BMI下降比率為 84.3%。由此可知，本校透

過不喝含糖飲料的系列活動，是可以有效降低學童體重與 BMI值，而透過監控輔

導，規律運動與飯前喝水，是可以更有效效降低學童體重與 BMI 值。 

二、質性結果 

（一） 「寒假健康吃、快樂動」自我健康體位管理 

1. 家長回饋 

有了這份檢視表，孩子可以更清楚知道自己的飲食和運動習慣。（三忠 22號） 

寒假孩子吃好、睡好，可以長高不少。（五忠 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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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假期健康吃、好好睡，運動充足，身體更健康。（六和 17號） 

感謝學校的用心，讓孩子學習健康體位自我管理、孩子寒假吃好睡飽、長高了！一

級棒！（四仁 12 號） 

孩子寒假吃得健康，睡得飽，自動自發幫助家務，非常值得讚許。（六愛 25） 

雖然在過年期間晚睡了些，但在飲食和運動還算正常，時間的規劃可以練習更主動

完成規劃的事情，就會表現更棒。（六忠 4號） 

媽媽在寒假期間準備了豐富的餐食，孩子最近非常喜歡打籃球，飲食運動均衡，應

該又可以長高長壯了。（四義 6號） 

孩子對記錄健康管理表十分認真，吃了兩天外食，還會和媽媽說「我要吃健康一

點」，「媽媽，今天可以吃家裡煮的飯嗎？」（三信 12號） 

謝謝有這份食物清單和運動及睡眠紀錄，時時警惕自己要營養滿分，黃金生長醫生

只有一次。（四孝 22號） 

很羞愧，吃了很多不健康、含糖的垃圾食品。（五忠 25號） 

為了長高，有努力運動，多吃正確的食物，利用此表格自我檢視，很棒！（六忠 2

號） 

規律的生活讓孩子懂得如何運用時間。（五忠 8號） 

孩子利用寒假期間學會期腳踏車。（五仁 20號） 

這個表格很好，可以讓孩子管理好自己的三餐和運動等基本生活作息。（五信 10

號） 

食量好像有變大了喔！大多數時候都有保持健康飲食，希望能再多喝水。（四信 23

號） 

健康管理紀錄表讓家長更注意小孩吃的是否均衡，喝水是否足夠，睡眠和運動都會

再注意，很棒的作業，希望小孩健康長大。（四忠 5號） 

放假因為有這張管理表，孩子會比較願意運動，增強動機，很棒。（三義 25號） 

放假期間孩子閒不住，都有運動，也因為要紀錄，所以對三餐很上心的吃，也會問

媽媽自己吃了什麼菜，也更能體諒媽媽準備飯菜的辛苦。（三和 4 號） 

寒假大魚大肉，是該好好瘦身了。（五愛 16號） 

規律的作息才有穩定的情緒。（三愛 5號） 

希望孩子能多吃蔬菜水果，多多運動，減少使用 3C時間。（三仁 3號） 

有紀錄的寒假，讓我們全家人看見歷程。（六義 19號） 

2. 省思 

今年的寒假作業，全校達成共識以此份健康自主管理紀錄表為主，孩子每天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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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紀錄飲食內容、運動和睡眠時間，從 28天的紀錄表可以回顧生活作息的優缺

點。家長認為，健康自主管理紀錄表是很棒很有意義的寒假作業，孩子會為了要完

成此份紀錄表，認真運動，好好吃三餐，甚至會要求家長要準備健康的食物。並不

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做到均衡飲食、規律運動、充足睡眠，但至少透過紀錄表的檢

視，可以讓家長和孩子知道需要改善的問題，也能意識到黃金成長期只有一次，健

康如此重要，這就是對健康有感的作業了。 

（二） 「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 

1. 學童回饋 

這個挑戰可以減少疾病，我覺得很簡單就可以達成。（一孝 19號） 

我想再維持下去，因為想變漂亮。（一孝 24號） 

我平常很少喝含糖飲料，所以我一定可以完成這張學習單。（三孝 1號） 

哇!真是不敢相信我可以這麼多天都不喝含糖飲料，從今以後，我也不喝含糖飲料

了。（三孝 15號） 

雖然不喝含糖飲料不困難，但有時看到爸爸在喝的時候，有時會覺得羨慕。（三孝

21號） 

很辛苦! （一義 5號） 

挑戰很簡單，我以後不喝含糖飲料。（一義 15號） 

沒事多喝水。（一義 10號） 

寫了這個表格後，我們就可以監督自己有沒有吃到不健康的東西了。（五信 20號） 

14天不喝含糖飲料，好辛苦。（五信 12號） 

雖然很難受，但我好開心，我變瘦了。（六和 13號） 

含糖飲料固然好喝，但也要適可而止，不然會有害到健康。（六和 25號）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我這 14天居然喝了那麼多含糖飲料。（六義 27 號） 

我覺得這樣很好，雖然無糖的東西不好喝，但可以預防一些疾病。（六義 3號） 

我覺得要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不難，只要努力、忍耐，一定能成功。（四愛 23

號） 

我覺得這個挑戰不喝含糖飲料有點難，因為出去玩的時候，就會不小心喝了含糖飲

料。（四愛 24號）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有意義，希望可以再一次。（五孝 25號） 

好想喝可樂和汽水。（五孝 16號） 

感覺很簡單，沒想到第一天就破功了。（五孝 20號） 

要連續 14天不喝含糖飲料非常痛苦，但我最後還是挑戰成功了。得意~（五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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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第一次挑戰，還不錯玩! （五忠 14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因為可以自己控制飲食，不會喝太多有糖飲料。（五

忠 25號） 

2. 家長回饋 

    這個挑戰很有意義，也引導小朋友認識「糖」的飲料及減少用量。（一孝 19號） 

    孩子會拒絕有糖飲品，往後會再持續下去。（一孝 24號） 

    很棒的活動，也讓孩子體驗少糖，精神好。（三孝 1號） 

很棒!能有省錢，又得到健康。（三孝 15號） 

很好的體驗，因為有買的時候可以多想一下，是不是真的需要，有時忍一下就發現

不用喝，不知不覺少吸收很多糖份，good。（三孝 21號） 

一開始很想喝，後來習慣就不會了。（一義 5號） 

一開始不喝含糖飲料覺得有點不習慣，渴了只能喝水。有伴一起來挑戰，比較不容

易破戒。小孩也因此挑戰而學習到不能攝取太多糖份，進而控制吃進嘴裡的糖量。

（一義 15號） 

多喝水後，發現皮膚保水度好很多，精神也好很多。（一義 10號） 

孩子因此挑戰而在選擇飲料時能更有智慧地了解及判斷喝下的東西。（五信 20號 

謝謝老師、學校舉辦這活動，可以和孩子一起分享執行。（五信 12 號） 

這個活動非常的好，可以多舉辦幾次，小孩能自然而然不喝含糖飲料。（六和 13

號） 

會控制孩子們的糖製品的食用。（六和 25號） 

溫開水是最好的飲料，能止渴、能讓血液健康流暢，每天至少喝白開水 1500cc。

（六義 27號） 

不喝含糖飲料對身體健康，是個很有益的活動，希望藉由這次活動的拋磚引玉，讓

孩子們吃得更健康。（六義 3號） 

作紀錄表的好處就是每當想喝含糖飲料的時候就會克制並約束自己。（四愛 23號） 

可以和小朋友一起身體力行，此健康活動很有意義。（四愛 24號） 

孩子清楚知道什麼飲料是比較健康的，抉擇時也會挑含糖飲料較少的喝。（五孝 25

號） 

孩子清楚知道什麼飲料是比較健康的，抉擇時也會挑含糖飲料較少的喝。（五孝 16

號） 

什麼!連家長也不能喝含糖飲料，天啊!（五孝 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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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能盡量克制少喝含糖飲料，很棒!希望他繼續保持才有健康、強壯的身體!加

油!（五忠 1號） 

實施這項活動，小孩會自我要求自己，克制自己，也對家長「緊迫盯人」，互相監

督，真的是挑戰! （五忠 14號） 

孩子在選擇飲料上能更加謹慎。日後，能繼續慎選「進口」的涼水，而非一時活動

興起，謹記病從口入。這個活動設計真的很棒!（五忠 25號） 

3. 教師回饋 

還好我平常就不喝含糖飲料! （科任教師） 

小朋友每天都來看我的紀錄表，緊迫盯人，我只好乖乖不喝含糖飲料。（一年級

導師） 

原本以為會很難達成，但只要再買飲料前想一下，克制一下，其實很容易達成的

（五年級導師） 

我們整個學年一起互相約束和提醒，一起不喝含糖飲料。（四年級導師） 

我們有努力完成 14天不喝含糖飲料，希望老師們也能夠有獎品。（六年級導師） 

不能輸給學生，身為老師的我一定要做得更好。（五年級導師） 

一開始不能喝拿鐵咖啡很痛苦，前三天忍耐過去就覺得簡單了。（三年級導師） 

4. 其他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的實施期間，家長打電話來詢問: 

「可以喝無糖咖啡嗎？」 

並表示: 

小孩強烈要求家長一定要配合做到 14天不喝含糖飲料，小孩說「這很重要，一

定要做到」 

5. 省思 

    在執行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的期間，不喝含糖飲料成為本校的全民運

動，大家時時掛在嘴邊互相提醒，甚至家長也戰戰兢兢深怕喝錯飲料，透過這個

挑戰活動，讓學童自發性不喝含糖飲料，並且能在同儕間與家人間相互影響一起

努力完成挑戰，這真是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最佳寫照。 

（三） 體位監控 

1. 學童訪談紀錄 

我很努力減肥，都沒有吃零食和飲料，我覺得很痛苦，每天都很餓，但我知道我太

胖是不健康的，我很努力，每天都有量體重，媽媽也幫我準備水果，讓我中午可以

吃，我中午都只吃一小碗白飯，吃不飽時就吃水果。主任叫我們第三節下課要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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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杯水，我肚子餓的時候也會多喝水，這樣真的可以吃少一點，我這個月瘦了 3公

斤，我覺得很開心，我下個月也要繼續努力再瘦 3公斤。（射箭隊隊員） 

我平常就不喝飲料，我不喜歡喝飲料，我只喝白開水，我的問題是我吃太多了，我

最近有節制一點，我現在都只吃了兩碗飯，去比賽也沒有吃兩個便當了。（田徑隊

隊員） 

主任叫我們下課要去跑步，第三節還要喝一大杯水，我知道主任要我們減肥，我們

體重太重了，這樣是不健康的，很開心我有變輕一點點。（田徑隊隊員） 

我有遵守規定，下課有做到跑步和喝水，我也沒有喝含糖飲料，其他都正常，我就

變瘦了，我覺得變瘦不難。（田徑隊隊員） 

2. 省思 

校隊超重及過重的男學童，以規定的方式進行下課運動及飯前喝水活動，再

配合 14天不喝含糖飲料，學童體重及 BMI皆有改善。學童若有家長的支持，家

長協助並給予鼓勵，學童能較有信心。學童能自我意識到自己的健康問題，並能

判斷分析自己的需求與策略，這是很棒的「自發」行為。 

（四） 潔牙輔導 

1. 學童訪談紀錄 

我在上學期有去潔牙輔導 10天，每節下課都要來靜坐輔導，那 10 天很辛苦，其實

潔牙是一見很簡單的事，我不應該不重視，有時候忘記潔牙，經過輔導後，我一定

會記得每天吃完飯後要潔牙。（四忠 1號） 

我的動作太慢，吃完午餐後就快要打鐘了，所以沒有刷牙，我會加快我的動作，如

果來不及，也會和老師拜託讓我用午休時間潔牙。（三孝 11號） 

潔牙很簡單啊！吃飽後記得刷牙，刷完記得登記，這樣就不會去輔導了。（六忠 9

號） 

2. 教師訪談紀錄 

在班上要建立餐後潔牙流程和時間，我也會一直督促提醒，在午休時清點潔牙人

數，會叫沒有潔牙的學童立刻去刷牙並補登記，所以我們班每個人每天都有潔牙。

（六忠導師） 

班上有幾個學童動作很慢，常常來不及刷牙，實施牙輔導後，大家動作都變快了，

也會互相提醒要刷牙，我覺得這個策略很好。（四仁導師） 

看到很多班級都能做到每天都有潔牙，我們班卻很多人沒有完成潔牙，我感到很不

好意思，我會盯緊學童，提醒他們一定要刷牙。（四孝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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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省思 

潔牙是日常生活中很重要也很簡單的一件事，通常簡單的事卻容易被遺忘，

學童餐後潔牙，真的需要導師的提醒與監督，如果導師能確實負起責任，在班級

明確規範潔牙的時間、檢查、登記，並檢查是否大家都有潔牙，沒潔牙的學童立

刻補刷牙再登記，全班每人每天都有潔牙，確實不是難事。另外，因潔牙輔導實

施時間常且麻煩，學童會謹記在心，能有效改善潔牙狀況。 

肆、 討論、結果與建議 

一、 討論 

根據上述各項的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論，茲分為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對飲食與生活習

慣的影響、學童能對含糖飲料的選擇、學童影響家人共同做出正確決策、降低學童體位不良

率、提升學童餐後潔牙率等五部分進行討論。 

（一） 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能改變學童飲食與生活習慣 

本校於寒假期間實施「寒假健康吃、快樂動」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後，學童在

睡眠時間、飲食習慣、喝水習慣方面有顯著差異。109學年度上學期睡足 8小時的

學童數為 555人占 76.2％，109學年度下學期睡足 8小時的學童數為 607人占

83.4％，睡足 8 小時的學童數增加 7.2％。每餐吃足一拳頭蔬菜量的學童從 215 人

增加至 245 人，增加 30人，增加比率為 4.1％；幾乎不吃蔬菜的學童人數從 48人

降為 30人，減少 18人，減少比率為 2.5％。每天吃早餐的人數從 587 人上升至

660 人，人數比率從 80.6％上升至 90.1％。每天喝足 1500c.c 白開水的人數從 223

人上升至 438 人，人數比率從 30.6％上升至 60.1％。 

此研究結果與廖杏雅(2019)的研究結果相符，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之介入對於

學童之「睡眠時間」、「飲食習慣」、「喝水習慣」等生活習慣改變有顯著差異。 

（二） 學童能對含糖飲料做出正確的選擇 

本校進行認識含糖飲料宣導及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活動，學童 1112 人參與

挑戰活動，完成 14 天紀錄的學童 1035 人，學童完成率為 93.1％。14 天沒有喝紅

燈飲料的學童 822 人，學童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成功率為 79.4％。從學童回饋

中發現，學童因此活動而了解含糖飲料對健康的危害，進而在生活中實踐選擇健康

的飲品，甚至做到以多喝水代替喝飲料，觀念和行為皆有改變，能對含糖飲料做出

正確的選擇，選擇含糖量低相對健康的飲料，甚至不喝飲料。 

我想再維持下去，因為可以變漂亮。 

挑戰很簡單，我以後不喝含糖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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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糖飲料固然好喝，但也要適可而止，不然會有害到健康。 

哇!真是不敢相信我可以這麼多天都不喝含糖飲料，從今以後，我也不喝含糖飲料

了。 

（三） 學童能發揮影響力，影響家人共同做出正確決策 

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活動，邀請家長一起進行挑戰，本校學童 1112 人，完

成 14 天紀錄的家長 892 人，家長參與率為 80.2％。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成功的

家長 846 人，家長的成功率為 94.8％。從家長回饋中發現，部份家長因為學童的請

託、監督而非得配合挑戰不可，實施後發現這個活動很有意義，和孩子一起挑戰，

有伴可以互相提醒，親子一起改變對含糖飲料的認知，會在選擇含糖飲料時做出鄭

的選擇，改變喝飲料的習慣。學童與家長能進行批判與決策，做出對本身健康影響

的正確決策，這就是符合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精神！ 

一開始很想喝，後來習慣就不會了。 

一開始不喝含糖飲料覺得有點不習慣，渴了只能喝水。有伴一起來挑戰，比較不容

易破戒。小孩也因此挑戰而學習到不能攝取太多糖份，進而控制吃進嘴裡的糖量。 

多喝水後，發現皮膚保水度好很多，精神也好很多。 

會控制孩子們的糖製品的食用。 

作紀錄表的好處就是每當想喝含糖飲料的時候就會克制並約束自己。 

孩子清楚知道什麼飲料是比較健康的，抉擇時也會挑含糖飲料較少的喝。 

實施這項活動，小孩會自我要求自己，克制自己，也對家長「緊迫盯人」，互相監

督，真的是挑戰!  

（四） 有效降低學童體位不良率 

原本預估寒假實施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活動，能有效降低學童體位不良率，但

實施後發現，只有過輕學童人數變少，體位適中人數稍有增加，但過輕和過重的人

數卻人然居高不下，所以實施第二階段的策略，實施認識含糖飲料、挑戰 14天不

喝含糖飲料、校隊超重及過重學童體位監控後，再次針對三至六年級體位過重及超

重學童進行身高體重測量，178 名學童中，體位適中人數增加 30 人，過重體位人

數減少 18 人，超重體位人數減少 12 人。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四月份進行體位後測，全校三至六年級學童，體位適中人

數 526人占 72.3％，體位過輕人數 50人占 6.9％，體位過重人數 75人占 10.3

％，體位超重人數 77人占 10.5％。與第一學期期初前測資料相比較，體位適中比

率從 65.8％增加至 72.3％，增加 6.5％；過輕比率從 12.2％下降至 6.9％，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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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過重比率從 11.1％下降至 10.3％，減少 0.8％；超重比率從 10.9％下降至

10.5％，減少 0.4％。體位不良率從 34.2％降低至 27.7％，確實有效降低學童體位

不良率。 

（五） 有效提升學童餐後潔牙率 

實施個人潔牙輔導、班級潔牙輔導及獎勵制度後，109 年 10 月潔牙人數統

計，每月每天午餐後完成潔牙的人數為 560 人，110 年 4 月潔牙人數統計，每月每

天午餐後完成潔牙的人數為 704 人，每月每天午餐後完成潔牙的人數從 560 人上升

至 704 人，比率從 76.9％上升至 96.7％。確實有效提升學童餐後潔牙率。 

二、 結論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將量性與質性結果，分別就學童飲食生活習慣改變、對含糖

飲料的選擇、影響家人共同做出正確決策、降低學童體位不良率與提升學童餐後潔牙率等方

面提出本研究之結論。 

（一） 透過健康自主管理表，學童能改變飲食與生活習慣，進行健康體位自主管理。 

（二） 認識含糖飲料挑戰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活動，學童能對含糖飲料做出正確選擇。 

（三） 透過親子共學與共做，學童能發揮影響力，影響家人共同做出正確決策。 

（四） 不喝含糖飲料及進行體位監控，能有效降低學童體位不良率。 

（五） 實施潔牙輔導與獎勵措施，能有效提升學童餐後潔牙率。 

三、 建議 

依文獻探討及研究結論，分別就學校及政府機關，提出本研究之建議。 

（一） 對學校之建議 

1. 善用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 

建議學校在含暑假及連續假期，可以實施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紀錄。透過健

康體位自主管理表的紀錄，可以明確知道自己的飲食與生活習慣，在實施健康自

主管理表紀錄之前，也必須先教導學童正確的飲食、運動、睡眠、喝水習慣，學

童在正確的引導之下，能以努力完成作業的態度完成健康自主管理表，提供學童

與家長進行檢核，能檢討自己的生活習慣是否符合健康，並提出檢討與改進。 

2. 精進健康教學法 

本次研究中所進行的教學活動，使用了情境式、體驗式、探究式教學法，並

著重學童生活技能的達成，學童在學習過程中，展現高度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效

果，最重要的是能對所學習的健康議題是有感的，因為教學生活化所以貼近學童

的生活經驗，學童能自發性的體認健康的重要，進而與同儕互相討論策略、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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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約束，並將正確的健康觀念與作法帶回家庭，要求家人要一起達成健康生

活，如此的歷程，是符合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精神。 

3. 全校達成共識很重要 

每一次的決策都需要和全校教師達成共識，教師沒有共識就很難在各班級中

落實策略。本校在寒假要實施健康自主管理表，因為是第一次實施，深怕學童覺

得紀錄管理表很麻煩很辛苦而放棄，學校教師達成共識，今年全校的寒假作業只

做健康自主管理表，並以健康飲食、規律運動、充足睡眠為寒假作業的評分準

則，讓學童能在寒假期間更努力做到健康飲食與健康生活。 

4. 善用獎勵制度 

國小學童在行為與習慣的養成，是很需要外在誘因與正向鼓勵，學習和獎勵

結合，可以提高學習者的學習意願並增進學習效果。學童有成功的經驗並養成正

確的健康生活習慣後，獎勵制度可慢慢減少介入。 

（二） 對政府機關之建議 

1. 以 BMI 數值變化代替體位不良率 

學童的體位要從過輕、過重或超重改變至適中，很難在短期間達成，若只看

體位，學童和教師都會感到很灰心，怎麼那麼努力了還是無法讓自己的體位變成

適中。在策略實施後，建議看學童的體重公斤數變化，有下降就是成功，而有些

學童公斤數沒下降但 BMI 數值下降了，這也是策略成功的結果，必須給予學童與

教師肯定與鼓勵。 

2. 教科書的教學設計需朝健康素養導向邁進 

  十二年國教講求以素養導向的教學，目前各版本的健康與體育領域中的健康教學

設計，仍停留在九年一貫時代的課程設計法，在健康教學設計中，若能納入健康促

進學校的健康素養指標與生活技能，更能將健康促進學校的各議題融入於教學中，

節省教師自編教材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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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新竹縣博愛國小 109學年度健康體位問卷 

一、基本資料 

1. 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2. 班級: □忠 □孝 □仁 □愛 □信 □義 □和 

3. 座號:     

二、自我健康察覺 

1. 你認為自己的身體健康程度是  □很好 □好 □中等 □不太好 □很不好 

三、健康生活習慣調查 

1. 每天運動時間累計30分鐘,你一星期做到幾天？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2. 你平常會做的運動項目有哪些？（可以多選） 

□球類運動 □跑步 □跳繩 □騎腳踏車 □跳舞 □直排輪 □呼拉圈 □體操 

3. 你每天的睡眠時間大概是幾個小時？ 

□不到6小時 □6小時 □7小時 □8小時 □9小時 

4. 你們家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餐,有幾天是外食？（買外面的食物回家吃）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5. 買外面的食物時,你會注意要有蔬菜或水果,少油炸的食物嗎？ 

□每次都會 □大部分會 □有時後會 □完全不會 

6. 一星期中,你吃早餐的天數？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7. 你的午餐和晚餐,是否有吃一個拳頭量的蔬菜？ 

□每餐都會吃 □大部分會吃 □有時候會吃 □幾乎不會吃 

8. 你每天都有吃水果嗎？ 

□每天都會吃 □大部分會吃 □有時候會吃 □幾乎不會吃 

9. 你每天都有喝牛奶嗎？ 

□每天都會喝 □大部分會喝 □有時候會喝 □幾乎不會喝 

10. 你每天都有喝到1500cc(大約2瓶礦泉水的量）白開水嗎？ 

□每天都有 □大部分有 □有時候有 □幾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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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新竹縣博愛國小第一次行動研究輔導會議紀錄 
 

109 年 12 月 11 日行動研究會議紀錄 

一、行動研究前現況分析： 

1. 問題 A:部分家長對體位不佳的孩子，秉持的看法是肉肉的以後抽高才有本錢；肉肉

的很好看，爸媽就是肉肉的，不會立即影響學生的生活，不覺得這是需要改善的。 

2. 問題 B:本區孩子課後時間，多為上才藝班，外食。 

3. 本校學生體重過輕比例(11﹪)、適中(70﹪)、過重(10﹪)、超重(9﹪) 

二、校內資源整合： 

1. 找出挑食孩子的（S 優勢、W 劣勢、O 機會、T 危機） 

2. 校內健康課程相關整合 

(1) 喝白開水 

(2) 在家吃早餐 

(3) 五大類食物->不挑食 

(4) 青春期(注意飲食)，書寫飲食日誌 

(5) 老人飲食 

(6) 特色飲食、食安問題 

3. 教學活動結合聯絡簿書寫，兌換校內獎卡 

三、預計介入策略(教授輔導)： 

1. 邀請校內老師參與研習(包含視力保健) 

2. 期中-班級觀課，請學生填寫課程學習單，並邀請家長參與課後課程，填寫回饋。 

3. 寒暑假進行健康自主管理表 

(1) 紀錄運動，如:跳繩次數 

(2) 紀錄飲食，如:吃了什麼? 

(3) 可作成一本飲食表 

(4) 填寫健康自主管理表前後可分別秤量體重 

4. 深究孩子的生活型態，包含白開水、3C 產品與睡眠時間。 

5. 測量 BMI 數值，可在多測量腰臀圍比例、體脂測量等。 

6. 零時體育，利用早自修，達到早上運動，讓孩子的學習效果可以更好。運動後喝白

開水，體重過輕喝 300CC；體重過重 500CC。 

7. 喝水量控制，尤其注意體重過輕的孩子，飯前不要喝太多水，需要多補充蛋白質。 

8. 校內體育競賽，如拔河、跳繩等，找出孩子的優勢。 

9. 班級體育競賽，獎勵建議用運動器材與文具等。 

10. 班級減重比賽，可邀請父母頒獎，營造健康家庭形象。 

11. 校內教學課程: 

(1) 可利用媒體識讀，建立孩子對體態的正確價值觀。 

(2) 可推薦央團輔導老師到校分享運動設計教學，從玩運動出發，樂趣化教學。 

(3) 研究顯示，3C 產品會誘發 ADHD 過動症行為。 

12. 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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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合社區商店，利用現有的食材，搭配套餐，成為博愛國小友善商店。 

(2) 與安親班合作，配合便當店，在到孩子自己對便當的選擇，達到三贏的效果。 

13. 指定繪本:飲食教育，杏誼基金會。 

14. 教師的以身作則: 

(1) 導師:刷牙、視力保健的正確觀念建立。 

(2) 體育師在體育課程中，營造孩子的榮譽感。(做得很好，多做幾趟) 

四、行動研究撰寫注意事項： 

1. 照片輔助說明 

2. 將健促議題融入生活中 

3. 健康教學較易忽略纖維質的攝取 

4. 結合以往舊經驗(三樂小子)->素養教學(包含親子共學策略等) 

5. 計畫上傳時間 

6. 預定下次輔導時間(三月底) 

  



79 

 

附錄三 新竹縣博愛國小第二次行動研究輔導會議紀錄 
 

110.03.24 行動研究會議紀錄 

一、現況分析： 

1. 孩子待在安親班時間長 

2. 竹北區食物的提供容易且高熱量 

3. 過重百分比大於過輕 

4. 家長對於孩子體位不注重 

5. 學生對於自我健康感覺良好，不認為超重、過重或過輕是不健康的（後續課程要加

強的部分） 

6. 103 學年度至 109 學年度因持續加強培養學生運動習慣，故運動率有提升（老師說

很棒可以寫在成果裡，希望使用長條圖呈現突顯博愛的特色，說明學生為何運動天

數或運動習慣增加，先用表再文字敘述） 

7. 外食率雖然高，但跟 103 學年度比起來實際上有降低（飲食推動有成效） 

二、介入措施： 

1. 上次討論時有提到因擔心孩子寒假過後體重增加，故這次有設計健康自主管理表，

內容還有家長回饋（老師說學習單左側寫姓名體重那個欄位，可以增加體重的

before and after 讓委員看得更清楚，老師說「挑選每班三位佳作表揚」的部分也可

以寫進成果） 

2. 課程要寫成教案： 

 寒假沒有出去運動的話在家可以怎麼運動 

 認識年菜及過年的零嘴 

3. 課程加強室內親子運動（主任的想法） 

4. 設計簡單明瞭的飲食學習單讓家長也了解（主任的想法） 

5. 會議過程老師建議的介入措施： 

A 老師說要增加家長教育的部分，例如設計學習單讓學生在學校學過一遍後回家將

內容教家長，再讓家長寫回饋，親子共讀（老師特別想要我們做的部分） 

 

B 老師說健康課可以讓學生實作含糖飲料，讓孩子知道原來含糖飲料是化學加工品 

 

C 老師說課程要加入生活型態，例如喝白開水、睡眠充足 

 

D 老師說上次有提到第三節課讓體重過重的孩子喝多一點水增加飽足感 

 

E 老師要我們嘗試用手握的那種測量體重過重的學生體脂 

 

F 老師說從射箭隊跟田徑隊著手，特別調查飲食，並由各團隊教練教導學生正確飲

食觀念且讓學生將觀念回家教家長（老師特別想要我們做的建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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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書寫： 

1. 過年前數據→過年後數據→介入措施→四月底再測一次 

2. 老師說成果內容盡量以圖表取代文字且配上照片 

3.  

4. 研究題目寫：博愛國小健康體位與口腔衛生行動研究 

5. 執行策略同個欄位裡面健康體位寫完接續寫口腔衛生（動機也是放在一起寫） 

6. 口腔衛生部分寫齲齒率 

7. 現況分析裡面寫「體位及口腔衛生不受重視有待突破」，藉此點出兩個議題 

8. 研究工具包含量性（問卷，老師建議直接寫縣府版，避免自編問卷有信效度問

題），質性（訪談學生、家長及老師）（學習單算是＂過程評量＂）（＂成效評量＂

是研究最後結果）（老師說要把學生寒假寫的健康自主管理學習單拍照放上去） 

9. 修正過程的內容老師說口腔衛生可以提到自治市學生提出的政見（如果潔牙率高的

班級能否有獎勵），之後我們訂出獎勵方法，接著執行後再看看修正後的結果（老

師說一定要把學生的政見拍照放上去） 

 

 

←增加一欄寫運用的生活技能 

←備註欄寫措施對應的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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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寒假健康吃、年菜健康吃」教學設計 
教學名稱 寒假健康吃、年菜健康吃 

健康議題 健康體位 

實施對象 國小三年級學童 

教學時間 2 節/80 分鐘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法 情境式教學法、探究式教學法 

學生健康問

題、需求或挑

戰 

相關研究指出，兒童肥胖是成人肥胖的主要原因，會導致健康的不良影

響，包括早發性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心血管疾病等。另外，體位過

輕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會導致身體對疾病的抵抗力降低、生長遲緩等。

而飲食失衡是導致學童體位不良的主因，學習飲食選擇情境中分辨高油高

糖的食品、分析對體位的影響，做出選擇健康(綠燈)食品、拒絕高油高糖

（紅燈）食品的決定，建立健康吃的均衡飲食習慣。 

12 年國教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健康促進學校 

健康素養指標 

1.具備自我身心健康調適能力，以精進個人的健康生活習慣。 

2.提升個人健康行動的能力。 

生活技能 A.自我調適技能  

▓自我覺察  

□情緒管理  

□壓力調適 

▓目標設定  

▓自我監督管理 

B.人際溝通互動技能  

▓人際溝通  

□同理心  

▓拒絕技能  

▓協商  

▓倡導技能 

C.決策與批判技能  

▓做決定  

▓問題解決  

▓批判性思考 

學習目標 能於日常飲食情境中，運用做決定技能，辨識、分析飲食對健康影響，並

評價其飲食決定，以展現出健康飲食的抉擇。 

教學活動說明 生活技能 

(一) 

素養概念形成 

導入健康議題 

生活情境脈絡 

覺察 

(15 分鐘) 

1. 教師提問：過年的時候，家裡會準備年菜，哪些年菜

是你們家喜歡吃的熱門年菜？請每一組討論後提出一

道年菜。 

2. 教師回饋：面對過年的飲食的選擇要如何做出比較健

康的選擇，有助於健康體位的維持呢？ 

3. 播放「飲食，行不行做決定」動畫 

人際溝通 

自我覺察 

(二) 

素養情境演練 

模擬情境演練 

生活技能歷程 

1. 教師於螢幕中展現各組所提出的最喜歡的年菜，說明

烹煮方式，並與學童討論熱量及營養素。 

討論佛跳牆、筍絲蹄膀、燉全雞湯、糖醋魚、年糕、

糯米飯等年菜。 

自我察覺 

問題解決 

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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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5 分鐘) 

2. 健康年菜的選擇，要吃年菜，要怎麼吃才會比較健

康，討論替代食材及替代烹調方式。 

3. 教師於螢幕中展示過年的零食，與學童討論是否健

康，若要吃零食，有什麼替代方案。 

4. 教師提問：生活中有哪些不健康的紅燈食物？請各組

討論提出一項不健康的紅燈食物，並說明不健康的原

因，提出若要吃該怎麼選擇食材及烹調方式。 

 

 

 

 

人際溝通 

協商 

拒絕技能 

倡導技能 

問題解決 

批判性思考 

(三) 

素養實踐維持 

真實生活情境 

實踐與應用 

(20 分鐘) 

1.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年菜選擇」的情境，演練做決定

歷程(分析選擇優缺點，評價是否影響健康等)，說明

自己的選擇是什麼？並說出為什麼（理由）？ 

2.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零食選擇」的情境，演練做決定

歷程(分析選擇優缺點，評價是否影響健康等)，說明

自己的選擇是什麼？並說出為什麼（理由）？ 

3. 教師結語：要不要吃？要吃什麼都 是大學問，飲食習

慣關係健康體位，以及其他健康危害 導致病發生，善

用做決定的技巧，多想想對健康的優缺點，為自己的

健康選擇均衡又營養的食物，以維持健康體位。 

4. 說明寒假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紀錄方式。 

做決定 

問題解決 

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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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寒假快樂動、過年健快樂動」教學設計 
教學名稱 寒假快樂動、過年快樂動 

健康議題 健康體位 

實施對象 國小三年級學童 

教學時間 1 節/40 分鐘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法 情境式教學法、體驗式教學法 

學生健康問

題、需求或挑

戰 

相關研究指出，兒童肥胖是成人肥胖的主要原因，會導致健康的不良影

響，包括早發性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心血管疾病等。另外，體位過

輕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會導致身體對疾病的抵抗力降低、生長遲緩等。

而缺乏運動也是導致學童體位不良的原因之一，了解規律運動的重要性。 

12 年國教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健康促進學校 

健康素養指標 

1.具備自我身心健康調適能力，以精進個人的健康生活習慣。 

2.提升個人健康行動的能力。 

生活技能 A.自我調適技能  

▓自我覺察  

□情緒管理  

□壓力調適 

▓目標設定  

▓自我監督管理 

B.人際溝通互動技能  

▓人際溝通  

□同理心  

□拒絕技能  

▓協商  

▓倡導技能 

C.決策與批判技能  

▓做決定  

▓問題解決  

▓批判性思考 

學習目標 能於日常生活情境中，在無法進行戶外運動的狀況下，能運用室內的空

間、設施、物品進行運動，以達規律運動目的培養健康生活習慣。 

教學活動說明 生活技能 

(一) 

素養概念形成 

導入健康議題 

生活情境脈絡 

覺察 

(10 分鐘) 

1. 教師提問：你們平常喜歡做哪些運動？去哪裡做運

動？ 

2. 教師回饋：同學們都有運動的好習慣，規律運動對我

們有什麼好處呢？ 

人際溝通 

自我覺察 

(二) 

素養情境演練 

模擬情境演練 

生活技能歷程 

步驟 

(20 分鐘) 

1. 教師提問：若放假在家，下雨天無法出去戶外運動，

或是過年期間，家長很忙，沒有時間帶同學們出去運

動，在家可以做哪些運動？ 

2. 分組討論回答：在家裡可以跳舞、跳繩、做仰臥起坐

和伏地挺身 

3. 教師介紹伸展操的定義與適用時機，並示範 2種伸展

 

問題解決 

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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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與伸展方式。 

4. 請各組討論，在家的客廳裡，能做哪些伸展操？請各

組示範並說明伸展部位 

 

問題解決 

批判性思考 

人際溝通 

協商 

倡導技能 

 

(三) 

素養實踐維持 

真實生活情境 

實踐與應用 

(10 分鐘) 

1.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無法進行戶外運動」的情境，演

練做決定歷程，說明自己的選擇是什麼？並說出為什

麼？ 

2.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帶著家人一起在家運動」的情

境，演練做決定歷程。 

3. 教師結語：每天運動 30 分鐘很重要，若下雨或無法外

出，可以進行室內運動，若場地或時間受限制，可以

選擇做伸展操，帶著家人一起做，全家運動身體健

康。 

4. 說明寒假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紀錄方式。 

做決定 

問題解決 

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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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我會好好潔牙」教學設計 
教學名稱 我會好好潔牙 

健康議題 健康體位 

實施對象 國小一年級學童 

教學時間 1 節/40 分鐘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法 互動式教學法、操作式教學法 

學生健康問

題、需求或挑

戰 

一、二年級學生是乳牙脫落、恆齒長出的時期，也是培養潔牙習慣，預防

齲齒的關鍵階段。在健康檢查時，牙醫師與護理師總會對孩子耳提面命，

提醒刷牙的重要性。學生也總是在老師特別叮嚀的時候，才有警覺而特別

用心刷牙 。 但僅幾次的認真刷牙，牙齒還是難逃蛀牙的命運。如何引發

學生關心口腔保健，認同潔牙可有效預防齲齒，進而養成餐後與睡前潔牙

好習慣是重要挑戰。 

12 年國教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健康促進學校 

健康素養指標 

具備探究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有效處理與解決健康問題。 

生活技能 A.自我調適技能  

▓自我覺察  

□情緒管理  

□壓力調適 

▓目標設定  

▓自我監督管理 

B.人際溝通互動技能  

▓人際溝通  

□同理心  

□拒絕技能  

□協商  

▓倡導技能 

C.決策與批判技能  

□做決定  

▓問題解決  

□批判性思考 

學習目標 能發覺齲齒對健康的影響，運用問題解決技能，尋求有效預防齲齒的方

法，並學會貝氏刷牙法，進而願意養成每天餐後、睡前的潔牙的習慣。 

教學活動說明 生活技能 

(一) 

素養概念形成 

導入健康議題 

生活情境脈絡 

覺察 

(10 分鐘) 

1. 請學生攜帶鏡 子，觀察自己牙齒外觀 包括：形狀、

顏色等 ))，牙齒是否有破損或缺少的情形 

2. 請 學生分享牙齒觀察結果，教師指出蛀牙 齲齒是讓

我 們牙齒破損或缺少的主要原因。 

3. 教師提問：你們平常喜歡做哪些運動？去哪裡做運

動？ 

4. 教師說明：吃完東西如果沒有刷牙，食物殘渣會在口

腔中變成酸性的物質，會產生細菌而造成蛀牙。 

5. 教師提問，學生回答：如果想要有健康的牙齒，我們

要如何做呢？ 

人際溝通 

自我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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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師歸納：要常刷牙、預防齲齒，才能擁有健康的口 

(二) 

素養情境演練 

模擬情境演練 

生活技能歷程 

步驟 

(20 分鐘) 

1. 教師播放貝氏牙法教學影片 

2. 教師使用大型牙齒與牙刷教具，進行貝氏刷牙法教學 

3. 學童使用牙齒與牙刷教具，進行貝氏刷牙法練習 

問題解決 

 

(三) 

素養實踐維持 

真實生活情境 

實踐與應用 

(10 分鐘) 

1. 教師發下每日潔牙紀錄表，三餐及睡前要進行潔牙，

請學童設定目標，並期許學童能夠完成 

2. 請學童回家教家長貝氏牙法 

目標設定 

自我監督管理 

倡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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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健康體位自主管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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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挑戰 14天不喝含糖飲料 

挑戰連續 14 天不喝含糖飲料 喝水最好 

 

 

 

 

 

 

 

 

 

 

 

 

 

挑戰方式 

1. 連續 14 天每天都「不喝」紅燈飲料。 

2. 黃燈飲料一星期最多 3 次。 

3. 誠實紀錄每天喝飲料的情形。 

4. 完成紀錄的同學，4 月 30 日可以兌換 3 張貓頭鷹獎

卡。家長一起紀錄的可以獲得 5 張獎卡。 

5. 14 天都沒有喝紅燈區含糖飲料的同學可以再獲得 10

張獎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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