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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實驗組:新盛國小高年級學童 

對照組:中山國小高年級學童 

人數 實驗:男 28人,女 27人，55 人 

對照:男 33人,女 22人，55 人 

執行策略

摘要 

生活技能素養導向行動介入方式 

1.家長結盟-親子共學生活技能學習單 

2.社區結盟-國民健康署生活技能融入健康體位教學模組 

3.健康教學-健康體位議題校本課程及藝術課程融入健康體位教學 

4.健康服務-提供有意義健康數據以提升師生與家長自我察覺意識 

研究工具: 健康體位成效評量問卷 前與後測時距:1.5年 

變項名稱 組別 前測值/SD 後測值 M/SD F/t值 p值 結果簡述 統計方法 

健康體位

知識 

實驗 4.70 5.84 
12.82*** <.001 

實驗組知識得分顯著

高於對照組 

GEE廣義估

計方程式 對照 4.07 4.27 

實驗 
4.70/1.40 5.71/.94 -5.96*** <.001 

實驗組後後測知識得

分顯著高於前測 配對 t 檢定 

對照 4.07/1.30 4.27/1.25 -1.08 >.05 對照組無顯著差異 

健康體位

行為 

實驗 17.05 19.25 
26.62*** <.001 

實驗組行為得分顯著

高於對照組 

GEE廣義估

計方程式 對照 18.22 17.29 

實驗 
17.05/2.53 20.11/2.94 -7.19*** <.001 

實驗組後後測行為得

分顯著高於前測 配對 t 檢定 

對照 18.22/2.45 17.29/3.48 2.27 >.05 對照組無顯著差異 

健康體位 

行為意圖 

實驗 24.95 25.02 
.139 >.05 

實驗組行為意圖無顯

著差異 

GEE廣義估

計方程式 對照 24.29 24.86 

實驗 24.29/6.0 24.67/5.96 -0.37 >.05 
實驗組後後測行為意

圖得分高於前測 配對 t 檢定 

對照 24.95/7.46 25.02/7.27 -0.08 >.05 對照組無顯著差異 

健康體位 

自我效能 

實驗 42.55 46.11 
12.77*** <.001 

實驗組自我效能顯著

高於對照組 

GEE廣義估

計方程式 對照 48.20 45.20 

實驗 42.55/9.64 45.53/9.07 -2.13* <.05 
實驗組後後測自我效

能得分高於前測 配對 t 檢定 

對照 48.20/10.42 45.20/12.27 2.31 >.05 對照組無顯著差異 

健康體位 

生活技能 

實驗 2.73 3.04 
9.26** <.01 

實驗組生活技能顯著

高於對照組 

GEE廣義估

計方程式 對照 3.16 2.51 

實驗 
2.73/1.24 3.31/1.12 -2.58* <.05 

實驗組後後測生活技

能得分高於前測 配對 t 檢定 

對照 3.16/1.41 2.51/1.33 2.70 >.05 對照組無顯著差異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研究工具:師生訪談、學生-問卷及學習單、親子共學學習單 

質性成效:師長及家長觀察學生在生活經驗面對健康問題能運用生活技能方法實踐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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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國小學童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成效探討 

摘要 

     研究目的:瞭解學校設計以健康促進學校發展校本課程健康體位生活技能素養導

向介入方案，對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識、行為、行為意圖、自我效能及生活技能能力有

無顯著差異影響，採準實驗雙組前後測設計法，選擇國小五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將

兩所小學分別分成實施校本課程設計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之實驗組和實施健康促進

學校計畫之對照組，研究對象實驗組學童為55人；學區地理人文背景相近的鄰近學校

之學童為對照組55人，研究工具與方法：採用以編號記名紙本問卷由導師協助自填式

前後測施測方式，研究工具包含(1)評量問卷包括社會人口學基本資料、健康體位知

識、行為、行為意圖、自我效能及生活技能能力，共回收有效問卷110份。(2)研究設

計為健康促進學校推動模式融入兩學年介入方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8學年生

活技能健康教學模組-「健康體位特攻隊」含『前進健康體位、少油少糖增健康、身

體動動ABC』共三單元與109學年生活技能融入健康議題『目標設定教學小單元、健康

巧易通生活技能桌遊、生活技能我最行動態闖關』及校本課程健康體位『數學課/健

康體位-要吃就要動、藝術與人文課/健康體位動手做，彈性課程/山野健行護照認

證、親子共學/生活技能學習單』、85210動態闖關等，介入活動與資料收集於民國

108年9月01日至民國110年4月15日期間並完成收集兩組學童前後測及後後測資料。研

究結果:健康體位生活技能素養導向介入方案對實驗組學童健康體位的知識、行為、

自我效能及生活技能能力皆可達統計顯著成效。結論與建議：學校以健康促進學校模

式推動生活技能素養導向介入方案策略，能提高學生健康體位相關之成效，依整體研

究結果，建議持續推動以提供健康體位行動研究實證。 

 

 

關鍵字：國小學童、生活技能素養導向、健康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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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兒童在進入青春期前，正面臨身、心以及認知的關鍵性改變，此時也正發展維持

健康的重要技巧與能力，許多成人健康體位問題如:不健康飲食習慣或缺乏動態生活型

態，皆與此時期建立的行為模式有極大的相關性，以預防的觀點來看，在此時期培養

良好的健康素養，已成為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Marx E et al.,2007)。Scoot K.Simonds

認為學生除了接受常規教育課程外，亦須具有健康素養(literate in health)，因此

學校每學年都應提供最基本的健康素養教育。國內 2014年針對全國國小六年級學童進

行大規模健康素養調查，發現國小學童有「好」的自我健康認知學童具有較好健康素

養並明顯高於健康認知低的學童，研究結果健康素養與良好健康行為有正相關(劉潔心、

廖梨伶、施淑芳、張子超，2014)，健康素養不足會影響個人健康結果如:健康知識低、

危害健康行為多、疾病照護能力低及自覺健康狀態不佳(Needham, Wiemann, Tortolero, 

& Chacko,2010；劉潔心等，2014；Park et al.,2017)，研究實證證明健康素養高低

與個人健康情形密切。多數學生在學童階段生理，心理及社會等發展，都尚未成熟，面

對生活中的健康課題與任務，也和成人不同，因此須具備獨特的健康素養認知與生活

技能能力，我國 2019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就明確期盼透過健康教學促使

學生具備世界衛生組織提倡的做決定與批泛性思考及自我管理等健康生活技能(國家

教育研究院，2016；WHO，2003)。強化生活技能的健康教學是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範疇之

一(WHO，1996)，生活技能教學是以學生為主體、全人健康為方針，結合學生生活經驗

與情境的整合性學習，重視「健康生活情境」探究及學生「親身參與」的學習歷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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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發展與精進適合其年齡應有的健康行動力，並從「課室內」延伸到「家庭、社區」擴

大到「真實生活」全方位維持建立健康生活型態為實施目標。 

研究者執行學校健康問題需求評值，發現學校最嚴重的健康議題為健康體位，學

生過重及超重率皆超過全市，甚至全國數值，國內運用健康促進學校方式推動健康體

位議題已多年，至今此議題仍是重要主選議題之一，可見現況之嚴重性及其重要性。

再進一步整理的統計資料中以五年級生的體位問題最嚴重，為了確認學生健康體位之

需求評估，針對該年級學生執行焦點訪談，結果發現學生健康素養認知與生活情境做

決定及問題解決能力不足，導致在面對現今飲食環境現況如飲料店廣設使得含糖飲料

獲取容易及 3C產品盛行導致身體活動量減少等生活情境，難以單一給予健康知識就能

應付的健康問題，綜上所述，學校在校長支持下，校內團隊呼應 108 新課綱素養導向

的理念設計健康體位校本課程，期許在「自發」、「互動」與「共好」三個層面的基礎下，

強化素養導向學校本位健康體位議題方案，結合「生活技能」 、「家長參與」與「社區

結盟」等策略，能提升學校實施健康體位健康素養能力的實證研究成效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是： 

一、 國小學童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是否能有效增進實驗組學生健康體位知識、

行為、行為意圖、自我效能及生活技能能力的成效。 

二、 實驗組師生、家長對於國小學童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之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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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查證 

第一節 學校健康素養教育的重要性 

    世界衛生組織1988年發表健康素養定義為「促進及維持好的健康所應具備的認知

與社會技能，這些技能能決定民眾去取得、理解與使用資訊的動機與能力，以促進及

維護健康」(WHO，1988)，就此定義而言，健康素養強調應超越狹義的解釋是對於健

康訊息的瞭解程度，進而延伸到個人必須具有充份之健康行動能力，健康素養會影響

個人健康後果，更會擴散至周遭的人、事、物與環境(Nielsen-Bohlman, Panzer, 

&Kindig，2004)。現今學生面對的健康環境與情境比往昔複雜，包含健康資訊、各式

產品取得管道或平台都快速成長(賴香如,2018)，因此，具備健康素養相關認知與社

會生活技能是與個人是否能做出正確的健康決策及扮演優質健康消費者角色的重要關

鍵，所以，培養國民增進健康素養已是克不容緩的課題。 

    學校是實踐健康素養的重要場域，如何落實素養教育的執行，國外學者建議制訂

校本素養行動，將其所有課程相互結合並以社會生態模式，透過校本素養政策、教

學、環境的交互營造，才能成功增進學生健康素養(Kickbusch et al., 2013;Marks, & 

Wharf Higgins, 2012; Wharf Higgins et al., 2009)。為增進學生健康素養，美國課程委員

會認為健康教育課程需從發展健康知識與健康技能著手，協助學生學習和演練做出正

確健康決定與分析批判健康產品所需的技能，我國108新課程綱要也揭示健康教學應

建立國小學生健康技能與生活技能(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在學校健康教學最終目

標是健康行為的落實，健康素養對執行健康行為深具影響力。在邱詩揚的國小學生健

康飲食行為研究其核心概念以提升學生問題解決、批判性思考與做決定等生活技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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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為成效目標並透過同儕、家長參與策略，實踐個人與環境促進健康行動力，研究結

果顯示學生在教學後「飲食與健康問題覺識」「健康議題認知」「增強管理技巧自我效

能」及「健康飲食行為」皆有顯著進步(邱詩揚、陳富莉、劉潔心,2012)。 

第二節 健康體位的現況及其影響因素 

    兒童青少年體位不良的問題，在世界各國都有日益嚴重的趨勢，2011年英國衛生

和社會國家統計中心資料顯示，2~15 歲兒童青少年調查有 31％男孩和 28％女孩被歸

類為超重或肥胖(Centre, 2013)，在台灣國中小學生過重與肥胖比率介於 11.6-25%，

兒童肥胖盛行率在過去十年間增加二至三倍(衛生福利部, 2010)，國際肥胖研究協會

(IASO) 2013年在國際肥胖任務小組現有調查公布的資料顯示我國兒童及青少年體重

過重（含肥胖）盛行率，不論男女均高於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甚至中國大陸

(IASO, 2013)，兒童期肥胖相對於正常體位兒童對健康會造成立即與長期性之影響

(CDC,2010)，如心肺功能、醣代謝及脂質代謝異常，也易併發糖尿病、高血壓、高血

脂、心血管疾病與癌症等慢性病 (Freeman ,Mei, Srinivasan, Berenson.＆ 

Dietz,2007; Chu & Pan, 2007)。。 

   健康體位影響因素之行為因素研究結果呈現許多風險因子是與多吃少動行為因素

相關，包括含糖飲料、脂肪與精緻純化醣類攝取量過高、新鮮蔬果攝取和運動量的不

足(葉麗芳、陳政友、郭李堂, 2009; 劉曉孔、楊石崇, 2010; 賴韻如、洪孜幸、黃

國晉, 2008)；其中運動行為文獻發現教導兒童增強動機及運用自我管理與監控個人

休閒時間增加身體活動量，是增強運動行為的重要因素 (吳修廷、廖主民, 2011;陳

素芬、林美聲、何忠鋒、胡雲雯、黃松元,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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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的影響 

健康促進學校是指學校社區的全體成員共同合作，為學生提供整體性與積極性經

驗和機構，以促進並維護學生的健康，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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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促進健

康的工作，進而使學生獲得最大限度的發展(WHO,1998)，健康促進學校必須融合學校

原本的宗旨信念，學校政策，以現有組織為基礎進行運作，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課程

為策略，從教與學的歷程中促成健康知識、態度、行為的改變（林佩芬，2005），研

究顯示實施健康促進學校行動研究，可增進師生參與(Ozer,Ritterman,&Wanis,2010 )；

實施健康促進學校模式可有效整合及改善相關健康問題，如飲食與運動習慣改變、體

位異常等(邱逸農、鄭惠美,2010;Schuck,Otten,Kleinjan,Bricker,&Engels,2013)。 

健康促進學校推動，除了學校成員間的合作，最重要的關鍵要素是與社區、家長

建立夥伴結盟關係，因此與學童家長建立穩固的夥伴關係，是執行健康促進學校中不

可或缺的部分，許多國內外研究也都提出實證研究之正向結果(牛玉珍,劉潔心,邱詩

揚,陳政友,2014;Blom-Hoffman J,et al.,2008) ，學生建立健康行為或生活型態，

需家長在家共同檢核與監督學生在家的行為，學校人員將健康議題設計為讓學童可與

家長分享、互動的檢核表或學習單，可促進學生健康行為的建立，並將在校學校到的

內容應用在家庭生活中(牛玉珍等人,2014;Epstein J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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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對象 

本研究為了解以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後對國小學生健康體位知識、行為、

行為意圖、自我效能及生活技能能力的影響，採用準實驗雙組前後測設計法，選擇國

小五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將兩所小學分別分成實施健康體位生活技能素養導向介入

方案之實驗組和實施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對照組，研究對象以本校五年級學童為介入

實驗組 55人；學區地理人文背景相近的鄰近學校五年級學童為對照組 55人，共計

110人，前測有效樣本共 110份(男 61人，女 49人)，回收率為 100%；後測有效樣本

共 11份(男 61人，女 49人)，回收率為 100%。在本研究教案介入前，實施健康體位

問卷兩組前測資料，以作為研究分析的比較基礎，再執行實驗組的活動介入期程，並

於 108學年介入活動結束後四週同時收集兩組後測資料，實驗組則在 109學年繼續實

施健康素養生活技能介入活動，結束後再收集實驗組後後測資料，以了解兩學年介入

方案對實驗組學生的研究成效。 

表 3-1-1類實驗設計 

組別 前測 介入 後測 後後測 

E(實驗組) O1 X O3 O5 

C(對照組) O2  O4  

說明： 

E：實驗組           C：對照組          X：資訊融入教學介入方案 

O1：實驗組前測      O2：對照組前測      O3：實驗組後測   

O4：對照組後測      O5：實驗組後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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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計畫於 108年 9月至 110年 4月實施介入活動，研究架構 (如圖 3-2-1)，

實驗組學生及家長接受學校以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及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活動。 

 

                                     干擾變項  

         自變項                                                  依變項 

                                                                

  

 

 

 

                                           

         

 

 

圖 3-2-1 研究架構 

第三節 研究工具與測量 

(一) 量性問卷 

    (1)生活技能融入健康體位教材評量問卷—問卷架構 

問卷評量重點  問卷對應題號 

知識：評量學生的健康體位知識 

一、好體位(BMI的判斷標準、健康體位的維持) 第一部分：1.2.3 

二、健康吃(高纖、均衡飲食、分量、油脂) 第一部分：4.5.6 

三、快樂動(強度、種類、時間、影響) 第一部分：7 

行為：評量學生過去一週的健康體位行為 

一、正確飲食選擇(拒絕含糖飲料和高油脂食品；選擇無糖、

低脂、五蔬果) 

第二部分：1.2.3.4 

二、每天運動 30分鐘習慣(運動類型選擇) 第二部分：5. 

 

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 

生活技能健康教學模組 

健康體位校本課程 

健康促進學校活動 

學生性別 

 健康體位知識 

 健康體位行為 

 健康體位行為意圖 

 健康體位自我效能 

 健康體位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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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評量重點  問卷對應題號 

行為意向：評量學生在未來一個月採取下列行為的可能性 

一、正確飲食選擇(拒絕含糖飲料和高油脂食品；選擇無糖、

低脂、五蔬果) 

第三部分：1.2.3.4. 

二、每天運動 30分鐘習慣(運動類型選擇) 第三部分：5. 

生活技能自我效能：評量學生採取各項自我效能的把握程度 

一、自我覺察(健康體位) 第四部份：1-1.1-2.1-3(單

元一) 

二、做決定(健康飲食) 第四部份：2-1.2-2.(單元

二) 

三、問題解決(健康飲食) 第四部份：3-1.3-2.(單元

二) 

四、自我管理與監控(身體活動) 第四部份：4-1.4-2.4-3. 

(單元三) 

五、目標設定(身體活動) 第四部份：5.(單元三-延伸) 

生活技能情境測驗：評量學生在各種情境下是否運用生活技能 

一、自我覺察 第五部份：1 

二、做決定 第五部份：2 

三、問題解決 第五部份：3 

四、自我管理與監控 第五部份：4 

五、目標設定 第五部份：5 

(2)問卷內容: 

    依研究目的、教學設計及課程內容設計，採用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提供之

生活技能融入健康體位教材評量國小版問卷，問卷內容包含 1.基本資料:社會人

口學變項 2.健康體位知識:每題答對給一分，答錯者不給分(共 7題) 3.健康體

位行為:採用 Likert Scale多重五點計分法，從一週內 0天到一週內 7天分成

五等量表計分(共 5題) 4.健康體位行為意圖:健康體位行為採用 Likert Scale

多重五點計分法分，從 10%以下的可能性到 90%以上的可能性分成五等量表計分 

(共 7題) 5.健康體位自我效能:健康體位行為採用 Likert Scale多重五點計分

法分，從 10%以下把握程度到 90%以上把握程度分成五等量表計分 (共 12題) 6.

健康體位生活技能: 每題答對給一分，答錯者不給分(共 5題)，資料分數越高代

表健康體位成效越好。 

   (二)質性工具：評量工具含學生對教學活動的評價、學生學習單、教師教學省思 

       回饋與家長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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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過程 

(一)、健康體位健康素養導向介入方案融入生活技能教學設計 

  (1)方案設計理念與重點 

   因應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為主軸的新課程，健康體位教學之教師的角色與功能

已不能再如過去般，僅僅是提供訊息者及指導者(Provider-oriented)，必須轉換

成提供服務者、參與者，亦是一個能力的引發者，而這樣的角色在教學上必須注意

到學習者的需求，有需要才會有動機(Needs Assessment)，找出教學的切入點及找

到學習者的 珍視價值(Crucial Value)，以能實踐健康行為，因應健康生活需求，

必須呼應 Allensworth(1993)對 21世紀健康教育教學提出的幾點建議：  

1.將課程設計重點放在對健康影響最大的一些相關行為上。  

2.課程有足夠的上課時間與相關活動的安排，以引發行為改變。  

3.強調且應用多元教學策略。  

4.教學必須融入學校的整體活動與設施中。  

5.讓學習活動延伸到家庭與社區中。  

6.運用教學策略，鼓勵學生參與，以達教學目標。  

7.讓學生熟練重要的健康生活技能，並靈活運用於各種健康問題 

(2)介入方案內容- 108學年及 109學年教學及活動規劃 

     依參閱文獻設計素養導向介入方案，校內團隊健康體位校本課程呼應 108新課

綱素養導向理念設計，期許在「自發」、「互動」與「共好」三個層面的基礎下，強化

素養導向之學校本位健康促進實務工作，結合「生活技能」 、「家長參與」與「社區

結盟」等策略而規劃(見圖 3-4-1健康體位素養介入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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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進教學模組教學內涵(生活技能融入健康體位議題) 

        108學年度生活技能融入健康體位特攻隊教學模組(詳見附件一)   

 

健康教學模組(專案教材) 

課程主題 健康體位特攻隊  

教學對象  國小五年級學生  

單元名稱  教學活動 

(節數/時間）  

學習目標/ 生活技能融入  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一  

前進健康體位  

我的健康體位  

（1節／40 分

鐘）  

1-1-1藉由自我覺察技能的引導，以

建立健康體位的正確認知與態度。  

1-1-2能仿照演練自我覺察技能，以

探究個人飲食和運動狀況與感受。 

「我的健康體位」ppt 

1.健康大補帖（5分鐘） 

教師呈現健康體位意義與

影響、健康體型觀的Q&A 

2.概念形成（10分鐘）─

教師說明健康小劇場情境 

3.概念演練（15分） 

進行分組討論題目 

4.概念維持（10分） 

教師引導學生個別填寫

「我的健康體位」學習單 

單元二  

少油少糖增健

康   

健康飲食，我

決定  

（1節／40 分

鐘）  

1-2-1能仿照演練做決定技能，在選

擇食物時展現出均衡飲食的抉擇。  

1.健康大補帖（5分鐘） 

「飲食萬花筒」ppt 

2.概念形成（10分鐘） 

教師依據學生手冊「健康

想一想（2）：飲食停看

聽」情境問題：放學的時

候肚子 

3.概念演練（15分） 

教師配合「健康飲食，我

決定」學習單的情境 

4.概念維持（10分） 

教師引導學生各自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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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飲食全紀錄

（1）」學習單中的三個

情境，完成做決定歷程的

提問：我的選擇是什麼？

為什麼（理由）？ 

健康飲食，我

做到  

（1節／40 分

鐘） 

1-2-2能仿照演練問題解決的技能，

以改進個人的不良飲食習慣。  

1.完成課前作業： 

「健康想一想（2）：飲

食停看聽」的問題。 

2.概念形成（10分鐘） 

教師請學生分享今天（或

昨天）所吃的營養午餐內

容：吃了哪些食物？ 

3.概念演練（15分） 

教師說明：「我的餐盤」

教你吃的內容 

4.概念維持（10分） 

教師引導學生回想昨天飲

食的內容，完成個人的

「健康飲食，我做到」 

單元三  

身體動動 ABC 

身體活力我最

讚  

（1節／40 分

鐘） 

1-3-1能仿照演練自我管理與監控的

技能，以成功執行規律身體活動行

動。  

1-3-2能仿照演練目標設定技能，以

設定個人規律身體活動的具體目

標。  

1.健康大補帖（5分鐘） 

「身體活力我最讚」ppt  

2.概念形成（10分鐘） 

播放「生活技能（四）：

身體動起來、健康動起來

-自我監督管理」動畫，

學生觀看後，教師以動畫

情境引導說明身體活動自

我監督管理技能5步驟：

選擇一項待改進的習慣 

3.概念演練（15分） 

教師引導學生完成個人

「身體活力我最讚」學習

單 

4.概念維持（10分） 

教師鼓勵落實規律身體活

動的健康行動，配合「身

體活力我最讚」學習單，

以兩星期的時間記錄自己

達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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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體位健康素養導向介入方案活動內容 

素養導向設計 健康促進學校 健康促進素養策略 健康素養 

生活技能能力 

實施期程 

生活技能 健康教學與活動 

(專案-生活技能

融入健康體位) 

健康體位特攻隊教學模組 自我覺察 

做決定 

問題解決 

自我管理與監控 

目標設定 

108學年度 

健康教學與活動

(校本課程) 

數學課/要吃就要動 自我覺察 

做決定 

108學年度 

健康教學與活動 

(校本課程) 

藝術與人文課/ 

健康餐盤『藝』起來 

自我覺察 

做決定 

倡議宣導 

108學年度 

健康教學與活動 

(校本課程) 

彈性課程/動態闖關活動 

身體樂動躍健康 

取得健康資訊 

目標設定 

108學年度 

健康教學與活動 

(專案-生活技能

融入視力保健) 

目標設定生活技能小單元 目標設定 109學年度 

健康教學與活動 

(專案) 

生活技能我最行/動態闖關活

動 

目標設定 109學年度 

健康教學與活動 

(校本課程) 

彈性課程/動態闖關活動 

85210健康動起來 

取得健康資訊 

目標設定 

109學年度 

健康教學與活動

(校本課程) 

藝術與人文課/ 

健康桌遊 Fun 手做 

取得健康資訊 

人際溝通與互動 

倡議宣導 

109學年度 

健康教學與活動

(校本課程) 

彈性課程/山野教育健行活動 

健康護照認證 

目標設定 

倡議宣導 

109學年度 

家長參與 素養導向 

親子共學 

我家餐盤聰明吃，全家健康

跟著來 

飲料「瓶」估好決定 

寒(暑)假生活，健康我做到 

動態生活行動家 

自我覺察 

做決定 

自我管理與監控 

目標設定 

108-109學

年寒暑假健

康作業 

校園活動 

親子共學 

假日健康親子廚房 

假日親子動態活動 

取得健康資訊 

倡議宣導 

108-109學

年 

社區結盟 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國立交通大

學-健康素養導

向生活技能融入

健康教材模組應

用計畫團隊) 

健康體位特攻隊教學模組 

(生活技能融入健康教學) 

健康巧易通 

(生活技能融入桌遊教學) 

生活技能我最行 

(生活技能融入動態闖關) 

自我覺察 

做決定 

問題解決 

自我管理與監控 

目標設定 

有效拒絕 

108-109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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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所收集的資料採用 SPSS 23.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各統計分

析以α=.05為標準依據研究目的及架構，採用統計分析方法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以次數分配與百分率，呈現研究對象基本資料類別變項分布情形。 

二、推論性統計分析，統計分析步驟如下： 

(一) 卡方檢定-針對實驗組與對照組的人口學特性以卡方檢定逐一進行同質性比對， 

     找出是否有差異性。 

(二)獨立 t檢定-針對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前測及前後測位知識、行為、行為意圖、   

    自我效能及生活技能能力等距變項得分平均值是否有差異。 

(三)廣義估計方程式-屬於多次的時間趨勢變化，配合研究目的以廣義估計方程式檢  

驗方案介入後對研究對象健康體位各項變項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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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資料分析 

    類別變項資料以卡方檢定統計方式探討介入前實驗組與對照組之性別是否同質，

研究對象在性別比率上，男生為 61人(55.5%)，女生為 49人(44.5%)，男女比率相

當，經卡方檢定結果無顯著差異，表示同質。 

表 4-1-1 研究對象人口學類別變項資料分析 

變項 變項內容 實驗組

(n=61) 

對照組

(n=49) 

總計

(n=110) 

𝑥2 p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性別        0.92 .33 

 男生 28 50.9 33 60.0 61 55.5   

 女生 27 49.1 22 40.0 49 44.5   

第二節 兩組研究對象健康體位知識、行為、行為意圖、自我效能與生活技能前測 

以獨立 t-test檢定兩組間之差異，結果如表 4-2-1，在實驗組健康體位知識、行

為、行為意圖、自我效能與生活技能前測平均分數分別為 M=4.70(知識)、M=17.05(行

為)、M=42.55(自我效能)；對照組知識、行為、自我效能前測平均分數 M=4.07(知

識)、M=18.22(行為)與 M=48.20(自我效能)，兩者達顯著差異(p<.05)，表示在健康體

位知識、行為、自我效能前測資料表示為不同質；實驗組行為意圖、生活技能前測平

均分數分別為 M=24.29(行為意圖)、M=2.73(生活技能)；對照組行為意圖、生活技能

前測平均分數分別為 M=24.95(行為意圖)、M=3.16(生活技能)，兩者未顯著差異

(p>.05)，表示在健康體位行為意圖、生活技能前測資料表示為同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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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研究對象健康體位知識、行為、行為意圖、自我效能與生活技能前測描述與比較 

變項名稱 實驗組(n=55) 對照組(n=55) t值 p 

最小

值 

最大

值 

平均

值 

標準

差 

最小

值 

最大

值 

平均

值 

標準

差 

知識 1 7 4.70 1.40 1 7 4.07 1.30 2.43
*
 <.05 

行為 11 23 17.05 2.53 11 23 18.22 3.48 -2.47
**
 <.01 

行為意圖 12 35 24.29 6.00 7 35 24.95 7.46 -.51 >.05 

自我效能 19 60 42.55 9.64 20 60 48.20 10.42 -2.96
**
 <.01 

生活技能 0 5 2.73 1.24 0 9 3.16 1.41 -1.71 >.05 

第三節 兩組研究對象健康體位知識、行為、行為意圖、自我效能與生活技能後測 

為了解介入方案之成效，採用廣義估計方程式模式分析檢定兩組間之差異，結果

如項次各表圖，統計結果以探討整體教學活動介入之成效。 

(一)介入對學生健康體位知識得分之差異情形 

健康體位知識在控制前測變項後，實驗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值為 1.14，相較

於對照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值為.20(也就是實驗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比對照組的

前測與後測的改變值多 0.94，呈有顯著差異(β=-0.94,Wald χ2=12.82, P< .001)。

由表 4-3-1、圖 4-3-1可知實驗組從介入前測到後測的上升幅度高於對照組，教育介

入對於健康體位知識有顯著立即成效。 

表 4-3-1健康體位知識之成效分析 

預測變項 估計參數(β) 標準誤（S.E.） Wald χ²   p value 

截距項 4.073 .1741 547.121 
***
 0.000 

組別註 1(實驗組 vs.對照組) .624 .2544 6.012 
* 

.014 

測量別註 2(後測 vs.前測) 0.200 .1843 1.177 
 
 .278 

組別×後測 .943 .2633 12.822 
***
 .000 

註 1：組別之參照類別：對照組  註 2：測量別之參照類別：前測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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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健康體位知識之變化情形 

 (二)介入對學生健康體位行為得分之差異情形 

健康體位行為在控制前測變項後，實驗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值為 2.20，相較

於對照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值為-.93(也就是實驗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比對照組

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值多 3.12，呈有顯著差異(β=-3.12,Wald χ2=26.62, 

P< .001)。由表 4-3-2、圖 4-3-2可知實驗組從介入前測到後測的上升幅度高於對照

組，教育介入對於健康體位行為有顯著立即成效。 

表 4-3-2健康體位行為之成效分析 

預測變項 估計參數(β) 標準誤（S.E.） Wald χ²   p value 

截距項 18.218 .3270 3104.701 
***
 0.000 

組別註 1(實驗組 vs.對照組) -1.165 .4677 6.200 
* 

.013 

測量別註 2(後測 vs.前測) -.927 .4533 4.184 
* 

.041 

組別×後測 3.124 .6054 26.623 
***
 .000 

註 1：組別之參照類別：對照組  註 2：測量別之參照類別：前測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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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4.00

6.00

8.00

前測 後測

健康體位知識

對照組 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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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健康體位行為之變化情形 

 

(三)介入對學生健康體位行為意圖得分之差異情形 

健康體位行為意圖在控制前測變項後，實驗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值為.57，相

較於對照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值為.07(也就是實驗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比對照組

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值多 0.49，呈無顯著差異(β=0.49,Wald χ2=1.33, P> .05)。

由表 4-3-3、圖 4-3-3可知實驗組從介入前測到後測的上升幅度高於對照組，教育介

入對於健康體位行為意圖想法無顯著立即成效。 

表 4-3-3健康體位行為意圖之成效分析 

預測變項 估計參數(β) 標準誤（S.E.） Wald χ²   p value 

截距項 24.945 .9973 625.619 
***
 0.000 

組別註 1(實驗組 vs.對照組) -.660 1.2748 .268   .605 

測量別註 2(後測 vs.前測) .073 .8992 .007   .936 

組別×後測 .499 1.3398 .139 
 
 .710 

註 1：組別之參照類別：對照組  註 2：測量別之參照類別：前測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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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健康體位行為意圖之變化情形 

(四)介入對學生健康體位自我效能得分之差異情形 

  健康體位自我效能在控制前測變項後，實驗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值為 3.55，相

較於對照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值為-3.0(也就是實驗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比對照

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值多 6.55，呈有顯著差異(β=6.55,Wald χ2=12.77, 

P< .001)。由表 4-3-4、圖 4-3-4可知實驗組從介入前測到後測的上升幅度高於對照

組，教育介入對於健康體位自我效能有顯著立即成效。 

 

表 4-3-4健康體位自我效能之成效分析 

預測變項 估計參數(β) 標準誤（S.E.） Wald χ²   p value 

截距項 48.200 1.3926 1197.893 
***
 0.000 

組別註 1(實驗組 vs.對照組) -5.646 1.8890 8.935 
**  

.003 

測量別註 2(後測 vs.前測) -3.000 1.2844 5.456 
*  

.020 

組別×後測 6.554 1.8339 12.770 
***
 .000 

註 1：組別之參照類別：對照組 註 2：測量別之參照類別：前測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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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健康體位自我效能之變化情形 

(五)介入對學生健康體位生活技能得分之差異情形 

  健康體位生活技能在控制前測變項後，實驗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值為 0.30，相

較於對照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值為-0.65(也就是實驗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比對照

組的前測與後測的改變值多 0.95，呈有顯著差異(β=0.95,Wald χ2=0.31， 

P< .001)。由表 4-5-1、圖 4-5-1可知實驗組從介入前測到後測的上升幅度高於對照

組，教育介入對於健康體位生活技能有顯著立即成效。 

表 4-3-5健康體位生活技能之成效分析 

預測變項 估計參數(β) 標準誤（S.E.） Wald χ²   p value 

截距項 3.164 .1885 281.566 
***
 0.000 

組別註 1(實驗組 vs.對照組) -.431 .2503 2.972   .085 

測量別註 2(後測 vs.前測) -.655 .2401 7.430 
**  

.006 

組別×後測 .958 0.3148 9.266 
** 
 .002 

註 1：組別之參照類別：對照組 註 2：測量別之參照類別：前測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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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健康體位生活技能之變化情形 

 

第四節 介入方案對實驗組知識、行為、行為意圖、生活技能的成效 

(一)介入對學生健康體位知識之影響 

    學生問卷施測結果前測知識最低的題目為「下列關於中等費力身體活動的敘述，

何者錯誤?」，約只有二成左右學生答對並在後後測也只提升至五成多，顯示大多數學

生仍對中度身體活動定義了解不足，前測知識第二低的題目是「根據 3-6年級每日飲

食建議量，下列哪一項敘述正確」僅約三成多答對而後後測更由五成退到四成五學生

答對，顯示學生仍不清楚正確攝取飲食的份量。(表 4-4-2)   

    學生知識總分前後測以 Paired-t檢定考驗分析，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對

學生健康體位知識總分延宕成效仍可顯著提升，實驗組後測平均得分 M=5.84(t=-

6.02***，p<.001)、後後測平均得分 M=5.71(t=-5.96***，p<.001)皆高於前測平均得分

M=4.70分，在逐題統計中以「下列哪一項是較健康的維持健康體位的方式？」從前測

80%得分提升至後測及後後測結果，全部學生都答對、「每日三餐應以哪一類食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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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至後後測有高達九成以上學生答對，檢定分析結果顯示介入方案能顯著增進學

生健康體位知識，而對照組後測結果則顯示無顯著差異(t=1.68，p>.05) (表 4-4-1、

表 4-4-2及圖 4-4-1)。 

(二)介入對學生健康體位行為之影響 

     健康體位行為以 Paired-t檢定考驗題目統計，前測在健康行為題目得分最低為

「過去七天中，有幾天吃三份蔬菜」與在學生焦點訪談記錄結果「最不喜歡吃蔬菜、

有怪怪的味道」相同，但經介入活動後，平均數由 1.88進步到 4.05、在「過去七天

中，有幾天吃兩份水果」行為項目後後測結果也呈現顯著進步情形。(表 4-4-3) 

    健康體位行為總分檢定實驗組後測平均得分 M=19.25(t=-5.43***，p<.001)、後後

測平均得分 M=20.11(t=-7.19***，p<.001)皆高於前測平均得分 M=17.05分，結果顯示

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對學生健康體位行為有顯著差異而對照組後測結果則顯著

退步(t=2.02，p<.05) (表 4-4-1、圖 4-4-1)。  

(三)介入對學生健康體位行為意圖之影響 

    前測問卷施測在未來一個月會執行可能性的行為意圖結果分析，得分最低題目為

「我未來一個月不喝含糖飲料的可能性」與本校學生焦點訪談題目「健康體位行為中

最難做到的是什麼?」學生也提出放學後不喝含糖飲料行為最難做到，兩者結果比對

相同；而在「我未來一個月每天都吃三份蔬菜的可能性」行為意圖項目，後後測結果

平均數為 4.07與健康體位行為成效執行度最高結果相符(表 4-4-4)。 

    健康體位行為意圖總分結果以 Paired-t檢定考驗分析，實驗組後測平均得分

M=24.86(t=-.57，p>.05)、後後測平均得分 M=24.67(t=-.37，p>.05)皆高於前測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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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M=24.29分，檢定分析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但介入方案能增進學生健康體位行為

意圖得分，對照組後測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t=-.08，p>.05) (表 4-4-1、圖 4-4-1)。 

(四)介入對學生健康體位自我效能之影響 

     健康體位自我效能以 Paired-t檢定考驗題目分析，前測在健康自我效能題目得

分平均數大都可達 3.5以上，其中學生在「我能為促進自己的身體活動訂定計畫與自

我獎勵活動」的自我效能得分最低(3.27)，推論與在學生焦點訪談記錄「表示課後大

都至安親班或補習，沒有空去運動」相關，介入後該項自我效能平均數可提升至

3.64；題目分析結果自我效能後後測結果以「我能清楚表達對自己目前身材的感

受」、「我能清楚表達對自己飲食現況的感受」兩項得分呈顯著進步。(表 4-4-5) 

    健康體位自我效能總分結果為實驗組後測平均得分 M=46.11(t=-2.69**，p<.01)、

後後測平均得分 M=45.53(t=-2.13*，p<.05)皆高於前測平均得分 M=42.55分，結果顯

示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對學生健康體位自我效能有顯著差異而對照組後測結果

則顯著退步(t=2.31，p<.05) (表 4-4-1、圖 4-4-1)。  

(五)介入對學生健康體位生活技能能力之影響 

    問卷施測結果顯示前測生活技能情境題中，學生能力得分最低的題目為「曉莉目

前的情況是有動機想要從事規律身體活動，但還沒有實際做到，如果你是曉莉，你會

為自己設定以下哪一項行動目標呢？」，約只有二成左右學生答對並在後後測也只提

升至近四成左右學生回答正確，此題為檢視學生對目標設定這項生活技能熟練程度，

結果發現大多數學生仍對目標設定實施步驟不甚清楚，前測生活技能情境第二低的題

目是「小美一直覺得自己很胖，在學會 BMI的計算以後，才發現自己是屬於理想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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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這時候如果你是小美，以下哪一項比較符合你的想法?」僅約四成多學生答對，

至後後測提升至八成七學生答對，顯示學生對自我覺察生活技能能力已熟練並可運用

在生活情境題上(表 4-4-6)。  

     學生生活技能能力總分前後測以 Paired-t檢定考驗分析，由表 4-4-1、表 4-4-

6及圖 4-4-1得知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對學生健康體位生活技能能力總分延宕

成效仍可顯著提升，實驗組後測平均得分 M=3.04(t=-1.67*，p<.05)、後後測平均得

分 M=3.31(t=-2.58*，p<.05)皆高於前測平均得分 M=2.73分，檢定分析結果顯示介入

方案能顯著增進學生健康生活技能能力，而對照組後測結果則顯著退步(t=2.70，

p<.01)  (表 4-4-1、圖 4-4-1)。 

     表 4-4-1 介入方案研究對象前後、後後測結果總表 

變項名稱 組別 前測 後測 後後測 前-後測 前-後後測 

M SD M SD t值 SD t值 t值 

知識 實驗 4.70 1.40 5.84 1.02 5.71 .94 -6.02
***
 -5.96

***
 

對照 4.07 1.30 4.27 1.25 - - 1.08ns - 

行為 實驗 17.05 2.53 19.25 3.28 20.11 2.67 -5.43
***
 -7.19

***
 

對照 18.22 2.45 17.29 3.48 - - 2.02
*
 - 

行為意圖 實驗 24.29 6.00 24.86 6.61 24.67 5.96 -0.57ns -0.37 

對照 24.95 7.46 25.02 7.27 - - -0.08ns - 

自我效能 實驗 42.55 9.64 46.11 10.57 45.53 9.07 -2.69
**
 -2.13

*
 

對照 48.20 10.42 45.20 12.27 - - 2.31
*
 - 

生活技能 實驗 2.73 1.24 3.04 1.25 3.31 1.12 
-1.67

*
 -2.58

*
 

對照 3.16 1.41 2.51 1.33 - - 2.70
**
 - 

註 1.ns p>.05，﹡p<.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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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學生健康體位知識前後測答對率分配 

題目 前測 

(%) 

後測 

(%) 

後後測 

(%) 

1. 以下那一項可以用來評估自己的體位是否符合健康標準？ 73 93 96 

2. 下列有關健康體位的敘述，何者正確？ 84 95 93 

3. 下列哪一項是較健康的維持健康體位的方式？ 
80 100 100 

4. 根據 3-6 年級每日飲食建議量，下列哪一項敘述正確？ 34 55 45 

5. 關於健康飲食的概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86 93 91 

6. 每日三餐應以哪一類食物為主食？ 
88 98 91 

7. 下列關於「中等費力」身體活動的敘述，何者錯誤？ 
25 57 58 

註 1.ns p>.05，﹡p<.05，﹡﹡﹡p<.001  
 

 

表 4-4-3 學生健康行為前後測得分分配 

題目 平均數 t值 

(前-後後) 
前測 後測 後後

測 

1. 過去七天中，有幾天喝含糖飲料 3.57 3.71 3.77 -1.20 

2. 過去七天中，有幾天吃油炸食物？ 4.32 4.20 4.32 0.00 

3. 過去七天中，有幾天吃三份蔬菜？ 1.88 4.09 4.05 -9.27*** 

4. 過去七天中，有幾天吃兩份水果？ 3.73 3.73 4.14 -2.41* 

5. 過去七天中，有幾天中等費力的身體活動累計達 30分

鐘？ 
3.55 3.52 3.82 -1.31 

註 1.ns p>.05，﹡p<.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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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學生健康體位行為意圖前後測得分分配 

 平均數 t值 

(前-後後) 前測 後測 後後測 

1.我未來一個月少喝含糖飲料的可能性 3.20 3.32 3.44 -1.29 

2.我未來一個月不喝含糖飲料的可能性 2.86 3.07 2.95 -.35 

3.我未來一個月少吃油炸食物的可能性 3.32 3.41 3.42 -.51 

4.我未來一個月不吃油炸食物的可能性 3.16 3.20 3.04 .76 

5.我未來一個月每天都吃三份蔬菜的可能性  3.95 3.93 4.07 -.60 

6.我未來一個月每天都吃兩份水果的可能性  4.04 3.98 3.98 .55 

7.我未來一個月每天中等費力身體活動累計達 

30 分鐘的可能性 
3.77 3.95 3.67 .48 

 

表 4-4-5 學生健康自我效能前後測得分分配 

題目 平均數 t值 

(前-後後) 前測 後測 後後測 

1-1 我能清楚表達對自己目前身材的感受 3.55 4.00 4.00 -2.39* 

1-2 我能清楚表達對自己飲食現況的感受 3.66 3.93 3.98 -2.28* 

1-3 我能清楚表達對自己運動現況的感受 3.80 4.07 4.13 -1.94 

2-1 我能依健康的原則分析所選擇飲食的優點  3.55 3.89 3.76 -1.35 

2-2 我能依據飲食的優缺點，決定較健康的飲食  3.86 3.98 3.87 -.21 

3-1 我能找出自己的飲食習慣所發生的問題  3.50 3.91 3.78 -1.67 

3-2 我能找出自己的飲食習慣所發生的問題，提出 

可行的改善方法 

3.34 3.79 3.65 -1.84 

3-3 我能執行並檢討我所提出的飲食改善方法  3.36 3.61 3.6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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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我能監督並紀錄自己的身體活動情形 3.54 3.70 3.67 -.62 

4-2 我能依據紀錄的結果，反省及重新設定身體活

動的目標 
3.54 3.71 3.67 -.47 

4-3 我能為促進自己的身體活動訂定計畫與自我獎

勵活動 
3.27 3.66 3.64 -1.90 

5 我能設定具體可行的目標，以達到規律的身體活

動 
3.59 3.86 3.75 -1.00 

註 1.ns p>.05，﹡p<.05，﹡﹡﹡p<.001 

 

表 4-4-6 學生健康體位生活技能前後測得分分配 

 平均數 t值 

(前-後後) 前測 後測 後後測 

1. 小美一直覺得自己很胖，在學會 BMI的計算以

後，才發現自己是屬於理想體位，這時候如果

你是小美，以下哪一項比較符合你的想法? 

48 70 87 -5.26*** 

2. 阿寶放學途中時，覺得有點口渴，這時幾位同

學相約去買冰涼的含糖飲料來喝，如果你是阿

寶，以下哪一項比較符合你的選擇呢？ 

75 64 67 .94 

3. 這張圖片是大偉晚餐所吃的食物內容與份量的

體積比例 
57 70 69 -1.36 

4. 明志依照自己的需要，訂定了這個月每天要有

中等費力身體 30分鐘的健康目標，如果你是

明志， 以下哪一項是比較符合你會採取的作法

呢？ 

64 70 69 -.42 

5. 曉莉目前的情況是有動機想要從事規律身體活  

動，但還沒有實際做到，如果你是曉莉，你會為

自己設定以下哪一項行動目標呢？ 

                                                               

29 30 36 -.75 

註 1.ns p>.05，﹡p<.05，﹡﹡﹡p<.001 

 



 31 

 

圖 4-4-1 實驗組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成效統計圖 

第五節 實驗組介入方案之過程評價 

(一)教學課程反思與回饋 

(1)生活技能教學模組 

 教學者:『生活技能著重同學小組討論，需花費很多時間，如課前準備不夠會讓學生 

         無法聚焦需要討論的問題上，這次在分配教學總堂數時，忽略此教學現場  

        的狀況，所以發現課程壓縮有些緊湊，這是以後要修正改正的部分。』 

學伴觀察:『有些學生的健康體位相關知識不足，會在討論時間不專心或無法發言，   

          教學者會注意適時處理並引導同學參與討論。』 

學生:『上課很活潑，老師會叫我們舉手發表意見，但在討論時有些同學一直搗蛋， 

      很生氣』、『我還蠻喜歡這樣的課，因為有時我很想問問題，以前就不太敢』 

(2)生活技能桌遊教學 

教學者:『桌遊一向是學生最喜歡的教學方式，這次的桌遊卡牌設計特別使用如何運 

     用生活技能的方法，來解決生活情境中學生常見的健康問題，這樣教學方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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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熟悉生活技能內容，而且遊戲中學習專注力高』 

學伴觀察:『學生玩桌遊時非常認真專心，但有時會忘情地大聲喧嘩，此時教學者會 

        適時掌控秩序；看學生在執行卡牌上指令動作時，表情是愉悅的，但有時學 

        生會忘記宣讀卡牌上生活技能的教學內容，教學者會重複提醒學生覆誦卡牌 

       內容』 

學生:『桌遊很好玩但也有困擾，因為有些指定動作會破壞我和同學的感情，很讓我 

     為難』、『卡牌上的一些情形和我們日常碰到的問題很像喔！原來我也可以這麼 

     做啊！』 

(二)學生與家長焦點訪談討論 

(1)學生焦點訪談題目／你認為 85210(健康體位)的健康行為中，哪些健康行為，你自

己(最容易/最難)做到?為什麼? 

學生：『睡足八小時是最容易做到的』『我最容易做到的是運動三十分鐘』『喝白開水 

   對我來說是最難的，因為喝起來沒有味道』『我最難做到的是家裡大人都會買 

   飲料在家裡，想喝就有得喝很難不喝飲料』 

(2)家長問卷訪談題目／含家長健康認知、家長維持學生健康行為過程、學校提供的 

 資源與協助三大面向 

家長彙整資料：『家長健康認知以天天五蔬果最低』『維持學生健康行為以會規定及鼓 

       勵學生多吃蔬菜行為最多』『需要學校提供資源協助是喝含糖飲料及 

       不愛吃蔬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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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實驗組介入結果方案討論 

    由本研究結果發現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可以顯著提升學生對健康體位知

識、行為成效，與許多研究文獻中使用有效策略結果一致如:包括健康飲食、身體活

動與體型意識的課程內容，在學校增加身體活動課程與活動，並提供發展個人身體活

動技能學習；支持兒童每日健康飲食的環境與文化實踐；父母支持與家庭活動以鼓勵

兒童更多身體活動、吃健康食物以及減少觀看螢幕的靜態時間(康秀玉,2013；楊靜昀

等人,2016；Elizabeth et al.,2011;Levy et al.,2012)。其中學生生活情境中含糖

飲料行為是個棘手急需解決的問題，研究者在文獻查證中許多研究結果這項行為指標

成效大都不彰(易曉吟,2013、葉麗芳,2009、國民健康局,2009)，故針對此問題，學

校研究團隊以生活技能教學為實施策略，發現含糖飲料行為平均值得分可提升至 3.77

並達延宕成效，由於含糖飲料與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高血壓等慢性病發生風

險有相當的關聯性(程韻靜,2016、吳元暉,2015,2016)，也會影響生長激素分泌(健康

世界編輯部,2016)鑒於以上疾病的影響，更彰顯學生學習拒糖/減糖行動的重要。 

    此次研究生活技能能力成效採用貼近學生生活經驗之情境題目，對學生來說是新

的嘗試，學生對素養題題型方式有些陌生及具有理解難度，前測時就發現得分分布大

都落在 20至 60區間，但經過素養教學介入後，可提升至 70至 80區間。健康教學單

元都應以健康素養技能為核心概念，學習方式重視情境演練，讓學習者獲得互動與經

驗性的學習經驗，更應提供充足的學習時間(Aldinger,& Whitman,2005; Marks, 

2012)這與國內運用生活技能教學促進研究對象健康行為的研究多能獲得成效相同，

如:高松景(2011）以生活技能為主並運用行為改變理論，對高中生實施性教育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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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介入有顯著立即效果及延宕效果；黃九美(2008)以生活技能設計教學課程對

七年級學生的性教育成效，研究結果顯示教 育介入能有效提升研究對象認知類及情

緒因應類生活技能，上述多數課程皆融入生活技能於教學中且運用多元策略來達到健

康素養及行為的養成。(高松景、晏涵文、劉潔心,2011；黃久美等人,2008)。 

第伍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對學生健康體位知識、行為、自我

效能與生活技能能力具有立即成效及延宕成效，表示除了知識的提供是重要的一環，

若能將自我察覺、做決定、目標設定、自我管理與監控、增進溝通與協商技能，以及

問題解決等具體練習經驗的「生活技能」（Life Skills）融入教學與活動中，並以學

校為本位合併教學與環境因子設置，則更有效廣泛的影響學生在健康行為的成效。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1)鼓勵學校團隊呼應 108新課綱素養導向的理念

設計健康體位校本課程，在「自發」、「互動」與「共好」三個層面的基礎下，強化素

養導向學校本位，結合「生活技能」、「家長參與」與「社區結盟」等策略方式推動 

(2)提高家長與教職員工的參與度，可透過會議、座談會或家長會達成共識，共同訂

定健康願景與目標(3)生活技能教學活動設計應同步設計家長教育之介入課程，可多

加使用寒暑假生活技能親子共學學習單或假日親子實作體驗方式，以強化家長參與學

生健康行為實踐的能力。 

心得分享 

  學校在校長全力支持，堅持走在促進學校整體成員健康的道路上，為了校本課程

融入 108新課綱素養導向，從 107學年度積極聘請龍芝寧主任多次到校協助教師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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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技能教學內涵、技能提升及完成撰寫生活技能素養教學教案，更為了讓教學更完

整，努力爭取社區生活技能融入健康體位專案資源結盟，只期盼校內外整體成員能達

到健康生活與快樂校園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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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學教案 

邁向 12 年國教+健康促進學校發展學校本位健康課程 

教學活動設計 

健康議題 健康體位-要吃就要動 

實施年級 國小 5-6年級 

教學科目/時間 

V 領域課程：   數學     科     彈性課程 

教學時間：     1   節  40  分鐘 

學生生活 

需求或挑戰 
(阻礙因子+保護因子) 

到處林立的連鎖便利商店、超市、飲料店，販售著各式各樣的零食、飲料

及加工食品，誘惑著兒童攝取過多的熱量，加上學生課後常在安親班以及

補習班度過，運動時間普遍不夠，產生了許多健康問題，(阻礙因子) 

讓學生認識飲食中紅燈食品及含糖飲料含有多少熱量以及需要多少的運動

時間才能消耗這些熱量，學生便能進一步學習自己作決定如何控制熱量的

攝取，及如何安排運動時間來消耗過多的熱量。此外，也配合數學情境題

目的演練問題了解紅燈食品及含糖飲料含有過多的熱量，進而讓學生能針

對自己的不良的飲食習慣進行改造。(保護因子) 

12年國教 

核心素養 

(勾選) 

A1.身心健康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健康促進 

融入生活技能 

(勾選) 

自我覺察 自我管理與監控  有效拒絕 

.解決問題  做決定 目標設定 

支持環境 

實證策略 

(勾選) 

家長參與：家庭作業提供健康飲食相關議題的數學演練題。 

社區結盟：使用社區飲食商店販賣的餐飲為題目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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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把知識、技能、態

度整合，強調學習是

完整的) 

能藉由比值相等的概念，計算出日常生活中常見零食的熱量攝取

以及消耗這些熱量所需要的相對運動量，並自我檢視飲食行為，

進而自己作決定如何控制熱量的攝取，及如何安排運動時間來消

耗過多的熱量。 

教學活動說明 

(能呈現情境、脈絡化的學習歷程，強調主題、探究與表現，朝向學習意義的感知及真正的理解) 

(一) 

生活技能概念 

啟發學生認識生活

技能內容與重要性 

(5分鐘) 

1. 複習「比的意義」、「比的記法」以及「比值的意義」概念。 

2. 演練題目:1 塊炸雞排的熱量對所需跑步時間的比怎麼記?比值是多少? 

 

 

 

 

 

 

 

 

(二) 

生活技能演練 

模擬情境中，體驗
與演練技能歷程與

步驟 

(25分鐘) 

1. 配合課本演算題，透過等值分數，理解相等的比，並能用等號記錄相

等的比。  

2. 教師運用「常見零食熱量與運動時間對照表」引導說明所攝取的零食

熱量以及要消耗這些熱量所需要花費的運動時間。 

 

 

 

 

 

 

3. 演練題目:下表是洋芋片片數與跑步時間對照表。 

洋芋片(片數) 9 18 27 

跑步時間(分鐘) 10 20 30 

  ○1 洋芋片片數對跑步時間的比怎麼記? 比值各是多少? 

  ○2  
9

10
、

18

20
 和 

27

30
 相等嗎? 

(三) 

生活技能維持 

引導學生應用於真
實生活情境中 

(10分鐘) 

1. 先讓學生計算若要吃 4.5 片洋芋片，需要花多少跑步時間? 

2. 教師準備洋芋片，讓學生自己做決定是否要吃洋芋片，要吃洋芋片(4.5

片)的人，吃完後跑操場 5 分鐘。 

3. 若決定不要吃洋芋片的學生，就一同到操場觀察。 

4.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自己的決定。 

 

熱量:330 大卡    

需跑步 30 分鐘才能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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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自編設計)  

生 活 技 能 融 入 健 康 體 位 活 動 方 案 

活動主題 □健康吃-均衡飲食  ■快樂動-規律運動  ■好體位-維持健康體位 

活動名稱 身體樂動『躍』健康 

教學對象 全校學生、社區家長 

活動時間 配合學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 

活動目標 

1. 強化學生及家長身體活動技能 

2. 讓學生及社區家長了解增強健康體位，從每天規律身體活動開始 

3. 累積學生各項體育技能經驗，能完成設定適合的運動目標 

健康促進 

支持性環境 

策略 

■社區結盟 

■家長參與(親子共學) 

□健康物質、社會環境(營養午餐) 

■跨領域課程協同 

□其他 

活動流程 

一、準備活動 

1.擬定身體樂動『躍』健康活動計畫(附件一) 

2.發給學生、家長身體樂動『躍』健康活動親子闖關單(附件二) 

3.活動海報張貼 

二、發展活動 

1.以活動看板統一說明飲食與運動熱能消長原則 

 

 

 

 

 

 

 

 

 

 

2.以活動看板統一說明闖關項目中身體活動強度介紹 

(1)每天活躍生活 60分鐘(1小時)以上、240分鐘以上增活力 

(2)身體活動強度與類型說明 

【中等費力的活動】是跟快走差不多強度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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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球            桌球             樂樂棒      一般速度游泳 

 

 

 

 

                     

   

 

 

(拿二包 A4的紙)         舞蹈 

拿有點重的東西         (健身操)               飛盤 

                  

【費力的身體活動】是跟慢跑差不多強度的活動 

   

 

 

 

 

 

     籃球          快速度游泳           跳繩             拿重的東西 

                                                        (10 公斤重物) 

3.活動以闖關形式辦理，各關主由校內教職員工及社區家長擔任 

4.活動前每位學生發下一張闖關卡(附件二) 

5.學生依個人意願選擇過關次序完成闖關卡項目 

6.老師給予回饋及說明 

(1)依據闖關卡再次複習說明身體活動強度類型 

(2)依據闖關卡說明每天要有中等費力的身體活動 60分鐘以上，每週至少 

   420分鐘以上而且每次身體活動至少須要持續活動 10 分鐘以上 

三、總結活動(過關獎勵) 

闖關卡頒獎及抽獎活動 

四、延續活動(親子學習單)-動態生活行動家(附件三) 

預期成效 

1. 參加的學生能回答正確的身體活動強度與類型達 80% 

2. 參加的學生能正確勾選闖關卡身體活動強度類型達 70% 

3. 親子學習單能達到中等費力身體活動時間超過 60分鐘達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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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方式 

1. 抽問學生 

2. 隨機抽出 20 張學生闖關卡，檢核學生填寫正確的人數 

3. 隨機抽出 10 張學生學習單，檢核學生達到親子身體活動時間的人數 

活動材料 

1.各關卡運動道具 (如:跳繩、球、角標等) 

2.闖關卡及學習單 

3.自製解說看板  

相關資源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生活技能融入健康體位教學手冊(國小版) 

董氏基金會三樂小子俱樂部教學資源簡報-生活中的運動小技巧，我是運動模範生 

 

跨領域課程(自編設計)  

 

邁向 12 年國教+健康促進學校發展學校本位健康課程 

教學活動設計 

健康議題 健康體位-健康體位特攻隊(延伸課程) 

實施年級 五年級 

教學科目/時間 
■領域課程：     藝術與人文    科     彈性課程 

教學時間： 三 節 120 分鐘 

學生生活 

需求或挑戰 

(阻礙因子+保護因子) 

面對到處林立各式各樣的便利商店、夜市及小吃店，販售著各式各樣的高熱量食物及加

工食品，誘惑著兒童攝取過多的熱量，產生了許多飲食不均衡所引發的健康問題。 

讓學生體會均衡飲食的重要性，認識飲食中六大類食物，學習以「我的餐盤」圖像搭配

口訣，引導學生要吃足蔬果、乳品及堅果種子量，而不是著重飲食建議份量。此外，配

合家庭飲食情境動手做出我的健康餐盤模型檢視並表明自己促進健康立場，增進群體的

健康。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健康促進融入生活技能 

 

自我覺察 (以健康餐盤方式呈現目前家庭飲食現況) 

做決定 (選擇食物情境中展現出均衡飲食的健康抉擇) 

倡議宣導 (以具體事例表明自己促進健康立場，增進群體的健康) 

支持環境實證策略 
健康教學：健康課程實施健康體位特攻隊教學模組充實先備知識及技能 

家長參與：親子學習單提供健康餐盤相關資訊 

學習目標 能自我檢視飲食行為進而演練作決定技能，在選擇食物情境中展現出均衡飲食健康抉

擇。 

教學活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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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活技能概念 

啟發學生認識生活技能內

容與重要性 

(10分鐘) 

1. 教師提出「健康想一想：健康餐盤」情境問題：請同學發表這個暑假的『我家餐盤聰明

吃』親子學習單已完成的家庭健康餐盤和國民健康署健康餐盤的示範版本是否有一樣或不

一樣的地方？ 

2. 歸納：六大類食物均衡飲食多樣化的重要性 

 (1) 每天早晚一杯奶 

  (2) 每餐水果拳頭大 

  (3) 菜比水果多一點 

  (4) 飯跟蔬菜一樣多 

  (5) 豆魚蛋肉一掌心 

  (6) 堅果種子一茶匙 

3. 教師回饋： 

  面對飲食的選擇大家不一定相同，要如何做出比較健康的選擇，有助於健康體位的維持

呢？ 

(二) 

生活技能演練 

模擬情境中，體驗與演練

技能歷程與步驟 

(20分鐘) 

1. 教師配合以小組成員中選出「我家餐盤聰明吃」學習單的家庭健康餐盤圖像進行分組

討論：選出最符合國民健康署健康餐盤示範的版本。 

2.各組討論後，指派代表同學上臺發表。 

3.教師回饋統整說明：健康的飲食選擇要符合 3-6 年級學生每日飲食建議量、健康飲食原

則(五蔬果、兩份乳品類、盡量喝白開水) 

4.教師引導學生選出各組中最符合健康餐盤原則的家庭健康餐盤版本預備成品的製作 

(三) 

生活技能維持 

引導學生應用於真實生活

情境中 

(10分鐘) 

1.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經過上面的討論，是否有改變你的家庭健康餐盤概念？為什麼？ 

2. 請 2-3位學生分享。 

3. 教師結語：日常生活中飲食問題都可以獨立思考或小組合作，利用問題解決技巧，找 

   到改善解決方法，讓大家能維持健康體位。 

4.教師預告連續兩週藝術與人文課程『健康餐盤成品』實作及作品產出。 

 

 

 

 

 

 

 

 

 



 44 

附件二 校本課程規劃與討論 

新盛國小辦理 108新課綱校本彈性課程發展紀要 
編

號 
日期 大事紀要 

備註 

1 
107/04/18 週三進修-健康促進學校-生活技能

教學研習(講師龍芝寧主任) 

各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案例分享 

2 

107/06/20 週三進修-年段會議-課程設計與規

畫(確定以健康促進議題為校本彈

性課程 

初步確定以健康促進議題發展各年段校

本彈性課程，低年級視力保健、中年級

口腔衛生、高年級健康體位 

3 

107/09/05 期初校務會議形塑願景，凝聚共

識。 

確定本學年起，以一年為期，發展健康

促進議題為校本彈性課程，並安排一系

列週三進修課程。 

4 
107/09/19 週三進修-校本課程討論及研發

(一)-講師龍芝寧主任 

 校本課程架構建立 

5 
107/10/17 週三進修-校本課程討論及教案研

發(1) 

選擇以年段為單位，每年段發展 1-2個

教案初探 

6 
107/10/24 週三進修-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

共識研習 

教案確定(email龍主任) 

7 
107/11/14 週三進修-校本課程討論及教案研

發(2) 

試教心得討論，並修正教案 

8 

107/12/19 週三進修-校本課程討論及教案研

發(二)-講師龍芝寧主任 

討論教學實施及補強教案內容 

9 
108/01/09 週三進修-校本課程討論及教案研

發(3) 

老師實施教學與觀摩，並討論教學內容

(依檢核表實施) 

10 

108/03/20 週三進修-校本課程討論及教案研

發(4) 

 老師實施教學與觀摩，並討論教學內

容(依檢核表實施) 

11 

108/04/17 週三進修-校本課程討論及教案研

發(三)-講師龍芝寧主任 呈現教學及學習成果 

12 109/9/11 
週三進修-校本課程生活技能教學

後討論-講師龍芝寧主任 
呈現教學及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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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成果照片（生活技能－健康教學） 
  

健康教學-生活技能模組 健康教學-我的健康餐盤製作 

  

健康教學-健康飲食桌遊製作 健康教學-生活技能桌遊教學 
    

健康教學-生活技能模組 健康教學-我的健康餐盤影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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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成果照片（家長參與－親子共學） 
  

親子共學學習單-自我監督 親子共學學習單-自我覺察 
   

親子共學學習單-健康餐盤自我覺察 親子共學學習單-健康飲食作決定 
  

親子共學學習單-運動便利貼 親子共學學習單-家庭健康菜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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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成果照片（社區結盟－健康教學活動） 
  

社區結盟-桌遊教具提供 社區結盟-生活技能海報提供 
  

社區結盟-生活技能目標設定關卡活動 社區結盟-生活技能目標設定關卡活動 
  

社區結盟-生活技能目標設定闖關活動 社區結盟-生活技能目標設定關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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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成果照片（校本課程－生活技能小書製作） 
 

 

生活技能健康小書－健康沒得比 生活技能健康小書（自我覺察） 

 

 

生活技能健康小書（自我管理與監督） 生活技能健康小書（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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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健康體位素養導向介入方案成果照片（校本課程－教師學習歷程） 
 

 

健康素養校本課程－教師增能 健康素養校本課程－教師素養增能研習 

 

 

健康素養校本課程－課程設計 健康素養校本課程－課程設計 
  

健康素養校本課程－桌遊設計課程 健康素養校本課程－課程教具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