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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健康養成班 人數 34人(男:23 女:11 ) 

執行策略摘

要 

1. 檢視學校健康體位六面向，持續推動與調整新增相關項目。 

2. 成立健康養成班，針對體位過重及肥胖學生進行相關宣導課程，著重運動

與飲食兩方面。 

3. 規劃班際體育競賽活動：大跳繩比賽、定點投籃、足壘球比賽等。 

4. 辦理營養教育宣導講座，結合環境教育，舉辦挑戰青菜完食少廚餘活動。 

5. 增添情境佈置，張貼相關宣導海報。 

量性分析成效重點摘要  

研究工具: BMI、健康體位調查問卷 身高、體重、BMI前後測時距: 約 5個月 

問卷前後測時距: 約 2個月 

變項名稱 前測值 

M(SD) 或 

% 

後測值 

M(SD) 或 

%  

t值 

或 X2 

P值 結果簡述 備註 

 

身高 162 163.7 

 

-8.311 .000 後測的身高顯著高於前測 成對樣本

t檢定 

體重 68.9 69.1 -.347 .731 未達顯著 成對樣本

t檢定 

BMI 26.2 25.7 2.358 .024 後測 BMI值顯著低於前測 成對樣本

t檢定 

體位分佈 肥胖 22 

過重 8 

適中 4 

肥胖 16

過重 11

適中 7 

 .011 體位維持不變的人數共有 25

位，另有 9位學生的體位在

前後測上有所變化，皆是呈

現進步的趨勢，6位學生由

肥胖轉為過重，3位學生則

從過重降至體位適中。 

卡方分配 

飲水量達

成率 

55.90% 55.90% .196 .078 未達顯著 成對樣本

t檢定 

睡眠時數

達成率 

55.90% 52.90%   未達顯著  

運動量達 35.30% 29.40%   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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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率 

一日蔬菜

建議量達

成 

52.90% 47.10%   未達顯著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若無則不需填寫) 

研究工具: 健康養成紀錄表、學生訪談稿 

訪談體位分布變化有進步的學生，歸納出以下 4點特色： 

1.自我意識的重要性。 

2.對課程持正面評價。 

3.飲食、運動雙管齊下。 

4.自我實驗的有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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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更美好的自己： 

從健康養成班轉化為校園永續經營之行動研究 

摘要 

   「全民皆須行動（Everybody Needs to Act）」，為今年世界肥胖日的主題，顯示肥胖問

題已是每個人都需要關注的議題。依據臺北市國中小學生健康資訊系統健康指標，以 109學

年度的國中數據資料為例，本校的體位適中率不僅低於臺北市和全國，而且體位過重與肥胖

的比率皆高於臺北市和全國，因此，如何降低過重及肥胖比率，提升體位適中率，實為本校

需著力的方向與關注的重點。 

    本研究目的有三：首先為增進學生對健康體位內涵的認識，其次是提升學生在飲水、睡

眠、運動、食用蔬果方面的達成率，第三，降低參與學生的肥胖與過重比率。研究方法採用

行動研究法，主要探究健康養成班的成效，透過立意取樣的方式，邀請過重與肥胖的八年級

學生參加，研究對象為參與該班之學生共 34位。研究工具包含量性與質性之資料。 

    研究結果發現，在量性結果方面，藉由成對樣本 t檢定及卡方分配統計分析，得出以下

三點：(一)身高與 BMI這兩項皆有達到顯著，顯示造成 BMI差異的原因是來自於身高的變

化，因身高的高度增加而導致 BMI下降。（二）在前後測中，體位維持不變的人數共有 25

位，另外 9位學生的體位在前後測上有所變化，皆是呈現進步的趨勢，6位學生由肥胖轉為

過重，3位學生則從過重降至體位適中。(三）前後測的健康體位調查問卷未達顯著差異，在

飲水、睡眠、運動和一日蔬菜量達成率方面，整體來看雖然未達成效，但聚焦於 9位進步學

生在這些項目上的前後測，達成率則有提高的現象。在質性結果方面，歸納兩位進步學生的

訪談資料，得出以下四點有助於學生體位的變化：（一）自我意識的重要。（二）對課程持正

面評價。（三）飲食、運動雙管齊下。（四）自我實驗的有感度。 

 

關鍵字： 

BMI、體位分布、健康養成班 

 

聯絡人： 

姓名：李安琦 e-mail：loveseattle2013@gmail.com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 201號   

mailto:loveseattle20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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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全民皆須行動（Everybody Needs to Act）」，為今年世界肥胖日的主題，顯示肥胖問題

已是每個人都需要關注的議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早在 1997

年就將肥胖視為是一種慢性病，肥胖不只會造成體能衰退，還可能增加罹患糖尿病、心血管

疾病、惡性腫瘤等病症的風險。根據 2020 年衛福部統計的國人十大死因，其中有八項都是

與肥胖相關。另外，最近研究也顯示肥胖會增加罹患新冠肺炎時的住院和重症風險。 

    世界肥胖聯盟（World Obesity Federation）估計全球有 8 億人有肥胖症，更指出兒童肥胖

問題日益嚴重，預估在 2030 年將有 2.5 億名肥胖兒童。依據衛福部 108 年健康促進統計年報

報告，2016-2019 年臺灣成人過重及肥胖的比率高達 47.9％，也就是有將近一半的成人有體

重的問題，而兒童及青少年方面，2019-2020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國小生的過重及肥胖比率

為 30.7%，國中生的過重及肥胖比率則達 31.3%，反映出肥胖已是國人不容忽視的健康問

題。因此，為了增進個體的身心健康，降低未來的肥胖比率，實則有必要從小紮根正確的健

康體位觀念，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 

    以下就學校背景以及現況問題進行分析，並闡述本校為何需特別關注健康體位議題，最

後提出研究目的。 

（一）學校背景 

    本校位於臺北市萬華區，交通便利，鄰近萬華車站與龍山寺捷運站，跨橋即可到新北市

板橋區與中和區，所以有部分學生居住於新北市，每日上下學則由家長接送或搭公車往返。

戶籍地址為萬華區的學生，除本校之外，另有三間學校可選擇就讀，但部分家長因升學考

量，而讓孩子跨區至升學率較佳的國中就讀。 

    學校周邊較缺乏文教氣息及相關資源，大多數學生家長為勞工階層，部分的家長就在鄰

近的果菜批發市場、環南綜合市場等大型農產集散地工作。由於工作時間較長，作息時間不

同一般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有些學生缺乏照顧與管教，因而衍伸相關的問題，如生活習慣不

佳、不注重均衡的飲食等情形，進一步影響身心的健康，而可能導致其他的行為偏差問題。

此外，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學生具有低收、中低收、單親、隔代教養或新住民等單一或雙重身

分，其中多半是每學期午餐補助需補助的弱勢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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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由於學生的家庭功能無法有效發揮，無論是良好習慣的建立抑或是經濟的支

持，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之下，學生更易於落入不健康的生活型態。因此，學校方面的介入與

影響就益發重要，如何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觀念，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是初步預達成的目

標，更進一步期望學生透過學習的體會與改變，能帶回家庭中，從個人的轉變，影響至家

庭，擴展於社區，打造健康樂活的風氣。 

（二）現況問題 

    依據臺北市國中小學生健康資訊系統健康指標，以 109 學年度的國中數據資料為例，本

校健康體位項目與全國、臺北市以及萬華區比較，如表 1-1。 

 

表 1-1  109 學年度全國與臺北市的國中生體位分佈百分比 

區域 過輕 適中 過重 肥胖 過重及肥胖 

全國 7.45% 62.68% 12.57% 17.30% 29.87% 

臺北市 7.82% 66.39% 11.85% 13.93% 25.78% 

縣(市)內各校

最小值 
4.13% 53.25% 6.61% 6.89% 15.56% 

縣(市)內各校

最大值 
11.59% 76.62% 18.34% 24.56% 38.46% 

縣(市)內各校

中位數 
7.86% 65.75% 11.80% 14.06% 25.89% 

萬華區 7.75% 60.78% 11.86% 19.61% 31.47% 

區內各校 

最小值 
7.28% 59.23% 8.21% 18.32% 29.70% 

區內各校 

最大值 
8.06% 62.87% 13.08% 22.50% 32.71% 

區內各校 

中位數 
7.64% 61.82% 11.70% 19.07% 30.61% 

萬華國中 7.35% 59.04% 13.54% 20.07% 33.61% 

    臺北市國中的體位適中率高於全國；體位過重及肥胖比率則低於全國。若以本校所在的

萬華區來看，顯示該區國中生的肥胖問題嚴重，肥胖比率不僅高於臺北市也高於全國，而本

校的體位適中率不僅低於臺北市和全國，且體位過重與肥胖的比率皆高於臺北市和全國。此

突顯出健康體位議題對於本校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因此，如何降低過重及肥胖比率，提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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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適中率，實為本校需著力的方向與關注的重點。 

    進一步分析本校目前在學學生的健康體位資料，特別是過重及肥胖比率的項目，如表 1-

2。九年級與八年級學生的統計資料顯示，隨著入學年段的提升，過重及肥胖比率有逐漸下

降的趨勢，若以當前的學期來看，九年級的過重及肥胖比率最低，七年級的過重及肥胖比率

最高。由於七年級剛入學，對於學校相關措施以及班級事務較不熟悉，尚有許多方面需適應

與學習，而八年級學生已在校一段時間，且還未面臨大型考試的繁忙學習階段，較有時間可

安排相關的介入措施，所以選擇八年級學生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表 1-2 本校 108~110 學年度各年級過重、肥胖體位分布百分比 

各年級體位

分布百分比/

學年度 

（學期）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過重 肥胖 
過重及

肥胖 
過重 肥胖 

過重及 

肥胖 
過重 肥胖 

過重及

肥胖 

110 學年 

第一學期 
15.53% 25.57% 41.10% 13.71% 21.37% 35.08% 13.82% 18.53% 32.35% 

109 學年 

第二學期 
13.36% 21.05% 34.41% 17.70% 15.34% 33.04% 

 
109 學年 

第一學期 
13.36% 22.27% 35.63% 15.59% 16.76% 32.35% 

108 學年 

第二學期 
15.93% 20.35% 36.28% 

 
108 學年 

第一學期 
14.75% 20.94% 35.69% 

 

    在表 1-3八年級學生歷年體位統計資料中，自入學年度開始（109學年度）至 110學年

度，肥胖的比率都明顯高出過重的比率，所以首要的目標會是優先降低肥胖的比率。但是減

重並非是短時間可獲致的成果，需要長時間持之以恆地行動，因此，需要讓肥胖的學生可透

過逐步漸進的方式，先行經至過重的這一階段，再達到體位適中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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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 八年級學生歷年體位統計資料 

學年 體位分布 

過輕 適中 過重 肥胖 合計 

109 學年第 1 學期 
人數 23 136 33 55 247 

比率 9.31% 55.06% 13.36% 22.27% 100.00% 

109 學年第 2 學期 
人數 22 140 33 52 247 

比率 8.91% 56.68% 13.36% 21.05% 100.00% 

110 學年第 1 學期 
人數 26 135 34 53 248 

比率 10.48% 54.44% 13.71% 21.37% 100.00% 

 

（三）研究目的 

    1.增進學生對健康體位內涵的認識。 

    2.提升學生在飲水、睡眠、運動、食用蔬果方面的達成率。 

    3.降低參與學生的肥胖與過重比率。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109 學年度計劃實施的目標學生即為現在的八年級學生，根據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體

位統計資料，該年級（當學期為七年級）過重人數有 33 人，肥胖人數有 52 人，過重與肥胖

人數共計有 85 人。在當學期已發放相關通知單及家長同意書給這群目標學生，最後取得家

長同意參與健康養成班的學生，總共有 34 人，23 位男生，11 位女生。由於課程將安排於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進行，因此以當學期所測量之身高體重為基準，得出參與學生的體位分

布人數為體位適中 4 人，過重 8 人，肥胖則有 22 人。其中體位適中的 4 人，原先在 109 學

年度第二學期的體位為過重，但是在暑假這段時間身高與體重的變化，體位則達到適中的標

準，不過為了持續觀察學生的體位變化穩定度，在取得學生本人同意後，仍將這 4 位學生列

入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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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1.身體質量指數（BMI 值）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以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來衡量肥胖程度，其計算

公式是以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的平方。由於兒童及青少年還在生長發育的階段，

身高增長，體重也會變動，所以按衛福部公布之「兒童及青少年生長身體質量指數建議值」

作為參考，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 BMI標準，按正常入學之國中生的年齡階段來看，男生與女

生的 BMI值對照體位分布如表 2-1。 

 

表 2-1 12歲至 15歲男性與女性的 BMI建議值 

     性別 

     BMI 

 

年齡 

男性 女性 

過輕 

BMI＜ 

適中 

BMI 介於 

過重 

BMI≧ 

肥胖 

BMI≧ 

過輕 

BMI＜ 

適中 

BMI 介於 

過重 

BMI≧ 

肥胖 

BMI≧ 

12 15.2 15.2-21.3 21.3 23.9 15.2 15.2-21.3 21.3 23.5 

12.5 15.4 15.4-21.5 21.5 24.2 15.4 15.4-21.6 21.6 23.9 

13 15.7 15.7-21.9 21.9 24.5 15.7 15.7-21.9 21.9 24.3 

13.5 16.0 16.0-22.2 22.2 24.8 16.0 16.0-22.2 22.2 24.6 

14 16.3 16.3-22.5 22.5 25.0 16.3 16.3-22.5 22.5 24.9 

14.5 16.6 16.6-22.7 22.7 25.2 16.5 16.5-22.7 22.7 25.1 

15 16.9 16.9-22.9 22.9 25.4 16.7 16.7-22.7 22.7 25.2 

 

    學校每學期都有安排全校身高、體重測量，可以此數據得出參與學生的 BMI值。109學

年度第一學期（110年 9月）的身高、體重測量作為前測，109學年度第二學期（111年 2

月）的測量則列為後測。 

 

2.量性問卷 

    問卷來源為臺北市 110 學年度健康促進網路問卷，但列印出有關健康體位調查的紙本問

卷給學生填寫。這份健康體位議題問卷共分為九部分：基本資料、身體活動、睡眠、久坐、

飲食、信心、知識、體型及看法、做法，詳細內容請參考附錄。有關填答統計方式，前後測

特別關注這四個項目：學生飲水量達成率、學生睡眠時數達成率、學生運動達成率、學生一

日蔬菜建議量達成，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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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臺北市健康體位網路問卷填答統計格式一覽表 

項目 

學生飲水量 

達成率 

學生睡眠時數 

達成率 

學生運動 

達成率 

學生一日蔬菜 

建議量達成 

題號、題

目與選項 

第 14題 

你平均一天喝白

開水的量約有多

少 C.C.？ 

 □2000 C.C.  

 □1500 C.C.  

 □1000 C.C.  

 □500 C.C.  

 □不足 500 

C.C. 

第 4題 

要上學的日子，

每天你睡足幾小

時(包含中午午

休) ？ 

 □10 小時 

 □9小時 

 □8小時 

 □7小時 

 □6小時 

 □5小時以下 

第 2題 

這些天中，你平

均一週會花多少

時間在費力、中

等費力的身體活

動上？ 

 □75 分鐘以內 

 □75~150 分鐘 

 □151~210 分鐘 

 □211~300 分鐘 

 □5~7.5 小時 

 □7.5 小時以上 

第 10題 

你一天吃的蔬菜

量，依你的拳頭

為標準，總量通

常是 

 □超過 3拳 

 □3拳 

 □不足 3拳 

 □都不吃 

 

統計方式 

該題填答○1及○2

者／填答學生數

*100 

該題填答○1及○2

及○3者／填答學

生數*100 

該題填答○3 及○4

及○5 及○6 者／填

答學生數*100 

該題填答○1 及○2

者／填答學生數

*100 

 

3.質性工具 

(1)健康養成紀錄表 

為了幫助學生落實健康養成計畫，在最後一堂課程結束後，發放給學生每人一張「健康

養成紀錄表」。請學生自行記錄每日用餐情形以及運動項目，如下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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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別訪談紀錄 

    依據前後測的 BMI值結果，預計將體位分布變化有進步的學生列為訪談的對象。屆時會

遵守研究倫理原則，在取得學生的同意後才進行訪談，受訪學生則會以化名方式呈現訪談內

容。透過深度的訪談，以及開放式的問題，鼓勵學生分享自身的變化，例如詢問學生在這段

時間所採取的行動？是什麼動力讓他願意做出改變？分享一天的三餐飲食或運動項目、對於

健康養成班課程的感想等相關問題。 

 

三、研究過程 

（一）檢視學校健康體位的六面向 

 

六面向 持續進行與預計執行項目 照片參考 

1. 

學校衛

生政策 

(1) 每學期初召開學校健康促進暨衛

生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

員，學務主任為副主任委員，衛

生組長為執行秘書，委員包含各

處室主任、家長代表、年級教師

代表、護理師等。針對該學期健

康相關行事時程，以及健康促進

議題進行討論。 

 

圖為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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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訂定每日第二節下課，為 SH150

健走時間。 

2. 

學校物

質環境 

(1) 運動場地定時清掃、體育器材設

備定期維護，提供學生安全與舒

適的運動空間。 

(2) 重新規畫腳踏車放置區，並發放

車牌，提供學生可騎腳踏車上下

學的選擇。 

(3) 設置充足的飲水設備，並定期檢

驗清潔，供應學生安全及衛生的

飲用水。張貼飲水小叮嚀，鼓勵

師生每日喝千五水。 

(4)成立菜單審查小組，成員為年級

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其中一位

為營養師）及學生代表，每月定

期審核菜單。 

(5) 持續綠化校園環境，改善空氣品

質，營造清新宜人的學習場域，

另新增綠化空間。 

 

 

圖為室外籃球場及排球場。 

 

 

圖為菜單審查小組會議，委員們正在檢視下

個月的菜單。 

3. 

學校社

會環境 

 

(1) 營造友善校園氛圍，生教組用心

管教學生，輔導組耐心輔導學

生。老師們時時留意與關心學生

的狀況，適時引導學生對他者的

尊重與包容。 

(2) 利用牆面及公布欄，張貼相關海

報，達到潛移默化的靜教效果。 
 

圖為生教組長集合各班班長，進行生活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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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用集合時間，宣導健康體位，

提倡健康密碼 85210。 

調查相關說明。 

4. 

社區關

係 

(1) 定期清理通學步道的周邊環境。 

(2) 邀請社區人員或家長代表擔任交

通志工，讓學生可安心行走。 

(3) 假日開放校園場地，供社區民眾

運動休閒。 

 

圖為學校周邊人行專用道，社區交通導護志

工在路口執勤，讓學生能安心走路上學。 

5. 

個人健

康技能 

(1) 健康教育與體育課程皆落實教學

正常化。 

(2) 領域會議融入健康體位議題宣

導，鼓勵非健體領域的教師融入

課程。 

(3) 每學期辦理班際體育競賽活動。 

(4) 運動性社團確實運作，另新增橄

欖球社。 

(5) 辦理青菜完食活動，鼓勵學生多

吃青菜。 

 

圖為九年級健康教育課程，該堂課為健康體

位活動，學生互相量測腰圍。 

 

圖為七年級班際足壘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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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健康服

務 

(1) 每學期定期量測身高、體重，並

確實記錄與追蹤學生的體位分布

情形。 

(2) 成立健康養成班，針對體位過重

與肥胖學生，提供相關課程，給

予協助改善。 

 

圖為健康養成班相見歡，校長、學務主任皆

到場參加，校長正在勉勵學生。 

 

（二）修正過程 

    在前測問卷調查中，學生在做法這部分的回覆，如圖 3-1，透過學生的意見反映，試著

在運動以及多吃青菜、水果這兩方面調整與增加可行的做法。 

 

圖 3-1  增加運動時間的做法 

 

    在問卷調查的做法這部分，有關運動方面，「體育課好好上」被圈選的次數較多，接著

依序是「走路、騎腳踏車上下學」、「同學們多一起運動相互影響」、「增加下課、晨光運動時

增加下課、晨

光運動時間

11%

走路、騎腳踏車

上下學

24%

體育課好好上

26%

學校及老師加強

宣導

3%

安排「運動的好

處」相關課程

6%

同學們多一起運

動互相影響

17%

父母親鼓勵多運

動

8%

其他

5%

增加運動時間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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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等，勾選其他的說明為「跑步上下學」、「回家做有氧運動」、「打球」、「功課少一點」、

「假日外出」。普遍的學生認為「體育課好好上」是可增加運動時間的做法，顯示學校的體

育課程落實正常化教學，可確實提供充分運動的機會，學生才會覺得可以把握體育課的時

間。此外，體育教師會在課程中適時指導學生相關的班際體育競賽項目，例如上學期有七年

級的大跳繩比賽，而八年級則是定點投籃比賽。這些全年級的體育活動，不只能讓學生們有

共同目標一起運動，有些導師還會特意運用其他時間，如自習、班會或放學時間，帶領學生

一起練習，進而增加學生運動的時間。從這一題的做法的選填分析中，反映出學校在學生的

運動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倘若學生非走路或騎腳踏車上下學，在家也未進行相關的運動

活動，而假日也無安排運動時間，那麼運動的機會就只剩在校這段時間。後續除了讓學生確

實參與體育課程外，建議體育組或健體領域老師可討論增加班際體育競賽項目，或是擘劃全

校運動時間，增加學生可多運動的機會 

    在增加多吃青菜、水果的做法方面，如圖 3-2，填答次數較多的項目依序是「父母親鼓

勵多吃蔬果」、「同學們多吃蔬果互相影響」、「安排『吃蔬果的好處』相關課程」、「學校及老

師加強宣導」等，圈選其他的說明為「平常就有在吃」、「沒有肉的時候」、「玩遊戲」、「打成

果汁」、「家人準備不排斥的菜」。 

 
圖 3-2  增加多吃青菜、水果的做法 

學校及老師加強宣導

12%

安排「吃蔬果的

好處」相關課程

15%

同學們多吃蔬果互相影響

28%

父母親鼓勵多吃

蔬果

31%

覺得蔬果不好吃，所以

很難改變

5%

其他

9%

增加多吃青菜、水果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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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的填覆中，顯示家庭在學生飲食方面的重要性，父母或照護學生的重要他人，若

沒有健康飲食的習慣，未重視吃青菜和水果的價值，那麼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就很不容易攝取

到這些食物，如果是經常性外食的學生，就更難達到每日的蔬果量。因此，學校在這方面就

特別著重學生食用的營養午餐，招標規範中訂定廠商每週需提供兩次的水果，另外，每日的

菜單上一定會有一道青菜或有機蔬菜。為鼓勵學生注重均衡飲食，並且多食用青菜，這學期

加強相關的宣導，透過靜態的布置與動態的活動，期望建立學生健康飲食的觀念，能夠有意

識的選食，促進身心的健康。 

 

（三）實際行動或介入方法 

1.第一階段：成立健康養成班 

(1)第一堂課 健康體位觀念建立及生活習慣養成 

邀請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的小兒科醫師主講，帶領學生認識何謂健康體位，過胖可能

造成的影響，進一步介紹飲食和運動的策略改善過重及肥胖的問題。另外，也簡介相關的醫

療門診資源，特別針對肥胖的學生族群，提供個別化的諮詢服務。 

 

  

在課程開始前，學校護理師先向學生說明，

院方贈送給每位學生一組跳繩和運動毛巾，

讓學生能利用時間自行做運動。 

醫師向學生介紹何謂高熱量食物，學生認真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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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完基本的運動後，例如：抬膝走、深蹲

和開合跳，讓學生進行實作體驗。 

課程結束後，有獎徵答活動，學生踴躍參

與，並確實回應提問。 

 

院方的小兒科主任在課後留下分享近年的計畫成果，也特別提到萬華區的肥胖比例問

題，以及該區的門診收案狀況不盡理想。可能是地域性的關係，此區的家長較無意願帶孩子

到門診接受諮詢，或是忙於工作而無法讓孩子進行完整的介入療程。對於家長較無法配合的

情況，學校在這方面也確實深有同感，所以從學生方面著手是較可行有利的方式，先建立學

生的正確觀念，讓他們了解健康體位的重要，不只能直接有益於學生本人，或許還能影響家

長的想法，使家長也願意關注健康體位的議題，進而關心孩子在這方面的需求。 

 

(2)第二堂課 國中生八大燃脂絕招 

由本校資深體育教師擔任講師，具有長期持續健身經驗的他，也是該年級的授課教師，

對參與學生的了解，較能貼近學生的心聲，且在校的時間也可提供學生諮詢健身相關問題。

在這堂課中，透過簡單扼要的介紹，讓學生能初步了解運動在健康體位中扮演的角色，並傳

授簡易的運動技能，讓學生在家即可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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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各類運動 30 分鐘後所消耗的熱量。 以身體燃脂的角度，推薦適合國中生的運動

項目。 

 

(3)第三堂課 均衡飲食 

邀請駐區營養師主講，介紹如何「均衡飲食不發胖」。從青少年一日的熱量需求談起，

接著介紹六大類食物及食用份量，並教導學生如何計算熱量。 

 

  

介紹六大類食物，圖為解說「豆蛋魚肉

類」。 

講解如何減重，先從減 500 卡開始，透過飲

食熱量減 300 卡，運動消耗 200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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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學生說明如何查看食物的熱量標示。 營養師拿出一包小餅乾，請學生判讀包裝上

的熱量標示。 

 

2.第二階段：運用每日檢核紀錄表 

受限於課程時間，以及第一學期即將結束，學生較少能在課堂上有實作練習的機會。為

了協助學生將聽講的內容應用於日常生活，最後一堂課結束後，發派給參與學生一項任務，

請學生利用接下來的寒假期間，填寫每日生活習慣紀錄表，包含三餐飲食、運動、喝水等。

藉由刻意紀錄的方式，讓學生能學習自我監控，提醒自己有意識地選食、運動，進而培養健

康的生活習慣。 

  

學生一月的健康養成紀錄表內容。 學生二月的健康養成紀錄表內容。 



20 

 

3.第三階段：擴展至全校性的推廣與宣導 

    (1)集合機會融入相關議題宣導 

    每週一的第二節下課時間，固定會有衛生股長的集合，所以多半利用這十五分鐘的時

間，進行衛生組業務相關的公告與宣導，再請衛生股長或衛生幹事協助轉知，讓導師及班上

同學知悉近期的重要事項。另外，護理師也會善用各班排定量測身高、體重的時段，在班上

所有學生都量測完畢後，餘下的課堂時間就直接進行健康體位的相關宣導。 

 

 

衛生股長集合發放的紙本資料，融入健康體

位相關宣導。 

班級學生量測完身高、體重後，利於剩餘的

課堂時間，播放健康體位相關短片。 

 

    (2)週會時間規劃營養教育講座 

    在開學前安排週會活動行事曆時，先與主任和護理師討論，結合下學期的健康促進月與

環境教育月，規劃營養教育與珍食宣導的講座。請供應本校午餐的團膳廠商協助，由主要規

劃本校菜單的營養師擔任講師，向全年級學生宣導「均衡飲食 珍食共享」。最後，請衛生組

的人員協助宣導健康體位的秘訣，以及預告即將舉行的「青菜完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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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團膳廠商的營養師，向學生介紹均衡飲

食的部分，圖為「3 蔬 2 果 健康樂活」。 

衛生組協行老師向學生說明健康體位的秘

訣，85210。 

    (3)健康促進月辦理青菜完食少廚餘 

    學校每學期的行事曆都有列出當月的主題，3 月為健康促進月，為增進學生的健康，鼓

勵學生多食用青菜，以及降低廚餘量達到環境保護的目標。因此，嘗試推動挑戰「青菜完

食」活動，期望透過班際的競賽，讓學生能多吃青菜少廚餘。此一構想在期初的健康促進委

員會議，就先行提出讓委員們討論，接著再將活動辦法轉知給年級級導師參閱，最後公告給

各班知悉競賽方式。另外，請扶輪社的指導老師與社團學生，構思活潑有趣的宣傳方式，在

午餐時間進行全校廣播，其中一段洗腦的語句：「青菜吃光光，頭腦更靈光。每日五蔬果，

健康你和我。」詳細廣播講稿，如附錄。 

  

扶輪社的兩位七年級學生，正在午餐時間進

行全校廣播，宣傳多吃青菜的好處，以及青

菜完食競賽規則。 

午餐時間，學生主動夾青菜放入便當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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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學生同心協力，確實將青菜吃光光。 每週公布青菜完食點數，透過競賽方式，鼓

勵各班學生多食用青菜。 

 

    (4)環境教育月推行健走節能減碳 

    4 月為環境教育月，配合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的主題，鼓勵學生少搭電梯多走路，每天

至少一萬步。運用校園的佔地廣大優勢規劃健走路線，以在室內能便利活動為考量，不必擔

心天氣好壞，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基本的走路運動。行走的路線主要為走廊、川堂與樓梯，

初步規劃有基礎、進階與挑戰，基礎路線為原先的 SH150 徒步範圍，從自己班級的教室出

發，沿著走廊與川堂行走，繞行一圈再回到教室，連續步行十五分鐘。進階路線則是以垂直

運動為主，選擇鄰近教室的樓梯，從 1 樓至 5 樓來回上下樓十五分鐘。挑戰路線則是結合水

平行走與垂直移動，也就是混合基礎與進階。 

  

校園占地廣，每棟校舍都有川堂連接，開闊

的廊道可作為健走空間。 

學生可利用鄰近教室旁 1-5 樓的樓梯進行上

下樓梯運動，消耗卡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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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校園環境增添情境布置與綠美化 

    檢視現有的牆面空間與環境設施，更新汰換老舊的宣傳海報，張貼健康促進議題相關的

宣導品。例如：利用午餐備餐區及抬餐區的牆面空間，張貼「我的健康餐盤」圖像以及「簡

易 6 口訣」，例如：「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頭大、菜比水果多一點、飯跟蔬菜一樣

多、豆魚蛋肉一掌心、堅果種子一茶匙。」透過情境布置讓學生內化飲食均衡的觀念。 

    另外，運用地下一樓的閒置空間，結合小田園學習計畫，打造綠生活基地，擺放淨化空

氣植物，綠化與美化環境。希望透過空間的活化成為下課時間的小園地，除了讓合作社的周

邊環境更清爽宜人，也希望吸引學生多到此佇足欣賞植物，不只多走路活動筋骨，也能讓眼

睛多休息。 

  

運用學務處周邊的公布欄，張貼「健康體

位」相關的文宣品。 

在午餐備餐區，配合雙語教學，以「My 

meal plate」以及「我的餐盤六口訣」呈現均

衡飲食的主要內容。 

  

在飲水機的周邊，張貼「你夠水嗎？」文 綠生活空間，放置 17 種淨化空氣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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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簡介喝水的六大好處，讓師生在裝水的

過程中可邊閱讀相關的健康資訊。 

 

四、研究結果 

（一）量性結果 

    1.身高、體重與 BMI 值的敘述統計 

參與課程學生共有 34 位，皆為有效樣本，在本次的分析中，前測（110 學年第一學期）

的身高平均為 162 公分，體重的平均為 68.9 公斤，BMI 的平均值為 26.2；後測（110 學年度

第二學期）的身高平均為 163.7 公分，體重的平均為 69.1 公斤，BMI 的平均值為 25.7，如表

4-1~4-3。前後測體位分布變化如圖 4-1，在前測中，體位適中的學生有 4 位，過重 8 位，肥

胖為 22 位；而在後測的統計資料中，體位適中的學生增加為 7 位，過重學生雖然增加至 11

位，但肥胖的人數則減少為 16 位。 

 

 

 

 

 

 

 

           

         

        圖 4-1 前後測體位分布變化圖 

        

    2.身高、體重與 BMI 值的成對樣本 t 檢定 

    進一步以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統計分析，如表 4-1~4-3。其中身高（.000 < .05）與 BMI

（.024 < .05）均有顯著差異，體重（.731 > .05）則沒有顯著差異，由於 BMI 為體重與身高計

算而得，顯示造成 BMI 差異的原因是來自於身高的變化，因身高的高度增加而導致 BMI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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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表 4-1  身高前後測的成對樣本統計量、成對樣本相關與成對樣本檢定 

 

 

表 4-2  體重前後測的成對樣本統計量、成對樣本相關與成對樣本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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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BMI 前後測的成對樣本統計量、成對樣本相關與成對樣本檢定 

 

     

    3.前後測體位分布的卡方分配 

    另以卡方分配進一步分析，如表 4-4，前後測體位分布具有顯著差異（.011< .05），表示

兩者呈現關聯性。在前測當中，肥胖為 22 位、過重為 8 位、體位適中為 4 位，而在後測中，

肥胖人數有 16 位、過重有 11 位、體位適中有 7 位。從交叉表中可看出，在前後測中，體位

維持不變的人數共有 25 位，其中有 16 人還是過胖、有 5 人一樣是過重、而 4 位學生仍然保

持在體位適中。另外 9 位學生的體位在前後測上有所變化，皆是呈現進步的趨勢，6 位學生

由肥胖轉為過重，3 位學生則從過重降至體位適中。 

    綜合來看，後測的 BMI 平均值較前測低，可推估為 9 位學生的進步所帶來的影響，其中

又以身高的增長為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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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前後測體位分布交叉表 

 後測（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總和 

肥胖 過重 適中 

前測 

（110

學年度

第一學

期） 

 

肥胖 

 

個數 16 6 0 22 

在前測之內 72.7% 27.3% 0% 100.0% 

在後測之內 100.0% 54.5% 0% 64.7% 

過重 個數 0 5 3 8 

在前測之內 0% 62.5% 37.5% 100.0% 

在後測之內 0% 45.5% 42.9% 23.5% 

適中 個數 0 0 4 4 

在前測之內 0% 0% 100.0% 100.0% 

在後測之內 0% 0% 57.1% 11.8% 

總和 個數 16 11 7 34 

在前測之內 47.0% 32.4% 20.6% 100.0% 

在後測之內 100.0% 100.0% 100.0% 100.0% 

 

    4.健康體位調查問卷 

    以前後測問卷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未達顯著水準（.078＞.05），所以前後測結果無顯著

差異，無法得出後測結果較前測差。不過從達成的比率來看，在睡眠時數、運動量及一日蔬

菜建議量方面，後測的達成率有下降，如圖 4-2，表示有部分學生的行為未達符合的標準。

由於後測進行的時間，配合學期初量測身高體重的時段，反映出學生的填答可能受到寒假生

活型態的影響，與上學的日子（前測）相較之下，較多學生在校的生活較能夠達成睡眠時

數、運動量以及一日蔬菜量的標準。這更加突顯出學校在形塑學生健康生活行為上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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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飲水量、睡眠時數、運動量、一日蔬菜量前後測達成率（樣本數 34） 

    另外，選擇 9 位體位分布變化有進步的學生，進一步統計分析，結果如圖 4-3。除了一

日蔬菜建議量的前後測沒有差異之外，飲水量、睡眠時數、運動量在後測上皆有提升，雖然

未達顯著水準（.069＞.05），但反映出有進步的學生在這些方面的確有做了調整或改變。 

 

圖 4-3  飲水量、睡眠時數、運動量、一日蔬菜量前後測達成率（樣本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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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性結果 

    為了解健康養成班課程的實質成效，選擇體位分布變化有進步的學生作為受訪者，採取

個別深度訪談的方式，藉由學生自身的經驗分享，提供學校往後做法的改進與參考。主要訪

談學生的基本資料如下表： 

化名 性別 前測 BMI 體位分布 後測 BMI 體位分布 

Sun 男 24.6 體重過重 22.3 體位適中 

Forest 男 24.9 體重過重 22.1 體重適中 

     

    歸納訪談紀錄內容，受訪學生能有所進步，可得出以下四點影響要素： 

    1.自我意識的重要性 

    在訪談過程中，可感受到受訪學生對自身問題的覺察，並且願意採取行動去做出改變，

這是他們有別於其他參與同學而能有進步的重要關鍵。Forest 會想要改變，來自於一場耐力

跑測驗：「覺得太重，那時候跑一跑就覺得喘……，就七下測 1600 的時候，雖然有全程撐著

跑完，沒有停下來用走的，但是跑完覺得很喘，有些同學卻不會這樣……。」在提及對課程

的回饋時，Forest 再次強調「還是要看自己的決心，要不然體重很容易回升，每天都要做運

動，就算再累還是會做，一天不做，之後就不想。」Sun 也是有同樣的感想：「不過那三堂課

老師講的觀念是有幫助的，我覺得還是自己要認清自己的問題，因為感覺有些同學就是來這

裡賺出席率，然後上課的時候沒有想聽或是在睡覺，他們可能也沒有覺得自己胖，畢竟我們

看起來也不像一般印象中的那種胖，就是有一百公斤之類的。我是自己有感覺到一種不行的

狀態，覺得應該不能再這樣了，會有痛苦，可是突破之後，就會有成就感。」 

 

    2.對課程持正面評價 

    對於健康養成班的三堂課程，受訪學生皆給予正面回饋，認為講師所講的觀念都很實用

有幫助。Sun 提到：「我覺得那三次減肥課是有用的，讓我知道說不一定要不吃東西，然後可

以少吃澱粉，我自己也會去看一些 youtuber 的減重方法，但都會覺得不是很健康，像有人提

到說完全不吃三餐，一天就只有吃宵夜，我覺得這樣不太好。」Forest 認為營養師那堂課對

他最有幫助，讓他知道可以如何控制飲食，另外，體育老師的那堂課程，推薦的跳繩運動則

成為他後來持之以恆的運動項目。對於往後相關課程的建議，Forest 建議可以將課程改為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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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習時間，然後能夠多次一點，還可以再多講飲食和運動的主題。Sun 則覺得可以邀請有經

驗者現身說法，「我覺得請來講的老師，可以找那些真的是有過肥胖，然後減重成功，這樣

聽起來會比較有感，就會覺得那些做法可以試看看。」 

 

    3.飲食、運動雙管齊下 

    從訪談紀錄中，可看出 Sun 與 Forest 的改變行動都從飲食與運動這兩方面著手。Sun 願

意開始改變，是來自於跟同學打賭，所以他就從減少喝含糖飲料改喝水開始，「進入國中之

後，可能是壓力比較大，幾乎每天都會喝一杯珍奶，放學後經過飲料店就會去買一杯。……

大概七下的時候，跟同學打賭不要喝珍奶，改喝水。……每天大概會喝到三杯水（600CC 的

水壺），有時候還會更多，如果有運動的話。」另外，他開始多吃青菜，並且主動請父母晚

餐多煮菜，「菜要多吃，可以大很多出來……，晚餐會有一盤蔬菜是專門給我吃的，這是我

跟父母特別提的，請他們少給我一點零用錢，因為給我錢，我就很容易會去買飲料，然後要

他們晚餐菜多一點，肉少一點沒關係，……然後那盤菜我都會吃完。」在運動方面，Sun 從

小就很喜歡打排球，透過媽媽的介紹得知了一個排球社團，而增加了打球的管道，「星期天

會去打排球，我覺得打排球可以幫助瘦肚子，會自己一個人去練習，或是去加入外校的排球

社團和他們一起打球。」 

    Forest 則是從控制飲食開始，「不吃零食像是洋芋片、蛋糕、餅乾之類的，不喝含糖飲

料……，嘴饞的時候就用其他食物代替，像是水果、蛋白質類的食物。……然後一定要喝

水，每天大概都喝 4 杯 600CC 左右的水。」Forest 是少數有交回健康養成紀錄表的學生，他

在寒假期間確實都有做紀錄，他很注意自己吃的東西，早餐是他自己準備，晚餐則是家人購

買的便當，「我的早餐會吃有蛋白質的東西，因為蛋白質感覺比較有飽足感，昨天的早餐是

茶葉蛋和無糖豆漿，午餐是學校的桶餐，昨天晚餐是爸爸買的雞排便當，我會把雞皮挑掉，

因為皮很油……。」另外，運動的部分，Forest 已經養成固定的運動習慣，「跳繩，醫院送的

跳繩，我會在家裡，每天跳半個小時，從寒假到現在都沒有停過。……我覺得運動的選擇蠻

重要的，要方便隨時都可以做的，我就是跳繩、跑步。」目前 Forest 的目標是長高，所以除

了持續跳繩之外，也會做開合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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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自我實驗的有感度 

    兩位學生透過課程所習得的飲食與運動觀念，在生活中做出嘗試，雖然做法不一定相

同，但他們都找到適合自己且能持之以恆的方式。自我意識的覺醒是重要的第一步，但後續

的習慣養成，則來自於他們切身行動後的感受，無論是正面或負面感受，都能讓學生了解到

要繼續行動或不行動。像是 Sun 感受到自己好的狀態，所以不想再回到過去那個樣子，「所

以我現在不太會去買含糖飲料，現在如果要我每天都喝一杯，我真的沒辦法，可能會想吐，

我現在大概每一週或兩週喝一次，把這當作獎勵，就是有好好維持身形的獎勵。我爸媽現在

反而覺得我太瘦了，都會要我吃多一點。」另外，他還提到：「我覺得運動完不要喝含糖飲

料，像是可樂或是珍奶，我自己就有很深的感覺，曾經有過這樣，體重沒有變輕，而且睡眠

品質也變差。」Forest則是感受到下午運動的效果最好，「之前寒假的時候，我有早上、中

午、下午、晚上都跳過跳繩，我發現下午的效果最好，就是感覺身體很舒暢。」此外，Forest

的變化讓他在平日生活中有正面的感受，像是提到他現在走樓梯到教室不會喘，所以就覺得

很開心。 

    從中可以看出，學生也在做著自己的行動研究，自我即是實驗對象，透過行動後的回

饋，修正與調整，再投入下一次行動，當學生個人的感受度提升，就更願意投入改變的行

動。 

 

四、討論、結論與建議 

（一）在疫情籠罩之下所面臨的執行困境 

    原預定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實施健康體位的計畫，但 5 月卻因疫情嚴峻而全面停

課，當時需執行因應停課的相關事宜為優先，所以有關健康體位的課程實施也就暫緩。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雖然能順利回到學校學習，但疫情尚未趨緩，仍需配合中央

及北市的防疫措施。其中提及上課需有固定座位、減少跨班的活動等，為避免學生群聚及降

低跨班交流，約有兩個月的時間，學校取消原有的 SH150 健走時間，也禁止學生放學後在校

園打球。原訂的全校性體育競賽活動，例如大隊接力、球類比賽等，也只能遵循不斷更新的

防疫指引規範，進行滾動式的修正，考量當時的情況，就只能直接取消或是延期辦理。 

    此外，在這一學期分別於 10 月和隔年 1 月實施兩次 BNT 的疫苗接種，學生接種後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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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內需避免激烈運動，所以不只體育課程需有所調整，學生下課與放學時間的打球活動也需

暫停。 

    因此，在疫情影響之下，學校需要落實防疫又要提供學生多運動的機會，實在面臨很大

的挑戰，只能適時調整與修正，盡可能保留學生原有的運動時光。 

 

（二）鼓勵持續辦理體育相關競賽或活動 

    有關增加運動的時間做法方面，在問卷調查中，提及較多的選項分別是「體育課好好

上」、「走路、騎腳踏車上下學」，其次是「同學們多一起運動互相影響」、「增加下課、晨光

運動時間」。除了繼續落實體育課程的正常化教學外，學校行政方面尤其是體育組，可與健

體領域教師共同討論，於每學期規劃全校各年級的體育競賽。例如，這學期因疫情的關係，

校慶活動改為線上辦理，有關大隊接力或跑步項目的競賽都取消，但是體育組長還是希望學

生能有運動的機會，因此很用心地與各處室協調時間，延期體育競賽活動，並調整項目為七

年級大跳繩、八年級定點投籃。透過班際的比賽，不僅能凝聚班級的向心力，培養學生團隊

合作的能力，更是提供學生運動的好機會，學生透過賽前的準備與練習，增加了運動的時

間，而團體的影響也能夠提高學生運動的意願。 

    以往每週五的第八節課為本校的集合放學時間，主要是集合七、八年級的學生，由各處

室宣導相關重要事項，這段時間學生多半是坐在童軍椅上聆聽。部分行政同仁和老師觀察學

生的狀態，特別反思這段時間可做的運用，目前各處室主管的共識則是朝向開設體育課程或

藝能課程。倘若能順利於新學年度實施，那麼就能讓學生每一週有多一次運動的機會。 

 

（三）增加健身或是運動相關的社團課程 

    這次研究的主要介入措施是成立健康養成班，也就是一般俗稱的減重班，所以招募的對

象便是 BMI 判定為超重或肥胖的學生。希望以小團體的方式，讓面臨類似問題的學生，可以

相互激勵影響，朝共同的目標前進。在課程實施之前，首先遇到的難題就是課程時間的安

排，由於學生是來自各班，就必須是大家都可參與的共同時間，但是如果開設在第八節課

後，那麼學生參與度可能會較低。最後與護理師討論後的決定，便是知會參與學生的導師，

利用同年級第七節的班會時間，抽離學生參與健康養成班課程。然而，接下來遇到的狀況就



33 

 

是有些學生無法全程參與，有學生原先是連兩節的社團課（包含班會時間），有學生可能因

班上的共同活動而被導師留下等等。健康養成班的第一堂課，剛好遇上建中橄欖球隊蒞校表

演（此為當週才確定的活動），很多班級的導師便利用班會時間帶全班至操場觀賞，所以在

健康養成班的課堂上，不只受到一些聲響的干擾，在教室內的部分學生也難以專心，心不在

焉地等著課程結束要往操場奔去。 

    有一次要前往健康養成班的上課教室途中，剛好聽到一段學生的對話，學生甲：「你要

去哪裡？為什麼不用去班會課集合？」學生乙：「我要去健康養成班集合啊!」學生甲：「你

們就是太胖了才要去那裡!」當下雖然立即找了學生甲，輔導糾正他的言詞，但後續還是讓

我不斷反思，或許師長們已經盡力降低可能造成的標籤化效應，但成立這樣的小團體會不會

讓學生更容易被放大檢視，而讓參與的學生備受壓力。 

    上述種種執行時所遇到的挑戰，都可作為下一次改進方案的參考，這是本校第一次成立

健康養成班，所以在很多方面的操作上都過於粗糙，或是思慮不周。往後或許可以將健康養

成班改為社團，定位在健身相關方面的主題，而招募的對象可不限於過重或肥胖的學生，也

就是開放一般學生都能參與，有些學生或許體重適中，但目標是想要增肌減脂，也可透過這

樣的社團受益。這樣的好處便是學生在正規的課程時間就能運動，不會排擠參與其他活動的

機會，此外，參與社團的學生體位分布不一，也較能降低負面觀感的壓力。 

    學校目前與運動相關的社團課程，有角力、武術、空手道、踢毽、自行車、排球、籃

球、熱舞。這些項目不是傾向特定技能的訓練，就是需要有較大場地才能進行的運動。面對

疫情的持續影響，未來也許可考慮開設室內的運動課程，特別是個人在家就能進行的活動。 

另外，可結合社區的資源，邀請萬華社大或萬華區活動中心的講師，開設有氧運動、負重訓

練等相關課程，讓學生有更多運動性社團的選擇。 

 

（四）規劃彈性課程融入健康體位的議題 

    本校目前的彈性課程多是以領域為主軸所進行的設計，如國文領域的「讀寫萬華園」、

社會領域的「與神同行」等，而另有一門彈性課程為「跨域 DNA」則是以跨域的方式進行發

想和設計，強調「Do and Act」。未來或許可運用這門「跨域 DNA」，以健體領域為主，其他

領域為輔，然後由衛生組作為統籌和協商的橋樑，以「健康體位」為課程的主軸，設計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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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伸主題，探討的層面可涵蓋睡眠、運動、飲食等項目。 

    學生在整學期的課程學習後，不只能獲得正確的健康知識和觀念，也能學習到實用的技

能應用在日常生活。更進一步，學生還能將所學所得回饋給家庭，逐漸改變家長的觀念，朝

向「自發」、「互動」、「共好」的理想邁進。 

 

（五）提升家長對健促議題的認識與參與 

    本校新學年度入學的學生過重及肥胖比例均高於其他年級，此顯示這些學生在國小階段

就是過重或肥胖。若綜觀全市來看，本區過重及肥胖的比例都高於其他行政區，反映出地域

性的問題，或多或少與該區的經濟發展、家長的社經地位有所關聯。部分家長為勞工階層或

是具有弱勢身分，為維持家庭的生活運作而無暇顧及健康的生活型態，或者缺乏健康相關的

知識和資源。 

    未來可利用家長代表大會或親師座談會，進行健康促進議題的相關宣導，製作短片、簡

報播放，或是印發實用的文宣品，讓家長有更多的機會接觸與認識，吸取有助學生身心健康

的觀念，不只能自助也能助人。另外，可與輔導室共同合作，以往所辦理的親子講座，主題

多著重在升學輔導、親子溝通、輔導管教等方面，往後可辦理健康促進議題相關的講座。在

前後測的問卷調查中，有關增加多吃青菜、水果的做法，「父母親鼓勵多吃蔬果」是較多學

生填答的項目，所以講座的主題或可聚焦飲食這一方面，由父母親的改變逐步影響學生的飲

食習慣，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攝取到足夠的蔬果量。 

     

（六）提供學生對健促議題的討論與想像 

    在與學生個別的訪談中，發現到學生其實蠻願意分享自己的做法，也提供一些不錯的建

議。像是有一位受訪學生就提到，以後找的講師可以是本身就有肥胖問題，但後來減重成功

者。之前在規劃課程尋覓講師人選時，大多是考慮專業領域及實務經驗，不過學生提到了另

一個思考方向，也許具有親身經驗的分享者較能引起學生的認同，激發學生嘗試的意願。 

    另外，未來可以邀請班聯會代表學生，就健康促進議題進行討論，除了透過與學生互動

了解學生的需求，也可以提供學生發想與創意揮灑的平台，讓學校的物質環境與社會環境，

皆能更有助於學生培養健康的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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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健康體位議題問卷 

110 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健康體位議題問卷 

各位同學大家好，這是一份有關「學生健康體位調查」的問卷，目的在了解你們平常

身體活動、飲食與生活的習慣，下面問題不計分，請仔細看過題目，依照你的實際情

況回答，並於選項前標示號碼，填答時不要和其他同學討論，也不需要寫姓名，內容

絕對保密，請你放心作答。最重要的是你的每一個答案都是很寶貴的資料，非常感謝

你！ 

敬祝    身體健康    學業進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A. 你的性別是 □男 □女 

B. 最近一次量的身高(公分)：      .   公分 

C. 最近一次量的體重(公斤)：      .   公斤 

 

 

第二部分：身體活動 

身體活動包括費力、中等費力、走路的活動，費力的活動表示：這些活動會讓你的身

體感覺很累，呼吸會比平常快很多，滿頭大汗，沒辦法一邊活動，一邊跟別人輕鬆說

話。費力的身體活動是跟慢跑差不多強度的活動。中等費力的活動表示：這些活動會

讓你感覺身體有點累，呼吸會比平常快一些，流一些汗，沒辦法一邊活動，一邊輕鬆

唱歌。中等費力的身體活動是跟快走差不多強度的活動。 

1.過去七天中，你有多少天做費力、中等費力的身體活動？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每天  

2.這些天中，你平均一週會花多少時間在費力、中等費力的身體活動上？ 

□75分鐘以內 

□75~150 分鐘 

□151~210分鐘 

□211~300 分鐘 

□5~7.5 小時 

□7.5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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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睡眠 

3.要上學的日子，你通常幾點睡覺？ 

□9點以前 

□9點~10 點 

□10點~11 點 

□11點~12 點 

□12點~1點 

□1點以後 

4.要上學的日子，每天你睡足幾小時(包含中午午休) ？ 

□10小時 

□9小時 

□8小時 

□7小時 

□6小時 

□5小時以下 

(選④、⑤、⑥者回饋建議：每天要睡足 8小時會讓你頭好好、長高高喔!) 

5.如果明天不用上學，那天晚上你通常幾點睡覺？ 

□9點以前 

□9點~10 點 

□10點~11 點 

□11點~12 點 

□12點~1點 

□1點以後 

6.如果明天不用上學，每天你睡足幾小時(包含中午午休)？ 

□10小時 

□9小時 

□8小時 

□7小時 

□6小時 

□5小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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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久坐 

7.過去七天，要上學的日子中，放學後，坐著花在 3C產品上的時間，平均一天有多

久？(包括看電視、玩電動、上網及打電話…等) 

□都沒有 

□1小時內 

□1－2小時內 

□2－3小時內 

□3－4小時內 

□4小時以上 

(選 2小時以上者回饋建議：你久坐的時間太長了，應該起來動一動，讓眼睛休

息!) 

8.過去七天，放假的那幾天，坐著花在 3C 產品上的時間，平均一天有多久？(包括看

電視、玩電動、上網及打電話…等) 

□都沒有 

□1小時內 

□1－2小時內 

□2－3小時內 

□3－4小時內 

□4小時以上 

 

第五部分：飲食 

9.你會用菜汁、湯汁、滷汁拌飯嗎？ 

□從不 

□很少 

□有時  

□常常 

□總是 

10.你一天吃的蔬菜量，依你的拳頭為標準，總量通常是 

□超過 3 拳 

□3拳 

□不足 3 拳 

□都不吃 

(選③、④者回饋建議：蔬菜熱量低、膳食纖維高，你應該要再多吃一些喔！) 

11.過去 7天，你有幾天有吃早餐？ 

□0天 

□1~2天 

□3~4天 

□5~6天 

□每天 

(選 0~6 天者回饋建議：早餐會讓您上課效果好、心情好，應該要天天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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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通常一週裡，你會吃幾次全榖類（五穀雜糧米、糙米、胚芽米、雜糧麵包、 全麥

吐司、燕麥、麥片等）？ 

□0次 

□1~2次 

□3~4次 

□5~6次 

□6次以上 

13.你平均一天吃幾次鈣質含量豐富的食物？例如：牛奶、優酪乳、起司或紫菜、黑

芝麻、小魚乾、蝦米？ 

□0次 

□1~2次 

□3~4次 

□5~6次 

□6次以上 

14.你平均一天喝白開水的量約有多少 C.C.？ 

□2000 C.C.  

□1500 C.C.  

□1000 C.C.  

□500 C.C.  

□不足 500 C.C. 

(選 1000 C.C.以下者回饋建議：你的白開水喝太少了，會影響注意力、記憶力，

也無法將廢物排除，累積在體內產生毒素會危害健康。 

 

第六部分：信心 

15.當同學都在喝加糖飲時，你可以能不喝加糖飲料 (如汽水、可樂、奶茶)的信心有

多少？ 

□很有信心 

□有信心 

□有一點信心 

□沒有信心 

16.外食時，你會注意要吃到「一拳半」煮熟蔬菜的信心有多少？ 

□很有信心 

□有信心 

□有一點信心 

□沒有信心 

17.使用 3C產品時，你會注意不要超過二小時的信心有多少？ 

□很有信心 

□有信心 

□有一點信心 

□沒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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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如果「每週運動 150 分鐘」你的信心有多少？ 

□很有信心 

□有信心 

□有一點信心 

□沒有信心 

19.如果「每日喝足白開水 1500 C.C.」你的信心有多少？ 

□很有信心 

□有信心 

□有一點信心 

□沒有信心 

 

第七部分：知識 

20.下列那些選項會影響身高（可複選） 

□沒吃鈣質含量豐富食物  

□喝碳酸飲料，如汽水可樂 

□一週運動不到 2小時  

□睡不到 8小時 

□一天看電視、玩電動、上網及打電腦多於 2小時 

□不曬太陽 

21.下列那些選項會造成體重過重（可複選） 

□營養不良   □吃太多             □喝加糖飲料 

□吃太油     □一週運動不到 2 小時   □睡不到 8 小時 

□久坐不動   □一天看電視、玩電動、上網及打電腦多於 2 小時 

 

第八部分：體型及看法 

22.你對自己的身材： 

□很喜歡  

□喜歡  

□還好 

□不喜歡 

□很不喜歡  

23.你認為你的體型是， 

□瘦 

□有點瘦 

□中等 

□有點胖 

□胖 

□不知道   

24.過去半年你有沒有刻意進行減肥 

□沒有，請跳至第九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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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請繼續作答 

25.為了減肥，你會刻意吃少一點，或者不吃嗎？       

□不會 

□很少 

□有時 

□常常 

□總是 

26.為了減肥，你會把東西吃下去後，再刻意把食物吐出來嗎？ 

□不會 

□很少 

□有時 

□常常 

□總是 

 

第九部分：做法 

27.你認為用甚麼方法才會讓你增加運動的時間？（可複選） 

□增加下課、晨 光運動時間      

□走路、騎腳踏車上下學 

□體育課好好上                  

□學校及老師加強宣導 

□安排「運動的好處」相關課程     

□同學們多一起運動互相影響 

□父母親鼓勵多運動  

□不喜歡運動，所以很難改變 

□其他，請說明＿＿＿＿＿＿＿＿＿＿ 

28.你認為用甚麼方法，才會多吃青菜、水果？（可複選） 

□學校及老師加強宣導  

□安排「吃蔬果的好處」相關課程 

□同學們多吃蔬果互相影響 

□父母親鼓勵多吃蔬果 

□覺得蔬果不好吃，所以很難改變  

□其他，請說明＿＿＿＿＿＿＿＿ 

 

填答完畢，謝謝! 請檢查是否有漏填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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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青菜完食活動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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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青菜完食廣播稿 

 

A：prinspal,directors,teachers,and students.Good afternoon~ 這個月是本校的健康促進

月，讓我們一起越活越健康，福氣啦！ 

 

B: Right! 健康長壽的秘訣就是要「聰明吃」、「快樂動」！  

 

A :ㄟㄟㄟ~那你平常有在 eat vegetables 嗎 ?  

 

B：of course，it is good to eat vegetables.  蔬菜有相當多的水分和纖維質，更富含維生素 A、C

還有維生素 B 群，以及各種礦物質。因此，蔬菜的營養價值很高而且熱量低，對於我們的成

長發育有 big help 唷！ 

 

A：(順口溜) 青菜吃光光，頭腦更靈光，每日五蔬果，健康你和我。 

  

B ：吃青菜好處多多，我們班現在都加入了吃青菜的行列喔 ! 

 

A : really? that’s so great ! Why do you want to join this activity?  

 

B : Because this month we have「挑戰青菜完食」活動，只要午餐的青菜盒嗑光光，其他餐盒也

沒有看到 vegetables，you can get one point. 1 點喔 ! 全校累計點數最多的前五名 Top five 班

級，還可以獲得神秘禮物一份喔 ! 

 

A : Wow ! then, 我要趕快回去叫大家吃 vegetable 囉 ! 

 

B : ㄟ~ Remember~要在 12:35 前把餐盒都抬到前走廊窗台下放好，才符合參賽資格喔 ! 

  

A：蔬果 579，健康跟著走，提醒大家，每餐的 vegetables 分量，要吃到比自己一個拳頭大一

點點的份量喔 !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 see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