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104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訪視紀錄表 

壹、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安南區   台南市立土城高中             

學校班級數  國中部16班  高中部9班      學生人數  國中部386  高中部284人 

輔  導   內   容  執     行     情     形 

一 視力保健 

    項     目 
102學年度 

第1學期 
103學年度 

第1學期 
104學年度 

第1學期 
全體裸視篩檢視力不良率 64.1% 63.5% 63.5% 

裸視篩檢視力不良就醫複
檢率 

93.9% 
96.8% 97.1% 

視力不良定期就醫追蹤率  100% 100% 

規律用眼3010達成率  0% 63.9% 

戶外活動120達成率  0% 27.3% 

未就醫追蹤關懷達成率  100% 100% 

二 口腔衛生 

    項     目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學生齲齒率 
小一:        % 

小四:        % 

七年級:18.5 % 

小一:        % 

小四:        % 

七年級:25 % 

小一:        % 

小四:        % 

七年級:33.6% 

學生齲齒複檢率 
小一:        % 

小四:        % 

七年級:100% 

小一:        % 

小四:        % 

七年級:100 % 

小一:        % 

小四:        % 

七年級: 100% 

是否每日推動午餐餐後潔牙 ■是  口否；104學年度參與班級數: 5班 

學生每日潔牙次數平均幾次 (104學年度前測) 2.1次 

三 健康體位 

    項     目 
102學年度 

第1學期 

103學年度 

第1學期 

104學年度 

第1學期 

學生體位適中比率 63.5% 62.2% 59.4% 

學生體位過輕比率 6.1% 8.7% 6.3% 

學生體位過重比率 10.9% 9.9% 11.5% 

學生體位肥胖比率 19.6% 19.3% 22.9% 

        
四 

菸害防制 

 

(一)曾經吸菸學生人數：   9    人 

(二)有吸菸習慣學生人數：  4   人 

(三)有吸菸習慣學生參與戒菸人數：   4   人 

(四)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宣導活動: 

    103學年度  4   場，參加人數有 700  人 

    104學年度   8  場，參加人數有 670  人 

(五)戒菸種子師資   3  人(指近年來接受國民健康署或衛生局辦理 

    6小時以上訓練領有研習證明或時數者) 

  五 
全民健保 

(正確用藥) 

 

(一)辦理正確用藥教育宣導: 

    103學年度  1    場，參加人數有  91  人 

    104學年度  6    場，參加人數有  670  人 

(二)遵醫囑服藥率:   91   % 

(三)學生家庭具有用藥諮詢電話比率:   20   % 

(四)辦理全民健保教育宣導: 

    103學年度   0   場，參加人數有   0  人 

    104學年度   1  場，參加人數有  75   人(教師) 



學校名稱  安南區   台南市立土城高中             

    
六 性教育 

(一)辦理性教育教育宣導或活動(指愛滋病防治、生理、安全性行為教

育等，性別平等及兩性教育不列計) 

    103學年度  2  場，參加人數有  214  人 

    104學年度  5  場，參加人數有  670 人 

*各級學校（國小高年級、國中、高中職）針對學校老師與行政人員每

學期應安排至少2小時的愛滋教育課程，對學生安排至少1小時的愛滋教

育時間。 

(二)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  79  % 

   七 
安全教育與

急救 

(一)教職員工領有 CPR證照率: 

    103學年度  100 %，104學年度  100 % 

(二)學生每日平均受傷人數:103學年度  5.4 人/日 

                         104學年度  3.9  人/日(105/4/18) 

   八 
貴校「健康

促進學校」

網頁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a/tcjh.tn.edu.tw/wei-sheng-zu/jian-

kang-cu-jin 

尚未更新 

https://sites.google.com/a/tcjh.tn.edu.tw/wei-sheng-zu/jian-kang-cu-jin
https://sites.google.com/a/tcjh.tn.edu.tw/wei-sheng-zu/jian-kang-cu-jin


貳、輔導訪視項目 

議題推動策

略及績效 
     學校推動績效 

推動策略及成果簡述 

  (重點條列，餘於網頁呈現) 

學校自

評分數 

委員 

評分 

健康體位（19

分） 
 

●104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較 

103學年度之差異:（4分） 

□1.增加0.1%以下，得4分。 

□2.增加0.5%以下(含)，得3分。 

□3.增加0.7%以下(含)，得2分。 

□4.增加1%以下(含)，得1分。 

□5.增加1%以上(不含)，得0分。 

●104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較103

學年度之差異:（4分） 

□1.減少3%以上，得4分。 

□2.減少2%-3%(不含)，得3分。 

■3.減少2%以下(不含)，得2分。 

□4.相同或增加少於0.2%(含)以 

    下，得1分。 

□5.增加0.2%以上(不含)，得0

分。 

1.推廣均衡飲食，鼓勵學生多

吃青菜。經一學年後，國一升

國二體重過輕與過重減少

2~3%，國二升國三肥胖下降約

2%。 

2.配合體育教學辦理全年級運

動，國一班際1500m路跑，成

績達8~10分鐘。 

3.爭取中央經費中心整修健身

中心，自104年4月起將健身知

能融入體育教學。 

4.體位判定仍以常模比較，若

以 BMI值比較，學生大多在標

準範圍內。 

15  

視力保健
（16分） 

●104學年度小五(國二)視力不良

率與103學年度小四(國一)之差

異:（5分） 

■1.相同或增加6%以下，得5分。 

□2.增加6%-8%以下，得4分。 

□3.增加8%-10%以下，得3分。 

□4.增加10%-12%以下，得2分。 

□5.增加12%-14%以下，得1分。 
□6.增加14%以上，得0分。 

1.國一升國二與國二升國三的

學生視力不良率增加約

3~6% 。 

2.視力不良有很大因素與不當

使用手機及平板有關，學務處

修訂學校使用規範，加強巡視

上課，於班親會對家長宣導對

孩童生活管理，輔導室加強網

路成癮防制輔導工作，結合社

區家長共同努力。 

3.保健中心不定期追蹤測量視

力不良學生狀況，宣導正確用

眼策略，檢測教室燈源亮度，

提拱總務處改善建議。 

12  

口腔衛生
（14分） 

●104學年度小四(國一)齲齒率: 

（3分） 

■1.低於55%(含)，得3分。 

□2.55%-65%(含)，得2分。 

□3.65%-75%(含)，得1分。 
□4.75%以上，得0分。 

1.上學期針對目標學生辦理口

腔衛生與菸害防制宣導講座，

下學期堆全年級進行口腔衛生

(口腔癌)衛生講座。 

2.鼓勵學生午餐後刷牙，將學

生表現列入敘獎以資鼓勵。上

學期有35名學生獲得敘獎。 

3.請合作社配合推廣販賣低糖

或無糖飲料。 

10  

菸害防制
（11分） 

 辦理國一菸害防制講座 

 拒菸反毒闖關活動 

 辦理反毒拒菸海報比賽 

 張貼公告，以增進學生拒菸反毒意像 

10  



 「吸毒、不吸毒，你的未來由你決定」戒菸、反毒話劇表

演 

 無菸家庭百萬連署：為愛熄菸 

 cosplay 角色扮演方式協助推廣菸害防制活動 

 「甘八茶!!G’S」拒菸反毒宣傳影片 
教師反毒暨菸害防制講座 

全民健保 

(含正確用

藥)（11分） 

1.先辦理正確用藥創作優異海報展示，引起學生好其與討

論。再透過學期初班級教室布置比賽，在班級內建立健康

專欄推廣正確用藥訊息，並對優秀班級進行獎勵。 

2. 針對教師辦理正確用藥講座，請藥師為教師建立正確觀

念，並將其教材作為校施融入教學的參考。辦理入班宣導

以有獎徵方式鼓勵學生討論提問並提升學生專注度。 

3. 將正確用藥五不五要製成布條在學校大型活動期間展出

(開學典禮、運動會、升旗典禮、班級球類競賽……)，加

深學生印象。在經常活動的地點，如茶水間、中央穿堂、

大門玄關、學生布告欄、合作社張貼海報。 

10  

性教育（含

愛滋病防

治）（11分） 

1.利用校慶運動會及班親會對社區家長、學生宣導，使其對

愛滋病防治有更一步了解。 

2.邀請衛生所人員來校舉辦愛滋防治講座。藉由講座，使師

生更了解性別平等的真義，往後能以更開明、尊重的態度

彼此相處，減少摩擦，增進和諧。 

3.辦理小團輔課程協助觀念有偏差的學生釐清兩性與同性關

係的各種狀況及問題 

4.利用班會討論愛滋防治議題並進行問卷調查 

7  

自選議題
（11分） 
名稱: 

『學生藥物

濫用防制』 

 104學年『學生藥物濫用防制』共辦理4場宣導活動增強教師

與學生反毒知能、使用光碟播放並融入教學課程～反毒健康

小學堂，學生作答率≧95%、配合教育部反毒學習單，學生

作答率≧95%、利用班親會、校慶運動會等時機進行家長反

毒宣導、針對導師提報特定人員進行尿液篩檢及送驗作業、

參加臺南市高中職「友善校園紫錐花運動熱舞競賽」，榮獲

臺南市高中職第1名，促進學生身心均衡發展，養成良好運

動風氣，藉此擴大反毒成效、反毒司法小志工辦理「深化紫

錐花運動-毒品知多少？」闖關活動並對本校全體師生表演

「吸毒、不吸毒，你的未來由你決定」反毒話劇，藉以強化

學生反毒意識。 

10  

學校特色 
（7分） 

以『正確用藥』為學校健康促進推動主題，配合師範大學

『校園正確用藥計劃』協助，透過藥師宣導大眾經常使用的

感冒藥、止痛藥以期全校師生對於用藥改念有正確的認知，

學生學習後能傳達正確的常識給家人，將正確用藥訊息由校

園發揮影響至鄰近社區。 

7  

        學校自評 
總分:81 

 

填表人:            處室主任:          秘書: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