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訪視表 

學校名稱：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辦理健康促進議題：健康體位、菸害防制 

項        目 佐證資料 評分等第 

一、健康促進政策 

1.將健康促進計畫納入校務發

展計畫或行事曆中，經由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 

1-1-1 

 102學年度起實施「健康促進學校」各項措施列入本

校校務發展計畫(P16)。 

1-1-2 

 列入校務會議本處工作報告事項。 

1-1-3 

 本校健康促進議題提請導師會議討論。 

1-1-4 

 健康促進推動列入本處行事曆。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2.成立及召開健康促進相關會

議，成員涵蓋不同處室的成

員(包括校長、處室主任、組

長、校護、學生與家長代表

等)，訂定工作內容，並負責

統籌規劃，推動及檢討學校

健康政策。 

1-2-1 

 健康促進計畫相關會議簽到表、會議資料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3.能依照學校本位的需求評

估，具體提出與學生有關的

健康狀況或行為之數據，確

立學校健康促進的目標，選

定健康促進的議題。 

1-3-1 

 每學年實施全校學生身高、體重及 BMI體位狀況檢

測，了解學生健康狀況。 

1-3-2 

 每學期進行學生體適能檢測，並統計相關結果，以了

解學生體能狀況。 

1-3-3 

 依本校學生健康檢查分析，體位適中比例佔 61％，體

位不適中值佔 39％（體位過重佔 13.3％，超重佔 20.7

％，過輕佔 5%）。依生活觀察：過重者以飲食習慣不

佳為主（嗜含糖飲料及油炸食品），過輕學生多因經濟

弱勢因素或偏食習慣所造成。綜合結果，飲食習慣偏

差、缺乏規律運動及體位過重，為本校師生之重要健

康議題。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4. 編列學校衛生經費或健康

促進學校計畫相關經費。 

1-4-1 

學校年度預算表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5. 學校護理人員符合學校衛

生法規聘用，專職專用。 

1-5-1 

 本校日校班級數 45班，依學校衛生法第 7條設置護理

人員 2人，進修學校聘任護理人員 1人，合計 3人。 

1-5-2 

 善用本校專屬營養師之專業，落實推動健促相關措施。 

1-5-3 

 本校員額編制表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二、健康教學與活動 

1.健康與護理授課教師具備健

康教育課程與教學專業知

能。 

2-1-1 

 日校聘有合格健康與護理正式教師 1人。進修學校外

聘鄰校(花蓮女中) 合格健康與護理正式教師 1人。 

2-1-2 

 相關專業證照證明及研習證明。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2.各科教師能結合課程融入教

學、以生活技能為導向，並

運用多元化和以學生為中

心的健康教學策略及活動

形式來推行健康教育。 

2-2-1 

於「健康與護理」課程中融入教學，使學生於課堂獲

得相關知識，進而運用於生活中。 

2-2-2 

 於「體育」課程中，配合健康體位相關議題，規劃多

元化教學，有游泳、籃球、排球、羽球、桌球、田徑

等；並強化學生對運動習慣的養成。 

2-2-3 

於「物理」課程中，利用熱功當量轉換教學，導入「0

含糖飲料」概念，強化熱量消耗困難的認知，含糖飲

料增加的熱量要做多少功才能將其消耗以避免體重增

加。 

2-2-4 

利用社團時間，開設共 15個運動類社團，學生藉由自

身興趣或同儕影響，進而達到健康促進之目的。 

2-2-5 

(1) 榮獲教育部「全國健康體位融入學校經營暨領域教 

  學模組競賽」學校經營組高中組「特優獎」。 

 (2)榮獲衛生福利部 103 年度正確用藥教育模式校園推 

   廣計畫績優種子學校。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3.針對議題辦理健康促進相關

的師生知能研習及相關活動。 

 

2-3-1  

 103.3.24食品安全研習，了解目前台灣食安現況，重

新調整對食物的選擇，將食物的毒害風險降到最低。 

2-3-2  

 103.5.20至 9月中旬止與花蓮縣衛生局合作辦理健康

減重，共 30員教職員參加，減重 74公斤。 

2-3-3  

103.11.21辦理為期 2個月之學生健康減重班，共 19

名 BMI值＞29kg/m²學生自發性參加，席間皆未缺席全

程參予相關飲食及運動課程，共減重 16.6公斤、減脂

8.6％，腰圍減少 19.7公分。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2-3-4  

103.12.9住宿生辦理健康體位教育（蔬菜熱量低 天

天五蔬果）宣導，強化蔬菜吃光才離席活動。 

2-3-5 

 103.12.29與學生家長成長團體辦理「健康飲食新煮

張」宣導，藉由學校＆家庭聯合攜手執行健康飲食成

效。 

2-3-6 

針對健康促進議題規劃體育活動： 

(1)每學期進行學生體適能檢測。 

(2)辦理美崙山健行活動培養健康體能。 

(3)辦理水上運動會，利用競賽方式增加賽前學生運動

量。 

(4)每學期辦理運動宣導活動，說明運動休閒等相關知

能。 

(5)規劃多元化班際運動競賽，如籃球賽、排球賽、羽

球賽、田徑賽、拔河等活動。 

2-3-7  

 103.9.16.（週二）與花蓮縣衛生局共同辦理「103年

年輕族群參與菸害防制活動計畫有關校園宣導活動」

－「菸害打擊趣!」。 

2-3-8  

 103.11.14和 103.11.28辦理菸害防制（含檳榔危害

防制）講座活動。 

2-3-9  

 103.12.19辦理戒菸衛教暨個案管理紀錄表填寫活動。 

2-3-10  

 104.04.10於菸害防制講座宣導「吸菸的真實代價」，

推廣菸害防制理念，增加學生菸害概念及提升拒菸意

識。 

4.透過班（週）會，加強健康

促進相關議題的宣導或討論 

，以利進行健康輔導工作。 

2-4-1 

103.3.26高一聯合班  會辦理健康體位教育「含糖飲

料沒告訴你的秘密」宣導，訂定討論提綱讓同學借由

討論激發「減含糖多開水」之身體力行方式，參與活

動師生共 500人。 

2-4-2 

104.05.06於班會「專題討論」題綱討論主 題：「拒

絕菸害霸凌，享受自由！」。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5.配合重大慶典活動(如校慶)

及公告櫥窗等，宣導強化健 

  康促進的重要性。 

2-5-1 

103.04.09於合作教育盃中將 85210概念化成標語，

融合科學創意辦理 3*3健康標語魔術方塊大賽。 

2-5-2  

103.11.8校慶園遊會辦理「蔬果精算師」活動，藉由

秤量的挑戰過程，強化量的概念，能有基本分辨每日

蔬果攝取量是否足夠。本活動共 142人次參與，（教

職員 45人次、學生 80人次、民眾 17人次），回收有

效問卷共 132份，活動後能有 80％以上的人對蔬果攝

取份量及相關知識等具正確認知。 

2-5-3 

結合國語文競賽，將書法比賽題目制定為健康宣導標

語，利用書寫及公告展示過程達到宣導效果。 

2-5-4 

藉由健促深入社團方式，於 103.5.28假卡拉 OK社，

辦理「蔬果唱吟」才藝歌唱比賽，由參賽者比賽曲目

歌詞中具蔬果名稱，導引該蔬果所含營養素及功效，

達到多攝取蔬果宣導效果。 

2-5-5 

運用冷飲部公佈欄、餐廳用餐區、穿堂及健康中心外

宣導健康體位等張貼相關衛生教育，並定期更新資訊。 

2-5-6 

利用本校電子佈告欄，提供 e-化營養宣導資訊服務，

提供與時事健康營養相關之資訊，並配合節慶隨時提

供健康飲食小撇步。 

2-5-7 

 冷飲部公佈欄，每月不定期提供花工營養資訊報馬仔

服務，提供最新營養飲食知識，藉由小知識的累積近

而達到內化之效果。 

2-5-8 

 本校發行花工青年刊物，於刊物上編載營養健康訊

息，增加宣導見閱率。 

2-5-9 

 建構健康促進網頁，隨時更新充實健促新知與議題。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三、健康服務 

1.辦理學生健康檢查，檢查前

有進行教育性說明，並通知

家長。 

3-1-1  

 新生入學前懇親會時向家長及學生說明並發給特殊疾

病調查表。 

3-1-2  

 新生體檢檢查前家長通知書、同意書、檢查流程、檢

查前注意事項、各班排定時間表及體檢過程照片記錄。 

3-1-3  

 學生健康檢查完成率 99.4％。 

3-1-4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檢查完竣體檢報告和異常回條追蹤及管理。 

3-1-5  

 針對特殊疾病知會相關老師、教官並與家長聯繫以維

護學生健康安全。 

 2.依據「傳染病防治法」訂立

校園傳染病防治辦法，有明

確的實施流程、管理策略及

傳染病防治應變計畫（如：

腸病毒、登革熱、流感...），

以監控和因應流行病的發

生。 

3-2-1 

 訂定本校校園滅鼠及漢他病毒預防實施要點。 

3-2-2 

 訂定本校校園傳染病防制實施要點。 

3-2-3  

 104.4.25和 104.04.30日實施全校環境衛生病媒蚊害

蟲消毒。 

3-2-4 

 103.5.2辦理愛滋宣導講座。 

3-2-5 

 104.4.24辦理傳染病宣導講座。 

3-2-6 

 健康中心備有紫外線燈及稀釋漂白水定時消毒。 

3-2-7 

 因應季節性傳染病流行時發給宣導注意事項單張及利

用集會宣導。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3.提供教職員工保健諮詢服

務。 

3-3-1  

 提供教職員生減重諮詢、疾病營養照護等相關營養諮

詢服務。 

3-3-2  

 教職員健康檢查補助方案。 

3-3-3  

 提供全方位教職員保健諮詢服務包含量測血糖、血

壓、體重、體脂、傷口護理、相關疾病及保健諮詢服

務…等。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4.能針對議題訂出具體服務項

目。 

3-4-1 

 本校健康中心提供健康指導工作，隨時給予身體質量

指數(BMI)、體脂肪率、血壓檢測及健康體位、營養資

訊諮詢服務。 

3-4-2 

 依學生之健康檢查結果，篩選 BMI數值＞29kg/m²者，

邀請參加「體重控制班」。 

3-4-3 

 輔導室則提供相關心理輔導服務，以期本校師生之身

心皆能達到全方位照顧。 

3-4-4 

 本校圖書館定期購入健康減重相關書籍雜誌等，推廣

全校師生借閱，另亦購入每餐 500大卡熱量之食譜，

除可依食譜製作外並建立用餐份量概念。 

3-4-5 

 營養師提供健康減重諮詢服務，藉由飲食紀錄提供飲

食建議，支持減重時期飲食相關問題之諮詢服務。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3-4-6 

 將員生社所販售之早餐，提供脂肪熱量比並附上營養

師健康小叮嚀話語，提醒購買者選購早餐之參考。 

3-4-7 

 體育組提供減重時之運動諮詢服務，利用運動強度的

介紹、休閒時之運動相關網頁介紹，提升學生運動減

重多元化。 

3-4-8 

 健康中心備置體重計、體脂計、血壓計供教職員工生

隨時使用。 

四、物質環境 

1.學校便器符合部頒標準，並

有廁所管理辦法及紀錄。 

4-1-1 

 本校男生人數 1215人，女生 190人。本校男用大便器

72個，小便器 116個；女用大便器 63個，符合部頒

標準。 

4-1-2 

 訂有本校維護校園環境整潔實施規定，律訂廁所清掃

相關事項。 

4-1-3 

 廁所維修記錄表。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2.學校洗手設備符合部頒標

準，並有洗手設備管理辦法

及紀錄。 

4-2-1 

 本校學生人數1405人，洗手台(含自閉式、省水型、非

省水型)水龍頭總計297個，一般水龍頭29個，符合部

頒標準。 

4-2-2 

 訂有本校校園用水設備自我檢查管理機制，記錄表留

存總務處。 

4-2-3 

 水設備維修記錄表。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3.訂定飲用水設備管理辦法，

定期維護飲用水衛生（如：

定期清洗水塔、水池及飲水

機水質檢驗等）。 

4-3-1 

 訂有本校校園用水設備自我檢查管理機制，記錄表留

存總務處。 

4-3-2 

 飲用水設備維護記錄表。 

4-3-3 

 飲水機水質檢驗報告。 

4-3-4 

 飲水機維修紀錄明細表。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4. 能針對議題提供適宜的物

質環境。 

本校體位過重學生及多數體位適中學生、教職員等皆

於校內用餐，將供應之午餐不再採單一制訂而以增加

健康元素方式，嘉惠用餐之教職員工生。 

4-4-1 

 本校熱食部提供非油炸主菜之選擇，當日供應主菜亦

有另一道非油炸類之菜餚，除增加教職員生選擇性外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亦減少油脂攝取量。 

4-4-2 

 為增加纖維量之攝取，使其不再以蔬菜為主要獲得來

源，熱食部每週一、三、五將地瓜加入米飯中；每週

二供應紫米飯、每週四糙米飯，藉由主食類之攝食以

利增加纖維量。 

4-4-3 

 員生社增加販售多樣水果，提供學生另一健康點心選

擇。 

4-4-4 

 熱食部自製健康麵包，採低油、低糖、酵母發酵方式

製作，另將原販賣效期較長之麵包下架不再販售。 

4-4-5 

 員生社以販賣複熱食品為主（如包子、茶葉蛋、關東

煮等），提供相對優質點心，包裝食品（餅乾類）僅

供售具優良標章認證並減少品項販售。 

4-4-6 

 每月不定期查核本校校   園販售食品及廚房衛生，維

護生生用餐衛生安全並將不適宜之市售食品下架。 

4-4-7為期供應之午餐，餐飲衛生安全向上提升，本校

參加 103年衛生局辦理之餐飲衛生分級評核，榮獲良

級。 

4-4-8 

 因有感於學生購買之市售含糖飲料，產品內容物甜味

以果糖為主要來源，員生社之自製紅茶飲料採用蔗

糖，並將甜度控制低於一般含糖飲料（以甜度計監測

市售為 8~10％，本校自製甜度控制為 5.5％以下）。 

4-4-9 

 監控本校供應之湯品及麵湯之鹹份，避免供應鹽度過

高之湯品以減少鈉量攝取，並逐步調整用餐者之口味。 

4-4-10 

 菜餚烹煮後，以濾盆過濾菜餚湯汁，減少油脂攝取量。 

4-4-11 

 於廁所內提供腰圍量測小物，提醒大家腰圍八九十健

康常維持的概念，減少罹患新陳代謝症候群，避免日

後增加罹患慢性疾病之機率。 

4-4-12 

 於活動中心鄰近操場處，張貼各項運動消耗熱量表，

營造持續運動之重要性。 

4-4-13 

 校園內每層樓均設置飲水機，共設置 80台，方便師生

取用白開水，達到 0含糖多開水目的；合作社亦配合

推動白開水運動，廣設白開水販售區塊，並於白開水

販售區張貼標語提醒師生，你就該多喝水。 

4-4-14 

 本校體育場及操場對外開放時間為：上午 6點至 7點



20分、下午 5點至晚上 9點 30分，讓師生、社區民

眾們一同於課後使用，營造健康運動氛圍的社區環境。 

五、社會環境 

1.學校制訂班級的健康生活守

則或透過獎勵制度，鼓勵健

康行為實踐。 

5-1-1 

 訂定本校各班整潔競賽實施要點，每週統計成績並頒

贈每年級前 3 名榮譽獎牌，學期末頒贈獎金。 

5-1-2 

 訂定本校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實施要點，律訂教室區

資源垃圾及廚餘回收廚理方式。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2.辦理教職員工健康促進相關

活動。 

5-2-1 

 本校辦理 103年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增加休閒活動促

進健康計有：漫遊洄瀾-自行車之旅、佐倉步道健行、

太平山生態之旅等，利用戶外活動培養團隊精神，調

節身心健康。 

5-2-2 

 自 102年起成立課後運動社團，依自身興趣加入球

隊，教職員工及退休教師共同參與，並於課餘進行運

動增加每週運動次數，養成規律運動之習慣，目前成

立的運動社團有：壘球、羽球、桌球、高爾夫球、網

球、籃球等社團。 

5-2-3 

 每學期舉辦多元化的師生體育競賽活動，使師生們透

過競賽方式，養成多運動的習慣。  

5-2-4 

 實施編制內教職員工身體健康檢查。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3.教職員工生支持和關懷實施

計畫（或辦法），及活動紀

錄。 

5-3-1 

 103.12.9辦理本校住宿生用餐關懷活動，利用住宿生

用餐當下進行健康飲食宣導，除宣導體重控制重要性

外，每日蔬菜、水果攝取應足量，並實施蔬菜吃光才

離席方式增加蔬菜攝取量。 

5-3-2 

 教職員工喪葬互助會設置要點 

5-3-3學校愛心基金會設置要點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六、學校與社區結合 

1.學校結合衛生單位與地方團

體辦理健康促進活動（如：

健康體位、無菸(檳)校園、

口腔保健、視力保健、性教

6-1-1 

 結合當地衛生局辦理教職員健康減重自 5月至 9月

止，計 30員教職員參加，共減重 74公斤。 

6-1-2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育、正確用藥等議題）。  正確用藥宣導採與社區藥局合作，帶領學生參觀社區

藥局，提升正確用藥知識。 

6-1-3 

 103.11.29結合衛生局辦理「花蓮手牽手，拒絕毒品、

向前走」反毒活動。 

6-1-4  

 配合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 103年度「正確

用藥教育模式校園推廣計畫」。 

6-1-5  

 103.10.24辦理「103年度校園正確用藥教育宣導講

座」。 

6-1-6  

 103.10.29辦理「103年度校園正確用藥教育－參觀藥

局及認識用藥」活動。 

6-1-7  

 103.11.08結合 74週年校慶暨愛心園遊會辦理「103

年度校園正確用藥教育宣導暨有獎徵答活動」。 

6-1-8  

 103.9.16.（週二）與花蓮縣衛生局共同辦理「103年

年輕族群參與菸害防制活動計畫有關校園宣導活動」

－「菸害打擊趣!」。 

6-1-9  

 104.04.10配合花蓮縣衛生局共同辦理菸害防制問卷

施測，推廣菸害防制理念，增加學生菸害概念及提升

拒菸意識。 

 2.學區周邊環境有友善安全

輔助措施（如：通學步道、

愛心家長、交通服務隊...），

有利學生上下學。 

6-2-1 

 組織交通服務隊，協助上、放學校門口交通安全管控。 

6-2-2 

 隨時檢討校門口有關交通安全管控設備(施)實際效

能，並會同花蓮縣警察局交通隊縣場會勘提出改善建

議。 

6-2-3 

 每學年辦理交通安全講座。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3.連結當地社區資源與學校推

行健康促進活動。 

6-3-1 

 利用冬至節慶帶領學生至榮民之家，與住民完成「搓

湯圓健康樂」活動，增加學生對健康維護認知。 

6-3-2 

 與社區藥局合作，帶領學生參觀社區藥局，提升正確

用藥知識。 

6-3-3  

 103.10.29與社區藥局合作，辦理「103年度校園正確

用藥教育－參觀藥局及認識用藥」活動。 

6-3-4  

 103.4.22（週二）配合花蓮縣環保工作促進會辦理「世

界地球日」清掃學校周邊環境活動。 

6-3-5  

 103.03.25規劃辦理美崙山健行活動暨環境整理清潔

活動，培養學生健康體能並宣導環境保護觀念。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七、推動特色及成效 

1. 推動特色。 

從飲食、運動及環境物質全方位著手，利用校園供膳午

餐內容調整、運動環境氛圍營造，將校內課程、活動及

比賽等方式融入健康概念，增加宣導健康維護之重要

性。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2. 具體成效。 

7-2-1 

 全校體位適中比例由 61.0％上升至 61.2％，提升 0.2

％；體位過重比例由 13.3％下降至 13％，下降 0.3％，

超重比例由 20.7％下降至 18.1％下降 2.6％，顯現成

效。 

7-2-2 

 體適能檢測，體適能中等者由 32.64％上升至 33.86

％，上升 1.22％，借由透過正確的營養攝取、持續運

動，達到學生具備良好體適能狀態。 

7-2-3 

 參加 102學年健康體位輔導與推廣計劃「全國健康體

位融入學校經營暨教學領域教學模組競賽」 榮獲學校

經營組 高中組特優之獎項。 

7-2-4 

 本校員生社熱食部，參加 103年衛生局辦理之餐飲衛

生分級評核，榮獲良級。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3.未來展望（如：學校預定參

加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計

畫…）。 

7-3-1 

藉擔任宜花東健促訪視召集學校，參考友校各項作

法，隨時充實改善本校各項健促措施與執行方案。 

7-3-2 

□達到   

□部分達到  

□待加強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0%A5%E5%85%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8B%E5%8B%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8B%E5%8B%95


近期目標朝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銅質獎努力。 

 

八、輔導委員總評 
 

■優點 
 
 
 
 
■建議 
 
 
 
 
 
■追蹤輔導項目 
  □無 
  □有（請條列） 
 
 
■訪視總評   □特優   □優  □可  □追蹤輔導 
 
 

輔導委員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