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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由 

本校願景的主軸是自信負責、愛與關懷、樂觀成長，其理念:進入建功的學生，

每個都是寶。在健康和諧的氣氛中，希望個個均能健康快樂，表現開朗活潑積極樂觀

的人生觀。更期望建功的學生，未來都能具備參與社會生活的基本能力與民主素養，

強烈追求知能的企圖心與涵養。並在愛與關懷的環境中，塑造自信負責，認真學習與

生活態度，樂觀進取中茁壯成長，故選定健康學校為認證主題。 

  (一)本校願景：自信負責、愛與關懷、樂觀成長 

1.自信負責：包括瞭解自我、自我表達、獨立思考、團隊合作、社會服務、

負責守法、知行合一、培養人本情懷及民主素養 

2.愛與關懷：包括適性運動健康身心、瞭解自我、尊重與欣賞他人及不同

文化，與人溝通、包容異己、更能理性與感性調和、人文與科技並進，

涵蓋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培養人本情懷、民主素養、鄉

土與國際意識。 

3.樂觀成長：活用資訊與語言主動探究、解決問題→養成終身學習的態度

與習慣。 

(二)現況分析: 

1.地理環境:鄰近交通、清華大學，科學園區、工研院，交通便捷，校地完

整，雖為階梯形地型，但校園腹地廣闊，學生使用單位面積優於其他學

校。 

2.學校規模:全校61班(含幼稚園、特教、學生人數約1700人)，屬中大型學

校。  

3.硬體設備:落實校園綠、美化，設學生午餐廚房(公辦民營) ，具備體育

館一座，全校設有飲水點，共67點 。 

4.師資概況:逐年年輕化，平均學歷提昇，電腦能力漸增加，師資專長多元

化。  



5.學生:學生活潑，學生多元學習意願高。 

6.家長:人口持續成長，家長平均學歷逐年提高，家長參與度提昇與學校互

動增加。 

7.社區資源:家長會贊助學校經費，熱心人士支援校務發展，社區志工及資

源投入，公務及文教機關對學校支援多。  

二、 準備期 

本校歷經(1)健康檢測各項分析、(2)全校會議及校務會議共識會議討論、(3)

健體領域會議討論、(4)健康促進委員會檢討本校學童健康歷程及擬訂融入相關課程

及活動之有效策略、(5)課程發展委員會兩次的課程修訂、(6)課程總計劃的規劃及設

計，將認證項目:健康學校各項相關健康課程及活動深植學童學習及行為養成中。 

本校由校長帶領健康促進行政團隊及教學團隊，各處室各司其職，分工合作，

並整合各處室相關健康教學及活動，共同推行健康議題策略。 

職      稱 姓名 編  組  任  務 

計畫主持人-校長 劉芳遠 總理本校健康促進學校一切相關事宜。 

協同主持人-學務主任 蔡均旺 
協助處理推行健康促進學校相關事務，協調相

關處室配合相關活動。 

協同主持人-教務主任 游國君 協助健康促進計劃課程融入統整規劃事宜。 

協同主持人-總務主任 謝玉姿 協助健康促進計劃環境建置之事宜。 

協同主持人-輔導主任 林政君 協助健康促進計劃與家長及社區之聯繫工作。 

研究人員-教學組長 劉蕙敏 
負責課程總計劃的規劃及設計，健康促進計劃

課程融入事宜。 

研究人員-衛生組長 葉美村 負責校內健康促進活動宣傳及工作執行。 

研究人員-體育組長 錢明福 負責營造維持健康促進學校環境之規劃及執



行。 

研究人員-生輔組長 李鎮哲 負責健康促進計劃相關網站資料之建置製作。 

研究人員-活動組長 李國寧 協助各項宣導及學生活動之推展。 

研究人員-輔導組長 賴亭愷 協助各項計畫活動之推展。 

研究人員-護理師 吳欣怡 
負責健康促進相關活動的推動及統籌，社區及

學校資源之協調整合。 

研究人員-護理師 劉耘均 
負責活動策略設計、效果評價及資料分析統

計。 

研究人員-會計主任 許雅穗 
負責健康促進計劃經費預估、核銷之相關事

宜。 

研究人員-學年主任 蔡靜芬 
協助辦理各班級導師需求評估與活動及協助

班級與行政單位之聯繫。 

研究人員-學年主任 洪春鳳 
協助辦理各班級導師需求評估與活動及協助

班級與行政單位之聯繫。 

研究人員-學年主任 張新智 
協助辦理各班級導師需求評估與活動及協助

班級與行政單位之聯繫。 

研究人員-學年主任 羅瑋菱 
協助辦理各班級導師需求評估與活動及協助

班級與行政單位之聯繫。 

研究人員-學年主任 陳貞妦 
協助辦理各班級導師需求評估與活動及協助

班級與行政單位之聯繫。 

研究人員-學年主任 蔡斯涵 
協助辦理各班級導師需求評估與活動及協助

班級與行政單位之聯繫。 

研究人員-家長會代表 宋樹人 
協助家長會配合學校宣導「健康促進學校」各

項事宜。 



研究人員-學生自治市

長 
林詳諺 

協助辦理學生需求評估與活動及協助學生與

行政單位之聯繫。 

諮詢單位 新竹市教育處 
協助辦理各項知能研討進修、策略改進及相關

經費申請。 

諮詢單位 新竹市衛生局 協助提供各項醫療、諮詢資源及相關服務。 

每學年初健康促進委員會依據前 1-3學年全校健康數據分析結果擬訂全學年

的健康促進計畫，其中包含教學設計及活動宣導，上學期以健康知能為主要學習重點，

下學期則以健康技能及習慣養成為主要推行目標，亦提供各項健康議題教學模組給各

領域老師融入教學及具體操作參考，且其中包含學習單及評量表等，可操作性及評量

性高。 

三、 發展期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在課程總計劃中對於健康議題規畫包含健康課程領域每

一年段不同的健康課程，亦將健康促進相關議題依各年級系統性規劃至彈性課程及本

土語課程。 

在資訊網路設備建置上，(1)本校校內設有全校資料交流區，其中建置有健康

交流區，以提供學校同仁健康知識、教案設計、活動宣導分享。(2)有全國首創校園

傷病 e化系統、校園傷病雲端服務系統，以提供全校師生及家長及時學童在校傷病訊

息及健康檢查情形查詢，以維護學生健康安全，更增加「學校」和「家長」間的互動

聯繫，共同關心孩子們的健康。 

本校多元活動及社區結盟上，(1)本校定期舉辦各項配合課程進行之創意健康

宣導活動如:全國首創之「健康 Icare卡」集點活動、Doctor Shane Club健康英語

俱樂部、體育季…等。(2)結合社區艷紫荊志工及彩虹媽媽辦理一系列的健康故事列

車、健康舞台劇、青春無悔性教育課程，深獲學生及家長喜愛與肯定。(3)社區校眼

醫、校牙醫及醫療院所提供各項健康資訊及醫療資源協助如學校師生家長健康檢查、

健康講座、健康諮詢、健康宣導、醫院參訪、貧困學童健康醫療及健康資訊等協助…



等，讓全校師生家長均受惠。 

四、 深耕期 

本校健康促進委員會每學年初依據前 1-3 學年全校健康數據分析結果，訂定

並落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本校視力保健、口腔保健、健康體位、健康檢查…等各項健康促進，辦理了

一系列的融入課程及宣導活動，更進行擬訂「學童視力保健」進行行動研究，行動研

究主題訂為: 健促共同體-學校社區組織結盟及多元教學融入對國小學童-視力保健

影響成效之行動研究，在全校師生家長的深耕努力下，近四年的視力不良比率有逐年

下降趨勢，103學年度較 100學年度更下降 10.1%，102學年度及 103學年度視力不

良率均低於全市及全國；近五年口腔齲齒率 35.3~49.8%，均低於全市比率，且齲齒

矯治率 97-103學年度上升了 29.6%；具備健康體位體位適中 102學年度~103學年度

的學生比率高達 68.9%~71.4%，均高於全市及全國，各項健康檢查的矯治率在 102~103

學年度亦都高於 95%以上，顯示各項健康成效顯著。 

 



 

 

 

 

學年度 
體位過輕 體位適中 體位過重及肥胖 

本校 全市 全國 本校 全市 全國 本校 全市 全國 

100  23.2% 16.1%  55.8% 60.8%  21.0% 23.1%  

101  26.1% 18.9%  55.3% 59.0%  18.6% 22.1%  

102 -上 9.6% 7.8% 6.85% 68.9% 67.8% 62.75% 21.5% 24.1% 30.3% 

102 -下 10.3% 7.8%  70.8% 67.8%  18.8% 24.1%  

98學年

度 

99學年

度 

100學年

度 

101學年

度 

102學年

度 

建功國小 39.28% 37.59% 39.90% 35.30% 49.80% 

新竹市 52.50% 42.94% 49.72% 46.43% 50.60% 

0.0% 

20.0% 

40.0% 

60.0% 

本校與全市98-102學年度 

齲齒率比較分析表 

97學

年度 

98學

年度 

99學

年度 

100

學年

度 

101

學年

度 

102

學年

度 

103

學年

度 

建功國小 65.9% 90.6% 90.0% 87.8% 93.3% 90.0% 95.5% 

新竹市 75.39% 76.49% 78.54% 79.08% 84.12% 91.47% 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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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全市97-103學年度 

齲齒矯治率比較分析表 



103 -上 10.2% 9.48% 7.28% 70.2% 66.95% 63.48% 19.6% 23.57% 29.23% 

103 -下 9.3% 5.4%  71.4% 69.8%  18.7% 24.8%  

在運動體能上，本校學生除有每日跑步、跳繩、躲避球、籃球、足球等規律

運動 30 分鐘以上外，為提升學生運動能力舉辦一系列的體育季，在創意課程、有趣

活動的雙管齊下，依據低中高年級適性需求，發展跳繩、花式跳繩、健康操、九宮格、

樂樂棒、躲避球、籃球、氣排球、飛盤躲避…等多項全校運動，除激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亦提升學生的健康生活知能、體育能力。 

本校積極發展運動社團多元選擇及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各項活動，除榮獲教育

部體育績優學校及健康促進績優學校。學校運動代表隊在全國比賽中屢獲佳績，規律

運動深植師生生活習慣，操場上運動無虛席。此外更創立武術、獨輪車、扯鈴、蛇板

等特色運動社團，吸引親師生及社區的參與，培養終身運動習慣。 

除健體課程、彈性課程、本土課程融入各項健康促進議題外，亦與外籍教師

同步進行國際化方案-Doctor Shane Club 健康英語俱樂部課程，透過外籍教師在健

康中心擔任志工，與學生以全英語面對面交談。 

推動增進學童健康創意措施三項以上:(1)本校推出全國首創之「健康 Icare

卡」集點活動。(2)結合國際化課程「Doctor Shane Club 健康英語俱樂部」課程。

(3)結合彩虹媽媽志工推出一系列性教育「青春無悔課程」。(4)結合社區艷紫荊志工

社在下課時間推出健康故事列車。(5)本校全國首創校園傷病 e 化系統、校園傷病雲

端服務系統。 

 

 

 

 

 

 



五、 未來展望與建議 

學校是每位學生及老師們一日之中花最多時間的場域，因此世界衛生組織

（WHO）於西元 1995年起積極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對健康促進學校定義為：「學

校能持續的增強它的能力，成為一個有益於生活、學習與工作的健康場所」。美國、

英國、紐西蘭、香港、新加坡等國家皆積極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工作，我國為響應 WHO

健康促進學校之理念，於 1996 年即開始推動「提升學生健康四年計畫」，2002 年起

由前衛生署與教育部共同以 WHO訂定之健康促進學校 6大範疇：「學校衛生政策、學

校物質環境、學校社會環境、社區關係、個人健康技能、健康服務」，期藉此能做到(一)

結合健康與教育的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健康服務提供者、以及社區資源，

共同努力使學校成為健康的場所。(二)提供健康的環境，健康教學與健康服務，並結

合學校與社區的發展計畫，促進全校教職員工健康計畫、體育與休閒活動計畫。(三)

促進學生、教職人員、家庭和社區人員的健康並共同強化健康和教育品質。在國內外

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的相關研究顯示具有正面的價值與意義。 

本校依教育部制定健康促進學校 6 大範疇為基礎，制定學校健康衛生政策原

則，全校師生家長、志工及社區共同參與，營造健康共識，提供健康服務，及創意有

效策略的教學及活動，期以持續建構學習及培養健康生活的校園環境，增進全校人員

及社區整體健康。 

六、 結語 

身心健康是強化健康生活品質，提升認知學習、技能學習的重要基礎，健康

與教育更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學校是重要養成場所，教育是生活技能成熟重要方

式，唯有強化教育，潛移默化，積極推動，才可成就健康，健康學校需結合各項資源，

全校師生、家長及社區共同努力累積才可深植生活，達到真正身心靈的健康境界。 

 

 



七、 照片 

  

說明：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 說明：課發會-融入課程教學 

  

說明：全校師生家長多元健康宣導 說明：英語國際學習創新課程融入 

  

說明：健康運動特色社團 說明：社區志工資源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