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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藉由健康促進學校認證結果，做為學校推動成效的依據。

表揚健康促進學校典範，以利校際之間相互觀摩學習。

推動臺灣健康促進學校與國際接軌。



107年健康促
進學校國際認
證流程



107年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時程（暫定）

時程 工作項目
107年3月31日前 學校繳交佐證資料
107年4月初-4月底 中央認證委員進行書面審查
107年4月底 通知實地訪視學校，開始接受特

色議題加值方案報名
107年5月-9月 中央認證委員進行實地訪視

107年9月底 確認獲獎候選學校名單
107年10月初 國際認證委員進行金質獎候選學

校實地訪視
107年10月中 確認獲獎學校名單
107年11月初 頒獎典禮



參加認證學校資料繳交內容

參加學校

於107年

3月31日

前繳交書

面資料到

認證中心

• 學校基本資料表：至健康促進

學校國際認證網站下載。

• 書面審查佐證資料：請依照

「107年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

證標準項目」，準備佐證資料。



書面審查佐證資料繳交方式及時間

儲存方式

• 將佐證資料以電子檔形式，儲存於光碟或隨身碟，並將電子檔依照個評分項

目進行分類，儲存於相對應之資料夾內。

繳交方式

• 以郵寄方式將儲存媒體，寄送至本中心，

• 郵寄地址：24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健康促

進學校國際認證中心收）

繳交時間

• 107年3/31前



接107認證標準簡介

6大標準、12項子標準，共24個評分標準



認證標準配分說明

標準項目
書面審查

配分

實地訪視

配分

加總

配分

標準一、學校衛生政策 12 6 18

標準二、學校物質環境 7 8 15

標準三、學校社會環境 10 8 18

標準四、健康生活技能教學與行動 15 3 18

標準五、社區關係 10 5 15

標準六、健康服務 16 0 16

合計 70 30 100



一、學校衛生政策 (4項評分標準)

•學校健康促進的定位

•學校依據實證導向進行健康政策之推動

二、學校物質環境 (4項評分標準)

•學校提供安全環境

•學校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

三、學校社會環境 (4項評分標準)

•學校有能力符合心理健康促進及社會福祉的學習環境

•學校提供協助給予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四、健康生活技能教學與行動 (4項評分標準)

•提供全面性的健康教育課程，讓學生獲得健康生活技能

•教職員有充分準備，以擔當健康教學的工作

五、社區關係 (3項評分標準)

•學校積極主動與當地社區聯繫

•連結社區資源推行學校健康促進活動

六、健康服務 (5項評分標準)

•教職員工生基本的健康服務

•提升健康中心功能



四項核心指標

※1-1-1 依學校需求制定健康促進計畫。

※1-2-1
學校依教育部或縣市教育局規定的健康議題，並

按照實證導向的精神推動及檢討。

※4-1-1
健康教育課程設計以生活技能為導向，並運用多

元化的教學策略和活動形式來推行健康教育。

※5-2-1
學校積極結合衛生單位與地方團體辦理健康促進

活動。



特色議題加值方案（擇一）
一、「健康體位(健康飲食及運動)」議題 ※3項評分項目，計5分

評分項目

學校建立健康體位之監測、改善與追蹤機制

學校結合政府與社區資源(如衛生單位、民間NGO團體、社區鄉村里)，落實校園及學區健康體位(健康飲食含減少
含糖飲料、增進規律運動)之執行

健康體位之生活技能教學，學生及其家長了解並可減少選擇不健康飲食(如含糖飲料)與增進規律運動之頻率。

評分項目

學校建立事故傷害之監測、改善與追蹤機制

學校結合政府與社區資源(如衛生、警政單位、民間NGO團體、社區鄉村里)，於校園及學區落實事故傷害防制(含
交通事故防範、溺水防範、防跌等)環境營造及宣導

事故傷害防制之生活技能教學，學生及其家長了解事故傷害防制(含交通事故防範、溺水防範、防跌等)，且可表示
預防與危機應變作為。

二、「事故傷害防制」議題 ※3項評分項目，計5分



認證作業過程

書面審查

•每所學校由3位中央認證
委員依據「2017健康促
進學校國際認證標準」
進行書面審查。

•書面審查分數通過者[達
50分(含)以上]進入實地
訪視

實地訪視

•由3位認證委員到校
進行實地訪視

•實地訪視+書面審查
分數達90分(含)以上、
且核心指標滿分進入
決審

決審

•由國際認證委員團隊
進行決審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健康促進
學校國際認證中心共
同審核結果，決議金
質獎學校名單。

• 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邀集健促專家擔
任中央認證委員。



實地訪視重點及流程

時間 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學校人員迴避

10分鐘 認證委員共識會議
說明當日訪視作業進行方式並安排訪談對

象。


10分鐘 開場介紹 互相介紹，並由主席說明訪談流程安排

60分鐘 訪 談 晤談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代表。 

40分鐘 參觀場地設施 參觀學校場地及設施。

30分鐘 意見交流
校長進行補充介紹、與學校相關人員交換

意見。

30分鐘 認證委員共識會議 資料複閱及討論、撰寫訪視建議。 

認證委員離校 認證委員繳交資料。

上午場次:09:00-12:00；下午場次:13:30-16:30



獲獎標準（認證效期：4年）

• 分數達90分(含)以上，且核心指標達到滿分者。

金質獎學校

• 分數達85分(含)以上但未達90分者，

• 分數達90分(含)以上但核心指標未達到滿分者。

銀質獎學校

• 分數達80分(含)以上但未達85分者。

銅質獎學校

• 通過初審，但複審結果分數未達80分。

推動嘉獎

• 參加項目滿分

特色議題加值方案



獎勵方式

金質獎學校

• 金獎獎牌乙面。

• 獲獎學校推動有功

人員敘獎。

• 新台幣六萬元整之

等值獎品或商品禮

券。

• 列為進行國際經驗

交流候選學校。

銀質獎學校

• 銀獎獎牌乙面。

• 獲獎學校推動有功

人員敘獎。

• 新台幣三萬元整之

等值獎品或商品禮

券。

銅質獎學校

• 銅獎獎牌乙面。

• 獲獎學校推動有功

人員敘獎。

• 新台幣一萬元整之

等值獎品或商品禮

券。

推動嘉獎

• 推動嘉獎獎狀乙份。

特色議題

加值方案

• 獎狀乙份

• 新台幣三千元整之

等值獎品或商品禮

券



書面資料繳交方式說明

 繳交資料如下：
1.存放佐證資料之光碟（USB隨身碟） 3份
2.學校基本資料表 3份

 繳交方式：
將光碟或USB隨身碟，拷貝一式三份，寄送至：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中心 收

 資料存放注意事項：
1.每項評分項目佐證資料檔案，以一個檔案為限。
2.佐證資料內如包含照片，請單一檔案以3張照片為原則



1.以學校所在地，以及學校全稱建立主資料夾名稱

2.於資料夾內，區分六大標準，分別建立資料夾

3.於六大標準資料夾內，分別建立子標準資料夾

4.將佐證資料存放於子標準資料夾內，並以
評分項目命名佐證資料檔案，以PDF或
word檔形式存放



國民健康署-生活技能融入健康體位之教材工具發展及推廣(1/4)
 目的：針對國小(3-4年級) 、國中及高中職(高一)學生，分別發展一套以生活

技能為核心之健康體位教材模組，供教師於生活技能教學上逕行應用。

 教材：教學簡報、教學手冊、學生手冊、教學影片等。

 試教：新北市、彰化縣、嘉義縣之國小、國中、高中等各2間學校先行試辦。

 工作坊：辦理生活技能融入健康體位教材試教工作坊。

 推廣：與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結合，於全國各級國中(小)及高中職推廣。
人與人-社會健康
【溝通與人際互動能力】

人與環境-工作成就健康
【決策與批判性思維能力】

人自己-情緒健康
【適應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1.人際溝通能力 1.做決定 增加自信與自我控制、負
責任與產生改變相關能力

1.自我覺察

2.目標設定

3.自我監控

4.情緒調適

5.抗壓能力

2.協商技巧 2.解決問題

3.拒絕技能 3.批判思考

4.同理心

5.合作與團隊作業

6.倡導能力



自我檢視

我每天的飲食是
否符合標準?我的
想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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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覺察

國民健康署-生活技能融入健康體位之教材工具發展及推廣(2/4)

http://health99.doh.gov.tw/onlinkhealth/onlink_bmi.aspx


想不想改變?有沒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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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肯定

做決定

國民健康署-生活技能融入健康體位之教材工具發展及推廣(3/4)



新生活開始
第一週：
一、起點行為（現況分析）:1.  2.  3.

二、目標:1.  2.  3.

三、執行的策略:

四、可用的資源與幫助:

五、障礙與克服方法:

六、自我檢核、成效與檢討
第二週:

一、目標:1.  2.  3.

二、執行的策略:

三、障礙與克服方法:

四、成效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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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設定

自我管理與監控

批判性思考

解決問題

國民健康署-生活技能融入健康體位之教材工具發展及推廣(4/4)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