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 106學年度視力保健實施計畫 

一、依據：依本校校務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維護並增進學童眼睛和視力的健康。 

(二)充實視力保健知識，以養成重視視力保健的好習慣。 

(三)了解學生視力發展的情形。 

(四)早期發現視力衰退或異常現象，以早期矯治。 

三、主辦單位：訓導處 

四、協辦單位：家長會、教師會、教務處、總務處、輔導室 

五、實施對象：全校師生及家長 

六、實施方式： 

(一)加強學生視力保健教育 

1.加強健康教育視力保健教學 

2.辦理學童視力保健宣導活動 

3.每日課間活動實施愛 eye護眼操及集體望遠凝視。 

 (二)改善學習環境 

  1.改善班級黑板照明環境 

  2.推動校園植物綠化活動 

  3.學生依身高課桌椅對號入座 

  4.班級導師督促學童下課走出教室到戶外活動。 

  (三)強化視力保健服務 

1.定期舉辦視力篩檢 

2.建立追蹤矯治制度 

  (四)建立學童視力保健績優獎勵制度 

     .獎勵視力正常學生（針對高年級視力仍維持 1.0以上） 

  (五)加強親職教育 

   1.舉辦家長視力保健座談會 

   2.訓練愛眼護眼志工，協助學校活動之進行。 

(六)紓解課業壓力 

   1.規劃多元、彈性、活潑生動的教學環境，注重均衡發展。 

   2.辦理戶外教學 



  (七)成立視力保健工作小組： 

      由校長、各處室主任、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各學年主任、衛生組長、護   

理師等組成。 

七、實施項目與內容： 

項次 實施對象 目的 內容 對 象 執行單位 

1 
視力篩檢及

追蹤及矯治 
及早發現視力問題，

發揮早期療效 

定期視力篩檢，並登記以追蹤

視力矯正情形。  
全校學童 健康中心 

2 

改善學習硬

體環境 

提供良好照明設施及

校園環境 

定期檢測教室照明設施，詳  

實紀錄以作為改善依據。  
美化、綠化校園  
學生課桌椅對號入座  

全校學童 總務處 

3 

獎勵視力正

常學生 
建立視力保健觀念，

養成良好保健習慣  
表揚視力正常學生  

 
全校學童 訓導處 

4 
推展視力保

健護眼操 
鬆弛眼睛睫狀肌，養

成良好護眼習慣。  
推展視力保健操 

全校學童 健康中心 

5 
戶外教學 建立視力保健觀念，

養成良好保健習慣。 

各學年分批實施戶外教學 
全校師生 訓導處 

6 
成立愛眼志

工團 
訓練志工家長協助視

力保健工作。 

成立愛眼志工團 愛心義工

家長 
輔導室 

7 

視力保健教

學活動 
加強視力保健知識  
矯正視物習慣  

隨堂指導執筆姿勢  
指導閱讀、看電視、打電腦 

姿勢。 

全校學童 級任老師 

八、本計劃呈奉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台南市忠義國小 106學年度『下課走出教室從事戶外活動』成果照片 

辦理學校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 

聯絡資料 
聯絡人 薛心淇 e-Mail tnkiki@gmail.com 

電話 06-2222768#111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 2 號 

活動名稱 下課走出教室從事戶外活動 

活動內容 下課時間學童盡情在操場上奔跑遊戲藉以放鬆眼睛睫狀肌 

活動時間 整學期 

活動對象 全體學童 

活動人數 776 

執行成果

及效益

(簡要說

明) 

1. 「規律用眼 3010」是指讀書、寫字要做到每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 

 督促學生下課離開教室。 

2. 活動筋骨更加長高高，視力也會更優良。 

3. 打籃球除了有益眼睛健康，還可促進長高。 

執行成果照片 

  

走出教室讓眼睛多休息 看遠看近讓視力更良好 

  

下課囉，到戶外動一下，讓眼睛放鬆喔! 拋球運動可以讓眼球肌肉放鬆 

 



 

 

台南市忠義國小 106學年度『保持正確坐姿及握筆姿勢』成果照片 

辦理學校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 

聯絡資料 聯絡人 薛心淇 e-Mail tnkiki@gmail.com 

電話 06-2222768#111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 2 號 

活動名稱 保持正確坐姿及握筆姿勢 

活動內容 每班發給 30 公分的尺讓老師隨時留意學童寫字的姿勢 

活動時間 106.10.12 

活動對象 班級學生 

活動人數 28 

執行成果

及效益

(簡要說

明) 

1. 讀書寫字時保持良好的坐姿 

 

2.保持正確的握筆姿勢 

 

3.用 30 公分的尺來調整寫字與桌面的距離 

執行成果照片 

  
讀書寫字時保持良好的坐姿 保持正確的握筆姿勢 

  
隨時保持適當的距離 用 30 公分的尺來調整寫字與桌面的距離 

 



 

 

台南市忠義國小 106學年度『護理師至安親班測光』成果照片 

辦理學校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 

聯絡資料 
聯絡人 薛心淇 e-Mail tnkiki@gmail.com 

電話 06-2222768#111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 2 號 

活動名稱 至安親班測光 

活動內容 至安親班測光 

活動時間 107.05.18 

活動對象 安親班學童 

活動人數 安親班學童 

執行成果

及效益

(簡要說

明) 

1. 至安親班測量學生課桌椅，桌面照度是否足夠。 

2. 至安親班測量黑板照度是否足夠。 

執行成果照片 

 

 

至安親班測量學生課桌椅 至安親班測量學生課桌椅 

 

至安親班測量黑板照度 至安親班測量黑板照度 

 



 

 

台南市忠義國小 106學年度『護眼健康操活動執行』成果照片 

辦理學校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 

聯絡資料 
聯絡人 薛心淇 e-Mail tnkiki@gmail.com 

電話 06-2222768#111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 2 號 

活動名稱 護眼健康操活動 

活動內容 進行護眼健康操活動 

活動時間 整學年 

活動對象 全校學生 

活動人數 770 

執行成果

及效益

(簡要說

明) 

1. 讓假性近視兒童視力調整回來或維持原先的度數，不讓度數增加 

2. 每天上午 10：20 起 4 分鐘，學校統一播放音樂學生跟著音樂讓眼球轉動、

或放鬆遠眺 

3. 雙手搓熱熱敷眼睛………等護眼動作 

執行成果照片 

  

雙手搓熱，預備熱敷眼睛 跟著音樂指令讓眼球上下左右轉動 

  

找很遠的地方放鬆遠眺 看遠看近調節睫狀肌 

 



 

 

台南市忠義國小 106學年度『視力保健宣導』成果照片 

辦理學校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 

聯絡資料 
聯絡人 薛心淇 e-Mail tnkiki@gmail.com 

電話 06-2222768#111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 2 號 

活動名稱 視力保健宣導 

活動內容 利用兒童朝會視力宣導 

活動時間 107.04.10 

活動對象 全體學童 

活動人數 770 

執行成果

及效益

(簡要說

明) 

1. 若能具備正確的護眼知識，則一輩子的靈魂之窗就能受到保護。 

2. 學童「保持距離、中斷用眼、戶外運動」是維持良好視力的不二法門 

3. 「螢幕愈大，距離愈遠，就愈不容易近視」 

執行成果照片 

  

上下學期學童視力不良比較圖 視力保健正確觀念宣導 

 
 提醒孩子少用 3C產品 

要保護自己的眼睛。 

護理師宣導近視所引起的併發症及危
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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