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活動 

「百年歸小、弦歌鏗鏘、世紀學府、振翅遠翔」 

歡慶創校百年社區運動會實施計畫 

一、 依據：本校百週年校慶活動計畫辦理。 

二、 目的： 

(一) 加強校內體育活動，養成良好運動習慣。 

(二) 提升師生體適能，促進師生身心健康。 

(三) 展現本校體育教學推動成果，培養學生團隊精神。 

(四) 落實各項學校推動宣導主題 

三、 主辦單位：本校學務處。 

四、 協辦單位：教務處、總務處、輔導室、人事室、會計室、全校教職員工生。 

五、 活動時間：110年 1月 1 日 08：00～16：00 

六、 活動地點：本校操場。 

七、 活動項目及獎勵： 

(一) 表演活動： 

(1) 各校表演：歸仁國中舞獅隊、新豐高中日本太鼓。 

(2) 學校社團：歸仁國小太鼓社、歸仁國小流星球社。 

(3) 大會舞表演：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高年級 

(二) 競賽項目: 

(1) 中高年級大隊接力賽:每組取前二名頒獎品及獎狀一份，其餘各獎狀一

份。 

(2) 趣味競賽:每組取前二名頒給獎品及獎狀各一份，其餘各獎狀一份。 

(3) 社區大隊接力賽:參加隊皆頒給獎品及錦旗各一份。 

八、 活動流程：(如附件 1) 

九、 工作分配：(如附件 2) 

十、 注意事項： 

(一) 預演時間： 

(1) 第一次預演：109年 12 月 28日(一)08:00—10:30 





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國民小學慶祝百週年校慶活動程序表 

項次 項目 時間 活 動 內 容 （ 運 動 場 ） 
1 開幕序曲 1 08:00-08:10 歸仁國小太鼓社-鼓憾大地、起鼓喧天              
2 開幕序曲 2 08:10-08:20 歸仁國中舞獅隊表演–祥獅獻瑞 

3 開幕序曲 3 08:20-08:30 新豐高中日本太鼓-慶校慶         

4 

運動員進場 

08:30-09:00 

開幕典禮—典禮開始： 

各學年進場，進場順序為：六年級、五年級、四年級、

三年級、二年級、一年級、特教班及幼兒園。 

5 

09:00-09:15 

歸仁里暨社區發展協會進場 

6 八甲里暨社區發展協會進場 

7 歸仁國小退休人員聯誼會進場 

8 歸仁國小志工團進場 

9 歸仁國小家長委員會進場 

10 

開幕 

09:15-09:20 大會會旗進場(由六位學生著童軍服) 
11 09:20-09:25 點燃聖火+禮炮 

12 

09:25-09:33 

全體肅立、主席就位（請脫帽、台上來賓請面向國旗） 

13 唱國歌 

14 升大會會旗(來賓請面向會旗) 

15 向國旗行最敬禮（主席復位、來賓請坐下） 

16 09:33-09:43 市長致詞(傑出校友表揚，配合市長到校時間時整) 

17 09:43-09:48 生日快樂請市長、校友切蛋糕(市長、教育局長這時間到) 

18 09:48-09:53 主席致詞(介紹長官、來賓) 

19 09:53-09:58 會長致詞 

20 09:58-10:10 長官來賓致詞 

21 10:10-10:20 資深優良教師表揚 

22 10:20-10:30 運動員宣誓(介紹宣誓代表選手簡介)(四種語言國英台客) 

23 10:30-10:40 禮成(施放和平鴿+氣球) (運動員退場)  

24 10:40 表演開始 

25 

開幕表演 

10:40-10:48 流星球表演— 流星飛揚、天下歸仁 

 26 10:50-10:58 一年級大會舞表演— 最棒的就是你(3:35)可愛 

27 10:58-11:06 二年級大會舞表演— 來個蹦蹦(3:20)青春 

 28 11:06-11:14 三年級大會舞表演— 中國功夫(3:38)志氣高昂 

 29 11:14-11:22 四年級大會舞表演— 站在高崗上(4:00)原住民風 

30 11:22-11:30 高年級大會舞表演— 青蘋果樂園(3:47)復古風 

31 早上各項 

競賽項目 

11:30-12:00 家長會、社區、志工團、退休志工、全體教師趣味競賽 

32 12:00 整理環境、帶回教室用餐 

33 午休 12:00-13:20 用餐、午睡    13:30 全校至休息區就位完畢 

34 

下午各項 

競賽項目 

13:30-13:45 三年級趣味競賽：(籃球場) 六年級趣味競賽：(操場) 

35 13:45-14:00 四年級趣味競賽：(籃球場) 二年級趣味競賽：（操場） 

36 14:00-14:15 五年級趣味競賽：(籃球場) 一年級趣味競賽：（操場） 

37 14:15-14:30 幼兒園趣味競賽：(籃球場) 特教班趣味競賽：（操場） 

38 14:30-14:45 三 年 級 大 隊 接 力 -- 毎人 100 公尺 

39 14:45-15:00 四 年 級 大 隊 接 力 -- 毎人 100 公尺 

40 15:00-15:15 五 年 級 大 隊 接 力–- 毎人 100 公尺 

41 15:15-15:30 六 年 級 大 隊 接 力 -- 毎人 100 公尺 

42 15:15-16:00 頒獎暨閉幕典禮 

  收拾場地~~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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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歸仁國小 

1０9 學年度百週年校慶活動工作細目表 
組別 工作內容 組長 組員 完成時間 

策劃組 

１.活動協商、規畫、工作分配、

進度管制、經費預算、活動進程

控制、偶發事件處理。 

王怡仁 楊長頲、王盈傑  

總務組 

１.請帖印製、填寫、寄送、感謝

函製作發送、聯絡家長會。 

施秀頤 蒙家芸、沈盈斯  

２.各界獎品點收、收據發放、徵

信。  

楊佩容 楊佩容、沈盈斯、阮秋華  

３.物品採購、租（借）用、司令

台桌椅佈置（4 張會議桌司令台

上椅子 20張；2張台下放獎品，

1張報到共 3 張、舖桌巾及椅子

各 5張，花籃放台下）。 

４.運動會全銜割字佈置 

５.會場布置 

６.活動後場地收拾整理： 

７.茶水。 

施秀頤 總務處（物品採購） 

【六-1】搬桌子 開幕前、閉幕後 

【六-2】搬椅子開幕前、閉幕後 

 蒙家芸、張榮欽先生 

◎ 會場布置：王盈傑、王啟川、 

卓志勳、陳奕翰、張榮欽先生 

蒙家芸幫忙。 

◎活動後場地收拾整理：總務處 

職工先生小姐、沈盈斯 

 

８.準備來賓午餐及善後處理。 施秀頤 由百週年餐會廚師提供滷麵  

美工組 司令台內部美工設計。 陳奕翰 陳奕翰  

典禮組 

準備音響、電池、安排 CD 播放次

序、控制播放時間，表演節目音樂

播報（音響設備）開、閉幕典禮司

儀、簡介節目內容、典禮進行、成

績報告。（司儀） 

施秀頤 施秀頤（音響設備） 

徐卉洳(指揮與領唱學生指導) 

陳俊志老師、林千老師（司儀） 

劉玫君、蘇麗梅、吳聆綾、阮秋華、 

陳怡如、鄭楓琳(文武台來賓接待人

員) 

 

頒獎組 
獎品準備包裝、協助頒發獎狀、獎

品、獎牌 
施秀頤 劉玫君、蘇麗梅、吳聆綾、阮秋華、 

陳怡如、鄭楓琳 

 

接待組 
長官、來賓簽到、供應茶水，引導

及其他服務項目。 

陳杏娥 

徐秋鐶 

楊佩容、沈盈斯、志工團 5人 

吳宜萍、陳怡如 

 

場地組 

競賽、開閉幕進退場動線、休息場

地規畫與標線、開幕時各班進場距

離控制。 

滕英文 

 

楊長頲 

 

滕英文、陳奕翰、黃瀞祈、林妤珊、 

黃子才 

楊長頲、王盈傑、卓志勳 

陳致維、林芷安、鄭美菊、郭庭聿、 

王巧玲 

 

活動組 

1. 表演道具準備 

2. 進場、退場動線規劃 

楊長頲 各級任老師、各學年主任協調主持聯

絡大會舞相關事宜。 

進、退場指引：王盈傑、卓志勳 

徐卉洳、陳致維、林芷安、楊芷霖、 

謝翠菊 

 

 

 

器材組 各項競賽之器材準備或借用、歸位 王盈傑 王盈傑及公差同學（接力棒、號碼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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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錶、起點、終點紅白旗、各項布條、

發令槍） 

 

蒙家芸小姐（號碼背心清洗晾晒） 

檢錄組 
選手點名整隊發器材並帶出場比

賽 

滕英文 滕英文、陳奕翰 

楊長頲、王盈傑 

 

趣味競 

賽組 

趣味競賽裁判 

趣味競賽：（比賽地點：操場或籃

球場） 

幼稚園：冰河漂移 

特教班：你是我的眼 

一年級：跳跳拍拍趣 

二年級：扭扭蛇 

三年級：秤「豆」論兩 

四年級：案全罩得住、你我都安心 

五年級：你推我擠默契大考驗 

六年級：飛盤接力 

社區、家長會、志工團、退休人員、

全體教師：趣味接力賽 

滕英文 籃球場組： 

組長與發令：滕英文 

判定名次、記錄名次:林妤珊 

裁判：黃瀞祈、黃子才、楊芷霖、 

      謝翠菊、徐卉洳、劉玫君、 

       

操場組： 

組長與發令：陳奕翰 

判定名次、記錄名次: 陳怡如、 

裁判：阮秋華、鄭楓琳、蘇麗梅 

      徐卉洳、鄭美菊、吳聆綾 

 

 ◎協助送成績紀錄至大會供報告及

繕印獎狀、頒獎(公差服務同學) 

 

 

徑賽組 

◎徑賽裁判 

大隊接力— 

三年級：【10男 8女，共 18人】 

四年級：【10男 8女，共 18人】 

五年級：【8男 8女 ，共 16人】 

六年級：【共 18人】 

(各學年提人數) 

楊長頲 裁判長：楊長頲 

組員:王盈傑、卓志勳、吳宜萍 

     林芷安、陳致維、郭庭聿、 

     王巧玲 

發令員: 楊長頲 

終點拉棉線: 公差服務同學(協助取

名次) 

◎協助送成績紀錄至大會供報告及繕

印獎狀 

 

文書組 

填寫競賽成績總表及繕寫列印獎

狀 

畫成績紀錄總表並紀錄 

徐秋鐶 
陳杏娥、楊佩容 

(手寫) 

 

頒獎組 
獎品準備包裝、協助頒發獎狀、獎

品、獎牌 
施秀頤 劉玫君、蘇麗梅、吳聆綾、阮秋華、 

陳怡如、鄭楓琳 

 

醫護組 傷患處理。 蘇艾嘉 艾嘉護理師、愛心志工 1位  

安全 

維護組 

維持跑道淨空、休息區秩序及安全

維護。 

施秀頤 各班級任、阮秋華  

交通組 活動開始前交通引導 阮秋華 蒙家芸、王建洲先生  

攝錄影 

各項活動攝錄影（數位相機及錄

影） 

李文雄 王啟川（包括開幕錄影） 

有請廠商錄影及拍照，請約時間請他

們來討論拍攝重點及給他們工作証 

 

靜態展 各學年班級教學成果 徐秋鐶 吳宜萍、陳怡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