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109學年度歸南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健康體位 

日期 110年  3月 29日 實施班級 1 年 3 班 

簡述課程內容 教師透過繪本「壯壯超人的均衡飲食」故事內容，和學生一起探討生活
中常遇到的飲食問題，並針對故事內容適時加入說明六大類食物的功
能，引導學生建立正確且健康的飲食觀念。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一項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 健全發 
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 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 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 應用在生 
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 養，並理解各 
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 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 進多元感 
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 斷能力，理 
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 識，關懷社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 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 養，並認識 
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聆聽繪本「壯壯超人的均衡飲食」 說明：認識六大類食物的功能 



  

說明：六大類食物功能你問我答 說明：認識維生素 C水果含量排行 

  

說明：多喝水的重要性 說明：85210五大核心能力有助於身體健康 

  

說明：學習單習寫 說明：將一日菜單依六大類食物做分類 

 

 

 

 

 

 

 



臺南市109學年度歸南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潔牙行動家 

日期 110年  3 月  2 日 實施班級 二 年   一  班 

簡述課程內容 1.教師教導牙刷正確握法：單手握住刷柄，拇指向前伸。 

2.潔牙時，刷毛要傾斜，放置在牙齒與牙齦的交界處，要刷到一點牙

齦。刷上排牙齒時，刷毛朝上；刷下排牙齒時，刷毛朝下。 

3.教師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牙齒模型和牙刷，搭配課本圖片，一步一步

說明貝氏刷牙法。 

4.教師請學生拿出事先準備的牙刷和立鏡，看著鏡子張開嘴，按照步

驟演練貝氏刷牙法。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一項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 健全發 
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 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 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 應用在生 
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 養，並理解各 
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 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 進多元感 
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 斷能力，理 
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 識，關懷社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 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 養，並認識 
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選擇適當的牙刷 說明：教師示範貝氏刷牙法 



 

 說明：刷出正確的位置 說明：看著影片一起動手操作潔牙 

 

 

說明：我在刷右下後牙頰側面 說明：我在刷左上後牙舌側面 

  

說明：門牙也要刷喔! 說明：我將牙齒都刷得亮晶晶 

 

 

 

 

 

 

 



臺南市109學年度歸南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 

日期 110年  4月  15日 實施班級 三年二班和三年四班 

簡述課程內容 教導學生生病用藥的相關知識，認識正確用藥的五大核心能力，將所

學運用於生活中。能運用所學的正確用藥知識傳達給家人及身邊的朋

友，預防錯誤使用藥物可能造成的傷害。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一項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 健全發 
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 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 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 應用在生 
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 養，並理解各 
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 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 進多元感 
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 斷能力，理 
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 識，關懷社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 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 養，並認識 
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教案片段 說明：學生觀看網路正確用藥宣導影片 

 

 



  

說明：教師說明用藥的5要原則 說明：教師說明國人用藥的常見問題 

  

說明：教師歸納用藥的五大核心能力 說明：學生們很認真書寫學習單 

 

 

 

 

 

 

 

 

 

 

 

說明：學生認真完成學習單 說明：學生完成的作品 

 

 

 

 

 



臺南市109學年度歸南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健康體位 

日期 109年 11月 30 日 實施班級 四年  二  班 

簡述課程內容 了解食物中含有營養素，了解飲食和運動會影響體重，能依據「每日

飲食指南」建議，設計符合均衡膳食觀念的飲食菜單。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一項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 健全發 
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 應用在生 
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 
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 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 
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斷能力，理 
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 識，關懷社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 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 養，並認識 
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觀賞教學影片並分組討論 說明：認識營養素 



  

說明：教導均衡膳食觀念 說明：教導均衡膳食觀念 

  

說明：繪本-胖國王導讀及討論 說明：教室佈置 

  

說明：學習單 說明：學習單 

 

 

 

 

 

 

 



臺南市109學年度歸南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口腔衛生 

日期 110年 4 月 28 日 實施班級 五 年 2   班 

簡述課程內容 1.介紹口腔衛生的重要性 

2.學習並練習貝氏刷牙法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一項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 健全發 
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 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 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 應用在生 
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 養，並理解各 
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 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 進多元感 
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 斷能力，理 
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 識，關懷社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 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 養，並認識 
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觀看影片學習貝氏刷牙法 說明：護理師與學生討論問答刷牙步驟 



  

說明：護理師介紹貝氏刷牙法 說明：強調認識潔牙的重要性 

 

 

說明：餐後練習貝氏刷牙法 說明：照步驟練習貝氏刷牙法 

  說明：每週一次執行漱口水10cc 說明：執行漱口60秒 

 

 

 

 

 

 

 



臺南市109學年度歸南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知性時間：「性」是什麼 

日期 109年11月13日 實施班級 六年一班 

簡述課程內容 探討性與性別的定義，認識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氣質與性別

認同等性別向度，了解多元性別概念並學習尊重多元性別。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一項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 健全發 
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 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 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 應用在生 
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 養，並理解各 
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 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 進多元感 
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 斷能力，理 
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 識，關懷社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 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 養，並認識 
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見下頁) 

 

  



教學過程紀錄 

  

說明：回顧上一堂課內容：結合性別平等宣

導，探究性別光譜概念。揭示課本主題「性是

什麼？」。 

說明：正常化談性議題時的感受，並與學生約

定性議題課程的相關規範。 

  
說明：發下本堂課回饋單，學生可以在回饋單

中紀錄所學所想，以及問問題。 

說明：「性是什麼？」心智圖，歸納課本重點

及概念解釋，除生理性別外還有其他的性別向

度。 

  

說明：透過社群網站的性別選項情境，討論社

會中與性別有關的現象。 

說明：透握性別薑餅人的圖片，揭示四種性別

向度：生理性別、性別認同、性別氣質、性傾

向。 



  
說明：探究四種性別向度之中，性別光譜概

念，讓每個人都可以在光譜上找到自己的位

置。 

說明：觀看影片：「40年首次! 伊朗女性獲准

進場看足球賽 _ 華視新聞 20191011」 

  

說明：透過伊朗女性獲准進場看足球賽的新

聞，討論社會上與生理性別有關的現象或事

件。 

說明：透過學生熟悉的卡通角色，進一步討論

網路媒體資訊中與四個性別向度有關的現象或

事件。 

  

說明：觀賞影片 The light，無人聲的影片中

凸顯人們在非語言上表露的情緒與意涵。學生

能區分性別認同與性別氣質的差異。 

說明：透過影片 The light討論尊重多元性別

氣質的概念。如果能在性別議題上更認識自

己、並尊重他人，就能在溝通互動中更加順

暢。 

 

  



附件一 教學活動設計表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創意課程及教案教學活動設計表 

教學設計名稱 知性時間–性是什麼？ 

教學設計者 

學  校 歸南國小 

適用年級 
□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級    

國小高年級 
姓  名 羅廷瑀 

學 習 領 域 健康與體育 時間/節數   40  分鐘 共  1  節 

教學方式 
分享討論       □實作體驗      省思回饋      ppt觀賞      

影片觀賞       □繪本導讀      □其他：               

性別平等教育 

領域主題軸 

性別的自我瞭解 

性別的人我關係 

□性別的自我突破 

性別平等教育領域 

主要概念 

 身心發展  性別認同 

□ 生涯發展  性別角色 

性別互動   性別與情感 

□ 性與權力  □家庭與婚姻 

□ 性別與法律□資源的運用 

□ 社會的參與□社會建構的批判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議

題 

核心素養 

性(A1)尊重多元的性別氣質、性傾向與性別認同，以促進性別的自我瞭解，發展

不受性別限制之自我潛能。 

性 (C3) 尊重多元文化，關注本土的性別平權事務與全球之性別議題發展趨勢。 

健體-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中的運

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

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學習主題 
1. 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氣質與性別認同多樣性的尊重 

2. 性別與多元文化 

實質內涵 
性 E1 認識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的多元面貌。 

性 E13 了解不同社會中的性別文化差異。 

教學目標 
1. 讓學生透過發想及各類媒體識讀，了解不同的性別向度。 

2. 讓學生瞭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帶有正確性別意識，並尊重多元。 

教學重點 
1. 探討性與性別的定義 

2. 了解多元性別概念並學習尊重多元性別 

教學重點 

活動流程分析 

1. 引起動機：連結學生舊經驗並建立本課堂規範 

2. 發展活動一：「性是什麼？」心智圖發想，認識不同性別向度。 

3. 發展活動二：從不同性別向度及性別文化呈現性別議題，進行思考與討論。 

4. 綜合活動：總結並完成課堂回饋單 

教學準備 

(教學資源媒材) 

1. PPT及影片檔案 

2. 影片：「40年首次! 伊朗女性獲准進場看足球賽 _ 華視新聞 20191011」 

3. 影片：The light 

4. 學生回饋單 

 



相關能

力指標 
教學活動設計與流程 教學時間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 

(一)回顧上一堂課內容：結合性別平等宣導的多元性別、身體意

象、性霸凌與性別歧視主題，探究性別光譜概念。 

(二)揭示課本 P.110主題「性是什麼？」，請學生朗讀第一段文

字。 

(三)正常化談性議題時的感受。 

(四)與學生約定性議題課程的相關規範 

5 
學生能仔

細聆聽 

性 E1 

 

性 E13 

 

健體-

E-B1 

 

健體-

E-A2 

二、發展活動 

(一)活動一：「性是什麼？」心智圖 

1. 心智圖發想 

2. 課本重點歸納：生理部分、性傾向與性關係部分、網路資訊。 

3. 課本定義解釋：性最簡單的含意就是「分別男女」。在此指的

是生理性別，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性別向度。 

 

(二)活動二：性與性別的意義---如何分辨性別？ 

1. 揭示四種性別向度：生理性別、性別認同、性別氣質、性傾向 

2. 生理性別：討論社會上與生理性別有關的現象或事件。 

3. 影片：「40年首次! 伊朗女性獲准進場看足球賽 _ 華視新聞 

20191011」 

4. 性別認同與性別氣質：區分兩者的差異，並透過影片 The 

light討論尊重多元性別氣質的概念。 

5. 小結：性別有生理性別、性別認同(心理性別)、性傾向、性別

氣質等不同向度，如果能在性別議題上更認識自己、並尊重他

人，就能在溝通互動中更加順暢。 

 

30 

學生能回

答教師提

問 

 

 

學生能透

過影片引

導後能討

論發表想

法 

 

三、綜合活動 

1. 歸納本堂課所學概念；生理性別、性別認同(心理性別)、性傾

向、性別氣質、尊重多元。 

2. 請學生提交提問回饋單 

 

本節完 

5 
學生能完

成回饋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