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臺南市109學年度五甲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我說：不可以！【認識身體界線與性騷擾】 

日期 110/11/20、23、25、

27 

實施班級 三年級 

簡述課程內容 暖身活動: 

兩人一組，依照指令完成動作，但過程中如果感覺不舒服而不同意

此動作者，可在胸前比叉表示不同意。結束後討論彼此動作一致與

不一致的原因，進而導出身體界線與身體自主權的概念。 

主要活動: 

透過人形圖認識身體三種區域：禁止區、敏感區、公開區。進入性

騷擾議題的討論，說明言語、行為都有可能導致性騷擾。透過圖片

分辨不同情境下是否為性騷擾。 

綜合活動: 

傳授「拒絕四招」，鼓勵同學發想不同策略。加上行動劇場，演出

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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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活動—我們的界線不一樣。 說明：短片介紹:認識身體界線 

  
說明： 介紹身體禁止區、敏感區與公開區 說明：說明性騷擾法源與定義 

 
 

說明： 學習判別性騷擾行為 說明：行動劇場—拒絕四招練練看 

 



【附件3】 

臺南市109學年度五甲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認識空氣品質旗 

日期 109年 10 月 29 日 實施班級 三年  丙   班 

簡述課程內容 配合學校在學生朝會時認識空氣品質旗，綠黃橘紅紫旗所代表的

空氣宣導，在課堂上加深學生空氣品質不好對身體的影響，提醒

學生要能注意空氣品質旗，配合學習單加深學生印象。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V 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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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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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朝會介紹空氣品質旗意思 說明：課堂上播放空氣品質相關影片 

  

說明：老師介紹空氣品質相關顏色數據 說明：老師介紹不良空品對身體影響 

  

說明：學生習寫學習單情形 說明：學習單成果 

 



臺南市立五甲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吳鳳珠  任教年級：  二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  健康     

回饋人員：鄞蔚慈、陳姵帆                                                              

備課社群：           (選填)   教學單元：第二單元 活動1 我喜歡自己  

觀察前會談   日期：109 年 11 月 10 日 地點：二年級研究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公開授課)日期：109 年 11 月 17 日 地點：二戊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健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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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重點 

（一）學習表現 

              3b-I-1 能於引導下，表現簡易的自我調適技能。 

（二）學習內容 

              Fa-I-1 認識與喜歡自己的方法。 

（三）學習目標 

             目標1：描述並接受自己的外形。  

             目標2：認識自己的特質。 

             目標3：表現喜歡自己、悅納自己的行為。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1.學生彼此間已相互認識一年。 

        2.學生可透過文字敘述表達自己的想法。 

        3.學生會以正面的說法來形容自己。 

        4.學生知道自己的喜好和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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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一）引起動機：10分鐘 

1.「猜猜我是誰」 

    運用已完成的有關形容自己的學習單，教師輪流抽出幾張並唸出所寫內

容，讓學生猜猜看是班上的哪位同學，鼓勵學生對他人要有敏銳的觀察和了

解，也可了解學生對自己的看法和描述。 

 

（二）發展活動：20分鐘 

1.繪本「我喜歡自己」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ctoeX-X_0A 

    從繪本中找出主角的專長，更認識自己，而喜歡自己。 

2.學習單「我喜歡自己」 

    教師帶領學生一一思考並討論自己的長相、個性、會做的事、愛吃的食

物、喜歡做的事、討厭做的事、優點、缺點及如何讓自己更好，讓學生能更

認識自己。 

 

（三）綜合活動：10分鐘 

1.完成學習單後，學生先進行小組分享，再由小組選一位代表發表自己的學

習單內容。 

2.老師歸納：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有自己的喜好和專長，沒有人是十全十美

的，只要勇於面對自己的缺點並設法改進，就可以讓自己愈來愈好。 



 

 

 

臺南市五甲國小教師公開授課教學觀察成果照片 

填寫者：授課教師 

教學班級 二年戊班 觀察時間 109 年 11 月 17 日 第 三 節 

教學科目 健康 教學單元 第二單元 活動1 我喜歡自己 

教 學 者 吳鳳珠 觀 察 者 鄞蔚慈、 陳姵帆 

 

  

進行備課(教學前晤談) 進行教學觀察 

  

進行教學觀察 教學後回饋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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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五甲國民小學__109__學年度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__楊培昇____任教年級：__三丙____任教領域/科目：健康與體育        

回饋人員：____楊家彰、張真嫚____    __                                                             

備課社群：      健康與體育 教學單元：健康家庭有妙招       

觀察前會談   日期：_109年_10_月_26__日 地點：辦公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公開授課)日期：_109__年_10__月_28__日地點：E化2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1.認識飲食對個人健康與生長發育的影響。 

2.引導學童兒童從均衡飲食的觀點，選擇營養的餐點，並透過實地觀察、記  

  錄活動，加強兒童以感官判斷均衡飲食的能力。 

3.透過老師講解飲食黃金比例221原則，學會均衡飲食的目標。 

4.學童在班級營養午餐中，實際體驗，練習黃金比例221原則。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1.二上已經上過食物六大類(一)全穀雜糧類、(二)蔬菜類、(三)豆魚蛋肉 

  類、(四)乳品類、(五)水果類，以及(六)油脂與堅果種子類。 

2.三上透過金國王均衡飲食環遊旅程影片，介紹如何正確攝取六大類食物。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透過簡報、影片讓學童掌握飲食黃金比例221原則，將六大類食物中最主要  

  的三類食物「全穀雜糧類」、「蔬菜類」、「豆魚蛋肉類」，以體積比2：  

  2：1作為飲食選擇的依據。除了目測每餐飯菜肉體積比，也要記得每天再 

  加上2杯乳品、2拳頭大水果、1湯匙堅果，達到均衡飲食的目標。 

2.透過問答提問了解學生每餐「全穀雜糧類」、「蔬菜類」、「豆魚蛋肉  

  類」的用量，讓學生對自己用餐量有概念。 

3.播放【學校午餐好食光系列】午餐。好吃學會黃金比例221，破除飲食迷 

  思校園偶像劇，透過影片讓學童加深黃金比例221概念，並能夠在校園午  

  餐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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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五甲國小教師公開授課教學觀察成果照片 

填寫者：楊培昇 

教學班級 三丙 觀察時間  109年  10 月  28日 第  3 節 

教學科目 健康 教學單元 健康家庭有妙招 

教 學 者 楊培昇 觀 察 者 楊家彰、張真嫚 

 

  

進行備課(教學前晤談) 進行教學觀察 

  

進行教學觀察 教學後回饋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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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臺南市109學年度五甲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口腔衛生宣導潔牙微電影 

日期 109年  10月   1日 實施班級 六年 甲班 

簡述課程內容 在潔牙微電影的拍攝過程中，透過劇情的呈現，使學生了解潔牙

的時機、正確的方法，以及重要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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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潔牙微電影 說明：拍攝潔牙微電影 

  

說明：拍攝潔牙微電影 說明：拍攝潔牙微電影 

  

說明：拍攝潔牙微電影 天天定時刷牙 說明：拍攝潔牙微電影 貝氏刷牙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