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關廟區五甲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學校健康體適能與飲食教育行動計畫 

壹、學校基本資料 

一、全校班級數：29 班 

二、全校學生人數：659 人 

三、全校教職員工數：71 人 

四、業務承辦人：林健豐；聯絡電話：06-5952155#303 

五、單位主管：蕭柏琪；聯絡電話：06-5952155#313 

六、校長：林俊明 

貳、學校背景資料及現況分析 

    學校背景資料： 

    一、本校為關廟中心學校，班級數含幼兒園特教班共計 28 班，學生數約 625 

        人，環境優美，另設有田徑場、綜合球場、體育館、淋浴間及戶外體能遊戲 

        區，活動空間設備充份。 

    二、學校社區鄰近大潭埤公園、山西宮，視野相當遼闊。學校教職員工對學校推 

        行活動配合度極高，與家長間互動狀況相當良好，校園氣氛極為融洽。 

    三、本校未設中央廚房，午餐由外包廠商負責，每月由營養師調配菜單，食材配 

        合政府推動 3 章 1Q 政策，提供全校師生均衡的營養午餐。 

    四、本校校區平時亦早晚提供全體師生及社區民眾運動，對師生及社區居民健康 

        促進及社區資源的應用助益良多。 

    五、體能方面，學校規劃學生多元社團活動，安排運動類競賽，推展 SH150  

        計畫，鼓勵學生戶外活動，並宣導適時補充水份。 

    現況分析： 

    一、安親班常以零食為誘因之不當的獎勵行為，或是以看電視、玩電腦上網時間  

        為獎勵等，導致學童身體的重大負擔。 

    二、父母錯誤的飲食觀念及不正常的生活照顧，讓學童的飲食營養出現危機， 

        因父母工作家庭忙碌，外食機率增加，且以速食品及重口味的外食、含糖飲  

        料冰品替代營養健康的新鮮食品，導致不良體位學生比例攀升。 

    三、家長對課業期待高，偏重小孩參加課後輔導及靜態性的才藝學習，如音樂作 



        文、書畫等，屬於運動性質的學習相對偏少。 

    四、父母對學童照養時間不足，交由家中長輩或安親班代為照顧，由長輩照顧  

        者多半聽其看電視或玩電腦，且上安親班者學生多待在室內做功課寫考 

        卷，時間有時持續 2-3 小時以上，導致學童視力及體能活動嚴重不足。 

    五、父母或祖父母照養態度偏於過度疼愛，不忍兒童從事體力負擔較重之工作 

        分擔。 

参、計畫目標 

    一、學生對健康體適能及飲食衛教認知率達 95％以上。 

    二、體位不良學生比率能降低 0.5%。 

    三、學生體育活動多元發展，畢業每人至少學會一項運動技能。 

    四、配合學校體衛教育政策，學生規律運動習慣比例逐年提升。 

    五、配合營養衛生教育宣導，學生能養成健康飲食及珍惜食物的習慣。 

肆、人力配置 

計畫職稱 姓名 職稱 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計畫主持人 林俊明 校長 委員會召集人暨主持計畫的推動。 

協同主持人 周奕良 教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

調 

協同主持人 蕭柏琪 學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

調 

協同主持人 林才富 輔導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

調 

協同主持人 吳雅芳 總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

調 

研究人員 楊培昇 衛生組長 
健促計畫執行，活動策略設計與效果評

價 



計畫職稱 姓名 職稱 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研究人員 林健豐 體育組長 
體適能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

社 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許玉玲 輔導組長 

心理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活動策略設

計及 效果評價，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

聯繫 

研究人員 黃雅琳 一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李璦伶 二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柯煜杰 三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陳怡臻 四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梁益慈 五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蔡秉良 六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蔡美玲 護理師 
身體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協調整合社

區及 與學校資源 

研究人員 李亮頴 家長代表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團人力協

助 推展健康服務 

伍、實施期程 

實施日期 工作項目 

109/ 9 組成工作團隊，進行現況分析 及需求評估，決定目標及健康議題，擬定計

畫。 

109/9 各項運動社團開課 

109/10 編製教材及教學媒體，建立網站與維護 

109/10-110/6 執行健康促進 計畫 



實施日期 工作項目 

109/11 擬定過程成效 評量工具 

109/11 成效評量前測 

109/12 舉辦運動大會 

110/01-110/05 過程評量 

110/04-110-05 成效評價後測 

110/05 資料分析並做成報告 

110/05 報告資料上傳 

陸、年度指標 

                    

項次 年度指標 
目標 

數值 

學校 

申請點數 

教育局 

審查點數 

一 
體適能填報率達 100%，體適能檢測

通過率達 
57 3 3 

二 
執行學校 SH150 計畫，並依執行狀

況填報體育統計年報 

 1 1 

三 參加本市辦理任一項普及化運動  2 2 

四 年度學生體位適中率  1 1 

五 每週施行餐前五分鐘 

餐前五分鐘超

過 3 次的導師

達幾 6 成 

3 3 

六 午餐剩食率降低 3%以上  1 1 

 

柒、各項指標計畫內容及執行方式 

指標一：體適能填報率達 100%。  

        一、執行方式： 

        二、執行對象：全校學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體適能填報率達 100%(未達 100%請描述原因並佐證)，且 

                       學校體適能檢測通過率百分比：57 

                 (符合指標點數→通過率達 57%：3 點，通過率達 58%：5 點) 

        四、學校申請點數：3 點 

        五、教育局審查點數：3 點 

指標二：執行學校 SH150 計畫，並依執行狀況填報體育統計年報 

        一、執行方式： 

           (一)每星期請各班導師及體育老師提醒學生，將運動時數記錄在個人的 

               SH150 表格上。 

           (二)將體適能檢測項目(仰臥起坐、立定跳遠、跑步)列為體育課暖身活 

              動。 

        二、執行對象：全校學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執行 SH150 計畫得 1 點；未執行則 0 點 

                         (符合指標點數→1點) 

        四、學校申請點數：1 點 

        五、教育局審查點數：1 點 

指標三：參加本市辦理任一項普及化運動 

        一、執行方式： 

           (一)成立各項運動培訓隊 

           (二)積極參與各項本事辦理普及性運動 

        二、執行對象：本校運動培訓隊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預計參與幾項本市辦理普及化運動： 

                          (符合指標點數→參加 1 項市級普及化運動競賽得 1 點) 

             (二)參加市長盃田徑錦標賽 

             (三)參加市長盃羽球錦標賽 

        四、學校申請點數：2 點 

        五、教育局審查點數：2 點 



指標四：年度學生體位適中率 

        一、執行方式： 

        二、執行對象：全校師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年度學生體位適中率提高百分比(非最終數值)：提升 

              (符合指標點數→提高 0.5%：1 點，提高 1%：3 點，提高 2%：5 點) 

        四、學校申請點數：1 點 

        五、教育局審查點數：1 點 

指標五：每週施行餐前五分鐘 

        一、執行方式： 

             (一)辦理餐前 5 分鐘飲食教育 

             (二)依照均衡飲食原則設計每日菜單。 

             (三)以宣導當日菜單為例，解釋何謂均衡飲食。 

        二、執行對象：一到六年級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每週有多少成導師施行餐前五分鐘達幾次：餐前五分 

                          鐘超過 3 次的導師達幾 6 成 

                      (符合指標點數→6成以上的導師每週超過 3 次得 3 點，8 成 

                      以上的導師每週超過 3 次得 4 點，9 成以上的導師每週超過 

                       3 次得 5 點) 

             (二)預計辦理 18 場次餐前 5 分鐘飲食教育。 

             (三)午餐廚餘自 109 年 9 月份起，控制在不再增加為目標。 

         四、學校申請點數：3 點 

         五、教育局審查點數：3 點 

指標六：午餐剩食率降低 3%以上 

         一、執行方式： 

              (一)餐前五分鐘於各班教室內宣導。 

              (二)依照均衡飲食原則設計每日菜單。 

         二、執行對象：一到六年級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推廣午餐剩食率降低達 3%以上即獲得 1 點。 



                           (符合指標點數→1點) 

              (二)辦理餐前 5 分鐘飲食教育 

              (三)午餐廚餘自 109 年 9 月份起，控制在不再增加為目標。 

         四、學校申請點數：1 點 

         五、教育局審查點數：1 點 

 

 

 

 

 

 

 

 

 

 

 

 

 

 

 

 

 

 

 

 

 



    臺南市109學年度五甲國民小學體適能與飲食教學活動成果表 

    

 

 
 
 
 
 
 
 
 
 
 
 
 
 
 
 
 
 
 
 
 
 
 
 
 
 
 
 
 
 
 
 
 
 
 
 
 
 
 
 

  

說明：運動會高年級跑步 說明：舞蹈社團 

運動會幼兒園參加趣味競賽 

 

 
 

說明：教導學生 SH150運動習慣 說明：班際籃球球類競賽 

  

說明：班際球類競賽足壘球 

 

 

 

 

說明：校長主持開球 



 

  

說明：均衡飲食 說明：餐前五分鐘宣導 

運動會幼兒園參加趣味競賽 

 

 

 

說明： 全部吃完不留廚餘 說明： 網路午餐食譜公布 

 

 

說明： 利用社群提醒導師飲食教育 

 

說明：搭配健康吃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