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獅子會 300-D1區 

第 8專區第 16、17分區五大社會聯合服務計畫書 

「一同做‧好‧公益」 
 

一、 計畫目的： 

於龍崎區進行五大社會聯合服務，因龍崎區位於較偏鄉，所以獅子會深入當

地級學校進行各項宣導及檢測，並對於當地弱勢族群進行關懷。  

二、 指導單位： 

國際獅子會 300-D1區第 8專區 

三、 主辦單位： 

第 8專區第 16、17分區 

四、 協辦單位： 

西區會、博愛會、安南會、南都會、中央會、城中會、博仁會、友聯會 

五、 贊助單位： 

日寶保險櫃 

六、 執行日期： 

109年 9月 24日 

七、 活動集合地點： 

台南市龍崎區民活動中心及龍崎國民小學 

八、 活動流程： 

 

09:00-09:40 

儀式開始-記者會 

由總監、專分區主席、區長、校長及來賓

上台致詞 

09:40-10:00 
博仁獅子會與龍崎區公所簽訂急難救助

合約書 

10:00-11:00 <兒童癌症宣導> 成大小兒科醫師 

11:00-11:30 
<關懷弱勢> 總監及各位領導幹部們進行

發放物資 

11:30-13:30 
<午餐時間> 總監、獅友們與弱勢族群共

享午餐 

13:30~15:00  

<糖尿病篩檢>台南維新診所李鵑娥護理師 

 

<視力檢查>文雄眼鏡事業部許筑詠課長、

鏡研驗光所顏大喬驗光師 

 

<淨山活動>龍崎區虎形山公園 

 



臺南市109學年度龍崎國民小學 

    國際獅子會「一同做‧好‧公益」活動為偏鄉學童免費視力篩檢服務成果表 

活動名稱                           癌症宣導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9月24日 參加人數       39       0         25 

簡述活動內容 眼睛是靈魂之窗，孩子的視力問題從小就需要留意，家長的關心與積極處理，
加上眼科醫師的專業診斷與治療，同時配合專業驗光師的檢驗與建議，
可說是近視管理中最重要的黃金三角關係，彼此缺一不可。希望藉由此
活動能夠早期發現學童視力問題早期治療，幫助孩子在這個數位學習的
新時代，仍能持續維持好視力，輕鬆放眼看天下。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同學要看清楚比正確ㄛ! 說明：看遠看近我沒近視ㄛ! 

  說明：測量角膜屈光度! 說明：驗光師幫學生測量度數 

 
 

說明：妹妹~你有近視喔! 說明：與文雄眼鏡及友聯獅子會合影 

  說明：視力不良回診單1 說明：視力不良回診單2 



臺南市109學年度龍崎國民小學 

     國際獅子會「一同做‧好‧公益」活動舉辦健康促進癌症宣導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癌症宣導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9月24日 參加人數       39       0         25 

簡述活動內容 每年有超過 10,000人死於各種癌症。篩檢可以早期發現癌症或其癌前病變，經
治療後可以降低死亡率外，還可以阻斷癌前病變進展為癌症。醫師藉由宣導癌
症的成因、症狀及介紹那些食物易導致癌症、如何預防等，讓學生更清楚了解
健康的重要性，進而願意執行防癌五部曲的生活行為。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醫師介紹癌症的成因 說明：醫師說明癌症初期的症狀 

  說明：拒菸~肺癌是國內癌症的頭號殺手 說明：常吃加工肉品很容易致癌喔! 

  說明：介紹防癌五部曲~健康飲食運動要做好 說明：介紹 PM2.5~空氣汙染的指標 

  說明：說明口腔癌的成因~要拒檳ㄛ 說明：肥胖是百病之源~拒當小胖子 



  說明: 要如何預防癌症呢? 說明: 每天3蔬五果才健康ㄛ! 

  說明: 每天都要運動才健康 說明: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說明: 每天睡滿8小時 說明: 有獎徵答活動 

  說明: 學生踴躍舉手搶答 說明: 頒獎~防癌小達人得獎了 

 

 

 

 

 

 

 



臺南市  109學年度龍崎區龍崎國小龍船分校端午節感恩活動實施計畫暨工作分配 

一、 活動依據： 

以十二年國教總綱核心素養中的「生命教育」議題為活動課程主軸，透過終極關懷學習主題， 

提升價值思辨與個體本身的生命素養，涵養學生知行合一的修養與對生命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

觀。 

二、 活動目的： 

1. 本活動原為六年級學生建議的兒童節活動計畫，因新冠病毒延期。 

2. 本校學生長期接受外界善心機構資助，學生提議本著感恩的心，實踐在所學的技能， 

取之社會，回饋社會。 

3. 認識並學習與年長長輩相處的方法。 

三、活動辦理單位：龍船分校、龍崎日間照顧中心

四、活動時間：109 年 9 月 11日早上 10:00-12:00  

五、活動地點：龍崎日間照顧中心 

六、活動流程： 

編號 活動名稱 負責單位 備註 

1 校長致詞、執行長致詞 校長、日照中心執行長 
10:00-10:10（分享分校 

農作產品） 

2 介紹分校團隊、日照中心團隊 六年級司儀 10:10-10:15 

3 ＊節慶歌唱表演：五月五 一年級 10:15-10:18 

4 ＊手語節目表演：剛好遇見你 二至六年級 10:18-10:24 

5 繪本分享 六年級 10:24-10:29 

 

6 ＊與長輩一起唱跳：我的餐盤 
一、三年級 

二、四、五、六年級 

跳兩次，分兩組進行

10:29-10:33 

7 說故事時間 校長 10:33-10:43 

 
8 

＊致贈感恩彩色粽卡片 

（學生協助送卡片給長輩、照服員） 

＊慶祝志泰老師生日（校長） 

 
校長 

 
10:43-10:48 

 

9 

 

＊端飲品給長輩 

 

全校學生-龍船分校 
10:48-10:53 

全體高舉飲品慶祝節慶 

 
10 

 
＊包粽子 

日間照顧中心- 

龍崎日間照顧中心 

 
10:53-11:53 全體合照 

八、本計畫經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南市109學年度龍崎國民小學 
龍崎日照中心健康促進愛與關懷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日照中心分享愛與關懷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大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9月11日 參加人數       15       18      8 

簡述活動內容 配合心理健康週推動「分享愛與關懷」到社區日照中心的長輩們。學生

帶著滿滿的愛到日照中心來載歌載舞、自製健康天然的百香果凍、陪長

輩們遊戲、聊天，讓爺爺奶奶們感受到學生的愛與關懷，活動中每位

長輩和孩子的互動猶如大家庭般和樂融融，期待下次能再到訪分享孩

子的歡笑與快樂給日照中心的每位長輩。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我們來到了龍崎日照中心與爺爺奶奶同樂 說明：製作百香果凍給爺爺奶奶吃 

  說明：百香果打成汁後記得過濾喔! 說明：將果汁分裝成杯 

  說明：即將完成百香果凍了 說明： 大功告成~愛心百香果凍 

 

  說明:初次見面先跟長輩們問好 說明:低年級活潑可愛的舞蹈表演 

 

 



 

 

 

 說明：中年級的武術表演 說明：高年級的手語表演 

  說明：團體舞蹈表演 說明：愛的宣言~因為剛好遇見您我很幸福 

  說明：祖孫划龍舟競賽~阿公加油!! 說明：祖孫划龍舟競賽~慢點兒讓阿公贏ㄛ! 

  說明:頒獎~划龍舟競賽阿嬤得第一!! 說明:談心時間~陪阿公聊聊天 

  
說明:孝的表現~奉茶給奶奶喝 說明:日照中心關懷活動~成功! 

 





臺南市109學年度龍崎國民小學 
魔幻與音樂響宴關懷列車系列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包偉銘魔幻與音樂饗宴關懷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1月13日 參加人數       74       0      25 

簡述活動內容 由藝人包偉銘所組成「魔幻與音樂饗宴」義演團隊，結合了公益平台來

到本校，同時邀請龍船分校學生一起參與，希望透過公益演出，將歡樂

分享給偏鄉的孩子們。同時為了讓小朋友都能領到禮物，志工們連日去

募集資源，他們也感謝社會上的善心人士，願意在背後默默支持。藉由

這樣的活動，去感受到社會上面的溫暖，然後也期許孩子能夠更認真更

努力的向善。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包偉銘魔幻與音樂饗宴開始囉 ! 說明：期待的魔術表演開場了 

  說明：箱子裡到底會變出甚麼東西呢? 說明：變出了保溫杯~真是神奇啊! 

  說明：學生實際體驗魔術表演 說明： 魔術師與學生逗趣的表演 

 

  說明:關懷弱勢~分發愛心物資 說明: 關懷弱勢~公益捐款給弱勢 

 





臺南市109學年度龍崎國民小學 

南台科技大學校園反毒宣導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南台科技大學校園反毒宣導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10月5日 參加人數       39       0      15 

簡述活動內容 藉由南台科技大學大哥哥大姊姊的反毒舞台劇演出，強化校園反毒作

為、深化學生反毒意識，達到維護校園學生健康安全之宗旨。其強調

個人意志力的堅定，傳達良好的拒毒觀念，呼籲全民除了勇敢拒毒之

外，亦能勸諫周遭的人拒絕毒品誘惑，成為一個「勇於向毒品說不」

的健康兒童。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校長感謝南台科大學生到校宣導反毒 說明：大姊姊說明毒品的危害 

  說明：大姊姊介紹拒毒八招式 說明：情境模擬~電話販賣毒品如何拒絕他人

呢? 

  說明：學生回答如何拒絕毒品誘惑 說明： 拒毒旗幟~勇敢向毒品 Say 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