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評選說明 

 

項目 評    鑑    內    容 

二.健康學校政策 

自評: 2% 

2-1學校領導者與行政團隊倡議並投入於健康促進 

 學校計畫(2%)。 

2-1-1校長帶領學校辦理健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 

                      學   校    執   行   狀    況 

1. 每學期召開校務會議、健康檢查小組與防疫會議中，校長積極且不斷地參與外並與社

區人員溝通營造學校-社區健康之共同體。 

佐證資料: 

     2-1-1-1:校務會議(以 109學年度會議為代表) 

   2-1-1-2:健康檢查小組會議(以 109學年度會議為代表) 

   2-1-1-3:行政暨防疫小組會議(以 109學年度會議為代表) 

   2-1-1-4:107學年度百年校慶活動計畫與成果 

   2-1-1-5:108學年度聖誕節路跑活動計畫與成果 

   2-1-1-6:108學年度校慶活動計畫與成果 

   2-1-1-7:109學年度校慶活動計畫與成果 

   2-1-1-8:108教育部 108學年度下學期-109學年度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與成果 

     



 臺南市109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推動健康學校政策會議成果表 

活動名稱              健康學校政策-校務會議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09月02日 參加人數 0 0 20 

簡述活動內容 
    藉由校務會議中說明今年度學生健康議題與擬定之健康促進計

畫，並與各部門合作協同的部分。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校長主持 總務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說明：學務組報告 說明:健康中心報告 



   臺南市109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推動健康學校政策會議成果- 

         

 

 

 

 

 

 

 

 

 

 

 

 

 

 

 

      ▲健康促進計畫由校務會議中通過 

 

 



臺南市109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推動健康學校政策會議成果表 

活動名稱 健康學校政策-健康檢查小組會議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09月03日 參加人數 0 0 20 

簡述活動內容 
因校園進行耐震補強因此與校務會議一同開。 

會議內容如紀錄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校長主持 

 

說明：護理師說明 



臺南市109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健康檢查小組會議 

  

▲行前會議議程 ▲健康小組會議記錄 

  

▲健康小組會議記錄 ▲健康小組會議簽到簿 



臺南市109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推動健康學校政策會議成果表 

活動名稱 健康學校政策-行政暨防疫小組會議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08月27日 參加人數 0 0 6 

簡述活動內容 
1. 討論開學前後防疫措施與上放學管制情形。 

2. 校內防疫物資盤點報告。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針對目前疫情進行會議 

 說明：防疫會議簽到  



臺南市109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帶領學校辦理健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校長跟學生宣導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08月 

110年06月 

參加人數 99 0 20 

簡述活動內容  校園依健康、防災與友善校園等議題進行宣導。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校長跟學生宣導防疫事項 說明：校長向學生說明友善校園 

  
說明：校長與學生加強防災觀念 說明：新學期與新生宣導 

 



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小10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本校 107學年度校務實施計畫暨 100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決議辦理。 

貳、目的： 

一、藉由歷史資料的回顧，凸顯百年樹人的成果，並發揚薪火相傳，承先啟後的精神。 

二、辦理各項百週年校慶系列活動，結合社區資源與動能，凝聚社區、家長、親師生 

之向心力，共同關注學校，促進校務蓬勃發展。 

三、透過多元活動與展演，激發教師創新教學、學生主動學習的精神，展現優良學風 

與辦學成效。 

參、活動日期：107年 12月至 108年 4月 

肆、活動主題： 歡慶 100 雅創未來                                  

伍、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歡雅國小創校百年校慶籌備委員會。 

陸、承辦單位： 

    一、主辦處室：教導處、總務處 

    二、協辦單位：家長委員會 

柒、活動主題與內容： 

項
目 活動項目 活動日期 地點 

負責 
處室 

備註 

百

年

風

華 

百年校慶網 107.12月起 
學校網站

臉書連結 
教導處 ※網頁公布訊息、老照片回顧 

老照片回顧 

暨特色海報展 
108.3月起 校園四周 

總務處 

教導處 
※師生懷舊回顧、學校特色照片，

行銷百年老校精神 

百週年紀念 

專刊及紀念特刊 
108.04出刊 - 

總務處 

教導處 
※學校沿革、老照片、徵文、學生 

  徵文、祝福語、繪畫 

百

年

樹

人 

師生校友美展 

班級教學成果展 
108.04.~ 校史室 教導處 

※親師生及校友作品美展 

※班級教學成果(藝文創作) 

校樹票選 

命名活動 
108.02.27 藝術中廊 教導處 

※歡雅樹精靈票選活動，校樹認識

及教學融入校訂課程 

社區踩街健行 108.03.27 社區 教導處 ※親近社區，感受人與土地溫度 

百

賢

齊

聚 

校友回娘家    108.05.24 
操場 

校園 
總務處 ※歡雅家族相見歡 

榮譽校友表揚 108.05.24 操場 
總務處 

教導處 ※經由書面推薦，符合表揚辦法 

校友團聚會餐 108.05.24 校園 
總務處 

教導處 ※校慶當天中午校園辦桌會餐 



百

家

同

慶 

校慶聖火繞境 108.04.27 社區廟宇 
總務處 

教導處 ※籌備委員會、家長會協助 

創校百年- 

公共藝術揭牌 
108.05.24 司令台 總務處 

※司令台公共藝術揭牌，為百年校 

  慶留下歷史見證 

百年校慶暨社區

聯合運動會 
108.05.24 操場 教導處 ※與社區、地區學校聯合運動競賽 

  
捌、 實施方式： 

    （一）人力動員：本校全體同仁、本校家長會、志工 

    （二）工作分配：成立校慶籌備委員會 

    （三）籌募校慶基金：政府機關團體社團、廠商、熱心人士、校友、家長等勸募基

金。 

    （四）宣傳方式：發佈新聞稿、宣傳品、學校網站、學生朝會宣傳、晨間表演活動

等。 

玖、 成立校慶籌備委員會 

    （一）籌備委員會：置籌備會主任委員一名、副主任委員若干名、委員、顧問若干

名。由校長及家長會聘請組織之，並負責總計畫籌備推動及總經費之籌募。 

     (二）工作小組：由地方士紳擔任籌備會主任、副主任，校長擔任執行長，總務主

任擔任總幹事，學校並另行編制行政事務組、活動文宣組、校史特刊組、總

務組等。 

拾、活動流程：以各分項活動子計畫執行。 

拾壹、經費概算表：籌募經費統籌由家長委員會管理支用。 

拾貳、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送校慶籌備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南市107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帶領學校辦理健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一百周年校慶活動-校長帶領社區踩街健行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8年03月27日 參加人數 102 40 25 

簡述活動內容 

    由校長主持，教導處承辦規劃全校參與，藉由踩街活動會讓

學童將平時訓練的體能與活力展示出來，更由社區民眾及校友參

與結合社區資源與動能，凝聚社區、家長、親師生之向心力，共

同關注學校，促進校務蓬勃發展。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社區踩街 說明：校長與家長會帶領學童至社區祈福 

 

 

說明：社區踩街並歡迎校友回娘家 說明：幼兒園一起參與 



臺南市107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帶領學校辦理健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一百周年校慶活動-校長帶領聖火繞境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社區民眾 教職員工 

108年04月27日 參加人數 102 50 25 

簡述活動內容 

   由校長主持，教導處承辦規劃全校參與，藉由聖火傳遞活

動會讓學童將平時訓練的體能與活力展示出來，更由社區民眾

及校友參與結合社區資源與動能，凝聚社區、家長、親師生之

向心力，共同關注學校，促進校務蓬勃發展。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校長將聖火傳遞給家長會成員 說明：傳遞給學童 

 

 

說明：校長全程陪同聖火傳遞  說明：全體合照  



臺南市107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帶領學校辦理健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一百周年校慶活動-校長帶領一百周年校慶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社區民眾 教職員工 

108年04月27日 參加人數 102 358 25 

簡述活動內容 

   由校長主持，教導處承辦規劃全校參與，藉由校慶會讓學

童將平時訓練的體能展示出來，除了跑步比賽外，更由師長集

思將健康促進議題融入在趣味競賽中如: 健康體位-跳繩持久

戰、親子拔河比賽等等活動。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校長主持  說明：各校表演 

 
 

說明：早期分校回娘家表演  說明：各校表演 



臺南市107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帶領學校辦理健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一百周年校慶活動-校長帶領一百周年校慶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社區民眾 教職員工 

108年04月27日 參加人數 102 358 25 

簡述活動內容 

   由校長主持，教導處承辦規劃全校參與，藉由校慶會讓學童將

平時訓練的體能展示出來，除了跑步比賽外，更由師長集思將健康

促進議題融入在趣味競賽中如: 健康體位-跳繩持久戰、親子拔河

比賽等等活動。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幼兒園進場表演 說明：各班表演 

 

 

說明：社區媽媽表演  說明：校內家長會志工群參與  



臺南市107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帶領學校辦理健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一百周年校慶活動-校長帶領一百周年校慶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社區民眾 教職員工 

108年04月27日 參加人數 102 358 25 

簡述活動內容 

   由校長主持，教導處承辦規劃全校參與，藉由校慶會讓學童將

平時訓練的體能展示出來，除了跑步比賽外，更由師長集思將健康

促進議題融入在趣味競賽中如: 健康體位-跳繩持久戰、親子拔河

比賽等等活動。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市長與其他議員蒞臨為公共藝術

揭牌 

說明：表揚傑出校友 

 

 

說明：趣味競賽校長頒獎  說明：每個活動可以看見校長身影  



臺南市歡雅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聖誕節路跑活動計畫 
 

   一、依 據：本校 108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目 的： 

         （一）透過節慶活動、結合社區資源，進行學生健身活動。 

（二） 展現學校英語與健康促進特色，彰顯多元化的教學成果。 

         (三)藉由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凝聚師生對學校的向心力。 

         (四)透過路跑活動強化學生體適能，接近鄉土環境，落實視力保健。 

       三、參加人員：(約 100人)歡雅國小全校師生 

       四、辦理時間：108年 12月 24 日上午 7：40─8：40。 

       五、行進地點及路線： 

        （一）一~四年級/路線一：歡雅國小中廊→校門口右轉大莊社區→天月宮→ 

              永安宮→雅園→台 19縣道路→歡雅國小側門 

        （二）五~六年級/路線二：歡雅國小中廊→校門口右轉大莊社區→鄉間雞舍 

              →歡雅水利會→永安宮→雅園→台 19縣道路→歡雅國小側門 

       六、工作分配： 總領隊：何滄文校長 

組別 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行政活動組 
1.規劃路線。 

2.前一日需預走路線。 

教導處 

交通安全組 機動巡邏及沿途安全事宜。 堂凱、小凡 

課務組 
當天沒參加路跑或遲到學生安置於校史

室。 

榮昌 

攝影組 
照相及攝影 

韶真 

補給與醫護站 
1. 永安宮設一補給站，放置水與醫護箱。 

2. 請於 7:50-8:00設置完畢。 

庭秀、憶慧、金章 

各班 
1. 低中高年級兩班一組，由兩位導師負責

隊伍前後端控速。 

教師 

 



2. 順序： 

路線二：傑澤-六甲-拱鵬-五甲-俊昇； 

路線一：慧芳-四甲-三甲-云芊，育志-二

甲-一甲-雅玲 

 

    七、流程說明： 

        流程：7:40中廊集合做體操→8:00出發→返校→解散 

        說明：(1) 出發隊伍順序：六甲→五甲→四甲→三甲→二甲→一甲 

              (2) 學生可著聖誕節相關衣物，以輕便為主。 

              (3) 高年級學生亦可參與路線一，由導師事前調查。 

             (4) 沿途各班導師協助路跑秩序。 

             (5) 班級入校園後回班上休息。 

        八、路跑活動班級學生無法參加名冊 

學 生 姓 名 學 生 姓 名 

  

  

  

  

  

        註：當天無法參加學生請集中校史室安置，由保全點名照看，謝謝。 

        九、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臺南市108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帶領學校辦理健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健康促進增能活動-校長帶領聖誕節路跑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社區民眾 教職員工 

108年12月24日 參加人數 75 60 25 

簡述活動內容 

   由校長主持，教導處承辦規劃全校參與，藉由聖誕節路跑讓學

童將平時訓練的體能展示出來，透過路跑活動強化學生體適能，接

近鄉土環境，落實視力保健。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路跑前校長的叮嚀 說明：校長與學童一起路跑 

  
說明：路跑情形 說明：抵達永安宮校長帶領師生一起祈福  



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親子運動會 

       

一、運動會排練時間：(請務必配合 7:50前到校，8:00準時參加國小預演) 

12/23(一) 12/24(二) 12/25(三) 12/26(四) 12/27(五)  

8:00預演   8:00預演 8:0預演  

     二、活動流程 108年 12月 28日：                                              

時間 項目 活動內容 協力人員 

08:30-09:00 整隊、集合  各班導師 

09:00-09:10 序幕表演 祥獅獻瑞 
教導處 
拱鵬老師 

09:10-09:30 開幕典禮 
各班創意進場(幼-國小) 

會旗進場 

教導處 
各班導師 

09:30-10:00 貴賓嘉勉 

志工表揚 
介紹長官來賓 
主席致詞 
長官來賓致詞 

各班導師協
助放置進場

道具 

10:00-10:20 健康操 
健康操 

運動員退場 
各班導師 

10:20-10:40 親師趣味競賽 親師趣味競賽 教導處 

10:40-11:50 

學生短跑競賽 

(30分) 

幼兒園、一～三年級 60公尺 

四～六年級 100公尺 

教導處 
各班導師 

親子趣味競賽 

(30分) 

1.幼兒園組(幼兒園短跑後進

行) 

2.國小組(呼拉圈趣味遊戲) 

幼兒園 
教導處 

中場休息(10分)  各班導師 

班際趣味競賽 
(30分) 

跳繩耐力賽(一~四年級) 

10人 11腳(五~六年級) 

教導處 
各班導師 

中場休息 
(10分) 綁各色頭帶 各班導師 

學生大隊接力 
(20分) 紅藍黃綠粉五組 

教導處 
各班導師 

12:00-13:30 午餐  各班導師 

13:00-14:30    午休時間  幼兒園 

14:30-15:00 活動分享時間  幼兒園 

15:00-15:50 
整理教室 

放學 
 幼兒園 

 



臺南市108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帶領學校辦理健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108年校慶活動-校長帶領108年校慶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社區民眾 教職員工 

108年12月28日 參加人數 100 321 25 

簡述活動內容 

   由校長主持，教導處承辦規劃全校參與，藉由校慶會讓學童將

平時訓練的體能展示出來，除了跑步比賽外，更由師長集思將健康

促進議題融入在趣味競賽中如: 健康體位-跳繩持久戰、親子拔河

比賽等等活動。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祥獅獻瑞 說明：校長與來賓家長一起親師趣味競賽 

  

說明：親子趣味 說明：大合照 



臺南市109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帶領學校辦理健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109年校慶活動-校長帶領109年校慶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社區民眾 教職員工 

109年12月26日 參加人數 99 219 25 

簡述活動內容 

   由校長主持，教導處承辦規劃全校參與，藉由校慶會讓學童將

平時訓練的體能展示出來，除了跑步比賽外，更由師長集思將健康

促進議題融入在趣味競賽中如: 健康體位-跳繩持久戰、親子拔河

比賽等等活動。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開幕式 說明：創意進場 

 
 說明：賽跑 

 

說明：水果糖葫蘆活動 



教育部 108 學年度下學期-109 學年度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 

  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小推展親職教育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 108年度推動教育優先區實施計畫。 

   貳、實施目標： 

       一、提供家長親職教育相關資訊。 

       二、提升社區居民自我意識，進而參與學校教育。 

       三、協助家長建立優質的教養態度。 

       四、透過親師座談，建立親師雙向溝通管道。 

   参、執行起止日期：自 109年 2月起至 110年 7月底止。 

   肆、實施對象：目標學生家長。 

   伍、實施項目：辦理親職教育講座。 

   陸、實施方式及內容 

實施對象 目標學生家長 

參與人數 1.預計 80人次    2.預計 80人次    

講座內容 日期 講題 講者 

親職教 

育講座 

109年 3月份 親子溝通技巧 外聘專家學者 

109年 9月份 正向管教親子增溫 外聘專家學者 

110年 3月份 幸福共學閱讀氣氛營造技巧 外聘專家學者 

進行方式 專題演講、綜合座談、親師懇談 

活動時間 見活動流程表 

活動地點 本校視聽教室及各班教室 



   柒.活動時間及流程﹝預計﹞ 

     一、第一場 

活動日期及時間 109年 03月 14日（六） 

10:00~10:30 報到 

10:30~11:00 宣導活動 

11:10~12:50 親職教育講座（一） 

13:00~ 賦歸、場地復原（工作人員） 

      二、第二場 

活動日期及時間 109年 09月 18日（五） 

18:00~18:30 報到 

18:30~19:00 宣導活動 

19:00~20:40 親職教育講座（二） 

20:40~21:20 親師懇談會 

21:20~ 賦歸、場地復原（工作人員） 

      三、第三場 

活動日期及時間 110年 03月 05日（五） 

18:00~18:30 報到 

18:30~19:00 宣導活動 

19:00~20:40 親職教育講座（三） 

20:40~21:20 親師懇談會 

21:20~ 賦歸、場地復原（工作人員） 



捌、經費概算 

項目 金額明細 金額合計 備註 

講師鐘點費 

2000元×2節×1場 

2000元×2節×1場 

2000元×2節×1場 

12229 

每場 2節×1場 

每場 2節×1場 

每場 2節×1場 

(含二代健保) 

場地佈置費 600元×3場 1,800  

講義 60元*60本 3,600  

誤餐費 80元*10人*3場 2,400 

工作人員用餐， 

80元*10人*1場 

80元*10人*1場 

80元*10人*1場 

雜支  1,202  

合計  21,231  

玖、預期成效 

    一、透過團體動力的成長模式，使社區居民接受教養子女的新觀念。 

    二、提升家長自我意識，促進家長自我成長，學習成為稱職的父母。 

    三、親師共同努力，尋求最適當的輔導策略。 

    四、增加親師雙向溝通的機會。 

拾、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承辦人： 康韶真         會計主任： 吳秋燕           校長：何凔文 

 



臺南市108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帶領學校辦理健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健康促進增能活動-校長帶領班親會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8年09月20日 參加人數 30 50 25 

簡述活動內容 

   由校長主持，教導處承辦規劃藉由活動協助家長有正向心理的

觀點並建立優質的教養態度，此外建立親師雙向溝通管道。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校長開場 說明：講師說明親子間正向心理教學的觀點 

  
說明：校長宣導良好教學 說明：導師與家長溝通 



 臺南市108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帶領學校辦理健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健康促進增能活動-校長帶領親職座談會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03月14日 參加人數 5 10 5 

簡述活動內容 

   由校長主持，教導處承辦規劃藉由協助家長建立優質的教養態

度並建立起建立親師雙向溝通管道。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校長介紹講師 說明：活動中有可看見校長認真作筆記 

 
 

說明：活動中 說明：會後家長與講師討論情形  



臺南市109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帶領學校辦理健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健康促進增能活動-校長帶領班親會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09月18日 參加人數 24 50 25 

簡述活動內容 

   由校長主持，教導處承辦規劃藉由活動協助家長情緒上有正向

心理的觀點並建立優質的教養態度，此外建立親師雙向溝通管道。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校長主持 說明：講師說明父母親情緒管理 

  
說明：校長利用機會向家長宣導健促 說明：導師與家長溝通 



臺南市109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校長帶領學校辦理健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健康促進增能活動-校長帶領班親會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03月19日 參加人數 15 30 25 

簡述活動內容 

   由校長主持，教導處規劃。活動中講師從他國經驗來帶入如何

運用正向的策略於溝通過程中，減少親師的衝突外，增強學童的學

習與進爭力，並說明任何的一種成功都是需要學校家庭與社會三者

共同努力獲得。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校長主持與介紹講師 說明：講師舉芬蘭案例來說明素養與學習 

  說明：說明如何策略性父母方式 說明：校長及家長會長與家長溝通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