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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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學校社區關係  

自評:1% 

2.學校辦理可讓家長參與的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7-2-2成果紀錄 1% 

                      學   校    執   行   狀    況 

  1.運用校慶、親師座談會與母親節等特殊節慶活動讓家長參與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佐證資料: 

     7-2-2-1: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小 10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成果 1-5 

   7-2-2-2: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親子運動會成果 

   7-2-2-3: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校慶暨親子運動會成果 

   7-2-2-4:臺南市歡雅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聖誕節路跑活動成果 

   7-2-2-5:臺南市歡雅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聖誕節路跑/健走活動成果 

   7-2-2-6: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小推展親職教育活動成果 

   7-2-2-7:臺南市歡雅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母親節活動成果   



佐證資料 7-2-2-1: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小 10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成果 1 

臺南市107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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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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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一同參與社區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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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7-2-2-1: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小10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成果2 

臺南市107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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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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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7-2-2-1: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小10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成果3 

臺南市107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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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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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7-2-2-1: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小10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成果4 

臺南市107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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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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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 7-2-2-1: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小 10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成果 5 

臺南市107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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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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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活動 



佐證資料7-2-2-2: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民小學108學年度親子運動會成果 

臺南市108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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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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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7-2-2-3: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民小學109學年度校慶暨親子運動會成果 

臺南市109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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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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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 7-2-2-4:臺南市歡雅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聖誕節路跑活動成果 

臺南市108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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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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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 7-2-2-5: 臺南市歡雅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聖誕節路跑/健走活動成果 

臺南市108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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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路跑與健走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社區民眾 教職員工 

109年12月25日 參加人數 71 22 22 

簡述活動內容 

   由校長主持，教導處承辦規劃全校參與，此次因疫情緣故減少

家長們一同跑步但在跑的過程當中可以將學童將平時訓練的體能

展示出來，透過路跑與健走活動強化學生體適能，與社區互動並

落實健康體位。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路跑前暖身活動 說明：路跑情形 

  說明：路跑情形 說明：家長與學童一起合影  



7-2-2-6: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小推展親職教育活動成果 

臺南市108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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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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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6: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小推展親職教育活動成果 

臺南市108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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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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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7-2-2-6: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小推展親職教育活動成果 

臺南市109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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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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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7-2-2-6: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小推展親職教育活動成果 

臺南市109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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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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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7-2-2-7:臺南市歡雅國民小學109學年度母親節活動成果 

臺南市109學年度歡雅國民小學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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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05月07日 參加人數 101 72 25 

簡述活動內容 

   由校長主持，教導處規劃。藉由母親節活動表達對於母親或家

裡長輩的祝福與感謝之意，也希望藉此機會表現平時練習的律動

音樂等才藝，展現學童青春活力。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社團才藝陶笛表演 說明：幼兒園表演 

  說明：一年級表演 說明：二年級表演 

 



佐證資料 7-2-2-7:臺南市歡雅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母親節活動成果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三年級表演 說明：中場讓學生向媽媽表達感謝之意 

  說明：四年級表演 說明：五年級表演 

  說明：六年級表演 說明：親子蛋糕 DI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