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小『學生榮譽獎勵制度』實施計畫 

107.9.5 校務會議通過 

壹、目的： 

一、培養兒童正確的行為品德，導正偏差行為使之改過遷善。 

二、激發兒童榮譽心，建立樂觀進取，樂於助人的人生觀。 

三、培育兒童向上、向善之精神、營造良好校園風氣。 

四、養成學生良好生活習慣，建立符合社會規範之行為。 

五、以積極鼓勵的方式，培育五育均衡發展的健全兒童。 

貳、實施原則： 

一、以獎勵代替懲罰，以表揚代替責備，積極樹立兒童行為典範。 

二、全校教職員工皆有輔導學生責任，全面推展榮譽制度。 

三、以全校學生為對象，凡合乎給獎標準，及時給予獎勵。 

四、犯錯時扣除獎勵卡，以代替懲罰。 

五、注重學生努力的程度，及其行為的動機 

參、獎勵事項： 

優良事蹟 具體事實 檢核者 

校外比賽 視獲得獎項 承辦處室 

校內比賽 

（含月考頒獎） 

成績優異 

進步獎 

導師 

校內服務 擔任學校糾察隊、司儀、旗手、播音、空

品小志工等，能盡責服務並表現認真者。 

承辦處室 

其他優良表現 

 

熱心公益、 

見義勇為、 

拾金不昧 100 元以上、 

主動幫助他人、 

維護校園環境…等優良行為， 

經校內、外人士推荐。 

學務處 

導師 

班級活動 

 

學生行為或學習情形表現優異、 

班級才藝表演、 

積極參與校內各種正式活動、 

教師交辦事項負責、 

愛護同學、服務熱心、 

誠實、有禮貌、 

守校規....等。 

導師 

閱讀獎勵 繳交閱讀心得報告，獲老師認可 

借閱書籍達標準 

完成閱讀挑戰 

導師 

健康管理 BMI 值降 1 或升 1 

每次測量維持體位適中者 

學務處 



口腔檢查無齲齒者 

視力檢查達到標準者 

肆、實施辦法： 

一、個人獎勵： 

 (一)獎勵卡—設計成書卡形式，由教師頒發。 

  (二)榮譽卡—累計五張獎勵卡換一張榮譽卡。由生教組每週負責兌換登錄，每月第一

週之星期三於朝會由生教組或總導護公開表揚。 

  (三)榮譽狀—累積滿五張榮譽卡時換榮譽狀一張，由校長親自頒獎，得獎學生可以擇

教師合照，公佈於榮譽榜做為楷模，第二次獲獎之後，還可以得到家長會

提供禮券一百元整，第三張榮譽狀也有禮券，以下類推。 

二、注意事項 

 (一)獎勵卡—由全校教師依兒童之優良表現適時給予獎勵，全校導師每學期固定發 50

張、科任老師每學期發三十張，唯獎勵時須掌握下列原則： 

 1、獎勵應著重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 

 2、注重良好的行為表現，如愛助人、有禮、負責…等。 

 2、依兒童之個別能力訂定標準。 

  4、獎勵要適度，勿濫勿苛，使能發揮時效與實效。 

 5、特殊個案，可針對某項適應不良行為個別實施。 

 6、使用前必須強調「榮譽」的重要。 

(二)領到獎勵卡的學生，請在背面寫上姓名、班別和日期，並請發給的教師簽章。 

(三)獎勵卡不可轉贈，可累計至畢業前，遺失或破損不補發，應自行妥為保管。 

(四)符合兌換榮譽卡、榮譽狀之學生，可於每星期一下午向生教組兌換。獎勵卡或榮譽

卡換發加蓋戳章後，發還小朋友留存。符合對換榮譽狀者得隨時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與師長合照及頒獎。 

(五)獲得榮譽狀者由家長會提撥經費（或獎品）做為附獎鼓勵。 

伍、經費來源：由學校相關經費支付，或尋求家長會補助。 

陸、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  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賴慧娟               學務主任： 校長：  
 







台南市白河國小 124 週年校慶暨親子運動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104 學年度校務實施計畫 

貳、主旨：為提倡學童運動風氣，落實體育教學正常化，藉由運動增強學童身體適能，

促進兒童身心健康，並培養運動家的精神。 

參、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月 26 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一時。 

肆、預演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伍、活動地點：白河區運動公園。 

陸、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師生及家長。 

柒、活動內容： 

一、開幕典禮 

二、表演活動： 

    1.本校太鼓隊 

    2.本校獨輪車隊 

    3.本校棒球隊 

    4.本校武術隊 

         5.長青養生協會 

     

三、趣味競賽： 

    1.親師趣味競賽 

          參加對象：本校教師與家長 

  活動方式：由體育組規劃趣味競賽。 

  活動場地：操場 

    2.學童趣味競賽（含幼稚班及特教班） 

  參加對象：全校學童，按各學年分組進行。 

  活動方式：每學年安排一項趣味競賽項目，每一位學童都能參加。 

  活動場地：操場 

  獎  勵：三、五年級取 1名，一、二、四、六年級取前 2名頒發錦旗 

            一面。            

         3.親子趣味競賽：  

  參加對象：本校家長與學童採現場組隊 

  活動方式：由體育組規劃趣味競賽。 

  活動場地：操場 

  獎  勵：參加者都有參加獎。         

    四、徑賽活動： 

       1.六十公尺菁英賽 

         參加對象：一至六年級學童。 

  活動方式：比賽分男、女童二組：一至六年級每班男、女童各報二名參加比

賽，採一次決賽。 



 獎  勵：男、女童決賽前三名頒發獎牌。三、五年級前五名，一、二、  

           四、六年級前六名頒發獎狀。 

 2.一百公尺菁英賽  

         參加對象：四至六年級學童。 

  活動方式：比賽分男、女童二組：四至六年級每班男、女童各報二名參加比

賽，採一次決賽。 

 獎  勵：男、女童決賽前三名頒發獎牌。三、五年級前五名，一、二、  

           四、六年級前六名頒發獎狀。 

3 大家來賽跑競賽： 

  參加對象：各班學生未參加班際大隊接力者。 

     活動方式：比賽採男女分組。 

  獎  勵：各組７～８人取前三名、５～６人取前二名、４人（或以下）取

前一名，頒發獎勵卡。 

4.幼稚班四十公尺、特教班六十公尺競賽 

  參加對象：特教班及幼稚班學童。 

     活動方式：由導師分組進行比賽。 

  獎  勵：各組７～８人取前三名、５～６人取前二名、４人（或以下） 

            取前一名，頒發獎品。 

5.班際大隊接力比賽： 

  參加對象：一至六年級各班 

  活動方式：比賽分一至六年級六組，每班男、女童人數視各學年班級人數定

之，每位學童跑一百公尺。 

         獎  勵：三、五年級取 1名，一、二、四、六年級取前 2名頒發錦旗 

                   一面。 

       6.獨輪車競速賽： 

 參加對象：本校獨輪車隊。 

  獎  勵：各組取前三名頒發獎牌。         

   五、閉幕典禮。 

捌、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請於 3月 8日中午 12:00 以前完成報名。 

玖、大會組織及工作分配（附件一）、活動流程（附件二）、場地分配（附件三）。 

拾、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及家長委員會經費支付。 

拾壹、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109 學年度白河國小學務處藝文宣導比賽實施計畫 

一、 主旨：為各種宣導教育舉辦系列藝文競賽，競賽內容為人權法治教育、品 

      德教育、交通安全、潔牙漱口、防災防震教育、禁煙反毒與檳榔防 

      治、視力保健、、愛滋防治、藥物防治、環境教育、健康體位等。 

二、參加對象：一至六年級學生，作品若有抄襲或假他人之手，取消比賽資格。 

三、競賽方式：每班每類別至少繳交三件作品，至多交五件。【作品所需紙張 

              不夠,請回學務處索取】 

四、繳件截止日：109 年 9月 21 日，可以提早交。  

五、送件地點：學務處生教組、衛生組 

六、競賽類別：著色(低年級)、標語創作設計、漫畫、圖畫(中高年級)四類 

七、比賽主題及內容說明： 

    一年級：低碳、腸病毒(著色) 

    二年級：登革熱(畫圖) 4 開圖畫紙採直式,不得以其他格式紙張作畫,作品一律不須裱褙,圖畫原稿,繪畫使

用材料、技法不限,但限於平面創作,並請單面繪圖。參賽主題以「你我來做伙防治登革熱」 

    三年級： 

1. 視力保健(標語創作設計) 

2. 潔牙漱口(標語創作設計) 

3. 空氣品質相關議題(漫畫) 

    四年級： 

1. 煙檳(圖畫。參考標語：不讓菸滅你，就從滅菸起。愛吃檳榔真傷牙，血

盆大口真不雅！健康優先，遠離菸、檳！反菸拒檳你健康我快樂)、反毒

防治 

2. 健康促進相關議題(標語創作設計。相關議題如:口腔衛生、健康體位、

營養教育…等) 

3. 空氣品質相關議題(漫畫) 

    五年級： 

           1.愛滋防治(圖畫) 

           2.防災防震教育(標語創作設計。含戲水安全、颱風災害預防、火 

             災防範、瓦斯安全，或是防震教育任擇一主題創作) 



無毒有我  有我無毒 

           3.空氣品質相關議題(漫畫) 

    六年級： 

           1.防詐騙、防治犯罪宣導(標語創作設計。內容可以是防制學生將 

             不雅照片上傳網站、網路交友安全、遠離網路誘惑、防詐騙集團… 

             等等。) 

           2.交通安全教育(圖畫。內容以能提醒行人、乘客和駕駛人所應注 

             意之安全事項為主，並期望大家能以「交通安全由我做起」而知 

             法守法。 

           3.空氣品質相關議題(漫畫) 

八、規格內容： 

   1.圖畫及著色類作品規格為八開圖畫紙張，大小(約 39cm×26.5cm)，繪畫材 

     料不拘，各類色筆皆可，版面呈現為彩色即可，但不得以電腦繪製列印。 

   2.圖畫類作品須有宣導標語及相關主題圖畫，如下圖所示： 

                                     宣導標語 

  

     圖畫 

                                   

   3.空氣品質相關議題(漫畫)作品主題為空氣品質之相關議題。手繪圖稿作 

     品以四開圖畫紙（長 39cm×寬 54cm）畫紙繪製，呈現漫畫格式，限平面 

     作品，創作媒材不限，可以用鉛筆、蠟筆、鋼筆、畫筆、水彩…，但不得 

     以電腦繪製。漫畫作品著重創意、趣味、新穎、原創、精彩度。 

   4.標語創作設計畫紙規格以學務處提供用紙為標準。 

 

九、評審標準： 

   （一）內容主題 40%（含主題內容、正確度、結構表現） 

 （二）美工技法 30%（含圖畫技巧、完整度） 

 （三）創意表現 30%（含整體設計性、創意） 

十、錄取名額及獎勵： 

   （一）交件且製作用心者可獲獎勵卡一張鼓勵。 

 （二）交件且獲得前三名者可獲獎勵卡一張和精美禮物一份。 

  (三) 漫畫作品第一名者代表學校參加台南市 106 學年度校園空氣品質漫畫比賽，

得獎者另有獎勵。 



十一、評選方式：邀請本校任教美勞課程老師進行評審。 

十二、預期效益 

（一）鼓勵師生經由藝文宣導活動創作，提昇對各項宣導教育素養與能力。 

（二）提供師生作品發表園地，激發教師創新教學及學生創作意願。 

（三）透過競賽、展覽、互相觀摩，增進創作技能與信心。 

十三、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生教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衛生組長： 

 



白河國小 109 學年度推動健康促進 
學生自主管理獎勵辦法 

一、依據：  
（一）依據本校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辦理。 

 (二) 依據本校 109 學年度榮譽制度獎勵辦法辦理。  

二、目的：  
（一）培養學生健康生活、飲食與衛生習慣。  

（二）配合健康促進活動的實施、教育的宣導，進而改

善學生不良衛生、健康習慣。  

（三）養成學生健康自主管理概念，落實學生健康飲食

與健康體位。  

三、承辦單位： 
學務處、健康中心、各班導師  

四、實施項目：  
(一)健康體位自主管理 

(二)口腔保健自主管理  

(三)視力保健自主管理  

五、實施及獎勵方式：  
(一)健康體位：三到六年級，上學期列為體位不良者，

於下學期測量測量後，獎勵每班 BMI 值改善最佳

者 3 名，發給獎勵卡一張。 

(二)口腔保健：每學期末，請各班導師依據潔牙記錄表+

日常實際表現，擇優提報 3 名，發給獎勵卡一張。  

(三)視力保健：請各班導師依據(1)坐姿(2)戶外運動習

慣(3)正常休息……等指標，每學期末從班上學童

中，提報 3 名，發給獎勵卡一張。 

六、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臺南市 OO 區 OO 國小109學年度大跑步計畫學生自主管理登記表 

 

  年   月     年   班        導師：_________________ 

學生自主管理登記每日跑量(請張貼於教室布告欄)  

項目 每天跑步圈數 小計 

日

期 

 

座

號 

                       

總

里

程

(公

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運動時間包含上學前、早自修、課間活動、下課時間、課後活動等，登記每日累積跑量，並總計每

月總跑量(公里)。 

導師：                體育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