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109學年度河國民小學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學校辦理健康促進活動，運用衛生所提供的資源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3月17日 參加人數 560 100 60 

簡述活動內容 運用各種衛生所發送的海報於晨會上宣導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餐盤、腰圍、減糖 說明：餐盤、腰圍、減糖 

  

說明：餐盤、腰圍、減糖 說明：腸腸久久 



 

 

 

臺南市109學年度河國民小學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學校辦理健康促進活動，運用衛生所提供的資源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4月17日 參加人數 560 100 60 

簡述活動內容 運用各種衛生所發送的海報於課堂上宣導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防蚊、減糖、腸病毒 說明：登革熱、蔬食、減糖 

  

說明：餐盤、腰圍、減糖 說明：少鹽多健康 



 

 

臺南市109學年度河國民小學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學校辦理健康促進活動，運用衛生所提供的資源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4月17日 參加人數 560 100 60 

簡述活動內容 運用各種衛生所發送的海報於課堂上宣導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熱傷害 說明：菸害防制 

  

說明：預防失智 說明：男女平權 



 

 

白河國小109 年度性教育暨愛滋防治議題宣導計畫 

壹、依據：白河國小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計畫辦理。 

貳、目標： 

一、在學校衛生政策方面，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性侵害犯罪防治等 相關法規規定

針訂定合理且具教育意義之處置和管理辦法。以「性教育與愛滋病防治」為主

軸，『健康促進學校』為永續經營的目標。 

二、在健康服務方面，以校園服務（健康檢查）方式推動性教育，早期發現性侵害個

案。 

三、在健康教育課程及活動方面，學校的課程中能適時加入性教育與愛滋病防治有關

之創意內容，推動以性教育與愛滋病防治主題之全校性活動。 

四、在學校物質環境方面，提供、發展學校本位的教材教法。 

五、在學校精神環境方面，在尊重關懷接納的氛圍下，使校園成為有益健康的學習環

境。 

六、在社區關係方面，結合社區的力量擴大性教育與愛滋病防治的範圍和意識。 

參、主辦單位：白河國小 

肆、協辦單位：臺南市白河區衛生所 

伍、參加對象：本校四~六學生 

陸、活動日期：109 年5 月7 日（星期二）下午1：30~2：10 

柒、經費來源：由本校家長會經費支應。 

捌、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臺南市白河國小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暨愛滋防治)執行成果表 

活動名稱 愛滋防治邀請白河區衛生所醫事檢驗師蒞校宣導  

活動內容 

1. 介紹愛滋病毒及感染者染病徵。  
2. 愛滋病毒感染之途徑。  
3. 如何預防愛滋病毒之傳染。  
4. 建立正確愛滋防治的觀念，理性接納愛滋患者。  

活動對象 4-6年級學生，約 311人 

執行成果照片 

  

說明：正確的性行為可預防愛滋病感染。 說明：如何預防血液感染愛滋病。  

  

說明：愛滋病的傳染途徑。  說明：導正愛滋防治的錯誤觀念。  



 

 

白河國小109 年度徐生明棒球關懷醫療到校義講義診計畫 

壹、依據：白河國小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計畫辦理。 

貳、目標： 

一、培養正確運動傷害預防觀念及態度。 

二、推廣運動保健的知能。 

三、主辦單位：白河國小 

四、協辦單位：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 

伍、參加對象：本校學生 

陸、活動日期：110 年4 月14 日（星期三）下午13：30~16：30 

時間 內容 主持 

13:30-13:40 歡迎 校長 

13:40-14:30 教你運動不受傷害 國家代表隊林醫師 

14:30-16:30 各團隊運動傷害義診 國家代表隊林醫師 

 

柒、經費來源：由家長會經費支應。 

捌、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臺南市109學年度河國民小學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109 年度徐生明棒球關懷醫療到校義講義診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4月14日 參加人數 100 3 8 

簡述活動內容 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蒞校培養學生正確運動傷害預

防觀念及態度。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致贈感謝狀 說明：運動不受傷 

 

 

說明：會後全體合照。 說明：施測-前後測。 



 

 

 

白河國小109年度牙齒保健口腔衛生議題宣導計畫 

壹、依據：白河國小109學年度健康促進計畫辦理。 

貳、目標： 

一、培養正確口腔衛生觀念及態度。 

二、推廣牙齒保健的重要性，提昇學生潔牙的知能。 

參、主辦單位：白河國小 

肆、協辦單位：臺南市衛生局、臺南市牙醫師公會 

伍、參加對象：本校學生 

陸、活動日期：110 年4 月26 日（星期一）上午8：45~12：00 

時間 課程內容說明 主講人 

08:45-09:25 六甲-宣導含氟漱口水及貝氏刷牙法 牙醫師公會理事長張焱焯 

09:35-10:15 六乙-宣導含氟漱口水及貝氏刷牙法 牙醫師公會理事長張焱焯 

10:30-11:10 六丙-宣導含氟漱口水及貝氏刷牙法 牙醫師公會理事長張焱焯 

11:10-12:00 六丁-宣導含氟漱口水及貝氏刷牙法 牙醫師公會理事長張焱焯 

 

柒、經費來源：由衛生局及牙醫師公會經費支應。 

捌、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臺南市109學年度河國民小學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109 年度牙醫師公會到校到班宣講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4月26日 參加人數 94 2 8 

簡述活動內容 臺南市牙醫師公會蒞校推廣牙齒保健的重要性，提

昇學生潔牙的知能。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介紹臺南市牙醫師公會理事長張

焱焯牙醫師入班宣導。 

說明：張焱焯理事長宣導含氟漱口水

及貝氏刷牙法 

  說明：全班依照張醫師教導漱口法。 說明：正確漱口預防齲齒。 



 

 

白河區國民小學 109年畢業班登大凍山反毒淨山健康促進活動計畫 

一、 主旨： 

（一） 藉由登大凍山認識家鄉的最高山與水源地，了解並愛惜生態與環境。提升

兒童身為白河人應知故鄉環境與愛護家鄉的意識。 

（二） 藉由登大凍山淨山作為畢業前體力的考驗，與同學愛相互扶持，留下深刻

的回憶，並培養不怕苦的毅力。 

（三） 藉由登大凍山鼓勵兒童親近大自然，養成正當休閒的好習慣，遠離  

        毒品，珍愛生命，做一個青春洋溢的青少年。 

（四） 藉由登大凍山加強健康體位自我認知，促進對體位及體能的自我要求，達

到健康促進的全人健康。 

二、 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三、 主辦單位：白河國小 

四、 協辦單位：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大臺南登山協會。 

五、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6   日 

六、 活動流程： 

     8：00由學校出發 

     8：30 仙祖廟集結熱身起登 

【各校於此集合宣誓:只要青春、不要毒，並合拍大團體照】 

     8：50 仙祖廟集結熱身起登 

     10：30大凍山鞍部集結 



 

 

     11：00大凍山山頂頒發攻頂證書 

     11：30大凍山鞍部拍大合照 

     12：00集合下山 

     14：00返校 

七、 參加人員：各校六年級小朋友經家長同意後向導師報名。 

八、 注意事項：  

（一） 請著輕便服裝、運動鞋、戴帽子，與登山杖。 

（二） 學校發給小朋友每人一瓶礦泉水與麵包一份。 

（三） 小朋友請準備輕便雨衣一件，背小背包，與少量餅乾。 

（四） 報名參加人員須自行考量身體狀況，全程注意安全，身體如有不適隨時

告知隨隊老師。 

（五） 請各校於行前加強向小朋友宣導山野教育與無痕山林的理念。 

九、 本實施計畫，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教務主任：  

                       輔導主任：  

                       總務主任：  



 

 

白河區國民小學 109年畢業班登大凍山活動協調會 

會議記錄 

一.109年活動計畫暨活動流程確認。 

   說明：活動計畫暨流程(草案)已發文至各單位 

   決議：活動計畫與流程如附件。 

二、臨時動議暨意見交流： 

◎大台南登山會丁博慶總幹事： 

1. 各校於行前集合宣導注意事項並宣導山野教育與無痕山林理念，吃多少帶

多少就好，（帶上去就要帶下來）避免產生垃圾與增加自己的負荷，淨山

活動更減輕山林環境負擔。 

2. 藉由山野教育認識自己的家鄉與部落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活動。 

3. 於山頂集結時可能會冷，請叮嚀小朋友戴一件保暖外套。 

◎白河國小董校長： 

1. 各校能配合淨山活動，讓活動更有教育意義。 

2. 登頂證書請各校自行製作。 

3. 當日於仙祖廟集結,委由仙草洪琪琇主任擔任主持。 

◎白河國小劉主任： 

1. 有關防護計畫，本校家長會與義工團會在土地公坪(塩粿山)成立緊集救護

站,配置一台沙灘車,作為緊急救護用。配合登山會的對講機與手機，可緊

急聯繫。 

2. 今年本校學生只有一梯次一同前往。時間的掌握應可更好。 



 

 

3. 前一天本校也會先上山佈置路標。 

◎ 台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陳冶純技正 

1.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會在仙祖廟佈置幾關闖關遊戲與有獎徵答，供早下山

的小朋友來挑戰，加深小朋友毒品危害防制的觀念。 

2. 於山頂拍登頂團體照時，請各校先呼校名，再呼「珍愛生命、我不吸毒」。 

四、結論 

     感謝各單位經費人力物力的支援，期待本次畢業生聯合登大凍山活動

能夠安全圓滿. 

  



 

 

臺南市109學年度白河國民小學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白河區國民小學109年畢業班登大凍山反毒淨山健康促進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年   月   日 參加人數 100 30 15 

簡述活動內容 白河國小畢業生與台南市衛生局合作拒絕毒品 從登大凍山開

始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珍愛生命我不吸毒標語 

 

 

 
說明：大凍山三角點宣示不吸毒 說明：我愛運動 我不吸毒 

 

 

說明：美麗人生不毒行 珍愛生命我不吸毒。 說明：學生專注聆聽擬真毒品宣導。。 

 



 

 

白河國小畢業生拒絕毒品 從登大凍山開始 

 

【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時間過得真快，每逢 3 月是白河區國民小學畢業生登大凍

山活動的時候了，照慣例，今年延續傳統，由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與白河區白河國小及河東國

小畢業生及師長共約 130 人聯合辦理登大凍山活動，該活動主要是希望白河蓮鄉最原始的美

能讓小朋友們進入認識家鄉的最高峰及水源地，體驗及感受故鄉及土地的好與美；大凍山是

臺南市最高峰，是臺灣小百岳之一，也是臺南市最具象徵性的山，海拔 1,241 公尺，要完成

這艱辛的攀登很不容易。 

各校自上學期即利用體育課及課餘時間練習跑操場及跳繩，進行體能訓練，更有許多學生家

長更利用過年期間特地帶孩子進行親子登山集訓，不僅全家人感到身體更健康，更因此增進

不少親子間情感。 

活動當天，學生們從仙祖廟集合出發，歷時約 2 個半小時登上鞍部，獲頒發攻頂證書，攀登

過程有許多學生起初對自己很沒信心，認為自己無法攻頂，經過大家彼此相互打氣，果然士

https://4.bp.blogspot.com/-ZKqxosuUdkE/WqfauNNOw5I/AAAAAAABP-A/6aPC0UOnXnULAwoiptZzxiCJEypUl6EagCLcBGAs/s1600/img20180313_215640.jpg


 

 

氣驚人，許多學生都超前預期的進度，學生們攻頂後感到十分神氣，紛紛地說「好喘，我好

厲害，我可以光榮畢業了！」「這是我第一次全程爬完大凍山，我成功了！」，學生們過程

更沿途自願淨山，進行資源回收，健身兼環保。 

近年來毒品的包裝推陳出新，恐怕是許多未曾碰觸毒品，也不想碰觸毒品的人防不勝防的，

藥頭為能推銷毒品並降低風險，除利用場所、時機及對朋友不便拒絕的心態外，並不斷更新

毒品的包裝，如香菸、糖果、咖啡包、提神飲料及雞尾酒等，讓人在不易察覺及卸下心防的

同時，毒禍危機已悄悄埋伏在身邊，可能就此染上毒品；因此經常出入特種場合的青少年應

提高警覺，不要隨便接受陌生人的飲料或香菸，即使是朋友提供的，也要辨識一下如包裝的

完整性，或產品名稱是否有些許不同，產地及成分標示是否清楚，因為這些可能都是藥頭變

更過包裝的依據，更不要因一時好奇而輕易嚐試，更要適時懂得拒絕，保護自己及朋友的安

全。 

平時反毒及珍愛生命課程大都在校園內進行，大多以靜態活動進行教育宣導，結合登山活動

在大凍山頂進行動態的「我愛登山 我不吸

毒」宣導遊戲，以宣導 K 他命及新興毒品

的可怕，並推廣珍愛生命的重要性，讓拒

絕毒品及珍愛生命從小紮根，從校園深

耕，營造無毒及心理健康的大臺南。 

 

 

https://1.bp.blogspot.com/-hulrEU_DYEg/Wqfa1XrFjeI/AAAAAAABP-E/S6iykX6tgPcJ0erSw8pOzrT5cdO7NmnfQCLcBGAs/s1600/img20180313_215650.jpg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推廣傳承反毒觀念共造無毒校園 

兩位畢業生擔任主講人分享登山感言及傳授反

毒觀念予學弟妹。（記者黃伃綵攝） 

【民進日報記者黃伃綵台南報導】臺南市政府

衛生局心理健康科承辦陳思華指出，面對社會急遽

變遷及新興毒品的推陳出新(如變裝成咖啡包、糖

果、餅乾等)，極易吸引年輕學子好奇誤用，且內

容物大多為兩種以上物質混合，其危險性乃至致死

率更是難以預估。近年來毒品濫用的年齡層不斷下

降，越來越多年輕族群身受其害，校園防制毒品入

侵議題面臨強大挑戰，為此唯有使反毒觀念向下紮根深入校園，增強學童對毒害的認識及建立正確

的反毒認知，以達預防重於治療。 

今年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以下稱毒防中心)與白河區白河國小已於 2 月 26 日辦理畢業生登

大凍山活動，透過健康登山活動，鼓勵學童培養健康休閒活動，促進身心健康。並於登山活動後辦

理反毒分享會，讓畢業生將反毒觀念傳授予學弟妹，建立正確的反毒知識，讓拒絕毒品的觀念深入

校園，建立反毒風氣。 

分享會當天由校內遴選兩位畢業生擔任主講人，藉由心得分享，增加其自信心與榮譽感，學弟妹也

對於學長投予敬佩的目光，並表示以後也要站上台大聲的跟學弟妹們做分享。分享會中學生紛紛表

示「吸毒就是毀了自己的人生，不僅沒了朋友，還會讓家人背負著許多的壓力，又會讓自己痛苦一

生」、「如果身邊的人在吸毒的話，我必須勸他不要再吸了，他如果邀我一起吸毒的話，我會婉拒

他」、「毒品實在是個壞東西不僅傷害自己也危害到社會，回家後也會告訴親朋好友反毒訊息」。

本活動除了學生分享外並播放反毒影片、展示新興毒品態樣、有獎徵答，並宣導新興毒品的危害性

與易誤食毒品態樣，以加強學童反毒、防毒觀念，並懂得關心身旁的親朋好友，免於毒品危害，共

同營造無毒健康校園。 

毒防中心呼籲市民朋友，若因一時好奇吸食毒品只是享受偽裝的快樂，一時歡樂過後是要付出慘痛

的代價，應鼓起勇氣拒絕誘惑，讓堅持和自制力成為打擊毒品的絕佳武器，預防毒品六招：1.生活

作息正常、2.絕對不好奇試用毒品、3.建立正確情緒舒解方法、4.不靠藥物提神與減肥、5.選擇安全

娛樂場所、6.不接受陌生人的飲料、香菸。此外家長更要多關心家中孩子的狀況，家長若發現孩子

有以下狀況，務必提高警覺：1.花錢量增加、2.精神及情緒不穩、3.功課退步、4.講神秘電話、5.拒

絕家長進入其房間、6.不讓父母觸碰其個人物品(如書包﹍等)等徵兆。如發現親朋好友有施用毒品之

情形，歡迎來電詢問，24 小時免費戒毒諮詢專線 0800-770-885(請請您，幫幫我)，臺南市政府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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