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1 本指標列出三個活動如下 

 

1、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小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教育

邀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康樂研習社民國 110 年寒

假試教梯隊蒞校服務實施計畫 

協辦單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康樂研習社寒假試教梯隊 

 

 

2、白河區國民小學 109 年畢業班登大凍山淨山健康

促進活動計畫 

協辦單位： 

台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大臺南登山協會 

 

 

3、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小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教育

邀請營新醫院蒞校服務實施計畫 

協辦單位： 

營新醫院 

 

 

計畫及佐證如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康樂研習社 

民國 110 年寒假試教梯隊企劃書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外活動組 

◎承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康樂研習社 

◎協辦單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康樂研習社 

一、活動名稱： 

2021  

二、活動緣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康樂研習社是個成立超過四十年的康輔性社團，有著優良的傳統與傳

承，不拘泥於窠臼，不流於俗套，不斷的修正及創新。在校內定期舉辦社團課程、三大營隊

等活動以提升活動能力以及個人價值，也會利用周休假日，協助鄰近國小舉辦各種有趣的活

動。寒暑假則固定到偏遠地區小學舉辦兒童成長育樂營、特色夏令營等活動，秉持著熱情服

務的精神，靈活運用在社團所習得的團康能力，回饋校園。我們將走出校園，踏入國小校園

將教學熱忱，以及營隊的理念發揚光大。 

  本次營隊活動以學生為主，希望在活動當中帶領白河國小學生體會到一套健康快樂的創

意學習課程。學校過去並沒有辦理連續五天營隊的案例，為了帶給孩子們印象深刻的營隊活

動，我們將以康研最有特色的團康、戲劇、動唱以及大學生的活力充沛與創意發想帶給學

生，也帶領學生利用不一樣的方式學習各個學科，也與本校辦學理念-健康、快樂、創新、卓

越相呼應。也希望藉此機會培養我們的作為老師的基本能力，以及作為老師須具備的熱情、

積極的精神，培養我們服務人群，有教無類的價值觀。 

三、活動目標(計畫目標) 

1.本營隊活動的服務對象為位於臺南市安南區土城國小，藉由敝社本著服務學習的心

態滿足學生在知識上、情意上、技能上的渴望。 

2.「把快樂種子播向大地，把青春的活力帶給人們，讓我們的社會充滿歡笑，讓我們的

民族永遠年輕。」為最高宗旨；希望能藉由這種精神將活潑學習、快樂成長的理念融

入教學，寓教於樂，也幫助服務員為日後的教學做準備。 

 

四、合作單位： 

主辦單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外活動組 

承辦單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康樂研習社 

協辦單位：  

贊助單位： 

 

五、計畫負責人及連絡方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三年級 黃子熏 

電子信箱：cocooderella@gmail.com 

電話：0963-626-996 

 

六、青年志工人數：30 人(實習幹部 6 人，實習教師 24 人) 

 



七、服務對象及人數(計畫範圍)： 

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每年級各兩班(視情況調整，亦可擴招) 

一班 8 人 x12 個班，共 96 人 

 

八、活動時間： 

民國 110 年 1 月 22 日(五)~1 月 30 日(六)，共計 9 天。 

(1/22～1/24 準備日，1/25-1/29 營期，1/30 打掃整理校園) 

 

九、活動內容： 

 始業式：介紹實習幹部群以及實習教師們，讓學生看到老師們熱情洋溢的一

面，帶給他們最美好的第一印象，揭開營期的序幕。 

 班級教學：配合 12 年國教，課程將以三大面向及九大核心素養作為課程設計的

主軸，以創意、活潑的方式帶給學生不同於學校的統合教學。 

 社團活動：學生混合填志願選社團，讓學生根據他們不同的興趣，去參加不同於

教學的課程，能夠多認識不同年級的學生外，彼此經由上課磨合培養包容力，並

為最後一天的動態成果展作準備。 

 相見歡：讓初次見面的同學，以破冰遊戲或是自我介紹，讓彼此熟絡起來。 

 擂台賽：工作人員化身不同角色，讓學生透過和關主比賽不同拳法累積點數，

透過不斷的堅持努力，最後予以鼓勵，樂趣無窮。 

 晨操：以動唱和有趣的團康遊戲讓小朋友在一天的早晨中打起精神，充滿活力地

來迎接接下來一整天的課程及活動。 

 大地遊戲：由競賽方式促進班級團結，得知團隊合作的重要性，讓同學們更加

熟知彼此不同的能力及優點，並以有趣的遊戲讓小朋友們開心輕鬆地從中學

習。 

 RPG 角色扮演：藉由實習導師們所扮演的角色，小朋友從對話中得知線索，推理

分析其線索完成任務，藉此培養小朋友的邏輯推理概念。 

 點點名:為營隊的最後一個大活動，藉由在不同階段讓小朋友蒐集所有老師簽名

的方式，培養觀察與實踐能力，還能留下紀念。 

 營火晚會+動態成果展：眾人拜火請火神出場，在夜晚營火的照耀下，然後透過團

康、戲劇和動唱，帶給小朋友營期間最精彩的一個晚上，並且展現這一週的學

習成果，讓師生家長共同參與這個歡樂的夜晚。 

 靜態成果展：展出社團及課程時所做出的成品，互相觀摩學習。 

 

 



課程領域 課程簡介 主題介紹、延伸課程 

語文 

本國語文、英語等，注重聽說

讀寫、基本溝通能力、文化與

習俗等方面的學習 

溝通、各種語文的表達（聽、說、

讀、寫）、語言文字遊戲 

數學與邏輯 

數、形、量基本認知、具運算

能力、組織能力，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中，瞭解推理、解題

思考過程，以及溝通數學內涵

的能力，並能做與其他學習領

域適當題材相關之連結 

幾何圖形、空間概念、數學遊戲、邏

輯推理遊戲 

社會 

有關歷史文化、地理環境、道

德規範、經濟活動、人際互

動、公民責任、本土教育、生

活應用、愛護環境與實踐等方

面的學習 

家庭與社區、歷史古蹟、風俗民情、

傳統節慶、各國文化、地理景觀、公

民教育、生活化常識、國際化議題(反

戰爭、關懷弱勢族群、種族之間融

合、多元文化) 

藝術 

教導學生有關美術音樂表演相

關知識，包含美感教育...等，

提升其感受力、想像力、創造

力等藝術能力與素養 

視覺藝術(勞作、繪畫等)、音樂(歌

唱、節奏遊戲等)、表演藝術(戲劇、

肢體開發、舞蹈等) 

自然科學 
物質與能、生命世界、地球環

境、生態保育等的學習、注重

科學及科學研究知能，培養尊

重生命、愛護環境的概念且能

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自然現象(風、水、光、影、磁力、聲

音、天文…)、動植物、環境保護、生

態保育、生態環保、科學實驗 科技 

健康與體育 

身心發展與保健、運動技能、

健康環境、運動與健康的生活

習慣等方面的學習 

身體律動、肢體開發、運動安全教

育、體適能、球類運動、民俗技藝、

田徑 

綜合活動 

引導學生實踐、體驗與省思、

並能驗證與應用所知的活動 

童軍活動、輔導活動、自我探索、人

際關係、團體動力、生涯探索、體驗

學習、生命教育、性別教育、人權教

育、正向思考 

 



十、活動流程表 

 星期一 1/25 星期二 1/26 星期三 1/27 星期四 1/28 星期五 1/29 

08:00~08:25 一日之計在於晨(打掃時間與晨操) 

08:40~09:20 (相見歡)  (自然科學/科

技領域) 
(數學領域)  (社會領域) 

 (導師時間) 

09:30~10:10 (始業式) 
 (點點名) 

10:30~11:10 
(語文領域)  (健康與體育領域)  (藝術領域)  (綜合領域) 

11:20~12:00  (結業式) 

12:00~12:40 午餐 

放學時間 

12:40~13:30 午休 

13:40~14:20 
 (擂台賽)  (大地遊戲)  (ＲＰＧ) 

 (靜態成果

展) 14:30~15:10 

15:20~16:00  (社團時間) 

16:00~17:00 

放學時間 

點心+彩排 

17:00~18:30 

狂歡之夜 

(動態成果展 

、營火晚會) 

 

 

十一、預算表(經費概算表) 

類別 項目 金額 

雜支 

@工作人員餐費---(50+80+80)*7*30= 44100 

小朋友營養午餐---50*5*100= 25000 

交通費 35000 

場勘油錢 700 

工作人員保險(80*30) 2400 

小朋友保險---50*100 = 5000 

工作人員梯服 12000 

梯遊 10000 

營期採買 1500 

飲食採買 1000 

生活採買(藥品) 1000 

電池 200 

資料夾 1000 

小計：138900 

活動 

煤油 220 

小朋友獎品---50*12=600 600 

小朋友名牌繩 440 



小朋友寶貝日記 200 

小卡 92 

小筆記本---10*30= 300 

營手冊影印---50*30= 1500 

回饋單、感謝狀影印 145 

感謝卡 110 

籌會資料影印 1000 

活動單影印---5*30=150 150 

文宣教案影印 600 

活動用品 1500 

防蚊液---149*3 447 

童軍繩---35*6 210 

小計：7514 

文宣＆教具 

透明膠帶---147*4 588 

封箱膠---198*3 594 

泡棉膠 390 

雙面膠---24*10= 240 

護貝膠膜 800 

膠水 112 

保麗龍膠---45*3 135 

麥克筆---16*24= 384 

邀請卡---25*6= 150 

丹迪紙 100 

書面紙 600 

圖畫紙 50 

粉彩紙 100 

A4 紙 75 

色紙 200 

簽字筆 15 

彩色麥克筆---179*2 358 

彩色奇異筆---180*2 360 

紙黏土---40*2 80 

小白板 500 

黑垃圾袋---270*3 810 

吸管 15 

哨子 38 

學習單影印 300 



大頭針---17*2= 34 

紙杯 49 

小計：7077 

 

雜支 活動 文宣＆教具 合計 

138900 7514 7077 153491 

 

 

十二、服務進行方式： 

五天內有各式主題課程領域為主軸，原創式、主題式統整的課程輔導學童課業，也經由課

程啟發其多元智能，以及活潑生動的社團活動課程。最後一天將展示整個營隊動態與靜態的成

果展，並配合大地遊戲、擂台賽、RPG角色扮演等活動培養及提升學生們的各種能力。以豐富有

趣的課程帶領小朋友學習成長，提升其學習興趣，日後對學生們想起這個寒假意義非凡。 

 

十三、經費來源與預算表： 

1.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外活動組。 

2.活動青年志工自費參加。 

3.贊助單位。 



十四、預期效益： 

1.小朋友 

(1)給小朋友多元化的學習領域，利用創意的教學方式，誘發小朋友學習興趣。 

(2)配合學生們不同的興趣，讓他們參加不同的社團課程，接觸到課本以外的不同知識。 

(3)適時給予小朋友新的知識，培養多元化興趣。 

(4)藉由和實習教師們的相處，增加學生與人的接觸機會，讓學生們能夠學到更多與人

相處的技巧，並且養成對於人生及生命正確的態度及價值觀。 

 

2.實習導師 

(1)讓社員培養輔導知能技巧－同理的瞭解、無條件的接納、真誠的關懷、正向思考、

關心模式的練習與使用。使社員培養教學技巧和評量概念。 

(2)利用本次的機會學習未來作為老師的基本技能，包括班級經營能力以及積極正向的

態度，並且能將在校所學的教育知識實際運用在教學裡。 

(3)讓實習幹部群及導師群培養其行政、領導及溝通的能力，不管是對於伙伴、師長以

及家長，在未來的每一刻都能發揮作用。 

(4)使參與本隊之成員對於偏鄉服務及社會服務體驗有一份使命感，在未來能持續身體

力行。 

 

十五、工作內容 

1. 實習幹部工作內容：詳見附件一，幹部職掌表 

2.實習導師工作內容： 

(1)撰寫班級教學教案、學習班及經營概念及製作教具，而後模擬試教慢慢進步，直到

活動日期結束。 

(2)擬定社團教學教案，而後模擬試教慢慢進步，使學生在第四天的動態成果展展現自

己這個營隊所學習到的才藝技能。 

(3)製作營隊活動及環境美化所需文宣及宣傳品。 

(4)練習營隊活動所需團康或遊戲規則講解，伙伴們互助合作給學員一個好玩的活動。 

(5)營期時管理小朋友的安全及秩序。 

(6)協助小朋友的心靈成長，用生命影響生命的教育過程，雖然時間很長，但會盡力給

小朋友一個美好的回憶，至少在他的成長路有那麼一點點的不一樣。 

 

 

 



十六、工作時程 

 

十七、人力預估 

參與者為本康樂研習社之社員，或是就讀本校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之學生對教育及社會服

務抱持高度熱忱者，人數為 30人。編制如下： 

 

  

八、九月

•實習幹部群討論後接洽學校

•實習幹部群職掌分工，討論營隊架構及大事項

•實習幹部群定期召開會議

十月

•實習幹部群擬定實習導師招募計畫

•實習導師和幹部群定期召開會議

•實習幹部分配工作，予以實習導師指導

十一月

•實習幹部群持續與學校確認

•實習幹部群依職掌完成工作

•實習導師群撰寫教案、社團課程、製作文宣

十二月

•實習幹部群完成所有應確認事項

•實習幹部群指導實習導師群試教和跑活動

•實習導師群修改教案、社團課程與練習活動

一月

•所有人準備上營給小朋友最好的一面

•營期間幹部與導師各司其職，天天檢討後精進

實習幹部

•實習校長（一人）

•實習學務（兩人）

•實習教務（一人）

•實習總務（兩人）

實習導師

•共十二個班，每班
配置兩位導師。



 

 

實習幹部負責處理行政上之事務，每個幹部又由執掌不同而各司其職。實習學務負責活

動企劃之書寫及分配人員，以及社團教案的批改，實習教務負責課程教案的批改及班級經營

指導，實習總務則包辦所有食衣住行事務及機動的角色。實習導師群則負責與小朋友的第一

線接觸，小朋友就是他們營期五天最重要的東西，也負責班級教學教案的設計、社團課程教

案設計，以及各活動的參與及引導人員，例如：遊戲關主、晨操教學…等。 

 

十八、本計畫經課外活動組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指導老師

康32鄭維智老師

顧問

康41

實習校長

黃子熏

實習學務

邱玟瑜、陳泰源

實習教務

吳玟嬑

實習總務

柯曉優、廖彥詠



臺南市109學年度白河國民小學健康促進教育融入親職講座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健康促進教育融入親職講座實施計畫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1月26-31日 參加人數 200 50 10 

簡述活動內容 為了帶給孩子們印象深刻的營隊活動，我們將以康研最有特色的團康、戲劇、動唱以及大學

生的活力充沛與創意發想帶給學生，也帶領學生利用不一樣的方式學習各個學科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團體活動 說明：晚會舞蹈 

說明：籃球社團成果! 說明：小隊頒獎 

 



白河區國民小學 109 年畢業班登大凍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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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大臺南登山協會。 

五、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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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臺南市109學年度白河國民小學畢業班登大凍山淨山反毒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畢業班登大凍山淨山暨反毒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2月26日 參加人數 97 5 10 

簡述活動內容 邀請台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大臺南登山協

會，一同舉辦畢業班登大凍山淨山活動。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校長為畢業生擊掌打氣 說明：在山頂共同宣示打擊毒品 

說明：學長自編相聲分享反毒心得 說明：台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合照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小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教育邀請

營新醫院蒞校服務實施計畫 

一、依據 

本校 109 學年度白河國小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二、實施目的 

（一）  宣導正確之口腔保健理念，協助學生和老師建立良好的口衛觀

念。 

（二）  鼓勵學生和老師積極學習，主動參與，整合社會資源，共創運動

團隊良性互動的合作模式。 

三、主辦單位：學務處。 

四、協辦單位：營新醫院。 

五、實施對象：本校四年級全體學生。 

六、實施方式：日期：109 年 12 月 11 日 

時    間 研習主題內容 主持/主講人 地    點 

13:30~13:40 報到 學務主任主持 視聽教室 

13:40-14:10 牙齒保健 醫療團隊 視聽教室 

14:10-15:00 貝氏潔牙法 醫療團隊 視聽教室 

七、各組工作執掌 

工作分組 負責人 工作說明 

召集人 任樹同主任 督導、講座主持人 

業務單位負責

人 

衛生組長陳玟華 

 

規劃時間、安排議題及設備 

現場機動組 四年級老師 當日接待、路線引導、攝影、發送資

料、發送茶水及其它機動性工作 

場地組 總務處 提供會場之借用 

廣播音控組 總務處 活動當日處理會場音響 

交通組 總務處 活動當日引導來賓停車 

八、預期效益 

（一） 學生的口腔衛生觀念提升，對於如何潔牙更具信心和策略。 

（二） 學生能養成有效能的潔牙習慣。 

九、經費來源與概算： 

      （一）經費來源：學校預算經費及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款等等。 



    （二）經費概算：依實際實施狀況及規定辦理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合計 說明 

講座鐘點費 0 人×小時 1 0外聘講座鐘點費(車馬費

依實際狀況核定) 

  

十、經費來源 

本計畫為義務回饋性質，不需經費。 

  

十一、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附件2】 

臺南市109學年度白河國民小學營新醫院蒞校宣講 

貝氏潔牙法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畢業班登大凍山淨山暨反毒活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12月11日 參加人數 97 0 10 

簡述活動內容 邀請營新醫院護理師，蒞校宣講牙齒保健秘訣及示

範貝氏潔牙法。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示範貝氏潔牙法 說明：請學生出來練習貝氏潔牙法 

說明：學生一下就上手，護理師笑得好開心 說明：有獎徵答時間，大家踴躍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