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 109學年度仙草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料理好朋友 

日期 110 年 3 月 24日 實施班級 一年甲班(低年級) 

簡述課程內容 1.認識食物的原味，強化品嚐及感官教育 

2.避免食品過度加工及化學添加物之風險 

3.慎選食材選搭調味料，具備動手實踐的能力 

4.合作學習，尊重彼此的意見。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一項以
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並認識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 
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 
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 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 進多元感 
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識與是非判斷能力，理 
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識，關懷社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認識 
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辨別化學添加調味料 說明：認識天然辛香料 

 



 

 
 

說明：分組討論自製天然調味料 說明：各組設計自製調味料 

  



臺南市 109學年度仙草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口腔保健 

日期 110 年 4月 16日 實施班級 一年乙班 

簡述課程內容 1 知道刷牙的正確時機。  

2 知道刷牙的步驟。  

3 能使用漱口水漱口 

4 能大方表達自己想法。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
一項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 健全發 
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 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 應用在生 
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 養，並理解各 
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 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 進多元感 
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 斷能力，理 
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 識，關懷社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 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認識 
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觀看影片指導刷牙方法 說明：觀看【牙婆婆】繪本，學習如何預防

蛀牙。 



 

  

說明：學生練習如何刷牙 說明：學生練習如何刷牙 

  

說明：學生練習用漱口水漱口 說明：學生練習用漱口水漱口 

  

說明：學生練習用漱口水漱口 說明：【口腔保健】問答時間 

 



臺南市 109學年度仙草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讓〝視〞界更美麗 

日期 110 年 4月 21 日 實施班級 二年 乙班 

簡述課程內容  1.眼睛怎麼生病了？ 

 1.講解護眼招式。 

 2.討論自己如何都促自己每天做到護眼招式。 

 3.學習單與自我檢核。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
一項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
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 
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 養，並理解各 
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 
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有關的美感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 斷能力，理 
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社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認識及
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觀看視力保健微電影。 說明：觀看視力保健微電影。 



 

  

說明：簡報—護眼招式。 說明：簡報—天天戶外活動 120。 

  

說明：簡報—養成良好閱讀習慣。 說明：簡報—複習護眼招式。 

  

說明：老師說明護眼招式檢核表內容。 說明：書寫護眼招式檢核表。 

 



臺南市 109學年度仙草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護眼行動 

日期 110 年 3月 17日 實施班級 三 年 甲班 

簡述課程內容 蒐集網站上愛眼宣導文宣與學生討論護眼的重要性，在課堂上藉

由輕鬆愉快的歌曲唱跳之間傳遞視力保健的重要與方法，最後輔

以護眼學習單驗收學生本節學習成果。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
一項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
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 
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 
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斷能力，理 
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社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認識 
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護眼小短片引發學習動機 說明：學生上台說明自己的想法 



 

  

說明：教學使用護眼海報 1 說明：教學使用護眼海報 2 

  

說明：課程說明與師生互動 說明：唱跳護眼歌曲 

 

 

說明：完成護眼學習單 說明：學生完成愛眼我最行學習單 

 



臺南市109學年度仙草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議題名稱 

議題名稱 健康促進「全民健保」課程 

日期 109年 09 月 13 日 實施班級 五年 甲  班 

簡述課程內容 藉由影片欣賞，引導認識全民健康保險，了解目前台灣的醫療制度以及健

保卡的使用。 

符合核

心素養 

項目

(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 健全發 
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 透過體驗 與

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 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 應用在生 活

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 養，並理解各 
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 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 進多元感 官

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 斷能力，理 
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 識，關懷社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 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 養，並認識 
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一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計。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問題討論與回答 說明：問題討論與回答 

  

說明：觀看全民健保影片 說明：觀看全民健保影片 
 

 

 

  

說明：觀看全民健保影片 說明：觀看全民健保影片 

 



臺南市 109學年度仙草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視力保健一把罩 

日期 110 年 4月 22 日 實施班級 五 年 乙 班 

簡述課程內容 透過影片欣賞，讓學生學習視力的相關議題 

1. 視力保健的重要。 

2. 造成視力受損的原因。 

3. 視力保健的方法。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
一項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 
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 
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 
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 
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斷能力，理 
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社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認識 
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晃動的捷運看手機傷害視力 說明：瞇眼精是視力退化的前兆 



 

  

說明：不要輕易揉眼睛 說明：眼睛防護的重要 

  

說明：睡眠不足容易黑眼圈 說明：定期視力檢查早日發現視力問題 

  

說明：視力保健的防護措施 說明：常看遠方讓眼球放鬆 

 



臺南市 109學年度仙草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健康體位—跟著我一起動滋動! 

日期 110 年 3 月 11日 實施班級 六年甲班 

簡述課程內容 1. 了解健康體位的定義 

2. 擬定維持健康體位的計畫。 

3. 拍攝健康體位宣傳影片。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一項
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 
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 
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 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 進多元感 
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斷能力，理 
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社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認識 
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 認識健康體位的定義 說明：判斷自己是否屬於健康體重 

 



 

  

說明：擬定健康體位維持計畫 說明：拍攝宣傳影片 

 

 

 

 

說明：課間運動 

(   



臺南市 109學年度仙草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我的靈魂之窗 

日期 110 年 3 月 26日 實施班級 六年乙班 

簡述課程內容 1. 了解眼睛的構造、功能及重要性。 

2. 知道近視形成原因與帶來的不便。 

3. 實踐愛護眼睛的好習慣，以維護良好視力。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一項
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 
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 
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 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 進多元感 
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斷能力，理 
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社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認識 
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課程活動「視力保健的重要」 說明：「視力保健」學習單 

 



 

 

 

說明：「近視的成因與預防」影片欣賞 說明：「護眼行動」宣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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