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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白河區仙草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學校健康體適能與飲食教育行動計畫

壹、學校基本資料

一、全校班級數：6班

二、全校學生人數：25人

三、全校教職員工數：16人

四、業務承辦人：黃介民；聯絡電話：06-6854144轉12

五、單位主管：洪琪琇；聯絡電話：06-6854144轉12

六、校長：李志軒

貳、學校背景資料及現況分析

學校背景資料：

本校地處偏遠山區，民風純樸，是一所小型學校，本分校一至六年級共有12班及
幼兒園1班，學生數共49人，教職員工30人。學區家長大部分屬於務農及勞工階
層，社經地位偏中下，普遍缺乏健康生活型態的相，再加上由於近年來社會變遷
快速，年輕人口外移，家庭結構改變，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學童比例逐漸增加，
健康觀念缺乏，因此除了營造學校健康環境，讓學童主動學習及落實健康生活，
更顯重要。 
本校校地寬廣，積極辦理各項運動性社團，培養學生運動之習慣及興趣，並增進
學生各項運動知識及能力。另外，亦透過供餐學校進行營養調配，結合各項營養
資訊及健康課程宣導，督促學生增進個人體能，以期達到健康體位之發展。結合
在地農業特色融入學校彈性課程教 學方案，建構校本課程--健康與體育教師教學
特色。

現況分析：

一、每學期舉辦全校性體育競賽

二、每週一課間活動全校進行健康操，每週四課間活動全校進行跳繩活動。

三、每週五課間活動全校進行體適能訓練，週二、三課間活動加強體位不佳學生
體適能活動

参、計畫目標

一、全校學童適中體位比率由68.42 %提升至69.1%

二、全校學童體位過輕比率由2.63%降至2%

三、全校學童體位過重及超重比率由28.95%降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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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力配置

計畫職稱 姓名 職稱 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召集人 李志軒 校長 研擬並主持計畫

協同主持
人

洪琪琇 教導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
人

蔡和憲 總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
人

黃介民 學務組長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執行人員 馬毓君 輔導老師 協助計畫實行，提供相關輔導協助。

執行人員 薛文德 健康與體
育領域教
師

體適能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區
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執行人員 李郁真 護理師與
午餐執秘

身體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
果評價，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整合

執行人員 張豪傑 家長代表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團人力協助推展
健康服務

執行人員 賴嘉娥 教師代表 相關教學工作執行、資料收集各項活動之推展

伍、實施期程

實施日期 工作項目

109.08 擬定課程計畫

109.09 營養教育宣導

109.10-110.01 個案管理及監測

110.02 期中實施檢討

110.03-110.06 個案管理及監測

110.07 期末年度檢討

陸、年度指標

               項
次 年度指標

目標 
數值

學校 
申請點數

教育局 
審查點數

一 體適能填報率達100%，體適能檢測通
過率達

54%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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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年度指標

目標 
數值

學校 
申請點數

教育局 
審查點數

二 執行學校SH150計畫，並依執行狀況
填報體育統計年報

1 1

三 參加本市辦理任一項普及化運動 1-2項 1 0

四 年度學生體位適中率 2% 5 5

五 年度學生齲齒率降低率 2%以上 3 3

六 每週施行餐前五分鐘 6成以上的
導師每週
超過3次

3 3

七 0 0

八 0 0

柒、各項指標計畫內容及執行方式

指標一：體適能填報率達100%，體適能檢測通過率達

一、執行方式：

(一)將仰臥起坐、立定跳遠、跑步等列為體育課暖身活動，並設定不同年 段應達目
標

(二)在現行體適能檢測計畫下，頒發體能表現優良學生的 金、銀、銅獎狀。

二、執行對象：四到六年級學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體適能填報率達100%(未達100%請描述原因並佐證)，且學校體適
能檢測通過率百分比：54% 
(符合指標點數→通過率達57%：3點，通過率達58%：5點)

四、學校申請點數：1點

五、教育局審查點數：0點

指標二：執行學校SH150計畫，並依執行狀況填報體育統計年報

一、執行方式：

(一)執行本校SH150計畫，規劃每個學生體育課以外的每日規律運動，培 養健康自
主管理意識及作為

(二)由導師帶領，每日晨間、 課間進行共同性運動，建立學生適性適量的規律運動
習慣

二、執行對象：全校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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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象 校師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執行SH150計畫得1點；未執行則0點 
(符合指標點數→1點)

四、學校申請點數：1點

五、教育局審查點數：1點

指標三：參加本市辦理任一項普及化運動

一、執行方式：

(一)辦理班級與校際初階普及化運動競賽，如接力挑戰賽，短跑賽

(二)結合新課綱，推動學校體育樂趣化教學

二、執行對象：全校師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預計參與幾項本市辦理普及化運動：1-2項 
(符合指標點數→參加1項市級普及化運動競賽得1點)

(二)養成學生規律運動習慣及建構健康體位創意政策

四、學校申請點數：1點

五、教育局審查點數：0點

指標四：年度學生體位適中率

一、執行方式：

(一)藉由多元課程策略，培養學生良好運動及飲食習慣，增強健康體位的知能與行
為

(二)推動健康吃、快樂動計劃，於相關健康課程中融入飲食教育，健康體適能及體
重控制課程。

二、執行對象：全校師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年度學生體位適中率提高百分比(非最終數值)：提升2% 
(符合指標點數→提高0.5%：1點，提高1%：3點，提高2%：5點)

四、學校申請點數：5點

五、教育局審查點數：5點

指標五：年度學生齲齒率降低率

一、執行方式：

(一)指導正確潔牙方法及觀念，加強口腔衛生認知及餐後潔牙習慣養成

(二)落實餐後潔牙，並搭配使用1000ppm以上之含氟牙膏及使用及週二含氟漱口水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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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降低含糖飲料與零食的攝取平率

(四)搭配校園口腔巡迴車，提高幼兒塗氟及國小一二年級窩溝封填完成率

二、執行對象：全校師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年度學生齲齒率降低百分比(非最終數值)：降低2%以上 
(符合指標點數→降低0.5%：1點，降低1%：3點，降低2%：5點)

四、學校申請點數：3點

五、教育局審查點數：3點

指標六：每週施行餐前五分鐘

一、執行方式：

(一)結合台南市推動自編教材-「餐前5分鐘」飲食營養教育方案，每日利用餐前短
短的5分鐘進行推動，讓學生 吃的聰明、吃得健康每月菜單為中心，結合學校
營養 師、正式課程教師及導師

(二)透過健康飲食教育、建構學校本位課程 ，結合「我的餐盤」本位課程進行餐前
教育

二、執行對象：全校師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每週有多少成導師施行餐前五分鐘達幾次：6成以上的導師每週超
過3次 
(符合指標點數→6成以上的導師每週超過3次得3點，8成以上的導師每週超過3
次得4點，9成以上的導師每週超過3次得5點)

四、學校申請點數：3點

五、教育局審查點數：3點

指標七：

一、執行方式：

二、執行對象：

三、預期效益：

四、學校申請點數：0點

五、教育局審查點數：0點

指標八：

一、執行方式：

二、執行對象：

三、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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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2021 臺南市教育局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學校申請點數：0點

五、教育局審查點數：0點



臺南市 109 學年度仙草國民小學健康促進活動成果表 

項目  
三、素 養 導 向 健 康 教 學 

指標 2.學生透過學習過程，具備健康素養能力  

指標內容 
3-2-1體適能與飲食護照、各校健康護照等，需有計畫及學生過
程紀錄。 

佐證資料 

  
說明：分校學生健康護照  說明：課間活動分校師生大家一起來跑操場  

  
說明：晨間升旗後，大家一起來跑操場 說明：低年級學生一起來打籃球 



  
說明：本校低年級學生健康護照 說明：本校中年級學生健康護照  

  

說明：三人制棒球社團 說明：木球社團 

  

說明：午餐時間進行餐前五分鐘之飲食教育 說明：觀賞四月份的餐前 5分鐘課程-葉菜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