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臺南市109學年度樹人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運動樂趣多 

日期 110年4月8 日 實施班級 一年甲 班 

簡述課程內容 透過課程能明白運動的好處，且注意並遵守運動場地的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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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討論 說明：議課檢討 

 



  

說明：相關影片欣賞 說明：認識運動場地安全事項 

 
 

說明：習作練習 說明：小老師示範 



 

 
說明：學生實際練習 說明：相關活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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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9學年度樹人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保護牙齒我最棒! 

日期 1 1 0 年 4 月 8 日 實施班級 二 年 甲 班 

簡述課程內容 透過一些影片宣導如何保健牙齒，了解保護牙齒對於日常生活中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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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課討論。 說明：議課討論。 

 



  
說明：藉由影片，讓學童了解牙齒的功能及

重要性。 

說明：教師說明蛀牙的嚴重性與處理方法。 

  
說明：教師播放正確刷牙方法和步驟的影片。 說明：護士阿姨講解保健牙齒的重要性。 

  
說明：藉由播放影片知道日常生活中愛護牙

齒的方法。 

說明：請學生發表如何愛護牙齒以及如何影

城保健牙齒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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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9學年度樹人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社區嘉年華 

日期 110年 3 月 26 日 實施班級 三 年 甲 班 

簡述課程內容 利用學校和社區資源從事社區路跑的活動，從活動中認識社區並了解

參與社區活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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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討論 說明：議課檢討 

 



 
 
 
 
 
 
 
 
 
 
 
 

 

說明：路跑活動前宣導注意事項 說明：家長陪同孩子一起參與社區路跑活動  

 
 
 
 
 
 
 
 
 
 
 
 
 
 
 
 

 

說明：孩子賣力奔跑的樣子 說明：參加路跑活動 

 
 
 
 
 
 
 
 
 
 
 
 

 
 
 
 

 

說明：成功完成社區路跑的孩子秀出自己的 

      獎章(一個印章代表跑一圈) 
說明：頒發獎牌給完成社區路跑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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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9學年度樹人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生活安全網 

日期 110 年 4 月 19 日 實施班級 四  年 甲  班 

簡述課程內容 讓學生了解地震造成的災害和、減災整備的方法、地震發生時可能造

成的危險情境及逃生方法，能判斷地震發生對居家環境可能造成的危

險性，而能進行改善。培養學生覺察生活環境中潛在的危機，並尋求

協助解決的能力，更能熟悉地震發生時的避難逃生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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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事討論教案 說明：觀看「防震三部曲」影片 

 



  

說明：從「地震之歌」知道地震知識 說明：教師和學生共同討論防震的小常識 

  

說明：學生聽到警報鈴響，馬上就地掩護 說明：警報解除，立刻下樓到空曠處集合 

  

說明：班長清點人數 說明：班長向主任報告學生的確實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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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9學年度樹人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消費停看聽 

日期 110年03月04日 實施班級 五年甲班 

簡述課程內容 1. 能明瞭食品包裝上的營養標示內容。 

2. 能選擇符合個人營養需求的食物。 

3. 能明瞭食品正確的保存方式。 

4.能選購保存方式正確的食物。 

5.能認識並說出食物的加工方式。 

6.能說明食物加工方式的重要性。 

7.能選購正確保存方式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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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屏上課 說明：小朋友上台指出營養標示 

  

說明：小朋友指出冷藏的食物要注意的事項 說明：孩子上台說明食品添加物該注意事項 

  

說明：實際觀察食品成份標示(一) 說明：實際觀察食品成份標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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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9學年度樹人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青春生活實踐家--第一單元  飲食新主張 

日期 110年4月26日 實施班級 六年甲班 

簡述課程內容 一、能正確有效的使用冰箱。 
二、知道營養素的需要量會因性別、年齡及活動量而不同。 
三、認識營養不良及其所造成的健康問題。 
四、知道設計菜單的原則。 
五、檢視菜單是否合乎均衡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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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事討論教案 說明：共同議課 

  
說明：知道冰箱各部分的低溫範圍及適合存

放的食物種類 

說明：飲食不當，會造成營養不良 

  
說明：營養素的需要量會因性別、年齡及活

動量而不同 

說明：設計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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