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東山區吉貝耍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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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特教班及幼教班) 

二、全校學生人數：29人 

三、全校教職員工數： 15人 

四、業務承辦人：吳明家；聯絡電話：06-6231149分機212 

五、單位主管：張漳益；聯絡電話：06-6231149分機211 

六、校長：林志宏 

貳、學校背景資料及現況分析 

說明： 

一、學校背景資料:說明校方目前既有資源及政策，如運動空間的多寡、營養教育的頻率

等。 

二、現況分析:分析學生健康問題及運動體能習慣。 

一、學校背景資料：學校向來重視學生在校的營養午餐及體能活動，學童的

飲食問題主要是食物選擇不當及只選定喜愛的食物，如

含糖飲料、油炸食物等等；由於兒童的營養知識和食物

選擇的獨立判斷未臻成熟，又無法拒絕食物的誘惑造成

攝食過多高油、高鹽、高糖的食物導致體重過重影響健

康，因此如何培養兒童正確飲食及正確健康運動習慣，

配合生活化的教育宣導，建構一個「健康飲食，活力運

動」的校園，是學校重視的課題。 

二、現況分析：本校周邊沒什麼商家，以雜貨店及攤販車為主，不過雜貨店

在販賣食物時並不會考量學生健康因素，攤販車又以炸物為

要食物，部份學生早餐或放學後點心選擇炒飯、炸雞、奶茶

等高油高脂飲食。健康飲食與健康體能為構成健康體位的重

要元素，本校雖然沒設置午餐廚房，但每月的營養午餐由他

校營養師調配菜單，提供全校師生均衡的營養午餐，也有護

理師隨時督促學生的飲食。在體能部份，除了學校有規劃多



元課程及活動外，還有讓學生參加鄰近國中的運動社團，以

及安排運動類競賽，鼓勵學生戶外活動，並適時補充水份；

在與家長聯絡部份，發放身高體重測量結果通知單，提醒家

長目前學生體位狀態與改善的建議，透過親職教育座談會時

進行85210宣導活動，積極宣導健康理念減少學童含糖飲料

飲用，期望家長能一同來關心孩童健康。但學生之體位健康

情形卻不佳，推論其可能原因，與學生在家飲食、生活作息

有密切相關，所以學校提出相因應措施，並要求父母特別留

意小孩是否多吃、少動，飲食不均衡，將健康的概念由學校

擴展到家庭及社區中。 

参、 計畫目標 

說明： 

整體學校總目標，用以檢視計畫執行總成果，例如：學生健康指標，全校(或分年級)學

生適中體位比率由○%提高至○%、體位過重比率由○%降至○%、體位過輕比率由○%降至

○%等 

一、 課後社團，學生參加率達90%。 

二、 跑步大撲滿計畫，學生每週完成操場5圈達90%。 

三、 多元動態比賽及表演，學生參與率達90%。 

四、 學生健康指標，學生體位適中比率增加3%。 

五、 營養宣導，上下學期完成率達100%。 

六、 餐前教育，每月實施餐前五分鐘達3次。 

七、 主題式營養教育文宣，每學期完成2次。 

肆、人力配置 

說明： 

一、應具體寫出學校計畫人力配置與工作職掌 

二、計畫人力配置應涵蓋不同處室的成員，加強橫向分工 (包括校長、處室主任、組

長、校護、營養師、學生與家長代表等均應納入) 

計畫職稱 姓名 職稱 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召集人 林志宏 校長 計畫召集人暨綜整計畫推動。 

副召集人 張漳益 教導主任 協助召集人暨綜整計畫業務推動。 



副召集人 王宗汶 總務主任 協助召集人暨綜整計畫業務推動。 

委員 吳明家 學務組長 

計畫及體適能之執行與評估，活動策

略設計與效果評價，社區及學校資源

之協調聯繫。 

委員 陳怡儒 
教務組長 

二年級導師 

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區及學

校資源之協調聯繫；學生心理健康狀

況及需求評估，各項活動協助。 

委員 黃雅卿 一年級導師 
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各項

活動協助。 

委員 林云莉 三年級導師 
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各項

活動協助。 

委員 許芳瑜 
四年級導師 

午餐執秘 

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各項

活動協助；推動飲食教育及午餐營養

教育。 

委員 林姿妤 五年級導師 
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各項

活動協助 

委員 劉志勇 六年級導師 
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各項

活動協助。 

委員 簡榆婕 科任教師 各項活動協助 

委員 張兆鋒 科任教師 各項活動協助 

委員 羅玉珍 護理師 

身體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協調整合

社區及與學校資源、推廣師生、社區

營養教育宣導及午餐營養需求及成效

評估、師生營養諮詢及輔導特殊疾病

學童飲食。 

委員 連秀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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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程正鑫 學生代表 
協助辦理學生需求評估與活動及協助

班級與行政單位之聯繫 
 

伍、實施期程 

說明：規劃出執行進度，包含實施日期及工作項目 

實施日期 工作項目 

109年9月 
組成工作團隊、進行現況分析及需求評估、決定

目標及健康議題、擬定計畫 



109年9月-109年10月 編製教材及教學媒體 

109年11月-109年12月 擬定過程成效評量工具、成效評量前測 

109年10月-110年5月 執行計畫 

110年1月-110年5月 過程評量 

110年4月-110年5月 成效評價後測 

110年5月 資料分析、報告撰寫 

 



 
 

陸、年度指標(請參考附件：年度指標填寫) 

說明 

1.有關年度指標及目標數值請參考附件，每校最少執行6項指標，最多10項指標。 
2.第一~四項為必選指標，第五~八項至少擇2項執行，除上述6項指標外，各校亦可自其

餘指標自由加選0~2項執行，增加獲取點數機會；另，每校可依該校特色，自訂0~2項

特色指標。 

3.學校申請點數亦請參考附件對應值，各校依目標自訂符合目標獲得點數，經審核通過做

為期末達標可獲得最高點數。 
4.最終兌獎會依各校點數由高至低排序，分階段進行。 

項

次 
年度指標 

目標 

數值 

學校 

申請點數 

一 
體適能填報率達100%，並提

高體適能檢測通過率 

 通過率達20%：3點 

 通過率達30%：4點 

 通過率達40%：5點 

4 

二 
執行學校 SH150計畫，並依

執行狀況填報體育統計年報 
1點 1 

三 參加本市辦理普及化運動 參加1項活動，得1點 1 

四 年度學生體位適中率提高 

 提高1%：3點 

 提高2%：4點 

 提高3%：5點 

5 

五 每週實施餐前五分鐘 

 每週執行1次：3點 

 每週執行2次：4點 

 每週執行3次：5點 

5 

六 午餐剩食率降低3%以上 1點 1 

七 年度學生潔牙率提高 

 提高至99.5%：3點 

 提高至99.6%：4點 

 提高至99.7%：5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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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體適能檢測通過率 

一、執行方式： 

(一)每學期由體育課時檢測體適能，並將結果填報至網站。 

(二)大下課時進行跑步大撲滿及跳繩我最行，提升學生體適能能力。 

二、執行對象：全校學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提高體適能檢測通過率達30% 

(二)體適能填報率達100% 

(三)獲得體適能檢測銅牌 

四、學校申請點數：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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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校園空間分布特性及運動性質，規畫運動地圖。 

(二)下課時間鼓勵師生自行攜帶運動器材，到運動場地活動。 

二、執行對象：全校師生 

三、預期效益： 

(一)是否執行：是 

(二)學生能帶著發放至各個班的體育器材，至運動規劃區域進行運動。 

(三)教職員工跟著學生一同至運動場地活動。 

四、學校申請點數：5點 

指標三：參加本市辦理普及化運動 

一、執行方式： 

(一)於校內推動大跑步計畫 

(二)參加大跑步市複賽 

二、執行對象：全校學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參加本市辦理之普及化運動1項 

(二)全校皆參與大跑步計畫。 

(三)每週操場圈數達10圈以上。 

四、學校申請點數：1點 

指標四：年度學生體位適中率提高 



一、執行方式： 

(一)將體位不良學生分組進行體重監測，並填寫每日紀錄簿。 

(二)每週挑選一日早上導師時間進行體能活動，藉此培養團隊合作並達

到運動目的。 

二、執行對象：體重過重及體重超重學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年度學生體位適中率提高達3% 

(二)學生會主動於下課進行體能活動。 

(三)學生可藉由體重監測逐漸控制體重。 

四、學校申請點數：5點 

 

指標五：每週實施餐前五分鐘 

一、執行方式： 

(一)於午餐時實施餐前教育，播放主題影片。 

(二)每週實施餐前教育，達成三次。 

二、執行對象：全校師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每週執行三次。 

(二)師生學習到不同的主題式營養教育。 

(三)透過營養教育學會安排不同的飲食內容。 

四、學校申請點數：5點 

指標六：午餐剩食率降低3%以上 

一、執行方式： 

(一) 開學初進行午餐剩食率抽測，期末再次進行抽測。 

(二) 撤除廚餘回收桶，鼓勵學生達成午餐零廚餘。 

二、執行對象：全校師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1點 

(二)學生學會檢視自己的胃口狀況，落實「吃多少拿多少」。 

(三)學生透過飲食控制，達到健康體位。 

四、學校申請點數：1點 

指標七：年度學生潔牙率提高 

一、執行方式： 

(一) 於午餐後播放刷牙歌，帶領全校師生一起刷牙。 



(二) 舉辦潔牙比賽，提高學生潔牙意願。 

二、執行對象：全校師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年度學生潔牙率提高至99.7% 

(二)學生可以習慣於起床、午餐及睡前潔牙 

四、學校申請點數：5點 

 



【附件2】 

臺南市109學年度東山區吉貝耍國民小學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體適能與飲食護照、健康護照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9月~110年6月 參加人數 29 0 10 

簡述活動內容 於早自修的時間進行體適能活動，並讓學生透過體適能與飲

食護照、健康護照等學習過程，具備健康素養能力。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利用袋鼠跳進行比賽達到運動效果。 說明：學生進行體適能接力遊戲。 

  

說明：學生健康護照封面 說明：學生健康護照紀錄及宣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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