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臺南市109學年度五王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喝水好健康 

日期 110年 5 月 4 日 實施班級 2年1班 

簡述課程內容 本課程為翰林版二上[第一單元健康習慣真重要]教

學活動的延伸，透過董氏基金會健康吃快樂動數位

教材網站，引導學童了解喝水的重要以及含糖飲料

對健康的影響，並進一步請學生訂定每週喝水的目

標，記錄自己每天喝白開水的情形(紀錄一個月)，

期許自己多喝水、保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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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引導學生討論課本 p25 說明：引導學生討論課本 p27 



 

 

說明：引導學生觀看董氏基金會健康吃
快樂動數位教材網站並進行討論 

說明：引導學生觀看董氏基金會健
康吃快樂動數位教材網站並進行
討論 

 

 說明：請學生自訂每週喝水目標 說明：請學生自訂每週喝水目標 

 

 說明：學生紀錄每日喝水情況 說明：學生紀錄每日喝水情況 

 



【附件3】 

臺南市109學年度五王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繩奇活力/跳躍遊戲 

日期 109年   9月   25日 實施班級 2年     5班 

簡述課程內容 1. 引導學生複習身體各部位 

2. 引導學生思考如何表現各種跳躍動作 

3. 指導學生表現課本動作 

4. 依不同要求的動作要領，指導學生進行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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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可以利用繩子進行的移動性動

作 

說明：表現以繩子為目標物進行移動性的

技能 

  說明：進行分站活動 說明：指導學生練習不同要求的動作要領 

 



【附件3】 

臺南市109學年度五王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健康體位-運動後與開水為友 

日期 110年 5 月 4 日 實施班級 3 年 6 班 

簡述課程內容 1. 於前一堂課中先行了解「飲食紅綠燈」，透過在室內的課程了     

解如何辨別食物的熱量及營養。 

2.討論運動後應攜帶何種飲品最合適，並自行做決定。 

3.進行傳接球運動課程，分組討論並找出最快、最好的方式。 

4.休息時間，探討彼此所攜帶的飲品，以及相關健康衛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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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150 說明：了解「飲食紅綠燈」 

 

 說明： 教案設計 說明： 團體傳接球 

 

 

說明：瞭解並選擇對身體有益之飲用水 說明：運動後勤洗手，病毒遠離我 

 



【附件3】 

臺南市109學年度五王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健康體位-健康飲食習慣 

日期 109年 10 月 8 日 實施班級 5 年 5 班 

簡述課程內容 〈飲食放大鏡〉學習食品及營養標示的訊息，選擇符合營養、安
全、經濟的食物。 
＊學習目標： 
一、 能確認自己應對食物選擇負責任的重要性。 
二、 能運用食品及營養標示訊息，選擇營養又安全的食物。 
＊教學設計： 

外食時能運用食物及營養標示，選擇營養又安全的食物。 

1. 發現外食的比率與正確選擇重要性。 

2. 討論對外食選擇的看法，統整選擇原則。 

3. 學習讀取食物標示與營養標示。 

4.操作練習：分組觀察物品並完成學習單(附件一)、分享。 
  5.統整外食選擇技巧並鼓勵落實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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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學習單內容及觀察記錄重點 說明：帶領學生看外食統計結果並討論 

  

說明：分組學習時，教師席間巡視 說明：小組討論進行中 

 

 

說明：學習單設計內容 說明：發表分享觀察結果 

 



【附件3】 

臺南市109學年度五王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排球 

日期 109年   12月   8日 實施班級 6年     3班 

簡述課程內容 1.事先講解排球低手球控制的方法並示範。 

2.分組實際操作。 

3.於練習中隨時導正錯誤及不佳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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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排球低手球控制方法並示範 說明：分組實際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