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校長帶領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校長召開健康促進推動小組會議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09月02日 參加人數 0 0 14 

簡述活動內容 校長每學期初及末都會邀請四處主任及各學年主任、學務處人

員..等相關人員，召開健康促進會議，擬訂執行計畫。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校長召開會議 

同仁依每學校狀況擬訂計劃 
 

與會人員討論情形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校長帶領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親師座談會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09月12日 參加人數 50 240 55 

簡述活動內容 幼稚園新生座談會校長與學務主任親臨，介紹學校課程及相關學校推展

健康促進議題。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校長致歡迎詞 校長為家長介紹學校推廣的健康促進議題 

 

 

 

 

 

  

 

生病不上學 與老師良好溝通 家長專心聹聽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校長帶領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學校校務會議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09月02日 參加人數 0 0 52 

簡述活動內容 校務會議中由校長帶領，說明本年度健康促進主推議題，及希望

老師配合目標。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校長引言致詞 學務主任說明本年度健康促計畫 

  

學務主任仔細說明本年度健康促進議題 老師發問問題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校長帶領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防災演習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

工 
  109 年 09 月18 日 參加人數 678 0 55 

簡述活動內容 每年921校長帶領全校師生，實際防災演習。學生透過二

次的預演及921當天實際演練，在緊急事故時能熟練。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校長每次預演及921當天親自帶領防災演練 

   

 

  

 

老師示範教學滅火器使用方式              學生實際操作練習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校長帶領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學校健康促進教師增能研習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10月14日 參加人數 0 0 50 

簡述活動內容 利用週三進修，校長主講正向管教、校園安全、校園傳染病防

治、視力….等健促議題。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校長帶領推動學校健康促進增能活動 

 

 

  

學務主任報告目前學校健促計畫於活動，大家一起打造健康幸福的校園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校長帶領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全家戶外活動最健康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10月25日 參加人數 200 180 30 

簡述活動內容 舉辦泡泡親子 DIY活動，校長邀請專業人員並親自參與，鼓勵家

長假日帶領全家戶外活動，可促進全家感情與健康。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由學校護理師擔任講師 校長自願當傷患 

校長卡通造形出場 校長示範泡泡 DIY 

  

專業人員指導怎麼玩泡泡 DIY         學生實際操作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校長帶領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登峰造極 清境大自然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05月19日 參加人數 35 15 10 

簡述活動內容 在校長帶領下，老師及學生組隊爬大凍山，藉此走到校園接觸大

自然讓我們視野更寬廣，更了解大自然生態及增加體能訓練。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登山活動前安全說明 校長與學生走到校園接觸大自然 

  

落後同學在校長主任鼓勵下也完成了 全體登峰合照讓我們更健康 



附件二 

臺南市 109學年度國民中小學 

運用市內資源實施戶外教育方案徵選申請表 

申請學校 臺南市新泰國民小學 

計畫名稱 關子嶺之戀-大凍山攻頂 

申請類別 

個別學校組 

□策略聯盟組 

參與學校：    

聯絡人姓名 黃竣炫 職稱 學務主任 

聯絡電話 06-6330496 E_mail htes111@gmail.com 

實施期程 
第一學期109年9-12月    

□第二學期110年2-6月 
參與人數 95人 

是否同意當未獲選補助時得參與另一學期之補助徵選程序  是      □否 

應用資源 

(可複選) 

□漁市      □海港          □農場       □牧場     □休閒農業區 

□生態中心  □自然教育中心  □國家公園   □運動場地設施□觀光工廠 

□地方社教機構(如南瀛科學教育館、藝文館所、地方文化館、古蹟等) 

□莫拉克重建區 

□臺灣十八處世界遺產潛力點(如烏山頭與嘉南大圳行程) 

□結合市內公車、火車等大眾運輸系統 

結合西拉雅文化體驗行程 

□結合學校本位戶外教育課程或社區環境走讀 

其他本市發展完成之戶外教育資源成果 

計畫摘要 

關子嶺風景區鄰近新營區，以泥漿溫泉為著名的特色，此外，風景區內的大

凍山為臺南市第一高峰，藉由此次登山活動，讓學生深入了解臺南特色景點。 

申請補助金額  40000 元整 

核定補助金額          元整(學校請勿填寫) 

說明 
1.經費概算表請填寫需補助範圍之經費,單價欄內容請勿更動，不足額請自籌 

2.請妥為規劃,務請不要提出預算變更之申請或任意更動既定之行程。 

承辦人：         處（室）主任：         主計：              校長：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0  日 

附件三：參考格式 

計畫名稱： 

壹、戶外教育課程實施的教育理念 



    戶外教育提供真實情境的體驗，喚起學生學習的渴望和喜悅，增進真情、

善念、美感的多元學習價值，並營造萬物可為師、處處可學習的學習氛圍，創

造全民為戶外學習服務的環境。 

貳、戶外教育課程實施欲達的學習目標 

共同珍視戶外教育，促進學子想望大地、海洋之美，發現學習的意義，體

驗生命的感動，提升孩子品德、多元智能、身心健康、合群互助和環境美學的

素養。 

參、戶外教育課程實施的場域或路線規劃 

1.實施場域：關子嶺風景區、大凍山登山步道 

    2.路線規劃：搭乘遊覽車至關子嶺關嶺分校後，分批步行登山，中途 經過仙祖

廟、土地公廟至大凍山三角點，休息後再一起下山，關子嶺溫泉

體驗，賦歸。 

 

肆、戶外教育課程架構(應包含活動前、中、後等三階段的課程規劃) 

 

 

 

 

 

 

 

 

 

 

 

伍、參與人員、職掌與運作方式(行政支持系統) 

職務 職稱 姓名 任務職掌 

召集人 學務主任 黃竣炫 負責擬定計畫及執行成果彙整 

執行者 教務主任 林素蓮 課程設計與執行 

活動前課程

•遴選體適能表現優異並對戶外教育有興趣的學生進行培訓。

•活動預計結合山野教育，邀請相關指導老師進行課前教學。

•針對活動地點進行相關解說，讓參加學生對活動地點的生態及
環境有初步了解。

活動中課程

•備妥裝備，準備登山地圖與指北針，指導學生進行實地地圖識
別。

•沿途進行大凍山生態教學。

活動後課程

•老師們經由學習單或心得寫作讓學生充分表達對此次校外教學
活動有更深刻的體認，更重要的是引發學生內心對自己所住的
這塊土地產生珍愛之情，愛惜家鄉。

•指導學生於活動結束後將活動編製成影片進行分享。



執行者 資訊組長 趙和修 課程設計與執行 

執行者 體育組長 李亭儀 體適能活動設計與規劃 

執行者 生教組長 吳政穎 課程設計與執行 

 

陸、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教學輔導系統) 

 

       籌組新泰國小戶外教育專業社群，事前進行路線履勘後，共同規畫相關課程

與參訪動線。並邀請當地協會進行相關解說，讓老師更了解當地生態與歷史，以

便後續安排行程規劃。 

 

柒、執行時程表 

 

計畫擬定：109年 8月 30日前完成 

試作、修正：109年 11月 

執行：110年 1月底完成 

評量(影片編輯、心得書寫、績效檢討)：110年 2月底完成。 

 

捌、經費概算表(依教育局規定之經費概算表填寫) 

    如附件 

 

 

 

玖、主要活動場域的分析與校本課程連結分析 

新泰國小 109學年戶外教育課程主要活動場域與校本課程的連結分析表 

1.場域名稱 關子嶺風景區-大凍山步道 

2.場域地址 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 



3.場域簡介 

(150 字以內) 

   大凍山標高 1,234 公尺，為台南第一高峰，從關子嶺方向看

去山型有如獅頭，因此別名"獅子頭山"。關子嶺大凍山登山路

線視野極佳，可遠眺雞籠山、雞冠山、及關子嶺ㄧ帶，沿途風

景秀麗，步道規劃完善，且孕育有豐富的生態資源，實為值得

郊遊健行的絕佳去處。 

4.場域資源與校本

課程的聯結分析 

(300 字以內) 

關子嶺風景區除了以泥漿溫泉著名外，早期也是嘉南地區石灰

生產的主要地區，當地出產的石灰更是早期糖廠製糖時不可或

缺的原料之一。 

5.場域學習重點 

(300 字以內,以條列

式撰寫) 

1. 大凍山為台南第一高峰，沿途植披旺盛、生態豐富，可供學

生進行生態學習的場域。 

2. 登山步道需要消耗較多體力，需事先在學校進行相關體能訓

練。 

 

6.實施時注意事項

(200 字以內,以條列

式撰寫) 

(一) 活動前的風險評估和安全整備: 

1. 行前需再請帶隊老師確認場地及氣候安全無虞。 

2. 召開行前確認會議:確保各項安全措施已就位。 

3. 製作行前通知書:包含主題、參與人員、活動流程、課程規

範、正確態度及應攜帶物品、穿著建議、交通與住宿資訊、保

險資訊等等。 

(二) 活動進行中的風險防範和安全預防: 

1. 要求學生務必聽從師長的指導，並遵守團隊的紀律。 

2. 請學生運用雲遊學的平台或資訊電訊，當發生危急事件時可立

即回報老師或領隊。 

(三) 活動中的緊急應變與安全事件通報: 

1. 若遇意外事故安全事件，應通知學校主管(校長或主任)。 

2. 學校內成立緊急傷害或危難救援中心。 

3. 學校依循校安通報系統，呈報教育局、教育部。 

7.相關網站 無 

8.其他 附件如學習單 

  



附件四 

臺南市 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 

運用市內資源實施戶外教育方案策略聯盟參與同意書 

計畫名稱  

中心學校 臺南市○○國民(中)小學        

聯絡人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E_mail  

中心學校 

校長核章 

 

 臺南市○○國民(中)小學        

聯絡人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E_mail  

參與學校1 

校長核章 

 

參與學校2 臺南市○○國民(中)小學        

聯絡人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E_mail  

參與學校2 

校長核章 

 

參與學校3 臺南市○○國民(中)小學        

聯絡人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E_mail  

參與學校3 

校長核章 

 

參與學校4 臺南市○○國民(中)小學        

聯絡人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E_mail  

參與學校4 

校長核章 

 

請參加策略聯盟組之各校填寫與核章，若表格長度不足時，請自行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