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低碳飲食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低碳飲食衛教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01月05日 參加人數 50 0 3 

簡述活動內容 由樹人醫專在新營衛生所實習，由實習老師指導到學校衛教「低碳飲

食」。講訴什麼是低碳飲食，為什麼要吃低碳飲食？怎麼吃最健康。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什麼是低碳飲食 食物的分類及熱量 

 

 

 

 

 

  

 

我的餐盤應該怎麼吃 肥胖引起的合併症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推動生態與海洋教育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生態與海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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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訓練12位「減塑小講師」，利用班親會宣導塑膠的危害，讓家長

了解塑膠對環境的污染及目前海洋生物面對的浩劫，期盼親師生都加入

減塑行列的重要性。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我們的塑膠生活 塑膠的危害有哪些? 

 

 

 

 

 

  

 

如何做才能反地球幸福底笑臉 我們是「減塑小講師」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推動生態與海洋教育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幼兒園生態與海洋教育宣導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０９年12月10

日 

參加人數 56 0 4 

簡述活動內容 到幼兒園宣導目前生態與海洋，因為塑膠袋及一次性垃圾引起的

浩劫，教導要減塑珍惜資源的重要。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塑膠袋及一次性垃圾引起的浩劫 海洋為什麼有這麼多塑膠袋 

  

想不到連鳥類肚子也有塑膠製品 減塑行動要趕快 

 

 



臺南市106學年度新泰國民小推動生態與海洋教育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戶外教學減塑生活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11月12日 參加人數 105 0 7 

簡述活動內容 學生在戶外教學前給予引導，自備餐點及水壺，在戶外教學

過程中也能減少生態的破壞，不但自已健康也能減少破壞地

球的環境。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午餐享用媽媽為我準備的愛心便當，健康又環保 

 

我們都是地球防衛隊  謝謝媽媽和我一起救地球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推動生態與海洋教育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戲劇表演:我的早餐、你的早餐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 年 03 月11 日 參加人數 678 0 55 

簡述活動內容 四年級學生透過戲劇表演:我的早餐、你的早餐，讓全校師

生知道，因為我每一天日常生活中用品，製造許多垃圾，

這些垃圾流到海洋引起海洋生物死亡，埋在土裡種出植物

有毒，所以當我用物時也要考慮到生態與環境。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我們是人類丟棄的垃圾 被漂到海洋 

      

烏龜吃了塑膠袋引起死亡   我們全班都參與演出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推動生態與海洋教育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一年級宣導減塑行動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02月04日 參加人數 104 0 5 

簡述活動內容 減塑小講師到一年級宣導減塑行動，透過 PPT及影片並設計有獎

徵答活動吸引學生學習，一起加入減塑行列。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因塑膠袋方便好用便宜 

   所以大家愛用 

  許多鳥類死亡後肚子剖開都是   

  塑膠製品 

  

現在的海洋已經變成悲傷海洋  也造成環境汙染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推動生態與海洋教育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資源回收再利用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05月04日 參加人數 678 0 56 

簡述活動內容 各班由資源回收長負責監督同學做好垃圾分類，每月一次全

校資源回收，並由高年級幫忙整理。從中學生學到原來我們

製作這麼多垃圾，要改變從我做起再告訴家人一起救地球。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校長自願當傷患 

要仔細做好分類 志工媽媽也來幫忙 

  

我們是資源回收長 高年級也來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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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臺南市國中小校園空地經營自給農園推動計畫執行成果表 

辦理學校 臺南市新營區新泰國民小學 

聯絡資料 
聯絡人 劉美英 e-Mail alingyintg@tn.edu.com 

聯絡電話 6330496 地址 台南市新營區東學路 77號 

施作方式 ▓一般農耕 □栽培箱 □魚菜共生 □水耕□其他：        (請說明) 

執行期程 109年 11月 20日 至 109年 11 月 20   日 
建置地點、支援

人力及運用之資

源 

建置地點：本校第二棟教室後面的綠草坪上 

種植作物：甘蔗、香蕉、地瓜、檸檬、洛神花、空心菜、紅、白蘿蔔、番茄、萵

苣…等一般常見葉菜類蔬菜 

種植面積：大約78平方公尺 

支援人力：2位校工 全校師生以及校工和熱心的家長 

結合單位：上自然有機農場 

公開性 

成果發表說明 

(需公告於學校

粉絲頁或發佈新

聞稿至少 1則以

上，並提供資訊

連結) 

一、2020/05/26 2020新泰夢田 facebook 粉絲專業設立 

二、2020/06/02 種下高麗菜苗 

三、2020/06/10 福山萵苣採摘 

四、2020/06/17 摘花生囉 

五、2020/07/01 種蔥日 

六、2020/10/21 秋耕 種下大白菜與玉米 

2020新泰夢田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Campus-

Building/2020%E6%96%B0%E6%B3%B0%E5%A4%A2%E7%94%B0-114829790235743/ 

執行成果 

及效益 

(包含辦理的活

動內容或學習單

及所種植農園食

材採收後之運用

等) 

食農教育一直是本校的教學特色與教學重點之一，在校園中闢有一塊「新泰夢
田」提供班級認養與栽種蔬果，在夢田中的作物，除了有校本課程中教材的甘
蔗、香蕉、火龍果外，還有絲瓜、芋頭、大白菜與玉米、萵苣…等一般常見葉菜
類蔬菜。 
    蔬果要長得好不二法門是—澆水、拔雜草及施肥，校方也透過耕種的方式教
導學童「自然農法」及「有機耕作」的概念，兩種最主要的不同點在於對土壤的
利用及施肥上，自然農法完全回歸原始的耕作方式，不施肥、不噴灑農藥、不刻
意除蟲，可說是有機農法中的最高等級，配合節氣於平時透過「做中學」讓學生
落實的實踐食農教育及環境教育。 
    學童在「新泰夢田」耕作與體驗中，體驗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踏實
努力，也明白了「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的感恩與惜福，同時藉由在地食材
收穫中，理解環境教育在地食材「零碳足跡」的真諦。    

 更藉由蔬果的長大中體會生命的奧妙與美麗，同時藉由自然課課程結合核心
素養加以發展，落實「自發、互動，與共好」一起呵護健康、疼惜大地、尊重自
然。 
1、 透過教學與分享平台，建立蔬果健康栽種相關知識，了解透明的生產履歷，

深化孩童健康概念。 
2、 藉由做中學，分享健康蔬果栽種秘訣，體會自然農法及有機耕作，維護土地

環境永續發展。 
3、 藉由食安議題導入，學習慎選飲食相關常識，明瞭無毒安全農產，孕育一輩

子良好飲食習慣。 
   透過親手栽植過程，及小組討論，學習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培養創意分

析、團隊合作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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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照片 

  

說明:1090526新泰夢田 facebook 粉絲專業設立 說明:聆聽素招阿姨解說如何正確的採收高麗菜 

  

說明:因為沒有噴灑農藥剝下外衣的小小高麗菜 說明: 下火鍋的好料，福山萵苣終於可以採收囉 

  

說明:採摘花生要有訣竅，它可不是長在樹上喔 說明:艷陽下的新泰夢田有著汗水付出後的甘甜 

  

說明:新鮮的夢田花生是我們採下的鮮甜滋味 說明:全班享用著、剝著有機花生談著有趣的話題 



 3 

  

說明:玉米採收後，要這樣整棵拔起做綠肥喔 說明:艷陽中採下的玉米雖滿身汗水但心中溢滿幸福感 

 
 

說明:品嘗自然農法耕作下的有機玉米，體會維護土 

     地環境永續發展的概念。 

說明: 藉由種蔥，學習慎選飲食相關常識，明瞭無毒 

      安全農產，孕育一輩子良好飲食習慣。 

 

 

 

 

 

 

 

 

 

 

說明:透過親手栽植青蔥的過程，習獨立思考與 

     解決問題能力，與團隊合作的軟實力。 說明:祈願前陣子種下的大白菜，來日欣欣向榮 

備註： 

1.請檢附照片原始檔。 

2.執行成果情形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調整繕打。 

3.請一律上傳至本局線上填報系統(編號：12128) 

( https://survey.tn.edu.tw/modules/esurvey/index.php?op=sign_form&ofsn=12128)。 

4.填報時間：109年 11月 9日~11月 27日 

承辦：                    主任：                    校長： 

https://survey.tn.edu.tw/modules/esurvey/index.php?op=sign_form&ofsn=12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