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社區連結與合作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新泰國小偶戲團敲鑼打鼓拍短片 為長照發聲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11月25日 參加人數 122 3 10 

簡述活動內容 新泰國小本學期成立布袋戲團，聘請長期投入偶戲的醫師蔡瑞頒擔任
指導老師，蔡瑞頒曾指導樹人國小布袋戲團獲教育部特優，還受邀到美
國舊金山公演，獲教育部頒贈社教有功獎。 

短片偶戲由蔡瑞頒編導，學童團員包括前場操偶有吳瑩雅、謝

秉燊、翁筱棠、黃冠翔；後場鑼鼓有吳妤潔、蔡昕芸、廖庭誼、

沈昕璇、林彥伶、黃以翔、許廷章、周芸安等），片長約 6分

鐘，放在學校首頁進行宣導。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聘請長期投入偶戲的醫師蔡瑞頒擔任指導老師 

  

學生與蔡醫師、老師觀看首映會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社區連結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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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連結與合作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藥物濫用防治宣導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10 月22日 參加人數 92 0 2 

簡述活動內容 聘請柳營奇美醫院社區護理師:黃莉文專題演講「醫療資源與全

民健保宣導」，衛教對象六年級學生，運用活潑 PPD及影片宣

導，最後 Q&A及有獎爭答。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認識社區醫療資源 正確用藥衛教宣導 

  

學生認真聽講 Q  &  A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社區連結與合作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藥物濫用防治宣導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01 月04日 參加人數 22 0 2 

簡述活動內容 聘請新營衛生所樹人醫專實習生入般專題演講「藥物濫用防治宣

導」，衛教對象五年級學生，運用活潑 PPD及影片宣導，最後

Q&A及有獎爭答。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認識藥物濫用的危害 運用影片衛教宣導 

  

何謂藥物濫用？ 認識藥物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社區連結與合作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運動會辦理減速闖關遊戲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01 月04日 參加人數 350 120 20 

簡述活動內容 在運動會辦理減塑闖關活動，設計減塑的方法、模擬海洋生物穿

越垃圾的感受、整理塑膠袋的方法…，由福智文教基金會義工協

助，擔任關主及衛教。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減塑慢行我做行- 穿越海洋 

  

海你怎麼了? 減塑記得袋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社區連結與合作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佛光山水雲車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10 月-11月 參加人數 434 0 15 

簡述活動內容 佛光山水雲車滿載圖書的行動書車如行雲流水般開到學校，

方便學生民眾就近看書、借書，同時推廣全民讀書，藉由閱

讀提升生活品質及改變生命。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學生很喜歡及覺得特別的車 志工叔叔說明借書流程 

  

離開教室大家也好專心看書喔 

 
 
 
 



臺南市109學年度新泰國民小學社區連結與合作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辦理學生菸害反毒防治講座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12月16日 參加人數 92 0 5 

簡述活動內容 聘請台南市警察局奚翠蘭警官宣導校園毒品、危害及防制。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奚翠蘭警官介紹毒品進入校園及對人體的危害 

  

認識各類毒品 什麼是彩虹菸? 

 
 



              新泰國小健康促進資源結合計劃書 

壹、依據 

   本校健康促進計劃擬定。 

貳、目的 

   結合社區衛生單位、民間團體、大專院校辦理健康促進活動，透過  

  專業人員之教育及資源，提升本校親 

   師生相關知識與技能，。 

參、 實施對象 

一、 本校教職員工。 

二、 本校學生。 

肆、 實施方法 

一、 邀請附近診所成立特約診所。 

二、 結合衛生局、所及醫療機構專 

業人員到本校辦理健康講座。 

      三、邀請「慈濟」、「福智」等社區團體辦理 

  健康促進活動。 

      四、邀請本校有專業背景的家長擔任顧問。 

  伍、預計效益 

     結合社區及專業團體資源，輔助本校人力、財力之不足，並且提供 

     多樣化的健康促進活動，以提升本校親師生健康知能。 

  陸、本計劃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台南市新營區新泰國民小學 109年「不塑之客 我最行」實施計畫 

 
壹、緣起 

    台灣塑膠及一次用品的垃圾產量驚人，送入焚化爐產生戴奧辛、送入掩埋則千年不化，更有

許多塑膠殘片及微粒存在河川、海洋系統，造成更多生物的危害。 

     104年 6月一隻鯨魚(小梧子)擱淺於彰化外海，死因是牠肚子裡塞滿塑膠袋，這消息震撼了

所有人，所以發動全校「減用塑膠袋」活動。 

 也因著台灣環境諮詢協會 104年統計，台灣人一年塑膠袋使用量高達 180 

億個，平均每個人每年使用 782個，每天平均使用 2.7個以上，對比歐盟每年每人平均才 198

個，而台灣就足足多了 3.9倍!期望透過「減塑行動」，讓塑膠使用減量，保護環境，也降低自己

及家人的健康風險。 

 

貳、依據: 

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加強推動環境教育計劃。 

二. 本校環境教育實施計畫之執行事項。 

 

參、目的: 

三. 透過學校教育，讓親、師、生了解目前面臨的環境問題及塑膠減量的必要性，以建立正

確之減塑觀念。 

四. 經由減塑行動，達到垃圾減量，關愛自己身體，落實環保工作，淨化校園及住家社區環

境。 

五. 將減速習慣推展至家庭、社區，養成減塑及自備餐具的觀念和行為。培養學生關心自己

及成長環境，愛護鄉土，尊敬大自然的情操。 

 

肆、實施對象: 

全校教職員及學生、家長。 

 

伍、實施時間: 

109年 8月 31日至 110年 7月 02日。 

 

陸、實施方式: 

一. 利用 9/02校務會議宣導計畫內容。 

二. 由校長及各班導師向家長宣導正確觀念與態度，並說明學校減塑行動的計畫辦法。 

三. 專題演講:配合各年級課程辦理學生宣導「減塑行動」講座，建立學生減塑觀念及態

度，並說明學校將實施的減塑計畫。 

四. 比賽活動: 

1. 上學期 

A. 於 109年 11月 15日至 110年 1月 15日，全校每人使用減塑集點卡(附件二)，

統計減塑量，各學年第一名獎狀及獎品。 

B. 減少塑膠製品的用量，最多，各學年第一名及頒發獎狀及獎品。 

C. 配合美術課程四、五年級:創意標語畫圖比賽，選出各年級優勝作品三件，佳作 



2. 下學期 

A. 於 110年 2月 20日至 110年 5月 31日，畫圖比賽: 

低年級:著色比賽，選出各年級優勝作品三件，佳作三件。 

中、高年級:畫圖比賽，選出各年級優勝作品三件，佳作三件。 

            B.辦理減塑闖關活動，志工由福智文教基金會協助。 

柒、經費概算: 

項目 數量 規格 單價 總計 備註 

圖畫紙 326 4開 2 650 中、高年級畫圖比

賽 

獎品 18   份 50 900 畫圖比賽–優勝 

獎品 18   份 30 540 畫圖比賽–佳作 

獎品 12   份 100 1200 減塑量第一名班級 

文具    3000 減塑闖關活動 

其他    1500 雜支 

合計      7790     元整         

 

捌、 經費來源:本校家長會經費支應。 

 

玖、未來展望: 

i. 讓學校成為無塑學校。 

ii. 培養拒絕使用塑膠的觀念，使人人能隨時隨地關愛自己身體並做好環保工作。 

iii. 學生在學校透由課程、活動，將環保護生的理念傳遞給家人，影響家人、朋友及社

區民眾，一起來減塑。 

iv. 因關愛海洋動物、淨化環境，進而長養慈悲心淨化人心。 

什、附則: 

    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衛生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總務主任 

                                      主計主任 



臺南市 新營區 新泰國民小學 

109年度校園空地經營自給農園推動計畫 

一、 依據:臺南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校園空地經營自給農園辦理。 

二、 目的：（一）豐富學校場域，提供對話空間，闡揚教育活力。 

     （二）落實低碳校園，結合環境教育，培養學生關懷地球環境情操。 

         （三）透過在地食材，了解食物健康安全履歷過程，深化孩童健康飲食 

               能力。 

三、 承辦學校：新營區新泰國小。 

四、 實施對象：全校師生。 

五、 實施期程：核定公文起至109年11月30日止。 

六、 實施地點(含現況圖、坪數說明)：新泰夢田-本校第二棟 

 教室後面的綠草坪上。大約78平方公尺。 

七、 計畫推動人員： 

職 稱 人  員 職  掌 

執行長 校長 綜理統籌督導自給農園工作事宜召集及主持工作會議 

副執行長 家長會長 襄助主任委員推廣自給農園導入社區與社會資源 

總幹事 總務主任 規畫自給農園相關硬體設施、實施計畫、工作分配 

副總幹事 
教務主任、學務主

任、輔導主任 
配合協助小組辦理各項事務 

執行祕書 事務組長 執行自給農園分配、請購、管理相關工作 

顧問 
嘉義上自然農園 

蘇晉加先生 
自給農園採購、種植技術指導。 

組員 認養班級老師 自給農園種植、澆水、施肥、除蟲、除草、收成。 

組員 工友、學生志工 寒暑假菜園之管理。 

八、實施方式(請詳述) 

項 目 實 施 方 式 時 間 承辦單位 備 註 

（一）自給農園整地 

1.雇工協助自給農園翻土整

地。 

暑假中 

總務處 
  

2.自給農園所需材料器具種

子肥料等物品請購及管理。 
事務組 

  



（二）訂定實施計畫 

成立推動小組：由校長、家

長會長、各處室主任、事務

組長、認養班級教師、家長

代表等組成。 

開學後 總務處 

  

（三）徵求認養班級

及班級牌製作 

現有農園公開讓師生認養 

開學後 

總務處 

 菜圃班級牌請購、採購、安

裝。 
事務組 

（四）融入教學 

1.師生共同討論規劃種植蔬

菜種類，由總務處統一採

購。 

學期中 

總務處 

 

2.教師編寫進行課程設計，

編寫主題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單。 

教務處 

、認養教師 

3.依據課程設計與教案實施

教學活動。 

教務處、認養

教師 

4.進行教學時將相關資料、

照片等成果即時彙整於網

路硬碟平台由網管教師進

行網頁成果彙編。 

教務處、認養

教師、資訊組

長 

（五）師生與社區參

與 

1.各班教師與學生共同討

論、規劃、設計教學活

動，安排時間有效經營菜

園，做好除草、澆水、施

肥、收成等工作。 
學期中 

總務處、教務

處、認養教師 

 

2.充分運用社區資源，安排

規劃學校志工(愛心媽媽)

到校協助菜園之經營與管

理。 

輔導室 

（六）經營管理 

1.不施灑農藥為原則，以生

態原理防治病蟲害(如辣椒

水)，並利用園區角落以廚

餘或落葉堆肥利用，採有

學期中 總務處、職工 

 



機栽種。 

2.菜園之維護管理以資源再

利用設計(灌溉水源來自雨

水回收)，收成後將搭配學

校營養午餐之食材利用。 

學期中 

總務處 

午餐執行秘書 

3.寒暑假菜園之管理、灌溉

請職工、替代役男協助。 
學期中 

職工、學生志

工 

（七）環境美學 
1.有機菜園區周邊整理美

化，與校園環境相結合。 

學期中 

總務處/職工 

各班學生 

 

（八）菜園特色 

1.結合學校「食農教育」課

程。 

2.配合校本課程(營造空間美

學與發展特色學校～糖鐵學

苑主題課程) 

教務處/授課教

師 

 

（九）網頁維護 

1.各承辦人員、教師即時彙

整各項成果資料於網路硬

碟平台。 

學期末 

相關人員 

請網管教

師於網路

硬碟中建

立資料

夾，以利

於資料之

蒐集彙

整。 

2.各項成果資料彙整後，由

總務處製作簡報與成果報

告。 

總務處/總務主

任 

3.網管教師進行成果網頁製

作。 
網管教師 

 

九、 預期成效 

(一) 豐富學校場域，利用並提供師生農務空間，闡揚教育活力。 

(二) 配合校本課程(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糖鐵學苑主題課程)，種植紅、  

       白甘蔗，讓學生實際從觀察、紀錄、實驗中，達到教學目的。 

(三) 落實低碳校園，結合環境教育，培養學生關懷地球環境情操，深耕師生愛地球 

        的理念。 

(四) 透過自己耕種、施肥及澆水的體驗，了解食物安全健康履歷過程，落實健康飲 

         食概念，促進對健康食物之應用，深化食農教課程。 



(五) 透過蔬果生長過程紀錄，觀察植物生長變化，擴展生命教育的 

    深度。 

 

 

承辦：                 單位主管：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