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素養導向健康教學 

2.學生透過學習過程，具備健康素養能力。 

3-2-1體適能與飲食護照、各校健康護照等， 

需有計畫及學生過程紀錄。 

 



臺南市永康區永信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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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班(不含特教班及幼教班) 

二、全校學生人數：1945人 

三、全校教職員工數：135 人 

四、業務承辦人：          ；聯絡電話：2xxxxxx   分機  

五、單位主管： 陳 00    ；聯絡電話： 2xxxxxx   分機  

六、校長：周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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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

攝取不均衡及食物選擇不當，如含糖飲料過多問題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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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週邊商家林立，以飲食店及超商居多，學生課後常於超商購買含糖飲料

及零食。本校設有午餐廚房，每月由營養師調配菜單，提供全校師生均衡的營養

午餐。在體能部份，規劃多元社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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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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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08年學生之體位健康情形不佳，過輕佔 5.9%,過重佔 14%,超重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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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體位過重比率由 14%降至 12%、體位超重比率由 17%降至 15%、體位

過輕比率由 6%降至 5%。 

(二) 全校適中體位比率由 63%提高到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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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稱 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計畫主持人 校    長 委員會召集人暨主持計畫的推動。 

協同主持人 教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學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輔導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總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研究人員 體育組長 
體適能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區

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衛生組長 健促計畫執行，活動策略設計與效果評價 

研究人員 輔導組長 
心理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

效果評價，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一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二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三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四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五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六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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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員 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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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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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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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月；110/3月 游泳教學 

11月~12月 
各年段體育活動-跳繩、運球接力、樂樂棒球擲遠

及擲準、躲避球、TeeBall棒球、籃球比賽 

110/3月 校慶運動會 

109/9月〜110/6月 推動 SH150活動、大跑步計畫 

109/9月〜110/6月 實施”健康吃、快樂動”課程宣導 

109/9月〜110/6月 營養宣導-菜單、公佈欄、營養教育宣導 

109/9月〜110/6月 每月於餐前播放教育局 2部教育局指定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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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5點 

二 
執行學校 SH150計畫，並依執行

狀況填報體育統計年報 
1~6年級全部參與 1點 

三 參加本市辦理普及化運動 参加 1項活動 1點 



四 年度學生體位適中率提高 提高達 2% 5點 

五 年度學生齲齒率降低 降低 2% 5點 

六 年度學生裸視不良率降低 降低 1% 3點 

七 每週施行餐前五分鐘飲食教育 
6成以上導師每週

執行超過 3次 
3點 

八 午餐剩食率降低 3%以上 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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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暖身活動後，任課老師實施體能訓練 5 分鐘，將體適能檢測項

目、仰臥起坐、立定跳遠、柔軟度的動作融入其中。 

   (二)級任老師引導學生投入跑步運動，因地制宜，引導學生以零存整付方

式累積里程數，培養學生終身運動習慣，達時時運動處處運動之目標。 

    (三) 運用晨間運動模式：配合各學年比賽項目，每週一、三、四、五 

    (8:00〜8:30)，由導師加強運動。     

二、執行對象：三~六年級學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提高體適能檢測通過率達 58% 

(二) 學生每週規律運動時間增加 5-10%。 

(三) 體位過重比率由 14%降至 12%、體位超重比率由 17%降至 

     15%、體位過輕比率由 6%降至 5%。 

四、學校申請點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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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下課時間，依學生喜好運動的程度，規劃運動項目有跳繩、 

        籃球、呼拉圈、跑步等。    

   (二) 根據校園空間分布特性及運動性質，體育器材的借用方式以無記       



名方式，選擇運動器材，並安排體育小志工管理。 

二、執行對象：一~六年級學生 

三、預期效益： 

  (一)落實執行 SH150 運動方案，提升學生規律運動習慣，提高專注力、動

機及學習效率。 

   (二)活絡校園體育活動，增進親職共同運動機會，提高運動人口，奠定     

終生運動基石。 

    (三) 培養學生至少學會一項運動技能。 

四、學校申請點數：   1   點 

指標三：參加本市辦理普及化運動 

一、執行方式： 

(一)訂定日期，舉辦班際樂樂棒球比賽。 

 (二)賽前各班利用體育課及彈性課程加強練習。第一名班級代表學校參

加全市比賽。 

二、執行對象：五~六年級學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參加  1 項本市辦理之普及化運動 

(二)激發出學生喜歡運動的動機，進而熱愛各項球類運動。 

(三)代表班級，為學校爭取更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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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運動性團隊，代表學校對外比賽，爭取更高榮譽。 

項次 項目 時間 備註 

1 棒球隊 每週一、二、四、五 16：

00-18：00 

三~六年級 

2 田徑隊 每週一二四五 7:50~8:40 三~六年級 

3 游泳隊 每週一、二、三、四、五

7:00~8:40 

三~六年級 

 



   (二) 成立課後運動性社團，讓想運動的學生有更多元的選擇。 

社團名稱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棒球社團 週六 8:40-12:00 棒球場 

羽球社團 週六 8:40-12:00 樂動館 

籃球社團 週六 8:40-12:00 樂動館 

桌球社團 週六 8:40-12:00 桌球教室 

二、執行對象：一~六年級學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年度學生體位適中率提高 2％ 

(二) 學生規律運動習慣比例逐年提升。 

四、學校申請點數：  5    點 

指標五：年度學生齲齒率降低 

一、執行方式： 

     (一)貝氏刷牙法教學、飯後潔牙。 

(二)使用含氟漱口水。 

二、執行對象：一~六年級學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年度學生齲齒率降低 2%。 

(二)學童能有正確刷牙的方法和吃東西後潔牙的習慣。 

四、學校申請點數：  5   點 

指標六：年度學生裸視不良率降低 

一、執行方式： 

(一)鼓勵下課教室淨空，學生多到戶外活動。 

(二)利用集會宣導 3C少於 1、3010等護眼政策。 

二、執行對象：一~六年級學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學生裸視不良率降低 1%以上。 

(二)學童能自我管理近距離用眼的時間，多戶外活動。 



四、學校申請點數：  3   點 

指標七：每週施行餐前五分鐘 

一、執行方式： 

   (一) 導師餐前 5分鐘指導飲食教育。 

   (二) 每月播放教育局健康體適能與飲食教育網站主題影片 2部。 

   (三) 營養師根據每月主題設計菜單。 

二、執行對象：一~六年級學生 

三、預期效益： 

(一) 6成以上的導師每週執行超過 3次。 

(二) 提升飲食知識及惜福習慣。 

四、學校申請點數：   3  點 

指標八：午餐剩食率降低 3%以上 

一、執行方式： 

   (一)源頭控制供餐數量，建立合宜分配機制 

   (二)推動學生定量打菜。 

   (三)檢討午餐供應份量。 

   (四)加強推廣惜食教育。 

   (五)每日記錄廚餘量。 

   (六)每月填報『環保局回收填報系統』。 

二、執行對象：一~六年級學生 

三、預期效益： 

(一)目標數值：午餐剩食率降低 3%以上。 

(二) 建立「吃正餐、不偏食、不過食」的健康飲食概念，也讓孩子們 

懂得珍惜、分享。 

四、學校 申請點數：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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