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學甲區中洲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健康體適能與飲食教育行動計畫 

一、緣起： 

        根據研究指出，缺乏身體活動是罹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高血壓、高血脂等慢性病及身心壓力症候群癌症等的危險因子，  

    所以身體活動對於身心健康的影響很大。而進食是與生俱來的基  

    本生活技能，看似簡單，但並非人人都知道如何吃的健康。根據  

    衛生福利部「2012年臺灣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國小學童」  

    調查結果顯示，國小學童的過重、肥胖、腰圍過大及慢性病有增  

    長的趨勢，這和飲食內容中的營養失衡、以及零食、飲料與點心  

    攝取增加息息相關。 

        因此積極推動學生健康體適能與飲食教育，以養成學生正確  

    飲食觀及身體活動的習慣，希冀改善學生及教職員隻健康知能，  

   進而推展至家庭，共同建構健康支持性環境。 

 

二、依據： 

一、學校衛生法。 

二、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三、國民體適能檢測實施辦法。 

 

 



三、目標： 

  (一)培育學生運動知能，激發學生運動動機與興趣，養成規律運 

      動習慣，奠定終身參與身體活動的能力與態度。 

  (二)增加學生身體活動時間，強化學生身心活力、健康與智慧之   

      能力。 

  (三)培養學生認識食物、珍惜食物、選擇食物的能力，以及傳承  

      食物飲食文化。 

 (四)推廣健康飲食意識，讓學校各成員知道健康飲食的重要，  

     並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四、背景資料及現況分析： 

        本校學區位於學甲區近郊，民風純樸，是一所小型學  

     校，全校有7班，學生數109人，教職員工15人。學區內沒    

     有超商或便利商店，鄰近學校有2家早餐店，2家雜貨店和1  

     家炸雞排商家。 

學生家長大多務農、養殖、打零工維生，社經地位較低落，加

上年輕人口外移，家庭結構改變，單親教養、隔代教養、外籍配

偶、少子化等問題，對學童的教養也採放任居多，社區普遍缺乏健

康生活型態的相關知識。 

學童的飲食問題主要是營養攝取不均衡及食物選擇不當，如洋芋片



等高糖、高油脂零食攝取過多問題等；由於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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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攝食過多零食導致

體重過重影響健康，因此如何培養兒童正確飲食及健康運動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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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體位分析比較 

 

五、計畫內容： 

   (一)樂動 SH150，樂此不疲 

        1.執行方式: 

  活動宣導: 推廣說明健康運動體適能活動。 

2.推派「快樂運動員」:  

2-1每班推薦一名同學擔任快樂運動員，協助推動班級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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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風氣。 

2-2負責提醒同學參與運動及記錄運動狀況，包含運動日 

   期、運動類型及參與人數等，將以集點方式鼓勵學生 

   多運動。 

 3.運動週會好心情： 

每週二 8:00至 8:40，為班級運動週會時間。 

各班老師請協助運動週會期間活動安排。 

        4.活動規劃(108年 9月至 109年 6月）： 

     4-1 每週二、四8:00~8:20健康操時間 

     4-2 每週二8:00至8:40班級運動週會時間，各班可規劃 

         各項活動如：排球、樂樂棒球、籃球或是趣味活動。 

     4-3 舞動跳繩集點活動(下課時間) 

依年級完成每天基本跳繩圈數: 

一年級:100下、二年級200下、三年級300下 

四年級:400下、五年級500下、六年級600下 

超過基本跳繩圈數： 

一年級:5下、二年級10下、三年級15下 

四年級:20下、五年級25下、六年級30下 

可登記一顆星星☆，每4週結算統計星星數量。 



   每4週累計星星數量達80顆以上，可兌換精美獎品。 

    當次累計最多星星者，由校長在集會時公開表揚讚賞。 

     4-4 天天跑步集資賺班費(下課時間) 

每天達到操場基本圈數→ 

    一、二年級2圈； 三、四年級3圈；五、六年級5圈。 

         每多一圈，給予班級獎勵金1元，增加班費靈活運用。 

      5.將體適能檢測項目(仰臥起坐、立定跳遠、跑步)列為體 

        育課暖身活動。 

      6.引導學生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二)成立課後社團，培養學生運動習慣 

項次 項目 時間 對象 

1 游泳 每年8月份 一至六年級 

2 創鼓 星期一13:30~16:00 三.四年級 

3 排球 星期一至五16:00~17:30 三至六年級 

4 直排輪 星期五16:00~17:30 一至六年級 

5 獨輪車 星期五16:00~17:30 三至六年級 

 

(三)飲食教育 

         1.藉由營養宣導，讓學生明白健康食物的重要性。 

           (1)每週菜單附載營養常識。 



           (2)廚房公佈欄進行營養教育文宣。 

           (3)上下學期各班進行一次營養教育。 

         2.實施餐前教育，藉由導師餐前指導，提升飲食知識及惜 

           福習慣。餐前教育預計每周實施一次，主題搭配午餐食 

           物內容包含在地食材、食物營養成分、三章一 Q、食物  

           的熱量、食物的烹調、惜福愛物等項。 

         3.整合社會資源，豐富教育內容。 

           3-1大學學生社團協助參與健康飲食活動，例如短劇表     

              演、健康飲食烹調小組活動等項 

           3-2董氏基金會：健康吃快樂動專案推廣 

 

六、人力配置： 

計畫職稱 姓名 職稱 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計畫主持人 黃文信 校    長 委員會召集人暨主持計畫的推動。 

協同主持人 吳麗玲 教導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

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葉耀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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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慧如 學務組長 

體適能評估，健促計畫執行，活動策

略設計與效果評價，社區及學校資

源之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王志遠 輔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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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奐隃 一年級導師 班級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羅佳弟 二年級導師 班級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高慧如 三年級導師 班級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孫佩鈺 四年甲班導師 班級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王麗惠 四年乙班導師 班級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王志遠 五年級導師 班級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黃巧婷 六年級導師 班級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黃麟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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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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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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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預定進度： 

執行項目 預定執行月份 

規劃要項 
108年9月至109年6月 

09 10 11 12 01 02 03 04 05 06 

1. 組成工作團

隊 →          

2. 進行現況分 

析及需求評

估 
→          

3. 決定目標及

健康議題 
→          

4. 擬定計畫 
→          

4.計畫融入課 

  程 
→ → → → → → → → → → 

5.教材教學設

計 → →         

6.擬定過程成 

效評量工具   → →       

7.計畫成效前

測   →        

8.執行計畫 
→ → → → → → → → → → 

9.過程評量 
 → → → → → → → →  

10.計畫成效後  

   測 
         → 



11.計畫資料分 

   析 
         → 

12.計畫報告撰 

   寫 
         → 

 

八、預期效益： 

   (一)學校教育課程及活動：提供教職員工生健康體適能及飲 

       食衛教知識。 

   (二)學生對健康體適能及飲食衛教認知率達90%以上，體位不良學 

       生比率能降低0.5%。 

   (三)教職員工生共同參與並且發展其為健康行為能力，落實於日  

       常生活中。 

   (四)各年級學生能達到跳繩及跑步基本運動量。 

   (五)學生規律運動習慣比例逐年提升。 

   (六)學生能養成健康飲食及珍惜食物的習慣。 

 

九、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