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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健康體適能與飲食教育行動計畫 

壹、依據： 

一、學校衛生法。 

二、國民體育法。 

三、臺南市學校午餐自治條例。 

四、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 

五、國民體適能檢測實施辦法。 

貳、目標： 

一、結合本市學生體適能與健康政策，讓本市學校飲食教育及體適能培力，從學

生個人築底而推展聯結至校際與區域，創新「健康體位政策」。 

二、結合學校午餐計畫，將本市飲食教育、營養教育、午餐政策、校園食品安全

政策，透過飲食育教育與新課綱彈性課程方案，紮根學生的營養知能與飲食

教育素養，進而轉化為學校飲食教育行動力。 

三、藉由健康與體育暨綜合領域課程方案與教學設計，結合本市優勢運動項       

目與學校特色運動種類體育政策，讓本市學生體適能政策，由單向的任務型

檢測，轉型為學校普及化運動與樂趣化體育教學。 

四、透過計畫獎勵措施，融入在地特色文化與結合本市職業試探教育，讓靜       

態的獎狀與獎盃等榮譽制度，進階為動態的親子體驗課程與飲食體能自主管

理。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學務處。 

二、協辦單位：教務處、輔導室、總務處、家長會、志工團。 

   三、實施對象：全校親師生。 

肆、實施策略與期程： 

   一、短期計畫(108 學年度)： 

將本市學生體適能與健康政策，透過本校築底於學生體適能與健康飲食行動計

畫，結合教育部體育署大跑步計畫、Sport Health 150(SH150)方案、普及化運

動取代單向體適能檢測，並融入豐富多元的食農教育課程與在地化飲食教育與

餐前教育，構築本市學校普及化運動與樂趣化體育教學、飲食育教育與新課綱

彈性課程基礎方案，展現學校飲食教育行動力與創新健康體位政策，策略如

下： 

(一)活力臺南、食在健康 

1、健康體位、築底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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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置推動組織 

         成立本校校「體適能與飲食教育工作小組」規劃實際行動措施，讓本校

「體適能與飲食教育工作小組」據以訂定校內行動計畫，以班級導師為基

礎成員、班級為計劃推動單位、學校特色與資源為題材，規劃學校實際行

動方案與措施。 

      (2)飲食教育在地化 

學校以班級或各教學領域為單位，將飲食教育、營養教育午餐政策、校園

食品安全政策，轉化為學校飲食教育行動力，推展創意健康飲食課程。 

       (3)健康體位創意化 

         A、將學生健康檔案管理概念，導入學生健康體位管理，將學校每學 

            期例行填報學生身高、體重與身體質量指數(BMI)至健康體育護照 

            之單向措施，轉化為對 BMI 過輕、過重學生的個別檔案管理，並 

            應用於校內或班級的飲食及運動行動方案。 

         B、結合本校榮譽制度，將飲食教育融入聯絡簿與親子學習單；規劃食育 

            育樂營、結合本市觀光工廠親子體驗飲食教育實作及奠基職探教 

            育概念，豐富飲食教育內涵。 

2、特色運動樂趣化 

     (1)啟發學生運動本能 

將體適能檢測項目(仰臥起坐、立定跳遠、跑步、坐姿體前彎)列為體育課暖

身活動設計中，並以班級或學生個人為單位，結合體育署普及化運動政策，

利用晨間、課間、課餘或課後活動等時間，規劃本校低年級（一至二年

級）、中年級（三至四年級）、高年級（五至六年級）跑步行動或增進體適

能之趣味性體能活動方案，實施「臺南市增進學生體適能—大跑步行動方

案」。 

     (2)結合新課綱，推動學校體育樂趣化教學 

讓學校體育教學結合本市優勢運動項目與學校特色運動種類體育政策，將本

市優勢運動種類或本校特色體育團隊之特色體育項目，融入全校學生體育教

學設計與教學，從學生認識本市優勢運動種類或本校特色體育項目，建構學

生對運動種類與項目的基礎素養與欣賞能力之課程與教學，再逐步設計樂趣

化的優勢種類運動或本校特色體育項目的樂趣教學方案，讓田徑隊之外的學

生也能實際體驗學校特色運動。 

(二)行動體能、惜糧愛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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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餐前 5分鐘、午餐聰明吃 

      以學校健康飲食教育的正式課程教學或每月菜單為中心，結合學校營養 

      師、正式課程教師及導師，依不同年級或班級，藉由學校或班級不同類 

      型的活動、時間，在課程之外，利用學生用餐前 5分鐘，設計非正式課 

      程補充或加強學生健康飲食觀念。 

2、結合健康飲食教育、建構學校本位課程 

      藉由餐前 5分鐘，結合導師、營養師、綜合領域及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 

      將「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及營養素」、「定時定量不偏食」、「節制油、糖、 

      鹽的飲食行為」等健康概念或「健康餐盤正確打菜」、「每日午餐食材介 

      紹」、「飲食知識與用餐禮儀」等飲食行動、概念與素養，建構出具學校 

      特色的「我的餐盤」本位課程，培養學生健康飲食行為，每日利用餐前 

      短短的 5分鐘進行推動，讓學生吃的聰明、吃得健康。 

3、結合食農教育、惜糧惜食愛農 

     從各班做起，整合導師及健康與體育教師，讓學生從食材、食物「認 

     識、種植到烹飪」的歷程，「從農田到餐桌」的運送與製作進行，結合「我 

     的餐盤」本位課程進行餐前教育，培養學生對每日食材惜福感恩、減少午 

     餐剩食比率，紮根地產地銷與節能減碳的概念。 

4、優勢運動普及化 

     在學校特色團隊樂趣化教學之基礎下，進而將學校體育教學課程設計配 

       合校內不同年級體能、本市優勢運動項目及年度各項優勢運動項目國際 

       賽事活動，設計至課程主題教學與活動欣賞、參與的非正式課程中，讓 

       學生認識羽球、舉重、桌球、帆船、划船、射箭、田徑、體操、跆拳道、 

       硬式網球、滑輪溜冰(競速、花式)、現代五項等 12 項本市優勢運動單 

       項。 

   

 二、中、長期計畫(109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 

（一）行動飲食教育、創新健康體位 

本校組成的「學校體適能與飲食教育工作小組」，在 108 學年度推動成果基

礎下，透過省思、修正，滾動調整的方式，聚焦出適合本校的飲食教育介入

行動策略，結合以下方案，導入本校中長期健康飲食教育進行推動： 

      1.將學校行事曆，融入食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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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正式課程搭配健康飲食教育六面向 

          A、規劃本校低年級（一至二年級）、中年級（三至四年級）、高年級

（五至六年級）依行事曆之時間軸進行由淺至深的飲食教育教學，將健

康與體育領域、綜合領域、學校本位課程等不同課程之主題或單元、跨

領域之課程活動，將本校推動的健康飲食教育的面向與內涵，延伸為教

學示例與影片教學，提昇學生健康飲食的知識、行為與素養。 

          B、以問題解決為導向進行課程設計，以歷年校內健康體位、健康檢查之

學生資料（視力、口腔、身高、體重等）為基礎，進行課程教學設計或

菜單設計，在教學課程中，引導學生透過所學來察覺飲食相關問題，進

而引導改善飲食行為的具體行動力、解決問題。 

(2)非正式課程融入飲食教育活動設計 

       A、以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綜合領域、學校本位課程等正式課程為中心，

加入學校行事曆、節慶、節日、季節等元素，藉由不同類型的活動、時間

及資源，在課程外補充或強化健康飲食觀念。  

       B、以教學現場的學生問題，結合理論與實務經驗，規劃設計健康飲食的相

關活動，搭配正式課程教師、家長與社區在地食農資源，以學習單及回饋

單、影片教學等方式，促進學生自我省思，進而應用於生活中。 

2、飲食體能自主管理 

在本校 108 學年度推動健康體位創意方案基礎下，再導入飲食個案管理概

念，每學期進行學生身高、體重測驗，計算並填報學生身體質量指數

(BMI)，填入學生健康體育護照中，從對過輕、過重學生個別追蹤與營養教

育指導，進而培養飲食及運動建議的體能行動力。 

(二)培養運動樂趣、體能習慣養成 

1、實踐現有政策、建立運動習慣 

(1)體適能檢測： 

將仰臥起坐、立定跳遠、跑步等列為體育課暖身活動，並設定不同年段應達

目標，在現行體適能檢測計畫下，維持現行頒發體能表現優良學生的金、

銀、銅獎狀，另再配合 108 學年度「臺南市增進學生體適能—大跑步行動方

案」之跑步行動或增進體適能之趣味性體能活動方案，增設學生體適能進步

獎，鼓勵努力參與提昇體適能的學生。 

(2)推展 SH150 計畫： 

本校實施 SH150 計畫，規劃每個學生體育課以外的每日規律運動，培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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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理意識及作為，自班級做起，由導師帶領，每日晨間、課間進行共同

性運動，再規劃運動存摺等方式增加趣味性，建立學生適性適量的規律運動

習慣。 

2、深化學校普及化運動及樂趣化體育教學 

(1)班級與校際初階普及化與樂趣化體育教學 

依學校規模及班級狀況，於每學年度規劃重點項目辦理校內初賽，再經區域

或校際對抗賽選拔、派隊參加全市決賽。本計劃規劃本校低年級（一至二年

級）、中年級（三至四年級）、高年級（五至六年級）辦理之普及化及樂趣

化運動項目如下：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大隊接力      ● 

樂樂棒球   ● ● ● ● 

健身操 ● ● ● ●   

跳繩接力 ● ● ● ● ● ● 

伍、實施原則 

在計畫目標下，以強化學生體適能及解決常見不適當飲食習性為焦點，在本校健

康體適能與飲食教育的現況基礎下，以短期、中長期之時程，分析聚焦改善重點

問題的對策，將課程規畫與教學納入方案中，並就不同學習階段設定改善與創新

措施，透過有效教學活動，讓學生在健康飲食習慣下，能規律運動提昇體能，其

實施原則如下：  

1、 資料取向決策原則： 

以資料取向的原則決策(data-driren decision making)，設定校內應優先

改善的目標；資料應源自學生體適能與飲食習性現況及問題分析所得，進

而據以規劃能有效達成目標的執行策略與方法。 

2、 務實性原則： 

本校運用師資及社區資源，結合校內特色，在各年級各班全面性推動。 

在行政面，搭配學年營養教育課程，利用護理師、營養師的專業知識，及

教師課程專業，設計適合低、中、高等不同學習階段學生的營養教育課

程，養成學生營養知能。 

3、 可操作性原則： 

透過設計讓學生能參與的午餐或健康飲食實作方案，例如：票選最愛吃的

菜、協助午餐打菜工作、參觀午餐廚房等，課程與體驗操作歷程，進而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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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生建立健康飲食行為。 

4、 效益性原則： 

         規劃本校低年級（一至二年級）、中年級（三至四年級）、高年級（五 

         至六年級）各學習階段具體可達成之健康飲食與體適能量化目標，具體評 

         估與管理本計劃實施的具體成效。 

5、 持續滾動原則： 

視學生改變情形，逐年修正調整計劃年度目標與實施策略，由小到大，由

點到面。並據此每年將計劃內容由淺至深修訂，讓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都

能累進式學習、計劃效益延續提昇。 

 

陸、計畫效益： 

1、 養成學生規律運動習慣及建構健康體位創意政策。 

2、 結合飲食育教育課程與教學，扎根學生的營養知能，轉化學校飲食教 

育行動力。 

3、 將任務型學生體適能政策轉型為學校普及化運動與樂趣化體育教學。 

4、 結合獎勵措施，讓學校飲食教育進階為動態的親子體驗課程與飲食體 

          能自主管理。 

 

柒、奬勵方案： 

1、 獎勵指標： 

(一)本校體適填報率達 99%，體適能檢測通過率達 60%以上。 

(二)本校規律運動學生比率整體提升 10%。 

(三)本校學生體位適中率年度提高率達 0.2%。 

(四)午餐剩食率每學期降低 3%以上。 

 

  二、獎勵檢核機制 

  執行策略 參考指標 
學年目標 

108 109 110 

1. 建置推動組織架構 

1-1 成立本校體適

能與飲食健育工作

小組 

有成立，且規劃實

際行動措施 V V V 



 7 

2 落實現有政策，提升運動習慣 

2-1 SH150 計畫 擬定並執行 SH150

計畫，並依執行狀

況填報體育統計年

報 

V V V 

3.築底策略：利用餐前教育，每日午餐聰明吃 

3-1 提升教師飲食

教育專業能力 

了解飲食教育能力

指標與重點項目 

參訓人數

36 人 

參訓人數

40 人 

參訓人數

45 人 

3-2 導師協助每日

用餐指導 

3-2-1 導師進行用

餐指導 

 

6 成以上

班級導師

可做到 

8 成以上

班級導師

可做到 

9 成以上

班級導師

可做到 

3-2-2 減少午餐剩

食率 

與前年度

每月對照

降低 3%以

上 

與前年度

每月對照

降低 4%以

上 

與前年度

每月對照

降低 5%以

上 

4. 在地永續：結合食農教育，惜福感恩當地食材 

4-1 推動校園自給

農園建置 

補助學校建置自給

農園，每校 1 萬

元。 

申請通過 申請通過 申請通過 

5. 資源整合：豐富飲食教育內容，擴大執行效益 

5-1 結合衛生局、

民間基金會與大專

院校資源 

結合外部單位資源

資源，辦理相關活

動。 

3 場以上 4 場以上 5 場以上 

6. 家庭出發：納入家庭作業，親子共行更健康 

6-1 普及飲食教育

宣導 

本校結合親師座

談，辦理相關講

座。 

至少 1場 至少 1場 至少 1 場 

6-2 結合校內獎懲

機制，納入家庭作

業 

 V V V 



 8 

 

三、敘獎標準 

 全校當學年度未達

指標 

全校當學年度達指

標之班及，達全校

班級數 50% 

全校當學年度達指

標之班及，達全校

班級數 75% 

13-24 班

學校 

行政人員無獎勵。 

班級學生有達標

者，班導師及健體

認課教師嘉獎 1

次。 

行政人員 4人及達

標者班級之導師與

健體任課教師嘉獎 1

次。 

行政人員 4人及達

標者班級之導師與

健體任課教師嘉獎 2

次。 

    ￭健體領域任課教師為實際參與推動者嘉獎以 2次為限 

    ￭學校之護理師及營養師優先列為行政人員獎勵名單，若未參與者不予列 

     入。 

捌、本計畫併同附件計畫示例，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附件壹、臺南市大跑步實施計畫（示例）（草案） 

 

一、依據： 

    （一）國民體育法第 6條規定。 

（二）教育部體育署大跑步計畫。 

    （三）教育部體育署 Sport Health 150(SH150)方案。 

二、目的： 

    （一）增進本市學生跑步能力，以提昇學生體適能，並培養具有規律運動 

          能力之國民。 

    （二）本市學生(四至九年級)體適能中等以上比率逐年提升至 70%。 

    （三）本市學生規律運動習慣比例逐年提升至 90%。 

三、實施對象： 

（一）本市所屬各國小學生：以「本能啟發、樂趣培養」為實施原則，教 

      導國小學生跑步基本方法，培養慢跑樂趣。 

     （二）本市所屬各國中學生：以「體能鍛鍊、習慣養成」為實施原則，期 

           望以慢跑來鍛鍊學生體魄，培養慢跑習慣。 

四、實施方式： 

    （一）以班級或學生個人為單位，利用晨間、課間、課餘或課後活動等時 

          間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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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記錄表請於每個月底由學年主任收齊送交學務處體育組，並於學期 

          末統計全學期次數後上傳至體育署跑步大撲滿紀錄平台及教育局填 

          報系統。 

五、實施地點： 

    （一）晴天：學校操場。 

    （二）雨天或空氣品質不良日(AQI>151)：活動中心或校內其他適合實施室 

          內運動之場地。 

六、建議實施時間： 

（一）晨間活動(8：20~8：40)：含學生朝會後及導師時間。 

（二）課間活動時間。 

（三）其他(課餘、課後活動或晚間家庭運動時間等)。 

七、建議實施內容級方式： 

（一）實施內容： 

以進行跑步活動為原則，如遇雨、空氣品質不良日或其他不適合進行跑步 

運動之情形，且不便於室內進行跑步活動時，建議以跳繩或其他能增進體 

適能之趣味性體能活動取代（課程設計可參考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網站之 

體適能遊戲教學參考。每次若進行跑步距離及跳繩次數，依學生年齡不同 

建議如下： 

 

 

 

 跑步活動 跳繩活動 

國小低年級（一至二年

級） 

200－400 公尺 不限制次數，採鼓勵練

習性質 

國小中年級（三至四年

級） 

400－600 公尺 三年級(每分鐘 30下) 

四年級(每分鐘 50下) 

連續跳繩 1分鐘 

國小高年級（五至六年

級） 

800－1,000 公尺 五年級(每分鐘 80下) 

六年級(每分鐘 100 下) 

連續跳繩 2~3 分鐘 

國中（七至九年級） 1,000－1,600 公尺 連續跳繩 4~5 分鐘 

※註：本項目預期目標僅供參考，可依學年共識或各班要求彈性調整 

 

（二）實施方式： 

    1.個人挑戰活動： 

(1)一學年一超馬：每位學生每學年跑量累積為超級馬拉松跑量，國小 

   低、中年級學生每學年跑量累積至 65 公里，國小高年級及國中生每 

   學年跑量累積至 100 公里。每學年達標學生可獲科學教育館免費入場 

   1 次，並頒發表揚狀。 

(2)里程累積英雄榜：每學期各班級跑量累積前三名學生獲精美小禮(依 

   年度規劃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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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畢業生於在學期間登錄里程，累積里程數於國小畢業時環臺一圈(累計 

     1,080 公里以上)，國中畢業達跑向東南亞(累計 2,232 公里以上)者， 

     安排公開表揚。 

    2.班際競賽：以各班級跑量總累積里程數作為年級競賽，建立全校各年級 

      跑量排行榜。 

    3.校際競賽：以班級為單位參加本市普及化運動大跑步接力比賽。 

八、注意事項： 

1.凡具有先天性疾病或身體虛弱經醫師診斷不宜激烈運動者，得免參加。 

2.實施跑步活動如學生身體狀況有不適者，得免參加。 

3.實施跑步活動前，須有適度之熱身活動。 

4.應儘量避免於飯前、飯後半小時內實施跑步活動。 

5.氣溫過高及紫外線指數較高之時段，應儘量避免實施跑步活動。 

6.以循序漸進為原則，在推動之初不宜要求學生達到特定目標。 

7.活動實施時，導師應在旁指導並注意學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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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 109 學年度大跑步計畫學生自主管理登記表 

 

  年   月     年   班        導師：_________________ 

學生自主管理登記每日跑量(請張貼於教室布告欄)  
項目 每天跑步圈數 小計 
日

期 

 

座

號 

                       

總

里

程

(公

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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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運動時間包含上學前、早自修、課間活動、下課時間、課後活動等，登記每日累積跑量，並總計每

月總跑量(公里)。 

導師：                體育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附件貳、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 108 學年度 

「健康體適能與飲食教育」行動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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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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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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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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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飲食店家居多，校門對面為速食店，部份學生早餐或放學

後點心選擇漢堡、炸雞、蛋糕、奶茶、巧克力牛奶等高油高脂飲食；另有部份學生習

慣不吃早餐或以餅乾零食代替；少部份表示家長忘記購買早餐。健康飲食與健康體能

為構成健康體位的重要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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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學生之體位健康情形卻不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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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計畫內容： 

(1) 健康體適能計畫 

1. 辦理常態性班級體育競賽，提升學生經常性活動 

項次 項目 日期 備註 

1 樂樂棒球賽 9 月底至 10 月中 五六年級 

2 健康操 4 月中 三四年級 

3 運動會 12 中旬 全校 

4 跳繩對抗賽 3 月~4 月 一年級 

5 3 對 3 籃球鬥牛賽 6 月初 六年級 

6 九宮格神投 4 月~5 月 二年級 

2. 成立運動性團隊及課後社團，培養學生運動習慣 

項次 項目 時間 備註 

1 田徑隊 每週一二四 16:00~17:30 四~六年級 

2 戰鼓隊 每週三 8:00~9:20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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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撥拉棒校隊 每週三 8:40~9:20 五~六年級 

4 彈腿 每週四 8:00~9:20 四年級舞蹈班 

5 功夫扇 每週五 13:30~15:00 四年級舞蹈班 

 

社團名稱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撥拉棒 每週三 12:40~14:10 一~六年級 

兒童律動 ABC 班 每週二 16:00~17:30 幼~二年級 

跆拳道 每週三 12:40~14:10 一~六年級 

3. 推動 SH150 活動，鼓勵學生戶外活動 

 

(1)時間：每日上學的下課時間 

(2)場地：根據校園空間分布特性及運動性質，規畫運動地圖。 

(3)項目：依據學校現有體育器材，及學生喜好運動項目的程度，規劃運動項目有羽

毛球、籃球、足球、躲避球、跳繩、排球等。 

(4)實施：學生於上述規定運動時間，先行至舊校門川堂或學務處辦公室外拿運動器

材之後，再到運動規劃區域進行運動。體育器材的借用方式以無記名方式，先到先

選擇運動器材，拿完為止，當運動時間終了、上課鐘聲響或不再繼續使用時，由借

用運動器材之學生歸還，有規劃體育小志工管理，請務必遵守規範。器材若遺失減

少，會到下一學年後才會補充，請學生要愛惜使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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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鐘築

底。 

5. 推動體育署大跑步計畫，引導學生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2) 飲食教育計畫 

1.藉由營養宣導，讓學生明白健康食物的重要性。 

(1)營養師搭配每月菜單附載營養常識。 

(2)健康專欄進行主題式營養教育文宣。 

(3)營養師上下學期於學生早會各進行一次營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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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一 Q、食物

的熱量、食物的烹調、異國食物、惜福愛物等七項。 

3.建構學校本位課程：我的餐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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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整合社會資源，豐富教育內容。 

  董氏基金會，健康吃快樂動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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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雨霖 校    長 委員會召集人暨主持計畫的推動。 

協同主持人 陳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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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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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宗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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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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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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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鈺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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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世瓏 專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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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玟君 
一年級學年主

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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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杜槑 
二年級學年主

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林佳誼 
三年級學年主

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黃君怡 
四年級學年主

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卓小真 
五年級學年主

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王藝蓁 
六年級學年主

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陳貞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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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晏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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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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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實施期程： 

 

 108/

9 

108/

10 

108/

11 

108/

12 

109/

1 

109/

2 

109/

3 

109/

4 

109/

5 

109/

6 

            月          

次序 

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第 

9 

月 

第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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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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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議題  

4.擬定計畫 
          

  

5.編製教材及教

學媒體 

          

  

6.建立網站與維

護 

          

         

7.擬定過程成效

評量工具 

          

  

8.成效評量前測   
 

       
 

9.執行健康促進

計畫 

          

        

10.過程評量 
          

     

11.成效評價後

測  

          

   

12.資料分析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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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健康體適能及飲食 

    衛教知識。學生對健康體適能及飲食衛教認知率達 95﹪以上， 

    體位不良學生比率能降低 0.5%。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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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生體育活動多元發展，畢業每人至少學會一項運動技能。 

(四)學生規律運動習慣比例逐年提升。 

(五)學生能養成健康飲食及珍惜食物的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