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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新進國小108學年度「健康體適能與飲食教育」行動計畫 

一、 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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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青少年體重過重及肥胖

是國內外皆重視的健康問題，肥胖將增加成年後相關慢性疾病的罹患率與死亡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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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改善學生及教職員健康知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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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位於臺南市新營區北邊，屬於都會型的街區，學校南面靠近市政府民治中

心，北面學區屬於農業區，東面臨中正路市街，商店多生意鼎盛，西面是住宅區，

社區居民大部分從事公、教職及商。于民國四十五年八月設校，定名為臺南縣新營

鎮新進國民學校，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奉命改制為臺南縣新進國民小學，民國九十九

年十二月縣市合併後更名為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目前班級數普通班有38班、

藝才班4班、特教班2班，共44班，學生數有1122人，教職員工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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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校重視的

課題。 

本校週邊商家林立，以飲食店家居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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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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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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107學年度上學期體位適中的比率65%，體位不良學生為35%；而下學期體

位適中的比率67%，體位不良學生降為33%，顯見學童健康自主管理略有進步，本校

持續將健康的概念由學校擴展到家庭及社區中。 

 

 

 

 

 

 

 

 

 

 

 

 

 

 

五、 計畫內容： 

(一)健康體適能計畫 

1.每年11-12月辦理常態性班級體育競賽，提升學生經常性活動 

  二年級---足球射門 

  三年級---樂樂棒 

  四年級---躲避球 

  五年級---足壘球 

  六年級---三對三籃球鬥牛賽 

2.成立課後社團，培養學生運動習慣 

項次 社團名稱 時間 備註 上課地點 

1 羽球 A 每週一16:00~17:30 四~六年級 活動中心 

2 籃球 每週二16:00~17:30 一~六年級 活動中心 

3 扯鈴 每週三16:00~17:30 一~六年級 活動中心前 

4 直排輪 每週三16:00~17:30 一~六年級 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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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羽球 B 每週四16:00~17:30 四~六年級 活動中心 

6 跆拳 每週四16:00~17:30 一~六年級 活動中心前 

7 太鼓 每週四16:00~17:30 一~六年級 活動中心二樓 

8 跳繩與遊戲 每週五16:00~17:30 一~六年級 操場 

9 游泳 每週六9:00~11:30 一~六年級 太平洋游泳池 

10 飛盤與遊戲 每週六8:00~9:30 一~六年級 新營體育場 

        

3. 成立運動性團隊，培養學生運動習慣 

項次 社團名稱 時間 備註 上課地點 

1 棒球隊 每日8:00~8:30 一~六年級 操場 

2 田徑隊 每週一二8:00~8:30 一~六年級 操場 

3 籃球隊 每日8:00~8:30 一~六年級 操場 

4 啦啦隊 每日8:00~8:30 一~六年級 活動中心 

5 飛盤及跳繩 每週五8:00~8:30 五~六年級 操場 

 

4.推動 SH150活動，鼓勵學生戶外活動 

校園各角落 
跑步活動 

(晨間、課間、課餘活動) 
課間活動(跳繩) 

國小低年級 每日至少2圈(400公尺) 採鼓勵性質 

國小中年級 每日至少2圈(400公尺) 每日累計100下 

國小高年級 每日至少4圈(800公尺) 每日累計15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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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

鐘築底 

6.推動體育署大跑步計畫，引導學生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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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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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畢業生於在學期間登錄里程，累積里程數於國小畢業時累計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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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飲食教育計畫 

1.藉由午餐廚房營養宣導，讓學生明白健康食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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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營養師搭配每月菜單附載營養常識。 

(2)廚房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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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辦理青菜吃光光活動。 

 實施對象：本校全校學生。 
 實施期間：108學年度每學期（第5週起至第15週） 
 「青菜吃光光」活動圖案說明： 

               外圍：新進校徽 
               內圈：穿著蟲蟲衣服的小朋友手拿青菜 
               意涵：在新進校園內的小朋友，認真的大口吃青菜就像幼蟲，終會

蛻變成強壯、健康的蝴蝶。 
 「青菜吃光光」活動實施方式: 

 期初各班發給活動圖卡，貼於教室佈告欄，請老師介紹活動內
容。 

 請各班老師自評，每週「青菜吃光光」做到的程度。 
 學期末回收統計並公告自評成績。 

(「青菜吃光光」-全部做到，為統計基準) 
 由午餐執秘、營養師、廚工、衛生組長不定時進行實地抽評加

分。 

週 次 實 施 內 容 備    註 

第4週 宣導及發放營養午餐「青菜吃光光」自評

表 

 

第5~15週 各班實施自評  

第16週 回收自評表  

第16~17週 統計、公告自評成績  

第18-21週 供應班級獎品  

 「青菜吃光光」活動紀錄方式: 
          新進國小108學年度第   學期營養午餐青菜吃光光自評表  
                                                        班級:  年    班 

               青菜吃光光   

週次 全部做到 大部分做到 尚待加強 備註(累計共11週) 

第5週~         

第15週         

期末給獎勾選：    

 □本學期同學「青菜吃光光」表現優異，應給予獎勵。 

 □本學期同學「青菜吃光光」有進步了，應給予進步獎鼓勵。       

 □本學期同學「青菜吃光光」尚須改善，下學期繼續加油。 
 

 獎勵方式: 
 期末由老師與同學就整學期表現，自行於「期末給獎勾

選」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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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菜吃光光全校前 5名的班級加發獎勵品。 

2. 建構健康飲食課程： 

(1)「我的餐盤」健康飲食正式課程： 

健康飲食正式課程(我的餐盤) 

年級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一 

營養的食物 

活動 1：食物調色盤 

活動 2：飲食好習慣 

均衡飲食金字塔 

活動 1：認識六大類食物 

活動 2：我愛吃早餐 

二 

健康行動家 

活動 1：早餐健康吃 

活動 2：飲食大原則 

活動 3：吃得對 長得好 

蔬果 give me five 

活動 1：多喝白開水 

活動 2：天天二份奶 

活動 3：天天運動去 

三 

健康家庭有妙招 

活動 1：飲食安全小偵探 

活動 2：飲食紅綠燈 

活動 3：含糖飲料有點壞 

健康百分百 

活動 1：天天吃早餐 

活動 2：早餐面面觀 

活動 3：白開水你是誰 

四 

飲食與運動 

活動 1：神奇的營養素 

活動 2：飲食運動要注意 

優質全穀好比例 

活動 1：吃全穀顧健康 

活動 2：黃金比例 221 

五 

前進健康體位 

活動 1：我的健康體位 

活動 2：健康觀測站 

活動 3：身體動動 ABC 

飲食面面觀 

活動 1：飲食學問大 

活動 2：世界飲食大不同 

活動 3：買得用心吃得安心 

活動 4：飲食安全自己把關 

六 

健康我最行 

活動 1：少油少糖增健康 

活動 2：健康飲食，我決定 

活動 3：有機耕作蔬果優/低碳飲食

愛地球 

健康飲食生活 

活動 1：飲食安全與衛生 

活動 2：營養標示看仔細 

活動 3：爺爺過生日、活動 

 結合獎勵制度，將飲食教育融入聯絡簿與親子學習單 

 以問題解決為導向進行課程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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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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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飲食非正式課程 

 利用學生用餐前 5分鐘，設計補充或加強學生健康飲食觀念 

 導師進行用餐指導，減少午餐剩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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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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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節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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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整合社會資源，豐富教育內容 

(1)灃食基金會，架構食育教材及午餐食譜可供運用。 

(2)董氏基金會，健康吃快樂動專案。 

(3)交通大學生活技能融入健康體位課程。 

(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網站。 

六、檢核機制 

  執行策略 達成指標 

1.成立「體適能與飲食健育工作小

組」 
有成立，且規劃實際行動措施 

2.體適能檢測 
各校填報率應達100%，體適能檢測通

過率應達60%以上 

3.SH150計畫 
擬定並執行學校 SH150計畫，並依執

行狀況填報體育統計年報 

4.普及化運動 

學校規劃參與大跑步計畫並上傳數

據，及派對參加本市辦理大隊接力比

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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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導師協助每日用餐指導 減少午餐剩食率較前月減少1%以上 

7.鼓勵學校結合農政資源或社區資

源推動健康體位活動 
每學期至少一場 

8.結合親師座談，辦理相飲食教育

宣導，並納入家庭作業 
每學期至少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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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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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耿鐘 校    長 委員會召集人暨主持計畫的推動。 

協同主持人 何翊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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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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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勝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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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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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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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俊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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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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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姿吟 一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黃克倫 二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張鈺玫 三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陳麗名 四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洪偉朕 五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吳雅玲 六年級學年主任 學年活動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姜夙娟 

陳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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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華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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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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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煒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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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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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施期程： 

 

 108/9 108/1

0 

108/1

1 

108/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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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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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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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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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以上，全校學生體位適中率上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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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養成健康飲食及珍惜食物的習慣。 

(四)學生規律運動習慣比例逐年提升。 

    (五) 凝聚學校健康促進的共識及建立健康校園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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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國小大跑步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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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本校學生跑步能力，以提昇學生體適能，並培養具有規律運動 

     能力之國民。 

    （二）本校學生(四至六年級)體適能中等以上比率達 60%以上。 

    （三）本校學生規律運動習慣比例逐年提升至 90%。 

三、實施對象：本校國小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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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實施方式： 

    （一）以班級為單位，利用晨間、課間、課餘或課後活動等時間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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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跳繩取代。每

次若進行跑步距離及跳繩次數，依學生年級不同如下： 

 

 跑步活動(室外) 跳繩活動(室內) 

國小低年級 

（一至二年級） 
每日至少 400公尺 採鼓勵性質 

國小中年級 

（三至四年級） 
每日至少 400公尺 每日累計 100下 

國小高年級 

（五至六年級） 
每日至少 800公尺 每日累計 15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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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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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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畢業生於在學期間登錄里程，累積里程數於國小畢業時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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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區 OO國小 109 學年度大跑步計畫學生自主管理登記表 
學生自主管理登記每日跑量(請張貼於教室布告欄) 

  年   月     年   班        導師：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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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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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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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臺南市新進國小健康飲食暨體適能行動計畫執行成果表 

授課教師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班級人數  

活動目標  

正式課程執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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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臺南市新進國小健康飲食暨體適能行動計畫執行成果表 

授課教師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班級人數  

活動目標  

非正式課程執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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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臺南市新進國小健康飲食暨體適能行動計畫執行成果表 

承辦單位 各處室/午餐廚房/校外課程/戶外教育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班級人數  

活動目標  

執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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