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民小學 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 

週三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一覽表 

週

別 
研習日期 進修活動內容名稱 

講師 研

習

時

數

研習地點 
承辦處

室 

1 08/30 數學共備 part1 
吳佳慧老師 2 視聽教室 教務處 

2 09/06      

3 09/13 

成績系統作業說明 

飛番教學雲及運用自由軟體於

課程教學 

連子菁老師

鄭智尹老師
3 電腦教室 教務處 

4 09/20 環境教育－空氣品質  2 視聽教室 學務處 

5 09/27 國語共備 黃惠美老師 3 視聽教室 教務處 

6 10/04      

7 10/11      

8 10/18      

9 10/25 生命教育策略聯盟研習 周明輝醫師 2 視聽教室 輔導室 

10 11/01      

11 11/08 語文領域 彭遠芬老師 3 視聽教室 教務處 

12 11/15      

13 11/22 語文領域 彭遠芬老師 3 視聽教室 教務處 

14 11/29 數學共備 part2 吳佳慧老師 2 視聽教室 教務處 

15 12/06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蔡沂真督導 2 視聽教室 學務處 

16 12/13      

17 12/20 競技疊杯運動與休閒 

中華競技疊

杯運動推廣

協會 

2 武德殿 教務處 

18 12/27      

19 01/03      

20 01/10      

21 01/17 定期評量週-校務會議 
 

 視聽教室 總務處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民小學 106 學年度第二學期 

週三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一覽表 

週

別 
研習日期 進修活動內容名稱 

講師 研

習

時

數

研習地點 
承辦處

室 

1 2/14      

2 2/21      

3 2/28      

4 3/7 
保健體驗課程與校外參訪 

(自由報名參加) 
BEING sport 2 

夢時代 5樓 

統一健身俱

樂部 

教務處 

5 3/14 桌遊好好玩 武君怡老師 3 武德殿 教務處 

6 3/21 用藥安全 鄭朝仁藥師 2 視聽教室 學務處 

7 3/28 性平教育研習 蔡沂真老師 2 視聽教室 學務處 

8 4/4      

9 4/11 新詩創作 陳禹齊老師 3 視聽教室 教務處 

10 4/18 國語文教學 胡融昀老師 2 視聽教室 教務處 

11 4/25 班級經營 陳禹齊老師 3 視聽教室 教務處 

12 5/2 自閉生在普通班的輔導策略 彭麗蓉老師 2 視聽教室 輔導室 

13 5/9 國語.閱讀心智圖 寧定威老師 2 視聽教室 教務處 

14 5/16 環境教育 黃煥彰教授 2 視聽教室 學務處 

15 5/23 金融基礎教育融入教學 周文偉老師 2 視聽教室 教務處 

16       

17 6/6      

18 6/13      

19 6/20      

20 6/27      

 

 

 



台南市忠義國小 106 學年度『代謝症候群及三高研習』成果照片 

辦理學校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 

聯絡資料 聯絡人 薛心淇 e-Mail tnkiki@gmail.com 

電話 06-2222768#111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路二段 2號 

活動名稱 教師週三進修研習 

活動內容 了解何謂三高及三高對身體所帶來的影響 

活動時間 106.05.10 

活動對象 全體教職員工 

活動人數 55 

執行成果

及效益

(簡要說

明) 

1. 利用週三教師研習時間，讓同仁們針對代謝症候群了解 

2. 讓全校同仁了解如何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健康 

3. 藉由研習讓同仁們能與醫師近距離的與同仁進行相關問題的諮詢與互

動。 

執行成果照片 

醫師說明三高是如何形成 老師們聚精會神聆聽醫師的說明 

醫師說明三高如何治療才能有效控制 醫師的經驗談讓同仁們更加愛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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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臺南市國中小健康促進宣導活動執行成果表 

辦理學校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 

聯絡資料 

聯絡人 黃瓊慧 e-mail tnpaupau@gmail.com 

聯絡電

話 

06-

2222768#733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2號 

活動名稱 登革熱防治 

活動內容 介紹登革熱傳播的途徑及發病症狀，以及防治之道 

活動時間 106.10.03 

活動對象 全體師生 

活動人數 769人 

執行成果及

效益 

(簡要說明) 
 

1. 讓學生透過影片了解在野外活動時要防範被蚊子叮咬。 

2. 了解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是登革熱主要傳播途徑，被病媒蚊

叮咬後可能會發生疾病。 

3. 了解登革熱的主要症狀 

4. 知道蚊子的幼蟲是生活在水中，如果沒有積水，就不會孳生

病媒蚊，所以防治登革熱首要之道就是清除積水容器。 

5. 了解孳生源處理的四原則---巡、倒、清、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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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照片 

  

說明：呈現登革熱疾病作戰主題。 說明：什麼是登革熱。 

  

說明：學生專注地觀看登革熱防治

宣導影片。 

說明：介紹登革熱會出現的症狀。 

  

說明：沒有孳生源就沒有病媒蚊，

如此就能防範登革熱。 

說明：了解孳生源處理的四原則---

巡、倒、清、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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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臺南市國中小健康促進宣導活動執行成果表 

辦理學校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 

聯絡資料 

聯絡

人 

黃瓊慧 e-mail tnpaupau@gmail.com 

聯絡

電話 

06-

2222768#733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2號 

活動名稱 空氣汙染防制宣導 

活動內容 了解空氣品質不佳形成的原因，以及對身體造成的影響，從

而知道如何自我保護 

活動時間 106.11.28 

活動對象 全體師生 

活動人數 769人 

執行成果及

效益 

(簡要說明) 
 

1. 介紹新的空氣品質指標 AQI。 

2. 了解什麼是細懸浮微粒及其濃度分類，以及其來源。 

3. 了解生活環境中的懸浮微粒(PM10)與細懸浮微粒(PM2.5) 
及其對健康的影響。 

4. 了解有76個國家級空氣品質監測站，幫我們監控。 

5. 介紹多元空氣品質資訊來源，以能即時掌握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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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照片 

  

說明：揭示今日宣導主題。 說明：PM2.5及 PSI整合成 AQI，也

就是目前的空氣品質指標。 

  

說明：告訴學生空氣汙染會影響能

見度。 

說明：了解我國有六種國家級空氣

品質監測站，讓我們掌握空氣品質

概況，來自我保護。 

  

說明：介紹生活環境中的懸浮微粒

(PM10)與細懸浮微粒(PM2.5) 及其

對健康的影響。 

說明：不同顏色空氣品質旗幟代表

活動建議。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 106學年度 
教師專業進修研習活動成果報告 

 

一、時間：1061220(PM2：00-4：00) 

 

二、 地點：武德殿  

 

三、研習名稱：競技疊杯運動與休閒 

 

四、主講人：中華競技疊杯運動推廣協會講師  

  

  

  
 

 

 

 

 

 



 

五、內容摘要：  

   1. 競技疊杯（英語：Sport Stacking，以前又稱史塔客或飛疊杯。為凸顯其運動性，於 2010 年統 

      一中文名稱為競技疊杯）是一項新興的個人或團體運動，這運動要求選手要以最快的時間把杯子 

      按規律疊高後還原。現時，競技疊杯日漸流行起來，至 2007 年，全球已有超過二萬間學校把這 

      運動列入正規的體育課程。 

    2. 根據世界競技疊杯聯會規定，競技疊杯運動可以分為三個項目﹕ 

    333﹕需要使用 9 個杯子，每 3 個一組，選手要先把每組杯子疊成金字塔，最後重新組合回原 

             狀。 

    363﹕使用 12 個杯子，左、右兩旁各有 3 個杯子，中間 6 個。同樣的，選手需要把每組杯子疊  

         成金字塔，最後重新組合回原狀。 

    循環式﹕使用 12 個杯子，選手需要按以下規則完成賽事﹕先完成 3-6-3 項目，再完成 6-6 項 

            目，然後是 1-10-1，最後收為 3-6-3。 

       重要規則﹕運動員不能同時把兩組杯子疊高﹔ 

                 若運動員在疊起或還原杯子時失手，則要重新開始把杯子疊高或還原。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國民小學 106 學年健康促進正確用藥&全民健保大哉問有獎徵答成果 

標題 兒童朝會正確用藥&全民健保大哉問有獎徵答 

時間 107.03.06 

主辦單位 學務處 

對象 全校師生 

人數 772 人 

說明：呈現宣導主題。 說明：依序呈現題目進行有獎徵答。 

說明：學生踴躍舉手熱烈搶答。 說明：被抽中之學生回答問題  

三、回饋與檢討： 

1. 學生透過有獎徵答，對於正確用藥&全民健保有更正確的觀念，用藥五
大核心能力、及全民健保相關知識都更札實。 

2. 辦理有獎徵答時，學生都很有興趣，通常能吸引他們的目光，達到宣
導的效果。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 106學年度 
教師專業進修研習活動成果報告 

 

一、時間：1070301(PM1：30-3：30) 

二、地點：統一健身中心  

三、研習名稱：「保健體驗課程與校外參訪」 

四、主講人：統一健身教練群  

  

  

  
五、內容摘要： 
1.「運動」，是一種有計畫、有組織且具重要性的體能活動，其主要目的是促進 

   或保持體適能。 

2.運動必須可以隨心之所欲，充分做好身心的準備，在合適的時與地，著舒適 

  的服裝，最好迎著溫暖的陽光與清新的空氣，量力而為，隨時可以依身體的 

  感覺而停止。運動更有助新陳代謝，調節身心，增強健康。 



3.運動是非常特別的健康行為，不但可以促進身心健康，抒解壓力，增加工作 

  和讀書效率，提升生活品質，而且在競爭劇烈偏向物質化的社會，運動也是 

  促進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亦可排遣閒暇時間的疲勞，以及促進社會和諧的 

  休閒活動。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國民小學 106 學年健康促進全民健保宣導成果 

標題 兒童朝會全民健保宣導 

時間 107.02.27 

主辦單位 學務處 

對象 全校師生 

人數 772 人 

說明：呈現宣導主題。 說明：了解實施全民健保的好處。 

說明：了解就醫時所使用之健保卡的功能。 說明：讓學生了解勿重複就醫，多吃藥易傷

身。 

三、回饋與檢討： 

1. 學生認識有加入全民健保之醫療院所或藥局的標誌，是全體國民從出生開始
都要參加的保險，可以花較少的錢得到更多的醫療照顧，了解健保卡如何適當

保存，以及部分負擔的意義。 

2. 透過宣導，學生了解小病到診所，大病才到大醫院，讓全民健保資源發揮最大的

效益。 



 

 

台南市忠義國小 106學年度『正確用藥教育宣導』成果照片 

辦理學校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 

聯絡資料 
聯絡人 薛心淇 e-Mail tnkiki@gmail.com 

電話 06-2222768#111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 2號 

活動名稱 正確用藥教育宣導 

活動內容 社區藥師蒞校說明如何正確用藥 

活動時間 106.10.02 

活動對象 全校學童及全體教職員工 

活動人數 810 

執行成果

及效益

(簡要說

明) 

1. 了解藥物該如何服用才是正確 

2. 了解服用成藥之後遺症 

3. 了解藥物能治病也能致病需遵從醫囑服藥 

4. 明白何謂藥物分三級 

執行成果照片 

 

  了解藥物能治病也能致病需遵從醫囑

服藥 
服用成效之可怕 

  

學童們正聚精會神聆聽藥師之宣導 校長頒發感謝狀 

 



臺南市106學年度忠義國民小學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用藥安全週三教師進修研習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7年 3月21日 參加人數 0 8 50 

簡述活動內容 1. 了解目前學生藥物濫用情形及對生理、心理、社會的危害  

2. 說明台灣管制藥品與毒品分四級 

3. 認識毒品的包裝，防範未然 

4. 常見的藥物濫用防治之道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藥師呈現今日研習主題 說明：教師用心聆聽 

 

 

 

 

說明：藥師說明如何正確用藥 說明：簽到、簽退表 
 



 

 

台南市忠義國小 106 學年度『口腔衛教宣導』成果照片 

辦理學校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 

聯絡資料 
聯絡人 薛心淇 e-Mail tnkiki@gmail.com 

電話 06-2222768#111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路二段 2號 

活動名稱 口腔衛生宣導 

活動內容 利用兒童朝會時間進行口腔衛教宣導 

活動時間 107.04.03 

活動對象 全體學童 

活動人數 770 

執行成果

及效益

(簡要說

明) 

1. 宣導齲齒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2. 學生透過貝氏刷牙法，知道每一顆牙齒都應該刷到，也了解早上應吃完

早餐再刷牙，三餐吃完也都應把牙齒刷乾淨。 

3. 說明含氟潄口水如何使用 

執行成果照片 

宣導口腔保健的重要 說明含氟潄口水如何使用 

示範正確的貝氏潔牙法 護理師宣導齲齒所引起的併發症 

 



 

 

台南市忠義國小 106 學年度『視力保健宣導』成果照片 

辦理學校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 

聯絡資料 
聯絡人 薛心淇 e-Mail tnkiki@gmail.com 

電話 06-2222768#111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路二段 2號 

活動名稱 視力保健宣導 

活動內容 利用兒童朝會視力宣導 

活動時間 107.04.03 

活動對象 全體學童 

活動人數 770 

執行成果

及效益

(簡要說

明) 

1. 若能具備正確的護眼知識，則一輩子的靈魂之窗就能受到保護。
2. 學童「保持距離、中斷用眼、戶外運動」是維持良好視力的不二法門 

3. 「螢幕愈大，距離愈遠，就愈不容易近視」 

執行成果照片 

上下學期學童視力不良比較圖 視力保健正確觀念宣導 

提醒孩子少用 3C 產品 

要保護自己的眼睛。 

護理師宣導近視所引起的併發症及危

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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