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學年度新湖國民小學慶祝兒童節登山健行活動成果報告 

「師生 Fun 內湖 幸福 on our way」 

一、活動內容說明： 

(一)工作流程：全校性的大型活動規劃，時程的掌握非常重要，特將此次活

動規劃時間，詳列如下： 

日   期 工作內容 

110 年 3 月 08 日 完成活動計畫草案 

110 年 3 月 16 日 完成活動計畫核定 

110 年 3 月 22 日 發下全校活動通知 

110 年 3 月 29 日 教師晨會說明活動內容及注意事項 

110 年 3 月 31 日 活動日 

110 年 4 月 16 日 完成問卷統計及活動檢討 

(二) 活動內容及人員分配： 

時間 活動內容 負責人員 

08：20 集合 

08：25 出發 

 

◎返校後至

放學前由各

班導師自行

安排活動內

容。 

【六年級】 

1、地點：白鷺鷥山 

2、內容：健行、體能活動 

3、抵達山頂後全班進行合照。 

4、各班自訂返校時間，返校前

與返校後皆務必向領隊回

報。 

1、總領隊：林芳如校長 

2、領隊兼任攝影： 

   曾國基主任 

3、六年級各班導師 

4、各班隨行人員： 

班級 隨行人員 

601 郭文信老師 

602 顧  璇老師 

603 何晟維老師 

604 賴佳楓老師 

605 許家瑋老師 



08：25 集合 

08：30 出發 

 

◎返校後至

放學前由各

班導師自行

安排活動內

容。 

【四年級】 

1、地點：大湖公園 

2、內容：健行、體能活動 

3、抵達公園後全班進行合照。 

4、各班老師帶開進行活動。 

5、各班自訂返校時間，返校前

與返校後皆務必向領隊回

報。 

1、領隊兼任攝影： 

   方萱玉老師 

2、四年級各班導師 

3、各班隨行人員： 

班級 隨行人員 

401 
高斐然老師(代導師) 

劉宴華老師 

402 邱禹僑老師 

403 邱煒哲老師 

404 黃惠苓老師 

405 
王傳璋老師(代導師) 

吳麗華老師 

08：30 集合 

08：35 出發 

 

◎返校後至

放學前由各

班導師自行

安排活動內

容。 

【三年級】 

1、地點：大港墘公園 

2、內容：健行、體能活動、 

3、抵達公園後全班進行合照。 

4、各班老師帶開進行活動。 

5、各班自訂返校時間，返校前

與返校後皆務必向領隊回

報。 

1、領隊兼任攝影： 

   陳尊傑老師 

2、三年級各班導師 

3、各班隨行人員： 

班級 隨行人員 

301 劉沛彤老師 

302 吳傳仁老師 

303 
何雯琪老師(代導師) 

陳泓芝老師 

304 洪玫英老師 

305 施月惠阿姨 

306 薛雪萍老師 
 



08：35 集合 

08：40 出發 

 

◎返校後至

放學前由各

班導師自行

安排活動內

容。 

【五年級】 

1、地點：內湖極限運動公園 

2、內容：健行、體能活動、 

3、抵達運動公園後，全班進行

合照。 

4、各班老師帶開進行活動。 

5、各班自訂返校時間，返校前

與返校後皆務必向領隊回

報。 

1、領隊兼任攝影： 

   塗淑君老師 

2、五年級各班導師 

3、各班隨行人員： 

班級 隨行人員 

501 塗淑君老師 

502 李弘仁老師 

503 陳立仁老師 

504 黃惠湘老師 

505 蘇宗弘老師 
 

08：40 集合 

(於 1F 南風

雨操場集合

出發，由王

淑華護理師

協助開關門) 

08：45 出發 

 

◎返校後至

放學前由各

班導師自行

安排活動內

容。 

【二年級】 

1、地點：明美公園 

2、內容：健行、體能活動 

3、抵達公園後全班進行合照。 

4、各班老師帶開進行活動。 

5、各班自訂返校時間，返校前

與返校後皆務必向領隊回

報。 

 

1、領隊兼任攝影： 

   蔡馥伊主任 

2、二年級各班導師 

3、各班隨行人員： 

班級 隨行人員 

201 郭雅惠幹事 

202 連珮婷幹事 

203 葉倪君組長 

204 林  穎老師 

205 林于君老師 

206 許淑貞老師 
 



08：45 集合 

08：50 出發 

 

◎返校後至

放學前由各

班導師自行

安排活動內

容。 

【一年級】 

1、地點：湖興公園 

2、時間與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08：50 

∫ 

10：30 

1、認識社區資源與愛心服

務站。 

2、抵達湖興公園後，全班

進行合照。 

3、各班自訂返校時間，返

校前與返校後皆務必

向領隊回報。 

10：30 

∫ 

12：00 

1、完成『今天我看到

了……』學習單。 

2、校園探索及體能活動。 
 

1、領隊兼任攝影： 

   吳雅雯主任 

2、一年級各班導師 

3、各班隨行人員： 

班級 隨行人員 

101 鄭家玉老師 

102 莊舜雯護理師 

103 周欣雨老師 

104 張佩琳老師 

105 陳柔均老師 

106 廖思婷老師 
 

 

二、滿意度調查與分析： 

針對全校師生進行不記名的問卷調查，各項調查結果如下： 

(一)各學年參加健行活動之地點與人數： 

 

 

 

 



(二)所分配活動地點的滿意度，調查結果如下： 

 

 

 

 

(三)對於本次活動進行之時間規劃的滿意度，調查結果如下： 

 

 

 

 



(四)學校所安排之兒童節登山健行活動的滿意度，調查結果如下： 

 

(五)老師質性意見回饋： 

1、感謝工作人員，辛苦了！ 

2、路程太遠（走路 40 分鐘以上，要估算好回程體力及時間），無蔭，易

中暑！ 

3、學生過馬路行走安全，可以於事前多加強教育 

4、承辦人非常用心，小朋友雖然走得不遠但依然樂在其中，謝謝。 

5、辛苦了!很有意義的一天！ 

6、行經路線經過大馬路有點危險。 

7、謝謝淑華阿姨幫我們開關後門，節省很多路程也提高了安全性。 

8、事前勘查對於路線規劃、遊玩時間與場地安排都有很大的幫助，謝謝

訓育組給予學年公假去進行探勘。 

9、感謝學務處用心安排，讓學生有個愉快的兒童節慶祝活動。 

10、建議未來可以在校內安排其他全校性活動(如：上下課翻轉…等) 

 

三、活動照片： 



  

一年級認識校園周遭環境及愛心商店 一年級到湖興公園活動 

  

二年級全體師生在明美公園合影留念 學生玩得不亦樂乎！ 

  

三年級全體師生在大港墘公園合影留念 整個公園都是我們遊戲場！ 

 



  

四年級從新湖國小步行至大湖公園 終於抵達大湖公園，四年級師生合影留念 

  

五年級全體師生在極限運動公園合影留念 整個極限公園成了我們的運動場 

  

六年級挑戰健行與登山—白鷺鷥山 我們終於攻頂了！ 

 



四、省思： 

(一)本次活動是延續以往的兒童節登山健行活動，將一~六年級各年段安排

至內湖區學校周遭不同的特色公園作為健行地點，結合生活及社會領域

之課程內涵，未來亦可結合藝術人文課程（如風箏製作，製作完成後帶

至公園施放），進而延伸為全校性的主題活動課程。 

(二)全校教職員工總動員，各處室的行政人員也分配至不同學年協助完成相

關工作，這樣的經驗對行政同仁是非常難得，過程中，同仁在不同角度

給予的建議，一起努力讓事前的規劃儘量做到完善，是非常難得的對話

機會，此項珍貴經驗傳得傳承。 

(三)安排行前說明會，針對以往活動進行中遇到的困境與缺失檢討及修正

後，利用說明會向隨行人員再次確認活動細節與流程，讓每位工作人員

確認並了解個人的任務，才能讓活動辦得順利。 

五、結語：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事前規劃非常重要，但大型活動更要注意橫

向的溝通。這次活動大部份學生及老師都予以肯定，但在溝通不足的部份，是

學務處學到的經驗，也是未來改善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