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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6年度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 

臺南市海佃國中陽光青少年活動計畫 

壹、 依據：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社區生活營專案辦理。 

貳、 目標： 

一、加強行為低成就學生之學習生活、矯正偏差行為，以減少青少年犯罪與校

園暴力發生。 

二、透過體育團體活動，加強中輟及中輟之虞學生適應學校的學習生活與環

境。 

三、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適應未來生活能力。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海佃國中 

肆、 實施對象：如附件之待輔學生資料 

一、中輟復學需要特別教育之學生、時輟時學及中輟邊緣學生。 

二、嚴重適應困難、學習意願低落有中輟之虞之學生。 

伍、 實施期程： 

第 1期：自 106年 2月 13日起至 5月 31日止，共 12週；第 2期：自 106

年 6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止共 12週(含暑假)，合計 24週，每週 10節。 

陸、 活動地點：臺南市海佃國中操場、風雨球場、會議室、地下。 

柒、 實施內容及方式：提供多元且富彈性之個別化適性選修課程內容如下表 

一、 平日練習課表： 

節數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9；00~11；00 

8 16:05~17:00 射箭練習 射箭練習 射箭練習 射箭練習 射箭練習 射箭練習 

9 17:00~18:10 射箭練習 射箭練習 射箭練習 射箭練習 射箭練習 射箭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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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暑假練習課表： 

節數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9；00~11；00 

14:30~16:30 射箭練習 射箭練習 射箭練習 射箭練習 射箭練習 射箭練習 

捌、 師資來源：本課程聘請本校教師、校外社工人員、社區人士、學者專家及具

中教証中輟役男授課 (師資簡歷如附件) 。 

玖、 經費來源：由臺南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社區生活營經費及市府自籌款項下補

助。 

壹拾、 經費預估：詳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壹拾壹、預期成效： 

一、使中輟生能得到良好的安置，減少青少年犯罪與校園暴力行為。 

二、可導正學生的偏差行為，建立正面積極的行為模式。 

三、利用多元化的課程，提高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增加對學校的適應能力。 

四、培養學生正確學習態度及觀念，使其逐漸能適應正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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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臺南市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計畫(第 1期) 

陽光青少年活動計畫 

臺南市家庭教育 

 

中心補助或委辦經費概算表 

申請機關：海佃國中 

計畫名稱：106年度臺南市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計畫─陽光青少年活動計畫(第 1期) 

編製日期：106年 1月 17日         

計畫經費總額：50,000元，申請金額：50,000元，自籌款  0 元     

計畫經費明細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核定 

(申請單位勿填)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 補助金額及說明 

2服務費用       48,000     

  28專業服務費 時 2 1,600 3,200 
親職教育講座外聘

講師鐘點費 
 

  27一般服務費 節 120 360 43,200 講師鐘點費  

  24印刷裝訂費與

廣告費 
式 1 1,600 1,600 

各項資料、講義、

印刷及裝訂費 
 

3 材料及用品費        2,000    

  32用品消耗 式 1 1,000 1,000 
文具、紙張、成果

製作、教材 
 

  32用品消耗 式 1 1,000 1,000 

雜支(計畫相關之

消耗品) (不超過

總額 5%) 

 

合計 50,000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核定補助 

      元 

承辦單位   主辦會計  機關長官 
臺南市家庭教育

中心承辦單位 
會計審核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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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臺南市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計畫(第 2期) 

陽光青少年活動計畫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補助或委辦經費概算表 

申請機關：海佃國中 

計畫名稱：106年度臺南市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計畫─陽光青少年活動計畫(第 2期) 

編製日期：106年 1月 17日         

計畫經費總額：50,000元，申請金額：50,000元，自籌款  0 元     

計畫經費明細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核定 

(申請單位勿填)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 補助金額及說明 

2服務費用       48,000     

  28專業服務費 時 2 1,600 3,200 
親職教育講座外聘

講師鐘點費 
 

  27一般服務費 節 120 360 43,200 講師鐘點費  

  24印刷裝訂費與

廣告費 
式 1 1,600 1,600 

各項資料、講義、

印刷及裝訂費 
 

3 材料及用品費        2,000    

  32用品消耗 式 1 1,000 1,000 
文具、紙張、成果

製作、教材 
 

  32用品消耗 式 1 1,000 1,000 

雜支(計畫相關之

消耗品) (不超過

總額 5%) 

 

合計 50,000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核定補助 

      元 

承辦單位   主辦會計  機關長官 
臺南市家庭教育

中心承辦單位 
會計審核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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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6 年度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 

陽光青少年活動計畫 

師資簡歷 

職位 姓名 現任職於 學歷 經歷 證照 

導師 莊武勳 台南市海佃國中 中國文化大學 1、 高縣六龜國中橄

欖球教練 

2、 南市新興國中生

教組長 

3、 南市海佃國中學

務主任 

教育部中

等教師證 

技輔老師 周金雄 台南市海佃國中 私立長榮大學 1、 中華民國橄欖球

國家代表隊 

2、 日本三稜汽車業

餘橄欖球代表隊 

3、 中華民國射箭 B

級教練證 

行政院體

育署 

專任教練

證 

親職教育講師 蔡青芬 私立長榮大學 阿肯色大學 私立長榮大學助理教

授 

 

備註： 

1.依照各類活動，填寫師資簡歷。 

2.其中「需高關懷學生療程式小團體諮商活動」與「個別諮商輔導活動」聘請的專業人員(如   

  諮商心理師)請各校檢送專業證照影本乙份----限行政院衛生署核發之「諮商心理師」或「臨床 

  心理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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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6 年度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 

陽光青少年活動 

待輔學生資料 

班級 姓名 問題說明 

901 吳 00 經常不到校、家庭教育功能薄弱 

908 江 00 個性衝動、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913 楊 00 與家長關係緊張 

913 涂 00 遲到、學業成就低落 

802 柯 00 學習障礙、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807 李 00 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809 王 00 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701 邱 00 過動、學習障礙 

701 余 00 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707 陳 00 學習障礙、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707 陳 00 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701 周 00 抽菸、遲到、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707 林 00 學習障礙、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810 黃 00 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901 郭 00 學習障礙、學業成就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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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簡介 

(共 3 頁，含學校學生數、特色、背景及申請計畫的原因、曾辦理類似活動的成果等，勿超過 3

頁內容，簡介內容不拘形式，請各校自行發揮，以彰顯學校申請本案的需求為原則。 

學校特色及背景： 

   海佃國中位於安南區嘉南大圳旁，目前全校 40 班，學生人數 1120 人。中低收人數達 114

人，家庭多數為單親、隔代教養及新住民，家庭功能普遍不彰。學校自 94學年成立，積極推展

學生多元教育及品格教育，其作為如下： 

 一、落實學校本位課程： 

善用社區環境，成立少年台江社、科學研究社等，推動鄉土 

教育與環境教育。 

 二、發展六項特色社團： 

    (一)美展社：美術人才之發掘與培養，近年屢創佳績。 

    (二)合唱團：校內音樂老師自行指導，榮獲 103、104年全巿音樂比賽優等。 

    (三)空手道社：外聘專業教練指導，近年成績表現優異。 

    (四)射箭社：增加更多運動團動，期待學生有更多元的發展。 

(五)橄欖球隊：善用學校體育師資與設備現況，成為本校體育特色團隊。 

(六)直笛社：103學年成立，外聘專業教練指導，期待創造佳績。 

三、重視學生品格教育： 

被台南巿教育處推薦為本巿國中品格教育典範學校；積極推展學生品格教育，辦理多次寒

暑假學生品格教育營。 

四、重視學生特殊教育： 

    成立假日社團班及資源班，使特殊需求及身心障礙學生獲得妥善照護。 

五、重視學生學習成就： 

    訂定各項興才育苗獎勵辦法，鼓勵與重視學生學習成就。 

六、重視學生體能訓練： 

    (一)利用嘉南大圳河堤步道，每學年定期舉行「學生二公里路跑活動」，鍛鍊學生體能。 

    (二)訂定每學期全校「走出健康，跑出活力」計畫，各班自行紀錄活動成果，期末表揚 優

異班級。 

七、落實生活教育： 

    (一)設置榮譽卡制度，每學期結束前，辦理榮譽卡競標活動。 

    (二)辦理閃亮班級、閃亮教師、閃亮亮班級之比賽活動，提升師生榮譽感。 

    (三)每週辦理衛生教育及生活教育競賽，優勝班級公開表揚。 

    (四)落實公物保管及班級綠美化比賽辦法，建立學生愛校觀念。 

八、落實友善校園教育： 

    積極推動春暉專案、正向管教方案、環境教育、午餐推動、家庭教育、友善校園工作等，

並分別榮獲教育部或巿政府績優獎項。 

九、全面推動閱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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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有限的空間爭取圖書經費，設置臨時圖書室，鼓勵全體師生善加利用，提升閱讀風氣。 

十、結合社區資源，推動成人教育： 

    (一)本校為「台江美學社會工作站」新據點，協助推動社區美學教育工作。 

    (二)提供社區大學台江分校電腦班上課空間。 

    (三)辦理志工及家長成長讀書會、父母效能研習會、天使媽媽研習營等，帶動社區家長自

我成長風氣。 

申請原因： 

學校中有部分學生對念書無興趣，到學校毫無目標，因此在校經常有所謂的偏差行為或者

不想到校上學，在外遊蕩，即所謂的輟學。 

本校成立射箭隊，利用每週第八、九節課時間，讓對書本無興趣的學生有另一種成就感的

表現和體力宣洩的管道，並讓學生到學校有目標有重心，喜歡到學校上學。 

近年執行成果良好，在校外比賽成績也逐年進步，更有許多學生畢業後繼續朝運動之路發

展，我們相信運動的小孩不會變壞，希望透過此計劃的申請，讓本校的射箭隊能繼續延續，造

福更多在升學制度下，所謂不愛唸書被認為是壞小孩的學生們有另一個發揮的管道。 

辦理成果： 

一、104年度本校周金雄教練以一篇社區生活營陽光青少年-橄欖球為題材「橄欖球與我」文章，

榮登法務部期刊。 

二、103年度第 2期地檢署與家庭教育中心時的訪視情形 

 

 

 

 

 

 

 

 

三、105年辦理親職教育情形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社區生活營參加學生改善情形追蹤紀錄表 

（106年度第 2學期） 

辦理學校：   海佃國中                 參與之課程或營隊名稱：  陽光青少年     

學生姓名 

(匿名表示) 

就讀

班級 

參與之課程

或營隊名稱 
參與前之狀況 

參與後在課業、行為及 

人際關係等之改善情形 

吳 00 901 射箭營隊 到校情形改善、還不夠積極  

江 00 908 射箭營隊 個性態度明顯改善 禮貌狀況有顯著 

楊 00 913 射箭營隊 與家長關係有待改善 與家長態度明顯改善 

涂 00 913 射箭營隊 學業成就低落 課業學習需再加強 

柯 00 802 射箭營隊 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學習狀況明顯進步 

李 00 807 射箭營隊 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學習稍有成就感，到校有重心 

王 00 809 射箭營隊 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學習稍有成就感，到校有重心 

邱 00 701 射箭營隊 過動、學習障礙 學習專心情形稍有改善 

余 00 701 射箭營隊 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學習稍有成就感，到校有重心 

陳 00 707 射箭營隊 
學習障礙、學業成就低落、

無生活重心 

學習狀況明顯進步 

陳 00 707 射箭營隊 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學習狀況明顯進步 

周 00 701 射箭營隊 
抽菸、遲到、學業成就低

落、無生活重心 

抽菸情形已改善到校情形良好 

林 00 707 射箭營隊 
學習障礙、學業成就低落、

無生活重心 

學習稍有成就感，到校有重心 

黃 00 810 射箭營隊 學業成就低落、無生活重心 學習狀況明顯進步 

郭 00 901 射箭營隊 
學習狀況明顯進步積極度

不夠 

有待加強 

 



106年度第二期社區生活營校園- 

陽光青少年射箭營隊 

學生親職座談後心得 

                         邱于珊 

長輩與孩子，常因價值觀的不同，而產生衝突，該如何避免這些

問題，正是現代人必修的課程。 

子女的觀念偏差，加上青少年正處於叛逆期，這些問題常使家長

頭疼，當然長輩的觀念落差也是一大問題。面對這些種種的問題，該

如何解決呢?其實，造成子女價值觀偏差的最大主因，不外乎就是這

些孩子的家長因太過寵愛子女而造成的，而長輩的觀念落差，便是時

代在改變所影響的，所以若想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對症下藥。 

想改變子女的問題，就得從身邊的人、事、物開始，所先要避免

太過苛刻的責罵，因為這不但會造成反效果，還可能導致孩子的自信

心受損，所以因使用柔性勸導，才能事半功倍，再來要適度的關心孩

子，站在孩子的立場為他著想，並不是一昧的想改變他，而是讓孩子

本身了解價值觀偏差而所造成的後果，自然而然的，孩子會慢慢認同

父母的想法，並主動改掉這不好的習慣，這樣一來孩子不會習慣事事

要求家長，家長也因此不會太過寵愛子女，這便是一舉兩得的方法。 

如果每個家庭都能做到互相傾聽和陪伴，彼此互相鼓勵作為對方

的後盾，那麼我想就應該不會再有遺憾發生了。 



106年度第二期社區生活營校園- 

陽光青少年射箭營隊 

家長心得 

射箭隊與我的女兒 

    自從女兒上了國中，我家就和射箭隊結下不解之緣，海佃國中的

射箭隊在台南是赫赫有名的，女兒何其有幸才能通過甄選進入校隊，

真的是萬分的感恩。 

    看見孩子從推牆壁、練臂力…等一步步的練習，真正可以拿弓上

場練習的那天，我們全家還開心的慶祝一番，雖然現在的大小比賽都

會有我女兒的蹤跡，但回首過去的辛苦練習，還是會令我們十分不捨，

雖然常揶揄她將自己練成了一位「女漢子」，但是看見充滿自信的她，

也讓我們忍不住驕傲了一下。 

    一般人的印象，練體育的孩子成績一定不會好，但這一點在我女

兒的身上是不會看見的，因為這是我對她的基本要求，「加入射箭隊，

自己的成績仍要保持」，射箭隊的教練也十分要求孩子的成績，甚至

學長、姐還會自主的教導學弟、妹的功課，教練也十分的注重孩子的

品行及禮貌，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團體！ 

    今年已經國三的她，我一樣讓她留在射箭隊，我覺得孩子讀書之

外也需要體力的訓練，射箭可以讓她抒解讀書的壓力，也可以讓訓練

體力，因為練習需要時間，所以也需要學會時間的管理，所以我很開

心孩子選擇了一個對的團體﹏射箭隊。 



106年度第二期社區生活營校園- 

陽光青少年射箭營隊 

教師心得 

  身為一位射箭教練，平常除了教導射箭，總會刻意的培養

小朋友們其他的興趣，例如游泳、重量訓練、長跑心肺訓練。 

  在不同的運動中，小朋友們的表現也不相同，有時他們會

興高采烈，有時也會氣餒失落，有時他們專斷逞能，有時會

害怕示弱。 

  各式各樣的運動項目，把那些從來沒有的各種情緒，反應

在眼前，使小朋友們學會忍耐、克制、堅韌，學會競爭、合

作，學會更加謙虛；其實小朋友們並不知道學會這些只是享

受其中，沉浸式的成長。 

  小朋友們屬於戶外的，他們樂愛運動，帶他們認識更多的

體育知識，只有教練及體育老師。教練、師長們以身作則是

最巨大的力量；當我們要把孩子的目光從 3C產品上移開時，

最好的方法，應該和他們說，到外頭跑個步、打個球。 

  體育運動不是單純性的強身健體，或是為了競技體育去爭

奪獎牌，體育的核心價值和理念是我們的社會真正需要的精

神和心理價值，是我們一生的財富，小朋友學業再忙，壓力

再大，也應該讓小朋友至少參加一項自己喜愛的體育運動，

體育所賦予孩子的正面能量和意義是不能用任何金錢和物

質衡量的。 



106年度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 

親職教育-強化親子關係提升家庭功能講座 

一、依據：本市家庭教育中心 106年度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認識親職角色與責任、有效安排家庭生活、建立健康的親子關係。 

（二）藉由講師引導讓家長彼此分享、了解自己、反省自己、進而改變自己。 

（三）促進家長改變，強化親子關係，提升家庭功能。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法務部、台南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三）承辦單位：承辦社區生活營之各國中小 

（四）辦理日期： 

第一期：106年 4月 29日。 

第二期：106年 8月 5日。 

四、參加對象：以本市參加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學童及家長務必參加，其他

家長自由參加。 

五、報名方式：逕向辦理社區生活營據點學校報名。 

六、講座內容： 

第一期：106年 4月 29日 

講座時間 內容 辦理地點 

0900~1100 強化親子關係提升家庭功能 海佃國中第一會議室 

   第二期：106年 8月 5日 

講座時間 內容 辦理地點 

0900~1100 從家庭、親子關係談生命教育 海佃國中第一會議室 

八、經費：由 106年臺南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項下支應。 

九、本計劃經奉核可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106年度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 

 

講師相關資料 
 

姓名 

(必填) 
蔡青芬 

身份證字號 

(必填) X220080676 
戶籍地址 

(必填) 
台北市文山區試院里 25鄰木柵路一段 59巷 4號 3樓-1 

課程名稱 

(必填) 

日期及時間 課程名稱 

106年 8月 5日 
「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親職教育」-從

家庭、親子關係談生命教育 

講師資歷 

(必填) 

學歷： 

美國州立阿肯色大學/成人教育博士 

經歷： 

環球技術學院助理教授 

現任：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講座鐘點費 

NT. 3,200  元（列入所得扣繳） 

（3,200元/2小時） 

聘別 外聘 

匯款銀行 

(必填) 
銀行名稱：(農會或郵局也可) 郵局：   分行(      ) 

匯款帳號 

(必填) 
00027210392702 

可聯絡電話 

(必填) 

電話： 

手機： 0919875106 

 

 

 



106年度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 

親職教育-強化親子關係提升家庭功能講座 

成果照片 

  

校長、講師及志工合影 志工宣導 

  

校長綜合座談 蔡教授講授情形 

 

   時間：106年8月5日 

   地點：海佃國中第一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