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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優質平價近便的教保資源，
精進特教服務。

2. 扎根學生基礎學力，落實學
習品質管理。

3. 前瞻學生全球溝通力，深化
語言能力。

4. 深耕智慧科技力，推廣天文
科普教育。

5. 培養問題解決能力，啟發學
生創造與思維邏輯。

6. 提升創思美學力，成立創思
與教學研發中心。

7. 擴大弱勢照顧，落實教育均等。

8. 推動全民終身學習，拓展多元

學習管道。

9. 營造友善校園，促進學生身心

健康。

10.打造健康安全校園環境。

11.優質校舍環境，提升教學品質。

12.培育各類體育人才，辦理各項

體育賽事。

1



一

提供優質平價近便的教保
資源，精進特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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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共化教保服務減輕家長負擔

109學年增設公共化幼兒園 44班1,522名

110學年再增公共化幼兒園 21班 537名預計

公幼於

11校增14

班375名

非營利增

6園30班

1,147名

公
私
協
力

109學年績效

109至110學年增設公共化 2歲專班12班
3-5歲班5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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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構安全優質教保環境

 幼兒園專業發展輔導計畫：18園執行

 幼兒園基礎評鑑：113園受評，84園全數指標通過、29園列管追蹤

 法令檢查、幼童車稽查、公安聯合稽查持續辦理，確保幼生權益

1

幼童車稽查基礎評鑑 法令檢查

113園 222場 52場
公安聯合稽查

5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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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持續精進特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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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鑑定安置專業化 學前暨國教階段特殊教育學生情緒
行為障礙學生鑑定工作，評估51人。

2.課程教學素養化
辦理十二年課綱特教領綱培訓、
教材及教具比賽及觀摩會。補助
特教教學設備經費計441萬元。

3.補助照顧全面化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學前身障補助
計3,156萬元。寒暑假及課後身障
學生照顧專班182班計1,143萬元。



1-3 持續精進特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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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教資源整合化
有效分配師資資源，109學年度計增特教班3班，並開列國小
教甄3名特教教師缺額。另並增設藝才班，於109學年度增2班、
110學年度增1班。

5.資優教育精緻化
辦理2場次創造能力資優教育方案，26人次參與。其他各類方案
計6場次，參與人次約255人次。



二

扎根學生基礎學力，落實
學習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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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掌握學生學習落點，實施學習扶助

學生學習能力監測

自109學年度起國小三年級至國
中八年級實施國語文、數學及英
語等科目檢測， 並進行測後分析
回饋提升教師教學效能，確保學
生學力品質。

自主學習提升學力

結合本市線上整合性平臺及「教師適
性教學素養與輔助平臺-因材網」，透
過行動載具，讓學生課中、課後自主
學習，增進學習成效。
統計去年8月至今年2月，運用因材網
校數達265校，期間登入師生達82萬人
次，停留時間逾5萬小時。

學習扶助方案

109學年度暑假暨第1學期271

校申請，開辦2,592班，受輔
學生14,44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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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
初階研習46位老師
◇國小：
初階研習113位老師
參與教師遍布30行政區

數位學習-學習吧*臺南市

◇辦理數位(一)(二)教師工作
坊133場次，參與教師共
3,550人次。
◇ 76所偏鄉學校申請「109

學年度策略聯盟工作圈偏非
學校行動載具、鐘點費與教
師增能整合計畫」整合399台
平板進行課中差異化教學。

數位教師研習工作坊

因材網輔導員入校陪伴
◇ 76所偏鄉學校規劃國小12組、國中4組，

邀請18位因材網輔導員陪伴與輔導

◇透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因材網載具
課中差異化教學公開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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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每個老師都要會一個資訊平台



2-3 建置K-12閱讀理解平台「布可星球」

 建立遊戲式閱讀平台，提升學生閱讀動機與興
趣，自109年6月12日平台上線至110年4月23
日止，已有508萬人次上線使用。

 109年購買3萬5,000本布可星球書籍置於本市
愛的書庫提供借閱，110年更統一補助各國小購
置布可星球書籍，建置布可星球專區，並辦理
多元推廣活動提升學生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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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協力同行、專業培力，積極落實新課綱

范信賢 老師 藍偉瑩 執行長

陳佩英 教授任宗浩 主秘

在地培力-臺南市國家教育團隊

總綱種子講師
216人
領綱種子講師
207人
國教輔導團
415人

地方輔導群
130人
課程諮詢委員
90人
國中小教師
9000餘人

落實課綱-工作圈定期檢視

國中2大區，13個工作圈
國小5大區，44個工作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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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倡導適性多元，強化技術及職業試探教育
技職教育系列活動宣傳記者會

110年3月5日舉辦「ＦＵＮ心逐夢 技職飛揚」記者會，

播放本市首創技職動畫、展示技職漫畫及學生學習成果。

109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
110年1月25日至29日辦理9大職群16項競賽主題，

參賽學生數達736人，獲獎學生計205人。

新住民子女「原鄉職涯職群體驗營」
109年10月17、24日及11月7日辦理3梯次，

參與學生計106人。

國小教師體驗技職教育活動
109年10月12、16日及11月11日辦理3場次6梯次，

參與教師計17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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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瞻學生全球溝通力，
深化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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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沉浸式英語教學環境，提升英語溝通力

計服務109校、161班、
2,969位學生

補助國小辦理課後英
語班，計122校

計服務199校次、496班、
7,755位學生

行動英語村(車)
鼓勵國小一年級校訂
課程融入英語，計209
校。

英語教學向下延伸

109學年度計18校參與。

試辦領域雙語
教育計畫

國際英語村

課後英語班

109學年度33校參與。

雙語教育中長程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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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深耕本土教育，運用在地資源

開設本土語言課程
全市國小開設本土語言開班率達100%。另西拉雅語課程，國中小計開設46班。

師生通過語言認證
師生通過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語言認證計525人次。

辦理文化教育推廣
辦理客家、原住民文化列車，共巡迴28校，師生計5,000人次參與。

辦理推動221世界母語日系列活動
辦理：表揚推動本土語言績優學校與個人頒獎典禮、本土小小解說員上電台、
本土教育論壇、魔法語花一頁書畫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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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提升新住民子女說母語
開設新住民語文課程
本市109學年度新住民語文課程國中小

共開設135班，484人選習。

持續培育師資人才
本市新住民教學支援人員目前共 184人

（越南136人、印尼25人、泰國4人、馬

來西亞3人、柬埔寨4人、菲律賓12人），

持續開設資格班、進階班培訓。

推動家庭母語月

透過歷程紀錄，鼓勵學生在家說母語。

16



四

深耕智慧科技力
推廣天文科普教育

17



4-1 完善前瞻數位環境 ‧ 提升數位學習素養

 前瞻校園數位環境建設：全市國中小3-8年級班班級教室升級互動層

次智慧學習教室、50校創新層次智慧學習教室。校校教學無線網路

涵蓋100%、每校配置4G行動AP。

 建置完成本市中小學「綠能雲端資料中心」供全市中小學共享，並提

升綠能機房維運效率，節能減碳PUE值達1.4優於國際標準值。

 與可成基金會推動「運算思維扎根計畫」，提供經費及師資至偏鄉學

校開設36節程式設計課程，已進行34所偏鄉學校服務、培訓45位認

證種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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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豐富天文科普學習

天文進校服務天文教材推廣 大眾天文觀測

推動晨光天文、天文遊
俠及校園天文學家等提
升校園天文學習，63校
約8,000位師生參與。

星動時課天文特色課程，
109學年度已推廣至16
校5,700位學生參與。

辦理特殊星象觀測及
路邊天文活動17場次
逾4萬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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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普及天文科普教育

★舉辦天文科普活動

辦理魔法天文學校戶外
教育遊程、天文環境教
育及營隊課程等，豐富
多元學習管道，86場次
1萬2,000人次參與。

★自製星象導覽節目

全國唯一球幕3D劇場，
推出首度自製主題式導
覽節目《仰望星空》，
講述人類對星象的好奇
及探索。

★辦理天文科學主題展

互動遊戲展項設計，五力
體驗提供寓教於樂的科普
學習，逾17萬人次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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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培養問題解決能力，
啟發學生創造與思維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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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科技創新教學，落實探究與實作 接軌108新課綱科技領域

師資 課程

設備

109學年度甄選6名正式教師，薦
送教師在職進修並辦理增能研習。

8所科技中心建置完成，辦理科技

體驗活動、科技教育博覽會及競賽。

全市63所國中均完成建置科技領
域生活科技教室。

增能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
科技教師增能計106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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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科學臺南 精緻創新
深化學生科學素養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經由探究、專題製作等培養
科學素養。計辦理22場，參
加人數629人。

以精進科學教學知能為策略，
計辦理22場研習，參加人數
619人。

營造科學學習環境

取法創客精神，透過動手做
的實際任務

培養創客人才

提升國中小自然科學實驗設
備，採購國中小基礎實驗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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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彈性學習課程導入PBL專題式學習課程設計

國小一到四年級、國中七到八年級
因應新課綱，統整探究課程全面實施

國小五至國中九年級全面實施PBL

聯合國SDGs國際教育議題

結合聯合國SDGs、國際教育議題
在真實生活情境下，解決真實問題
為改變環境設計思考，參與行動實踐

設計思考

彈性學習課程-統整性探究 全面導入- PBL專題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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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提升創思美學力，
成立創思與教學研發中心

25



6-1 培養美學創思力：臺南市兒童藝術教育節

賞
玩

show 學
武

從教室到城市 美力無極限

藝起SHOW
藝起來看戲-創意戲劇展演、經典小鎮創
藝踩街(預計15校參與)

藝起玩
藝術與美感課程成果展、跨域藝術教育創
作體驗(預計15校參與)

藝起武 動態表演大賞、創意裝置藝術(預計20校
參與)

藝起賞 兒童跨域創作美術作品展、藝術團隊攝
影圖文展、廣達游於藝成果展(預計40校
參與)

辦理跨域教師創課坊並規劃融入音樂舞
蹈及科技等五大主題之兒童藝術教育跨
域夏令營(溪北溪南各5場次)

藝起學

預計90校,吸引1萬9,000人次 參與

一場由師生合力完成的兒童藝術教育饗宴-
藝術教育歷程展現、學生學習成果呈現、美
學創思無極限!

2021臺南SHOW藝夏~藝起犇Fun.五藝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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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創思教學研發啟動，引領學生學習品質

三年完成全市國英數授課教師教學培訓

運作機制
• 分區20所學校辦理

採系列性研習實作課程
• 領域核心講師60位授課

培力南市專業教學團隊

課程內涵
• 領域知識教學轉化

閱讀理解策略
素養導向教學
迷思概念解析

• 課堂實踐差異化教學
• 數位學習運用力強化

國小教師

國中教師

英語教師

國數6500人

國數1400人

中小學1300人

領域精進 全面提升有效教學能力 共創共備策略 確保學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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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推動教師專業社群，培養教師自主增能

教專中心
三類人才培訓 15場/500人
專業回饋進階 7場/150人
專輔教師課程 3場/90人
地方輔導群共備 2場/120人
公開課專業回饋 1場/100人
教學觀察技術 1場/100人

專業社群
五類社群計1157群
社群召集人培訓 6場/600人
策略聯盟工作圈到校諮詢

初任教師
三年初任回流6場/500人
薪傳教師配對
國小166位、國中9位
領綱解析與實作
(三年初任教師均參與)

初階 55%

進階 8%

教輔 1.4%

教學專業支持輔導系統運作 夢的N次方、課程博覽會 in臺南

支持教師
自主增能
學子獲益

夢的N次方講師培訓

全臺首學課程博覽會

4月24日

臺南女中

讓未來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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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校長專業支持系統共享、傳承行政經驗

新進校長導入輔導校長，
強化經驗傳承

組織「學校行政專業支持團隊」，
協助改善並解決辦學問題。

整合各校行政實務經驗，
互動共享提升行政績效與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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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擴大弱勢照顧，落實教育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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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擴大照顧弱勢家庭

 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
針對需高關懷學生，辦理「小團體諮商、個別
諮商輔導、陽光青少年活動、築夢少年課業輔
導」方案。109年補助93校，1,229人次參與，
110年(共2期)補助85校，1,780人次參與。

 夜光天使點燈專案
針對弱勢家庭學童，提供課後多元課程及照顧，
109學年度(共2學期)補助16校，402人次參與。

 新住民學習中心
計辦理21場次多元學習課程與活動，1,755人
次參與。

 教育優先區計畫
核定補助265校，補助3,15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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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安心就學方案

1.低、中收入戶學生學雜費補助

2.無力繳交代收代辦費(含書籍費)

3.弱勢學生教科書補助

4.經濟弱勢學生午餐費補助

5.百人以下學校校務發展經費補助

6.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7.原住民學生補助

總計3萬8,885人次受惠

經費計9,319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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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幼兒教育及育兒津貼補助

總計補助2萬6,593人次，
經費計2億9,146萬餘元

3.中低收入戶幼兒補助

4.公立幼兒園課後留園服務

5.臺南市幼兒就讀教保服務機構弱勢加額補助

1.公立幼兒園免學費教育計畫

2.教育部5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2至4歲育兒津貼
總計補助20萬1,074人次，

經費計5億2,229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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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特教生教育補助

1.學前身障教育補助

2.在家教育代金補助

3.交通費補助

4.特教學生助理人員補助

5.視障用書、學障有聲書補助

6.身障學生及身障人士子女就讀
私立國中小學雜費補助

總計補助2,641人次

補助經費計3,793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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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推動全民終身學習

拓展多元學習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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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終身教育全民學習

社區大學課程

• 7所社大，109年

秋季班開設761

門課程、選課人

次達1萬3,307人

次。

樂齡學習中心
(區區皆有樂齡中心)

• 本市37行政區設置38所樂

齡學習中心、279個拓點

分班。

• 109 年1月至110年2月共

開課7,140場次，計16萬

2,966人次參與。

成人基本教育
(含新住民教育)

• 核定成人基本教育

班25班53期。

• 核定新住民教育班

19班40期。

• 計1,664次受益

樂齡嘉年華活動樂齡交通安全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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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終身教育全民學習

全民學區
數位學習班

• 110年預計開辦一

般民眾免費資訊課

程計120班。

數位機會中心

• 全市11所中心，

109年8月至110年

2月開辦219班課程，

開放DOC設備供民

眾使用，受益人次

約7,216人次。

志願推廣服務

• 辦理教育類志工特

殊教育訓練68人完

成訓練。

東山數位機會中心揭牌 辦理志工特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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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補習教育管理稽查

落實稽查

• 本期稽查38家短期補習
班。

• 本期稽查4家課後照顧
中心。

公安研習

• 辦理7場次消費保護、
消防應變、補習班公共
安全研習。

• 辦理3場次課照中心公
共安全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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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營造友善家庭學校，落實家庭教育
 辦理家庭教育系列活動：計772場次，3萬603人次參與。

 辦理家庭教育宣導活動：計34場次，宣導3,173人次。

 輔導學校推展家庭教育：計52場次，3,672人次參與。

 培訓志工執行家庭教育專案：

1. 辦理志工在職進修：計68場次、1,049人次參與。

2. 提供個別化親職教育：計服務32個案，訪視434次。

3. 提供412-8185(幫一幫我)家庭教育諮詢專線服務：計607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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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營造友善校園，促進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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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打造友善校園

 防制校園霸凌
推動校園生活問卷線上普測，109年下半年約7萬人受測；
110年輔諮中心推動學生心理感受問卷施測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辦理防制藥物濫用宣導1,739場次
校園反毒宣講58場次

 推動正向管教
辦理正向管教種子教師工作坊(24場次)、
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處理教師增能研習(2場次)、
教師正向管教追蹤輔導小團體研習(3場次)

 性別事件零容忍
落實三不一有原則，建立舉報專線及關懷信箱；
規劃學校辦理性平教育及性別事件預防、處理及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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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推動生命教育

 推動友善校園生命教育系列研習活動
109年度針對親師生辦理增能、體驗等研習活動計57場次，

2,661人次參與。另計12校辦理校園關懷動物生命教育
計畫。

 榮獲教育部生命教育特色學校/績優人員
109年度榮獲特色學校2所、績優人員1名。

 校園自殺防治與毒品防制校長增能研習
110年3月23、30日與衛生局合作辦理「校園自殺防治與

毒品防制課程」2場次，期由校長擔任領航員角色，讓校
園由上至下，貫徹宣導預防輔導工作。

 主動掌握高風險學生
將「心理健康」列入學校校園生活問卷調查，從中掌握高
風險學生，俾及早介入輔導，期能減少憾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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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整合資源，建構綿密輔導網絡系統

提升輔導人員專業知能

辦理專輔人員專業督導計12場次，
二、三級輔導人員在職進修課程7場次，
專兼任輔導教師分區專業督導72場次。

三級輔導入班宣導

針對全市性平事件的熱點學校，
由中心自編防制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教材，
並請中心專輔人員入校宣導，
宣導重點在強化學生自我保護的性平意識

輔導人力支持網絡

針對本市135所無設置專任輔導教師之市立國小，
規劃偏鄉專業輔導系統，協助偏鄉專業輔導，
109學年度第2學期預計進行23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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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推動適性輔導工作
輔導人員研習

109年共辦理6場，共計324人次參加。

青少年探索班

協助國中畢業未就學未就業青少年生涯探索，
109年輔導20案，辦理輔導會談1600小時、
生涯探索課程140小時，工作體驗1200小時。

與生涯抉擇對話

各行業職場達人到校與青少年分享生涯抉擇經驗，
109年共辦理30場，4383人次參加。

「社區師傅」職場生活體驗教育

由輔諮中心人員陪同高關懷個案至友善店家試探學習，
109年共服務27案，職場體驗40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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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打造健康安全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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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推動午餐新三心

源頭把關有信心

• 推動三章一Q，109年

度獎勵金申請校數為

100%

• 校園登錄平臺平均上線

率達99.9%

行政整合最貼心

• 109學年度增設6校為

中央廚房，並增加供應

21校

• 申請「新學校午餐創新

推動計畫」試辦，優先

納入菜單建置系統

營養教育最有心

• 結合臺南在地食材，全

國首推「餐前5分鐘」

飲食營養教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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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美豬、美牛開放進口因應政策

契約更新，嚴罰控管
本市全數學校業於109年12月16日完成契約更新，嚴格
要求一律使用國產豬肉，惡意混充最重罰10萬元並立即

終止契約。

校內自主管理
109學年度起增購萊克多巴胺快篩片，由1學年5片增加
到20片，供學校自主檢測。

加強校園食品安全稽查及輔導
營養師不定期到校訪視輔導，另結合教育、衛生及農政
單位，不定期查核學校午餐供餐情形。

落實驗收
設計學校午餐生鮮肉品選購六字訣「認、C、鮮、減、

驗、退」，提醒學校食材驗收及國產肉品選用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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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促進學生健康

打造低碳校園

低碳校園標章認證
共頒發273校、669項標章，本市低碳
示範校園共計34校

校園資源分享媒合(59410)平台
共提出 1,633筆交易資料，成功接收
筆數計640筆

校園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計畫
能源志工到校戲劇演出15場；辦理智
慧插座、發電腳踏車融入教學教師研
習12場次

促進衛生健康

 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議題增能活動15場次

 運用「防疫小學堂」系列影片及圖卡，
宣導正確防疫觀念；實施校園門禁管制、
入校體溫量測，並補助450人以上學校採
購紅外線體溫偵測儀，達成校園零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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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落實防災教育，提升災害應變能力

國家防災日校園災害

防救示範演練觀摩會：

109年9月18日結合鄰近

派出所、消防分隊等單位，

進行強震引發火災，師生

緊急避難疏散等演練。

校園防災防救計畫

書研討會：109年10

月19日辦理新版計畫

書撰寫說明，俾利未

來校園防災教育推動。

親子防災暨全民國防

教育假日營：109年11

月29日結合水交社文化

區、水資源局等資源，

規劃災害與國防結合式體

驗課程，推動親子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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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優質校舍環境，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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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維護校園永續發展，提供優質教育環境
總經費4億7,596萬元

改善老舊廁所

改善運動環境

改善幼兒園環境

屋頂防水隔熱設置

改善無障礙環境

修復歷史建築

豐富圖書資源 大內區大內國小廁所改善

安定區南興國小跑新建風雨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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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強化校舍結構安全
「0206地震後校舍重建及耐震補強(106-108年度)」）：
拆除重建：核定30校45棟，經費21億8,871萬元，已全數完工。
耐震補強：核定101校161棟，經費9億1,118萬元，已全數完工。

「老舊校舍耐震能力改善計畫（109-112年度）」：

拆除重建：核定15校16棟，經費10億7,854萬3,000元，其中施工中3校、工程已決標10校、工程
上網召標中2校。

耐震補強：核定83校124棟，經費 7億1,092萬元，其中已完工18棟、施工中20棟、已決標69棟、
上網招標中1棟、已完成設計16棟。

↑
 

七
股
區
鯤
鯓
國
小

新
校
舍

↑
 

將
軍
國
中
新
校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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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新設學校及新建校園工程

鹽行國中新設校，110學年度招生 (國中18班)

總經費3億4,360萬元，107年11月22日開工，工期620日曆天，已於110年4月20日完工。

小新國小校園新建工程，110學年度使用 (國小24班、幼兒園2班，資源班1班)

總經費3億4,028萬元，108年1月25日開工，工期570日曆天，110年2月3日已竣工。

↑

鹽
行
國
中
校
舍
工
程

↑

小
新
國
小
校
舍
完
工

九份子國中小新設校，110學年度招生 (國中15班、國小30班、幼兒園2班)

總經費6億257萬元，108年8月30日開工，工期720日曆天，預定110年7月完工。

↑

九
份
子
國
中
小
校
舍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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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爭取中央經費優化教學環境

視聽教室
優化計畫

學校電力系統
改善計畫

兒童遊戲場
改善計畫

一、109年11月26日核定155校，經費1億2,998萬元，分2年執行。
二、辦理進度：各校辦理採購作業中。

一、教育部匡列本市經費28億9,169萬元。規劃分2階段執行，第1階段進行
電力改善，第2階段完成設置冷氣，預計111年度2月底前冷氣全面設置
完成。

二、辦理進度：教育部核定本市40群(282校)電力系統改善設計監造及圖面繪
製費計1億2,040萬9,074元，預計將陸續於3月底前完成細設送審。俟後
續國教署複審核定後，將儘速辦理工程招標。

一、共核定國小及幼兒園196校(園)，經費2億116萬元，分3年執行。

二、辦理進度：各校（園）辦理採購作業中。

午餐廚房
精進計畫

一、教育部核定148校 ，經費 1億1,932萬2,642元。

二、辦理進度：110校已執行完成，37校預計110年9月執行完成，1校(興建

央廚)預計111年5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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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落實學校節水措施及宣導

 推動校園節水措施
環境打掃減量用水、減量開放小便斗、定期巡檢管線、重

複使用回收水、防疫洗手兼顧節水及假日關閉飲水機等措施。

 鼓勵學校採用回收水
利用校內雨水儲留系統、飲水機排放水及蔬果清洗用水，

3月計使用843噸回收水，用於花木澆灌、環境清潔及工程灑

掃用水。

 辦理節水講座及校園宣導
與教育部合辦節水抗旱說明會，請學校用水管理人員回校落

實節水措施，並針對親師生進行節水宣導。

 110年3月用水量明顯減少，節水績效佳
經查110年3月與109年3月同期用水比較，節水率達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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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培育各類體育人才

辦理各項體育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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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學校體育人才培育扎根及強化選手競技能力

強化學
校體育

成立體育班(33校)
高中2校；國中28校；國小3校

實施菁英運動選手補助計畫
給予每月培訓津貼

 執行教育部體育署
基層選手訓練站

(補助15種類，100站)

補助三級
學校棒球
隊培訓
(共23校)

辦理校
際運動競
賽，活絡
校園運動
風氣

補助學校團隊參賽交流，
增進競技運動技能

推動體適能提升計畫，
增進學生體適能運動

實施游泳教學，
強化水域安全知能

頒發賽會獎
勵金及體育
獎助金，鼓
勵優秀選手

57



12-2 舉辦各類大型體育賽事，提高市民運動參與感

舉辦大型體育賽事 體育署運動i臺灣專案 補助各區辦理體育活動

 鼓勵全民運動，打造運動

城市。

 體育署110年核定活動數

139 案，經費總計2,580

萬元。

 補助各區公所辦理各

項體育賽事活動。

 110年核定24個區公

所辦理37項活動。

 109年臺南古都國際半程

馬拉松：受疫情影響，延

後至10月18日辦理，並

落實防疫規定。

 曾文水庫馬拉松：為全國

歷史最悠久的馬拉松賽事，

於109年12月辦理完竣。

58



 推動社區棒球聯賽(計32

隊)

 109 年起推動本市優質

校隊成立社區棒球隊計

畫，共5所學校成立社

區棒球隊

推展社區棒球

 鼓勵3級學校棒球隊培訓
(計23校)

 加強資源挹注於菁英學校
(高中1校、國中2校、國小
3校)。

 鼓勵學校成立社區棒球隊
(國中2校、國小3校)，增
加基層棒球人口。

建立三級棒球
穩定發展

 興建1座25,000名觀眾之國
際規格棒球場、1座副球場、
2座少棒比賽標準場地、獨
立之室內練習場、戶外投打
練習區及2座內野練習場之
複合式場域。

 第一期工程109年8月已全
案完工。

 第二期工程109年8月已辦
理動土、10月開工，預計
112年完工。

興建
亞太棒球訓練中心

12-3 興建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推動活絡棒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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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爭取中央經費改善所轄運動場館
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

運動場館維護管理

辦理所轄48處運動場館修繕、借用、委外經營及認養業務 ( 目
前委外共11處、認養共10處，其餘自行管理7處及學校代管18
處；另2處整修興建中)，並協助公所爭取中央補助，興(整)建公
有運動場館。

維護及管理
各公立運動場館

109年6月19日開工，已於110年3月4日完工。

109年5月8日開工，預定110年9月30日完工。嘉南大圳水上運動訓練
中心設置工程

東區平實營區
風雨排球場新建工程

109年10月16日開工，預定110年4月30日
完工。

市立游泳池整修工程

109年6月完成相關變更作業程序並復工，預
定110年4月30日完工。槌球場遷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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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辦理112年全國運動會

賽會概述

 國內規模最大與等級最高的綜合運動會，每
兩年舉辦一次。

 本市預估目標：

軟網、帆船、滑輪溜冰、舉重、田徑、游泳、跆
拳道、划船、桌球、羽球、高爾夫、韻律體操、
現代五項、籃球、輕艇、空手道等至少16競賽種
類有奪牌優勢，若持續培訓，112年預估可獲至少
70面獎牌。

種類 說明

應辦
（30種）

如：田徑、水上運動、射箭、羽球、
籃球、足球、自由車等共30項

選辦
（1種，暫定）

滑輪溜冰，本市可擇定5種以下，選辦
種類做滾動式修正，並於111年公布

籌備處規劃(5部30組)
 行政部：7組
 典禮部：4組
 服務部：6組

目前籌辦進度

 競賽部：8組
 宣傳部：5組

 承辦計畫書教育部業於110年1月4日核定，並
於2月函覆教育部辦理協議書簽定程序

 110年1月15日函送場館整修計畫書至體育署爭
取經費

 109年12月完成工作小組辦公室整備、110年1
月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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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部評選各直轄市、縣市108學年度推
動海洋教育成果，本市榮獲特優

2.109年教育部海洋教育推手獎，本市榮獲
地方政府獎(特優連兩屆)

3.第60屆全國科展本市榮獲1金2銅2佳作4
特別獎

4.109年教育部教學卓越獎榮獲1金1銀

6.教育部評鑑本市推動樂齡學習工作計畫
連續五年獲全國優等

7.108學年度中輟復學率本市位居六都第一

8.第8屆防災校園大會師本局榮獲科技創新獎

5.109年度中輟生預防及復學輔導工作本市
榮獲績優縣市

10.108學年度地方政府辦理學校健康促
進計畫本市榮獲優等縣市

11. 109年全中運98面獎牌：創縣市合併以來
最佳獎牌數(24金31銀43銅)

9. 2020臺南市國際龍舟錦標賽獲交通部觀
光局「臺灣觀光雙年曆」入選 「全國級」
節慶活動

12. 109年全民運動會創縣市合併以來最佳
獎牌數(17金21銀18銅)，並獲得考試院
長獎

13. 109年「騎亮台灣」全國自行車道票選：
臺南市查畝營自行車道獲最佳亮點車道獎

14.2020臺南古都國際半程馬拉松在運動
筆記網站獲得選手4.5顆星評價(滿分5
顆星)



2020《天下》幸福城市大
調查：文教力面向：
六都第2名

2020《遠見》縣市首長滿意
度調查:教育面向六都排名第
三,全國排名第五(去年第16)，
為全國進步最多的城市

2020《遠見》縣市總體競爭
力大調查:教育文化方面排名
全國第三名

2020《遠見》縣市總體競爭
力調查:本市幼兒園就學人數
占幼兒人口數比率為6都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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