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縣立關山國民中學 111 學年第一學期

校訂課程之彈性課程計畫

【格式 B 】適用：社團/技藝類
校訂課程類別：社團/技藝類
課程種類：●社團活動 ○技藝課程
課程名稱：田徑隊
課程目標：學習跑、跳、投技巧與個人專項練習
總綱核心素養/領綱核心素養：健體-J-C2 具備利他及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總節數：40
設計者：朱宏恩
教學年級：七-九年級
課程選修規定：透過聯課活動的選課機制，選擇學生專長(如校隊)或感興趣的社團。
教學規劃/進度表：
單元/主題名稱

教學重點
(或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概述

教 學 教學
節數
資源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實質內涵

長短距離大不同說明：
1.短距離選手因比賽距
1. 了 解 起 跑 的 重 要 離較短，必須在較短的時
性，並體驗短距離的 間決定勝負，在跨步動作
蹲踞式起 跑、中長距 上，需要將雙腿抬高、向
離跑的站立式起跑的
動作要領。
2.體驗不同的短距離
起跑、中長距離起跑
方式，並熟悉其動作
清楚的了解針對不同 的要領。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距 離的徑賽項目，選 3.引導學生明白接力
練習
擇不同的跑步策略
賽跑的意義，並熟練
傳接棒時的動作要
領，並培養學生團隊
合作精神。

前跨出，來加速身體前進
的頻率;在擺臂動作上，
短距離選手雙手需較大
幅度的擺動，以帶動雙腿
加快頻率，並列舉短跑選
手需要的身體素質，突顯
短跑的動作技術上的特
色。
2.長距離選手因比賽距
離較長，擺臂動作上是隨
著步伐的前進，雙手做較

4.引導學生思考接力
賽跑的策略，並清楚
如何選擇適宜的傳接
棒和棒次安排的策
略。

小幅度且輕鬆自然的擺
動;在跨步動作上是盡可
能保持一致的跨步幅度，
來維持身體前進的速度，
並 列舉長跑選手需要的
身體素質，突顯長跑的動
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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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答：能夠比較出
短跑、中長跑的動作
教師教學、電腦、單槍
上的差異。
投影機、影音資料 與
2.實作：能作出短距
網路資源等相關教學
離跑的動作要領。
媒體
3.實作：能作出長距
離跑的動作要領。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4 認識身體自主
權相關議題，維護自
己與尊重他人的身
體自主權。
【人權教育】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
不同的群體和文化，
尊重並欣賞其差異。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能
力與興趣。

備註

1.手臂的擺動:以肩為支
點，屈肘約 90 度，微握
拳頭或是手刀，肩胛骨
向後拉，並保持肩、手臂
肌肉放鬆。
2.軀幹：上半身挺胸，並
保持軀幹微微前傾。
3.以擺臂帶動下肢：手臂
應向身體內收，由後往前
擺動的作用力，帶動身體
重心，幫助雙腿往前跨
1. 了 解 起 跑 的 重 要
出。
性，並體驗短距離的
2.活動「擺臂動作練習」
蹲踞式起跑、中長距
操作：
離跑的站立式起跑的
1.須要求學生在擺臂動
動作要領。
作時，要注意學生不可以
2.體驗不同的短距離
彎腰駝背，需要挺胸、下
起跑、中長距離起跑
背部出力，讓上半身的軀
方式，並熟悉其動作
幹保持微微前傾即可。
的要領。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了解在跑步時上半身
2.要求學生在擺臂時去
3.引導學生明白接力
練習
擺手技巧的重要性
感受由後往前擺振的作
賽跑的意義，並熟練
用力方向。
傳接棒時的動作要
3.活動「擺臂必要性體
領，並培養學生團隊
驗」操作：
合作精神。
1.可將學生分為六人一
4.引導學生思考接力
組，要求學生跑 30 公尺
賽跑的策略，並清楚
的距離，前 10 公尺是以
如何選擇適宜的傳接
手插腰部去快跑，後 20
棒和棒次安排的策
公尺強調加上擺臂，以正
略。
常跑的方式去快跑，感受
手腳搭配的協調性。
2.要求學生在體驗不擺
臂的跑步的情況下，上半
身不要太過於前傾或是
向後仰，以避免學生跌倒
受傷。
3.要求尚未操作的同學，
觀察操作組同學的動作
並能夠比較出擺臂的差
異性。

【性別平等教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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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 認識身體自主權
相關 議題，維護自
己與尊重他人 的身
教師教學、電 腦、單 1.觀察：學生能理解 體自主權。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擺臂的動作要領。
【人權教育】 人 J5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2.實作：能做出正確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
教學媒體
的擺臂姿勢。
的群體和文化，尊重
並欣賞其差異。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
能力與興 趣。

2.說明擺臂動作要領
1.手臂的擺動:以肩為支
點，屈肘約 90 度，微握
拳頭或是手刀，肩胛骨
向後拉，並保持肩、手臂
肌肉放鬆。
2.軀幹：上半身挺胸，並
保持軀幹微微前傾。
3.以擺臂帶動下肢：手臂
應向身體內收，由後往前
擺動的作用力，帶動身體
1. 了 解 起 跑 的 重 要
重心，幫助雙腿往前跨
性，並體驗短距離的
出。
蹲踞式起跑、中長距
3.活動「擺臂動作練習」
離跑的站立式起跑的
操作：
動作要領。
1.須要求學生在擺臂動
2.體驗不同的短距離
作時，要注意學生不可以
起跑、中長距離起跑
彎腰駝背，需要挺胸、下
方式，並熟悉其動作
背部出力，讓上半身的軀
的要領。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了解在跑步時上半身
幹保持微微前傾即可。
3.引導學生明白接力
練習
擺手技巧的重要性。
2.要求學生在擺臂時去
賽跑的意義，並熟練
感受由後往前擺振的作
傳接棒時的動作要
用力方向。
領，並培養學生團隊
4.活動「擺臂必要性體
合作精神。
驗」操作：
4.引導學生思考接力
1.可將學生分為六人一
賽跑的策略，並清楚
組，要求學生跑 30 公尺
如何選擇適宜的傳接
的距離，前 10 公尺是以
棒和棒次安排的策
手插腰部去快跑，後 20
略。
公尺強調加上擺臂，以正
常跑的方式去快跑，感受
手腳搭配的協調性。
2.要求學生在體驗不擺
臂的跑步的情況下，上半
身不要太過於前傾或是
向後仰，以避免學生跌倒
受傷。
3.要求尚未操作的同學，
觀察操作組同學的動作，
並能夠比較出擺臂的差

【性別平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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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J4 認識身體自主
權相關議題，維護自
己與尊重他人的身
教師教學、電 腦、單 1.觀察：學生能理解 體自主權。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擺臂的動作要領。
【人權教育】 人 J5
與網路資源等相關教 2.實作：能做出正確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
學媒體
的擺臂姿勢。
的群體和文化，尊重
並欣賞其差異。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能
力與興趣。

異性。

1. 了 解 起 跑 的 重 要
性，並體驗短距離的
蹲踞式起跑、中長距
離跑的站立式起跑的
動作要領。
2.體驗不同的短距離
起跑、中長距離起跑
方式，並熟悉其動作
了解蹲踞式起跑、直 的要領。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立式起跑的動作要領 3.引導學生明白接力
練習
及其重要性。
賽跑的意義，並熟練
傳接棒時的動作要
領，並培養學生團隊
合作精神。
4.引導學生思考接力
賽跑的策略，並清楚
如何選擇適宜的傳接
棒和棒次安排的策
略。

1.蹲踞式起跑說明：
1.說明起跑的短距離起
跑前 10 公尺距離中，起
跑速度的優、劣，往往是
奠定勝負的結果。
2.說明短跑成績差異只
在小數點後的秒數上，因
此起跑優劣式勝負的關
鍵。
操作：
1.蹲踞式及直立式起跑
在「各就 位」
、
「預備」與
「起跑出發」三 個階段
應有動作技巧。
2.可讓全班學生兩人一
組，一人練習起跑口令，
一人練習動作，讓學生體
會發令動作的節奏，及起
跑時的瞬間發力。
2.活動「絕佳拍檔」說明：
1.2 人一組，分成若干組，
讓學生實際練習調整自
己的蹲踞式的起跑重心，
找到適合自己的起跑姿
勢。
2.在操作一輪後，輔助者
與起跑者的動作必須交
換。
操作： 2 人一組預備做平
衡練習，輔助者站在起跑
者後方，並以雙手輕微扶
著跑者的腰部，體會預備
動作重心前移，感受起跑
蹬地的動作。
三、活動「沒有最快，只
有更快」說明：以訓練個
人起跑動作的反應時間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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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
性 J4 認識身體自主
權相關議題，維護自
1.實作：學生能做出 己與尊重他人的身
蹲 踞 式 起 跑 的 動 作 體自主權。
教師教學、電腦、單槍
要領。
【人權教育】
投影機、影音資料 與
2.實作：學生在操作 人 J5 了解社會上
網路資源等相關教學
蹲踞式
有不同的群體和文
媒體
3.起跑時調整自己適 化，尊重並欣賞其差
合的起跑姿勢。
異。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
能力與興趣。

操作：6 人一組以俯臥起
跑方式於起跑線後，聽到
哨聲或口令，以雙手撐起
向前跑 20-30 公尺。
2. 蹲踞式起跑說明：
1.說明起跑的短距離起
跑前 10 公尺 距離中，起
跑速度的優、劣，往往是
奠定勝負的結果。
2.說明短跑成績差異只
在小數點後的秒數上，因
此起跑優劣式勝負的 關
鍵。
1. 了 解 起 跑 的 重 要
操作：
性，並體驗短距離的
1.蹲踞式及直立式起跑
蹲踞式起跑、中長距
在「各就 位」
、
「預備」與
離跑的站立式起跑的
「起跑出發」三 個階段
動作要領。
應有動作技巧。
2.體驗不同的短距離
2.可讓全班學生兩人一
起 跑、中長距離起跑
組，一人練習起跑口令，
方式，並熟悉其動作
一人練習動作，讓學生體
了解蹲踞式起跑、直 的要領。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會發令動作的節奏，及起
立式起跑的動作要領 3.引導學生明白接力
練習
跑時的瞬間發力。
及其重要性。
賽跑的意義，並熟練
3. 活動「絕佳拍檔」 說
傳接棒時的動作要
明：
領，並培養學生團隊
1.2 人一組，分成若干組，
合作精神。
讓學生實際練習調整自
4.引導學生思考接力
己的蹲踞式的起跑重心，
賽跑的策略，並清楚
找到適合自己的起跑姿
如何選擇適宜的傳接
勢。
棒和棒次安排的策
2.在操作一輪後，輔助者
略。
與起跑者的動作必須交
換。
操作： 2 人一組預備做平
衡練習，輔助者站在起跑
者後方，並以雙手輕微扶
著跑者的腰部，體會預備
動作重心前移，感受起跑
蹬地的動作。
三、活動「沒有最快，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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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
性 J4 認識身體自
主權相關 議題，維
1.實作：學生能做出 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蹲 踞 式 起 跑 的 動 作 的身體自主權。
教師教學、電 腦、單
要領。
【人權教育】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2.實作：學生在操作 人 J5 了解社會上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蹲踞式
有不同的群體和文
教學媒體
3.起跑時調整自己適 化，尊重並欣賞其
合的起跑姿勢。
差異。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
能力與興 趣。

有更快」 說明： 以訓練
個人起跑動作的反應時
間為主。
操作：6 人一組以俯臥起
跑方式於起跑線後，聽到
哨聲或口令，以雙手撐起
向前跑 20-30 公尺。
1.站立式起跑說明：
1.說明不同於蹲踞式起
跑較為複雜的動作技術，
直立式是以身體重心較
高、較為省力的方式做預
備起跑的動作。
2.直立式起跑主要應用
1. 了 解 起 跑 的 重 要 在中、長距離的徑賽項
性，並體驗短距離的
蹲踞式起跑、中長距
離跑的站立式起跑的
動作要領。
2.體驗不同的短距離
起跑、中長距離起跑
方式，並熟悉其動作

目，雖不同於短距離必
需爭取起跑的時間，但起
跑對於長距離來說仍然
重要。
操作：
1.準備動作：雙臂下垂，
身體保持自然前傾。

的要領。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跑練習技巧，增進在
3.引導學生明白接力
練習
實際操作起跑動作時
賽跑的意義，並熟練
的反應時間。
傳接棒時的動作要
領，並培養學生團隊
合作精神。
4.引導學生思考接力
賽跑的策略，並清楚
如何選擇適宜的傳接
棒和棒次安排的策
略。

2.各就位：上半身保持前
傾，前腳屈膝，至於弧形
起跑線後。
3.起跑:後腿一蹬地，前
腿隨即向前跨出，雙臂配
合下肢做迅速的擺動。
2. 活動「起跑瞬間的加
速度練習」：
1.感受起跑瞬間加速度
的重要性。
操作：提醒學生身體的重

讓學生體驗不同的起

心是自然的向前傾，隨即
的跨出第一步，過程要求
學生保持專注以避免受
傷，體會起跑時迅速跨出
第一步的感受。
3.活動「起跑姿勢大比
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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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
性 J4 認識身體自
主權相關 議題，維
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1.觀察：學生是否能
的身體自主權。
教師教學、電 腦、單 掌 握 起 跑 動 作 的 時
【人權教育】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間 ， 及 動 作 是 否 錯
人 J5 了解社會上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誤，需要修正。
有不同的群體和文
教學媒體
2.實作：能做直立式
化，尊重並欣賞其
起跑的動作要領。
差異。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
能力與興趣。

說明： 1.在活動過程，
「各就位」、「預 備」與
「起跑出發」三個階段的
口令。
1.2 人一組，實際跑 60 公
尺為距離，且讓學生選擇
自己所適合的起跑姿勢。
2.全部操作兩次，兩次的
操作皆不需規範學生起
跑的方式。
3.提醒學生在做蹲踞式
起跑時，要聽清楚三個階
段的口令，養成學生起跑
時不會搶拍。
4.讓學生去觀察他人起
跑的動作，以及了解自己
起跑動作的限制，選擇適
合自己的起跑動作。
同心協力-接力賽跑引
導：「9 秒 58(100 公尺世
1. 了 解 起 跑 的 重 要
界 紀 錄 )x4 棒 >38 秒
性，並體驗短距離的
42(400 公尺接力世 界紀
蹲踞式起跑、中長距
錄 ？ 」： 問 題 的 原 因 為
離跑的站立式起跑的
何？
動作要領。
接力賽是田徑賽中唯一
2.體驗不同的短距離
的團體競賽賽目，其勝負
起 跑、中長距離起跑
關鍵由跑者的速度與傳
方式，並熟悉其動作
接棒動作優劣來決定。
熟 練 傳 接 棒 動 作 技 的要領。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接力賽的傳接棒動作必
能，培養學生團隊的 3.引導學生明白接力
練習
須是在傳接棒兩者急速
默契及團隊精神。
賽跑的意義，並熟練
狀態中完並說明傳接棒
傳接棒時的動作要
需要注意的事項。
領，並培養學生團隊
1.傳接棒秘訣：介紹「第
合作精神。
一棒握棒方法」及「棒次
4.引導學生思考接力
間的傳接方法」。
賽跑 的策略，並清楚
1.請學生實際練習蹲踞
如何選擇適宜的傳接
式起跑「第一棒握棒方
棒和棒次安排的策
法」的姿勢。
略。
2.請學生進行「傳接棒練
習」:下壓 式接棒、上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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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觀察：能正確做出
短距離跑的動作要
領。
2 實作：能清楚 4x100
教師教學、電 腦、單
公尺傳接棒接力區的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位置及範圍，以及傳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接棒接力區的限制。
教學媒體
3.實作：明白及了解
各種傳接棒的方式，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4 認識身體自
主權相關議題，維護
自己與尊重他人 的
身體自主權。
【人權教育】
人 J5 了解社會上
有不同的群體和文
化，尊重並欣賞其
差異。

並能做出幾種傳接棒 【生涯規劃教育】
的動作。
涯 J3 覺察自己的
能力與興趣。

式接棒。

1. 了 解 起 跑 的 重 要
性，並體驗短距離的
蹲踞式起跑、中長距
離跑的站立式起跑的
動作要領。
2.體驗不同的短距離
起跑、中長距離起跑
方式，並熟悉其動作
熟 練 傳 接 棒 動 作 技 的要領。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能， 培養學生團隊的 3.引導學生明白接力
練習
默契及團隊精神。
賽跑的意義，並熟練
傳接棒時的動作要
領，並培養學生團隊
合作精神。
4.引導學生思考接力
賽跑 的策略，並清楚
如何選擇適宜的傳接
棒和棒次安排的策
略。

了解如何選擇傳接棒
的策略以及傳接棒的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安排等策略的應用，
練習
藉由活動讓學生體驗

1. 了 解 起 跑 的 重 要
性，並體驗短距離的
蹲踞式起跑、中長距
離跑的站立式起跑的
動作要領。
2.體驗不同的短距離
起 跑、中長距離起跑
方式，並熟悉其動作
的要領。

同心協力-接力賽跑引
導：「9 秒 58(100 公尺世
界 紀 錄 )x4 棒 >38 秒
42(400 公尺接力世界紀
錄？」問題的原因為何？
接力賽是田徑賽中唯一
的團體競賽賽目，其勝負
關鍵由跑者的速度與傳
接棒動作優劣來決定。
接力賽的傳接棒動作必
須是在傳接棒兩者急速
狀態中完並說明傳接棒
需要注意的事項。
2.傳接棒秘訣：介紹「第
一棒握棒方法」及「棒次
間的傳接方法」。
1.請學生實際練習蹲踞
式起跑「第一棒握棒方
法」的姿勢。
2.請學生進行「傳接棒練

1.觀察：能正確做出
短距離跑的動作要
領。
2. 實 作 ： 能 清 楚
教師教學、電 腦、單 4x100 公尺傳接棒接
2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4 認識身體自
主權相關 議題，維
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的身體自主權。

【人權教育】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力區的位置及範圍，
人 J5 了解社會上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以及傳接棒接力區的
有不同的群體和文
教學媒體
限制。
化，尊重並欣賞其
3.實作：明白及了解
差異。
各種傳接棒的方式，
【生涯規劃教育】
並能做出幾種傳接棒
涯 J3 覺察自己的
的動作。
能力與興 趣。

習」:下壓 式接棒、上挑
式接棒。
1.活動「使命必達」：
1.介紹「第一棒握棒方
法」以及「棒次間的傳接
方法」。
2.分人四個人一組，將全
班分成若干組，不規範每
個組別的學生傳接棒的
方式。
實作：

策略選擇對於接力賽 3.引導學生明白接力 1.4 人一組，每人相距一
跑的重要性。
賽跑的意義，並熟練 大步，組內的成員擺臂頻
傳 接 棒 時 的 動 作 要 率要盡量一致。
領，並培養學生團隊 2.每組可自行決定該組
合作精神。
別的傳接棒方式。
4.引導學生思考接力 3.同一方向從前傳到後，
賽跑的策略，並清楚 統一再向後轉，逆方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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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作：能做出正確
的傳接棒動作。
2.實作：選擇適合該
教師教學、電 腦、單 團 隊 傳 接 棒 策 略 及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傳接棒次策略，並思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考 選 擇 策 略 的 重 要
教學媒體

性。
3.觀察：能利用課本
中的要項，找出最好
的傳接棒動作要領。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4 認識身體自
主權相關議題，維護
自己與尊重他人 的
身體自主權。
【人權教育】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
的群體和文化，尊重
並欣賞其差異。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
能力與興趣。

如何選擇適宜的傳接 操作一次。
棒 和 棒 次 安 排 的 策 2.活動「絕佳夥伴」說明：
略。
1.以實際 200 公尺或 400
公尺的田徑場地讓學生
實際操作。
2.不規範學生傳接棒的
方式及棒次安排，由班級
自行決定。
3.不規範學生傳棒、接棒
手的方向，由班級自行決
定。
實作：請學生以實際接力
賽跑做計時比賽。
三、出奇制勝、堅持到底
教師回饋：
1.引導學生分析團體所
使用的傳接棒方式的優
點、常犯的錯誤動作，以
及團隊可以改善的方法。
2.引導學生思考，分析選
擇接力賽跑策略的優劣，
並做策略上適當的調整。
1.認識跳躍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及運用方
式。
2.瞭解跳躍在各項運
動中的運用範疇。
3.瞭解並能操作立定
跳遠的動作，從中引
導學生體會動作過程
了解跳躍在生活中運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中身體的感受。
用範疇，嘗試挑戰各
練習
4.透過活動瞭解雙手
式跳躍動作。
助擺的重要性。

一、情境式教學引導
1.以生活中需要使用到
跳躍的情境出發，例如:
採摘水果時需要垂直跳
躍、跳躍障礙物時，需要
左右前後變化著跳、由高
處跳水的跳…等，引導學
生了解跳躍的不同軸向
之變化性及重要性。
2.跳躍可廣泛地運用在
各種運動項目，如:三步

5.透過活動的規劃，
能自行蒐集資訊或觀
摩他組的設計，進而
瞭解並嘗試做出跳躍
的多樣性。
6.活動中能展現自我
挑戰精神，也能鼓勵

上籃的最後一步的單腳
起跳、排球扣球的最後一
步的雙腳垂直跳、手球射
門的最後一步單腳跨
跳…等，引導學生了解跳
躍在運動中的重要性。
二、立定跳遠說明：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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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
性 J4 認識身體自
主權相關議題，維護
自己與尊重他人的
身體自主權。
【人權教育】
人 J5 了解社會上
有不同的群體和文

1.說明：學生能夠清
楚了解立定跳遠的
動作要領。
教師教學、電 腦、單
2.問答：學生能說出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立定跳遠的要領，並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觀察同學的動作比較
教學媒體
出差異性。
化，尊重並欣賞其
3.實作：學生能做出 差異。
立定跳遠的動作。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
能力與興趣。

及包容他人。

跳遠的預備→起跳→空

7.能瞭解提升助跑速
度的重要性。
8.能跑出助跑之三個
時期的速度與做出身
體姿勢的控制。
9.能了解並做出起跳
動作的動作要領。

中→落地姿勢的動作要
領。
操作：
1.引導學生在預備姿勢
過程中，能協調地做出雙
手前後助擺，並搭配腿部
屈伸，擺幅愈來愈大，速
度愈來愈快，力量愈帶愈
強的身體感受。
2.藉由提問來引導學生
體會起跳瞬間，下肢瞬間
爆發，透過重心由全腳掌
轉移到腳尖的快速推蹬。
3.藉由提問來引導學生
體會在最高點快速雙手
向後壓擺，維持身體重
心前傾，延遲空中時間。

1.認識跳躍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及運用方
式。
2.瞭解跳躍在各項運

一、古代奧運立定跳遠賽
說明：古代選手在參加跳
遠比賽時，必須手持 1.5
～4.5 公斤的石制或金屬

動中的運用範疇。
3.瞭解並能操作立定
跳遠的動作，從中引
導學生體會動作過程
中身體的感受。
4.透過活動瞭解雙手
了解立定跳遠的技能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助擺的重要性。
原理並運用不同策略
練習
5.透過活動的規劃，
挑戰跳得更遠。
能自行蒐集資訊或觀
摩他組的設計，進而
瞭解並嘗試做出跳躍

製啞鈴，古希臘人認為這
些重物可以讓選手更精
確地掌握擺臂的幅度，更
增強推力及保持身體平
衡，進而讓選手跳得更
遠；比賽中，還會在笛聲
的伴奏之下進行，目的在
激發選手情緒及掌握節
奏。
操作：
1.引導學生由輕量開始

的多樣性。
6.活動中能展現自我
挑戰精神，也能鼓勵
及包容他人。
7.能瞭解提升助跑速
度的重要性。
8.能跑出助跑之三個

適應手持重物助擺動作。
2.提問引導學生思考身
體在活動中的體會與感
受。
二、跳躍的變化性說明：
1.講解 20 公尺的跳躍關
卡設計理念，引導學生思

1.實作：學生能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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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重物之擺臂下，立
定跳遠跳出更遠的距
離。
2.問答：學生能感受
並說出手持重物及
教師教學、電 腦、單
徒手的立定跳遠之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間的差異性。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3.觀察：是否能透過
教學媒體
教師示範及資料蒐
集，合作設計出跳 躍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4 認識身體自
主權相關議題，維護
自己與尊重他人的
身體自主權。 【
人權教育】
人 J5 了解社會上
有不同的群體和文
化，尊重並欣賞其
差異。

多樣組合動作。
【生涯規劃教育】
4.觀察：學生是否能 涯 J3 覺察自己的
鼓勵他人，共同完成 能力與興趣。
挑戰。

時期的速度與做出身 考生活情境中所能用到
體姿勢的控制。
的跳躍，組合出 5 種以上
9.能了解並做出起跳 的跳躍動作提供其他組
動作的動作要領。
同學挑戰。
2.教師舉例說明並示範
多樣化的跳躍動作，提供
學生參考。
3.各組同學分組實作並
能勇於挑戰直到成功。
提醒：引導學生以動作示
範或口語表達來相互合
作，並能正向鼓勵彼此。
一、運動欣賞――規則聽
1.認識跳躍在生活中 我說說明：
的 重 要 性 及 運 用 方 1.引導學生討論何謂成
式。
2. 瞭 解 跳 躍 在 各 項
運動中的運用範疇。
3.瞭解並能操作立定
跳遠的動作，從中引
導學生體會動作過程
中身體的感受。

功的一次試跳？進而介
紹跳遠場地（含起跳
板）。
2.提問方式讓學生思考
及討論跳遠比賽評比方
法、規則及比賽流程。
3.跳遠距離測量；人工丈

4.透過活動瞭解雙手
助擺的重要性。
5.透過活動的規劃，
了解跳遠的技能原理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能自行蒐集資訊或觀
並運用不同策略挑戰
練習
摩他組的設計，進而
跳得更遠。
瞭解並嘗試做出跳躍
的多樣性。
6.活動中能展現自我
挑戰精神，也能鼓勵
及包容他人。
7.能瞭解提升助跑速

量及電子儀器丈量方法
介紹。
操作：教師可透過學習單
或口語問答方式，讓學生
實際觀看比賽或網路 觀
賞影片後，教師透過提問
讓學生思考並確認是否
理解並能活用規則。
二、跳遠說明：
1.以鮑勃•貝蒙的完美
一跳造就貝蒙障礙一詞

度的重要性。
8.能跑出助跑之三個
時期的速度與做出身
體姿勢的控制。
9.能了解並做出起跳
動作的動作要領。

的故事，開啟本堂課跳
遠的介紹。
2.引導學生是否觀看過
跳遠比賽？ 以提問方式
讓學生討論對於跳遠的
助跑、起跳、空中、落地
動作 4 個階段的認知，再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4 認識身體自
主權相關議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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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說明：學生能夠清
教師教學、電 腦、單 楚瞭解跳遠規則。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2.發表：學生透過影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片 能 看 懂 並 說 出 對
教學媒體
規則的認識，進而能
發現問題並解決。

自己與尊重他人的
身體自主權。
【人權教育】
人 J5 了解社會上
有不同的群體和文
化，尊重並欣賞其
差異。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
能力與興趣。

進一步的說明介紹。
3.引導學生討論空中動
作大致有 3 種方式：蹲踞
式、挺胸式及走步式（剪
腿式），其中走步式是時
下選手最常使用，也是本
課程要學習的方式。
一、助跑練習說明：學生
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起跳
1.認識跳躍在生活中
慣用腳，以左腳為例，每
的重要性及運用方
次都要以左腳踩到角錐
式。
參考點。
2. 瞭 解 跳 躍 在 各 項
示範：助跑重點在於果決
運動中的運用範疇。
並流暢的跑出速度，啟動
3.瞭解並能操作立定
後之過程不要算步伐，專
跳遠的動作，從中引
注在身體姿勢因速度不
導學生體會動作過程
同而產生的角度之變化。
中身體的感受。
操作：能精準地跑出助跑
4.透過活動瞭解雙手
的速度，多次練習下，能
助擺的重要性。
穩定步幅，固定助跑距離
5.透過活動的規劃，
並體會到身體姿勢的改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能瞭解提升助跑速度 能自行蒐集資訊或觀
變。
練習
的重要性。
摩他組的設計，進而
二、起跳動作練習 說明：
瞭解並嘗試做出跳躍
起跳時，注意身體仰角，
的多樣性。
起跳慣用腳在踩蹬瞬間
6.活動中能展現自我
及雙臂加速帶動上提的
挑戰精神，也能鼓勵
動作要領。
及包容他人。
操作：1.引導學生單腳起
7.能瞭解提升助跑速
跳至最高點時，體會足部
度的重要性。
由腳跟到腳尖快速推蹬
8.能跑出助跑之三個
下，力量的轉移的過程。
時期的速度與做出身
2.引導學生在起跳的最
體姿勢的控制。
高點拍球過程中，體會這
9.能了解並做出起跳
段空中時間的存在，以便
動作的動作要領。
將來銜接空中走步的動
作。
能跑出助跑之三個時 1.認識跳躍在生活中 一、起跳動作練習二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期的速度與做出身體 的 重 要 性 及 運 用 方 說明：利用彈力帶增加阻
練習
姿勢的控制。
式。
力，訓練學生單腳起跳的

1.說明：活動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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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瞭解並自行調整
角錐距離。
2.實作：能在活動中
跑出流暢的助跑節
奏、速度及做出身 體
教師教學、電 腦、單
姿勢的控制。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3.實作：能做出雙臂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協調向上帶動及單
教學媒體
腳起跳動作，並能 借
助拍球來體會到空中
時間。
4.觀察：覺察同學動
作缺失並能幫助同
學調整動作。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4 認識身體自
主權相關議題，維護
自己與尊重他人的
身體自主權。
【人權教育】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
的 群體和文化，尊
重並欣賞其差異。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
能力與興趣。

教師教學、電 腦、單 1.實作：能依動作要 【性別平等教育】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領 做 出 起 跳 動 作 及 性 J4 認識身體自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空中走步式動作。
主權相關議題，維護

2.瞭解跳躍在各項運 爆發力。
動中的運用範疇。
3.瞭解並能操作立定
跳遠的動作，從中引
導學生體會動作過程
中身體的感受。
4.透過活動瞭解雙手
助擺的重要性。
5.透過活動的規劃，
能自行蒐集資訊或觀
摩他組的設計，進而
瞭解並嘗試做出跳躍

教學媒體

操作：踩蹬時，注意起跳
腳由腳跟到腳尖的重心
轉移，推蹬的時間愈快愈
好。
二、起跳動作練習三
說明：增加高度延長空中
時間，體會空間感及保持
身體姿勢的平衡。
操作：能夠做出協調的
1、3 及 5 步踩蹬動作，
踩蹬愈重，高度愈高，空

2.觀察：學生能在練 自己與尊重他人 的
習 活 動 中 積 極 認 真 身體自主權。
參與。
【人權教育】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
的群體和文化，尊重
並欣賞其差異。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
能力與興趣。

的多樣性。
中時間就愈長。
6.活動中能展現自我 三、空中走步式動作練習
挑戰精神，也能鼓勵 說明：學生清楚了解手腳
及包容他人。
7.能瞭解提升助跑速
度的重要性。
8.能跑出助跑之三個
時期 的速度與做出
身體姿勢的控制。
9.能了解並做出起跳

協調的輪動動作模擬走
步式動作內容。
若能熟練此兩種動作，對
於跳遠在空中瞬間要能
控制我們的身體有很大
的幫助。

動作的動作要領。
1.認識跳躍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及運用方
式。
2.瞭解跳躍在各項運
動中的運用範疇。
3.瞭解並能操作立定
跳遠的動作，從中引
導學生體會動作過程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能了解並做出起跳動
中身體的感受。
練習
作的動作要領。
4.透過活動瞭解雙手

一、落地動作練習說明：
1.藉由椅子能模擬接近
地面的空中感，坐在椅子
上核心肌群要用力，才能
保持身體的平衡，不可癱
軟或歪斜。
2.果決流暢地向後擺手
及向前伸腿，上半身愈接
近腿部愈好，維持此時身
體角度愈接近地面愈好。

助擺的重要性。
5.透過活動的規劃，
能自行蒐集資訊或觀
摩他組的設計，進而
瞭解並嘗試做出跳躍
的多樣性。
6.活動中能展現自我

3.落地時，核心肌群需要
用力才能 讓腿部快速屈
膝及臀部前移。
二、成果發表會
1.2 人一組，1 位同學跳，
另 1 位協助攝影；先跳
的同學排成一列給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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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作：能在椅子上
做出平衡身體的動
作。
2.實作：能正確地做
教師教學、電 腦、單 出落地動作。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3.發表：能評估自身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的狀況，進而選擇適
教學媒體

合自己的跳遠方式展
現。
4.觀察：學生能在成
果發表中欣賞同學，
能肯定讚賞他人。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4 認識身體自
主權相關 議題，維
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的身體自主權。
【人權教育】
人 J5 了解社會上
有不同的群體和文
化，尊重並欣賞其
差異。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
能力與興趣

挑戰精神，也能鼓勵 號，給予練習一次後就開
及包容他人。
7.能瞭解提升助跑速
度的重要性。
8.能跑出助跑之三個
時期 的速度與做出
身體姿勢的控制。
9.能了解並做出起跳
動作的動作要領。

始試跳 3 次；攝影的同學
在沙坑兩側準備攝影及
觀察給予建議。
2.教師以紅白旗評定成
功與否，安排固定同學丈
量距離，開始進行正式檢
測，教師以口令「1 號跳，
2 號預備」及「成功，丈
量」的指令讓 學生流程
進行。
3.檢測結束後，讓學生分
享一次自身的經驗及觀
察他人的想法。

1.認運用生活實例重
新定義長距離跑的價
值。
2.了解長距離跑的項
目及內容。
3.了解長距離跑的技
術分析。
4.了解並做出長距離
跑起跑技術。
5.了解起跑及加速跑
的動作要領。
6.能做出起跑及加速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能了解長距離的項目
跑的身體驅動。
練習
及具體內容。
7.了解中間跑的動作
要領。
8.能參與小組討論並
能清楚說明腳跟、全
腳掌及前腳掌著地的
差異性。
9.了解彎道跑及終點
衝刺的動作要領。
10. 能 做 出 對 抗 離 心
力的身體姿勢。
11. 了 解 長 距 離 跑 的
正確與錯誤姿勢。

1.情境式教學引導
1.利用小琳與小翰對話
的例子，引導學生思考長
距離跑的意義，它不單單
只是比賽性質，重點不在
快慢，而是對生活的一種
挑戰、一種 堅持、一種興
趣、一股熱情。

1.問答：能說出對長
距離跑的印象與想
法。
2.說明：學生能夠清
楚了解長距離跑的項
目及內容。

2.讓學生分享自己的長
跑經驗或生活中所看見
他人的長跑經驗。
2.長距離跑介紹
說明：
1. 介紹田徑比賽的長距
離跑項目。
2. 講解長距離跑技術內
容。
3. 講解長距離跑的起跑
動作要領。

3.實作：能做出長距
離跑的動作。
4.說明：學生能清楚
教師教學、電 腦、單 了解起跑及加速跑的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動作要領。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5.實作：學生能做出
教學媒體
起跑及加速跑及中間
跑的動作。
6.說明：學生能清楚
了解彎道跑及終點衝
刺的動作要領。

三、起跑及加速跑
1.說明：講解起跑及加速
跑的動作要領。
2.操作：
(1)示範以腳跨步的啟動
與身體碰壞重心後的啟
動動作，讓全班觀察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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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實作：學生能做出
對抗離心力的身體變
傾斜角度動作。
8.說明：學生能夠分
享在活動中的體會。

【國際教育】
國 J4 尊重與欣賞
世界不同文化的價
值。

者的差異性並分享觀察
心得。
(2)教師統整重點，讓學
生實際操作，引導學生用
心體會啟動的差異
性並修正身體跑步姿勢。
四、中間跑
1.說明：講解中間跑的動
作要領。
2.實作：設計三趟 50 公
尺跑步，分別要求學生以
腳跟、全腳掌及前腳掌著
地的三種方式去跑，並用
心感受其差異性。
3.發表：藉由提問，讓學
生以自身體驗去說明上
述三者的差異性。
4.統整：腳跟著地對於膝
蓋衝擊最大，不建議使
用；全腳掌受力面積較
大，衝擊力量較小；前腳
掌著地的方式，衝擊力較
全腳掌大，但向前推進效
率也較佳，因此建議學生
可以從全腳掌著地開始，
待跑步姿勢穩定後，為了
更快更有效率，進而再以
前腳掌著地的方式跑。
1.認運用生活實例重
新定義長距離跑的價
值。
2.了解長距離跑的項
目及內容。

一、彎道跑
1.講解：講解彎道跑的動
作要領。
2.操作：
(1)引導學生直道進彎道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能了解長距離跑技術 3.了解長距離跑的技
練習
分析及動作要領。
術分析。
4.了解並做出長距離
跑起跑技術。
5.了解起跑及加速跑
的動作要領。
6.能做出起跑及加速

跑，為對抗離心力，身體
須向內傾斜，此時不宜
加速。
(2)引導學生彎道進直道
跑時，順應 離心力，身體
順勢向外，此時宜加速前
進。

1.問答：能說出對長
距離跑的印象與想
法。
2.說明：學生能夠清
教師教學、電 腦、單 楚了解長距離跑的項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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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目及內容。
國 J4 尊重與欣賞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3.實作：能做出長距 世界不同文化的價
教學媒體
離跑的動作。
值。
4.說明：學生能清楚
了解起跑及加速跑的
動作要領。
5.實作：學生能做出

跑的身體驅動。

(3)發表：引導學生發表

起跑及加速跑及中間

7.了解中間跑的動作
要領。
8.能參與小組討論並
能清楚說明腳跟、全
腳掌及前腳掌著地的
差異性。
9.了解彎道跑及終點
衝刺的動作要領。
10. 能 做 出 對 抗 離 心
力的身體姿勢。
11. 了 解 長 距 離 跑 的

自己參與過程的情形。
二、長距離跑步姿勢注意
事項
1.說明：講解長距離正確
姿勢與常見錯誤姿勢的
不同。
2.統整：引導學生能理解
並說出正確姿勢，其應具
備頭部注視前方、擺臂的
位置、身體體姿須成一直
線。

跑的動作。
6.說明：學生能清楚
了解彎道跑及終點衝
刺的動作要領。
7.實作：學生能做出
對抗離心力的身體變
傾斜角度動作。
8.說明：學生能夠分
享在活動中的體會。

正確與錯誤姿勢。
1.認運用生活實例重
新定義長距離跑的價
值。
2.了解長距離跑的項
目及內容。
3.了解長距離跑的技
法克雷克 Fartlek 訓練
術分析。
法
4.了解並做出長距離
1.說明：(1)學生清楚了
跑起跑技術。
解訓練法定義與具體內
5.了解起跑及加速跑
容。
的動作要領。
了 解 法 克 雷 克
(2)教師分別以距離類、
6.能做出起跑及加速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Fartlek 訓練法原則
時間類及地形類舉例說
跑的身體驅動。
練習
並能應用於生活環境
明，引導學生融會貫通
7.了解中間跑的動作
中。
並能活用。
要領。
操作：讓學生嘗試設計活
8.能參與小組討論並
動，並能結合資訊能力呈
能清 楚說明腳跟、全
現成果，運用口語能力表
腳掌及前腳掌著地的
達想法，並能帶領同學參
差異性。
與其中。
9.了解彎道跑及終點

1.實作：能結合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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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及所學的概
念，創意發揮，設計規
教師教學、電 腦、單
劃一條訓練路線。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2.實作：能展現資訊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能力去表達及呈現成
教學媒體
果。
3.觀察：學生能與他
人 討論與合作。

【國際教育】
國 J4 尊重與欣賞
世界不同文化的價
值。

衝刺的動作要領。
10. 能 做 出 對 抗 離 心
力的身體姿勢。
11. 了 解 長 距 離 跑 的
正確與錯誤姿勢。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了解馬拉松的範疇與 1.認運用生活實例重 一、上下坡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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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電 腦、單 1.實作：能結合學校 【國際教育】

練習

內涵。

新定義長距離跑的價 1.說明：講解人為了在不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生活環境及所學的概 國 J4 尊重與欣賞

值。
2.了解長距離跑的項
目及內容。
3.了解長距離跑的技
術分析。
4.了解並做出長距離
跑起跑技術。
5.了解起跑及加速跑
的動作要領。
6.能做出起跑及加速
跑的身體驅動。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念，創意發揮，設計規 世界不同文化的價
教學媒體
劃一條訓練路線。
值。
2.實作：能展現資訊
能力去表達及呈現成
果。
3.觀察：學生能與他
人討論與合作。
4.說明：學生能了解
並說出馬拉松的起
源。
5.說明：學生能了解

同地形中跑步，該如何調
整身體姿勢去適應地形。
2.操作：
(1)引導學生在連續上坡
跑及下坡跑時，去感受身
體姿勢的變化。
(2)引導學生針對在上坡
與下坡時的地形變化下，
身體姿勢、頻率及步幅要
如何調整，進行討論與分
享。

7.了解中間跑的動作 二、馬拉松的起源說明：
要領。
(1)「馬拉松」名詞由來的
8.能參與小組討論並 典故。
能清 楚說明腳跟、全
腳掌及前腳掌著地的
差異性。
9.了解彎道跑及終點
衝刺的動作要領。
10. 能 做 出 對 抗 離 心
力的身體姿勢。

並說出馬拉松距離為
42.195 公里的由來。

(2)馬拉松列入奧林匹克
運動項目，距離由 40 公
里 到 42.195 公 里 的 演
變。

11. 了 解 長 距 離 跑 的
正確與錯誤姿勢。
1.認運用生活實例重
新定義長距離跑的價
值。
2.了解長距離跑的項
目及內容。
3.了解長距離跑的技
術分析。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學會配速的基礎概念 4.了解並做出長距離
練習
並能實際操作。
跑起跑技術。

一、兔子的故事
1.問答：以課文圖片或相
關蒐集的照片去提問，引
導學生了解兔子的由來
與職責。
問題舉例如下：
(1)圖片中的人去為何要
背著汽球？
(2)為何氣球上面要寫數

5.了解起跑及加速跑
的動作要領。
6.能做出起跑及加速
跑的身體驅動。
7.了解中間跑的動作
要領。
8.能參與小組討論並

字？
(3)氣球上數字代表什麼
意思？
(4)兔子在路跑當中的使
用時機為何？
2.說明：
(1)講解賽犬追兔子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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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答：學生能邏輯
思考並大膽臆測，更
能與老師深入對答。
2.說明：學生能了解
並說出兔子的由來。
教師教學、電 腦、單
【國際教育】
3.說明：學生能清楚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國 J4 尊重與欣賞
了解配速的概念及重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世界不同文化的價
要性。
教學媒體
值。
4.實作：學生能做出
相同距離不同配速的
跑法。
5.觀察：學生能認真
參與活動。

能清 楚說明腳跟、全 事。
腳掌及前腳掌著地的
差異性。
9.了解彎道跑及終點
衝刺的動作要領。
10. 能 做 出 對 抗 離 心
力的身體姿勢。
11. 了 解 長 距 離 跑 的
正確與錯誤姿勢。

(2)講解兔子配速的重要
性及其影響。
二、配速
1.說明：
(1)講解配速內涵及重要
性。
(2)講解配速在長距離跑
上的重要性及其影響。
2.操作：
(1)讓學生跑三組 200 公
尺，分別以課文中三種配
速去嘗試。
(2)讓學生分享在不同配
速下身體的感受。
(3)統整：了解先快後慢
的配速，容易造成後繼無
力；先慢後快往往保留體
力，以至於成績不容易提
升； 長距離跑步，還是以
均勻的速度跑 是最為有
效率且省力。

1.認運用生活實例重
新定義長距離跑的價
值。
2.了解長距離跑的項
目及內容。
3.了解長距離跑的技
術分析。
4.了解並做出長距離
學會結合 3C 產品及
跑、跳、投技巧個人專項
跑起跑技術。
相關設備實際運用於
練習
5.了解起跑及加速跑
長距離跑中。
的動作要領。

創新產品與路跑的結合
應用
1.說明：講解跑步服裝設
備及相關電子產品的功
能性及使用方式。
2.提問：
(1)你在跑步過程中，使
用過上述那些產品？試
著分享你的使用心得。
(2)你在跑步過程中，推
薦的其他產品有？產品

6.能做出起跑及加速
跑的身體驅動。
7.了解中間跑的動作
要領。
8.能參與小組討論並
能清 楚說明腳跟、全
腳掌及前腳掌著地的

的功能性為何？
四、跑出我的創意圖形
1.說明：如何運用 APP 去
定位及記錄軌跡並上傳
雲端。
2.說明：
(1)實際示範：首先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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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答：學生能邏輯
思考並大膽臆測，更
能與老師深入對答。
2.說明：學生能了解
並說出兔子的由來。
教師教學、電 腦、單
【國際教育】
3.說明：學生能清楚
槍投影 機、影音資料
國 J4 尊重與欣賞
了解配速的概念及重
與網路資源等 相關
世界不同文化的價
要 性。
教學媒體
值。
4.實作：學生能做出
相同距離不同配速的
跑法。
5.觀察：學生能認真
參與活動。

差異性。

你要的圖形，並於地圖上

9.了解彎道跑及終點
衝刺的動作要領。
10. 能 做 出 對 抗 離 心
力的身體姿勢。
11. 了 解 長 距 離 跑 的
正確與錯誤姿勢。

畫出路線。
(2)以手機定位後開始跑
步，中途可以電子產品協
助確認路線的正確 性。
(3)跑步結束後將軌跡下
載，可結合照片及文字作
為成果報告，上傳雲端。

※議題融入實質內涵：不能只是填入議題名稱或代碼，應由議題融入說明手冊找出「完整」實質內涵(代碼+實質內涵)填入。
※若｢議題融入實質內涵｣屬｢學習目標｣且要｢評量｣，則該欄位可移至｢學習目標｣欄位之前。
※考量國中社團開設時，會有技藝教育類屬性課程安排，因此上表中的黑點欄位為課程計畫參考原則中的必要項目，調整學習重點為教學重點，以因應該類課程屬性之課程計畫撰寫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