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

名稱 
樂活社團(自編) 實施年級 六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節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運動技能 

3-3-1-1 表現簡單的全身性身體活動。 

3-3-1-2 表現使用運動設備的能力。 

3-3-1-3 表現操作運動器材的能力。 

3-3-2-3 在遊戲或簡單比賽中表現各類運動的基本動作或技術。 

3-3-2-4 了解運動規則，參與比賽，表現運動技能。 

3-3-3-3 在個人和團體比賽中運用戰術戰略。 

3-3-3-4 在活動練習中應用各種策略以增進運動表現。 

3-3-3-5 應用運動規則參與比賽，充分發揮運動技能。 

運動參與 

4-4-1-3 認識並使用遊戲器材與場地。 
4-4-2-1 了解有助體適能要素促進的活動，並積極參與。 
4-4-2-2 評估體適能活動的益處，並藉以提升個人體適能。 
4-4-3-4 評估對各種不同需求者的運動需求與計畫。 
4-4-3-5 培養欣賞運動美感與分析比賽的能力。 

課程目標 

1.養成尊重生命的觀念，豐富全人健康的生活。 

2.充實促進健康的知識、態度與技能。 

3.發展運動概念與運動技能，提昇體適能。 

4.培養增進人際關係與互動的能力。 

5.培養營造健康社區與環境的責任感和能力。 

6.培養擬定健康與體育策略與實踐的能力。 

7.培養運用健康與體育的資訊、產品和服務的能力。 

課程架構脈絡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一 2 常規建立與暖身活動 制定規則、暖身操 
能簡單的進行全身活動

並遵守制定規則。 
動態評量  

二 2 籃球運傳賽 運球、傳球訓練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並執行運球

及傳球的技巧。 

動態評量 

 

四、五 4 神射手 VS神拋手 籃球投籃、上籃練習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並執行投籃

及上籃的技巧。 

動態評量 

 

六 4 我是林書豪 綜合活動(運傳投上)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

執行所討論出的戰術，

並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動態評量 

 

八、九 4 足球傳傳樂 盤球、傳球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並執行足球

盤球及傳球的技巧。 

動態評量 

 

十、十一 4 看誰射得準 射門比賽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並執行射門

技巧。 

動態評量 

 

十二、十三 4 足壘球大聯盟 足壘球比賽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

執行所討論出的戰術，

並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動態評量 

 

十四、十五 4 金手套銀手套爛手套 樂樂棒球傳接練習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並執行接球

與傳球的技巧。 

動態評量 

 

十六、十七 4 金牌打手 樂樂棒球打擊練習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並執行打擊

策略與打擊技術的提

升。 

動態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十八、十九 4 飛毛腿 
跑壘練習 

球賽規則講解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並執行跑壘

判斷與跑壘規則的熟

悉。 

動態評量 

 

二十、二十一 4 棒球大聯盟 正規樂樂棒球賽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

執行所討論出的戰術，

並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動態評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備註可加註說明各社團以年段或班群實施現況、議題融入或教材設計說明，無則免填。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

名稱 
樂活社團(自編) 實施年級 六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2   )節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運動技能 

3-3-1-1 表現簡單的全身性身體活動。 

3-3-1-2 表現使用運動設備的能力。 

3-3-1-3 表現操作運動器材的能力。 

3-3-2-3 在遊戲或簡單比賽中表現各類運動的基本動作或技術。 

3-3-2-4 了解運動規則，參與比賽，表現運動技能。 

3-3-3-3 在個人和團體比賽中運用戰術戰略。 

3-3-3-4 在活動練習中應用各種策略以增進運動表現。 

3-3-3-5 應用運動規則參與比賽，充分發揮運動技能。 

運動參與 

4-4-1-3 認識並使用遊戲器材與場地。 
4-4-2-1 了解有助體適能要素促進的活動，並積極參與。 
4-4-2-2 評估體適能活動的益處，並藉以提升個人體適能。 
4-4-3-4 評估對各種不同需求者的運動需求與計畫。 
4-4-3-5 培養欣賞運動美感與分析比賽的能力。 

課程目標 

1.養成尊重生命的觀念，豐富全人健康的生活。 

2.充實促進健康的知識、態度與技能。 

3.發展運動概念與運動技能，提昇體適能。 

4.培養增進人際關係與互動的能力。 

5.培養營造健康社區與環境的責任感和能力。 

6.培養擬定健康與體育策略與實踐的能力。 

7.培養運用健康與體育的資訊、產品和服務的能力。 

課程架構脈絡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一 2 常規建立與暖身活動 制定規則、暖身操 
能簡單的進行全身活動

並遵守制定規則。 
動態評量  

二 2 飛盤知多少 傳接練習、規則介紹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並執行飛盤

正手傳接、反手傳接技

巧。 

動態評量 

 

四、五 4 
飛盤勇氣賽 

飛盤高爾夫 
勇氣賽、高爾夫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並執行飛盤

勇氣賽與飛盤高爾夫技

巧與規則。 

動態評量 

 

六、七 4 躲避……飛盤? 
躲避飛盤規則 

躲避飛盤比賽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

執行所討論出的戰術，

並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動態評量 

 

九 2 金排球 上下手接發球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並執行排球

運動的發球及低手、高

手傳球技巧。 

動態評量 

 

十、十一 4 你打我接 雙人、三人練習接發 

學習並執行排球運動的

發球及低手、高手傳球

技巧，最後能完成兩人

至三人的小組練習。 

動態評量 

 

十二 2 你打我接(二) 小隊比賽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

執行所討論出的戰術，

並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動態評量 

 

十三、十四 4 老鷹抓小雞 卡巴迪介紹、練習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並執行卡巴

迪的技巧與規則。 

動態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十五、十六 4 樂樂卡巴迪 卡巴迪比賽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

執行所討論出的戰術，

並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動態評量 

 

十七、十八 4 競賽達人 
籃球、樂樂棒球足壘

球、躲避飛盤競賽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

執行所討論出的戰術，

並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動態評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備註可加註說明各社團以年段或班群實施現況、議題融入或教材設計說明，無則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