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3-6 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編號 社團活動名稱 社團教學總節數 是否跨年級實施 預計實施方式 

1 十鼓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2 籃球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3 閱讀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4 桌球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5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6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7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9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1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上列全部社團請如實一一撰寫社團個別之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實施如有跨年級實施也請敘明，實施週次如有與其他類課程對開也請於最右一欄如實說明。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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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鼓社團 實施年級 3-6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1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V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V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課程目標 
一、傳創台灣土本文化，發揚鼓樂藝術薪傳。 
二、以鼓術技藝為基礎，與本校獅隊結合，創新融合獅與鼓的展演。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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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週 4 醒獅鑼鼓 
醒獅鑼鼓節奏練習與鼓擊

技巧練習 

1. 能學會握棒與擊鼓 

的基本動作 

2. 學會讀十鼓特有的鼓譜 

3. 能學會結合動作與聲音效果，表現出

聲音與動作協調的美感。 

正確打出整首曲子 

團體演示 

心得記錄  

第 5-8週 8 果敢一擊 
果敢一擊節奏練習與鼓擊

技巧練習 

1. 能學會握棒與擊鼓 

的基本動作 

2. 學會讀十鼓特有的鼓譜 

3. 能學會結合動作與聲音效果，表現出

聲音與動作協調的美感。 

正確打出整首曲子 

團體演示 

心得記錄  

第 9-20週 8 大破連環 
大破連環節奏練習與鼓擊

技巧練習 

1. 能學會握棒與擊鼓 

的基本動作 

2. 學會讀十鼓特有的鼓譜 

3. 能學會結合動作與聲音效果，表現出

聲音與動作協調的美感。 

正確打出整首曲子 

團體演示 

心得記錄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3-6 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編號 社團活動名稱 社團教學總節數 是否跨年級實施 預計實施方式 

1 十鼓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2 籃球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3 閱讀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4 桌球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5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6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7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9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1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上列全部社團請如實一一撰寫社團個別之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實施如有跨年級實施也請敘明，實施週次如有與其他類課程對開也請於最右一欄如實說明。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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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鼓社團 實施年級 3-6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V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V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課程目標 
一、傳創台灣土本文化，發揚鼓樂藝術薪傳。 
二、以鼓術技藝為基礎，與本校獅隊結合，創新融合獅與鼓的展演。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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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週 2 果敢一擊 節奏練習與鼓擊技巧練習 

1. 能學會握棒與擊鼓的基本動作 

2. 學會讀十鼓特有的鼓譜 

3. 能學會結合動作與聲音效果，表現出

聲音與動作協調的美感。 

正確打出整首曲子 

團體演示 

心得記錄 
 

第 5-8週 8 力行 節奏練習與鼓擊技巧練習 

1. 能學會握棒與擊鼓的基本動作 

2. 學會讀十鼓特有的鼓譜 

3. 能學會結合動作與聲音效果，表現出

聲音與動作協調的美感。 

正確打出整首曲子 

團體演示 

心得記錄 
 

第 9-21週 10 鼓之眼 節奏練習與鼓擊技巧練習 

1. 能學會握棒與擊鼓的基本動作 

2. 學會讀十鼓特有的鼓譜 

3. 能學會結合動作與聲音效果，表現出

聲音與動作協調的美感。 

正確打出整首曲子 

團體演示 

心得記錄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3-6 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編號 社團活動名稱 社團教學總節數 是否跨年級實施 預計實施方式 

1 十鼓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2 籃球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3 閱讀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4 桌球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4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5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6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7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9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1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上列全部社團請如實一一撰寫社團個別之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實施如有跨年級實施也請敘明，實施週次如有與其他類課程對開也請於最右一欄如實說明。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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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社團 實施年級 3-6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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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1 具備良好的生活習慣，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C2 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課程目標 
1. 培義良好身體活動的習慣，發展運動的潛能。 
2. 探索身體活動能力，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的問題。 
在體育活動中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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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週 4 跟球做朋友 
Cd-Ⅰ-1 戶外休閒運動入

門遊戲 

1. 能運用籃球和身體部位產生互動。 

1. 能運用手的力量與方向控制球的位

置。 

分組練習 實作評量  

第 5-8週 8 運球 
Cd-Ⅱ-1 戶外休閒運動基

本技能 

1. 能右手運球，且移動位置。 

1. 能左手運球，且移動位置。 
分組練習 實作評量  

第 9-20週 8 投籃 
Cd-Ⅱ-1 戶外休閒運動基

本技能 

1. 能將球由手掌向空中推擲出去。 

2. 能控制球推擲出去的方向。 

1. 能控制球推擲出去的位置。 

分組練習 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3-6 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編號 社團活動名稱 社團教學總節數 是否跨年級實施 預計實施方式 

1 十鼓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2 籃球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3 閱讀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4 桌球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4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5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6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7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9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1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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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社團 實施年級 3-6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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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1 具備良好的生活習慣，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C2 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課程目標 
1.培義良好身體活動的習慣，發展運動的潛能。 
2.探索身體活動能力，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的問題。 
3.在體育活動中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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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週 6 投籃 
Cd-Ⅱ-1 戶外休閒運動基

本技能 

3. 能將球由手掌向空中推擲出去。 

4. 能控制球推擲出去的方向。 

2. 能控制球推擲出去的位置。 

分組練習 實作評量  

第 5-8週 8 打板投籃 
Cd-Ⅱ-1 戶外休閒運動基

本技能 

1.能將球由手掌向空中推擲出去。 

2.能控制球推擲出去的方向。 

2. 3.能控制球推擲籃板上反彃。 

分組練習 實作評量  

第 9-21週 6 帶球上籃 
Cd-Ⅱ-1 戶外休閒運動基

本技能 

1. 跨出右腳的同時將球收在胸前。 

2. 左腳跟著踏出並用力往上跳躍。 

2. 手掌朝上以挑籃的手法將球送入籃

框裡。 

分組練習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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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3-6 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編號 社團活動名稱 社團教學總節數 是否跨年級實施 預計實施方式 

1 十鼓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2 籃球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3 閱讀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4 桌球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4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5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6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7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9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1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上列全部社團請如實一一撰寫社團個別之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實施如有跨年級實施也請敘明，實施週次如有與其他類課程對開也請於最右一欄如實說明。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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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社團 實施年級 3-6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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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社-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2.社-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3.自-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課程目標 
1.學習欣賞並接納他人，並用一種關懷與包容的心態去對待他人。 
2.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習慣。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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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週 4 
品格教教育︰我

的妹妹聽不見 

2b-Ⅱ-1 體認人們對生活

事物與環境有不同的感

受，並加以尊重。 

1. 學習欣賞並接納他人，並用一種關懷

與包容的心態去對待他人 

口頭評量 

活動評量 
 

第 5-8週 8 
歷史故事︰三國

演義 

2c-Ⅱ-1 省思個人的生活

習慣與在群體中的角色扮

演，尊重人我差異、避免對

他人產生偏見。 

1. 學習欣賞並接納他人，並用一種關懷

與包容的心態去對待他人。 

口頭發表評量 

紙筆評量 

 

 

第 9-20週 8 
環境教育︰昆蟲

記-法布爾傳 

ai-Ⅱ-2 透過探討自然與

物質世界的規律性，感受發

現的樂趣。 

1.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習

慣。 

1. 能喜愛閱讀課外讀物，進而主動擴展

閱讀視野。 

發表評量 

口頭評量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3-6 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編號 社團活動名稱 社團教學總節數 是否跨年級實施 預計實施方式 

1 十鼓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2 籃球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3 閱讀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4 桌球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4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5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6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7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9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1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上列全部社團請如實一一撰寫社團個別之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實施如有跨年級實施也請敘明，實施週次如有與其他類課程對開也請於最右一欄如實說明。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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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社團 實施年級 3-6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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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社-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2.社-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3.自-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課程目標 
1.學習欣賞並接納他人，並用一種關懷與包容的心態去對待他人。 
2.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習慣。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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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週 6 
兩性教育︰朱家

故事 

3d-Ⅱ-1 探究問題發生的

原因與影響，並尋求解決問

題的可能做法。 

2. 能規劃執行並參與家裡的家事活動。 
口頭評量 

活動評量 
 

第 5-8週 8 
家庭教育︰傻鴨

子歐巴克 
家-D-1 家人關係與經營。 

2. 能了解親情、友情的重要並體會父母

的辛勞、孝順父母 

口頭發表評量 

紙筆評量 

 

 

第 9-21週 6 
環境教育︰老茄

苳的眼淚 

ai-Ⅱ-2 透過探討自然與

物質世界的規律性，感受發

現的樂趣。 

1.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習慣。 

2. 2.能喜愛閱讀課外讀物，進而主動擴

展閱讀視野。 

發表評量 

口頭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3-6 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編號 社團活動名稱 社團教學總節數 是否跨年級實施 預計實施方式 

1 十鼓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2 籃球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3 閱讀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4 桌球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5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6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7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9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1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上列全部社團請如實一一撰寫社團個別之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實施如有跨年級實施也請敘明，實施週次如有與其他類課程對開也請於最右一欄如實說明。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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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球社團 實施年級 3-6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4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V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V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課程目標 
一、傳創台灣土本文化，發揚鼓樂藝術薪傳。 
二、以鼓術技藝為基礎，與本校獅隊結合，創新融合獅與鼓的展演。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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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週 4 
桌球規則簡介與

基本練習 

1.桌球規則簡介  

2.基本動作：正手擊球 

3.正手擊球測驗 

1.能了解桌球的規則 

2.能使用正手擊球，並通過正手擊球的

測驗 

1.  

分組練習 實作評量  

第 5-8週 8 反手 
1.基本動作：反手擊球  

2.反手擊球測驗 

1. 1.能使用反手擊球，並通過反手擊球

的測驗。 
分組練習 實作評量  

第 9-20週 8 接發球 

1.簡單桌球戰術運用 2.基

本動作：接發球 3.接發球

測驗 

1.能了解桌球的戰術運用 

1. 2.能接發球，並通過接發球的測驗。 
分組練習 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3-6 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編號 社團活動名稱 社團教學總節數 是否跨年級實施 預計實施方式 

1 十鼓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2 籃球社團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3 閱讀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4 桌球 20 是 V 否□ 
□每週【  】節 

V 隔週【 2 】節 

5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6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7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9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1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上列全部社團請如實一一撰寫社團個別之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實施如有跨年級實施也請敘明，實施週次如有與其他類課程對開也請於最右一欄如實說明。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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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球社團 實施年級 3-6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4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V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V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E-A1 具備良好的生活習慣，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C2 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課程目標 

1.培養學生良好的運動習慣及正確的運動觀念  
2.學習良好的運動精神。 
3.熟練桌球正確的握拍方式及擊球技巧 
4.學習桌球的比賽規則及戰術應用。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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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週 2 桌球基本練習 

1. 持拍、直上拍球、牆壁

對打 

2.基本動作：正手擊球 

1. 能流暢的持拍直上拍球、牆壁對打。 

2. 2.能使用正手擊球，並通過正手擊球

的測驗 

分組練習 實作評量  

第 5-8週 8 
接發球練習(綜

合) 

1.教練發各種球路讓學生

接球並指導 

2.分組練習接發球 

1.能判斷教練的發球方式並接住來球。 

2. 2.能判斷同學的發球方式並接住來

球 

分組練習 實作評量  

第 9-21週 10 綜合練習 

1.讓學生自由練習各項技

能以便更加純熟 

2.從綜合練習中訓練敏捷

度和反應力 

1.能運用桌球的戰術與同學對打。 

2. 2.能判斷對手的戰術並回擊。 
分組練習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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