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北門區文山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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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彩飛揚 20 是▓  否□ 
▓每週【0.5】節 

□隔週【】節 

2 舞藝絕倫 20 是▓  否□ 
▓每週【0.5】節 

□隔週【】節 

 

臺南市公立北門區文山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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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彩飛揚 實施年級 中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0)節 社團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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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識個人特質，發展生命潛能。 
健體-E-A1具備良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識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社-E-A1認識自我在團體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態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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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樂於與人互動、公平競爭，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
健康。 
社-E-C2建立良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課程目標 
1.認識甩繩、跳躍的要領及控繩、停繩與安全練習的方法。  
2.培養跳繩的興趣，發展跳繩運動的潛能。 
3.能了解並遵守跳繩運動的規則，樂於與他人合作完成跳繩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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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四週 2 認識跳繩 認識跳繩 

1.認識跳繩及各部位名

稱。 

2.說出甩繩、跳躍的要

能說出跳繩名稱並說出

甩繩、跳躍、控繩、停

繩、安全練習的方法、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領。 

3.說出控繩、停繩與安

全練習的方法。 

4.認識校定個人花式跳

繩。 

校定個人花式跳繩的動

作。 

第五~八週 2 

甩繩(一) 頭上空迴旋、腳下空

跳躍迴旋 

1.能操作頭上空迴旋。 

2.能雙腳併攏，操作腳

下跳躍空迴旋。  

連續甩繩 10下，繩子能

與地面平行 
 

第九~十二週 2 

甩繩(二) 左側空迴旋、右側空

迴旋 

1.能雙腳併攏，操作身

體左側空迴旋並跳。 

2.能雙腳併攏，操作身

體右側空迴旋並跳。 

連續甩繩 10下，繩子能

與地面垂直 
 

第十三~十六

週 
2 

甩繩(三) 頭前空迴旋、頭後空

迴旋 

1.能雙腳併攏，操作身

體前方空迴旋。 

2.能雙腳併攏，操作身

體後方空迴旋。 

 

連續甩繩 10下，繩子能

與地面垂直 
 

第十七~二十

週 
2 

一跳一迴旋：擺盪單人

跳 

擺盪單人跳 1.能兩人合作持繩，以

半迴旋方式前後擺動，

完成半迴旋配合跳。 

連續跳 10下而腳不絆繩  

 

臺南市公立北門區文山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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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彩飛揚 實施年級 中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0)節 社團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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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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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識個人特質，發展生命潛能。 
健體-E-A1具備良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識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社-E-A1認識自我在團體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態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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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樂於與人互動、公平競爭，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
健康。 
社-E-C2建立良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課程目標 
1.具備操作各種基本跳繩動作的能力如前跳、後跳、單腳跳等。 
2.培養跳繩的興趣，發展跳繩運動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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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四週 2 
一跳一迴旋：前跳 雙腳併攏一跳一迴旋 能操作雙腳併攏前跳一

跳一迴旋。 

連續跳 5~15下而腳不絆

繩 
 

第五~八週 2 

一跳一迴旋：前跳、後

跳 

雙腳併攏一跳一迴旋 1.能操作雙腳併攏前跳

一跳一迴旋。 

2.能操作雙腳併攏後跳

一跳一迴旋。 

連續各跳 10下而腳不絆

繩 
 

第九~十二週 2 

一跳一迴旋：前單腳跳 左單腳一跳一迴旋、

右單腳一跳一迴旋 

能操作左單腳前跳一跳

一迴旋、能操作右單腳

前跳一跳一迴旋。 

連續跳 10下而腳不絆繩  

第十三~十六

週 
2 

一跳一迴旋：單腳左右

交換前跳 

單腳左右交換跳 能操作左右腳交換前跳

一跳一迴旋。 
連續跳 10下而腳不絆繩  

第十七~二十

週 
2 

一跳一迴旋：單腳左右

交換後跳 

單腳左右交換跳 能操作左右腳交換後跳

一跳一迴旋。 
連續跳 10下而腳不絆繩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北門區文山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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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藝絕倫 實施年級 中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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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識個人特質，發展生命潛能。 
健體-E-A1具備良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識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社-E-A1認識自我在團體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態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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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樂於與人互動、公平競爭，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
健康。 
社-E-C2建立良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課程目標 
1.認識三太子的沿革、表演方式與特色及暖身、耗腿練習的方法。  
2.培養舞蹈的興趣，發展舞蹈運動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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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四週 2 
認識欣賞傳統藝陣「三

太子」 
認識「三太子」 

1.能搜集了解傳統藝陣 

  三太子的沿革、演出 

  者造型變化及表演方 

  式與特色。 

2.能認識三太子的表演 

  陣勢變化。 

能說出三太子的沿革、

造型變化及表演方式與

特色。 

 

 

第五~八週 2 腿部教學 
暖身、耗腿、基本腿

部動作練習 

1.基本暖身練習 

2.能了解耗腿意義 

3.調整身體的正確姿勢 

4.能了解基本腿部動作

做出正確暖身、耗腿及

基本腿部動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要領 

第九~十二週 2 柔軟度教學 
暖身、柔軟度、基本

腿部動作練習 

1.基本暖身練習 

2.調整身體的正確姿勢 

4.能做出正確基本腿部 

  動作 

3.能了解基本柔軟度動 

作要領 

做出正確暖身、基本腿 

部及柔軟度動作。 
 

第十三~十六

週 
2 手部教學 

暖身、基本手部動作

練習 

1.基本暖身練習 

2.調整身體的正確姿勢 

3.認識手部姿勢意義 

4.能了解基本手部動作 

  要領 

做出正確暖身、基本手

部動作。 
 

第十七~二十

週 
2 手部教學 

暖身、手部姿勢組合 

動作練習 

1.基本暖身練習 

2.調整身體的正確姿勢 

3.能做出正確基本手部 

  動作 

4.能了解手部姿勢組合 

  動作要領 

做出正確暖身、基本手

部動作及手部姿勢組合 

動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北門區文山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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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藝絕倫 實施年級 中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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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識個人特質，發展生命潛能。 
健體-E-A1具備良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識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社-E-A1認識自我在團體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態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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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樂於與人互動、公平競爭，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
健康。 
社-E-C2建立良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課程目標 
1.具備操作各種基本舞蹈動作的能力如腳步、手腿部等。 
2.培養舞蹈的興趣，發展舞蹈運動的潛能。 
3.能初步構想設計參與三太子演出的表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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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四週 2 腳步教學 
暖身、基本腳步動作

練習 

1.基本暖身練習 

2.調整身體的正確姿勢 

3.能認識腳的位置意義 

4.能了解基本腳步動作 

  要領 

做出正確暖身、基本腳

步動作。 
 

第五~八週 2 腳步教學 
暖身、腳步姿勢組合

動作練習 

1.基本暖身練習 

2.調整身體的正確姿勢 

3.能了解腳步姿勢組合 

  動作要領 

做出正確暖身、腳步姿 

勢組合動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第九~十二週 2 手腿部教學 
暖身、腳步姿勢組合

動作練習 

1.基本暖身練習 

2.調整身體的正確姿勢 

3.能了解手加腿部動作 

  意義 

4.能了解手腿部動作要 

  領  

做出正確暖身、手腿部

動作動作。 
 

第十三~十六

週 
2 身段教學 暖身、身段動作練習 

1.基本暖身練習 

2.調整身體的正確姿勢 

3.能了解身段意義 

4.能了解上肢體動作要 

  領 

做出正確暖身、身段動

作動作。 
 

第十七~二十

週 
2 綜合教學 

暖身、分組練習與預

演 

1.基本暖身練習 

2.調整身體的正確姿勢 

3.能結合對傳統三太子 

  之認識，與同學合作 

  配合肢體動作。 

展示小組合作表演內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