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公立仁德區長興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二 年級 健康與體育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自編教材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二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3)節，本學期共(60)節 

課程目標 

1.學生能理解自我健康照護的重要性，並配合學校進行相關的身體健康檢查活動。 

2.學生能模仿並熟悉基本的暖身動作，並於激烈運動前先自行運用暖身動作活動身體，避免運動傷害。 

3.學生能活用個人肢體能力，搭配全身協調動作，模仿各種舞蹈動作，並配合參加才藝表演。 

4.透過校內的各項遊樂設備，訓練學生全身平衡、協調能力以及上肢及下肢動作能力的加強。 

5.利用各種球類運動，增進學生各項感官知覺的反應能力，並促進身體機能的健康運作。 

6.藉由各項運動遊戲，讓學生在活動中學習人際互動技巧，並樂於從事各種體能性的活動。 

總綱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融入之重大議題 

【安全教育】運動安全 

安 E6 了解自己的身體。 

安 E7 探究運動基本的保健。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1-4週 自我保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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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 -E-C2 

1a-Ⅰ-1 認識個人的

基本健康常識。 

1a-Ⅰ-2 認識個人的

健康生活習慣。 

1c-Ⅰ-2 認識簡易的

運動常識。 

1d-Ⅰ-1 認識基本動

作技能。 

2b-Ⅰ-1 接受個人的

Ba-Ⅰ-1遊戲場所與上下

學情境的安全須知。 

Ba-Ⅰ-2學校傷害事件急

救處理方法。 

Bc-Ⅰ-1常見暖身伸展動

作的認識。 

Cb-Ⅰ-1基本的運動安全

常識與運動對身體健康的

益處。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安 E6 

安 E7 第 5-8週 暖身運動 11 

第 9-12週 學校的遊樂場 12 

第 13-16週 小小舞王 12 

第 17-21週 球的遊戲 1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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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生活規範。 

2c-Ⅰ-1 表現適當的

團體互動行為。 

2d-Ⅰ-2 接受並體驗

身體活動。 

3a-Ⅰ -2 能於引導

下，操作簡易的健康

技能。 

3d-Ⅰ-1 應用基本動

作常識參與遊戲。 

4c-Ⅰ-2 選擇適合個

人的簡易身體活動。 

4d-Ⅰ-1 願意從事日

常身體活動。 

4d-Ⅰ-2 利用學校資

源從事身體活動。 

Cb-Ⅰ-2常見班級性體育

活動。 

Cd-Ⅰ-1戶外休閒運動的

參與。 

Ce-Ⅰ-1其他休閒運動的

參與。 

Da-Ⅰ-2 身體的部位與衛

生保健的重要性。 

Ga-Ⅰ-1走、跑、跳與投

擲遊戲。 

Hc-Ⅰ-1標的性球類運動

相關的簡易拋、擲、滾之

手眼動作協調。 

Ia-Ⅰ-1簡易滾翻、支撐、

平衡遊戲。 

Ib-Ⅰ-1簡易唱、跳與模

仿性律動遊戲。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公立仁德區長興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二 年級 健康與體育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自編教材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二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3)節，本學期共(57)節 

課程目標 

1.學生能習得並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並學習正確的餐桌禮儀及餐前餐後的清潔工作。 

2.透過每日規律的運動習慣，促進學生體能及整體心肺功能的運作，並提升情緒的穩定度及專注力。 

3.透過各項運動競賽，培養學生與他人合作及互動的配合能力，並樂於參加運動會各類比賽項目。 

4.利用各種球類運動，增進學生各項感官知覺的反應能力，並促進身體機能的健康運作。 

5.學生能安全使用腳踏車，練習且熟悉正確騎腳踏車(識個人狀況加輔助輪)之方式及交通安全觀念。 

總綱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融入之重大議題 

【安全教育】運動安全 

安 E6 了解自己的身體。 

安 E7 探究運動基本的保健。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1-4週 健康飲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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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

1a-Ⅰ-1 認識個人的

基本健康常識。 

1a-Ⅰ-2 認識個人的

健康生活習慣。 

1c-Ⅰ-2 認識簡易的

運動常識。 

1d-Ⅰ-1 認識基本動

作技能。 

2b-Ⅰ-1 接受個人的

健康生活規範。 

Ba-Ⅰ-1遊戲場所與上下

學情境的安全須知。 

Ba-Ⅰ-2學校傷害事件急

救處理方法。 

Bc-Ⅰ-1常見暖身伸展動

作的認識。 

Cb-Ⅰ-1基本的運動安全

常識與運動對身體健康的

益處。 

Cb-Ⅰ-2常見班級性體育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安 E6 

安 E7 第 5-8週 健康體適能 12 

第 9-12週 運動大賽 12 

第 13-16週 有趣的球類活動 12 

第 17-20週 騎腳踏車 10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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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Ⅰ-1 表現適當的

團體互動行為。 

2d-Ⅰ-2 接受並體驗

身體活動。 

3a-Ⅰ -2 能於引導

下，操作簡易的健康

技能。 

3d-Ⅰ-1 應用基本動

作常識參與遊戲。 

4c-Ⅰ-2 選擇適合個

人的簡易身體活動。 

4d-Ⅰ-1 願意從事日

常身體活動。 

4d-Ⅰ-2 利用學校資

源從事身體活動。 

活動。 

Cd-Ⅰ-1戶外休閒運動的

參與。 

Ce-Ⅰ-1其他休閒運動的

參與。 

Da-Ⅰ-2 身體的部位與衛

生保健的重要性。 

Ga-Ⅰ-1走、跑、跳與投

擲遊戲。 

Hc-Ⅰ-1標的性球類運動

相關的簡易拋、擲、滾之

手眼動作協調。 

Ia-Ⅰ-1簡易滾翻、支撐、

平衡遊戲。 

Ib-Ⅰ-1簡易唱、跳與模

仿性律動遊戲。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