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五、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籃球 實施年級 五六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毋須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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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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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具備擬定 計畫與實作的能 力，並以創新思 考方式，因應日 常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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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使學生能做出籃球運球基本動作 2. 籃球比賽時可運用各種動作要領 3. 學習團隊合作精神，學會與人溝通技巧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週次 

參照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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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融入或教材設計

說明，無則免填。 

第二週  

第三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10 

1. 輕鬆上手(一)  

2. 輕鬆上手(二)  

3. 來玩籃球(一)  

4. 來玩籃球(二) 

進攻動作:  

1. 基礎運球:單手運 

球、胯下運球、背後 

運球、運球轉 身 過

人。  

2. 基礎傳球:兩人互 

傳、三人三角傳接。 

3. 基礎上籃:右手運 

球上籃、左手運球 上 

籃。  

4. 投籃練習:籃下擦 

板、中距離投籃。 

1.能在場上做出運球基 

本動作。  

2.能在場上做出傳球基 

本動作。  

3.能在場上做出上籃基 

本動作。  

4.能學習正確投籃動 

作。  

5.綜合運用各種動作要 

領。 

(一)實作 60％  

(二)晤談 20％ 

(三)學習態度 20％ 

 

https://www.docufreezer.com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十一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10 
1.防守悍將(一) 

 2.防守悍將(二) 

防守動作：  

1. 基本防守步:z 字 

型防守腳步、橫向 移 

動防守腳步。  

2. 個人防守步:一對 

一防守腳步、對位 防 

守腳步。  

3. 團隊防守步:23區 

域防守腳步、32 區域 

防守腳步、全 場包夾 

防守。 

1.能在場上做出防守基 

本動作。  

2.能綜合運用各種防守 

要領。  

3.能配合團隊做出防守 

陣式。  

4.透過比賽，培養團隊 

精神。 

(一)實作 60％  

(二)晤談 20％ 

(三)學習態度 20％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五、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籃球 實施年級 五六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毋須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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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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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具備擬定 計畫與實作的能 力，並以創新思 考方式，因應日 常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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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使學生能做出籃球運球基本動作 2. 籃球比賽時可運用各種動作要領 3. 學習團隊合作精神，學會與人溝通技巧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週次 

參照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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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融入或教材設計

說明，無則免填。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八週 

10 

1.輕鬆上手(三)  

2.輕鬆上手(四)  

3.來玩籃球(三)  

4.來玩籃球(四) 

進攻動作:  

1. 進階運球:雙手運 

雙球、s 型運球、 過 

障礙物運球。  

2. 進階傳球:行進傳 

球、三人八字傳 球。 

3. 進階上籃:兩人傳 

球上籃、三人快攻 傳 

球上籃。  

4. 進階投籃:運球急 

停跳投、 長距離投 

籃。 

1.能在場上做出運球進 

階動作。  

2.能在場上做出傳球進 

階動作。  

3.能在場上做出上籃進 

階動作。  

4. 能 學 習 正 確 投 

籃 動 作。  

5.能在場上綜合運用各 

種動作要領。 

(一)實作 60％  

(二)晤談 20％ 

(三)學習態度 20％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10 

1.防守悍將(三)  

2.大顯身手(一)  

3.大顯身手(二) 

防守動作:  

1. 防守戰術:23 區

域 聯防、32 區域聯 

防、1 對 1 盯人防 

守。  

2. 進攻戰術:多 打

少 戰術、快攻戰 術、 

陣地戰術。  

3. 狀況演練:包夾練 

習、邊線發球練 習、 

前場發球練 習、半場 

發球練 習。 

4. 比賽演練:五對五 

實戰演練。 

1.能在場上運用防守動 

作。  

2.能綜合運用各種防守 

要領。  

3.能配合團隊做出防守 

陣式。  

4.透過比賽，培養團隊 

精神。  

5.透過練習增加實戰經 

驗。 

(一)實作 60％  

(二)晤談 20％ 

(三)學習態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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