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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社團                 教師:李宜珮 

 

課程說明：「兩性」，一種得活到老學到老的智慧呀！所以宜珮無意把這個社團經營成生物

課程，而想試著透過主題引導、故事分享、訪問、體驗活動、影片、聊天、心理

遊戲等方式，希望讓孩子們了解青春期的的身心變化，也初探這成長的重要轉換。 

上課時數：每週一堂。 

課程對象：高年級。願意遵守課堂約定、尊重別人、不打鬧、亂開玩笑。 

課程內容：暫訂，實際課堂進行會依照孩子的提問或關切的主題彈性調整。 

 主題 內容 活動 

1 

課程說明與約

定，「我有話要

問」信箱 

課堂說明、互相的基本尊重， 

「我有話要問」─收集大家關心的議題 

學期進行中，依然可以隨時提出新的好奇問題。 

阿珮信箱與

約定 

2 

男女大不同

嗎？ 

‧男女生有哪些不同？只是身體、打扮、體力或個性？我們

要來看看男女身體的大不同，認識基本的健康與營養課程，

同時也來學學彼此的特質。 

‧男女性特質是天生而不可改變的嗎？爸爸媽媽在家庭中扮

演怎樣的角色？如果角色顛倒又會如何呢？我們要來試著

想想男女平等的真正意涵。 

‧母系社會與父系社會的對話 

拼貼~ 

1.印象中與

生活觀察的

男生和女生

形象 

2.尋找生活

中的既定印

象 

 

3 

認識自己 ‧自己眼中的、同學眼中的，我們要試著構築自我形象。也

透過心理學上的周哈里窗，認識人的面向可以更多元，不只

單一表象。 

‧我是怎樣的人?介紹描述性格情緒的詞彙，也透過同儕和

自己觀察的來回對照，認識自己 

活動~ 

1.周哈里窗

與心理測驗 

2.性格與情

緒卡 

4 

青春期的變化 青春期的能量真的那麼可怕嗎？為甚麼我這麼容易煩躁？

要怎樣照顧自己身體和心情呢？ 

有些事情，其實可以自己閱讀再找人聊聊，所以宜珮會推薦

相關書籍讓大家有興趣都自行翻閱。 

青春期的印

象、體驗活

動、書籍推薦

與對話分享 

5 

喜歡、欣賞、

愛…相似又不

同，喜歡一個人

想要表示可怎

辦？ 

開始偷偷喜歡對方，怎樣表達？為甚麼女/男生他會這樣反

應呢？為什麼會被誤會呢？又為甚麼沒有人喜歡我？透過

心理小測驗和訪問，觀看自己的不同面向，同時也討論受人

喜愛特質和方法。 

訪問：成人愛

慕的經驗與

故事分享 

6 

原來我是這樣

出生長大的 

原來小時候的我，是這樣子呀？我們要訪問爸媽找找自己小

時候的模樣和故事，也體驗媽媽頂著大肚子懷孕的感覺，爸

媽照顧寶寶的感受。 

體驗活動： 

養蛋 

7 

不敢問的問題 偷偷問，不具名的提問紙條，原來大家都會這樣好奇呀！ 似是而非的

情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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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漫畫、小

說、網站 

8 

網路世界虛虛

實實 

網路世界看似安全，卻又充滿曖昧。隱匿在電腦後的自己就

真的能如隱形人般隨意說話嗎?我們要聊聊網路霸凌背後的

不自知，也聊聊青春期人際關係對自我概念所產生的與影

響。 

討論:電影、

網路新聞、心

理學網站故

事…等 

9 總結 整理整理，看看自己  

給爸媽的話： 

1.課堂活動中，將會視主題需要，讓孩子訪問爸媽(父母是孩子對於兩性角色模仿的重要

參考)後進行討論或體驗活動。 

    2.課堂討論議題，會儘量照顧孩子的心靈的純真，不會輕易加入過於社會化議題，但是

若有孩子一知半解、似是而非，而於課堂提出時，宜珮會儘量知無不言，以呈現多面

向討論。 

    3.這門課程，也許有機會碰觸較具爭議性的議題，宜珮希望在對話討論過程中，呈現在

多元聲音與看法下，不同背景的養成價值觀，而核心會是：學習尊重這些養成的價值

觀。但考慮到孩子年紀，不會主動加入過多超越年紀的議題。 

    4.這門課程，希望可以讓對青春期好奇的孩子，可以有對話的機會，認識自己、學習認

識異性，同時也會對話到青少年的誘惑(例如：網路、電玩…)，所以與其說是課程，

它更接近一個對話團體的性質。 

 

評量：以社團方式和孩子們進行主題介紹、討論、對話，無期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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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心（低） 

授課教師：以潔 

上課時數：每週兩節 

授課對象：一、二年級生，喜歡廚房時光，享受吃和動手做食物的小孩。就算沒有下廚經驗、

想要嘗試看看，也很好！ 

課程介紹： 

 這個學期，每週兩堂的點心低的主題是「世界點心博覽會」。我們要一起來學著做世界各

地的點心。這些點心有的難、有的簡單；有的是我們熟悉而愛吃的，有的則可能是我們覺得

「好奇怪喔！從來沒吃過」的東西。但是我們學的點心背後都有非常有趣的故事和特色，能

讓我們認識到不同地區的文化、氣候還有生活方式。這堂課，我們不只動手做、大口吃點心，

更可以認識世界各國的飲食文化。 

 每一個點心主題中，我們都會引導並帶領小孩在老師和助教的協助下，練習做出不同的

世界點心，並利用製作的空檔時間帶小孩認識食物背後的故事。 

美洲點心 歐洲點心 

香烤薯條、棉花糖甜桶、莎莎醬 乳酪起司球、香草烤布丁、磅蛋糕、檸檬可麗餅、 

非洲點心 亞洲點心 

香脆玉米球、南非牛奶塔、地瓜麵包、 桃太郎飯糰、蜜麻花卷、迷你小餃子 

＊ 點心課需要收取課程材料費 400元。 

課程目標： 

1. 認識世界各國的飲食文化，對陌生的事物抱持開放和願意嘗試的心態 

2. 認識基本的烹飪和烘焙技巧：處理食材、揉麵團、廚具使用…… 

評量方式： 

1. 上課參與和態度：願意學習、嘗試，認真並確實的完成工作 

2. 食譜和學習單的書寫 

3. 廚房操作能力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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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烹飪（高）               授課教師：以潔 

 課程說明 

 高年級的烹飪課中，我們除了來練習料理的基本工和獨立烹飪的能力，更會開始嘗試許

多進階和有難度的菜色與點心。 

 烹飪課不是為了培育法式藍帶廚師而開始進行特訓，反而是希望讓小孩意識到烹飪的平

易近人。希望藉由烹飪課中的料理挑戰以及手作的過程，讓小孩產生一種「我以為很困難的

食物，其實我自己也能做」的自信，並在廚房經歷一個「掌握喜歡的味道、動手實踐製作」

的體驗。藉由新的嘗試，可以累積孩子在廚房的熟悉感和信心，在未來的人生中更能享受下

廚這件事。 

 除了實際在廚房的操作，也希望小孩能更深入了解食品教育和食品安全的議題，將健康、

永續和環保的概念帶入課程中，來認識食物的營養，看看食物是怎麼生產、製作、運送和消

費的(最喜歡的熱狗、雞塊、洋芋片、泡麵到底是怎麼做的？)，認識台灣的農業狀況、食品

添加物的危險，以及現在緊急迫切的糧食危機，以及食品帶來的環境危害等。 

 授課對象：歡迎喜歡下廚的高年級小孩，如果你已經很有烹飪經驗，應該能在廚 

房開啟一場有趣的探索，精進廚藝，並在課程中與同伴互相切磋、成為彼此的幫助。 

 如果你是對廚房不太熟悉的小孩，也歡迎你來認識烹飪這件事。不用擔心自己從來沒煮

過東西，或是會不小心把廚房燒掉。你可以在小組中依照自己的能力選擇不同的任務，也和

有烹飪經驗的夥伴們合作學習，逐步練習、累積，讓自己開始嘗試一個有趣的新領域。 

 由於廚房空間有限，本課程預計招收 16人，若人數超過，則會依照學生在試課週的參與

情況和上課態度來進行篩選，或是利用抽籤的方式來篩選人數。否則，廚房實在會太過擁擠

吵雜，難以靜心仔細的進行手作和品味的功夫阿！ 

 上課時數：每週兩堂課 

 課程內容 

這學期的料理會顧及喜歡甜食和和鹹食的小孩，一半進行鹹點和熱食的料理，一半則練習甜

點與烘焙，並囊括世界不同地區、不同特色的烹飪、調味與烘焙技巧。 

除了以潔想要教你們做的菜之外，我們也會一起決定要學哪些菜。你們家的獨門招牌料理，

可能就是我們大家要一起學的菜喔！ 

 

 以潔的菜單 你們的菜單？ 

亞洲 關東煮高麗菜捲、水煎包和湯包、炒麵麵包、印度咖哩和烤餅 開學時，我們會

一起討論大家 

想做哪些 

私房菜？ 

歐洲 西班牙吉拿棒、大蒜奶油培根麵包卷、布列塔尼酥餅 

美洲 手作麥克雞塊、塔可飯、香炸玉米球、聖誕馬鈴薯蔬菜塔 

 

 課程目標 

1. 能學習掌握不同烹飪技巧和基本知識，能得心應手、享受烹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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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練習能練習與同組夥伴好好合作、互相幫忙 

 

 教材： 

1. 老師自編學習單與食譜，需另外收取食材費一學期 500元。 

2.  建議小孩自備一把自己合用和習慣的刀具（中型水果刀）：因廚房刀具不是迷你小刀就是

大菜刀，數量有限，小孩在操作上較不方便順手。建議小孩在學期初自己帶一把合用的刀子，

平時放在學校由老師保管，烹飪課時再發還小孩使用。 

 

 評量方式 

1. 上課參與與投入的狀況           

2. 食譜或學習單的書寫 

3. 期末的料理測驗：期末時，我們會選擇一道大家喜愛、課堂上曾經做過的料理，請孩子

們獨立完成，觀察孩子在廚房的操作能力，還有後續的廚房清潔工作是否確實。 



73 

 

遊戲體適能(一)、(二)、中 
 授課教師：夏天 

 

課程說明： 
運動增加腦力，提升學習力，已經是近十年來大腦研究確認的事實。更重要的是能穩定情緒，

達到心理健康。「體適能」，指的是身體適應外界環境的能力，例如：溫度、氣候變化、病毒

等因素。在兒童體適能課程中，會以遊戲教學法來做設計，在遊戲中重視身體活動、肢體發

展及團隊精神的培養。 

 

課程目標： 

鍛鍊肌耐力、敏捷性、協調力、速度、平衡性和柔軟性。 

 

課程對象：低、中年級 

上課場地：小劇場為主，視活動內容會使用天臺、籃球場 

 

課程內容： 

 

遊戲體適能(ㄧ) 

每週 1堂(40分鐘)，15分鐘體能鍛鍊，包含暖身、兒童瑜伽、核心運動等；25

分鐘體適能遊戲，包含球類遊戲、趣味競賽、音樂律動等。 

 

遊戲體適能(二) 

每週 1堂(40分鐘)，20分鐘體能鍛鍊，包含暖身、兒童瑜伽、核心運動等；20

分鐘體適能遊戲，包含球類遊戲、趣味競賽、音樂律動等。 
 

遊戲體適能(中) 

每週 2堂(80分鐘)，第一堂課以體能鍛鍊為主，包含核心運動、有氧訓練、進

階瑜伽等；第二堂課設計團隊遊戲，除了運動之外，也練習團隊合作、溝通、

解決問題的能力。 

 

 

自備工具：請準備瑜珈墊、水壺、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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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低                教師:衛政男 

課程說明: 足球是求團隊合作的運動，常常需要與隊友溝通協調，可以學習到團隊精神與分

工合作，更是接觸領導統馭，拓展人際關係的機會。 

課程目標: 1.養成正確的運動習慣。  

          2.學習團隊精神與分工合作。 

          3.訓練良好的全身協調性。  

          4.從中獲得樂趣與成就感。 

上課時數: 每週二堂。 

課程對象: 1、2年級 

教    材: 4號足球/訓練盤/球門. 

上課方式: 10分鐘熱身操. 

          15分鐘熱身遊戲. 

          25分鐘主題活動. (本周主題技術) 

          20分對抗賽活動 

課程內容: 1.基本熱身操 

         2.熱身遊戲 

           說明:捕魚/警察抓小偷/1.2.3木頭人/護球大賽 

         3. 主題技術—傳/停/帶/射 

           說明:足球 4大基本技術練習. 

4.對抗賽 

 說明:1 VS 1 / 2 VS 2  / 3 VS 3 / 4 VS 4 

      五人制對抗賽/四球門對抗賽.  

作    業: 無 

評    量: 1.足球規則常識. 

          2.對抗賽評量. 

其    它: 

      1.上課內容視天候狀況更動,最好攜帶一套乾衣服,若遇雨天則上室內課 

      2.請自行攜帶飲用水. 

      3.請穿著球鞋,不要穿涼鞋及不適合球場運動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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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中高             教師:衛政男 

課程說明: 足球是求團隊合作的運動，常常需要與隊友溝通協調，可以學習到團隊精神與分

工合作，更是接觸領導統馭，拓展人際關係的機會。在中高年級可以訓練其思考的爆發力

及承受挫折的能力並在對抗賽中具備分析場面之能力。 

課程目標: 1.養成正確的運動習慣。  

          2.學習團隊精神與分工合作。 

          3.訓練良好的全身協調性及思考爆發力。  

          4.從中獲得樂趣與成就感。 

上課時數: 每週二堂. 

課程對象: 3-6年級. 

教    材: 4號足球/訓練盤/球門. 

上課方式: 10分鐘熱身操. 

          15分鐘熱身遊戲. 

          25分鐘主題活動. (本周主題技術) 

          20分對抗賽活動 

課程內容: 1.基本熱身操 

         2.熱身遊戲 

           說明:捕魚/警察抓小偷/1.2.3木頭人/護球大賽 

         3. 主題技術—傳/停/帶/射 

           說明:足球 4大基本技術練習. 

4.對抗賽 

 說明:1 VS 1 / 2 VS 2  / 3 VS 3 / 4 VS 4 

      五人制對抗賽/四球門對抗賽.  

作    業: 無 

評    量: 1.足球規則常識. 

          2.對抗賽評量. 

其    它: 1.上課內容視天候狀況更動,最好攜帶一套乾衣服,若遇雨天則上室內課, 

          2.請自行攜帶飲用水. 

          3.請穿著球鞋,不要穿涼鞋及不適合球場運動的鞋子. 

                             

主題技術 

 

週次 課程進度 課程內容說明 備註 

1 足底控球(一) 以足底停球/點球  

2 足底控球(二) 以足底停球/點球/左右移動 2/28(二)放假 

3 足內/外側控球(一) 以足內/外側控停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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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足內/外側控球(二) 以足內/外側控球前後移動  

5 足內/外側控球(三) 以足內/外側控球左右移動  

6 足背挑球(一) 以足背挑球以訓練觸球之感覺  

7 足背挑球(二) 以足背挑球以訓練觸球之感覺  

8 停高空球(一) 訓練控制高空及彈跳球  

9 停高空球(二) 訓練控制高空及彈跳球  

10 S型盤球(一) 訓練控球及觸球之感覺  

11 
S型盤球(二) 

訓練控球及觸球之感覺  

12 
快速盤球(一) 

加強帶球之能力及速度  

13 
快速盤球(二) 

加強帶球之能力及速度  

14 
4球門射門遊戲 

訓練傳球能力及空間感  

15 
4球門射門遊戲 

訓練傳球能力及空間感  

16 
期末分組比賽 

期末分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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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 球(中高)             教師:吳少豐 

課程說明: 桌球運動是很細膩也需要長時間的練習來累積經驗和手感，更是必須持之以恆
又要苦練的運動，在這裡我們透過教學學習桌球知識，培養運動興趣，預防近

視，釋放壓力來達到健康運動的樂趣. 

課程目標: 1.熟練基本動作練習. 

          2.培養正、反手相持對推或對拉的基本功. 

          3.提升肌力、耐力、敏捷性、協調性、專注力. 

          4.參與期末比賽、校內運動會比賽之能力 

上課時數: 每週兩堂 

課程對象: 三、四、五、六年級 

教    材: 自備球拍一支、球桌 2組、集球網、圍布架、球. 

上課方式:  10分鐘熱身、 

           30分鐘主題活動 

課程內容: 1.認識桌球規則 

          2.球拍與揮拍動作練習. 

          3.上肢體步伐的應用. 

          4.單球與多球練習. 

          5.接發球與相持球對練. 

          6.個人賽與雙打賽. 

作    業: 練球後或比賽結束後的心得報告.  

評    量: 分齡比賽. 

其    它: 1.請準備一套乾衣服與毛巾.  

          2.請自行攜帶飲用水,以補充運動流失的水分. 

          3.請穿著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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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低               教師:侯彥廷 
課程說明: 這門體育課程以體適能、手眼協調、平衡感、問題解決及團隊合作等，著手設計

相關體能活動，藉由『玩』來增進低年級在運動適能上的表現。 

課程目標: 1.培養運動習慣。   2.增進協調與平衡能力。   3.從中獲得樂趣與成就感。    

上課時數: 每週兩堂. 

課程對象: 1-2年級. 

人數上限：20人 

教    材: 彥廷自編自備 

課程內容:  

週次 日期 課程進度 課程內容說明 備註 

1 8/30 認識體育課 介紹課程/隔島躍進  

2 9/6 體適能 趣味障礙賽 
 

3 9/13 體適能 開心農場/動物進化論  

4 9/20 體操 體操：前滾翻、小魚躍 基礎技能 

5 9/27 體操 體操：後滾翻 基礎技能 

6 10/4 體操 體操：走繩  

7 10/11 球類 傳接球 基礎技能 

8 10/18 球類 運球 基礎技能 

9 10/25 球類 投籃  

10 11/1 雲嘉南大旅行 

老鷹抓小雞 

 

11 11/8 球類 帶式橄欖球  

12 11/15 球類 樂樂棒  

13 11/22 團隊合作 曲棍球 基礎技能 

14 11/29 團隊合作 曲棍球  

15 12/6 團隊合作 飛盤 基礎技能 

16 12/13 

 

 

 

團隊合作 飛盤  

17 12/20 問題解決 奪旗戰  

18 12/27 問題解決 馬雅文化體適能  

19 

 

1/3 問題解決 夜市遊戲  

20 1/10 期末回顧  

作    業: 無 

評    量: 1.課程投入程度    2.出缺席狀況 

其    它: 1.上課內容視天候狀況更動，最好攜帶一套乾衣服，若遇雨天則到小劇場或大樹屋

上課。      2.請自行攜帶飲用水。   

          3.請穿著球鞋，不要穿涼鞋及不適合球場運動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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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中               教師:侯彥廷 
課程說明: 這門體育課程以體適能、體操、球類課程、問題解決及團隊合作等，著手設計相

關體能活動，藉由『玩』來增進中年級在運動適能上的表現。 

課程目標: 1.培養運動習慣。   2.增進問題解決與團隊合作能力。   3.從中獲得樂趣與成

就感。    

上課時數: 每週兩堂. 

課程對象: 3-4年級. 

人數上限：20人 

教    材: 彥廷自編自備 

課程內容:  

週次 日期 課程進度 課程內容說明 備註 

1 9/5 認識體育課 介紹課程/隔島躍進  

2 9/12 體適能 趣味障礙賽／開心農場/動物進化論 
 

3 9/19 體操 體操：前滾翻、小魚躍後滾翻  

4 9/26 球類 籃球 基礎技能 

5 10/3 球類 籃球  

6 10/10 國慶日 

體操：走繩 

 

7 10/17 球類 樂樂棒 基礎技能 

8 10/24 球類 樂樂棒  

9 10/31 雲嘉南大旅行 

 

 

10 11/7 球類 帶式橄欖球 基礎技能 

11 11/14 球類 帶式橄欖球  

12 11/21 球類 排球 基礎技能 

13 11/28 球類 排球  

14 12/5 團隊合作 曲棍球  

15 12/12 

 

 

團隊合作 飛盤 基礎技能 

16 12/19 團隊合作 飛盤  

17 12/26 問題解決 奪旗戰  

18 1/2 問題解決 馬雅文化體適能  

19 

 

1/9 期末回顧  

作    業: 無 

評    量: 1.課程投入程度    2.出缺席狀況 

其    它: 1.上課內容視天候狀況更動，最好攜帶一套乾衣服，若遇雨天則到小劇場或大樹

屋上課。 

          2.請自行攜帶飲用水。 

          3.請穿著球鞋，不要穿涼鞋及不適合球場運動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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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高               教師:侯彥廷 
課程說明: 這門體育課程以體適能、體操、球類課程、問題解決及團隊合作等，著手設計相

關體能活動，藉由『玩』來增進高年級在運動適能上的表現。 

課程目標: 1.培養運動習慣。   2.增進基礎技能與策略思考能力。   3.從中獲得樂趣與成

就感。    

上課時數: 每週兩堂. 

課程對象: 5-6年級. 

人數上限：20人 

教    材: 彥廷自編自備 

課程內容:  

週次 日期 課程進度 課程內容說明 備註 

1 9/4 認識體育課 介紹課程/隔島躍進  

2 9/11 體適能 趣味障礙賽／開心農場/動物進化論 
 

3 9/18 體操 體操：前滾翻、小魚躍後滾翻  

4 9/25 球類 合球 基礎技能 

5 10/2 球類 合球  

6 10/9 球類 躲避球  

7 10/16 球類 樂樂棒  

8 10/23 球類 足壘  

9 10/30 雲嘉南大旅行 

 

 

10 11/6 球類 帶式橄欖球 基礎技能 

11 11/13 球類 帶式橄欖球  

12 11/20 球類 排球 基礎技能 

13 11/27 球類 排球  

14 12/4 團隊合作 曲棍球  

15 12/11 團隊合作 飛盤 基礎技能 

16 12/18 團隊合作 飛盤  

17 12/25 問題解決 奪旗戰  

18 1/1 元旦 

馬雅文化體適能 

 

19 

 

1/8 期末回顧  

作    業: 無 

評    量: 1.課程投入程度    2.出缺席狀況 

其    它: 1.上課內容視天候狀況更動，最好攜帶一套乾衣服，若遇雨天則到小劇場或大樹

屋上課。 

          2.請自行攜帶飲用水。 

          3.請穿著球鞋，不要穿涼鞋及不適合球場運動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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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類訓練               教師:侯彥廷 

課程說明: 這門體育課程以合球訓練為主、籃球訓練為輔，今年五月帶著高年級去比合球全

國賽，雖然輸得很慘，但小孩也了解到要付出努力及時間才能有些收穫，之所以

對方能比我們厲害，是因為他們花更多的時間在練習上，所以在這一門課程中，

彥廷想嘗試透過比較正式的訓練方式，讓你們在傳接球、投籃、戰術運用上，能

有更多的進步。參與這堂課程的人有機會出去比賽，訓練不會太輕鬆，所以要有

心理準備。 

課程目標: 1.培養運動習慣。   2.增進傳基礎技能、策略思考、團隊合作能力。   3.從中

獲得成就感。    

上課時數: 每週兩堂. 

課程對象: 3-6年級. 

上課方式: 理解式教學 

課程內容:  

作    業: 無 

評    量: 1.課程投入程度    2.出缺席狀況 

其    它: 1.上課內容視天候狀況更動，最好攜帶一套乾衣服，若遇雨天則到小劇場或大樹

屋上課。 

          2.請自行攜帶飲用水。 

          3.請穿著球鞋，不要穿涼鞋及不適合球場運動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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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一                                            單車教練：凌永。怪獸 

說到腳踏車，你會想到什麼呢？ 

腦海中浮現出兩個輪子、有把手、踏板、鏈條…有著許多的零件慢慢拼湊而成， 

不過，這些像是變形金剛的組合能夠開始移動，而最重要的靈魂，就是那正在騎車的人！ 

 

人的發展從嬰兒慢慢爬行，到站起身子用雙腳走路，再進入奔跑跳躍的行動， 

這一層層的階段，象徵了我們進入了某一層新觀察、體驗生活的轉變與突破！ 

而單車，就讓雙腳離開了地面，藉著踩踏踏板，轉動著雙輪，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 

 

漂浮，是游泳的入門，而平衡，就是騎單車的入門， 

就讓我們從這裡開始認識單車---這個即將帶著我們去探索生活的好朋友！ 

 

上課時數：每週一堂 

課程對象：想學騎單車，喜歡騎單車，希望進一步與單車成為好朋友的小一孩子們。 

 

上課方式及內容： 

首先，需要準備一台屬於自己的單車… 

上課的方式，分為兩個部份： 

室外課： 

騎車技術---初階：平衡練習（前進、轉彎）、煞車使用（停車）進階：上下坡練習 

團體外騎---初階：團隊練習（跟車、口號）、進階：實際騎行體驗（包含單車出校認證） 

室內課： 

單車認識---從簡單的保養（打氣、上油、擦車…）、維修（修落鍊、調座墊、調煞車、拆輪胎…），

在實際操作的過程裡，熟悉單車不同的結構的名字。 

單車創作---圍繞著單車這個主題，來會進行以單車為主題的發想的創作（例如：輪胎痕跡印

記、車架塗裝、未來單車想像畫、關於單車的各種故事...） 

 

※若小一孩子想選修這門課，請爸爸媽媽需要先協助的部分： 

 

一、準備一台合適的單車 

     簡單測試方法：1、坐在坐墊上，雙手可以抓到剎車把手。 

                   2、雙腳可碰地，但踩踏時不會撞到把手。 

二、檢查單車的健康狀況 

     檢測重點提醒：1、輪胎可正常打氣？ 

                   2、剎車是否可使用？ 

三、必須配戴一頂安全帽 

     選擇要點注意：1、安全帽大小是要能保護額頭，可以完整包覆。 

                   2、安全帽上扣環皆可移動、繩子部分沒有翻轉。 

 



83 

 

單車二                                            單車教練：凌永。怪獸 

說到腳踏車，你會想到什麼呢？ 

腦海中浮現出兩個輪子、有把手、踏板、鏈條…有著許多的零件慢慢拼湊而成， 

不過，這些像是變形金剛的組合能夠開始移動，而最重要的靈魂，就是那正在騎車的人！ 

 

人的發展從嬰兒慢慢爬行，到站起身子用雙腳走路，再進入奔跑跳躍的行動， 

這一層層的階段，象徵了我們進入了某一層新觀察、體驗生活的轉變與突破！ 

而單車，就讓雙腳離開了地面，藉著踩踏踏板，轉動著雙輪，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 

 

已經經歷一段時間累積，自己和單車之間以及共同騎車夥伴的默契， 

所以，我們將繼續從實際外騎中累積各種騎車的經驗，面對可能在路上發生的一切問題！ 

 

上課時數：每週一堂 

課程對象：喜歡騎車，想練練單車，想要更深入認識單車的小二孩子們。 

 

上課方式及內容： 

首先，先確認自己是否擁有一台適合自己的單車… 

上課的方式，分為兩個部份： 

室外課： 

騎車技術---操控技術（上下坡、點放煞車、抽車、放單手、踩踏頻率…）及踩踏重量感知。 

團體外騎---跟車原則（平路、上坡、下坡的差異性）及培養騎行默契（兩排騎車練習）。 

室內課： 

單車認識---從簡單的保養（打氣、上油、擦車…）、維修（修落鍊、調座墊、調煞車、拆輪胎…），

在實際操作的過程裡，熟悉單車不同的結構的名字。 

單車創作---圍繞著單車這個主題，來會進行以單車為主題的發想的創作（例如：輪胎痕跡印

記、車架塗裝、未來單車想像畫、關於單車的各種故事...） 

 

※若小二孩子想選修這門課，請爸爸媽媽需要先協助的部分： 

 

1、關於「現在的單車是否適合孩子？」 

   簡單測試方法：坐上單車坐墊後，雙手可以碰觸按壓煞車， 

                 雙腳可微微掂起，並在踩踏時不撞到把手。 

2、在將單車送上山之前，建議「先送去單車店做一次檢查調整」 

   單車檢測重點：內胎可正常打氣？剎車是否可以安全煞住車？ 

                 變速時旋轉順暢？準備適合且穩定的水壺架！ 

3、幫忙孩子檢查一下，他們的「安全帽是否安全？」 

   簡單觀察方法：先檢查安全帽外觀沒有破裂，內裡的保麗龍是否有斷裂痕跡？ 

                 再看旋鈕、扣環可否能移動、繩子沒有翻轉？兩邊長度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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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術中 

教師:李潔欣 

課程說明與課程目標：武術透過拳腿伸展與體能開發，進而挖掘身體潛能。在學習武術的過

程，武術不僅只是訓練身體，武術重視崇德尚禮的武德精神與態度。從課程中的身體感知出

發，在訓練中學習自制與專注，尊重與合群。 

 

上課時數：每週二堂  

課程對象：三、四年級，願意嚴格遵守安全規則的孩子。 

教 材：教師自選教材  

上課內容與方式：從靜坐開始，讓心靜下來，而後依序進行暖身活動：樁功，基本功，核心

體能，再到拳術與棍法的鍛鍊。在武術中的課程裡，一次又一次鍛鍊到磨練，進而自我要求，

培養孩子心性穩定，專注力，持續力，耐力和自主性。 

1.靜坐：讓心沉穩落定，能夠專注在自身，進而能分注環境變化。 

2.暖身：壓腿延展，體能訓練 

3.基本功：站樁，拳掌腿功練習，跳躍翻滾，初階對打。 

4.基本拳法套路 

5.基礎棍法與套路  

 

作 業：期末晚會呈現  

評 量： 

1. 課堂觀察：課堂裡的學習態度與表現，群體活動中的互動與協調。 

2. 呈現觀察：個人表現，團隊合作與負責態度。  

 

注意事項：請穿著適合運動的衣著與鞋子。嚴禁涼鞋、拖鞋與赤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