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三

編號：

體育課好好玩 - 103 學年度教育部體育署優質體育教材教具甄選
作品說明書

參賽組別

■教材設計組

作品名稱

尊重差異，大顯身手－足壘球

適用對象
作品用途

設
計
理
念
與
構
想

□教具設計組

國二學生
運用足壘球課程和比賽，了解男女運動能力的差異，懂得尊重彼此差
異，在適時的修訂規則下，增加女性參與運動的意願。
國二生開始，對於兩性的議題備感興趣，此時若能在體育課程中，適
時的融入兩性的差異，比如為何運動賽會要分男子組和女子組，運動史中
女性如何爭取參與運動的機會，發展至現今的運動賽會。
國中階段，因為女生開始對外貌在意，擔心世俗的眼光，導致運動的
意願降低，其原因有運動是男生的天下、每次比賽都是男生佔優勢、害怕
比賽輸會丟臉，因此體育老師如能夠適時調整運動規則，使女生也可以大
顯身手，增加女生的自信心，相信這樣的體育課程會讓孩子們一輩子都懷
念，也可從中學習如何兩性尊重。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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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第一節課 基本傳接球及進攻能力訓練：藉由基本足內側、足背傳接
球，以及實際比賽各容易得分之進攻位置踢擊訓練其進攻能力。此時若女
生進攻踢擊到指定位置，將得 2 分；男生進攻踢擊到指定位置，將得 1 分。
第二節課 進攻防守跑傳能力訓練：藉由守門員接球練習，及實際比賽
場防守訓練，訓練其傳接球能力，並宣導男女生差異，若投手為男性、一
壘手也為男性，而進攻者為女性者，為求女生進一壘率提升，必須多一名
防守者至投手和一壘手中間，經過再次傳球，才可使進攻者出局。
第三節課 模擬比賽：修改部分規則，使女生也可大展身手，也讓男生
學習尊重異性和彼此差異，為求尊重身體和顧及安全比賽中不使用觸
殺，，只採取踩壘，共同享受安全及尊重之比賽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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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體育課好好玩 - 103 學年度教育部體育署優質體育教材教具甄選
教案參考格式
項目/單元名稱 尊重差異，大顯身手－足壘球
教學對象
融入議題

國二生
兩性教育

設計者

簡安祈

教學節數
教學資源

3節
足球、壘包

國二生開始，對於兩性的議題備感興趣，此時若能在體育課程中，
適時的融入兩性的差異，比如為何運動賽會要分男子組和女子組，運動

設計理念

教
學
目
標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1-2-5
6-2-1

檢視平時對於兩性運動態度固有的印象，透過了解彼此差異後，學會尊
重異性、彼此合作。
分析自我與他人的差異，從中學會關心自己，並建立個人價值感。

5-1-2
3-2-5

說明並演練促進個人及他人生活安全的方法。
瞭解各項運動規則，參與比賽，表現最佳運動技能。

節次

第
一
節

史中女性如何爭取參與運動的機會，發展至現今的運動賽會。
國中階段，因為女生開始對外貌在意，擔心世俗的眼光，導致運動
的意願降低，其原因有運動是男生的天下、每次比賽都是男生佔優勢、
害怕比賽輸會丟臉，因此體育老師如能夠適時調整運動規則，使女生也
可以大顯身手，增加女生的自信心，相信這樣的體育課程會讓孩子們一
輩子都懷念，也可從中學習如何兩性尊重。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
資源

暖身運動
10MIN
1.點名及詢問身心狀況不適的人。不適者協助公差、裁判。
2.暖身運動：熱身操及慢跑踢球 2 圈。
30MIN
主要活動
1.球感練習。
2.說明及示範足內側踢球要領和口訣。
(1).重心降低、雙腳膝關節微彎，支撐腳足尖朝踢腳方向、踢球腳足
踝固定足尖上揚、髖關節外展、手臂自然擺動維持身體平衡以完成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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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評量

能正
足球
壘包

確用
擊球
動作
擊球

(2).踢球時，腳與球接觸的部位是腳踝至腳尖之間的腳弓部位。

※口訣：【丁字步→屈膝→擊球】
3.防守手部傳接球動作介紹-單手、雙手及接球動作
(1)單手傳球：慣用右手者以右足為軸（左手者反之）
，身
體向右轉 90°，同時左足向左前方邁出，然後將球移
至右肩後方，左手下垂，右手由後向前擲，將球傳至
接球者胸前，球離手後軸心足可離地右手下垂，離手
時手腕不可加力而使球水平旋轉，以免減低球速及影
響接球者之判斷。
(2)雙手傳球：由持球部位，雙手將球舉至腦部稍後上方，
傳球時腹肌拉長，身體略往後仰，一足作軸另一足踏
出一步，雙手將球經頭上傳出，球傳至接球者的胸部，
球離手後雙臂下垂。
(3)接球要領:
 接球時雙臂放鬆，身體向前一步迎接來球，等球到手順
勢後縮納入胸前，恢復持球部位而到原位。
 接球時雙掌張開成”漏斗”狀，手指稍向內屈，球到順
勢後縮，使球能順利停穩在手上而不因反彈力而脫
4.共同練習(1)球感練習-1 踏 2 停。

5MIN

5.分組練習-2 人一組相互練習足內側、足背傳球、回饋。
2 人一組，距離 5 公尺，1 人將球滾向對方，另一人停球並以足內側
踢回。

6.共同回饋-針對常犯錯誤進行回饋。
(1)傳球時觸球腳腳尖下壓。
※改善方式-足踝下壓腳尖抬起。
(2)傳球不準確。
※改善方式-踢球腳朝目標擺動。
7.分組競賽-分單雙號兩組，場地佈置如足壘球比賽，猜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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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進攻或防守。設定進攻位置(A)一壘至二壘中間(B)
二壘至三壘中間(C)無人防守位置。若女生進攻踢擊到指
定位置，將得 2 分；男生進攻踢擊到指定位置，將得 1 分。
進攻全數踢擊完畢後，攻守交換，最後結算兩組總分。
結束活動
1.清點人數、整理運動。
2.優秀男女同學各一位示範。
3.共同回饋及加分。
4.發學習回饋單。
5.提示下次教學單元：足壘球-防守能力。
暖身運動
1.點名及詢問身心狀況不適的人。不適者協助公差、裁判。 10MIN
2.暖身運動：熱身操及慢跑踢球 2 圈。
主要活動
1.說明及請學生示範足壘球防守位置(防守位置圖)。
介紹足壘球防守位置圖，包含投手、捕手、一壘手、二壘手、三
壘手、左游擊、右游擊、內野、左外野、右外野、外野手

第
二
節

2.防守基本規則說明
(1)防守的隊伍，可以使用手、腳，觸球或接球。
(2)防守隊伍接到球時不可直接用足球丟人，須傳球置壘包封
殺。
(3)進攻隊伍只能用腳踢球。
(4)三人出局，就交換隊伍。
(5)比賽四局或比賽 30 分鐘結束

(6)考量男女生能力限制 男生接女生打擊的球，沒有接殺，需傳一壘。
 如一壘手與野手皆為男生，而跑壘員為女生，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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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IN

過一次傳球，再傳壘包才算完成刺殺。
3.說明及示範防守接球動作
(1)接滾地球-直膝接球、單膝下蹲接球。
 直膝接球：身體面向來球，雙膝併攏，上半身前彎，
雙臂下垂，手掌向前，手指向下自然張開，當手掌
接觸到球時，屈肘將球抱於胸前。
 單膝下蹲接球：身體面向來球，屈膝並單跪蹲，上
半身前傾，雙臂下垂，手掌向前，手指向下自然張
開，當手掌接觸到球時，屈肘將球抱於胸前。
(2)接飛球-依來球位置分為，接膝關節至腹部間的球、接
胸部至頭部高度的球。


接膝關節至腹部間的球：身體面向來球，雙腳自然
張開，上半身前傾，屈膝，手掌向前，手指向下自
然張開，當手掌接觸到球時，屈肘將球抱於胸前。



接胸部至頭部高度的球：身體面向來球，雙腳自然
張開，寬度約與肩同寬，預備時，雙臂屈肘至於胸
前，手掌向前，雙手食指指尖相向，當手掌接觸到
球時，屈肘將球抱於胸前。若球速過快，可先將球
擋下後，落地再將球抱於胸前。
4.分組練習-2 人一組相互練習接球動作。
5.共同回饋-針對常犯錯誤進行回饋。
(1)未正面接球。
※改善方式-先移動腳，再接球。
(2)抱球優於接球。
※改善方式-練習屈肘抱球動作。
6.綜合活動-跑傳練習。
藉由跑傳練習防守、傳接球、跑位及踩壘動作。一壘區同
學拿球原地練習進攻(足背、足內側)踢給三壘區同學，並
跑至二壘，準備踩壘接球動作。
(1)共分兩組同學，分別站在在一壘、三壘位置。
(2)一壘區學生拿球原地練習進攻(足背、足內側)踢給三
壘區同學，並跑至二壘接球後，跑至三壘。
(3)三壘區學生接球後，順勢把球傳給二壘壘包學生，跑
至一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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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組競賽-分單雙號兩組，場地佈置如足壘球比賽，猜拳
決定進攻或防守。由進攻隊伍依序進攻，若女生成功防守
(接球)並傳球至壘包，完成刺殺或接殺得 3 分，未完成刺
殺 2 分；男生成功防守(接球)並傳球至壘包，完成刺殺或
接殺得 2 分【若守備為男生，而進攻者為女生則無接殺】
，
未完成刺殺 1 分，全數進攻完畢後，攻守交換，最後結算
兩組總分。
結束活動
1.清點人數、整理運動。
2.優秀男女同學各一位示範。
3.共同回饋及加分。
4.發學習回饋單。
5.提示下次教學單元：足壘球比賽。
暖身運動
1.點名及詢問身心狀況不適的人。不適者協助公差、裁判。
2.暖身運動：熱身操及慢跑踢球 2 圈。
主要活動
1.說明足壘球比賽規則
(1)計分： 跑壘員在三出局之前，合法踏觸一、二、三及
本壘，
就得到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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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2)第三出局是在下列情形者，得分不算：
 擊跑員在合法踏一壘前被判出局‧
 跑壘員被封殺出局時‧
 跑壘員提早離壘被宣告出局時‧
 前位跑壘員被宣告出局時‧
(3)投球規定：
 依裁判吹哨後，使得投出。
 投手投出的球須盡量平貼地面，不彈跳（彈跳 20
公分為限，由裁判判定為主）
，並經過本壘，稱之
為好球。
(4)打擊規定：
 球數計算以一好一壞開始計算。
 打擊者不得故意短打（算一好球，由裁判判定為
主）
；打擊時需將球至少踢擊超過基本擊球距離(5
公尺) 。
 當球數四壞球時，得以保送上一壘，當球數為兩好
球時，若踢出界外球或被判好球時，打擊者出局。
6

 打擊者在不超過好球區域前線，可助跑踢球。
(5)其他：
 若進攻方踢球後，球在本壘與一、三壘場地之間落地
滾動，並且在無人觸碰下，在一、三壘前滾出壘線外，則判
界外球（記一好球），壘上跑者無需進壘；若是因防守者碰
觸而造成球滾出壘線外，則屬比賽進行中。
 為節省時間，讓每個人都有機會上場打擊，界外算好球。
 2、3 壘不離壘，不得盜壘，跑壘限 2 個壘包。
 沒有觸殺，一律踩壘刺殺。
 男生接女生打擊的球，沒有接殺，需傳一壘。
 如一壘手與野手皆為男生，而跑壘員為女生，需經過一
次傳球，再傳壘包才算完成刺殺。
2..分組競賽-分單雙號兩組，猜拳決定進攻或防守，開始進
行 4 局或 30 分鐘之賽程。
結束活動
1.清點人數、整理運動。
2.共同回饋及加分。
3.提示下次教學單元：足球五人制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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