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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富強教師

一、教學設計理念說明：
現階段國中班級的運動脈絡中，學生的運動背景及經驗都不同，學生過去所累積的運動技能也不同。
我將透過生活情境中的道具，搖身轉變成教學的素材，讓無法掌握籃球場域的學生，都能迅速了解籃球基
本戰術的意涵及具體方法。

二、學習目標：
透過異性異質分組的方法，讓不同運動脈絡學生能有機會互動且互惠下學習，達到性別平等體育課
情境營造下，創造自發、互動、共好的境界。
1.	透過『立體公仔』進行戰術說明戰術練習，讓所有學生迅速秒懂團體打法。再加上循序漸進地半場練習 (1
對 1：2 對 2：3 對 2：3 對 3：4 對 4) 方式，促使學生熟悉比賽環境及情境脈絡的學習。
2.	女學生的能力 ( 女力 ) 被看見，女性透過分組能產生被積極對待下，運動技能方面能獲得具體提升。
3. 課堂教學過程中的運動弱勢，能獲得良好的學習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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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健體-J-A2具備理解體育與健康情
境的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
的知能，進而運用適當的策略，
處理與解決體育與健康的問題。
性A2覺知生活中性別刻板、偏見
與歧視，培養性別平等意識，提
出促進性別平等的改善策略。
健體-J-B1具備情意表達的能力，
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
解體育與保健的基本概念，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性B1了解語言、文字等符號的性
別意涵，分析符號與溝通的性別
權力關係。
健體-J-C2具備利他及合群的知能
與態度，並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
活中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
動的素養。
性C2覺察人際互動與情感關係中
的性別權力，提升情感表達、平
等溝通與處理情感挫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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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教師提供脈絡化情境設計，創造學
生能思考分析戰術練習困境，透過
溝通與討論下，獲得解決問題的具
體經驗。

教師提供迷你立體戰術工具，讓學
生能有效溝通，理解與表達自我與
他人的技術困境，並運用在實際籃
球戰術中。

教師提供異性異質分組及循序漸進
之練習情境下，學習人際互動關係

四、教學單元案例：
領域 / 科目

體育

設計者

范富強

實施年級

八、九年級

總節數

四至八節依據學生程度調整

單元名稱

籃球戰術練習
1a-IV-2分析個人與群體健康的影響因
素。

健體-J-A2具備理解體育與健康
情境的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
析的知能，進而運用適當的策
略，處理與解決體育與健康的問
題。

1d-IV-2反思自己的動作技能。
2c-IV-2表現利他合群的態度，與他人
理性溝通與和諧互動。

學習
表現

3b-IV-2熟悉各種「人際溝通互動」技
能。

性A2覺知生活中性別刻板、偏
見與歧視，培養性別平等意識，
提出促進性別平等的改善策略。

3b-IV-3熟悉大部份的「決策與批判」
技能。
3d-IV-1表現運動技術的學習策略
3d-IV-2運用運動比賽中的各種策略。
3d-IV-3應用思考與分析能力，解決運
動情境的問題。

學習
重點

4c-IV-2分析與評估個人的體適能與運
動技能，修正個人的運動計畫。

領綱核心
素養

健體-J-B1具備情意表達的能
力，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
並理解體育與保健的基本概念，
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性B1了解語言、文字等符號的
性別意涵，分析符號與溝通的性
別權力關係。

Hb-IV-1攻守入侵性運動動作組合及團
隊戰術
健體-J-C2具備利他及合群的知
能與態度，並在體育活動和健康
生活中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
互動的素養。

學習
內容

性C2覺察人際互動與情感關係
中的性別權力，提升情感表達、
平等溝通與處理情感挫折的能
力。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性別平等教育
J11去除性別刻板與性別偏見的情感表達與溝通，具備與他人平等互動的能力
J12省思與他人的性別權力關係，促進平等與良好的互動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主題：女男互動分組輪轉練習
一、熱身活動

第1節

( 一 ) 暖身操：從頭到腳。
( 二 )	肌力練習：開合跳、俯臥撐、仰臥起坐、棒式
等次數依學生需求而定。
( 三 ) 說明主題：今天上課的內容及練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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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前、中、後皆可置入
基礎肌力練習，這是一種運
動習慣，伴隨著孩子正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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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組
( 一 )	通常學生會尋覓和自己的好朋友來練習，但是
好朋友在班群關係當中，其實好友不只一個，
所以尋覓過程中可能會耽誤寶貴練習時間。
( 二 )	比方說我們現在要一對一單打練習，我透過傳
統軍事化隊形做變化。

速生長發育期的關鍵，除了
提醒孩子們飲食均衡之外，
亦要求增加肌力訓練的強
度，以促進並提升自我生長
發育的機會。

分組：
是一種教師教學過程中，師
生所共同建立的習慣
以下分組最好從七年級就建
立習慣。
破除刻板迷思：

＃基本班週會隊形變化配置示意圖
三、傳接球練習：

讓女男有機會可以一起練習
之外，練習過程也可以突破
學生對於女男運動表現的迷
思及刻板印象。

( 一 )	透過二三排交換的方式，讓女男學生可以一起
練習各種傳接球。例如：短中長距離之胸前傳
球、高手傳球、反彈球等等。

＃啟動同儕教學模式

＃女男同組配置示意圖
( 二 )	輪轉位移策略：換夥伴練習方式能讓同儕能有
機會和不同運動背景及技術的人一起練習，也
服膺運動過程中好友不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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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同儕可加分：能觀察分
析同學的動作，給予同學意
見並重覆示範給同學看者可
加分。
＄學會可加分：能觀察並專
注同學的指導，修正自我動
作的疏漏者可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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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明白：
『大家一起好』的道理
『球要一起打』的精神
上課過程無性別的差異下，
破除歧視的想法。

＃學生一對一輪轉示意圖
( 三 )	二 三排調整回來：將原本女男一組練習的方
式，換回傳統的同性別同組的方式練習。
四、檢討與反思策略

＃老師必須要在學生練習區
域遊走。
＃學習內容依據班級學習程
度更改傳接球練習的難度，
甚至可加入半場二人跑傳。

( 一 )	增加運動時間：練習過程盡可能不要叫所有孩
子回來集合，可運用區塊性的方式，說明系統
性的共同錯誤，讓孩子有更多時間練習。
( 二 )	運動背景較弱的學生：教師給予孩子更多時間
的關注並解決孩子技能學習。
( 三 )	高表現能力學生：給予更高層次的動作技能，
積極鼓勵指導運動背景較弱的同儕。

主題：2 對 1 戰術練習
一、熱身活動
( 一 ) 暖身操：從頭到腳。
( 二 )	肌力練習：開合跳、俯臥撐、仰臥起坐、棒式
等次數依學生需求而定。
( 三 ) 說明主題：今天上課的內容及練習重點

運動學習的公平與正義：是
來自老師與學生所共同建立
的認知與共識，讓運動若是
能被積極對待，讓班級運動
能力能整體提升為目標邁
進。
體育課前、中、後皆可置入
基礎肌力練習，這是一種運
動習慣，伴隨著孩子正值快
速生長發育期的關鍵，除了
提醒孩子們飲食均衡之外，
亦要求增加肌力訓練的強
度，以促進並提升自我生長
發育的機會。

二、戰術說明

運用學生熟悉的立體卡通公
仔能一目了然的明白籃球場
的地域性、方位性等優勢，
學生能立即明白戰術的移
動、跑位、切入、轉身及投
籃的節奏。

第2節

＃公仔一出手，學生眼睛立即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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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男同組2對1

破除刻板迷思：

( 一 )	確認學生是否真正明白戰術的運用，依舊先透
過女男分組的方式進行練習，必須先以慢速的
『跑位』的方式，置入防守人員 ( 但是不要真
的防守 ) 下進行。

讓女男有機會可以一起練習
之外，練習過程也可以突破
學生對於女男運動表現的迷
思及刻板印象。

( 二 )	分組方式如下：

讓學生明白：

	先讓班級的二三排交換後，再將男生置入前排
女生的兩人之間，最後全班形成兩排的狀態，
來進行接下來的練習。

『大家一起好』的道理

＃女男交錯分組練習配置示意圖
( 三 ) 半場練習模式：
	透過女男交錯排列下，將人群對切兩半分組練
習

『球要一起打』的精神
上課過程無性別的差異下，
破除歧視的想法。

為了善用場地並同時讓學生
能有機會觀摩，平均分配要
盡可能做到，不行的話，老
師也可以下去幫忙一起練
習。

設定『女男同組』方式下，
讓運動經驗弱的學生未來進
階學習時，比較沒有壓力或
摸不著頭緒。
破除刻板迷思：
讓女男有機會可以一起練習
之外，練習過程也可以突破
學生對於女男運動表現的迷
思及刻板印象。

＃女男交錯二次分組示意圖
( 四 ) 45 度 2 對 1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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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明白：
『大家一起好』的道理
『球要一起打』的精神
上課過程無性別的差異下，
破除歧視的想法。
評量的機制與學習的默契要
和實境做結合，能立即解決
問題就是加分。甚至老是要
在全班面前讚揚願意指導同
儕的學生。

＃女男交錯分組環境配置示意圖
1.	透過上面的分組，將學生分到左右半場內練
習。延續上下排的方法，半場內再分成左右
兩邊，學生就可以進行兩個打一個的練習。

創造情境化學習的脈絡：讓
學生能有機會解決當下的困
境。

2.	一次一組進攻，一次性的進攻完畢後，沒投
籃的人留下來防守，下一組進攻再進行下一
波的練習。
3.	看似對進攻方簡單的二對一練習，其實是為
了加強個人防守的能力，培養學生『侵略
式』防守的概念。
注意：若兩人小組讓老師感受到同學間有攻防
戰術上的討論，該小組即可獲得加分。

平行攻擊意涵：在於兩人小
組能主動觀察防守人員動
態，而決定是否將球傳給
夥伴或直接切入(防守不過
來，我就直接上籃)

小組策略發展：
學生需要不斷得討論及下場
實際操作才知道發展的策略
是否真的實用。

＃基礎戰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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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女男一起練習的方式，
實踐基礎戰術的原貌，學生
透過不斷的觀察、討論、再
上場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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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攻擊主要訓練防守人員
的『膽量』，有沒有積極的
防守慾望，雖然對方二人我
一人，但是我若集集防守或
許有機會搶下來或阻止對方
進攻，甚至抄截傳球。

＃二對一平行戰術示意圖

創造情境化學習的脈絡：讓
學生能有機會解決當下的困
境。
交叉攻擊意涵：適用於『侵
略是防守者』，要求發動進
攻人員必須先將人『牽引』
到某方後，再折返與隊友進
行交叉傳球。

＃二對一交叉戰術示意圖
四、檢討與反思策略：需要埔段確認學生對於平行交叉
的基礎概念是否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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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若進攻無效，交叉後
的傳球者必須協助擋人加轉
身，輔助隊友有機會切入上
籃或投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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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討與反思策略
( 一 )	增加討論的時間：因為盡可能不要叫所有孩子
回來集合，所以學生們必須學會兩人接的討
論，未來要 3 人練習的時候比較容易進入狀
況。
( 二 ) 再次強調：

小組策略發展：
學生需要不斷得討論及下場
實際操作才知道發展的策略
是否真的實用。
共好小提醒：

1.	運動背景較弱的學生：教師給予孩子更多時
間的關注並解決孩子技能學習。

關於今天體育課活動

2.	高 表現能力學生：給予更高層次的動作技
能，積極鼓勵指導運動背景較弱的同儕。

Ｑ創造隊友得分機會了嗎？

Ｑ你幫助同學了嗎？
Ｑ從同學身上學到什麼？

主題：2 對 2 戰術練習
一、熱身活動
( 一 ) 暖身操：從頭到腳。
( 二 )	肌力練習：開合跳、俯臥撐、仰臥起坐、棒式
等次數依學生需求而定。
( 三 ) 說明主題：今天上課的內容及練習重點

體育課前、中、後皆可置入
基礎肌力練習，這是一種運
動習慣，伴隨著孩子正值快
速生長發育期的關鍵，除了
提醒孩子們飲食均衡之外，
亦要求增加肌力訓練的強
度，以促進並提升自我生長
發育的機會。

較於二對一的難度稍高一點
之外，防守的責任區分會開
始有默契的建立。

第3節

＃二對二練習之排列示意圖
二、戰術說明
運用學生熟悉的立體卡通公
仔能一目了然的明白籃球場
的地域性、方位性等優勢，
學生能立即明白戰術的移
動、跑位、切入、轉身及投
籃的節奏。

＃公仔一出手，學生眼睛立即聚焦

142

國中 | 素養導向之大航海王團體戰
三、分組方式如下：

分組：

( 一 )	先讓班級的二三排交換後，再將男生置入前排
女生的兩人之間，最後全班形成兩排的狀態，
來進行接下來的練習。

是一種教師教學過程中，師
生所共同建立的習慣
以下分組最好從七年級就建
立習慣。
破除迷思：
讓女男有機會可以一起練習
之外，練習過程也可以突破
學生對於女男運動表現的迷
思及刻板印象。

＃與男交錯分組示意圖
( 二 )	半場練習模式：透過女男交錯排列下，將人群
對切兩半分組練習

讓學生明白：
『大家一起好』的道理
『球要一起打』的精神
上課過程無性別的差異下，
破除歧視的想法。

＃女男交錯二次分組示意圖

為了善用場地並同時讓學生
能有機會觀摩，平均分配盡
可能要做到，不行的話，老
師也可以下去幫忙一起練
習。

＃二對二練習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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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醒
進攻結束不要忘記防守

情境創造脈絡化的學習
創造必須立即解決困境的機
會

＃二對二戰術練習配置示意圖
注意：如果老師覺得多數學生在平行及交叉的跑位都確
實做到時，就可以提升難度，進行下面的2對2練習。
1. 平行攻擊練習：

平行攻擊意涵：
不同於二打一的策略
發動攻擊的人必須先跑『外
側』，把兩個防守人員拉
開，在切入到兩個防守人員
的中間『內側』，此時另一
個進攻隊友再觀察防守人員
有沒有被正在切入的隊友帶
走，來判斷是否要跟著跑外
側並有機會接球上籃。
兩人小組要能主動觀察防守
人員動態，而決定是否將球
傳給夥伴或直接切入(防守
不過來，我就直接上籃)
小組策略發展：
學生需要不斷得討論及下場
實際操作才知道發展的策略
是否真的實用。
創造情境化學習的脈絡：

＃二對二平行戰術練習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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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能有機會解決當下的
困境。

國中 | 素養導向之大航海王團體戰
2. 交叉攻擊練習

交叉攻擊意涵：適用於『侵
略是防守者』，要求發動進
攻人員必須先將人『牽引』
到某方後，再折返與隊友進
行交叉傳球。也就是發動攻
擊的人必須先跑『外側』，
把兩個防守人員拉開，在切
入到兩個防守人員的中間
『內側』
ＰＳ：若進攻無效，交叉後
的傳球者必須協助擋人加轉
身，輔助隊友有機會切入上
籃或投籃。
小組策略發展：
學生需要不斷得討論及下場
實際操作才知道發展的策略
是否真的實用。

＃二對二交叉戰術練習示意圖
評量的機制與學習的默契要
和實境做結合，能立即解決
問題就是加分。甚至老是要
在全班面前讚揚願意指導同
儕的學生。
三、分組練習操作模式
( 一 ) 保持女男同組的狀態下進行。
( 二 ) 規則一樣是一次性攻擊後，留下來防守。
( 三 ) 學生可以明顯感受到難度的提升。
( 四 )	防守的學生已經有概念知道該如何預設立場試
圖去防守，進攻的學生會試圖開始有變化不同
於一個人防守的時候好進攻。
( 五 ) 抓出系統性錯誤：

並非一味得女男互動就等同
於性平，課程的意涵需要帶
著濃厚的同儕協助的氣味才
算成功。

例如：
1.	進攻 ( 未持球 ) 距離防守人員太近或躲在防
守者後面，導致無法接到隊友的球或被抄
球。
2.	進攻 ( 持球 ) 找人單打進攻，無法造成另一
位防守者威脅而協防。
3. 明明是二對二卻感覺像一對一的練習
4. 已經練習二至三輪了，卻沒有溝通
注意：若兩人小組讓老師感受到同學間有攻防戰術上的
討論，該小組即可獲得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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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著彼此的能力來提升全班
整體的運動技術才是性別平
等實施『運動弱勢能被積極
對待』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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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逐漸熟悉基礎戰術練習方式，可以讓男生及女生分
開練習，讓學生培養屬於自己的默契。
3. 單一性別自由練習 ( 性別分離 )
		女男互動是教學策略之一，回歸到校務活動
的實際面，單一性別的球類競賽還是主要
發展的方式，將原本女男同組練習的方式，
換回傳統的同性別同組的方式練習。

共好小提醒：
關於今天體育課活動
Ｑ你幫助同學了嗎？
Ｑ創造隊友得分機會了嗎？
Ｑ從同學身上學到什麼？

＃單一性別練習配置示意圖
五、檢 討與反思：重新檢視老師剛才發現的系統性失
誤，透過單一性別的練習是否有改善。
( 一 )	基礎戰術如何變化：非體育課時間是否也可以
討論，平時下課運用紙上談兵的方式『聊籃
球』，真正上場前再講一次，避免一再不段重
覆亂打的情形發生
( 二 ) 再次強調：
1.	運動背景較弱的學生：教師給予孩子更多時
間的關注並解決孩子技能學習。
2.	高 表現能力學生：給予更高層次的動作技
能，積極鼓勵指導運動背景較弱的同儕。

第4節

主題：3 對 2 戰術練習
一、熱身活動
( 一 ) 暖身操：從頭到腳。
( 二 )	肌力練習：開合跳、俯臥撐、仰臥起坐、棒式
等次數依學生需求而定。
( 三 ) 說明主題：今天上課的內容及練習重點
二、戰術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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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前、中、後皆可置入
基礎肌力練習，這是一種運
動習慣，伴隨著孩子正值快
速生長發育期的關鍵，除了
提醒孩子們飲食均衡之外，
亦要求增加肌力訓練的強
度，以促進並提升自我生長
發育的機會。

國中 | 素養導向之大航海王團體戰
運用學生熟悉的立體卡通公
仔能一目了然的明白籃球場
的地域性、方位性等優勢，
學生能立即明白戰術的移
動、跑位、切入、轉身及投
籃的節奏。

＃公仔一出手，學生眼睛立即聚焦
三、分組

分組：

( 一 ) 方式如下：
	先讓班級的二三排交換後，再將男生置入前排
女生的兩人之間，最後全班形成兩排的狀態，
來進行接下來的練習。
＃經過多次的搭配，學生們應該已經習慣和大家一起打
球，而非單一性別，固定人選。

是一種教師教學過程中，師
生所共同建立的習慣以下分
組最好從七年級就建立習
慣。
破除迷思：
讓女男有機會可以一起練習
之外，練習過程也可以突破
學生對於女男運動表現的迷
思及刻板印象。

讓學生明白：
『大家一起好』的道理
『球要一起打』的精神
上課過程無性別的差異下，
破除歧視的想法。
＃女男交錯分組配置示意圖
( 二 ) 半場練習模式：
	透過女男交錯排列下，將人群對切兩半分組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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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善用場地並同時讓學生
能有機會觀摩，平均分配盡
可能要做到，不行的話，老
師也可以下去幫忙一起練
習。

＃女男同組二次配置示意圖
四、快速分組
( 一 ) 如何從二對二的練習隊形

第一次三人配對時，一樣先
以『慢速跑位』的方式進
行，畢竟是以多打少情境下
練習，若可以直接對打但是
速度不用太快。

修改為三打二的策略
本練習依舊強調防守人員積
極的聯合防守的能力，防守
人員一定溝通喔！

如左圖所示：老師將兩邊學
生，將排在前面的人，拉到
中間的位置，人數平均分
配，依舊保持女男交錯方式
分組進行活動。

誰站中間？
一、建議先把積極度高或運
動經驗豐富的學生安排
到中間，提升半場進攻
過程的效率。
二、大家都輪流三個進攻位
置

＃兩側學生依序拉近中間位置變為三對二示意圖
平行及交叉戰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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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 | 素養導向之大航海王團體戰
創造情境化學習的脈絡：
讓學生能有機會解決當下的
困境。

＃三對二場地環境配置示意圖
( 二 ) 平行攻擊練習

平行戰術
延續二對二的的戰術基礎的
意涵，也不同於二打二的策
略
發動攻擊的人必須先跑『外
側』，把兩個防守人員拉
開，在切入到兩個防守人員
的中間『內側』，此時另一
個進攻隊友再觀察防守人員
有沒有被正在切入的隊友帶
走，來判斷是否要跟著跑外
側並有機會接球上籃。第三
人ㄧ樣自行判斷防守者有沒
有被牽動，自行決定是否要
跑外側切入上籃。
三人小組要比二人更主動觀
察防守人員動態(個人視野
要能加深加廣)，而決定是
否將球傳給夥伴或直接切入
(防守不過來，我就直接上
籃)

＃三對二平行戰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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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交叉攻擊練習

交叉戰術概念
創造情境化學習的脈絡：讓
學生能有機會解決當下的困
境。
交叉攻擊意涵：適用於『侵
略是防守者』，要求發動進
攻人員必須先將人『牽引』
到某方後，再折返與隊友進
行交叉傳球。也就是發動攻
擊的人必須先跑『外側』，
把兩個防守人員拉開，在切
入到兩個防守人員的中間
『內側』第三人則自行判斷
防守人員是否有被牽動，來
決定是否跑外側切入上籃
ＰＳ：若進攻無效，交叉後
的傳球者必須協助擋人加轉
身，輔助隊友有機會切入上
籃或投籃。

＃三對二交叉戰術示意圖
#分組練習注意事項

小組策略發展：

一、保持女男同組的狀態下進行。

學生需要不斷得討論及下場
實際操作才知道發展的策略
是否真的實用。

二、規則一樣是一次性攻擊後，留下來防守。
三、學生可以明顯感受到難度的提升。
四、進攻方面開始有多元的變化，防守的學生則需要和
同隊防守的隊友產生段話並進行聯防的必要。
其實打了那麼多節，學生會發現『協助者』的意義、得
分的機會是可被創造出來的、只要我能和同學搭配，再
加上個人切入時『衝刺性』的瞬間爆發力，比我一個人
單打然後被兩人甚至三人包夾來得輕鬆許多。
( 四 )	抓出系統性錯誤：班上依舊有打的不順暢的學
生
1.	進攻 ( 未持球 ) 距離防守人員太近或躲在防
守者後面，導致無法接到隊友的球或被抄
球。
2.	進攻 ( 持球 ) 找人單打進攻，無法造成另一
位防守者威脅而協防。
3.	明明是三對二卻感覺像一對一的練習
4. 已經練習二至三輪了，卻沒有溝通
注意：若兩人小組讓老師感受到同學間有攻防戰術上的
討論，該小組即可獲得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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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好的意念會產生
籃球的生態性可能被媒體及
ＮＢＡ所影響，英雄主義一
人獨大的觀念可能還是會在
班上發生。但是為了班級競
賽能獲得勝利，學生會發現
一人是無法獨撐大局，所以
指導的聲音會從學生的口中
說出。
評量的機制與學習的默契要
和實境做結合，能立即解決
問題就是加分。甚至老是要
在全班面前讚揚願意指導同
儕的學生。

國中 | 素養導向之大航海王團體戰
( 五 ) 單一性別自由練習
女男分化後的練習室為了服
膺校內外班際競賽，若孩子
想要與異性同組繼續練習，
教師不需要特別阻止，除非
比賽日期接近，單一性別的
比賽默契尚未調適好，才需
要強制拆開性別。

＃單一性別練習環境配置示意圖
＃建立『有進步就加分』機制
無論是女男分組的練習或單一性別練習過程中一定要有
討論，討論過後再度上場有創造成功切入機會，即可具
備加分機會(單人切入不算)。
五、檢討與反思策略

共好小提醒：
關於今天體育課活動
Ｑ你幫助同學了嗎？
Ｑ創造隊友得分機會了嗎？
Ｑ從同學身上學到什麼？

 將進入正式 3 對 3 之前，進攻與防守是否都做好
即
準備，我手上地底握有多少戰術。

第5節

主題：3 對 3 戰術練習
一、熱身活動
( 一 ) 暖身操：從頭到腳。
( 二 )	肌力練習：開合跳、俯臥撐、仰臥起坐、棒式
等次數依學生需求而定。
( 三 ) 說明主題：今天上課的內容及練習重點

體育課前、中、後皆可置入
基礎肌力練習，這是一種運
動習慣，伴隨著孩子正值快
速生長發育期的關鍵，除了
提醒孩子們飲食均衡之外，
亦要求增加肌力訓練的強
度，以促進並提升自我生長
發育的機會。

二、分組：採『異質分組』、『能力分組』兩方式
＃『異質』的 目的是讓整個班有對抗性，獲得政體
的技術提升。

脈絡化情境結合教師交付之
任務

＃『能力』是為了班際競賽中培養良好默契。
三、三對三(任務導向)之循環練習
教師託付任務
任務一：
讓所有夥伴都要有得分，投
籃動作不拘。
任務二：
讓所有夥伴都要能『切入上
籃』。
＃單一性別練習環境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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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連續攻擊：五次進攻後，再換組進攻的練習。

增加單一組別的練習次數

六、學生專用戰術板

本來是一防一攻，轉換成防
守四次後變成進攻，所有組
別都要輪到。

提供戰術工具，尤其是休息的時候可以使用

＃賦予給學生工具
1. 靜下來『聊』。
2. 增加對話機會。
3. 說明當下的困境。
4. 共同想出新策略。
＃不只是單一性別的討論
結合異性異質的討論
會發現更多值得被關注的問
題，能從彼此的對話中學習
溝通的技巧。

共好小提醒：
關於今天體育課活動
Ｑ你幫助同學了嗎？
Ｑ創造隊友得分機會了嗎？
＃學生能說出困境及發展屬於自己的策略

Ｑ從同學身上學到什麼？

七、檢討與反思策略
( 一 )	增加討論的時間不夠：未來要開始建立不說話
也能溝通的能力，但是要怎麼做？當然要從我
們的基礎戰術及經驗中獲得答案。
( 二 ) 再次強調：
1.	運動背景較弱的學生：教師給予孩子更多時
間的關注並解決孩子技能學習。
2.	高 表現能力學生：給予更高層次的動作技
能，積極鼓勵指導運動背景較弱的同儕。
主題：混合性別之半場 4 對 4 比賽
一、熱身活動

第6節

( 一 ) 暖身操：從頭到腳。慢跑操場一圈
( 二 ) 說明主題：今天上課的內容及練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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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今天因為運動量會非
常大，所以不做肌力訓練，
比賽過程中若要休息要主動
跟老師報備提出。

國中 | 素養導向之大航海王團體戰

＠經過多次女男互動下進行
半場練習後，實現體育課情
境中也可以讓女男生一起打
球的境界。

＃注意規則修改內容
二、分組：採『異質分組』、『能力分組』兩方式
＃『異質』的 目的是讓整個班有對抗性，獲得政體
的技術提升。
＃『能力』是為了班際競賽中培養良好默契。

破除迷思：
讓女男有機會可以一起練習
之外，練習過程也可以突破
學生對於女男運動表現的迷
思及刻板印象。

三、四對四(任務導向)之循環練習
( 一 ) 異質分組：同列同隊方式分組
讓學生明白：
『大家一起好』的道理
『球要一起打』的精神
上課過程無性別的差異下，
破除歧視的想法。

( 二 )	能力分組：微調異質分組的人員，把強烈攻擊
慾望的人分配在一組，並分成八個大隊，讓能
力相類似的組別可以打得更過癮。

＠微調時機：若當下學生的
排列方式有能力強的在一
起，若是被擺在旁邊的情
形，老師就必須主動介入，
協助讓強弱能平均。例如盡
可能搭配初二強二弱或是四
個中等的情形。

＠如果學生覺得一直分組打
得很愉快，就不用刻意再度
分組，會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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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比賽開始
＠任務導向：所有人都要得分
＠一起抓違例、犯規：提升比賽氣氛的敏感度
＠學生一開始會不知道組麼
打，但是有些學生聽懂的會
直接喊出『傳錯球』還有未
達四次傳接球就投籃的犯
規。

＠有些學生會開始試著討
論，讓大家都能接到球，人
該往哪裡跑？哪裡接應？如
何創造得分機會？
＃半場四對四場地配置示意圖
四、提供更多的時間及機會一起討論

＠一開始會有不斷被抄截的
危機，但是透過溝通提出解
決方法後，抄球與被抄球的
人將有所改變。
＠抄球的故事：
原本隊友會懊惱女生的球被
男生抄截而不滿，女生在多
場次比賽後，也開始有抄球
的能力，抄了男生的球，不
但沒被抄球的男生說犯規，
不計較得繼續打球，還能被
所有人稱讚。

＃不斷的和學生了解基礎戰術，之後再求變化
五、體育課堂教學除了滿足多數學生學習的需要之外，
運動能力強的性少數，尤其是女性學生，也能從中
獲得機會，將自己的運動能力徹底被解放激發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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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情形也會發生在防
守上面：女生在某情境下不
小心防守男生，但是男生的
動線被阻擋下來了，變成一
次有效防守。但是男生是不
會計較的ㄛ。因為他明白我
們單的女生也變得會打球
了。

＃提供更多公仔：
六、加分制度：必須反映在精神表現上，完成身體教育
是為了讓每個人都能快樂運動的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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