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國民小學 104 學年度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程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頒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本校九年一貫課程計畫。 

三、本校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 

 

貳、 基本理念 

    國民教育的最終目標是培養健全的國民，而為了因應新世紀的需要，我們的

國民必須要有良好的體能，才能擔當新時代的任務，所以健康應該是一切事物的

基石。在科技高度發展、社會快速變遷、國際關係日益密切的年代裡，教育部針

對國民教育階段修訂跨世紀的九年一貫新課程，目的是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

統整化與現代化的學習領域教育活動，傳授基本知識，養成終身學習能力，培養

身心充分發展的健全國民與世界公民。 

健康教育的最終目的在於健康行為的實踐，由覺知進而形成一個人的價值觀

念，在教學上佔著極重要的份量。只有以學生自己為中心所形成的價值觀念，才

能真正地影響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健康教育已由過去被認為是「剝奪人生樂趣」

的一門科學，轉變成為協助學生「解開人生價值結」的澄清過程，且應抱著「如

何教比教什麼更重要」的態度來從事教學。 

傳統的教學評量以紙筆測驗為主，且在教學後進行，較無法真正評量行為實

踐情形。此次課程修訂與現行課程最大的差異在以基本能力培養取代知識獲得，

因此教學評量可在教學前，教學中或教學後，隨時隨地進行且採用質量並重的多

樣評量方式，不僅教師作評量且輔以兒童自我反省和家長評量。 

體育的哲學概念應是「讓每位學習者都能」。也可以說受過正常體育薰陶的

學生，不論其天份如何，皆應有機會參與人體活動，發展適合其年齡應有的適當

技能，是身心健全且健康快樂的。 

運動的指導技術是以「學生」為對象，它強調的是重視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個

別差異，指導者能運用不同的教材設計，適合的課程，以及良好的教學技巧來滿

足不同學習者的需求。體育或運動教育的主要目標不是塑造一個競賽的勝利者去

追求「贏」而已，而是在培養一般的學生成為勝利者。因此學校未來的體育教學

應以培養每位學生具備良好的身體適應能力為首要。 

健康教育與體育有著共同的目標，即「一個健康且擁有良好體能的人，生活

在一健康的環境中，同時擁有支持的法規與人群」；但各有不同的手段，健康教

學藉著健康行為的養成和改變，體育教學則藉著運動行為的培養和鍛鍊來達到健

康的目的。我們要鼓勵學生採取行動改善自己的健康外，還要改善他人之生活、



運動、休閒與工作的環境以及社區，同時幫助學生瞭解人們的健康會被他與別人

互動所影響。 

因此基於本校願景培養學生健康的身心，獲得安全的生活；並希望每位學生

具有良好的適應能力；同時藉著運動行為的培養和鍛鍊達到健康的目的。 

參、 現況分析： 

一、健康與體育領域組織實施概況 

本校於 90學年度正式成立，並全校實施九年一貫課程，而健康與

體育學習領域從 90學年度實施至今，經歷了從分科到領域的不同教學

模式的變化革新，在全體教師的共同努力下，克服學校場地設施不足、

專長教師過少的問題，並配合學校行事實施之運動會、體適能計畫、課

間健康操、潔牙活動、視力保健活動、均衡飲食海報比賽及各項體育競

賽等活動；並規劃實施體育性社團、游泳等社團活動與田徑隊、躲避球

隊等校內隊伍盡全力要達到培養學生良好適應能力、導引學生對健康的

態度行為、增進學生的運動技巧與體能的目標。 

二、學生學習成就概述 

本校實施九年一貫課程至今，本校學生的學習成就大致如下： 

(一) 學生喜愛各種各類的球類運動，並經常使用學校的器材、場地進行

個人或團體的球類活動。 

(二) 學生參與學校的體適能增進活動，養成規律運動的好習慣。 

(三) 每學年度舉辦新式健康操比賽，每位學生均能正確做出皆能完成新

式體操的所有動作。 

(四) 發展體育性社團，學生多依其興趣與專長專長參與各項運動體育。 

(五) 學生具有使用學校各項體育器材的能力。 

(六) 學生具備良好的潔牙習慣和正確洗手方法，並且每週一次稀釋漂白

水擦拭教室。 

(七) 學生了解並熟悉學校健康中心的功能，並知道如何使用健康中心處

理健康問題。 

(八) 能了解遊戲的安全，並有整潔的生活習慣。 

 

三、師資 

          一、二、三、四、五、六年級以級任老師為主，科任老師為輔實施教學，

並採循環教學協同方式進行。本領域特別聘任體育專長教師擔任小組成

員(如下表所示) 

職務 姓名 學歷 

召集人 邱妙香老師 靜宜大學會計系教育學程科 

組員 葉良志主任 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 



組員 張明麗老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美勞教學碩士 

組員 余曉芬老師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技術研究所 

組員 張瑋芷老師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 

組員 曾美蘭老師 私立健行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研究所碩士 

組員 薛如伶老師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 

組員 林宣伶老師 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 

 

肆、課程目標 

一、 養成尊重生命的觀念，豐富健康與體育生活。 

二、 充實促進健康的知識、態度與技能。 

三、 發展運動概念與運動技能，提昇體適能。 

四、 培養增進人際關係與互動的能力。 

五、 培養營造健康社區與環境的責任感和能力。 

六、 培養擬定健康與體育策略與實踐的能力。 

七、 培養運用健康與體育的資訊、產品和服務的能力。 

 

伍、課程單元實施原則及策略 

一、特殊需求學生之能力指標參照各階段基本學力指標，採加深、加廣、加

速、簡化、減量、分解、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 

二、健康與體育領域第一學習階段以領域教學為原則，第二學習階段，善用

協同與循環教學，達成領域學習目標。 

三、為提昇學生健康，配合榮譽日，進行健康教學活動，如：視力保健、口

腔衛生、B型肝炎防治、菸害教育、藥物濫用教育、環保教育、防火、

防震、防颱等活動；並設立健康中心，以利實施健康服務，及配合健康

教學之進行。 

四、學校應指定專人定期檢修健康與體育設備，教師應於教學前檢視設備之

安全性，預防意外事件之發生。 

五、為提昇學生體適能狀況及培養學生健康休閒生活的觀念，應鼓勵學生於

課外時間安排並鼓勵學生參與健康活動，每週至少實施三次。 

六、本計劃應與相關配套計劃執行如學校總體行事、學年教學計劃、班級經

營計劃等。 

七、評量多元化，學習過程評量重於結果，應特別注重真實評量。 

八、本計畫應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始得實施，修正時亦同。 

 

陸、實施內容 

一、實施時間與節數： 



(一) 本學年度分上下兩學期，計學生學習日數約二百天。 

(二) 課表編排：以週課表領域學習時間排課，排課 40週。一、二年級

每週 2節為原則。三、四、五年級每週 3節為原則。 

(三) 節數計算: 

年級 教學時間 全年總計教學時間 

一年級 每節 40分鐘，每週 2節 80分鐘 80節（3200分鐘） 

二年級 每節 40分鐘，每週 2節 80分鐘 80節（3200分鐘） 

三年級 每節 40分鐘，每週 3節 120分鐘 120節（4800分鐘） 

四年級 每節 40分鐘，每週 3節 120分鐘 120節（4800分鐘） 

五年級 每節 40分鐘，每週 3節 120分鐘 120節（4800分鐘） 

六年級 每節 40分鐘，每週 3節 120分鐘 114節（4560分鐘） 

 

 

二、 教材來源：（採用以教育部審定版為主及自編教材為輔） 

 

                版本 

年級 
出版社 冊數 備註 

一年級 南一 第一、二冊  

二年級 翰林 第三、四冊  

三年級 南一 第五、六冊  

四年級 南一 第七、八冊  

五年級 南一 第九、十冊  

六年級 南一 第十一、十二冊  

三、教學評量 

(一) 健康評量: 

1. 項目:包括健康行為與習慣、健康態度、健康知識、健康技能 

2. 時機：教學前—安置性評量；教學中—形成性、診斷性評量； 

教學後—總結性評量。 

3.方式：可採紙筆測驗、課前活動準備、課後作業、平時觀察、紀錄

表、自我評量、上課參與及表現等方式進行。（一至三年級不

做紙筆測 驗，以觀察、訪談、軼事紀錄等方式評量）。 

(二) 體育評量： 

1. 項目：包括運動技能、運動精神與學習態度及體育知識等項目。 

2. 時機：教學前—安置性評量；教學中—形成性、診斷性評量； 

教學後—總結性評量。 

3. 方式：可採體適能護照、體育各項技能檢核表、紙筆測驗、紀錄表、 

自我評量、上課參與及學習態度表現等方式進行、實作評量。 



 

四、學生學習策略及創新教學方式 

(一) 健康方面: 

1. 本領域在健康課程方面採用創新教學法的體驗學習、自主學習、

合作學習、解決問題學習、善用資源與求助學習，並且多引導使

用資訊多媒體，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活動不但可以培養學生學習

興趣，更可有效的達成學習目標，培養健康與體育領域的基本能

力。 

2. 善用社區資源，結合社區共同完成。 

3. 重視學生個別差異，善用同儕合作學習。 

 

(二) 體育課程方面課程: 

  1.本領域在體育課程方面採體育科循環教學方式進行、依教師興趣與

專長分為若干組（學年班級數而定），以提供學生在體育方面多元

的學習機會。  

  2.結合社區資源（新天地游泳池），發展游泳教學，以推展游泳技能。 

柒、教學資源 

一、學校資源 

（一）室內、外場地：操場、籃球場、桌球室、一般教室。 

（二）視聽器材：電視、DVD、收錄音機。 

（三）資訊設備：電腦與網路系統。 

 

二、校外資源 

(一)學校附近之合作游泳池。（如：新天地游泳池） 

(二)中原大學運動園區。 

(三)具體育專業素養的校外人士，如：教練。 

 

三、教學資源運用辦法 

(一)空間的多元運用：排定時間表，有效率規劃運用室內、外活動場地，

如：地下室、操場、籃球場。 

(二)校外資源的運用：依照教學與學生需求，採機動方式運用校外場地或

人力資源。 

(三)資源運用策略： 

1. 以整班或分組活動方式進行。 



2. 善用協同教學，達到最佳效果。 

3. 採循環教學模式，輪流運用場地。 

4. 配合學校活動、主題統整活動進行大規模展演或教學。 

5. 高年級開辦體育班，招收羽球與射擊人員。 

6. 高年級配合級任教師專長，分組訓練田徑校隊選手。 

 

捌、目前實施之成果與預定規劃之成果 

一、已有成果： 

(一) 多元的課程，使學生接觸並參與各種健康與體育活動，以培養學生

強健的體魄。 

(二) 開放的設施，使學生能利用下課時間進行所喜愛的運動，培養了學

生對運動興趣與技能，並增進學生的體能發展。 

(三) 豐富的競賽活動，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精神，並培養學生團體榮譽

感。 

(四) 充實的社團活動，提供學生不同的機會與更多的選擇，適性發展，

使學生在不同的領域發展出自己的特色與自信。 

(五) 為增進學生體適能認知，增加學生規律運動習慣，提昇學生體適能，

學校積極推動體適能教育，促進家長對子女健康體能之關心。 

二、本年度需完成並呈現之成果 

(一) 加強學生關於運動傷害預防知識、技能的學習，減少學生受傷事件

的發生。 

(二) 養成學生使用學校各項設備、器材的良好習慣，降低設備器材的毀

損率。 

(三) 今年低年級體育須達成之技能標準： 

1. 能正確使用遊戲器材。 

2. 能連續跳繩 20下。 

3. 能以正確方式拋、接、踢海灘球。 

4. 能連續拍球 10下。 

5. 能用墊板連續向上拋接毽子 10下。 

(四) 配合學校本位課程，三至五年級健康與體育課程，特別加入游泳課

程，以培養學生游泳的技能，為達成游泳運動技能，訂定游泳運動

技能標準，以落實體育教學目標。 

1.三年級體育須達成之技能標準： 

        (1)能完成前滾翻動作。 



        (2)能自創多種跳繩的動作。 

        (3)能做出桌球控球、發球的基本動作。 

        (4)能做出籃球運球、拍球的基本動作。 

        (5)能做出躲避球傳接球的基本動作。 

    2.三年級游泳技能標準： 

        (1)能在水中閉氣 20秒。 

        (2)能在水中做水母漂與一般漂浮動作。 

        (3)能在水中漂浮換氣。 

        (4)能在水中，遇危急狀況時，使用漂浮換氣自救。 

        (5)能閉氣漂浮打水前進 10公尺。 

        (6)能進行簡易水中遊戲。 

        (7)能習得捷式的正確划臂動作。 

    3.四年級體育須達成之技能標準： 

(1)能做出羽球正手握拍的動作要領。。 

(2)能做出單槓的基本握法和安全練習的方法。 
(3)能做助跑、踩踏點及安全落入沙坑的跳躍動作。 
(4)能做出樂樂球傳接球的基礎動作，並培養基礎跑壘的能力。 

(5)能做出籃球運球、拍球、傳球及投藍的基本動作。 

4.四年級游泳技能標準： 

        (1)能在水中閉氣 30秒。 

        (2)能在水中做水母漂與一般漂浮動作。 

        (3)能在水中漂浮換氣。 

        (4)能在水中，遇危急狀況時，使用漂浮換氣自救。 

        (5)能閉氣漂浮打水前進 15公尺。 

        (6)能進行簡易水中遊戲。 

        (7)能習得捷式的正確划臂動作。 

    5.五年級體育須達成之技能標準： 

        (1)能做出田徑起跑、傳接棒的基本動作。 

        (2)能做出排球雙人擊球接球、托球、發球的基本動作。 

        (3)能做出躲避球的防守基本動作。 

        (4)能做出桌球反手的基本動作。 

        (5)能做出側翻的基本動作。 

        (6)能做出扯鈴的運鈴及基本動作。 

    6.五年級游泳技能標準： 

        (1)能在水中閉氣 30秒。 



        (2)能在水中做水母漂與一般漂浮動作。 

        (3)能在水中漂浮換氣。 

        (4)能在水中，遇危急狀況時，使用漂浮換氣自救。 

        (5)能閉氣漂浮打水前進 25公尺。 

        (6)能進行簡易水中遊戲。 

        (7)能習得捷式、蛙式的正確划臂動作。 

    7.六年級體育須達成之技能標準： 

        (1)能做出排球雙人擊球、接球、托球、發球的基本動作。 

        (2)能做出桌球反手的基本動作。 

        (3)能做出側翻的基本動作。 

        (4)能做出扯鈴的運鈴及基本動作。 

 



附錄(一):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國民小學提升學生游泳能力教學計畫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國民小學 104學年度提升學生游泳能力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本縣提升學生游泳能力中長程實施計畫辦理。 

二、依據 95年 3月 23日府教體字第 0940075438號函辦理。 

 

貳、目的： 

一、提升學生游泳能力，增進對游泳技能及安全之認知，並豐富運動休閒內

涵。 

二、預計國小畢業前須學會不限姿勢換氣游 15公尺以上，且 100年度通過

率需達 20％，並逐年提升 10％至 102年度通過率需達 40％以上 ，103

學年度通過率需達 50%。 

 

參、計畫期程: 

   一、本計畫執行期程為 104學年度。 

   二、104學年度上、下學期（體育課時間）實施三、四、五年級游泳教學並

評估實施成效。 

 

 肆、實施原則: 

一、行政層面：各處室合作分工負責，相互協調以落實游泳教學計畫。  

二、教學層面：聘請專業合格游泳教練，教導學生正確游泳技能。  

三、執行層面：結合家長會、民間業者及學校三方，共同推動游泳教學方案。  

四、績效層面：定期檢測學生學習成效，隨時評估教學情形以提高教學品質。  

 

 伍、實施策略:  

一、成立游泳推動小組，評估學校現況善用各種資源。 

二、利用體育課正式課程實施，真正落實游泳教學。 

三、設計游泳教學活動課程，擬定教學進度進行分組教學。 

四、建構學生能力指標，兼顧形成性及總結性評量。 

五、籌措各種經費補助游泳教學費用，照顧清寒家庭學生。 

 

陸、實施方式 

一、上課對象：本校三、四、五年級學生。 

(預估三年級：175人；四年級：160人；五年級：150人；共 485人） 



二、上課時間： 

    (一)上學期(含接送時間每次 2.5小時) 

1.三年級體育課時間：每週三上午 9時 30分至 12時整。共計上課 5次 

2.四年級體育課時間：每週四上午 9時 30分至 12時整。共計上課 5次 

3.五年級體育課時間：每週四上午 8時 30分至 11時整。共計上課 5次 

(二)下學期(含接送時間每次 2.5小時) 

1.三年級體育課時間：每週三上午 9時 30分至 12時整。共計上課 5次 

2.四年級體育課時間：每週四上午 9時 30分至 12時整。共計上課 5次 

3.五年級體育課時間：每週四上午 8時 30分至 11時整。共計上課 5次 

  

三、課程內容：採分級教學，由資深專業教練親自指導。 

（課程教學進度表請詳見附錄） 

               

四、上課地點：合格游泳池 

五、採小班教學，每 15人一班。 

 

柒、預期成效: 

一、學會游泳技能，保障學生水上活動安全。  

二、充份發揮社區資源效能，提倡社區游泳運動風氣。  

三、提高合乎游泳能力指標比率。  

（參加學生水母漂浮合格率須達 60﹪以上；不限姿勢換氣游 15公尺以上合

格率須達 50﹪以上。） 

 

捌、提升學生游泳能力工作小組: 

組別 負責人 成員 任務執掌 

召集人 張明侃校長  綜理游泳教學相關事宜，掌管執行情形。 

行政組 葉良志主任 張明麗老師 

1.相關會議紀錄。 

2.擬定實施計畫與檢討執行成效。 

3.辦理學生收費。 

4.資料蒐集、照片及成果彙整。 

課程組 彭美玲主任 
呂佳璇老師 

張明麗老師 

1.規劃體育課程教學計畫。 

2.研訂游泳教學進度與評量方式。 

3.辦理調課事宜 

總務組 總務主任 
黃仁柏老師 

潘俊鳯老師 

1.制定合約、簽約事宜。 

2.經費校銷與結算。 

3.辦理學生收費。 

聯絡組 
張明麗老師 

三~五年級 
各班級任導師 

1.宣導水上活動安全教育。 

2.上課交通路線規劃及安全維護。 



 

玖、經費概算: 

一、每位學生單次游泳教學費用新台幣貮佰元整 

(上、下學期各 5次教學共計 10次。收費 2000元) 

入場費：100元(包含場地清潔、水費) 

保險費：5元（學生意外保險） 

交通費：50元(承租桃園客運合格汽車負責往返學校至泳池) 

教練指導費：45元 

二、經費概算表 

 

 

 

 

 

 

 

三、經費來源 

(一)學生家長自付。 

(二)縣府補助。 

 

拾、獎勵辦法: 

一、凡通過基礎課程測驗(及不限姿勢換氣游 15公尺以上)，頒發合格證書

以玆鼓勵。 

二、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游泳比賽榮獲優異成績者，依本校家長會獎勵辦法

頒發圖書禮券或獎金。 

 

拾壹、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年主任 

安全組 王宣驊老師 
各班級任教師 

體育教師 

1.游泳安全事項宣導 

2.宣導水上活動安全教育及注意事項。 

醫護組 郭芷均小姐 
健康中心 

義工媽媽 
1.學生意外事件之處置。 

項目 費用 合計 

入場費 100元  485人  10次 485000 

交通費 50元  485人  10次 242500 

保險費 5元  485人  10次 24250 

教練費 45元  485人  10次 218250 

總計 200元  485人  10次 970000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國民小學 104學年度三年級游泳課程教學進度表

（暫定）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時 間 課程內容 學習內容 時 間 課程內容 學習內容 

9/9 

課前檢測 

熟悉水性 

漂浮 

1.水中遊戲： 

a.走漩渦 

b.水中猜拳 

c.水中尋寶 

2.水母漂 

3.水中吐氣 

4.水中站立 

5.瞪牆漂浮 

5/11 
加強聯合

動作 

1.韻律呼吸 

2.浮板打水（50次） 

3.划臂打水練習 

9/16 踢腿練習 

1.複習前項 

2.踢腿岸上練習 

3.踢腿水中練習 

4.水中遊戲 

5/18 
練習換氣 

修正姿勢 

1.韻律呼吸 

2.水中打水 

3.水中打水換氣練習 

4.浮板水中打水換氣練習 

5.岸上划臂打水換氣練習 

9/23 
手部划水

練習 

1.複習前項 

2.手部划水岸上示範 

3.岸上練習 

4.水中練習 

5/25 
聯合動作 

修正動作 

1.韻律呼吸 

2.水中滑臂、換氣練習 

（前進 10公尺） 

3.水中遊戲 

9/30 
手部聯合

動作 

1.韻律呼吸 

2.打水（50次） 

3.划臂打水練習 
6/1 

聯合動作 

修正動作 

1.韻律呼吸 

2.水中滑臂、換氣練習 

（前進 15公尺以上） 

3.水中遊戲 

10/7 
加強聯合

動作 

1.韻律呼吸 

2.浮板打水（50次） 

3.划臂打水練習 
6/8 

總複習 

水中自救 

1.韻律呼吸 

2.水中滑臂、換氣練習 

（前進 15公尺以上） 

3.水母漂、抽筋等水中自

救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國民小學 104學年度四年級游泳課程教學進度表

（暫定）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時 間 課程內容 學習內容 時 間 課程內容 學習內容 

9/10 

課前檢測 

熟悉水性 

漂浮 

1.水中遊戲： 

a.走漩渦 

b.水中猜拳 

c.水中尋寶 

2.水母漂 

3.水中吐氣 

4.水中站立 

5.瞪牆漂浮 

5/12 
加強聯合

動作 

1.韻律呼吸 

2.浮板打水（50次） 

3.划臂打水練習 

9/17 踢腿練習 

1.複習前項 

2.踢腿岸上練習 

3.踢腿水中練習 

4.水中遊戲 

5/19 
練習換氣 

修正姿勢 

1.韻律呼吸 

2.水中打水 

3.水中打水換氣練習 

4.浮板水中打水換氣練習 

5.岸上划臂打水換氣練習 

9/24 
手部划水

練習 

1.複習前項 

2.手部划水岸上示範 

3.岸上練習 

4.水中練習 

5/26 
聯合動作 

修正動作 

1.韻律呼吸 

2.水中滑臂、換氣練習 

（前進 10公尺） 

3.水中遊戲 

10/1 
手部聯合

動作 

1.韻律呼吸 

2.打水（50次） 

3.划臂打水練習 
6/2 

聯合動作 

修正動作 

1.韻律呼吸 

2.水中滑臂、換氣練習 

（前進 15公尺以上） 

3.水中遊戲 

10/8 
加強聯合

動作 

1.韻律呼吸 

2.浮板打水（50次） 

3.划臂打水練習 
6/9 

總複習 

水中自救 

1.韻律呼吸 

2.水中滑臂、換氣練習 

（前進 15公尺以上） 

3.水母漂、抽筋等水中自

救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國民小學 104學年度五年級游泳課程教學進度表

（暫定）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時 間 課程內容 學習內容 時 間 課程內容 學習內容 

9/10 

課前檢測 

熟悉水性 

漂浮 

1.水中遊戲： 

a.走漩渦 

b.水中猜拳 

c.水中尋寶 

2.水母漂 

3.水中吐氣 

4.水中站立 

5.瞪牆漂浮 

5/12 
加強聯合

動作 

1.韻律呼吸 

2.浮板打水（50次） 

3.划臂打水練習 

9/17 踢腿練習 

1.複習前項 

2.踢腿岸上練習 

3.踢腿水中練習 

4.水中遊戲 

5/19 
練習換氣 

修正姿勢 

1.韻律呼吸 

2.水中打水 

3.水中打水換氣練習 

4.浮板水中打水換氣練習 

5.岸上划臂打水換氣練習 

9/24 
手部划水

練習 

1.複習前項 

2.手部划水岸上示範 

3.岸上練習 

4.水中練習 

5/26 
聯合動作 

修正動作 

1.韻律呼吸 

2.水中滑臂、換氣練習 

（前進 10公尺） 

3.水中遊戲 

10/1 
手部聯合

動作 

1.韻律呼吸 

2.打水（50次） 

3.划臂打水練習 
6/2 

聯合動作 

修正動作 

1.韻律呼吸 

2.水中滑臂、換氣練習 

（前進 15公尺以上） 

3.水中遊戲 

10/8 
加強聯合

動作 

1.韻律呼吸 

2.浮板打水（50次） 

3.划臂打水練習 
6/9 

總複習 

水中自救 

1.韻律呼吸 

2.水中滑臂、換氣練習 

（前進 15公尺以上） 

3.水母漂、抽筋等水中自

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