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each 2011 全國創意教學 KDP 國際認證獎

健康與體育-叫我三鐵達人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

創意教學方案全文
方案名稱： 叫我三鐵達人
參加領域： 健康與體育
發表者姓名：翁瑞美
參賽者姓名：翁瑞美
學校名稱：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

壹、創意教學背景說明
一、創意教學的靈感：
再次接觸三年級的學生，才發現孩子的體能與運動技巧不但未被發掘，而且缺乏接
受挑戰的毅力。加上家長的寵愛，捨不得孩子留一點汗、喊一聲苦，如此脆弱的孩子絕
對無法面對未來的生活與競爭。倘若孩子沒有養成運動習慣，奠定健康體魄的基礎，台
灣不可能邁向「健康國度」
，家長可以心疼孩子，身為老師則必須理性面對「教育本質」
的挑戰。
有鑑於此，特將學校現有設備融入活動設計，吸引孩子的興趣、滿足好奇心，轉化
成自我督促、勇於接受挑戰的意願，並跳脫家長干預的框架，讓孩子可以在平日遊戲中
亦能充分運用設備，達到培養學生具備優異體適能的目標。
二、「三鐵」運動整合的背景：
本校校園中的體能設備分置三區：幼兒遊戲區、兒童遊戲區及體能訓練區。為了
安全考量，容易造成意外傷害的鞦韆、浪板床等擺動式設備已經拆除，唯一留下的鐵索
屬於半固定式的設備。為配合校園遊戲器材區的地墊設置標準之規範，過高的設備亦不
保留。在考量活動多樣化的原則下，將鐵梯、鐵索及鐵架整合成「三鐵」，一方面符合
設備簡稱，善用既有設施寓教於樂，另一方面亦結合「鐵人三項」的吸引力，導引學生
勇於自我挑戰。

貳、創意教學創新策略：
學生體適能測驗自四年級開始實施，三年級學生必須具有先備能力，才能展現優勢
體能。因此設定跑走距離與達成目標的日期，配合「三鐵」挑戰，分散體能負擔，增加
趣味性與自我期許的能量。
基於近半數學童不敢登高，也沒有盪鞦韆的擺盪經驗，因此個別指導孩子爬梯與跨
越技巧；以同儕協助與合作學習方式體驗鐵索的搖盪幅度；再以鐵架空中移動培養膽
識、相互激勵，共同達成三鐵挑戰。
結合 800 公尺跑走，將「三鐵」設為中繼站，增加跑走過程的趣味性，激勵學生對

1

GreaTeach 2011 全國創意教學 KDP 國際認證獎

健康與體育-叫我三鐵達人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

熟練度與速度的要求，以減少過關使用時間，逐步培養體力與活動技巧。並鼓勵孩子回
家邀請家長利用課餘時間，到學校利用場地與設備進行運動，達到親子同樂並養成運動
健身習慣，發揮學校與社區總體營造的功能，讓親師生共同攜手打造「活力校園、歡樂
社區、健康國度」。


主要課程：【活動一：鐵梯，我來了】---＞【活動二：征服鐵索】---＞
【活動三：鐵架高手】---＞【活動四：挑戰『三鐵達人』】



親子活動：學校社區化─＞邀請家人一起來運動

一、

大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一) 主題名稱：叫我三鐵達人
(二) 實施年級：國小三年級
(三) 教學時間： 200 分鐘
(四) 教學目標：
1. 了解鐵梯、鐵索、鐵架攀爬使用的規則與安全
2. 學習團隊合作，積極參與手腳並用的攀爬運動
3. 學習正確的跑走規則，並注意安全與自己的體能負荷
4. 透過三鐵過關設計，達到跑走固定距離的自我挑戰目標
(五) 能力指標：
＊ 健康與體育領域
3-1-1 表現簡單的全身性活動
3-1-2 利用身體動作以操作設備
3-1-3 表現出操作器材的基本動作能力
3-1-4 結合一系列的基本動作，表現出簡單的動作技能
4-1-1 藉由語言或動作，來表達參與身體活動的感覺
4-1-3 認識並參與各項身體活動
4-1-4 養成規律運動習慣，保持良好體適能
＊ 語文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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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4-10 能應用文字來表達自己對日常生活的想法
(六) 教學內容要點：
1. 學生能知道鐵梯、鐵索、鐵架攀爬使用的規則與安全
2. 學生能發展出學習團隊合作、相互支持的情懷
3. 學生能發展出遵守跑走過程的規則
4. 學生能發展出注意安全並留意同學健康的能力
5. 學生能運用相互鼓勵與自我挑戰來成目標

二、

課程結構圖
Ī߀ʙīᛡଘĂӨվ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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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學活動】鐵梯登階

【敎學活動】鐵索攀爬

（三年級）

（三年級）

1. 學習正確的鐵梯登階技巧。
2. 練習跨越鐵梯。
3. 熟練轉身後下鐵梯。

1. 練習攀爬擺盪鐵索。
2. 學習協助夥伴克服心理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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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跑走障礙賽

【教學活動】鐵架頂端位移

（三年級）

（三年級）

1. 結合跑走、鐵梯、鐵索、

1. 練習在鐵架頂端橫向移動。
2. 學習克服在空中停留的心理

鐵架進行計時闖關活動。

2. 學習自我挑戰。

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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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單元教學流程

教學年段

三年級
認知

教學時間

200 分鐘

1. 透過教學與探索，認識鐵梯、鐵索與鐵架的攀爬運動。
2. 藉由分享與體驗，認識跑走與健康促進的關係。

情意

1. 透過體驗式教學，藉由參與體驗，培養學生對動作技能的理解能力。
2. 能認真參與各項遊戲的活動並和別人合作，輪流參與團體比賽活動。
3. 透過闖關活動發展互助合作，自我挑戰知能，培養運動家精神。

技能

1. 能完成固定距離的跑走。
2. 學習鐵梯、鐵索、鐵架的攀爬技能。
3. 發展混合式活動的闖關與互助的運動技能。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名稱

健康與體育-叫我三鐵達人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

教

學

內

教學資源※
教學評量◎

容

1. 介紹鐵梯與樓梯在使用上的差異。
2. 說明鐵梯頂端跨越技巧及注意事項。
3. 體驗鐵梯攀爬，並學習在頂端跨越、翻身下梯。
4. 運用分組練習，階段式熟練運動技能。
5. 安排分組競賽，搭配跑走進行闖關熱身活動。
一、鐵梯，我來了

【說明】
1. 基本要求一：依序進行，在鐵梯一端等候。
2. 基本要求二：前一位小朋友下梯後，下一位才可以靠近。
3. 基本要求三：當你感到害怕時，一定要告訴老師，老師一定
會上樓救你。
4. 特別指導：利用豎杆幫助自己進行跨越動作。

排隊等候有規矩

※鐵梯
◎教師觀察、同
儕評量

跨越轉身要膽大心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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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饋︼






健康與體育-叫我三鐵達人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

我真的很害怕，根本不敢抬起腳，我一直發抖一直哭，老師就一直跟我站在上
面鼓勵我……
這個簡單啦！我就覺得奇怪，為什麼老師告訴我們不可笑別人？可是我看到老
師在上面陪著小臻的時候，我才知道真的有人會哭哭耶。
其實我有一點害怕，老師有教我們要「三腳不動，一腳動」……原來要跨過去
的時候真的要這樣才不會害怕……
……坐在上面很涼，其實我不想下來，下來就要繼續跑步。

︻教學省思︼

孩子會在攀爬過程中哭泣，多半是因為以前沒有單獨登高或攀爬的經驗，經過
活動體驗，鼓勵孩子勇於嘗試，幾位特別害怕或體能較差的孩子，在經過幾次練習
後，都有很大的進步。我必須在上面陪著孩子，不斷鼓勵、安慰，並且提醒孩子運
用技巧，小朋友也發揮同儕的激勵作用，還挺令人感動的。
因為這樣的孩子不少，所以有一半的時間進行個別指導，對於其他的孩子反倒
有些不公平，其實藉此培養孩子團隊合作的精神是好的，只是這個項目要花這麼多
時間倒是出乎意料之外。

1.
2.
3.
4.

介紹鐵索的裝置形式與使用上的差別。
體驗鐵索攀爬並培養運動技能。
運用分組方式，以同儕協助克服對鐵索擺盪的恐懼。
安排分組競賽，搭配跑走進行闖關熱身活動。

二、征服鐵索

【說明】
1. 基本要求一：依序進行，在鐵索一端等候。
2. 基本要求二：前一位小朋友下梯後，下一位才可以靠近。
3. 基本要求三：不可以從第二階以上跳下來。
4. 特別指導：如果你對擺盪感到害怕，可以有二位小天使幫忙
拉住鐵索固定，減少擺盪幅度。

我不害怕，先試試

錯誤示範—-跳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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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索。
◎教師觀察、同
儕評量

我成功了—摸到橫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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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饋︼



……有點像盪鞦韆，不過要爬上去是有點恐怖。



我不會害怕，真的很好玩，可是我從上面跳下來是不對的，老師說危險可能是
我剛好沒遇到……
每一次要爬上去的時候，只要我說需要幫忙，就會有小天使出現，而且每一次
都是不一樣的人喔！
我比較高，每次都只爬兩層手就摸到了，不太好玩。




︻教學省思︼

雖然鐵索會有擺盪問題，先固定下擺後，擺盪幅度就變小了。有了鐵梯的經
驗，小朋友比較沒有恐懼感，雖然還是有部分學生很難立刻達到要求，至少哭泣的
孩子已經減少一半。
由於鐵索不是完全固定，為了避免等待的小朋友被撞到，所以必須嚴格規定
不可超越等待區，孩子們都遵守規定，教學上就會比較安心進行個別指導。
1.
2.
3.
4.
5.
6.

介紹鐵架在使用上與鐵梯的差異。
說明在鐵架頂端位移時的技巧及注意事項。
體驗鐵架攀爬，並學習在頂端橫向位移的技能。
運用分組練習，階段式熟練運動技能。
學習等後並協助同儕完成自我挑戰。
安排分組競賽，搭配跑走進行闖關熱身活動。

※鐵索。
◎教師觀察、同
儕評量

三、鐵架高手

【說明】
1. 基本要求一：依序進行，在鐵架下方距離 2 公尺處排隊等候。
2. 基本要求二：如果你感到害怕，可以站在第三階移動。
3. 基本要求三：如果你移動的速度很快，也必須等待前一位小
朋友。
4. 特別指導：你可以挑戰在鐵架中心進行不定向穿越。

慢慢來，不急

移動的時候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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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等待前一位小朋友
可以幫他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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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饋︼






健康與體育-叫我三鐵達人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

超好玩，我喜歡鑽來鑽去，剛開始老師說不可以，因為還有其他小朋友要練習，
後來大家都會了，我就可以玩了。
……其實我還是很害怕，因為要走一圈不能馬上下來，有點恐怖……
如果不是老師說不可超越別人，我真的會給他(同學)跨過去，他一定會嚇死。
不過還是等一等好了，如果他會害怕，我可以安慰他。
……不敢爬太高，我都只爬到第三層，我一定可以爬到最高的……

︻教學省思︼

這已經是第三種攀爬登高的活動，沒有人哭泣，害怕的也比較少了，小朋友
都有很大的進步，可見能力的培養需要機會。
讓孩子在空中橫向位移，對小朋友而言，
「停留」時間比較久，加上前一位同
學如果速度較慢，等待也需要花一些時間，無形中會造成部分同學的心理負擔，這
是跟前兩種器材與活動設計最大的不同之處。
部分學生希望能在鐵架當中穿梭，我也同意在全部同學練習完畢後，開放時
間並限制人數讓孩子們進行自由探索，只見這幾位孩子在鐵架當中，就像小猴子般
穿梭其間，好不快活，這也激起其他同學想要參與、勤加練習的意願。

四、三鐵達人

1.進行分組：以號碼分組，每組七人。
2.三鐵達人闖關：
(1)第一關：跑走第一圈後，攀上鐵梯，空中跨越轉身後下鐵梯。
※過關卡、過關
(2)第二關：跑走第二圈後，攀登鐵索，摸到頂端橫桿後下鐵索。
章、橡皮筋、碼
(3)第三關：跑走第三圈後，登上鐵架，環繞一周後下鐵架。
表
完成第四圈跑走者，過關成功。
◎過關卡、教師
3.說明：
觀察、學生核章
(1)每完成一圈，領取橡皮筋一條。
(2)每挑戰一關成功，過關卡核章一格。
(3)計時賽各取男女前三名頒發三鐵達人榮譽卡。

跑走也要結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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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饋︼
︻教學省思︼

四、







健康與體育-叫我三鐵達人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

我本來都跑不動的，可是為了去爬一爬，我都會跟同學一起跑。
其實我覺得在爬的時候，就是休息的時候，所以跑起來不會累。
……我的腳已經不會痛了（據說是生長痛），我要告訴醫生。
……我可以跑 10 圈的，可是老師都不讓我跑，不過我已經過關了。
4 圈是 800 公尺，我居然跑完了，耶！

800 公尺跑走是四年級學生體適能測驗的其中一項，三年級的孩子必須循序漸
進練習，因此結合三鐵過關的設計，讓孩子們在遊戲中超越自我，挑戰未來任務。
計時的設計是為了鼓勵孩子自我挑戰，目標在全數過關。因此分組進行，也
彼此服務，由孩子們學習發放橡皮筋、蓋過關章、收過關卡、進行紀錄，隨時都參
與其中。過去會嘲笑別人的孩子不見了，愛哭的孩子也勇敢了，這是很大的收穫。

創意教學成效評估：

1. 知識力：對於活動項目具備辨知力、理解力，並欣賞、學習他人的表現。
2. 情意表現力：在活動中培養自信，貫徹並接受挑戰，期許自我精進，尊重並與同學
合作。
3. 思考力：培養學生以舊經驗為基礎，產生連想性思考以面對問題。
4. 問題發現與解決力：提升學生知覺與探索力，在活動中進行評估與驗證，發揮綜合
解決能力。
5. 創作表達力：熟悉正確的技巧，並能採用效率、創意的方式表現活動趣味。
6. 技能：以正確且熟練的技巧，完成指定活動與測驗。

五、

家長回饋：

 剛開始，孩子回家都會喊累，也會喊害怕，加上有生長痛的問題，所以才跟老師
要求不要讓孩子跑跳，真是不好意思……後來下課後到學校玩，孩子總是拼命爬
鐵梯，而且還坐在上面吹風不肯下來，以前根本不敢上去……
 ……老師說的總是比較有用，我每次叫孩子不要亂跳總是不聽，現在孩子跟我
說：老師說跳下來＂不怕一萬只怕萬一＂……
 孩子帶著妹妹到鐵梯前教他怎麼爬，有模有樣的，謝謝老師。
 我以為孩子喊累是真的，結果就是體力很差，原來是不好玩，這樣跑跑爬爬是有
趣多了，難怪孩子願意一圈又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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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健康與體育-叫我三鐵達人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

意外收穫：

【社區家長帶幼兒練習攀爬】
過去社區家長很少讓孩子，甚至幼兒到攀爬器材區活動，藉由這群學生的參與，
有愈來愈多的家長帶著幼兒試著接觸各式遊戲運動器材。
【學校社區化，親子一起來運動】
放學後，我經常在學校操場運動，從課程進行開始，偶而會遇到學生跟家長一
起到學校練習，逐漸發現有更多人在器材區進行攀爬活動，而且許多都不是我的學
生，想必這是個吸引人且兼具運動功能的遊戲。

七、

教學省思：

雖然知道小朋友的能力沒有被激發，有人被保護過度，也有人活潑勇於嘗試，但是
沒有想到在鐵梯頂端哭的孩子會有那麼多。
從教學說明開始，孩子表現出躍躍欲試的樣子，詢問後才知道有人從來沒有爬過鐵
梯，有的被禁止在頂端跨越或是坐在橫桿上停留。這是我不能理解的，孩子們都住在學
校附近，從小就在附近活動，居然還有家長禁止孩子在遊戲運動器材區進行特定活動，
太令人驚訝了！
如果學校應該發揮社會風氣的導引功能，那麼從正確體適能培養觀念開始，會是個
不錯的選擇；從促進孩子的健康開始著手，家長應該會有比較大的接受度。面對現代家
長護子心切，不能因此讓孩子成為溫室裡的花朵，教學設計與親師溝通技巧，該是學校
與老師應積極經營成長的課題。
透過體能與技能的練習，除了培養優秀的體適能與運動專長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在
運動家精神的培養與團隊合作精神的建立，在這個方案的設計與教學執行上，這是個非
常明顯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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