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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牆性球類遊戲教學模組～逗陣玩排球 

                                        臺北市明湖國小黃志成 107.5.11 

 

壹、逗陣玩排球教學活動設計理念與目標 

「逗陣玩排球」設計理念以學生的先備能力-拋接球為出發點，在遊戲中有 

充分的時間思考並執行遊戲的戰術。再循序漸進地將排球規則和技能融入簡易的

遊戲中，以提升學生的排球比賽表現，並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為目的。教學活動

目標如下： 

◎認知：了解排球運動的簡易規則與禮儀。 

◎情意：展現團隊合作的精神、互助關懷的態度。 

◎技能：應用排球戰術和技能來進攻與防守。 

◎行為：培養規律運動的習慣並分享身體活動的益處。 

 

貳、逗陣玩排球教學活動設計注意事項 

1.人數 : 4-5人一組（異質性分組） 

2.器材 : 軟式排球、角錐、戰術板、羽球筒、球網、球架 

3.場地範圍 :可利用學校現有球場或角錐標示 3-4個比賽場地，本次教學模組以

羽球場為例。 

4.教學節數：4-6節 

 

參、網/牆性球類遊戲教學模組 

教學模組結構、遊戲活動變化、教師提問策略、技能練習活動、教學評量 

一、教學模組結構：遊戲比賽、戰術討論、返回比賽、討論分享 

（一）遊戲比賽 

1.排球遊戲相關的熱身活動 

（1）排球趴趴 GO-走跑繞場熱身活動：學生走跑場地 3圈。 

（2）快樂拋接球：2人隔網拋接球練習（高手、低手、背後）、四角傳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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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球初體驗(球座式發球)：學生複誦動作要領 

 左腳在前，右腳在後 

 膝蓋蹲低 

 慣用手後拉往前揮 

 手腕擊中球心 

 拳頭指向擊球的目標 

 

☆備註：學生在遊戲場地內進行拋接球、傳接球、發球等活動，藉以遷移至 

「逗陣玩排球」遊戲。 

2.「逗陣玩排球」遊戲規則與禮儀 

學生在有趣的遊戲中，以手拋球來進攻，以手接住球來防守。「每位隊員皆

傳接球」的用意則是增加每位學生的參與度與運動量，並養成轉身接應球的習慣。

最後由王牌在網前進攻，藉以引導學生思考進攻的戰術。 

（1）發球：每隊、每人輪流發球，發球線後方發球。 

（2）防守：以手接（發)球，每位隊員皆傳接球後，才可回球過網。 

（3）進攻:每隊選一位王牌，在王牌區高手擲球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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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得分：球落地 2次以上、球出界等。 

（5）時間：6-8分鐘。 

（6）禮儀：敬禮握手、創意隊呼、服從裁判。 

（7）網子高度:約 130~140公分。 

（8）運動員宣誓：我們熱愛運動，比賽前後會敬禮握手，有精神地隊呼，服從

裁判的判決。遇到問題會理性的溝通，或是請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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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宣誓                            隊呼 

☆遊戲規則設計與講解注意事項： 

教師可以制訂 5項左右的簡易遊戲規則，講解規則時也應簡明扼要。在學生

體驗遊戲後，老師再適時地釐清與補充遊戲規則。 

 

3.「逗陣玩排球」遊戲變化 

教師可依據學生的能力與教學時間的多寡，來進行由易而難的排球遊戲， 

逗陣玩排球遊戲變化有以下三種： 

（1）簡單：背水一戰 

王牌回球時，採用向後拋球的方式，此遊戲是模擬前排隊員向後轉，支援接

應隊友的傳球。 

 

2.適中：默契百分百 

    接發球的 A1同學將球拋到場外定點，A2同學移位接球後，背向場地傳球，

A3同學接球，王牌再回球過網。此遊戲是模擬比賽時移位支援接球的情境。 

 

背向

場地

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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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困難：發球高手 

 

學生採用低手發球的方式進行遊戲 

 

☆班級經營注意事項 

學童在遊戲比賽中，常因得失分與勝負發生爭執與責怪的現象。老師應引導

學生有問題與爭執時，要請老師協助解決或是判定為公正球等。老師也應常公開

讚美能熱心助人的孩子，以發揮見賢思齊的效果，並營造互助合作的氣氛。 

 

（二）戰術討論 

在比賽前、中、後進行戰術討論目的是為了促進學生對遊戲戰術的思考並增

進學生溝通互動與發表的能力，老師應巡視各組引導學童討論，可幫助釐清疑惑，

並且適時提問引發同學思考。 

 

1.師生問答： 

當我們發球的時候，應該將球發到哪些位置可以增加我們得分的機會？ 

參考答案：空位、角落、兩個人中間、弱邊、近身、後場等 

 

2.小組討論： 

請各隊圍成一個圓圈，拿著戰術板，討論王牌進攻時較容易得分的位置；當

我們防守的時候，如何分配位置，防守時要注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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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返回比賽 

學生返回原先的比賽，或是進行較複雜的挑戰性比賽。教師從旁觀察學生是

否能落實剛剛討論的戰術，是否能提升比賽表現。 

 

 

（四）討論分享 

在討論分享中，讓學童有機會能與不同組別的隊員分享其成功經驗，包括比

賽戰術、團隊合作、相互指導的方式等。藉由簡易性的遊戲比賽，找到解決遊戲

問題情境的方法，更能增進排球比賽表現。 

1.進攻戰術：假動作、空位、角落、快速球 

2.防守戰術：分配位置、移位接球、轉身面向球、喊我來 

 

 

二、遊戲活動變化 

網/牆性球類遊戲有許多種形式與變化。老師在設計遊戲時，可以依據得分

方式、一局(時間或比數)、網子高度、球體、擊球方式、比賽人數、發球、場地

形式等元素加以修改。針對國小中年級或初學學生，可進行支援前線、翻轉吧！

排球、王牌大進擊、樂樂排球等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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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牆性球類遊戲設計概念構圖 

 

（一）「支援前線」排球遊戲（教學節數 1~2節） 

教師循序漸進地將高手傳球、低手傳球等元素融入排球遊戲中，教師可在 

比賽進行中暫時中止遊戲，請兩隊學生討論比賽的戰術，遊戲規則如下： 

1. 第一人→高手或低手傳球 

2. 第二人→以手接球 

3. 第三人→王牌區以手接球再舉球 

4. 王  牌→低手傳球過網（輪流當王牌） 

5. 網子高度:約 140~150公分。 

6.排球直徑約 25公分。 

 

（二）「翻轉吧！排球」（教學節數 1~2節）  

引導學生支援接應的觀念，培養低手向後傳球過網的技能，遊戲規則如下： 

1. 第一人→高手或低手傳球 

2. 第二人→以手接球 

3. 第三人→中場區以手接球再舉球 

4. 王  牌→低手向後傳球過網 

5. 網子高度約 140~150公分 

6.   排球直徑約 2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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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牌大進擊（教學節數約 2節） 

王牌大進擊主要引導學生建立前排舉球與高手擊球的進攻意識，只有 1位學

生能以手接球，其餘學生必須進行 3次以上的傳球或擊球，讓遊戲更有挑戰性，

遊戲規則如下： 

1. 第一人→高手或低手傳球 

2. 第二人→以手接球 

3. 第三人→以手接球再舉球 

4. 王  牌→高手擊球或傳球過網 

 

 

（四)樂樂排球（教學節數 2-3節） 

樂樂排球遊戲提高排球技能層次的要求，但也設計排球能彈地 1次以及不限

制擊球次數的簡易規則，讓學生在好玩刺激的遊戲中，提升排球比賽表現，享受

運動的樂趣與成就感，遊戲規則如下： 

1. 採高、低手傳球或擊球方式 

2. 可直接或落地 1次後再擊球 

3. 擊球次數不限 

4. 網子高度：150-16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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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提問策略 

老師提問的策略應由聚斂性問題、發散性問題，乃至於高層次的評價性問題，

設計問題時，教師應考量空間、時間、力量、關係四個要素。除了小組討論外，

教師也可以依據 7何法（7W）提出問題，例如： 

 

 

（一）進攻 

1.Where：我們要把球發向哪些位置來得分？ 

2.Why:我們為什麼要把球發向後場？  

3.How:我們要怎麼做才能把球成功地發到後場（動作要領）？ 

 

（二）防守 

4.Who:誰來接發球？  

5.What:當隊友接球時，我們應該做什麼來支援接應隊友？  

6.Which:你要移動到哪個位置來支援接應隊友？ 

7.When：什麼時候回球過網？ 

 

四、技能練習活動 

為了幫助學童在遊戲中有更好的比賽表現，老師可以在遊戲前熱身時，或是

遊戲後，進行相關的技能練習活動，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提升同學們進攻與防守

的運動技能。學生應該在類似排球遊戲的情境中進行技能練習活動，大家都能擔

任拋球、傳球與撿球等角色，盡量利用學校的場地空間，讓每位學生的練習量最

大化。排球是以身體部位擊打球體、動作技較難的運動，對於初學的國小孩童而

言，球體應該要輕、軟、大，不但能輕鬆舒適地進行排球遊戲，也能享受成功的

喜悅。 

 

空間 力量

關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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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發百中：低手發球練習 

(二)勇敢傳說：低手、高手傳球練習 

將球座置於端線附近，甲學生低球或高手傳球給王牌區的乙同學。乙同學必

須觀察甲同學的動作，給予正向的回饋後，再修正同學的動作。 

  

(三)翻山越嶺：低手或高手傳球過網 

1.自拋自傳：自己拋球彈地後，低手傳球過網。 

2.你拋我傳：甲同學在王牌區拋球給乙同學，乙同學低手向前傳球給甲同學， 

或是傳球過網。 

3.反轉排球：甲同學在端線拋球給乙同學，乙同學低手向後傳球過網。 

4.合作無間：甲同學拋球過網給乙同學，乙同學高手傳球過網給乙同學。 

(四)排球向前衝：在王牌區，甲同學拋舉球，乙同學高手擊球過網。 

(五)左右逢源：甲、乙同學在王牌區拋球，丙同學左右移位向前傳球。 

 

(六）接龍大挑戰：小組成員傳球接龍 10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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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評量 

教學評量可以採用實作評量的方式，當學生在遊戲比賽時，老師觀察、提問

並紀錄學生的比賽表現與討論溝通的情形。例如「策略應用」是指學生能有意圖

地發球至空位、後場或角落等位置。支援接應是指學生能轉身或迅速移動至適當

的位置，成功地接應隊友的傳球。團隊合作是指能和隊友共同討論比賽的戰術，

並鼓勵與協助隊友。教師也可以設計「逗陣玩排球學習單」來進行認知、情意與

行為等多元化的評量。 

 

（一）排球比賽表現教師評量表            

1.策略應用：學生能有意圖地發球至空位、後場或角落等位置。 

2.支援接應：學生能轉身或迅速移動至適當的位置，成功地接應隊友的傳球。 

3.團隊合作：能和隊友共同討論比賽的戰術，並鼓勵與協助隊友。 

評量項目 

學生 

技能 技能 情意  

優  點  與  建  議 

座

號 
姓  名 

策略

應用 

支援

接應 

團隊

合作 

1 
郭○○ 

5 4 5 能發到空位，能認真討論戰術，要移位接

球。 

2 
黃○○ 

5 5 3 能轉身接應隊友的傳球，要指導而非責怪隊

友。 

3 劉○○ 5 5 4 能發到角落，要服從裁判。 

4 
林○○ 

4 4 5 能請老師協助解決問題，接發球時膝蓋要蹲

低。 

5 陳○○ 3 4 5 能鼓勵隊友，要思考發球的位置。 

6 
李○○ 

5 5 5 能移位接應傳球、熱心指導同學、認真練

習。 

非常優良：5分；優良：4分；已經做到：3分；有待改進：2分；努力改進：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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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逗陣玩排球學習單 

 

 

認知 

評量 

情意 

評量 

行為 

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