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體育署 

「教育部體育署獎勵補助中小學原住民族學生體

育運動發展經費計畫」 

執行成果報告書 
 

 

 

補助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學校名稱：臺東縣卑南鄉利嘉國民小學 

計畫執行人員：教導主任林家正 

聯絡方式：089-380121*202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9 日 

附件 7 





  

  課後：每星期二、四上午07：50-09：40（2節，計4節）分2班（新手及熟

手）（因考慮課程需連續所以將週一及週五導師時間和週二及週四第一節課

互調以利學生學習）分成新手（新成員）及熟手（舊成員）2班。 

  每週4節上、下學期計40週。 

  假日：週六上午08：40-11：20，混合1班每週3節上下學期計40週。 

   （B）寒暑假：週一至週五上午08：30-11：50混合1班每週20節計6週。 

  (2)培訓地點： 

   （A）平時訓練-學期中：本校射箭練習場。 

   （B）移地訓練-寒、暑假：國立台東大學附設體育中學射箭場。 

     （C）參加全國比賽（青年盃及總統盃）：全國射箭錦標賽場地。 

  (3)非正式課程期間之課業輔導：學期中和愛基會合作辦理課後輔導每週

一、三下午16：00-17：30安排英語課程、每週二、四下午16：00-17：30安

排數學課程、每週五下午16：00-17：30安排語文閱讀課程、並利用學期週六

假日及寒暑期週一至周五（6週）早上半日加強課業。 

  A.學期中：分2班（中年級11人及高年級10人）地點：利嘉國小教室 

  B.假日：利用週六上午08：40-11：55實施分中、高年級2班每週4節，上、

下學期計32週。 

  C.暑假：分2班（中年級11人及高年級10人）利用週一至週五上午08：40-

11：55（4節）實施，6週每週5天共30天。 

 

 

 

(六)經費使用 

核定金額 360,000元 

實際支出額 358,416元 

核銷完成日

期及經費落

差說明 

核銷完成日期：110年11月19日 

經費說明：教育部體育署補助360,000元（含膳食費、選手營

養費、教練鐘點費及補充保費、非正式課程期間之課業輔導費

及補充保費、消耗性訓練器材裝備費、報名費、移地訓練費、

參賽旅運費、交通費）實際支出358,416元，執行率：99.56％ 

其中因疫情關係5月中旬至7月底停訓，組員組訓時間不足影響

參賽選手人數故報名費及交通費有結餘。 



  

三、 實施內容 

 一、活動部分： 

  （一）辦理時間： 

    1. 110年1月至110年12月 

    2.運作方式 

   （1）學期中-利用週二及週四07：50-09：40分2班（新手及熟手）因考慮 

        課程需連續所以將週一及週五導師時間和週二及週四第一節課互調以 

        利學生學習），假日-週六上午08：40-11：20實施並於寒、暑期週一 

        至週五上午加強訓練。 

    (2)培訓地點： 

     （A）平時訓練-學期中：本校射箭練習場。 

     （B）移地訓練-寒、暑假：國立台東大學附設體育中學射箭場。 

     （C）參加全國比賽（青年盃及總統盃）：全國射箭錦標賽場地。 

    (3)非正式課程期間之課業輔導：學期中和愛基會合作辦理課後輔導每週 

       一、三下午16：00-17：30安排英語課程、每週二、四下午16：00-17： 

       30安排數學課程、每週五下午16：00-17：30安排語文閱讀課程、並利 

       用學期週六假日及寒暑期週一至周五（6週）早上半日加強課業。 

       A.學期中：分2班（中年級11人及高年級10人）地點：利嘉國小教室 

       B.假日：利用週六上午08：40-11：55實施分中、高年級2班每週4節，  

       C.暑假：分2班（中年級11人及高年級10人）利用週一至週五上午08： 

         40-11：55（4節）實施。 

   （二）每學年舉辦1次成果發表會（配合村校聯合運動會辦理反曲弓＆傳統 

        弓競賽）。 

   （三）參加比賽：學滿一年學生擇優8人參加全國性射箭競賽。 

   （四）參加對象：3、4、5、6年級有興趣學童（射箭隊） 

   （五）參加人數：21人（原住民18人） 

   （六）使用對象：學校射箭隊學童 

   （七）、預期效益： 

      1. 多元化的課後團隊教學是本校辦理體育活動最大的宗旨，讓每位學 

         生皆能以自己的興趣為主，發展自己的專長。 

      2. 鍛鍊身心，提高活力，增進學生專注力。 

      3. 培養運動樂趣，建立愛好運動習慣。 

      4. 促進進取精神，養成運動風度以培養運動道德心。 

      5. 養成學生射箭運動基礎能力。 

 

 



  

四、 經費使用情況 

 



  

五、 成果與效益 

（一）縣賽110年參加臺東縣110年度中等學校暨國民小學聯合運動會射箭競賽 

      成績：國小男子30M組第一名及第二名、國小男20M組第二名及第三名、 

            國小女子20M組第一名。 

（二）全國性比賽-110年參加110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成績：榮獲個人賽小男六年級組個人對抗賽第二名、男子團體對抗賽第 

            五名。 

 （三）達成預期效益：臺東縣賽前3名、全國賽前8名 

    ※110年因新冠疫情臺東縣全縣運動會射箭比賽停辦 

 （四）非正式課程期間之課業輔導：射箭隊選手在課業方面經1年的課輔學童 

       在進步率 

       國語：85％（18/21） 

       數學：80％（17/21） 

       英語：90％（19/21） 

六、 自評與建議 

（一）自評 

  1.本校課後社團射箭隊組訓良好，獲得許多家長的好評與讚許，惟因學校課 

    後輔導致射箭訓練時間不足，需再協調。 

  2.除了射箭器材破舊不足，亟需汰舊換新與採購之外，其餘尚稱良好。 

  3.因疫情關係停止訓練造成組員訓練不足影響選手績效。 

（二）建議 

  1.透過團隊活動的練習，讓學生身心獲得舒展，調節生活與課業上的壓力。 

    藉由運動讓學生體會運動不僅僅是競技，也可以是生活調節的促進劑。 

  2.建立體育團隊支持體系，增加人力、經費等補助，以利後續發展。 

  3.加強及熟悉符合學童射箭線上課程訓練以克服疫情實體課程停訓影響。 

  



  

七、 相關附件(如活動照片、參賽人員名冊等) 
活動名稱：射箭隊平時訓練情形活動照片 

活動內容：課後：每星期二、四上午07：50-09：40（2節，計4節）分2班（新手及熟手）（因考慮

課程需連續所以將週一及週五導師時間和週二及週四第一節課互調以利學生學習）分成新手（新成

員）及熟手（舊成員）2班。每週4節上、下學期計40週。假日：週六上午08：40-11：20，混合1班

每週3節上下學期計40週。 

活動地點：利嘉國小射箭場 

日期：110年1月至12月    班別：中、高年級    對象：射箭隊組員    人數：21人                               

 
 

  

  



  

 

活動名稱：射箭隊移地訓練情形活動照片 

活動內容：射箭隊利用寒假帶組員前往臺東體中專業場地移地訓練，並與學長姐交流、觀摩學習。 

活動地點：臺東體中射箭場 

日期：110年1月25-29日、2月1-5日共10天         

對象：射箭隊組員      人數：21人                               

  

 

 

  





  

活動名稱：射箭隊年度參賽計畫-全國賽-青年盃活動照片 

活動內容：本校射箭隊參加110年度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榮獲成績：小男六年級組黃少谷同學個人對抗賽第二名、男子團體對抗賽第五名。 

活動地點：花蓮縣玉里國小永昌分校射箭場(花蓮縣玉里鎮莊敬路8號) 

日期：110年3月10-13日       對象：射箭隊選手         人數：8人                               

  

 

 

 

 



  

活動名稱：非正式課程期間之課業輔導活動照片 

活動內容：學期中和愛基會合作辦理課後輔導每週一、三下午16：00-17：30安排英語課程、每週二、

四下午16：00-17：30安排數學課程、每週五下午16：00-17：30安排語文閱讀課程、並利用學期週

六假日及寒暑期週一至周五（6週）早上半日加強課業。 

日期：110年1月至12月    班別：中年級班    對象：中年級射箭隊學童    人數：11人                               

 
說明：教師第一天上英文課時請學生自我介紹以此增

進和學生的關係及距離。 

 
說明：教師以《小白兔》的英文繪本為引起動機介紹

不同顏色的英文單字。 

 
說明：教師以國際教育為主題，介紹不同國家特色美

食以及不同甜點的英文單字。 

 
說明：教師介紹巧克力的製作過程，並且和學生分

享不同種類的巧克力及甜點單字。 

 
說明：教師利用英文歌曲教唱的形式，講解歌詞中

出現過的英文單字。 

 
說明：教師教學歌詞中的英文單字後帶領學生一起

完整唱出《Row,Row,Row the Boat》 

 



  

活動名稱：非正式課程期間之課業輔導活動照片 
活動內容：學期中和愛基會合作辦理課後輔導每週一、三下午16：00-17：30安排英語課程、每週二、

四下午16：00-17：30安排數學課程、每週五下午16：00-17：30安排語文閱讀課程、並利用學期週

六假日及寒暑期週一至周五（6週）早上半日加強課業。 

日期：110年1月至12月    班別：中年級班    對象：中年級射箭隊學童    人數：11人     

 
說明：教師利用小白板的功能教學角度之應用問題，

並教學暑假作業遇到問題的學生。 

 
說明：教師利用暑假作業中的題目教學周長、周界以

及面積。 

 
說明：教師教學後以暑假作業中的題目為練習題，請

學生分享自己的答案。 

 
說明：教師藉由暑假作業中的情境題進行《一萬以

內的數》之加減法教學。 

 
說明：教師使用暑假作業中的題目進行學生評量，

並針對易混淆概念澄清。 

 
說明：學生寫作業時遇到不會的數學題目主動詢

問，教師進行一對一指導教學。 

 



  

活動名稱：非正式課程期間之課業輔導活動照片 
活動內容：學期中和愛基會合作辦理課後輔導每週一、三下午16：00-17：30安排英語課程、每週二、

四下午16：00-17：30安排數學課程、每週五下午16：00-17：30安排語文閱讀課程、並利用學期週

六假日及寒暑期週一至周五（6週）早上半日加強課業。 

日期：110年1月至12月    班別：高年級班    對象：高年級射箭隊學童    人數：10人     

 
說明：教師以暑期作業難題為例教導學童填空策略並

增加成語知識。 

 
說明：教師以暑期作業難題為例教導學童填空策略並

增加成語知識。 

 
說明：教師以暑期作業難題為例教導學童填空策略並

增加成語知識。 

 
說明：教師以暑期作業難題為例教導學童填空策略

並增加成語知識。 

 
說明：教師以暑期作業難題為例教導學童填空策略

並增加成語知識。 

 
說明：教師以暑期作業難題為例教導學童填空策略

並增加成語知識。 

 

 



  

活動內容：學期中和愛基會合作辦理課後輔導每週一、三下午16：00-17：30安排英語課程、每週二、

四下午16：00-17：30安排數學課程、每週五下午16：00-17：30安排語文閱讀課程、並利用學期週

六假日及寒暑期週一至周五（6週）早上半日加強課業。 

日期：110年1月至12月    班別：高年級班    對象：高年級射箭隊學童    人數：10人   

 
說明：教師利用暑期作業難題教導學童四則運算的概

念。 

 
說明：教師利用暑期作業難題教導學童四則運算的概

念。 

 
說明：教師利用暑期作業難題教導學童四則運算的概

念。 

 
說明：教師利用暑期作業難題教導學童四則運算的

概念。 

 
說明：教師利用暑期作業難題教導學童四則運算的

概念。 

 
說明：教師利用暑期作業難題教導學童四則運算的

概念。 

 

  



  

附件：成員名冊 

臺東縣卑南鄉利嘉國民小學申請教育部體育署獎勵補助中小學原住民族學生體

育運動發展經費計畫射箭社團成員名冊 

總人數： 21 人  原住民人數： 18 人 原住民族籍佔比(%)： 86％  

序號 學生姓名 年級 族別 出生年月日 
(西元) 

身份證字號 

1 林○宇 3    

2 陳○宇 3 卑南族   

3 温王○貞 3 卑南族   

4 張○禕 3 卑南族   

5 林駱○愷 4 卑南族   

6 朱○可 4 卑南族   

7 鄭○瑟 4 卑南族   

8 林○馨 4 卑南族   

9 莊○柔 4 卑南族   

10 洪○菁 4 阿美族   

11 温○穎 4 阿美族   

12 許○淵 5 阿美族   

13 許○鈞 5 阿美族   

14 劉○禹 5 排灣族   

15 朱○碁 6 卑南族   

16 黃○谷 6    

17 劉○威 6 排灣族   

18 朱○淮 6 卑南族   

19 陳○政 6 卑南族   

20 常○賢 6    

21 朱○貞 6 卑南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