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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對大四體育課選修的

認同調查研究

莊淑蘭

國立中興大學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對大四體育改為選修

的認同程度。以844名學生為研究對象，以「中興大學學生對

大四體育課改為選修的認同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實施問卷

調查研究，經SAS套裝軟體資訊收集及卡方檢定處理，並經分

析與討論得到下列結論:

一、有78%學生對大四體育選修給予學分持肯定的態度。

二、有88.5%學生認為大四體育課選修給予學分並應列入

畢業學分。

三、學生認為最理想的給予學分方式為每週二節，二個學

分。

四、若大四體育課選修給予學分，並列入畢業學分中，多

數學生不太肯定(佔56.4%) ，但會選課的同學比不會

選課的人數多。

五、若大四體育課選修給予學分但不列入畢業學分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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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的學生不很肯定，約有15.9%的學生會選， 14.1 

%的學生不會選。

六、若大四體育課選修不給予學分，多數學生不很肯定會

選課(佔62.4%) ，但不會選課的同學(佔25.3%)比會

選課(佔12.3% )人數多。

七、學生認為上課最理想的人數為21""30人(57.3%) 。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隨著社會環境的變更，因應時代潮流之需求，致使教育因而走向

改革之途。體育乃教育之一環，自然也不斷地提出種種變革之聲。大

學法修正通過實施，大學課程自主，以及教授治校的理念前提下，致

使大學體育面臨諸多問題，例體育課該是必修或選修?是否需要有學

分?大學生提早畢業所造成是否維持體育四年必修等困擾，比比皆是

值得我們深思。從一些文獻中，我們不乏看出大眾重視體育改革的趨

勢。大學體育課程應有別於中小學之體育，其課程教材內容宜儘量涵

蓋休閒活動項目，因學生自主性提高，所需要的不再是單純的運動技

能，而是希望多從中學習一些能成為日後終身運動的活動(黃振興，

民84) 。至於必修、選修年限，在民國83年9月由教育部長召集各大專

院校校長所組長體育研訂小組，會議中將大學體育必修年限由四年減

為三年，大四體育改為選修但有學分(大學體育科目研訂小組報告書

，民83) 。至於是否算在畢業學分中，似乎並無做一定論，而交由各

校自行決定 。為因應此一變革，各校莫不積極謀求各個適當之途。尤

以個人身負本校課務工作，深覺瞭解本校同學對大學體育課程改變的

認同程度，實為刻不容緩之要務，本研究之強烈動機因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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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據上所述，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暸解本校學生對84學年度起，

大四體育課改為選修的認同程度，冀能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

供本校執行之參考。

三、研究範圖

本研究以國立中興大學844名為研究對象，研究範圍包括大四體育

選修是否給予學分，是否列入畢業學分，給學分方式，及學生選課意願

，上課人數等。

四、名詞界定

認同

本研究中所提之認同係指學生對大四體育課改為選修後對本研究

範圍內的內在心理反應而言。

貳、文獻探討(略)

參、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對象及樣本選取

本研究以國立中興大學的學年度第二學期在學學生 ，各班人數依

分層取樣方式抽取五分之一，即依各班點名冊1 、 6 、 11 、 1 6 、...等號

碼抽取。共發出問卷900份，結果收回844份，收回率95% ' 經整理得

有效問卷811份 ， 其詳情如表一、 表二 、 表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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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表三〉

二、研究工具

〈表二〉

2 
、

生命科學院

5.1 

本研究係採用之調查工具為「中興大學學生對大四體育課改為選

修的認同調查問卷J (如附錄一) ，問卷內容分基本資料(性別、科系

類別、年級)及主要問題等兩大部份。

三、調查的實施

首先閱讀並收集相關資料，並廣徵同學們意見，設計問卷草案，

以國立中興大學中文一年級女生50名及機械系男生50名進行預試，經

修正後編製成正式問卷，於84年4月 24 日至4月 28日止，利用各班體育

課時間集合於體育館第一會議室填答，並隨即收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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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各項資料，交由本校電算中心處理，經由SAS套裝軟體收集

，利用卡方檢定等程式處理。

五、資料可靠性獻證

為暸解本調查結果之可靠性，乃將收回的問卷資料輸入資料庫檔

案，並利用內存亂數函數，把全部資料隨機分為樣本一(406) 、樣本二

(405)兩組，求其相關情形，根據統計結果兩組各題百分比之差異情形

，多不顯著，是可證明本調查結果應具有代表性。

肆、結果分析與討論

根據同學所填問卷之回答，經整理分析所得結果，依題號所列逐

題討論如下:

一、學生對大四體育課選修是否該給予學分的看法(結果如表四)。

在受試同學中有78%贊同， 22%不贊同。由此可見，大部份

的同學極希望選修課能給予學分。目前本校授權各系自行決定。

而各系也決議給予一個學分，藉以提高學生學習的意願，在鼓勵

學生從事運動的前提下，這的確是最佳方法之一。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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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對大四體育選修學分是否應算入畢業學分中的看法(結果如

表五)。

受試同學中答肯定佔88.5% '答否定佔1 1. 5% '近九成的同

學主張應計入畢業學分中。由此可見，站在肯定體育的立場上，

同學們將體育視同一般學科，希望應比照學科列入畢業學分中。

〈表五〉

三、學生認為最理想的給學分方式(結果如表六)

由表十一的結果，有57.4%的同學們心目中最理想、希望的

安排是每週二節課，三個學分。目前本校實施的方案為每週二節

課，一個學分，期盼學校能尊重學生意願，重新考量。

〈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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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對大四體育課選修給予學分，並算在畢業學分內，選課意願

態度(如表七)。

由結果答一定會選佔4 1. 5% ' 不會選佔2 . 1% '不太肯定佔

56.4% 0 約六成同學態度上不能很明確，可能與其尚未深入了解

此一變化，故存觀望態度有關，但仍有四成同學肯定會選課，足

見同學態度仍相當積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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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一定會選|可能會選|可能不會選

4l.5 49.2 7.2 

五、學生對大四體育選修給予學分，但不算在畢業學分內的選課意願

(如表八)

由表中結果來看，答一定會選佔15.9% '答不會選佔14.1%

'其它不甚肯定者佔70% 0 雖然肯定的比例不多，但整體而言，

同學是肯定學分制。與上題態度大致相同，大多數同學仍存質疑

態度。

〈表八〉

一定會選|可能會選|可能不會選

15.9 I 47.1 I 22.9 

六、學生對大四體育課選修不給予學分的選課意願(如表九)

由不同角度所問的問題結論足見是不盡相同，會選的才佔12.3

%'不會選的佔25.3% '剩下持存疑態度佔62.4% 。但不會選的

比例多於會選的同學，因此，很明顯的同學們極重視是否有學分

。

〈表九〉

一定會選|可能會選|可能不會選

12 .3 I 34 .8 I 2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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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對大四體育課選修的合理開課人數的看法(表十)。

由受試同學中所獲結果，同學們認為最合理的開課人數應為

21至30人之間佔57.3% '其次為31至40人佔2 l. 7% '再來為10至

20人佔19.3% 0 就教學調配、場地使用、教師指導諸因素考量，

同學們認為在此適中人數，才能得到更充裕的教學資源，以得到

更大學習成果。

〈表十〉

10-......20人 I 21-......30人 I 31-......40人 140人以上

19.3 57 .3 2l. 7 l. 7 

伍、結論與建議

大學體育乃學校體育的最後一環，為學校體育與社會銜接賈通

的重要過程，不僅居學校體育之領導地位，對社會體育亦具示範作

用。伴隨著大學法修正，大學體育由必修四年改為三年，本校如何

因應此一變革且如何配合學生所需的前提下做此研究，經理論與實

際之判斷得到下列結論。

結論

一、 大多數學生贊成大四體育課選修應給予學分(78%) 。

二、 學生認為大四體育選修學分應列入畢業學分(佔88.5%) 。

三、 學生認為最理想的給學分方式為每週二節， 給予二個學分

(5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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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若大四體育課選修給予學分，並列入畢業學分中，則多數學

生不太肯定是否選課(56.4%) ，有4 1. 5%的學生會選，不會

選佔2.1% 。

五、若大四體育課選修給予學分，但不列入畢業學分中，多數學

生不太肯定(70%) ，有15.9%會選，不會選的佔14.1% 。

六、若大四體育課選修不給予學分，則有25.3%的學生不會選，

不很肯定佔62 . 4% '會選的佔12.3% 。

七、學生認為上課最理想的人數為21----30人(57.3%) 。

建議

一、本校學生選修大四體育意願不高，應設法予以提昇 o

二、修正本校現行實施辦法，將大四體育選修改為每週二節，給

予二個學分，並列入畢業學分中，以落實體育的真正意義。

三、大四選修體育課授課人數應以21----30人為宜，就本校授課鐘

點數與全校學生總數而言，平均授課人數約為46人，酌增授

課鐘點數有實際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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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lan Chua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student's response as to charge senior physical 

education , formerly a compulsory subiject , into an elective 

subject. We take 844 student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are assisted by the "Questionaive of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Students' Response as to Charge Senior Physical 

Education into an Elective subjec t. "Moreover , the software 

of SAS and X2 Test are also employed to facilitate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matevials. After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 we arrive at the following 

conc 1 us i on : 

1.There is a positive attitude of senior student (7896) 

foward granting credit for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2.Most senior students(88.596) expecting course credits 

should be admitted into their graduation credi ts. 

3.The survey showed that most ideal class hour is 2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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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week and granting 2 credits per semester. 

4.There is a uncertainty for student interesting to select 

physical education (56.496) even university granting their 

credit into graduation credits. 

5.For granting credits , 7096 of students taking uncertain 

attitude like to take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 15.996 

of students possible to take and 14.196 of students taking 

negative attitude. 

6.For granting no credits , their is 25.396 of students foward 

uncertain to take , 62.496 of students unlikely to take and 

only 12.396 of students certain to take. 

7.The ideal numer of student in a classis is about 21-30 (57.3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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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ÍSÌ問卷的目的，是想了解本校學生對八十四學年度匙，大四體育課改為進

修的認同程度，以作搗本校實施的參考，你的意見非常寶貴，請認真填寫，謝謝

〔填答說明〕

請在方格或空白棚內填寫你設、為合適的答業

按基本資料

口﹒性別:(ì)男 @女

口﹒科系數別:(ì)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農學院@生命科學院

口﹒年級:(ì)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組@四年級

口一、 4承認為大四體育課還修是否應該蛤于學分?CD是 @否

(※本題答。者四、五題免答)

口二、如果上建答案是肯定的，你認為是否應算入畢業學分中 ?CD是@否

口三、如果應蛤于學分，你認為最理想的方式，應為:

@每過二節，一學分 @每遇二節二學分

@每過一節，一學分 @其它，每過一一節，一一學分。

口四、大四體育課還修給于學分，並算在畢業學分內，假如你是大四學生，

你是否會進課?

@一定會選 @可能會進 @可能不會選 @不會選

口五、大四體育課還修給于學分，但不算在畢業學分內，假如你是大四學生，

你是否會進課?

@一定會還 @可能會選 @可能不會進 @不會選

口六、大四體育課還修不給于學分，假如你是大四學生，你是否會選課?

@一定會選 @可能會選 @可能不會選 @不會選

口七、大四體育課還修，你認為合理的間諜人數應為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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