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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體育正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
實施的方向及內容
張惠峰

_.....

~~

宮、tJ lj 昌

大學體育為學校體育最後階段，肩負銜接社會體育之功能，此期間所形成的
各種態度，將嚴重影響學生日後對體育的認知與取向，如何落實各大專院校體育

課教學效果素為各校努力之目標。尤其各校大力推展興趣選項分組教學多年，歷
經無數次檢討與改進之調適，並不斷嘗試設計新穎的課程實施型態，使學生在運
動知能及學習情緒上均有明顯進步，確能符合大學體育目標並滿足學生需求，此

乃有目共睹之實。然民國八十四年一月十日國內各公私立大學校長會議中決議，

大學體育課改以一、二、三年級必修四年級選修(高教簡訊，民 84

) ，此舉曾

引起國內杏壇莫大震撼，各界對行之有年之大專體育應否列為必修眾說紛耘，國
內諸多學者亦再三強調，就理論與實際考量，在國內不健全教育體系尚未有效改
善，及國人未養成終身休閒運動習慣之前，國內仍應以有限度或適當維持大學體

育為「校定必修」為宜(張妙瑛，民 85) 。

但隨著大學法正式通過施行，傳統大學體育正課在時代潮流驅動下變動，成
為勢在必行之舉，從此各校開始依課程自主精神，著手體育課程實施方向及內容

之修訂與規劃，然而從文獻探討中得知，已有百分之三十學生對體育失去興趣

(李文田，民 86) ，學生選修體育課意願亦普遍低落(張思敏等，民 85 、許素
琴，民 878 ) ，在此處處求新求變及課程自主的聲浪中，大 學體 育課價值與定位
開始動搖， 實足令人憂心↑中↑中，如何化此危機為轉機，在「窮則 變，變則通」之

回應下，有 效強化體育課程設計、經營及管理，以吸收更多青年 學子自動參與學
習，自為當 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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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本文冒在探討現階段大專院校體育課實施的方向及內容，分別陳

述我國大專院校體育課程實施現況、體育正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的教學計劃、教

學集團組織及教學評鑑等問題，並具體分析未來發展之趨勢與展望，以供大學體

育教學改進之參考。

貳、我國大專院校體育課程實施現況
一、體育課程必修選修年限
我國大專院校體育課程必選修年限，張思敏、黃英哲(民 85) 、林國棟等(民
86) 、孫美蓮等(民 88) 皆有研究，本人亦曾經電話查詢，其結果如下表:

表一:我國大專院校體育課必選修年限現況

主前遭士

張思敏等

林國棟等

孫美蓮等

張惠峰

(民 85)

(民 86)

(民 88)

(民 88)

四年必修

14.3%

12.24%

1.8%

。%

一年必修、一年選修

76.2%

73.74%

60%

56.9%

二年必修、二年選修

2.4%

8.16%

29.1 %

30.8%

一年必修、二年選修

2.4%

6.12%

3.6%

4.6%

。%

。%

。%

。%

3.3%

7.7%

四年選修
其他(未回答)

4.8%
一一一一

一 一

從以上分析中得知，我國目前體育課修習狀況，原以三年必修一年選修居

多，其次為四年必修，近來必修年限逐年遞減，且有權續下降趨勢。

二、各校體育正課授予學分情況

(孫美蓮等，民 88)

(一)各校體育課授 予 學分情況，以必修不授學分選修授 予學分 最多 (S7.a)

,

其次為必選 修均授予學分 (2 1. 1%) 、必選修均不授與學分 (13. 5%) 及必修
授予學分選 修不授與學分 (7.7%) ，與往音之研究結果稍有不同( 如下表)

路罐頭4 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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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各校給予學分情況表

ZP超f

張思敏、黃英哲

(民 85

林國棟等

)

(民 86)

必修給予學分

16.6%

28.57%

必修不給予學分

8 1. 0%

71. 43%

選修給予學分

76.2%

8:3 .4:3%

選修不給予學分

14.3%

14.55%

(二) 必修體育課以二小時零學分 (73.1%) 最多，其次為二小時一學分 (23.1%)

及二小時二學分 (3 .8% )
(三)選修體育課以二小時一學分 (65.4%) 最多，其次為二小時二學分(

17.3%)

、二小時零學分 (13.5%) 及零小時零學分 (3.8%) 。
(四)有 46.2% 含在畢業學分內， 36.5% 不含在畢業學分肉， 9.6% 由各系自訂，

7.7% 用其他方式。

三、各校體育正課上課人數現況

(孫美蓮等，民 88)

(一)必修體育課上限人數以 46 -6 0 人 (46.2%) 最多，其次為未限制人數 (23.1%)

、 35-4 :3人 (19.2%) 、 61-80 人(:3 .8%) 、 81 人以上( 1 .9% )及未填答
(3.8%) 。

(二)必修體育課下限人數以 11- 20 人 (25%) 最多，其次為 10 人以下 (23.1% )

、 21- 30 人 (2 1. 2%) 、未限制人數 (15.4% )、 31 人以上 (1 1.:3%)及未
填答 (3 .8% ) 。

(三)選修體 育課上限人數以 41-60 人 (5 1. 9%) 最多，其次為未 填答 (15.4%)

、 26- 40 人 (13.5%) 、未限制人數 (9.6%) 、 15-25 人 ( 7.7%) 及 61 人
以上(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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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修體育課下限人數以 10 人以下最多 (32.7%) ，其次為 11-20 人 (30.8%)

、 21-30 人 (2 1. 2%) 、未限制人數 (7.7%) 、未填答 (.).8%) 及 31 人以上

( 1. 9% )。
四、大專院校體育正課開課現況
有關各校體育正課開課現況之相關研究如下表:

表三

大專院校體育正課開課前十名項目表
研究者

前十名項目依序排列

陳文長(民 84)

籃球、排球、桌球、網球、壘球、羽球、高爾夫、游泳、舞蹈、韻律

賴世堤(民 86)

籃球、排球、桌球、網球、羽球、壘球、游泳、高爾夫、田徑、保齡球

林國棟(民 86)

桌球、網球、籃球、羽球、排球、游泳、保齡球、高爾夫、壘球、舞蹈

許素琴(民 87.'\

)

羽球、籃球、網球、壘球、桌球、高爾夫、排球、射箭、水上活動、太極拳

昔日各校開課項目以團體激烈之球類運動為主，隨著時代潮流開課項目有

漸漸傾向休閒運動項目的趨勢。

五、影響學生修習體育正課意願因素
影響學生修習體育正課意願因素，可歸納為體育課程目標、課程行政、師
資、運動場地器材設備、成績評量、同儕互動、運動樂趣、學分考量、配課時

間、個人價值認同、付費考量及其他等(楊建隆，民 87 、李文田，民的、許素

琴，民 87B) 。

六、其他教學相關問題實施現況
僅歸納其他 體育教學相關實況摘錄成下表:

踴躍當梅等
中華民國 88年12 月

37

P 泊 ~46

表四:其他教學問題陳述表
選項百分比

問題陳述

一年級 2.4%

一年級5í%

三年級 26.2%

四年級 9.5%

班級教學

興趣選項

兩者皆有

í.1 %

í.1%

85.7%

體育助教是否仍上課

有 50%

沒有 42.9%

未答 í.I%

目前體育課必修與選修之課程設計是否不同

有 í8.6%

否 11.9%

未答 9.5%

體育課程設計項目是否開設不同年級

有 59.5%

否 38.1%

未答 2.4%

教師成績評量上是否有更多自主權

是 95.2%

否 2. 是%

未答 2.4%

教師上課的態度是否有調整

有 92.9%

否 í.I%

未答。%

教師在教學內容上是否有調整

有 83.7%

否 1 1. 9%

未答 2.4%

是否在場地設備上重新規劃調整

有 6 1. 9%

否 3 1. 0%

未答 í.l%

是否有規劃校外教學

有 í 1. 4%

否 26.2%

未答 2.4%

體育正課興趣選項開始實施年級

教學集團

wm一

和一%一%

院一娃口答
、一末一未

)

wm一一

(資料來源:孫美蓮等，民 88

一

|有 5 1. 9%

齡2

各校是否舉辦體育學術研討會

級「 l卡|

|有 84.6%

叫一京口一-h口

各校是否舉行體育教學研討會

系一

|有 88.5%

級一

各校是否有課程委員會及層級

)

跳一%一%

(資料來源:張思敏、黃英哲，民85

未答 4.8%

參、體育正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的教學計劃(葉憲滑，民 75)
教學計畫乃將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條件及教學措施等，做合理編擬

成可行的計畫體系，而付之實施以期達成既定目標，其不僅包含教學前的預定
策略性質， 也需兼顧執行後的管理功能 ， 體育正課興趣選項分 組教學的教學計
畫之內容， 應包括教學目標、教學運動項目、教學期限、教學 時 間的編排及教
學進度的 編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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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目標
美國 B.C .Bloom 將教學目標分為認知、情意及技能等三類，
育，

r 情意」屬於群育、德育及美育，

r 認知」係指智

I 技能 J ~Il 為運動技術，故體育目標結構

應以「個人發展」、「社會規範」、「運動生活」及「體育知識」等為主，以達
到「提昇生活品質」為最終目的。而教學日標自訂之範疇，應依據各校體育課實

施條件及理想，並針對學生個別差異及暸解學生運動技能、體適能、運動項目知
識及運動生活狀況等資料而擬訂。綜合諸多學者意見，體育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

，應可涵蓋下列教學目標:
1.增進體適能

2. 享受運動樂趣

3. 培養終身休閒運動習慣

4. 抒解緊張壓力

3. 提供充分運動機會

6. 養成注意安全習慣

7. 增進人際關係及社交能力

8. 培養社會規範行為

9. 學習運動技能

10. 培養鑑賞比賽能力

1 1.增進衛生保健知識

12. 其他各校特色白訂目標

二、教學運動項目
運動項目的確定，應以學生興趣為導向，以培養學生終身休閒運動為原則，

並顧慮學校各項主客觀現有條件，如場地設備、師資及辦學特色等因素考量。

(一)運動項目組織型態
1.一組學習一個項目

2. 一組同時學習二個項目 3. 一組學習三種以上項目 4. 某

些組學習一種，某些組學習多種項目等四種。
(二)運動項目分類
從大專院校 87年度體育教師名錄中所列 ， 各項開課項目依不同性 質綜合分類

如下:
1.團體球類運 動:籃球、排球、棒球、壘球、足球

路觀‘主多
中華民國 88年 12 月﹒ P33~46

2. 個人及雙人球類運動:羽球、網球、桌球、高爾夫、保齡球、木球
3. 水上運動:游泳、浮潛、潛水、水中有氧
4 韻律活動:現代舞、國際標準舞、有氧舞蹈、土風舞、芭蕾舞、民族舞
.J.自衛活動:太極拳、柔道、防身術、跆拳道、射箭
6. 體適能活動:健身運動、健康體適能、重量訓練

7. 其他:休閒活動、民俗活動

三、教學期限
各校教學期限之確定，應考量課程內容之專精或普遍特性，以及欲符合重

質或重量的原則，同時亦需與學校其他學科配課時間單元相互配合，約可分為

1.一學年為期限 2. 一學期為期限 3. 兩學年為期限 4. 無期限 5. 混合式期限等五
種方式。

四、教學時間的編排
教學時間的編排方式大都受各校配課時間的影響，有1.每週一次每次兩節

連續編排 2. 每週兩次，兩節體育課間日編排 3. 混合編排 4. 集中蝙排(集中於寒
暑假教學)等四種方式，執行結果各有其利弊。

五、教學進度的編排
教學進度的編排，應有明確的單元目標、具體的學習內容、合理教學時間
分配及教學過程的計劃，擬訂真體教學進度時，更應考慮選項期限、選項項目
多寡、運動技能結構及體育知識等重要因素。

肆、體育正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的教學集團組織
一、學生 學習集團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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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配課時間組成形態
1.同年級在同一時間教學

2. 同年級分若干教學集團，同一集團在同一時間教學
3. 特殊時段或對象之教學集團，如特早班、特晚班、特殊體能班等

4. 其他方式
(二)依學生年級組成形態
1.各組以同年級學生組成

2. 各組以不同年級學生組成
3. 部分組同年級，部分組不同年級

(三)依學生性別組成形態

1.男女分班
2. 男女合班
3. 有些組男女分班，有些組男女合班

(四)依學生能力分級組成型態

1.初級班(入門)
2. 中級班(進階)
3. 高級班(競技)

二、教師教學集團的組成
(一)開始選項年級

1.一年級

2. 二年級

3. 三年級

4. 四年級

(二)選項方法
1.排隊選項

語音選課

2. 登記選項

7. 其他

3. 填表選項

4. 混合選項

.J.電腦選課

6. 電話

餾臨‘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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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項方式
1.規定於時間內集體選項

2. 規定於不同時間內個月 IJ 選項

3. 混合方式

(四)選項時間

1.本學年(期)結束前辦理下學年(期)選項
2. 本學年(期)開學時辦理本學年(期)選項
3. 混合辦理選項工作

(五)加退選
1.容許加退選

2. 不可以加退選

3. 有些項目可以加退選，有些項目不可以加退選。

伍、體育正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的教學評鑑(潘義祥，民88)
一、評鑑意義
評鑑是欲瞭解預期目標與現狀，所做種種資料收集與價值評定，而其評定結

果應使之回饋，藉以改善缺失提高績效的過程，體育教學評鑑是利用各種觀察、
測驗、測量、問卷等方法，就教學過程中或教學過程後，有關於教育目標的連成
度，教學條件的具備以及功能的發揮等，所做的客觀評定過程(葉憲清，民

二、評鑑內容
(一)對教師本身的評鑑:如教學計畫、教學實施、教學結果之評鑑。
(二)對學生學習的評鑑:技能知識、精神、態度、習慣等評鑑。
(三)對教學過程與結果評鑑:內容包括課前準備、舉辦活動、 發 展活動及綜合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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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鑑原則
(一)注意個體的整體發展。
(二)根據教學目標、教學計畫、進度、教材特性與價值等，確定正確評鑑觀點

(三)擬定教學單元目標時，應將教學評鑑方法列入教學計劃中。
(四)注重整體教學活動的發展，時間不限期末或單元教學結束後之總結性評鑑

，對教學實施前的準備性評鑑，以及教學活動中的形成性評鑑，診斷性評鑑

均應注意。
(五)鼓勵學生參與評鑑。

(六)評鑑工作於藉助測量、測驗及觀察等方法，應確實掌握其信效度及客觀性
(七)重視評量資料的整理、分析、判斷及應用。

四、評鑑運用
(一)準備活動的評鑑: 1 實施分組教學

2 選擇教學方式

3. 擬定補助教學或改變教學單元。
(二)發展活動的評鑑: 1 加強學習動機及實施補救教學。

2. 實施個別指導
(三)綜合活動的評鑑:1.教學得失的回饋

3. 改變教育計畫。
2. 成績考核的依據。

3. 教學後的評鑑。

五、評鑑方法

(;-- )體育教學成績評鑑方法:包括運動技術教學目標、連動態度和習慣教學目
標、體能教學目標及體育運動知識教學目標等評鑑

(二)體育教學條件評鑑方法:包括運動設施、教學計劃、教學集團組織等評鑑

(三)教學實施狀 況的評鑑方法:包括教學時數消化率及舉辦教學觀 摩會等評鑑

方法。

跑過講得
中華民國 88年 12 月﹒ P33~46

陸、未來趨勢與展望
一、體育課必修年限有逐年降低之趨勢
體育正課授予學分情況、上課人數之上下限、開課項目及其他各項實施方
式，各校受傳統背景、教學行政、場地設備及師資等受限因素之個別差異，很難
力求統一，各校應顧慮學生修習體育課意願考量因素，透過精密籌備、規劃與設

計，並不斷從嘗試、實驗與革新中，揣摩出最適合自己的理想實施形態，激勵學

生踴躍參與學習。

二、強調體育課程之專業及不可替代性
(一)導正學校體育政策及培養師生正確體育觀念。

(二)接受「選修」漸漸替代「必修」之必然趨勢。
(三)爭取適度維持「校定必修」之必要性。
(四)有致經營興趣選項分組教學體育課，提昇學生修習意願。

三、積極充實各校體育正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之教學條件
(一 )r 人 J 的條件:體育教師應注重教學與研究續效，並不斷進修吸收新的資訊
，以爭取師生共識，認同體育課程之必要性。
(三 )r 物」的條件:轉型社會中體育室角色與定位之必然改變，加強運動場館有

效之開闢、經營及管理，並有效開發及利用資訊網路。

四、發展有特色的學校體育正課經營(顧慮各校之個別差異)
(一)明確的教學目標:全方位、多元化。

(二)新穎的教學規劃:行政系統資訊 化 、新興休閒運動項目引 入 。

(三)充實的教學內容:多元化、樂趣化、人性化、終生化、精緻 化 。
(四)充份的 場地設備運用:校內場地有效之經營管理、開發校外 教學。
(五)有效率的教學評鑑:建立完整的自我評鑑及單位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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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慎規劃全方位的未來課程走向
(一)體育課朝向多元化、樂趣化、人性化、終生化及精緻化，休閒性質濃厚乃

必然趨勢。
(二)課程目標必需全面考量。
(三)強調「體適能」仍是課程的核心。

(四)體育不應脫離教育體系。

(五)顧慮學生體能之個別差異。
(六)重視學生公平及普遍性的受教機會。

六、強化體育正謀興趣選項分組教學之相關研究風氣
(一)目前體育正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之相關研究質量似感不足，大多著重心理
學及力學居多，以經營管理及社會學立場來探討者較少。
(二)選項前應進行欲選調查，事先瞭解學生學習意願、學習心裡、行為傾向及

內心各種期望，並於事後進行選項結果志願百分比分析，及學習效果滿意
度等調查，以作為改進各校體育正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實施模式之參考。
(三)常舉辦並鼓勵教師參與體育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之研討會，多發行相關刊

物，鼓勵老師踴躍發表。
(四)各校應設各級課程委員會，應用研究成果，規劃體育課程。

七、應成立專案小組
針對大專院校體育正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之教學目標、開課運動項目、教
材教法、進度編排、教材教法、測驗項目給分量表、體育知識及測驗題庫等，

統一彙編類似「課程綱要指引」或標準範例，供各校斟酌規劃教師之正常授
課，並縮短不 同 學校別或城鄉程度之差距。

跑過講得
中華民國 88年 1 2 月. P33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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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結語
面對社會思潮急遲變遷和校園民主聲浪之衝擊，大學體育課在一片片求新求
變中，面臨興革與廢存的嚴重考驗與挑戰乃不爭之實，如何確保學生學習權益，
尊重學生運動樂趣，有效率經營興趣選項分組教學體育課，以擴充體育教育功能
層面，符合多元化社會變遷之需求，設計最新穎的教學形態，佈置生動有趣的教

學方法與環境，提供充實的課程內容，提昇體育教學品質，以滿足現階段大學教
育之需求，藉著運用合理評鑑的導引，激勵教師與學生，使體育教學更臻理想，
是全體體育從業人員，有待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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