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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教師的認同的學習歷程。目的:探究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的發展脈絡、
及在課改下的處境與因應。研究方法:以質性研究取向，立意選取參
與課程改革的六位中學體育教師為研究參與者，並以生命史、紮根
理論取向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發現:一、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的形成脈
絡：(一)形成自生命歷程中的經驗，萌芽自童年，來自優異的運動
能力與正向的體育課經驗；(二)師培階段是專項競技運動背景教師
專業認同的轉折點；當具備高度的工作動機及自我期許時，較容易
塑造高度的教師專業認同；(三)楷模教師是建立專業認同的重要因
素。二、課程改革下的處境與因應：(一)持續跟隨教改脈絡，能高
度認同教改精神與教師專業；面臨的困境並非教改精神的衝擊而是
獨行的孤寂；(二)具有教師間角色的衝突與矛盾、教學的轉化與反
思；(三)持續的教師專業發展，能釐清課改與自我專業認同間的矛
盾，是持續前行的力量；(四)立足環境掣肘與專業支持交織現況
，展望未來，自我期許發揮領航的影響力。結論:一、高度的教師專
業認同取決於正向的自我知覺、健全的師培制度與良好的體育學習
經驗。二、生命歷程中的各階段，典範教師是影響體育教師專業認
同的共通點。三、高度專業認同的體育教師，面臨的困境非來自課
改本身，而是環境的冷漠與掣肘。四、持續的專業成長，是建立專
業認同的重要途徑。建議：一、未來研究了解整體體育教師專業認
同現況及不利因素，以謀求解決之道。二、持續提供體育教師專業
成長管道與支持系統，以利建立體育教師專業認同。

中文關鍵詞： 持續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改革、生命史、教師專業認同、十二年國
民教育,

英 文 摘 要 ： A teacher’s reaction to education change is highly
relevant to his/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which is also
considered the product of the teacher’s involvement in the
changing process. Purpose: To investigate physical
education (PE) teachers’ response to curriculum refor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Method:
this study employed qualitative methods. Six junior high
school PE teachers, who had involv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curriculum, were selected through purposive
sampling. Data were collected by following a life history
approach and analyzed by using grounded theory methods.
Results: Firstly,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PE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 was formed throughout their
personal life, in particular,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sports and positive experiences in PE lessons; (b) was
formed since their pre-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were student athletes; (c) was influenced by
their role model teachers. Secondly, the PE teachers’
response to curriculum reform were featur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a) while encountering educational reform,
those PE teachers struggled for not the pressure but the
loneliness of innovation. (b) Conflict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were found between teachers. (c) Teachers’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helped them to
coordinate their own conflict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when
facing curriculum change. (d) Within the current limitation
and support, the PE teachers believed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m to keep up with the educational trend. Conclusions: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a positive perception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was determined by positive self-
awareness, quality teacher education and PE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addition, role model teacher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ir life was a key factor to the PE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 conservative working environment
appeared to be a key obstruction of innovation, and
therefore CPD could be an effective means for keeping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line with the curriculum change.
Suggestions: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how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was
formed may indicated a pathway to overcome obstruction in
the education setting. Effective CPD had the potential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perception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英文關鍵詞：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urriculum reform,
life history,teac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Grade 1-12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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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下體育教師的專業認同 

摘要 

 教師的認同的學習歷程。目的:探究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的發展脈絡、及在課

改下的處境與因應。研究方法:以質性研究取向，立意選取參與課程改革的六位

中學體育教師為研究參與者，並以生命史、紮根理論取向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發

現:一、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的形成脈絡：(一)形成自生命歷程中的經驗，萌芽自童

年，來自優異的運動能力與正向的體育課經驗；(二)師培階段是專項競技運動背

景教師專業認同的轉折點；當具備高度的工作動機及自我期許時，較容易塑造高

度的教師專業認同；(三)楷模教師是建立專業認同的重要因素。二、課程改革下

的處境與因應：(一)持續跟隨教改脈絡，能高度認同教改精神與教師專業；面臨

的困境並非教改精神的衝擊而是獨行的孤寂；(二)具有教師間角色的衝突與矛

盾、教學的轉化與反思；(三)持續的教師專業發展，能釐清課改與自我專業認同

間的矛盾，是持續前行的力量；(四)立足環境掣肘與專業支持交織現況，展望未

來，自我期許發揮領航的影響力。結論:一、高度的教師專業認同取決於正向的

自我知覺、健全的師培制度與良好的體育學習經驗。二、生命歷程中的各階段，

典範教師是影響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的共通點。三、高度專業認同的體育教師，面

臨的困境非來自課改本身，而是環境的冷漠與掣肘。四、持續的專業成長，是建

立專業認同的重要途徑。建議：一、未來研究了解整體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現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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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因素，以謀求解決之道。二、持續提供體育教師專業成長管道與支持系統，

以利建立體育教師專業認同。  

關鍵詞：持續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改革、教師專業認同、十二年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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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under curriculum 

reform 

Abstract 

A teacher’s reaction to education change is highly relevant to his/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which is also considered the product of the teacher’s involvement in the 

changing process. Purpose: To investigate physical education (PE) teachers’ response 

to curriculum refor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Method: this 

study employed qualitative methods. Six junior high school PE teachers, who had 

involv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curriculum, were selected through purposive 

sampling. Data were collected by following a life history approach and analyzed by 

using grounded theory methods. Results: Firstly,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PE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 was formed throughout their personal life, in particular,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sports and positive experiences in PE lessons; (b) was 

formed since their pre-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were student 

athletes; (c) was influenced by their role model teachers. Secondly, the PE teachers’ 

response to curriculum reform were featur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a) while 

encountering educational reform, those PE teachers struggled for not the pressure but 

the loneliness of innovation. (b) Conflict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were found between teachers. (c) 

Teachers’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helped them to coordinate their 

own conflict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when facing curriculum change. (d) Within the 

current limitation and support, the PE teachers believed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m to 

keep up with the educational trend. Conclusions: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a positive 

perception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was determined by positive self-awareness, 

quality teacher education and PE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addition, role model teacher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ir life was a key factor to the PE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 conservative working environment appeared to be a key obstruction of 

innovation, and therefore CPD could be an effective means for keeping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line with the curriculum change. Suggestions: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how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was 

formed may indicated a pathway to overcome obstruction in the education setting. 

Effective CPD had the potential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perception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urriculum reform, teac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Grade 1-12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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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臺灣近年九年一貫及十二年國教兩波重大課程改革，教師角色被重新定義，

且強調專業自主。九年一貫課程教師被要求從課程的執行者轉換成課程的設計

者、從被動的學習者轉換成主動的研究者、從知識的傳授者轉換成能力的引發

者，亦即須具備課程設計能力、行動研究能力、反省實踐能力 (陳伯璋，2001；

饒見維，2001)。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進一步強調素養導向，以「核心素養」統

整學習者知識、能力及態度，將使學生能成為回應於社會與個人生活中的行為實

踐者，並且能面對現在與未來的各項挑戰 (蔡清田，2011)，上述在在衝擊教師的

專業能力與認同，造成許多教師在角色認同上的迷惑、倦怠甚至是排斥，因而影

響到對新課程角色的認同 (王郁雯，2016)。身為課程的運作者，教師是課程改革

的靈魂，因此教師專業能力的發展與對課程的了解與認同，更是課程改革成功的

關鍵 (王秀槐，2008)。楊智雄 (2008) 認為人是具有認知的主體，在面對外在的

訊息進行過濾、分析後再重新結合自我認知以將其理解內化，因此，在十二年國

教的改革下，教師在面對新的課程綱要與理念時，是會改變既有的教育思想，結

合素養導向的概念，還是秉持著原先的教學理念，並向教育改革發出無聲的抗議? 

在課程改革的過程中，政策往往從管理的角度，思考如何了解教師的實施績效，

如何增進教師的專業能力以達成教育改革的目標。教育部自 95 學年度起推動之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自 106 學年度起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即是此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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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認為教師必須與時俱進，符合課程改革所需之專業能力而成長。 

事實上教師對教育專業的看法並非單純的角色採納，而是融入其主體觀點的

認同建構，並且會依循著他∕她對教師專業的認同，而發展不同的教育實踐 (洪瑞

璇，2008)。李亦芳 (2009) 也認為教育改革與教育政策的推陳出新，對教師角色

的專業能力要求與期望也就跟著產生轉變，其中，轉變的意涵與重要決策大都是

由行政者所制定。可見課程制定者所期望的教師專業性與教師所持有的專業認同

之間，時常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落差；此外，這些差距可能因為學科屬性的差異而

有不同的作用方式。因此，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中，若無法關注體育教師所持有的

專業認同，亦即了解教師的觀點，則改革推動的方向與做法將難以打動教師的

心，更遑論產生真正的改變。 

教師的專業認同與教改習習相關，在教改下教師的角色不斷被重新定義，教

師的專業認同也不斷形塑、解構與再建構，參與教改的歷程可說是教師專業認同

的學習歷程。近年來有關師資培育的文獻也已漸關注認同在教師專業發展過程中

的重要性 (Freese, 2006; Hoban, 2007; Korthagen, Kessels, Koster, Lagerwerf, & 

Wubbels, 2001; Olsen, 2008; Riopel, 2006; Sachs, 2005)。認同是一種轉化的

（transformation）歷程，當教師考慮到自身的認同，首要考慮「我是誰？」的問

題，自我知覺會影響教師觀點、策略與行動，而教師認同是個人賦予意義與決定

之基礎 （Korthagen, 2001）。教師的專業認同則必須重視個人的教育實踐和個人

歷史之間的關係。因此，教師專業認同結合在教師個人認同之中，進一步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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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樣的老師？」、「我對教學的信念是什麼？、「在我的課堂中，我要和學生做

什麼？」、「在學生/家長/行政人員眼中，我是怎樣的老師？」等問題中一窺教師

專業認同。 

專業認同被視為未來師資培育的整體框架，並將隱喻為教師成長的專業風景 

(Professional landscape) (Beijaard, Meijer & Verloop, 2004)，學者 Karpova (2016) 指

出教師專業認同是從教師在當學生時期就已形成的價值觀，在培育階段的師資培

育課程會使實習教師將教學法與實務知識的理論與實務進行深入的體會，從中發

展出自我的實踐知識，並重新塑造成積極正向的專業認同，以成為教師專業發展

的基石。從相關研究中指出，專業認同可透過案例研究、生命史等概念深入瞭解

其成長歷程，以多元資料的搜集方式進行生命的探索。專業認同歷程會經歷重組

-解構-重塑等不斷轉換的循環歷程，發展出持續向上的專業認同 (王郁雯，2016；

施登堯，2017; Mitchell ＆ Weber, 1999)。 

綜整上述，可發現有關教師專業認同的研究，可從心理學與社會學兩種概念取向

探討。心理學取向的概念視教師專業認同為教師共享的一組特質，包括關懷、價

值、信念、抱負等。而社會學取向的概念則視教師專業認同為教師的個人經驗與

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與制度情境互動的結果 (楊巧玲，2009)，本研究則兼採兩種

觀點。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以生命史的取向探究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的發展脈絡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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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因素，以及在課程改革下的處境與因應方式。 

 

叁、文獻探討 

一、專業認同與教師專業認同 

所謂「專業認同」是由屬於該職業的專業知識、規範以及屬於個人的價值

觀、信念與情感所交織而成的一種意識型態。教師「專業認同」的建立始於師資

培育的訓練，並在進入職場後持續發展，並使教師能夠區分自己與其他職業的人

或其 他屬性(如：教育階段、科目)的教師。然而，教師所持有的「專業認同」，

卻又帶有個人特質，因為儘管師資培育的訓練、教育政策或學校內部的規範有相

當高的一致性，但教師仍會依其能力、個性、既有的價值觀而產生不同的學習偏

好， 進而發展出或多或少不 同的專業認同，一個教師在其涉入的所有專業及個

人「實踐團體」(communities of practice)中的學習經驗，均會成為個人專業

認同建構的一部份 (Dowling, 1996)。 

二、教師專業認同的形成與發展  

教師的專業性 (professionalism)，意即教師所應具備的能力與責任。隨著

時代的改變，教師在教育改革中所扮演的地位越來越受到重視。教師所被賦予的

自主權、教育思潮的 改變乃至科技與媒體的發展，使得教師專業性的界定也有

所變動 (Hargreaves et. al., 2006; Connell, 2009)。教師專業性通常被用來引

導教師的專業發展與教學實踐，依據其形成的方式，Day, Elliot 與 Kington 

(2005) 將教師專業性區分為「管理式專業性」(managerial profess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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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主式專業性」(democratic professionalism) 兩類。「管理式專業性」 為

政府或學校行政單位所制定，其具體內容通常反應於「法規、白皮書、課程大綱」

等 官方文件當中。民主式專業性，則比較類似一種介於正式與非正式之間的協

議，乃是由 教師本身以及其他「教育中的利益關係人」(educational 

stakeholders) 共同訂定的。雖然， 兩種專業性在形成歷程上有所不同，兩者

均致力於標示「學校教師教學表現與技能，及 學生學習成就的提升方向」 (Day, 

Elliot, & Kington, 2005)。 

許多研究指出，影響教師認同的經驗在於早年時期，就已根深蒂固在教師的

心中，又被稱為自我對教學已知的偏好 (楊智穎，2011)，其核心價值認同早於

此就已經形成 (Day, Elliot, & Kington, 2005)。第二階段在於師資培育的養成

階段 (重塑階段)，該階段被認為是重新塑造階段，教師專業認同啟發的重要階

段，師資培育單位會依不同年段提供師資生相關教學與實踐課程，使師資生能逐

漸瞭解教師專業形象以及專業塑造，以培育未來體育教師能有教師專業認同 

(Darling-Hammond, Hammerness, Grossman, Rust, & Schulman, 2005; 

Karpova, 2016)。第三階段為再造階段，此階段的經驗建構受到多元經驗 (包

含：社會變遷、社會性別、多重角色多元分歧的專業認同、熱忱、個人的學生經

驗、 師資培育課程與專業進修) (李亦芳，2009)，以及學校環境與政策面的影

響下，會在不同 經驗累積階段中塑造個人獨特的專業認同 (楊智穎，2011)。 

但也有研究指出專業認同是一個動態、持續建構的歷程，是非線性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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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階段，受到個人和情境兩者的互相影響。而能動性是專業認同的重要元素，

教師在專業發展的過程必須有主動性，才能有較佳的調適。楊巧玲 (2009) 指

出，專業認同不是一種個人的內在特質，而是持續的社會建構過程，教師專業認

同不斷被形塑、解構與重建，具流動性、矛盾性、也具有一致性。 

四、教師專業認同影響因素 

教師專業認同影響因素是相當多元，教師在教學環境過程中，深受學校環境、

社會 環境與政策改革的影響，Day, Elliot, 與 Kington (2015) 研究指出，政策

上教育改革的制 定與實施，會使教師在專業認同上的重新定位，教師將以暫時

性認同來因應政策上的轉 變；然而學校環境又與政策的實施習習相關，政策實

施主要透過學校行政單位協助推動， 但往往在雙向溝通過程中疏忽教師原有的

專業承諾與原則，以及長期根深的價值觀，因此，在整體教育改革與學校環境的

實踐推動過程，時常發生窒礙難行的困境。Mantei 與 Kervin (2011) 研究指

出，早期在職教師受到學校環境的影響，面對自身專業認同的不安與不穩定過

程，透過網路媒介平臺，提供專業實踐教學反思與其他教師進行專業對話的分

享，將是發展專業認同有效方法。因此，教師若能組織專業學習社群，藉由專業

對 的經驗交換，將逐漸建構出屬於自身獨特風格的教師專業認同。體育教師在

過去所形成的專業認同，很有可能會影響著他們對新課程的詮釋與實施，並延續

舊有的行為模式。Day 等 (2006) 指出，教師的專業認同，對於教師本身的「教

學目標設定、自我效能、動機、工作投入、工作滿意度與效能」有著關鍵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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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且教師的「課堂教學經驗」、「學校組織文化」及「經驗到的可能 衝擊其既

定實務規則的事件」皆與其專業認同的發展有著高度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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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針對「專業認同」進行探究，以理解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的發展及在教

改脈絡下如何與社會及學校脈絡中的人、事、物（包括政府政策所隱含的專業性

內涵）進行互動，進而解釋體育教師在面對改革時可能採取的回應方式。一方面

研究者相信每一個體育教師有其主體性，並依其主觀意識而建構屬於自己的教師

專業認同；另一方面，研究者也相信個體因為受到客觀事件（如：國家體育課程、

師培課程、學校文化與制度等）的影響，因此其各自的專業認同亦帶有一定的共

通性。 

為了透過對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的研究來了解未來國家課程推動過程所可能

需要考量到的面向，僅探討其對相關法規或課程綱要的詮釋是不夠的，研究者企

圖更進一步地從體育教師過去的個人工作與學習經驗來尋找線索，以理解其如何

與社會與學校脈絡進行互動、建立其專業認同以及回應課程改革。本研究以以立

意取樣的方式，依據不同性別、不同區域及不同年齡層，選擇六位中學體育教師

為研究參與者，並先透過生命史研究取向 (Goodson & Sikes, 2001) 來捕捉個案教

師各自的生涯與專業發展之故事，將其與社會變遷及體育課程改革的脈絡進行連

結；採用建構式紮根理論 (Charmz, 2006) 的方法來進行跨個案分析，了解其「專

業認同之發展歷程與影響因素」，最後再解釋「個案體育教師面對教育改革的處

境與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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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者的背景與立場  

研究者為傳統師培學校教授，長期教授教材教法、教學實習等體育師資培育

課程；研究領域為運動教育學，長期關注師資培育相關研究，曾進行體育實習教

師學科教學知識、體育實習教師實務知識發展與轉化、高中體育班教師/教練專業

認同等相關研究。九年一貫課程及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過程皆參與領綱的訂定，

以及後續的推展工作。尤其執行教育部體育署課程與教學發展計畫已邁入第五

年，透過發展教材、製作影片、辦理增能研習、國際論壇、甄選校本課程與教案

等方式推動新課綱，深刻感受課程理想的實現教師扮演關鍵角色，而教師面對劇

烈課程變革常有的徬徨、無助與抗拒，需要更多的支持與協助，如何有效的協助

必須能傾聽教師的聲音，了解其對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的內涵與發展脈絡，其對課

改情境的因應與專業發展的需求，才可能更貼切的提出符合教師需求的支持與協

助，這也是本研究計畫主要目的。研究團隊也皆為運動教育相關背景的博、碩班

研究生所組成，對體育師資培育歷程與發展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然而，也正因為

是以局內人的視野來看事情，故有落入「理所當然」（take-for-granted）思考窠臼

的可能性 （Goodson & Sikes, 2001），因此藉由研究團隊會每月召開會議進行討

論，以提升研究成員的反省性，並釐清可能的盲點。  

 

三、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透過個案體育教師生命史的蒐集與分析，建構其專業認同的內涵，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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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影響因素及回應課程改革的方式。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方式如下： 

(一) 資料蒐集 

教師生命史主要透過訪談資料與文件檔案等資料來構成。訪談以「生命史」

取向進行，旨在透過對其過去的個人經驗的瞭解，來理解個人所持有的專業認同

內涵。訪談以一對一進行，搭配訪談大綱及個人檔案(運動與教學經歷、特殊成就、

教學檔案)進行，訪談主題由廣泛而集中。參考過去相關研究結果 (王郁雯，2017；

Sparkes & Templin,1992; Dowling Næss, 1996, 2011；Armour & Jones, 1998；

O’Sullivan, 2006)，與體育教師專業認同有關之訪談分為回溯、現在與前瞻三種性

質，包括： 1.回溯：主要立基在九年一貫課程改革脈絡所形構出的教師專業論述，

對於個案教師個人早期的運動經驗、職前訓練及求職過程、初任工作階段的學

習、自我形象、自我評價、工作覺知、工作動機、未來展望的影響。2.現在：主

要立基在現今時代脈絡下所形構出的多元教師專業論述，對於個案教師教學風格

或價值觀的改變、工作職位的變動、對十二年國教課程的看法、自我形象、自我

評價、工作覺知、工作動機、未來展望的影響，以及教師在與之辨證的歷程中，

教師專業認同的變化。3.前瞻：主要立基在當教師自我形象發生轉變時，對於成

為理想中的專業體育教師樣貌與專業發展實踐的影響，對於工作動機與未來展望

圖像與實踐的影響」等。研究者從這些面向擬定訪談大綱，並在研究初期就這些

面向進行探討，並依照訪談所得之結果，發展後續的訪談焦點。 

本研究與每位個案教師皆進行三次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一至二小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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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訪談之焦點為個人的背景，第二次則針對教師的專業認同以及面對課程改革的

回應方式，第三次則針對資料分析後所發展出的議題進行追問。在進行初步的分

析後，將逐字稿以及生命史與個案教師進行成員檢核 (member checking)，由其對

個人的專業認同內涵進行檢閱。 

(二) 資料分析 

根據所欲探討的研究問題，本研究採用生命史及紮根理論取向分析。

Goodson 與 Sikes (2001) 指出，生命史研究的分析和質性分析一樣，都涉及某種

程度的分類與歸納，但會接著聚焦於對個體生活有意義的理解。因此，本研究以

「時間軸、關鍵事件、重要的個人事件及特定議題」等類別來進行開放編碼，接

著再進一步試圖以「個人當下的反應與過去經驗的連結」以及「個人經驗與社會

事件的連結」來進行較為聚焦的編碼。當從生命史的脈絡中對於體育教師的專業

認同發展脈絡及其影響因素有一定的理解之後。進一步透過紮根理論取向的「開

放性編碼」將蒐集來的質性資料分解、檢視、比較，藉由資料的概念化

（conceptualizing）、分類目（categorizing）與命名（naming）的方式增加對資料

的熟悉程度，如表 1。建立出開放性編碼的類目綜整後，以主軸編碼 (axial coding)

的分析及「分析札記」(memo)來找尋關鍵影響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順序建立類目

（category）與次類目（sub-category）之間的連結，找尋出類目（category）間的

因果關係，如圖 1。最後則是持續地蒐集資料，運用「理論性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檢驗理論的架構，直到理論飽和，並建構出課改下體育教師專業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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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與因應方式理論架構，以此進一步解釋教師如何根據其專業認同來回應體

育課程改革。 

表 1 課改下體育教師專業認同開放性編碼分析架構表 

類別 主題 次主題 

專業認同的發展脈絡與
影響 

工作動機 

 

自我期望 

學生回饋 

工作內容的調換 

身為體育教師的憧憬 

體育經驗 

 

師培制度 

 

師長的影響 

優於常人的運動表現 

體育課學習經驗 

教程階段 

實習階段 

成為體育教師的契機 

教學理念的啟發引導 

課改的影響與因應 體制的差異與轉化 

 

角色的衝突與矛盾 

 

持續教師專業發展 

 

 

對課改的未來期許 

體制改變的衝擊 

教學定位的轉化 

同事間的特立獨行 

教學風格迴異 

研讀進修 

參與研習 

多元能力培養 

符應課綱的評量方式 

成為領頭羊 

  當開放性編碼達到飽和時，再經由上述的開放性編碼中的次類目關係，

尋找主類目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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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課改下體育教師專業認同主軸性編碼分析架構表 

 六名參與者的代號則以地區(北、中、南)、年資(1、2)進行分類，分別為北 1、

北 2、中 1、中 2、南 1、南 2。 

四、研究的信實度 

雖然不同學者對質性研究所提出的指標不見得完全相同，但其具體作法的 

原則都是藉著維護「立場與方法的一致性（coherence）」及「資料蒐集與分析的

透明性 （transparency）」，以達到社會科學研究對「嚴謹性」（rigour）的要求。

依照研究目的及方法論架構，研究團隊用以確保研究信效度的具體方法如下：  

（一）確保研究方法論的一致性  

本研究的架構、資料來源、資料蒐集方法與分析的取向皆依循同一個典範的

概念架構而發展，強調彼此間的邏輯關係，並使之與欲探討的研究問題產生一致

的連結。  

（二）使用多重來源的資料  

本研究使用訪談、文件分析等多重來源資料，以達到「三角檢證」的功用，

提高資料的可信度（如：比較同一個教師的所言、所行、所寫）。 

 （三）詳細描述研究者的立場、詮釋角度及資料收集和產生的過程  

人是社會建構的個體，因此無法完全擺脫經驗、價值與信念而產生所謂超然

客觀的詮釋；因此研究資料的詮釋亦會受到研究者所持的立場的引導。為了證明

研究結果是建立在「證據」之上，而非研究者的主觀偏見，研究者除了表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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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場，更會於後續的研究報告撰寫中詳細紀錄研究的歷程，讓讀者能依循脈絡

來判斷研究結果是否可信。 

  （四）確保研究者之間對資料詮釋的一致性  

本研究資料處理是由研究團隊合作進行的，因此讓不同的研究員對資料詮釋

產生一致性是相當重要的工作。研究團隊藉由定期召開討論會議，就特定資料的

詮釋角度進行討論，以使不同的研究人員在面對相同的文本時都能具有一致的看

法（Harry, Sturges & Klingner, 2005）。  

五、研究倫理 

本研究計畫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核可後執行，案件

編號 NTNUREC -201812HS032，執行過程並遵守研究倫理相關規範。 

伍、結果與討論 

一、結果 

(一) 專業認同形塑之歷程與影響因素 

本研究從六位體育教師的質性資料中，透過生命史分析中的時間軸、關鍵事

件、重要個人事件等面向，歸納統整出了三條教師專業認同形塑的故事線，分別

為: 專長選手背景的認同路程 (北 2、南 1)、積極正向的教師認同環境 (北 1、中

1、中 2)、坎坷的教師認同經驗 (南 2)，如圖 2。 

由圖可知，六位教師於在職與未來願景兩個教師專業認同階段上，都具有相

似的教師專業認同，而影響其專業認同的最大差別則在於求學、師培等階段，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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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這三個故事線中，第一個出現的相同影響因素則為「影響深遠的體育恩師

與模範」，這也是讓不同故事線導向類似結果的關鍵點，換句話說，從本研究結

果可以看到，不同背景脈絡所形成的體育教師專業認同，在受到體育恩師與模範

的影響後，都能建立正面的體育教師專業認同，故以下先分別針對三個故事線中

的求學、師培進行探討，再統一探究在職與未來願景相似的部分。 

 

圖 1 專業認同形塑之三條故事歷程線 

1.專長選手背景的認同路程 

 本研究的三位體育教師(北 2、中 1 、南 1)，在求學階段都具備傑出的運動

表現，而受到學校體育教師、校隊教練的青睞，紛紛投入到專項運動的訓練中。

爾後，隨著成績越來越突出，也將其運動專項當作升學的管道，周遭的環境也自

然而然地給予他們一個擔任體育教師的目標與願景，而種下成為體育教師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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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隨著對體育教師的認識，教師認同的建立逐漸萌芽。 

(1)傑出的專項運動表現 

 在求學階段的路上，若擁有運動選手的身分或卓越的專項運動表現，也能幫

助教師更快的建立體育教師專業認同，更早的種下成為體育教師的種子。 

我從小到大都是自己投入運動校隊訓練，我的成績在我那個縣市裡面算是不

錯，所以就是會支持我走教師這個方向。(北 2) 

 

我算是在班上比較高比較有力的，所以我們就我們國小就很喜歡打躲避球，

有那種運動霸權的那種感覺，後來也一直參與巧固球的賽事，也靠著這個專

長繼續升學。(中 1) 

 

(2)專項運動的出路-體育教師 

 

我進去念高中時，因為我都一直在比賽，他們也都認為以後大概就是要當公

費的體育老師。(北 2) 

 

高中教練說，未來可以上大學並能成為一位老師，所以才沒放棄橄欖球的專

項，上大學後也如願考上師培的名額。(南 1) 

 

 因體育的特殊性，相比於其他的科目有著更加豐富的升學管道。因此具有專

項運動的優異成績也可以當作升學的管道，進而提升邁向體育教職之路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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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術科(教材)的學習(準備)困難 

 

 因為我們從小就太專項訓練，對其他的運動技術與學習的過程裡面會有挫

折，因為都大學才開始去學，所以就要花更多的時間去熟悉，所以教材的準

備也會遇到滿多困難的。(北 2) 

 

2. 良好正向的教師認同環境 

 當從小開始所接觸、所經歷的人事物都充滿著正向的經驗時，未來也多會以

相同的經歷做為自我的發展基礎。本研究的兩位體育教師，從小學到大學間的求

學階段都是接觸到充實且多元的體育學習經驗，加上扎實的師培制度培育，以及

實習期間有幸遇到優質的實習指導教師，幫助其建立高度正向的體育教師專業認

同。 

(1) 充實且多元的體育學習經驗 

 如果在求學階段擁有完善且良好的體育課學習經驗，其實是會影響未來的發

展，也能厚實成為體育教師的基礎。 

 

我在國小有遇過放牛吃草的體育老師，但還好國中跟高中就遇到了影響我很

大，熱衷於體育教學的老師，讓我真正了解甚麼是體育課，讓我有擔任體育

教師的基礎。(中 2) 

 

我在大學後來念體育相關科系之後就發現，過去的體育課經驗是很棒的，因



 
 

22 

為自己都接觸過各項的運動，所以國小到高中的體育課經驗非常重要，因為

它會影響你未來的發展。(北 1) 

(2) 扎實的師培制度 

 當師培端的教師們認真培養參與師資生時，是可以擁有正向的師培學習經驗

與專業知識與能力，並使其更有信心與動機去成為一個體育教師。 

整個在師培的經驗是很不錯的，因為就發現自己在教學過程中是很開心的，

也會發現自己想成為一位老師，所以在大學師培經驗都是蠻美好的。(北 1) 

 

(3) 優質實習指導教師 

 實習階段是大多數體育教師第一次正式接觸到現場教學與學校事務的期

間，加上指導教師的從旁輔助與教學意見的提供，對實習教師的影響程度更加重

要，不管是在教學法、教學態度與教學理念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我實習時遇到當時高中最有名的兩個體育老師，也是很認真負責的老師，所

以我之後教學態度上深受他們影響。(中 2) 

 

我覺得在實習的教學經驗是非常重要，基本上是影響自己，指導老師的理念

也會影響到我自己未來教育的理念，這半年的實習也是讓我學習到最多的一

個階段。(北 1) 

 

3. 坎坷的教師認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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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從小至今都浸沐在完善的體育相關經驗，可以建立起良好的體育教師專業

認同，但並不代表每一位體育教師都能夠在過往得到這樣的學習歷程。本研究的

其中一位教師雖是一位積極投入在體育教學推廣與持續教師專業發展的優秀教

師，但她的教師認同建立卻是極其的坎坷與負面。不只經歷過小學到高中都採取

放牛吃草的體育課，也在師資培育的過程受到其他科目的排擠與資源弱勢，使得

體育教師之路異常的艱辛。 

(1) 放牛吃草的體育課 

 以往的體育課會出現沒有教學內容的放任制上課方式，或是依據學校需求決

定體育課的課程內容，而這些體育課的上課方式都是相對較差的學習經驗。 

 

其實我自己從國小到高中的體育課經驗其實不是太好，我的老師從國小到高

中階段都比較放任，類似放牛吃草，沒有在上任何的項目，所以對我來說所

有的術科經驗，在我國小到高中階段是其實是比較差的。(南 2) 

 

(2) 不被重視且被排擠的師培環境 

 師培端在培育師資生的過程中，若沒有完善的師培制度，甚至出現不重視、

排擠特定科目學生的現象，會讓體育教師在師培過程對將成為教師視為心裡的陰

影，而出現退縮等負面影響。 

 

當時我們體育系已經很多年拖累學校的教檢排名，所以導致說學校排給我們

教育學程的老師都排一些很奇怪的老師來上，使我們更加不被重視，而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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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被外系老師針對。(南 2) 

 

我的師培過程其實很負面，我因為是一般生，在大學師培階段的專長訓練都

差別人一截，雖然學科還算前面，但術科學習過程讓我對成為教師這件事有

點不敢想像。(南 2) 

 

(3)同儕間的鼓勵與堅持 

 

我們同學之間經過被不平等對待後，會互相鼓勵外，組成讀書的氛圍也比較

強，我有些同學在大三就開始準備教檢，就開始在讀書，就會覺得大家對於

考老師這件事情開始有一個方向。(南 2) 

 

4. 影響深遠的體育恩師與模範 

 綜上所述，三條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的故事線體育教師代表著不一樣的體育教

師專業認同建立歷程。而由上圖可知，不管是專長出身、良好正面或是坎坷經驗

的體育教師專業認同故事線，在生命歷程中若出現能夠成為其模範並影響深遠的

體育教師，是更能夠使其發展趨向於正面的教師專業認同。 

 

(1)成為體育教師的契機 

 成為體育教師的決定大多會被學習階段過程中所遇到的教師所提出的建議

而影響，或是看到了自己所想要成為的對象與目標，而開啟成為體育教師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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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走體育老師這條路也是因為遇到教學態度十分嚴謹的老師的關係，我也

希望我的孩子們能看到屬於我的教學態度。(中 2) 

 

(2)教學理念的啟發與引導 

 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所帶給學生的影響深遠，不管是求學階段中體育課的教

師、師資培育的教師、甚至是參加研習時所遇到的師長，他們的教學方式、理念、

價值觀都會影響學生成為教師後的專業認同建立與培養。 

 

師培的老師所教的體育教學方式，尤其是樂趣化教學，對我影響非常的深 (中

2) 

 

在以前參加研習的過程中，遇到了一名推廣理解式教學的老師，他的教學理

念也深深地影響我到現在的教學設計。(南 1) 

 

 而教師除了正面的經驗傳達與影響外，求學階段時師長所給予的負面學習經

驗其實也能促進體育教師在教學現場時更加了解何謂不適當的教學方式，並進行

自我反思與調整，帶給學生更好的典範。 

 

我覺得反而是以前老師給我的這些負向的東西，然後我們有那個能力把他做

調整，然後有那個能力給學生更多正向的東西，讓他到後面他能夠經歷到運

動更好的地方。(南 2) 

 

教過我的老師們都算是很認真負責……. 有一個教師的典範在，也是一個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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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努力方向，當然有時候不好的典範，可能會是你反思的一個教材。(北

2) 

 

 師培階段從教程的培訓、現場教學實習時所接觸到的教學法也會使專業認同

產生影響；而各階段所遇到的師長，都會因為其特質、態度、教學的理念與方式，

而讓體育教師專業認同受到不一樣刺激，發展出具特殊性且獨立的專業認同架

構。 

 

5.工作動機 

(1)學生回饋 

 長時間的待在相同的工作場域中難免會感到疲乏與倦怠，進而對專業認同產

生質疑，而學生如果可以積極參與教師所安排的課程，或因教師的教學而有所改

變，及成功培養學生對運動的興趣並給予教師正面的回饋，都能讓體育教師提升

自我認同，維持身為教師的熱誠。 

 

如果看到學生放學之後願意在大操場上運動或者假日他願意出來運動，上課

的參與課程的時候很積極投入，我覺得這樣子我自己在教學的過程裡面我

會比較有那個衝勁在。(北 2) 

 

我很希望幫助更多像我這樣的孩子有機會接觸運動，然後成為他們的興

趣，開發他們的興趣，所以對我來說學生真的才是我工作上很大的動機。(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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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很用心地投入在教學當中，學生如果能感同身受的話就會給你同等甚

至超越你想像的回饋，而這個回饋就是對我來說最大的教學動力，就覺得

這件事要繼續做下去。(南 1) 

 

(2)工作內容的調換 

 從上述可以看到，學生回饋對體育教師來說是維持工作動機的燃料，而「教

學」是獲得此燃料的方式，因此對體育教師來說，教學也是其專業認同的初衷。

但在學校行政的體系下，容易因額外的行政職務而影響了教學的動力與時間，進

而讓體育教師的專業認同受到影響。 

 

行政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如果要接行政的話，沒有辦法那麼投入在教學，

因為行政職會耗掉很多教學的動力(北 2) 

 

我比較喜歡教課，但我現在是教學組長，我根本就不想去，教課還是我的初

衷。(中 2) 

 

有些時候因為行政上面的關係，我就沒辦法準時開始上課，體育課又那麼短

但就會被行政上面綁住。(南 2) 

 

 但也有教師提到，如果持續的參與教學的任務，也容易出現教學倦怠的情

形，因此如果可以「行政」與「教學」固定時間輪替，會更加珍惜教學環境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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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擁有。 

正式第五年的話，我覺得真的有教學倦怠，後來去做行政，你又從行政的角

度去看教學這塊，你就會發現你很珍惜教學的環境。(北 1) 

 

6.自我期望 

 身為體育教師的一份子，都有一個屬於體育教師的願景去支撐自我的專業認

同。而體育教學擁有可以影響他人的力量。像是透過體育教學讓他人認識運動的

好並參與運動、影響學生態度、改變學生對體育的看法、提升身邊同儕對教學的

熱誠。 

 

我會覺得說我來從事老師這個工作，可以把運動推廣給更多的人去參與，想

要讓更多人知道運動，並願意來參與。(北 2) 

 

我下定決心要當個可以影響學生態度的體育老師，所以我很珍惜我的職業，

我相信老師能夠自我反思，而且熱忱夠了，就沒有教不會的學生。(中 2) 

 

當你努力在自我教師發展，上課起來會比較安心，而且對得起自己這份工作，

會改變學生對體育課的看法，還可以增加身邊同事對體育課的教學熱誠。(南

1)  

 

 體育教師的專業認同在求學階段，因為運動經驗、體育課學習的不同而有所

差異；師培階段從教程的培訓、現場教學實習時所接觸到的教學法也會使專業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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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產生影響；而各階段所遇到的師長典範也是最重要的一環，都會因為其特質、

態度、教學的理念與方式，而讓體育教師專業認同受到不一樣刺激，發展出具特

殊性且獨立的專業認同架構。工作動機的有無是驅使專業認同的動力強弱；自我

期望則是專業認同的核心能量。當這兩項要素都能具備後，才能形成一個健全且

高度的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的內涵，而由這些內涵所形成的體育教師專業認同歷程

又會受到不同情境下各種因素的影響，而產生變化。 

 (二) 體育教師在課程改革下之影響與因應方式 

本研究體育教師在面對課程改革時，主要圍繞在課程體制的差異與角色轉化

的衝突。在這衝擊下，體育教師專業認同會有矛盾的產生，而本研究體育教師在

面對矛盾的出現時，會依據自我教師專業認同，透過自我反思與持續澄清自我教

育觀念的方式，轉化價值觀與思想，冀望符應課綱的需求，給予學生更適合的教

學方式與學習內容。轉化過後為了能因應課改的衝擊，體育教師會衍生出能快速

接納、融入課綱的方式，如持續專教師專業發展，進行研讀進修、參與實習與透

過其他管道培養多元技能；以課綱的核心概念為基礎，將自我教學定位進行適當

的調整，以符應學生需求；本研究的體育教師在這波衝擊也希望能持續省思，改

善評量的方式，並擔任領頭羊的角色，成為課綱的推動先鋒，給與學生素養導向

的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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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課改下體育教師專業認同影響與因應架構 

 

1.體制的差異與轉化 

 在課改的法令衝擊下，現場教師會面臨教學、教材、價值觀等各方面的調整，

除了按照課綱執行調整自我的教師外，也會有嗤之以鼻的教師出現。 

 

 我覺得是整個環境的氛圍已經在改了，那如果你一直不調整的話其實你

會教得很痛苦，對，因為目前法令就是這樣走，難道你要拿自己的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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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跟法令做對抗，那是不可能的。(北 2) 

 

 國內還是有一群老師會覺得，以前你怎麼改我都不理你了，我也是沒怎

樣，現在改十二年我也不理你啊，這是存在的事實。(南 1) 

 

 而本研究中多數教師則是認為在這課改的衝擊下其實影響並不大，一方面是

因為認為自己一直都是在往課改的理念前進，也一直在做推廣跟落實，因此在新

課綱的發布影響不大。 

 

基本上我覺得自己從一開始認知到體育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覺得我就

已經走在這素養導向的時代，所以沒有感受到太大的衝擊。(中 2) 

 

因為我們學校的體育教師已經是這樣做了，也已經早已做好準備，所

以十二年國教的課改對我們其實影響不大，對其他科可能是一個很大

的挑戰，但老實說我們體育的沒甚麼感覺。(中 1) 

  

 另一方面為持續進修的體育教師，因研究議題的關係，已提前對新課綱有一

部分的理解與接觸，在理解吸收的過程中，也是十分的認同新課綱的內涵，因此

對其本身的影響並不大。但其中也有提到，在教育現場中並沒有很明確地感覺到

有課綱落實的跡象。 

 

我覺得 12 年國教是研究所同溫層，我對 12 年國教相當熟悉，甚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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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參與在其中，當然是正向且肯定這樣的教改，這次教改給很多學

生為主體也好，或是給我們一個努力發展的方向，但就實質面來講並

沒有落實在現階段的場域，甚至沒甚麼感覺。(北 1)  

 

2.教師角色間的衝突與矛盾 

(1)同事眼中的特立獨行 

 在教改的衝擊下，現場的體育教師會面臨到轉化自我教學的情形，但並不

是所有的教師都是認同課綱的理念與價值觀，或是連主動理解的動力都沒有，

而出現極力推動的教師孤掌難鳴，獨立規劃與反思自我的教學，甚至會被當作

為不合群的同儕而受到針對與挑戰。 

 

同事間會有不同想法，有的人可能就是擺爛，我就是來上班，學生安

全就好，至於其他我就不管，然後我自己就是比較有在想說我盡力看

能做哪些規劃，我就朝那個方向走。(北 2) 

 

他們覺得不需要改變，他們也認為沒什麼要改變的。(中 2) 

 

我們花那麼多時間在培養孩子，其他老師卻不斷的在各種會議上面扯

後腿，我們現在就是這樣不斷地被針對，我覺得我們對我們自己的專

業都很認同，可是別人並不都認同體育系的專業。(南 2) 

 

我可以保證我們學校沒什麼人看過十二年國教的內容，不要說體育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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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了，總綱都沒什麼人看過。(南 2) 

 

你的同事為什麼會影響你，其實很重要就是這些同事你會要維持跟他

們的關係，就是社交關係麻，譬如說，有人找你去打球，你卻和她說

沒空你要去研習，他就會覺得這個人好像是不是有問題。(南 1) 

 

(2)教學風格迥異 

 當同儕不接受課改的衝擊並進行自我教學的轉化，甚至是排斥新課綱的內容

與推動時，就會開始出現教學方式迥異的現象，而受到同儕的抗議與排斥。 

 

其他老師會覺得說就那樣教就好了啊，他們又不是沒有學到，啊你現

在這種上課方式，要準備那～麼多東西，就是教具要很有變化，而不

是說一顆籃球，然後幾個三角錐就能解決，所以這個是一個蠻大的不

一樣啦。(北 2) 

 

我覺得常常會被同事抗議，覺得我給學生的分數為什麼那麼高，我就

覺得學生的表現跟學習態度就是很棒啊，我為什麼不能給他高分呢？

但他們都覺得分數跟技能表現應該成正比。(中 2) 

 

3.因應方式 

(1)持續教師專業發展 

a.研究所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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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進修相關領域會對接受與吸收新事物的速度來的更快，尤其在相關議

題的深入探討與了解，對新課綱的理念會比現場教師更能接受教學上的改變。 

我這幾年因為持續就讀博士班，在研究上面也很常接觸到素養相關的

概念，所以對課改的吸收與接受其實還滿快的。(南 2) 

 

12 年國教的概念是到研究所而有深入的接觸與了解，所以對課改的內

容與實施其實也比現場教師更加的能夠接受將這些新的觀念應用在現

場教學上。(北 1) 

 

b.參與研習 

 研習的參與可以讓自己在教學上更有熱枕，也能透過與同儕討論交流研習

的內容來得到第一手的教育資訊，並將其實際應用現場教學上，再進行自我反

思與調整。 

參與各種研習比較能讓自己願意在教學上比較有熱忱啦，然後願意去

為教學做一點小貢獻。(北 2) 

 

我看了很多課改相關研習也去參加很多活動，不管是國內還國外的，

我都會去思考它們想要表達的是什麼，來實際應用在我的教學上，再

看看適不適合我的孩子。(中 2) 

 

其實我們學校的體育教師平常大家就都會去參加一些課改相關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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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吸收資訊啊，然後再一起討論。(中 1) 

 

輔導團他的性質是，教育部會先通知這些人來研習、來增能，所以就

有機會比別的老師早一步去聽去優先得到第一手的教育資訊。(南 1) 

 

 

c.多元能力的培養 

 除了進修參與研習外，如果可以時時更新並增進自我的多元能力，讓自我不

斷的往前邁進，除了可以消除教學倦怠外，更能讓學生看到身為體育教師的模範。 

 

我都有自己都有持續在做自己的專業的增進，我覺得以往的東西不見

得是對的，所以我們必須去更新，當我們沒有與時俱進的時候是一個

很可怕的事情。(中 2) 

 

那在學科方面，研究、進修、專業成長，或是有些研習，一個專業的

體育老師他能夠不斷地讓自己更進步，學生才能從你身上看到那個典

範的樣子。(南 2) 

 

努力專業發展的實踐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因為很容易教學倦怠，所

以必須要有新的想法、契機。(北 1) 

 

4.教學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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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改的衝擊下，現場教師面臨著符應課綱理念的教學轉化，必須改變原本的

教學方式。尤其在生活的延伸、策略的引導、概念的學習、專業知識的融入，都

是教師首先調整的目標與內容。 

以前寫教案的時候就比較制式，現在就要做很多延伸，而且要去想一

想這個東西跟他生活上有沒有什麼連結，才能做轉化，變化會很大。(北

2) 

 

我現在會花更多的時間在概念、動作的技術上面會給學生更多的時

間，讓他們從概念上面去學習動作技能，所以我反而是從那種夏令營

遊戲式的方向，慢慢轉成在體育課中學到一點專業知識。(南 2) 

 

素養導向之後對我來說變得更注意根本的東西，應該讓學生回到比較

根本的概念，跑跳投擲的身體能力，而是把素質跟身體的運動能力變

好，而不是只會某一個單一項目。(中 1) 

 

而除了教學方式的轉化外，也有教師提到，新課綱更可以幫助我們去

理解學習表現的意涵後再結合自我教學理念進行反思與檢視，並提醒

身為體育教師的自己，教師也必須隨著新課綱的衝擊、時代的變遷而

有所轉變。 

 

在面對十二年國教，我的感覺是轉化的話就是為了因應這些領綱課綱

的不同，提醒我們老師在課程上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應該要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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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1) 

5.對課改的未來期許 

a.符應課綱的評量方式 

 課改的衝擊下，教學方式受到的影響，連評量也必須相應的進行改變以符

應課綱的評量需求。而體育教師對於新課綱評量的部分都是認為目前難以符合

大家的需求，因為操作的困難與給分的標準，很常讓現場教師產生偏見與詬病。 

以前很多評量方式都講求一致性，而現在課改下比較想要的是去一致

性，而這個變化都是現場教師比較難以達到的要求啦。(北 2) 

 

我覺得我一直都是在以新課綱的方向進行評量，但這個評量的方式會因

為與其他老師的方式不同而產生很多的偏見與抗議。(中 2) 

 

我覺得評量真的不是那麼容易處理，但這裡兩個概念，就是之前常講到

的給分跟評量，那如果是給分的過程的話，原則上學校都有一定給分的

標準，就是技能、情意那個配分比例，這個我覺得是和之前沒有太大的

差別。(南 2) 

 

因為我們一直陷入要教素養，就會想到要怎麼去考出學生有素養，阿其

實這個過程是有一點讓現場老師會陷入困境。(南 1) 

 

b.領頭羊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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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的課綱內涵是由許多專家學者，在前頭帶領著體育教師們一步一

步邁進，雖然體育科一直試科目領域中較為弱勢的，但如果體育教師能扮演著領

頭羊的角色，影響身邊同儕，將新課綱的理念推動更加的精實，使體育教師的地

位有所提升，學生也能認同體育的重要性。 

 

我覺得十二年國教的課綱，然後是這麼多人，這麼多專家、學者在前面

領著大家走，應該是很有它的時代意義在，我想學生應該會越來越好，

那學生越好，體育老師當然地位、角色的都會越來越正向，這是我的想

法。(中 1) 

 

體育畢竟在所有的領域裡面重視度還是不像學科那麼高啦，所以還是想

說能走在前面讓大家能認同體育在學生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北 2) 

 

對我來說，健輔團的參與其實就是扮演著領頭羊的角色，吸收並轉化第

一手的消息，改變與轉化我的教學。(南 1) 

 

我想當一個….不要說是模範，至少是帶領著大家前進的角色，帶領著大

家一起…至少我組內的一起，把我們學校的課程再更精實化，就是不會

覺得都是自由活動，或是一些比較技能導向的內容。(北 1) 

 

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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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結果顯示了參與健輔團或持續進行教育相關研習的體育教師認同樣

貌及面對課程改革時的影響與應對方式。冀望能從第一線參與新課綱推動的體育

教師心聲中，了解到他們的專業認同背景形塑與面對課改的經驗，以下依據研究

結果進行討論。 

(一)專業認同的形成與影響 

 1.工作動機的影響 

驅使教師的內在動力為工作動機，當教師長時間處在相同的工作場域中，或

面對重複性高的行政業務，不免會出現倦怠的疲乏感，而影響教師專業認同。李

亦芳 (2009) 探討國中體育教師的專業認同研究中發現，學校的不同情境常常會

挑戰與剝奪教師的專業性與教師本身的價值意義，尤其在體育教師的行政業務上

更為明顯。本研究中也可以看到，體育教師在執行行政的工作業務時，教學很容

易受到干擾及影響，疲乏也就相繼而生，但也有教師提到，若持續的參與教學的

任務，也容易出現教學倦怠的情形，因此如果可以「行政」與「教學」固定時間

輪替，會更加珍惜教學環境與機會的擁有。因此，體育教師在學校中，會嘗試在

行政、教學、帶隊教練等三個不同向度的角色中，找到多方排解遇到挫折時的負

面壓力，倘若能在面對多元挑戰時，將對教學的挫折容忍度提高，體育教師在面

對自身的教師專業認同也就相繼越高 (李亦芳，2009)。除行政對體育教師的影響

外，本研究的體育教師都將教學視為教師最大的目的，並認為從學生的身上所得

到的回饋才是身為教師最大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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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具備了內在動力(工作動機)的教師專業認同，屬於身為體育教師願景與期

許的核心價值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在本研究的體育教師心中，都有一個屬於自

己核心價值的願景去支撐其教師專業認同，而這些願景如前面所說，都是以教學

為方式，以學生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像是希望透過體育教學影響學生態度、改變

學生對體育的觀念、提升學生參與運動的熱誠與動機。而體育教師積極追求個人

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自我效能都是教師專業認同的形成關鍵 (Beijard, 

Meijer, & Verloop, 2004)。 

 雖然不斷變化的外在環境會讓教師專業認同有著不一樣的發展，然而，教師

專業認同形成的內涵才是主導整個教師專業發展是否轉變的關鍵要素。因為教師

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經驗所內化過後的工作動機及自我期許，並根據自我實現和能

動性來協商其認同 (Mansfield, 2000)。 

 2.生命歷程中的教師專業發展脈絡 

Beijaard (1995) 認為專業認同是動態的，隨著時間、個人事件、經驗不同與

環境的變遷而有所影響。本研究的體育教師專業認同也會因為各階段的不同而有

所變化，共分為三個部分，如體育課的學習經驗、師培階段的培養、成長過程所

遇到的指導師長等，都會因為重要事件的發生產生差異。特別的是，體育教師的

教師專業認同相對其他科目更容易受到影響。Sparkes (1991) 早期研究即指出體

育教師在學科上長期受到其他學科的打壓，使得體育在主流學科中通常是邊緣化

的地位，以及傳統社會對體育「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印象，更容易影響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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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自我工作信念與角色定位。本研究結果也能看到，多數的體育教師所經驗

到的體育教學大多偏向負面，尤其以放任式的教學居多，而讓體育教師對「體育

教師」產生質疑與思考。但另一方面，也因體育的特殊性，相比於其他的科目有

著更加豐富的升學管道，從結果來看，專項運動的優異成績及表現會提高邁向體

育教職之路可能性。因此，如果在求學階段擁有完善且良好的體育課學習經驗與

優異的運動表現，是會影響未來發展與教師專業認同的建立。 

 體育教師專業認同除了會受到過去的體育學習經驗影響外，師培階段的培育

更是決定體育教師重要的一環，師資培育單位也會依不同階段提供師資生相關教

學實踐課程，使師資生能慢慢瞭解教師的專業形象以及專業塑造的過程，培育未

來體育教師能有高度的教師專業認同 (Darling-Hammond, Hammerness, Grossman, 

Rust, & Schulman, 2005; Karpova, 2016)。本研究結果顯示，當師培端的教師們認

真培養參與培訓的師資生與實習教師時，教師可以擁有正向的師培學習經驗及專

業知識與能力，並使其更有信心與動機去成為一名體育教師，尤其教師的輔助與

教學建議，對體育教師的專業認同的建立更加重要，不管是在教學方法、教學信

念與態度都會有較大的影響。但倘若沒有較完善的師培制度去妥善的照顧師資

生，甚至因體育科目受到排擠忽視學生等現象，就會使體育教師在師培過程埋下

陰影，在成為教師後出現沒自信、退縮等負面影響。甄曉蘭 (2000) 也提到不當

的師資培育課程除了影響教師的培育品質外，更會影響課改的實施過程。 

 楊巧玲 (2009) 在研究中提到教師生命史中的重要事件會影響其日後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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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認同之形塑。本研究也從生命史中重要事件的分析方法中發現，體育教師在成

為教師之前大多擁有影響其深遠的師長，而這師長可能來於體育課老師、教程授

課教授、實習輔導教師抑或是研習進修所遇到的師長。這些師長的價值觀與教學

信念若符合該體育教師的理念，往往都會改變其教學方式與態度，並深深的受其

影響，將其設為效法的對象與目標，也種下成為體育教師的契機，楊智穎 (2011) 

也提到早年時期所經歷的教師認同的經驗就已根深蒂固在教師的心中，又被稱為

自我對教學已知的偏好。相對的，教師除了正面的經驗傳達與影響外，求學階段

時若有師長所給予的是負面學習經驗，而對體育教師提出質疑，在某種程度下也

能促進體育教師更加了解何謂不適當的教學方式，以進行自我反思與調整，帶給

學生更好的典範，與黃靖蓉 (2006) 混沌、質疑、再思考、統合、確定的歷程，

是可以形塑出更全面的教師專業認同發展，有類似的看法。 

(二)課改的處境與因應 

 教師專業認同的影響因素相當多元，教師在教學環境變遷的過程中，深受學

校環境、社會環境與政策改革的影響。Day, Elliot, 與 Kington (2015) 研究指出，

國家政策上的教育改革制定與實施，會讓教師專業認同進行重新定位，一開始教

師將以暫時性認同來因應政策上的轉變，爾後再逐漸將改革內容吸收轉化為自我

教學。 

 我國歷經了三次改革，根深蒂固的菁英導向教育思潮下，對高中體育教師教

學觀念產生極大的影響，也使得大多的高中教師仍秉持著技能取向的體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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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擁有高度的自我專業認同。因此，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對高中體育

教師造成相當大的衝擊，造成許多教師在角色認同上的衝擊、迷惑、倦怠與排斥，

因而影響到對新課綱的認同與接受程度。現場教師更會面臨教學、教材、教學理

念等多方的調整，除了按照課綱執行調整自我的教師外，也會有排斥新課綱的教

師，而教師專業認同是教師專業的核心，會不斷與外在課程改革的期待和結構持

續協商 (王郁雯，2017)。本研究中體育教師則是認為在這新課綱的衝擊下並未受

到太大的影響，一部分為體育教師認為自己一直都是持續在往課改的核心前進，

同時更在做推廣與落實，因此在新課綱的發布下影響並未有想像中大。而另一部

分持續進修的體育教師，因身為第一線教育相關議題的研究人員，相對於其他教

師，已提前了解與接觸，對新課綱的內容在理解吸收的過程中，也是十分的認同

新課綱的內涵，因此對其本身的影響並不大。王郁雯 (2017) 也指出不同的教師

在面對改革時有不同的協商歷程，有的會呈顯出認同衝突，有的則會取得平衡或

完全接受。 

 在課改的衝擊下，體育教師面臨著必須符應課綱理念的教學轉化。本研究體

育教師提到在新課綱的頒布下，會先透過自我反思的動作，去思考目前的教學方

式與新課綱的相同與相異點，並以自我教學價值觀為基礎，將其轉化成核心素養

的教學概念，融入知識與能力，持續的從實際教學中進行檢視與調整。王郁雯 

(2016) 在針對課改對教師專業認同影響的探討中，發現教師專業認同形塑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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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不斷追尋和發展成自我所界定的專業教師，進而在過程中對自身的課程與

教學進行轉化。 

 在課改的衝擊下，體育教師都無可避免的必須面臨到接受新知識與新理念的

情形。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到，對於現場的體育教師而言，並不是所有的教師都認

同新課綱的教學理念與價值，甚至也不願主動理解新課綱的內容，而出現推動新

課綱的體育教師捉襟見肘的情形，本研究體育教師為了更快的將新課綱融入於自

我教學所進行的規劃與反思自我教學等動作，仍被當作為「不合群」的同儕，而

受到各種聲音的挑戰，因為一個人自我的專業認同程度越高代表其越有正向的工

作表現，相反的，專業認同程度越低，個人工作的意願也會相對地越低 (梁畢玲，

2005)。尹弘飈、李子建 (2008) 提到課程改革最受基層教師批評的是，課程設計

者常無法體察教師在教育現場的困境，以致於形成了理論與實務脫節、理想與現

實不符的情形。但從本研究結果看來，許多基層教師對理解新課綱內容的動力較

為缺乏，主動了解新課綱內容之教師仍為少數，因為教師相對於一般職業，是擁

有相對高度的穩定性及保障性，在此職場文化下，給予了教師“以不變應萬變”的

保障。甄曉蘭 (2000) 認為大部分教師在面對課程改革的過程，仍秉持著「被動

地」或「無奈地」接受新課綱實施的心態。缺乏了教師專業認同的自信與自主。

因此，在此種情形下，若大環境也未能及時地給予相當的回饋及條件，會容易使

新課綱的推動受到阻礙而停滯。王郁雯 (2016) 也認為不同教師的專業認同會呈

現出極大差異，教師專業認同也常受外在教育改革的脈絡所影響，時常呈現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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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矛盾與衝突的情形。而教師的專業認同在同儕的影響下很容易產生改變甚至同

化的情形 (Izadinia , 2018)。因此，課程改革者若能先妥善的規劃新課綱的銜接計

畫，讓教師有權力、時間去進行課程的發展、自我教學理念的澄清與使用新的教

學法，將能更快速的將新課綱的內容進行轉化與融入（Gitlin & Margonis, 1995） 

 在面對多方挑戰、行政業務與同儕排擠的情形，情緒倦怠的累積與產生更是

影響專業認同的關鍵因素 (Hong , 2010)。本研究體育教師為了能快速的消除倦怠

並快速的融入到新課綱的素養教學中，研讀進修、參與研習、多元技能培養等持

續的專業發展對其而言是教師生涯中，維持新鮮感、促進教學熱誠、消除疲倦等

重要方式之一。Keay (2006) 提到在職階段的體育教師，如能持續性的在職進修

與學習，將會產生正向的專業認同。尤其在課程改革的情形下，多數體育教師雖

相信其體育價值，但經常認為新的課程相當難教導，自身也缺乏專業的準備

(Morgan & Hansen, 2007)。因此，在課改的衝擊下實施教師專業發展對教師專業

認同形塑相當重要 (楊巧玲，2009)。  

對於課改的實施，從研究結果可以了解到目前國內現場體育教師可接受並能

理解後採納新課綱內容的教師仍在少數，Pratt（1980）曾指出教育人員對於改革

的態度可以分為五類：反對者、拖延者、沈默者、支持者與熱忱者。本研究參與

者雖多是扮演著支持者與熱忱者的角色，但周遭教學環境的氛圍並不是那麼友善

與支持，新課綱的推動仍需依靠多數的教師攜手，才能成功的推動。本研究參與

者，位於新課綱推動的第一線體育教師，也希望自身能夠扮演一個領頭羊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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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寄望藉由首先踏出的這一步，逐漸的渲染到身邊的同儕、學校、甚至是整

個教育體系，促進推動新課綱的風氣。許多國外課程改革經驗顯示，只有當教師

師有積極改變的意願和態度時，課程改革才能成功，教師的參與更是課程改革成

敗的關鍵 (王秀槐，2008； Sprinthall., Reiman., & Thies-Sprinthall, 1996)。 

 在課改的衝擊下，體育教師仍能以持續專業發展的精神，採取進修、研習、

培養多元能力的方式去應對衝擊的浪潮。而在這浪潮中，除了教學方式受到的影

響外，本研究的體育教師也都相繼提出評量也必須以相應的情形進行轉化以符應

課綱的評量需求。但對於新課綱評量的部分大都是認為目前難以符合大家的需

求，因為操作的困難與給分的標準，常讓現場教師產生偏見與詬病。因此，這部

分仍是未來可繼續著手關注的議題。 

三、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研究得出以下四點結論： 

(一)高度的教師專業認同取決於正向的自我知覺、健全的師培制度與良好的體育

學習經驗。 

(二)生命歷程中的各階段，典範教師是影響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的共通點。 

(三)高度專業認同的體育教師，面臨的困境非來自課改本身，而是環境的冷漠與

掣肘。 

(四)持續的專業成長，是建立專業認同的重要途徑。 

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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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結論，本研究針對未來研究提出以下兩點建議： 

(一)未來研究可了解整體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現況及不利因素，以謀求解決之道。 

(二)行政端應持續提供體育教師專業成長管道與支持系統，以利建立體育教師專

業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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