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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為兩年期計畫，本年度研究目的：一、發展國小素養導向體
育課程。二、發展國小學童身體素養評量方法。研究結果將作為第
二年探討素養導向教學對國小學童身體素養的影響工具。研究方法
：一、組成研發小組，依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之精神及教材分類方
式發展素養導向體育教材架構及教案示例，初稿完成後並經專家審
核。二、將加拿大兒童身體素養評量工具第二版(CAPL-2-TC)中文化
，並以國小五、六年級兒童367名為預試對象，以試題分析、項目分
析、內部一致性分析及驗證式因素分析進行信、效度檢核。研究結
果：一、完成國小三種主要類型素養導向體育教材架構(挑戰類型、
競爭類型、表現類型)及教案示例三份。二、本研究結果發現中文化
之CAPL-2-TC具有良好的鑑別度、適配性與內部一致性。結論：一、
本研究所發展之素養導向體育課程可用於國小體育教學。二、修訂
的CAPL-2-TC可用以測量國小學童的認知和理解、動機與信心方面的
身體素養。

中文關鍵詞： 加拿大身體素養評量工具第二版、素養導向、 挑戰類型、競爭類型
、表現類型

英 文 摘 要 ： The purposes of this two-year research project were: 1. to
develop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oward physical
literacy for primary school; 2. to develop a physical
literacy assessment tool for primary school pupils. Method:
1. A research team of teaching method experts,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for the 12-year competence-based education
curriculum guideline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aterials, developed a competence-bas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framework, teaching material
structure and units’ examples, that were all reviewed by
the experts. 2. The Canadian Assessment of Physical
Literacy Second Edition (CAPL-2-TC) was translated into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the reliability and the
validity were analyzed through grade 5 and grade 6 primary
school pupils (n=367). Results: 1. Three major categories
(challenging purpose, competing purpose, and performing
purpose) of competence-bas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framework,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examples of lesson
were completed. 2. One found tha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APL-2-TC was appropriate and suitable for pupils.
Conclusion: 1. The developed competence-bas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oward physical literacy can be used
for the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2. The revised
CAPL-2-TC in Chinese version can be applied for measuring
pupils’ cognitive concept and understanding, motivation
and self-confidence of physical literacy.

英文關鍵詞： Canadian Assessment of Physical Literacy Second Edition
(CAPL-2-TC), competence-based education,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hallenging,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ompeting, teaching



materials for per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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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 

自二十世紀中以來，素養的議題被各國學者廣泛的討論，素養對於現代各國教育有著重

要的影響，以素養為導向的課程改革及國際評比，已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 (楊俊鴻，

2016)。我國十二年國教亦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之主軸。在體育領域，加拿大、美國、

英國、澳洲、荷蘭、紐西蘭、北愛爾蘭與威爾斯等國家，採用「身體素養」的概念作為國家

課程目標與評量指標，並視為體育課的最終目標 (Aspen Institue, 2015; Society of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ors, 2014)。身體素養並非取代體育教育，而是以體現(embodiment)身體素養作

為體育教育的目標 (Lounsbery & McKenzie, 2015; Whitehead, 2013)。為能反映出學科的特殊

性與核心價值，體育領域更著重於學習者「身體素養」(physical literacy) 的養成與提升，使

其成為能體認身體活動的功能與價值，且能力行動態生活的終身實踐者 (掌慶維，2017；詹

恩華、闕月清、掌慶維，2017；歐宗明，2017；Spengler, 2015；Cale & Harris, 2018)。雖然

由 Whitehead (2001) 所提出的身體素養的概念不完全等同核心素養的概念，但仍有許多共通

之處，可借鏡各國身體素養發展的作法，以發展本土化體育的核心素養。 

一、身體素養概念的發展 

   根據國際身體素養協會 International Physical Literacy Association(2015)指出身體素養被視

為是動機、身體能力、知識、以及理解重視和承擔對生活的身體活動的責任。Whitehead (2010)

定義其為： 

(一)情意 (動機、信心、價值與責任) 

身體素養的核心即是動機，當個體渴望成為活躍的，持續活動，增進身體能力，且嘗

試新活動的個體 (Whitehead, 2010)，因此，一個具有身體素養的個體，對於參與身體活動

會有正面積極的態度，且有計畫性的每週或每天投入身體活動。然而，動機是透過從經驗

中獲得自信心與自尊而提升，其中特別是許多研究者認為內在動機的青年更有可能認為他

們的運動經驗是積極的，因此導致更積極的生活方式 (Biddle, 2001; Kilpatrick, Herbert & 

Jacobsen, 2002; Weiss, 2000)。因此，Chen (2015) 指出體育課應該先幫助兒童同時發展知識

/技能和動機，以幫助他們實現身體素養，並且利用自我知覺能力、興趣 (情境興趣) 與渴

望 (自我調節) 三個來源來提升動機，以幫助他們實現身體素養。 

(二)身體技能 (瞭解技能不是單獨存在，必須有效的與其他不同內涵互動) 

兒童的動作發展，對於運動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基礎，Whitehead (2010) 特別強調運動

能力對身體素養的重要性，尤其是基礎 (或基本) 的運動能力，更是動作技能的基礎。 

(三)認知 (知識與理解) 

 Whitehead (2010) 指出身體素養的屬性是獲得知識和理解這兩個要素，因此，在知

識與理解的部分，首先掌握運動效能的基本原理，透過簡單的診斷什麼是有效的運動，以

及瞭解如何改善和發展運動模式或技能。 

(四)維持終身的活動 

身體素養是一個終身的旅程，我們應在學童身體素養旅程的道路上，鼓勵個體前進，

以拓展他們的視野和豐富他們人生的選擇 (Whitehead, 2010)，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體素養

旅程，因此，應在其求學的階段，培養上述的身體素養內涵－身體能力、動機與信心以及知

識與理解，使個體在終身的旅程中，能夠積極地為自己參與身體活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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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體素養的評量 

依十二年國教課綱教學轉化之精神，素養導向的教學表現為：1.整合知識、技能與態

度；2.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3.學習歷程、方法及策略；4.實踐力行的表現。上述精神與身

體素養所強調的概念不謀而合，國際上也有越來越多國家致力推動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與教

學實施，台灣課綱推動的配套措施中，也有各種研習、講座之辦理，體育領域甚至邀請國際

學者進行身體素養教學的國際論壇、工作坊，而課程、教學與評量是密不可分的鎖鏈，據此

精神設計課程與教學實施後，學生到底學到了甚麼?依 whitehead 看法，身體素養是動機、

信心、身體能力、知識與理解的整合，身體素養的追尋是一個終身的旅程，那麼該如何去了

解？這也是運動教育學界亟待解決的問題。 

目前尚沒有一套可以完全代表身體素養概念的評量工具 (Robinson & Randall, 2017)。但

它山之石，可以攻錯，本研究先分析目前已發展完成且較被接受的身體素養評量工具，藉以

找出未來執行上可行的評量工具。Green, Roberts, Sheehan, 及 Keegan (2018)認為身體素養的

發展，可以朝個體身體素養的曲線圖去呈現，因每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不同，所掌握的身體素

養自然各有不同，若能在每一個人不同生命歷程不間斷地評量，可以協助掌握個人的身體素

養。二、Gunnell, Longmuir, Barnes, Belanger, 及 Tremblay (2018)則認為加拿大身體素養評量 

(Canadian Assessment of Physical Literacy [CAPL])是一套經長期實驗修正，值得參考的工具。

而在澳洲Dudley發展出「身體素養學習的觀察評量量尺」(A Rubric of Observed Learning in 

Physical Literacy) 依照課程教學的內容擬定身體素養的評量工具，讓課程設計符合教學目標 

(Green, Roberts, Sheehan, & Keegan, 2018)，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加拿大青少年身體素養評量 

Spengler (2015)認為PLAY是一個值得參考作為個人身體素養的評量的工具。因為PLAY

針對不同對象，不同能力，設計了六個不同版本，因應不同需求的評量，同時亦能讓個人在

生命的不同階段，皆能進行檢測，以掌握個人在生命歷程中的身體素養 (Sheehan, 2018)。 

PLAY 分成三個類別六種 (Canadian Sport for Life [CS4L], 2013; Sports & Society Program, 

2015)，包括 1.身體能力的檢測：(1)PLAYfun、PLAYbasic；2. 針對不同對象給予問卷的

評量：PLAYself、PLAYcoach、PLAYparent；3.用來瞭解一年內參與身體活動的內容：

PLAYinventory。 

PLAY 是一個以多面向進行身體素養的評量工具，缺乏實證性研究，其信度、效度尚未

被驗證 (Robinson & Randall, 2017)。PLAY 多版本的評量工具可以滿足追求身體素養個人終

身歷程的評量，但其複雜度、評量人員的廣度、以及作法上與我國文化仍有些許差異(如家

長、教練的參與)，嚴謹性上也有待驗證。 

(二)身體素養學習的觀察量尺 

Dudley (2015) 根據 Whitehead (2013) 身體素養四個核心要素，訂出合適的觀察量尺：

(一)身體活動的能力；(二)身體活動的規則、戰術與戰略；(三)身體活動的動機與行為技能；

四、身體活動的個人與社會責任。同時，根據後設認知理論與皮亞傑學習理論，及 Biggs 與

Collis (1982) 的學習成果觀察結構 (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s [SOLO]) 的

不同學習結果，區分出五種表現程度 (performance)：前結構、單一結構、多重結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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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擴展概念，設計出「身體素養學習的觀察評量量尺」 (A Rubric of Observed Learning in 

Physical Literacy)。 

依學習成果觀察結構設計的觀察量尺，能結構性漸進的建立量尺，符合學習者自我評量

的精神，也許是未來可考慮的取向，但目前學童實際在執行上可能仍有其難度。 

(三)加拿大身體素養評量 

Healthy Active Living and Obesity Research Group [HALO] 在加拿大政府和私人贊助

下，完成了全球第一個依身體素養定義設計的 CAPL (Corbin, 2016)，其目的在瞭解加拿大兒

童身體素養的情況 (Lundvall, 2015; Sheehan, 2018)。CAPL 以身體能力、動機和信心、知識

和理解以及日常行為領域上評估兒童的身體素養，以利全面描述兒童健康積極生活方式的能

力： 

1.「每日行為」是透過兒童身上配帶的計步器 (pedometer) 以及自我記錄一週中每日中等

至高強度身體活動數據，用以觀察並記錄身體活動狀態。 

2.「身體能力」是以漸進式折返跑、敏捷性與運動技能評估的和俯臥支撐 (plank) 的核心

能力來檢測兒童身體能力。 

3.「動機和信心」與「知識和理解」是透過問卷進行評估。 

雖然 Corbin (2016) 也提出 CAPL 以總體評分方式是「聚合」而非「一元」的擔憂，但

CAPL 仍是目前唯一一個已完成前測與德菲法 (Delphi) 專家問卷設計研究後，再經過有效數

據驗證、修正且提出參照數據的評量工具 (Francis et al., 2016; Longmuir et al., 2015)。2017

年加拿大身體素養評量第二版 [CAPL-2] 發展完成，更新後的版本調查超過 10,000 名以上

加拿大兒童後，分析相關數據並改良原版 CAPL 評量工具，可更準確、更可靠地廣泛評估身

體素養 (Longmuir et al., 2018)。 

經上述分析評估，本研究採取將 CAPL-2 中文化的做法，以作為未來實施素養教學和評

估身體素養達成情形的工具。 

本計畫預計以兩年時間完成，本年度研究目的：一、發展國小素養導向體育課程。二、

完成國小學童身體素養評量工具信、效度檢測。研究結果將作為第二年探討素養導向教學對

國小學童身體素養的影響工具。 

貳、研究方法 

一、素養導向體育課程設計： 

(一) 組成研發小組，再依新課綱教材分類分成挑戰類型、競爭類型及表現類型三個小組。 

(二) 依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之精神及教材性質發展各年級課程架構，首先分析教材類別

特性、說明課程設計理念，在依學生發展特性發展課程架構。 

(三) 完成之課程架構初稿邀請領綱委員、小學師資培育教授、學科專家就不同視角進行

審查。 

(四) 研究小組與審查小組會議討論修改完成素養導向體育教材架構及教案示例。 

二、加拿大兒童身體素養評量工具第二版(CAPL-2-TC)中文化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國小五、六年級(高年級)的兒童為預試對象。預試期間共計發出367份問卷，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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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部分填答不完整之問卷，有效回收問卷是347份，回收率 95.55%。  

(二)CAPL-2-TC 問卷 

分為「每日行為」、「身體能力」、「動機和信心」、「知識和理解」四領域，以表現國小兒童的

身體素養。 

 (三)研究工具編製流程  

透過二位運動教育專家進行CAPL-2英文版的翻譯，翻譯完成後經兩位專家的討論整

合，再經一位教育系背景的資深國小體育教師審閱後，修改成適合國小高年級學童閱讀的中

文版本。本研究所完成的CAPL-2-TC中文版問卷共計18題23個答項，以此進行預試。 

(四)CAPL-2-TC 預試分析的統計方法  

1.以試題分析的點二系列相關與獨立樣本t考驗，檢測選擇題與填充題的鑑別力。 

2.以項目分析的獨立樣本t考驗與同質性檢定檢測問卷題目的鑑別力。 

3.以內部一致性分析衡量量表各構面題目的信度。 

4.以驗證式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測試各構面題數的信度、

聚合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一：國小三種主要類型素養導向體育教材架構及教案示例。 

(一)課程設計理念 

1.挑戰類型 

第一階段：使用 5E 教學策略於走、跑、跳與投擲的基本原理與遊戲，在活動過程中能透

過思考與討論來解決學習任務。 

第二階段：使用 5E 教學策略於跑、跳與行進間投擲的遊戲，及其相關的基本技巧與練習

策略，並懂得描述自己和他人動作的有效性 

第三階段：使用 5E 教學策略於跑、跳與投擲的基本動作，並能透過技能原理與學習策略

提高運動表現，挑戰自己的最佳紀錄 

2.競爭類型 

第一階段：以 PLAY 策略(遊戲比賽 Play game、小組討論戰術焦點 Learning focus、返回比

賽評估 Assessing、反思分享 Yes, we got it)，透過球類遊戲，培養學童攻守入

侵性運動相關的基礎運動能力如：簡易拍、拋、接、擲、傳、滾及踢、控、停

之手眼、手腳動作協調、力量及準確的控制，並透過思考與討論解決學習任務。 

第二階段：以 PLAY 策略，遊戲中利用王牌的設計，培養學童建立快攻的概念 (時間、空

間與人等互動關係) 與運動能力，如：攻守入侵性運動相關的拍球、拋接球、

傳接球、擲球及踢球、帶球、追逐球、停球之時間、空間及人與人、人與球關

係概念。最後運用這些能力，以修正式樂趣化比賽，提升學童對於規則、快攻

與比賽概念的能力。 

第三階段：以 PLAY 策略，培養攻守入侵性運動基本動作、基礎戰術與概念，並在比賽過

程中培養合作、競爭等運動精神與態度。在五年級以推進單元－翼之王牌之教

學模組課程實施，而六年級已目標單元－左右開攻之教學模組課程實施之。 

3.表現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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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肢體展現動作美感、表達情感與思想、創意、動作技巧與文化精神，同時能欣

賞各種表現類型及文化特徵，為了提升身體知覺的意識，並為了因應課綱，故以體操、

舞蹈、民俗運動(跳繩、毽子、扯鈴)等三個項目進行課程安排。體操課程:為了讓學生適

應與培養基礎的身體發展，故體操課程安排在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比例較多，難易度也

會逐漸上升但節數則是逐漸減少；舞蹈課程:包含土風舞、創作性舞蹈，平均分布於各學

習階段，但難易度會從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逐漸上升；民俗運動課程:當學生身體發展穩

定且動作技能更為成熟時，較能學習技能需求較高的民俗運動，故將民俗運動節數從中

年級到高年級逐漸遞增。 

(二)課程設計架構 

包括挑戰類型三個階段計 48 節，競爭類型三個階段計 72 節，表現類型三個階段計

60 節，總計 180 節，詳如附錄一。 

(三)教案示例 

依據新課綱精神及格式，從學習重點之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交織出學習目標，並

說明與領綱核心素養之呼應，三個類型各有一個詳細的教案示例，詳如附錄二。 

研究結果二：加拿大兒童身體素養評量工具第二版(CAPL-2-TC)中文化 

(一) 描述統計 

本研究共有效收取國小五、六年319名學童問卷，其中男學童178名(1.719)、女學童141

名(1.658)，學童平均年齡11.22歲(0.647)。 

CAPL-2-TC的選擇題A1與A6的內容是調查:從事使心跳和呼吸加快的身體活動(例如運

動和遊戲)，每週至少60分鐘以上的天數與每天的分鐘數，不牽涉對錯與選擇高低的問題，

因此這兩題以描述統計處理。 

(二) 試題分析 

CAPL-2-TC認知與理解部分，試題分析結果(表2)，在點二系列相關部分，每題選擇與

填充題與其測驗總得分間相關皆達顯著差異 (p<.05)，表示所有試題的相關係數高，鑑別力

良好；在難度方面，再經獨立樣本T檢定高分與低分組現，除選擇題A4之外，其他題目的難

度指數均在.650以上，全部題目鑑別度皆在.30以上，表示題目優良可用 (Ebel & Frisbie, 

1991)。 

表2 試題分析摘要表 

題號 高分組答對率 低分組答對率 難度(P) 鑑別度(D) 點二系列相關 備註 

A2 0.951 0.417 0.684 0.534 .513* 非常優良 

A3 0.963 0.559 0.761 0.404 .489* 非常優良 

A4 0.494 0.189 0.342 0.305 .361* 優良 

A5-1 1.000 0.520 0.760 0.480 .717* 非常優良 

A5-2 1.000 0.677 0.839 0.323 .610* 優良 

A5-3 1.000 0.457 0.729 0.543 .666* 非常優良 

A5-4 1.000 0.402 0.701 0.598 .652* 非常優良 

A5-5 1.000 0.520 0.760 0.480 .657* 非常優良 

A5-6 1.000 0.661 0.831 0.339 .634*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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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項目分析 

在CAPL-2-TC動機和信心方面，以有效樣本323人，取問卷總分最高與最低27%進行獨

立樣本t

考驗，求

出量表

個別題

目的決

斷值 

(CR

值)。結

果顯示 

t 值統

計量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值])，均有在3.00以上，所有題項的CR值介於13.205至23.920之間，

皆達顯著水準 (p<.05)()，表示所有題項皆俱有良好鑑別度。  

(四) 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以Pearson積差相關考驗12個題項與總題項的相關情形，結果各題

項與總題項的相關係數在.674至.820間，皆達顯著的中、高度相關 (p<.05)，表示題項間所要

測量身體素養的動機和信心的一致性頗高；另外採用一致性考驗方法，結果12個題項刪除後

的α係數 (Cronbach’s Alpha)均較未刪除前的總題項α係數表3 為低，表示本研究內部一致性

高，皆是具有不錯信度的題目，皆可保留。 

(五) 驗證式因素分析 (CFA) 

進行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考驗，來檢驗問卷的建構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

本研究在CAPL-2-TC動機和信心問卷模式的設定上，四個因素各自有 3 題對應的問卷題

目，形成二階CFA，所考驗模式的結果如圖 1 所示。  

表3 驗證性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號 決斷值 

(CR值) 

題目與 

總分相關 

校正題目與 

總分相關 

B1 15.691* 0.692* 

0.636 

題項刪除後
的α係數 

備註 

B2 15.416* 0.723* 0.670 0.928 保留 

B3 17.894* 0.773* 0.728 0.927 保留 

B4 20.462* 0.762* 0.710 0.925 保留 

B5 23.920* 0.812* 0.774 0.926 保留 

B6 13.205* 0.674* 0.618 0.924 保留 

B7 14.071* 0.718* 0.659 0.929 保留 

B8 13.900* 0.714* 0.654 0.928 保留 

B9 18.863* 0.820* 0.776 0.928 保留 

B10 21.734* 0.815* 0.764 0.923 保留 

B11 20.535* 0.778* 0.717 0.924 保留 

B12 22.759* 0.811* 0.759 0.926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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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CAPL-2-TC動機和信心問卷二階驗證式因素分析結果 

 

CFA採用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為估計方法，設定每一個測量題目的因素變

異及共變被自由估計，誤差項間對設為獨立而無任何共變估計。整體模式的配適度檢定上可

分為「絕對適配度」、「增值適配度」與「簡約適配度」等 (吳明隆、淦金堂, 2017)，整體適

配度結果如表5： 

1.絕對適配度  

本樣本之χ2值=150.926、自由度49，達顯著水準 (p<.05)，表示模式與觀察資料並不

適配。但是卡方值容易受到樣本數量大小的影響，因此學者不建議只單純看卡方值。本樣

本之GFI值為 .921，代表此模式適配度良好。殘差均方和平方根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RMR]本樣本的RMR值為.045，表示模式的適配度佳。漸進殘差均方和平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本樣本的RMSEA值為.08，表示模式的適配度

算良好。 

2.增值適配度  

本樣本CFI值=.961、NFI值=.944、TLI值=.948、IFI值=.961、RFI值=.925皆大於.90以

上，表示模式的適配度相當完美。 

3.簡約配適度 

本樣本PGFI值=.578、PNFI值=.701，皆大於.50以上，表示模式的適配度良好。 

表4 整體模式之適配度指標摘要表 

統計檢定量 分析結

果 

適配的標準與解釋 模式適配判斷 

1絕對適配度指數    

χ2值 150.926 >.50 (未達顯著水準)  

GFI .921 >.90，良好適配 是 

RMR .045 <.05，良好適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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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EA .080 1.0>尚可>.08、<0.08，良

好適配 

尚可 

增值適配

度指數 

   

CFI .961 >.90，良好適配 是 

NFI .944 >.90，良好適配 是 

TLI  .948 >.90，良好適配 是 

IFI .961 >.90，良好適配 是 

RFI .925 >.90，良好適配 是 

簡約適配度指數    

PGFI .578 >.50，愈高愈好 是 

PNFI .701 >.50，愈高愈好 是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本計畫經嚴謹過程發展之素養導向課程架構與應用 5E、PLAYRUL 教學策略所發展

之教案設計具有創新性與符合新課綱之精神，可用以實施教學以培養國小學童之身體素養。 

(二)本計畫修訂的 CAPL-2-TC 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可以用來測量學童的認知與和理

解、動機與信心方面的身體素養，作為下一階段了解身體素養學習成效的測量工具。  

二、建議 

本計畫發展之課程架構與教案，未來在教學實施上仍須對實際操作的教師進行增能、溝

通，以確保課程設計精神之發揮。此外課程設計過程雖已儘量嚴謹，然教學場域不同、情境

多變，研究過程仍須隨時調整，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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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際高等教育體育學會(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Écoles Supérieures d' 

Éducation Physique. International, AIESEP)是一個國際性的高等教育體育專業學

會，旨在促進國際體育課程、教學、師資培育、身體活動教育的高品質研究。

因此，此次科技部補助研究團隊所研擬的素養導向體育課程計畫，期望透過此

研究社群的平台，提出臺灣在該研究議題設計與實務規劃之經驗，同時國際的

研究者進行討論與交流。交流過程頗受好評，並列為 2019 國際高等教育體育學

會的後續重要研討議題。主要期望藉由不同國家的經驗和作法，以及所面臨的

困境與解決之道，運用科研方式協助 12 年國教課程，以落實素養導向體育課程

與教學，邁向發展學生終身身體素養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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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研究團隊就由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專案，期望透過研究促進體育課程與教

學實務的品質，因此配合國際身體素養的體育目標趨勢，規畫發展素養導向的國

小體育課程，並著手開始進行研究與探究實務應用的可能。 

    國際高等教育體育學會(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Écoles Supérieures d' 

Éducation Physique. International, AIESEP)是一個國際性的體育教育專業學會，旨

在促進國際體育課程、教學、師資培育、身體活動教育的高品質研究。國際高等

教育體育學會的成員來自全球各主要體育與運動的大學、學院、研究機構和個人

會員組成，為運動教育方面的專業和實踐，運用科學與系統的研究方法，促進和

支持終身的體育教育活動。國際高等教育體育學會為促進與國際社會分享新研究

的專業知識，促進跨文化研究，每年均會定期與國際大學研究機構合作，舉辦年

度國際會議，倡導體育課程、體育教學、身體活動、師資與教練培育之研究，提

供政府和國際機構在研究方面的諮詢。 

    國際高等教育體育學會(AIESEP)2018 年於英國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舉辦，此次研討主題為「創造體育與運動教育繁榮與永續的未來」，其

中國小體育、身體素養、師資培育是此次會議的重要子題。此次會議，共有 30

多國超過 350 人與會參加發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共有四位教師參加，

包括林靜萍教授、施登堯教授、以及掌慶維助理教授、以及曾明生講師四人參加

會議與進行研究論文發表，同時亦有博士班 3 位與碩士班 6 位同學參加會議與進

行研究論文發表。 

      

二、過程： 

（一）理事會議 

    掌慶維助理教授自 2014 年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申請加入國際高等

教育體育學會理事代表，因此每年在國際會議研討之前，均會進行會前理事會

議，討論國際高等教育體育學會的運作、發展、與國際合作情形。掌慶維助理教

授目前負責國際合作小組，擬定、執行與促進國際合作之計畫。此次會議已確立

2020 年至 2021 年的研討會舉辦國家與地點，分別於美國紐約、中國香港、加拿

大阿爾貝塔的會議主題與探討子題。 

   2018 年國際高等教育體育學會理事會將進行理事重新改選工作，此次有日

本、瑞典、荷蘭、希臘、加拿大等許多新會員代表希望參與理事選舉，在經過一

分鐘的政見發表後，分別由學術機構會員與個別會員進行新任理事的票選活動，

在緊張的氣氛下，最後選出 2018-2022 AIESEP 16 位新任理事為國際高等教育體

育學術與專業發展進行推動工作。非常感謝在國際友人的支持下，掌慶維代表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繼續協助 AIESEP 進行 2018-2022 任期的服務工作，為後續的橋

接工作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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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018-2022 AIESEP 新任理事 

 

 

    此次發表包含四場專題演講、專題論壇、口頭發表、以及海報發表。我們參

與的發表包含大會專題演講、專題論壇、口頭發表、海報發表等項目。以下說明

如下： 

 

（二）開幕典禮 

    此次開幕是在愛丁堡大學素負盛名的 Playfair Library，從文化、歷史的觀點

介紹 AIESEP 的理念與此次 AIESEP 探討的主要重點，臺灣運動教育學會理事長

潘義祥教授亦帶領研究生一同出席開幕典禮。 

 

  

圖二 開幕典禮 會長致詞 圖三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代表團 

 

（三）專題演講 

    第一場專題演講是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Laura Azzarito 教授主講，講題為

"Look to the Bottom": Re-writing the Body Curriculum Through Storylines”，她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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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從不同種族膚色、不同性別角度的觀點，我們學校的課程是如何看到身體，學

生又是如何受到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從而看待自己的身體實踐，她建議體育教育

人員能夠從批判教育的角度，重寫關於課程中的「大論述」的身體故事，而應能

採取由下而上的「小論述」敘說形式中，從中建構屬於學生自己的身份認同，其

中關於如何論述身體的方式對於認同是扮演關鍵角色。 

 

圖四 Laura Azzarito 教授的專題演講 

 

    第二場專題演講是由土耳其教授 Mustafa Levent Ince 主講，他的講題

是 ”Supporting learning of practitioners and early career scholars in sports 

pedagogy”，透過他個人自身在土耳其從事體育教育工作的經驗，他透過研究與

建立學習社群的形式，描述他如何解決土耳其關於體育課程與教學上所遭遇的問

題與解決策略，應用研究與大數據的資料，協助實務的推動。 

    第三場專題演講是由英格蘭 Meg Maguire 教授主講，她的講題是”Policy, 

Contextual Matters and ‘Unintended Outcomes’: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in 

neo-liberal time”，這個講題主要是針對英國教育制度在新自由主義下，由市場導

向所推動教育改革政策產生的影響，主要問題是當學校效能不彰時，教育市場化

在帶來效能提升影響的同時，也帶來非意圖的負面影響。由於英國整體教育政策

在新自由主義的推波助瀾下，學校教育革新走向外包化、私有化，她希望藉由英

語教育政策的例子，提醒體育教師專業人員應思考的問題。 

    第四場分別是由瑞典 Mikael Quennerstedt 教授進行專題演講，他的講題是”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art of teaching -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pedagogy ”，他的主要論點在於當今的體育教育實

踐，在社會大眾期盼學校體育課程與教學可以解決關於身體活動量不足的問題，

使得體適能的概念與實踐方式受重府重視，然而體育課的主要目的並非只有身體

活動量，因此「體育課」對於協助「體」的問題解決並非有很顯著的效果；然而，

當再進一步考察「體育課」的「育」時，往往「教育」的成份卻並非可以顯而易

見，反倒是各種技能的學習才是主要的焦點內容，因此一個既無法關照「體」又

無法根植「育」的「體育」，是今日體育教育在教與學實踐上的重要挑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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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體育課教與學的轉型，體育應為一個生成的教育學、有意義的教育學、批

判探索的教育學、社會正義的教育學、重視多樣性的教育學，用以重新思考兒童

在教育中的觀點、體育的開放性、體育教學的藝術做為轉型的方式。 

 

（四）口頭發表 

    此次由掌慶維進行一篇口頭發表內容，主要將研究計畫所發展的素養導向課

程架構與教材內容在國際上分享臺灣的經驗與發想歷程，運用較著重整體性

(Holistic)的教學架構，期望能培養學習者的身體素養，與會者在問題討論中則提

及關於學生對於素養導向體育課程的學習反應為何，以及後續體育教師師資培育

的相關課題。 

 

 

 

圖五 口頭發表 圖六 口頭發表會後臺灣師範大學代表

團與主持人 Paul Wright 合影 

 

（五）海報發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曾明生透過海報發表方式，分享一篇關於素養導向動作教

育的教材實施應用在國小教師培訓上之研究，會中與許多關心國小動作教育與國

小非體育專長教師課題的學者進行討論與交流，期間收穫豐富。此外，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運動教育學群的研究團隊，在林靜萍教授的帶領之下，共有八篇海報發

表，內容包括身體素養與體育學科素養的建構、素養導向體育課程之建構、行動

學習擴增實境體育教學、國小非體育專長教師之專業發展等，發表過程討論熱

烈，其中有團員的海報曾入選前六名的討論，惟因英語口語表達較不佳，不如英

語系國家優異，無法獲得提名進入海報獎前三名，甚為可惜。此次海報發表獎第

一名的研究課題為”Walker finds his wiggles: Formative process in developing a 

picture book to foster physical literacy in young children”，正是關於如何以繪本方

式進行身體素養形成性評量的一篇論文，在研究議題性與創新性上皆有其代表

性，亦與此次科技部研究計畫有所關連，在此會議發表後得到重要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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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曾明生於海報發表會場 圖八 掌慶維、林靜萍於海報發表會場 

 

三、心得： 

    非常感謝科技部經費的補助與支持，使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能在 2018 年國

際高等教育體育學會(AIESEP)順利獲選為 2018-2022 任期的理事，繼續為臺灣、

以及東亞地區日本、韓國的體育與運動教育學做聯絡橋樑，促進體育學術研究的

國際合作與交流。 

    由於此次研討會在英國舉辦，其整體教育政策在新自由主義的推波助瀾下，

學校教育革新走向外包化(outsourcing)、私有化，連帶學校體育課和體育教師也

有外包化的趨勢。然而，是否開放、自由選擇、彈性與學校效能會有必然的連結，

體育教育過程中的社會正義是否會受到忽視？借鏡英國的發展現況，臺灣宜儘早

強化體育教師的專業發展，從倫理規範的建立、專業發展路徑的規劃、專業發展

方式的設計、專業發展的運作等議題，皆需積極發展計畫嘗試解決，需要在體育

課程與教學上轉型，以因應未來的挑戰。 

    其次，此次論文發表學習頗多，同時亦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教育學群研

究團隊正在進行研究的課題，與國際學術研究單位進行交流。具體而言，就身體

素養（physical literacy）的研究議題主要可分為四個部分：（一）身體素養的概念

釐清、（二）身體素養的課程與教學設計、（三）身體素養導向的實證研究、（四）

身體素養的評量，由於國際上在理解身體素養的概念有所差異，使得（二）、（三）、

（四）的發展上會有所不同， 因此 2018 開始有許多發表是針對身體素養的概念

再做釐清。臺灣團隊所發展的概念主要是依照 Whitehead(2010)的概念，紮根於

身體素養在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的哲學基礎，採取整體性(holistic)、情境性、脈絡

性的觀點發展教材，連結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的精神，惟針對（三）身體素養導

向的實證研究與（四）身體素養評量挑戰的課題，國際上目前積極投入相關研究

之外，主要的困難點在於該如何解決依據身體素養的概念進行評量，而非加疊各

種評量工具所測得的結果，亦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教育學群研究團隊所正在

思考與解決的課題之一。 

    此外，面對身體素養的課程與教學設計，對於在體育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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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開展亦同時產生影響，因此連帶影響著該如何著手體育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學

的規劃，以因應素養導向的教學實踐。國小體育師資培育的品質，是學生身體素

養建立的關鍵基礎。因此，2019 年國際高等教育體育學會將繼續延續國小體育

師資該如何培育的課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教育學群研究團隊正著手相關研

究計畫，預計於 2019 年 6 月 19 日至 23 日國際高等教育體育學會(AIESEP)於紐

約長島 Adelphi University 舉辦的研討會進行發表，提供臺灣的研究經驗供國際參

考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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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項次 內  容 

採納情形 

（請勾選） 

已採行 未採行 研議中 

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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