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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旨在發展以身體素養為基礎之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之結構與內
容，於實際課堂中實驗之，並針對師資生之學習表現進行課程設計
之評鑑。身體素養為導向的體育師資培育課程應著重於發展整全的
學習經驗，不僅要能連結過去的受教經驗，而且必須讓師資生有接
受相關學習和應用所學之適當經驗。其實施有必要逐步讓師資生了
解教師角色的工作與責任，讓師資生在課堂中進行教師角色的摸索
和探索專業成長所需的知識內涵，而非依循過往仍強調灌輸式的知
識傳遞方式。接受身體素養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之師資生，其對於教
材的掌握能大致上有個模糊的印象，且口語表達上也能有長足的進
步，只是對於那些與舊知識有差別的知識內容，以及不同於既有價
值信念之教學觀點，往往難以內化為師資生專業學習之養分，此實
為較可惜之處。未來有待思考的課程設計方式或可從觀念解構和價
值轉變之作法，先瓦解原有的知識/價值體系，在設法在認知基模內
嵌入身體素養相關的概念內涵與操作方式。
中 文 關 鍵 詞 ： 核心素養、課程設計、模式本位教學、認知基模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aimed at developing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s
of the physical literacy-oriented PETE program,
experimenting on the program in a real classroo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evaluating pre-service teachers’ learning
performances. PL-oriented PETE program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holistic learning experiences, which connect
past experiences as a student and let pre-service teachers
have appropriate experiences to be taught by PL-informed
practices and to apply what they learned. Its
implementation should progressively assist pre-service
teachers in understanding the works and duties of a
teacher, guiding them to inquiry about the roles of a
teacher and explore the knowledge that is needed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following traditional
means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 an infusion way.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who accepted the PL-oriented PETE program
could have a blurred image of the contents and made
progress on spoken expression; however, that knowledge
which is not equilibrium with acquired knowledge and
differed from their values and beliefs would be pretty
difficult to be internalized as pre-service teachers’
nutrition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 It is worthy of
starting with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idea deconstruction
and value transformation that breaks down the original
knowledge/value system first and latter tries to embed PL
related connotations and operations into their cognition
schema.
英 文 關 鍵 詞 ： core competencies, curriculum design, models-based
instruction, cognition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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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發展以身體素養為基礎之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之結構與內容，於實
際課堂中實驗之，並針對師資生之學習表現進行課程設計之評鑑。身體素養為導
向的體育師資培育課程應著重於發展整全的學習經驗，不僅要能連結過去的受教
經驗，而且必須讓師資生有接受相關學習和應用所學之適當經驗。其實施有必要
逐步讓師資生了解教師角色的工作與責任，讓師資生在課堂中進行教師角色的摸
索和探索專業成長所需的知識內涵，而非依循過往仍強調灌輸式的知識傳遞方式。
接受身體素養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之師資生，其對於教材的掌握能大致上有個模糊
的印象，且口語表達上也能有長足的進步，只是對於那些與舊知識有差別的知識
內容，以及不同於既有價值信念之教學觀點，往往難以內化為師資生專業學習之
養分，此實為較可惜之處。未來有待思考的課程設計方式或可從觀念解構和價值
轉變之作法，先瓦解原有的知識/價值體系，在設法在認知基模內嵌入身體素養
相關的概念內涵與操作方式。
關鍵詞：核心素養、課程設計、模式本位教學、認知基模

This study aimed at developing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s of the physical
literacy-oriented PETE program, experimenting on the program in a real classroo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evaluating pre-service teachers’ learning performances.
PL-oriented PETE program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holistic learning experiences,
which connect past experiences as a student and let pre-service teachers have
appropriate experiences to be taught by PL-informed practices and to apply what they
learned. Its implementation should progressively assist pre-service teachers in
understanding the works and duties of a teacher, guiding them to inquiry about the
roles of a teacher and explore the knowledge that is needed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following traditional means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 an
infusion way.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who accepted the PL-oriented PETE program
could have a blurred image of the contents and made progress on spoken expression;
however, that knowledge which is not equilibrium with acquired knowledge and
differed from their values and beliefs would be pretty difficult to be internalized as
pre-service teachers’ nutrition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 It is worthy of starting with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idea deconstruction and value transformation that breaks
down the original knowledge/value system first and latter tries to embed PL related
connotations and operations into their cognition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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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之發展、實施與評鑑
壹、 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改革已於 108 學年度 (2019 年) 正式實施，宣告了
「能力」導向教育走入歷史，代之推動的是「素養」導向教育，此次教育改革不
僅注重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與教學施為，更加重視的是學習的情境脈絡性，
以及終身學習的重要性 (教育部，2014)。這樣的教育變革基本上依循的是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的建議路線，強調學習者的能動性和身處情境中的安適狀態，才是所有教育系統
應當格外重視的環節，換句話說，教育的價值展現於培養能面對環境中存在的挑
戰並做出適切回應的個體 (OECD, 2018)。
回應素養導向教育革新，學校教育中的所有學科/群科無不致力於思索如何
落實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評量及相應教育行動，使得素養教育的理想與願景
得以在推動初期即在教育現場中發酵與萌芽，為後續人才的永續培育奠定基礎發
展路線。在此階段，體育學科順應國際體育革新趨勢，引進「身體素養」概念
(Whitehead, 2001)，認為體育在學校課程中的正當性應立足於體現 (embodiment)
在人類學習中的關鍵地位，其強調學習應該是一種身心共同參與在特定情境中的
行動，所以應當以身心一元的視角來進行關照，而且存在主義和現象學中關注個
體與環境間密切互動及相互依存的想法 (Pot, Whitehead, & Durden-Myers, 2018)，
亦不應該被屏除於個體成長與發展的規劃範疇，試著將學習導向個體涉入環境中
的整體發展。根據國際身體素養協會 (International Physical Literacy Association,
IPLA) 之定義，身體素養被界定為「重視且負責任參與終身身體活動的動機、信
心、身體能力及知識與理解。」此一定義為身體素養的持續推展提供了可參照之
基礎。
只是，素養導向教育當前的推動策略，較少觸及作為推動教育現場第一線人
員的教師之培訓，不論是針對職前教育階段的師資生，或是在職階段的現場教師，
如何協助他們理解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並成為可以操作素養教育的核心推動人
力，實是教改推動之初急待關注和處理之課題。從 Robinson, Randall, 與 Barrett
(2018) 的研究可知，第一線教師對於身體素養或教育新觀念之認識，往往存在
著誤解，並隨而來的即是教學行動上未能對應之情況。有鑑於師資培育對於身體
素養導向教育實踐者培育之重要性 (Flemons, Diffey, & Cunliffe, 2018)，加上施登
堯與魏豐閔 (2017) 認為思索、開發及實驗素養導向體育師資培育課程對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推動之必要性，本研究即致力於發展、實施與評鑑素養導向體育師
資培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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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發展以身體素養為基礎之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之結構與內容，於實
際課堂中實驗之，並針對師資生之學習表現進行課程設計之評鑑。

參、 文獻探討
一、素養導向體育課程革新的全球擴散
在全球性課程改革的持續進程中，「素養」的概念已被發展為新課程的代名
詞和關鍵內涵，導引出新一波課程理論與實踐的全面更新和進化。我國已核定實
施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延續著相同的全球趨勢 (教育部，2014)，聚
焦「核心素養」以帶動教材教法的根本演進以及學習者與整體社會的協同發展。
審思此一課程革新傾向，它一方面標示著隱藏在全球化現象背後的現代性，正無
孔不入地擴散、滲入到相異社會或文化之中，不同國家對於理想國民或世界公民
具有某部分的共通想像，課程中的學習者被預期擁有獨立思考、問題解決、人際
溝通及科技運用等素養，從而幫助國家在資源爭奪、經濟發展或國際領導等現實
競賽中得以脫穎而出、獨占鰲頭。另一方面，素養導向的課程革新傾向亦反映出
對素養概念詮釋上的自由度與不同一性，不同國家或地域在界定素養的過程中或
多或少地融入了既有的歷史文化與價值，繼而產生使用相同的語言指稱不同的所
指，或者透過所指得以獲知的能指卻採用了不同用語之問題，導致新課程的內涵
較難取得共識，而且其實踐也留有多樣的可能作法，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新的課
程總綱，其內容參採了 OECD、UNESCO 和 UE 的報告書 (蔡清田、陳延興，2013)，
然 而 這 些 組 織 事 實 上 使 用 著 不 同 的 語 言 ( 包 括 了 literacy 、 competence 及
competency) 在指稱「素養」，而且對於素養應該涵蓋哪些知識、技能及態度的
總和也存在著些許的差異，進一步凸顯了在地化課程的具體狀態和其不可忽略之
地位。
在體育領域方面，遵循著課程總綱的改革路徑，體育的課程發展與教學設計
也以素養理念為主要依歸。不同於一般教育領域對於核心素養的理論建構方式
(蔡清田，2011)，體育領域採納 Whitehead (2010) 所提出的「身體素養」 (physical
literacy) 的概念和理論框架進行呼應。Whitehead (2007) 將身體素養定義為「維
持個體適切水準且終身身體活動之動機、自信、身體能力、理解和知識」(p. 287)，
此一觀點係源自於對具身經驗 (embodied experience) 的把握與擁護，透過身體，
個體得以知覺與感受置身其中的外在環境，而且，個體的在世存有與生命意義更
須在身體上取得明證 (Whitehead, 1990)，所以在教育上的使用即強調個體內、外
在面向的整合與統一，重視各類身體活動機會的積累與身體經驗的終身延續
(Whitehead, 2007)。Lloyd (2016) 主張，此種以身體素養為核心的體育教學觀點，
有助於跳脫「體育即運動技能」 (physical-education-as-sport-techniques) 的傳統
框架，形塑出有別於以往的生機論 (vitalism) 典範，促使與動作能力展現同時發
2

生的思維、感覺和關係成為教學上的優先焦點，且個體動作如何與外界進行互動
及個體對動作的主觀知覺構成了此一存在哲學的核心主體，甚而能進一步憑之開
發出新的體育課程方案 (Lin, Shy, Lin, & Chang, 2017) 和課程支持工具 (Lloyd,
2015)。然而，對於身體素養的研究與討論畢竟仍處於起步階段，許多被提出的
觀點在未落於實證或未經檢驗的情況下，不免遭受挑戰、質疑和批判，而且有關
的提問其實十分多元且牽涉極廣，包括了最基本的如何進行身體素養的概念化
(Jurbala, 2015)，即至身體素養如何測量、影響身體素養提升的個人與環境因素有
哪些、什麼樣的介入方案有助於發展身體素養，以及擁有較高水準的身體素養真
的能對個體或社會有所幫助嗎等問題 (Corbin, 2016; Longmuir & Tremblay, 2016)，
甚至在考量跨文化、跨年齡層的情況下，上述許多問題都值得重新思考且有不同
的答覆 (Longmuir & Tremblay, 2016)，顯見現階段身體素養的全球擴散與發展，
雖為體育課程的未來開啟了嶄新的契機，不過也同時造成了一些尚待解決的現實
問題。
二、師資培育配套有待同步更新與重建
值此諸多國家傾力推動身體素養之際，一項明顯的疏漏為師資人力的培育與
增能。檢視各國的推動方向與成果，一大部分在於慎思自身文化脈絡下對身體素
養的詮釋與界定之外 (Corbin, 2016; Spengler, 2015)，另外一些部份則被著重於身
體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的研發與落實之努力。具體而言，Haydn-Davies (2010) 即
主張為能幫助學生持續發展其身體素養，教學者必須具備能操作多種教學策略或
教學形式之能力，方能有效處理教學情境中多重的學習者特徵、學習需求、教學
目標及教學條件／限制等情況，若從體育課程目標的角度切入，Metzler (2011) 亦
呼籲教學者應能採取模式本位的教學 (models-based instruction)，藉由不同教學
模式的交互運用，才能培養學生成為具備身體素養 (physically educated) 的身體
活動實踐者。在評量方面， Lloyd (2016) 介紹了她稱之為「功能到流暢」
(function-to-flow, F2F) 模式並呈現出評量實例，此一模式不再針對單獨地從學生
的動作技表現進行優劣判定，借助現象學的方法論基礎，新的評量模式以學習者
活生生的動作經驗為主體，採取動作觀察與經驗描述的捕捉方式，轉而評量動作
經驗本身的功能 (function)、形式 (form)、感受 (feeling) 及流暢性 (flow)，當能
在扭轉與學習者最直接相關的體育成績給定的前提下，引導他們體驗身體活動的
美好並實際地知覺身體活動過程的正向感受與個人意義。有鑑於動作技能對學生
能否成為具備身體素養的個體所扮演的重要角色，Silverman 與 Mercier (2015) 建
議課堂教學設計上應把握幾項原則，像是給予學生充足且適切的練習時間、注重
教材內容與學習任務的發展、實行特定的組織與教學策略 (如個別或互惠任務形
式)、經常地改變學習任務以及配合學生的技能水準安排任務，皆屬指導動作技
能學習時不得不注意的重要層面。前述研究與實踐上的努力，已為素養導向的體
育課程與教學提供了一些指引與例證，進一步迫切待解決的問題在於「如何培養
現任或未來教師具備設計素養本位課程和執行素養導向教學的專業能力呢？」，
3

這個問題所涉及的不再完全屬於學習與教學 (learning and teaching) 的範疇，而
是更大程度地外延到學習如何教學 (learning how to teach) 的研究課題。
任何的課程改革都需仰賴教師作為第一線的推動者，且所有的創新教學無不
植基於課堂中最直接的師生教學互動。如果教師的專業素養和實踐能力沒有隨著
新的課程與教學取向同步更新與重構，那麼對於任何教育創新的擴散必然會形成
阻礙。有鑑於此，已有學者提醒在全面推動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之際，亦應同
時關注且思索師資培育課程革新的發展策略與作為 (施登堯、魏豐閔，2017)。
以我們的觀察，國際上較有系統地致力於體育師資培育課程革新的案例為喬治亞
州立大學所執行的體育師資培育評估計畫 (Gurvitch, Metzler, & Lund, 2008)，師
培教師身兼了計畫推動者與研究者等多重身份，試圖去了解師資生、實習學生和
輔導教師對於模式本位教學的接受程度、落實狀態及知覺情形，從中不僅能掌握
在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中納入模式本位教學之具體成效，以模式本位教學為創新要
素之課程方案亦可更好地回應體育領域對身體素養的重視。回到國內的推動現況，
響應素養導向的教育趨勢，與體育師資培育課程直接相關的教材與教法的調整和
更新已在緩步進行，其中在教材方面，教育部正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
與評鑑中心執行「分科教材教法專書編輯計畫」 (https://dtmam.wordpress.com/)，
該計畫目的在於研發一套符應中小學課程改革、兼具理論與實踐且適合不同專業
發展階段教師參考之授課用書，而且目前已提出了一些專書編撰時的原則性建議
(張民杰，2017；張芬芬，2017) 並發展出初步的專書撰述框架 (程瑞福，2017)，
只是未來如要將一體呈現的意識形態課程 (ideological curriculum) 落實為各師
培單位可接受的機構課程 (institutional curriculum) 和師培教師可使用的知覺課
程 (perceived curriculum)，仍存在著一些過渡與轉化上的問題需要解決；另外在
教法上，師資培育單位已藉由個別計畫，開始指導實習學生設計素養導向的教案，
鼓勵他們運用模式本位的教學策略思考體育教學中的核心素養，同時督促他們實
踐「計畫─執行─反思」連貫緊扣的教學歷程，雖然師資生的教學基本上仍很難
跳脫學科中心導向或過去受教經驗的影響，但對參與師資生而言，他們的教學想
法最終得以匯集成未來可參考的教案彙編，且實際體驗了將如何將教學從想法轉
變為行動的完整過程，亦不失為一種有意義的學習經驗 (林靜萍、魏豐閔，2017)，
值得進一步研究師資生對這類學習經驗的知覺情形和其對他們未來的教學實踐
具有哪些正面影響。綜上所述，不論國外或國內的素養本位體育師資培育課程的
更新與重建，尚處於起步階段，有待更多的實踐者和研究人員的積極投入與協同
合作。
三、體育師資生的信念與知識改變
只是，在眾多可著力的體育師資培育課程的研究課題中，我們究竟最應先提
出和處理什麼問題才得以引導體育師資生接納且實踐素養導向的體育教學呢？
過去的研究已清楚地指明，個別體育教師抱持著不同的教學信念 (beliefs) 或價
值取向 (value orientations)，且這些內在的意識形態系統影響著他們的課程發展、
4

教學實踐和對學習者的期待 (如 Chen & Ennis, 1996; Curtner-Smith, 2001; Ennis,
1992; Tsangaridou, 2006)；不過，過去針對師資生群體所完成的部分研究報告卻
反映出，師資培育課程在改變師資生既有信念、知識或實踐方式時的力有未逮
(魏豐閔，2017；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Teacher Learning [NCRTE], 1991;
Lee, 2015)，此一結果一方面揭露了革新教學的發展確實相當緩慢，舊有的教學
觀念和實踐仍持續顯見於課堂之中，另一方面則凸顯出師資生過去受教與觀察教
學的學習經驗，確實對其如何理解教學與學習教學具有既深且遠的影響，致使那
些已然建構完成的信念或知識和視為理所當然的實踐方式難以被動搖或產生改
變，如此一來，勢必對推動和落實國家課程的教育計畫造成負面影響
(Curtner-Smith & Meek, 2000)，實在不得不慎。
實際上，關於這個難題始終不乏研究者投入其中，但不同研究報告所呈現出
的結果卻相當分歧且未有系統性的理論形成，像是 Canada (2017) 即報導了她所
發展的批判課程能夠影響師資生個人和／或專業上的發展與新理解，又如
Ingersoll, Jenkins, 與 Lux (2014) 也發現在課程中安排連貫的早期試教經驗有助
於發展師資生的學科教學知識，呼應上述結論，Kennedy (1991) 在報導「師資培
育與學習教學研究」的縱貫分析結果時即初步證實，相較於師資培育課程的架構
本身，課程中教授的內容和其特徵對於師資生的專業成長來說屬於更為關鍵的影
響因素；然而，一些以我國體育師資生為對象的研究成果卻指出，在師資培育課
程中學習不同於傳統教學方式的教學形式 (teaching styles) 時，師資生通常會利
用他們的先備知識，來主動地建構自身對於 Mosston 教學光譜的主觀認識，而且
他們的教學實踐亦傾向於運用那些較類似於傳統教學的教學形式，這些顯現於教
師知識獲得與應用的事實似乎暗示了師資生對於體育課堂中好的教與學的信念
系統並未有所動搖 (Wei & Shy, 2016)，緊接著在一項調查師資生實施模式本位教
學前後其價值取向的維持或改變情形之研究中，Chang, Shy, 與 Lin (2017) 發現
即便提供模式本位教學的課程內容和較長的課堂試教經驗，實地教學經驗並非影
響師資生價值取向改變的主要因素，而且僅有少數師資生的價值取向改變符應其
在課堂中實踐的教學模式的原初價值傾向，表示針對師資生信念或價值改變的課
程設計與發展仍有許多努力空間。不過，NCRTE (1991) 所提出的課程情境，包
括讓師資生親身體驗創新教學、實際觀察創新教學、具體操作創新教學以及獲得
實施教學創新時的現場支持等學習經驗，確實為後續課程調整與更新如何可能達
成師資生教學信念和行動上的實質改變給出了受用的原則性建議。

肆、 研究方法
一、個案研究
本研究採單一個案研究之設計 (Yin, 2014)，將國內某高等教育機構中體育
教材教法與運動教育學課程作為研究範疇，針對該課程範疇的兩門課程進行整體
性和細部的課程規劃和原則設定，接著再據以轉化為實施策略和行動，最後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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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評估師資生接受身體素養課程後之學習成效。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計有兩群研究參與者，其一為具體育師資培育教學經驗之師培教師，
其選取條件為至少具有五年師資培育經歷，且須熟悉身體素養的重要觀念。本研
究從中小學師資培育機構共招募了 7 位師培教師，分別有 4 男 3 女，其中 3 位之
任教單位以小教為主，另外 4 位則為國內主力培養中等學校師資之機構。另一類
研究參與者為修習研究課程之 36 位體育師資生，其中有 23 男 13 女。所有研究
參與者皆透過正式招募程序進行研究說明，且取得個別簽屬之知情同意書。
三、資料蒐集
本研究所得資料以質性資料為主，針對師培教師參與者而言，分別取得他們
回應身體素養觀念之開放性問卷及出席焦點團體訪談之逐字稿。另針對師資生參
與部分，則蒐集兩個學期修課須完成之學習歷程檔案，內容主要含括了課堂報告、
學習心得、教案設計等，可做為解析師資生專業學習進程之主要訊息來源。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依循 Yin (2014) 針對個案研究分析所提供的「解釋建立」
(explanation-building) 與「時間序列分析」 (time-series analysis) 之策略，進行不
同個體間質性資料之分解與綜合，藉以形成能說明體育師資培育課程發展、實施
與評鑑之系統解釋，並且確認發現本研究所關注的不同師資生表現變項之差異情
形與歷時改變。具體的分析程序，將先行依資料類型、資料蒐集時間、資料來源
等條件進行資料編碼處理，隨後則將各類研究資料轉譯為文字資料，即由影像、
語音訊息轉譯為文字訊息，以利後續的質性分析能在文字資料上進行作業。質性
資料的分析方式將以持續比較方法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進行操作
(Boeije, 2002; Fram, 2013)，透過成功地區辨、比較、歸納發生於研究場域中的事
實、事件、概念及觀點等現象，形成可用以解釋與理解體育師資培育課程現象之
主題、範疇、命題或甚至是理論。研究的信實度 (trustworthiness) 將透過不同資
料 (如觀察、調查、訪談等) 與不同資料來源 (如內部觀察者或外部觀察者) 的
三角檢核和參與者檢核 (member checking) 兩項技術來達成。

伍、 初步結果與討論
一、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之發展
(一) 體育師資培育課程本身應是整全的，也就是說，需要同步考量師資生過去的
學習經驗、與師資培育課程同步修習的其他課程以及現場教學實務與理論課
程之連結。
(二) 身體素養導向的體育師資培育課程必須觀照，師資生在進入師資培育系統前
做為「觀察的學徒」之角色，而且為能幫助師資生深刻了解何謂身體素養導
向的課程與教學，有待為師資生創造以身體素養為設計核心的學習經驗。
(三) 身體素養導向的體育師資培育課程有待提供師資生應用所學之機會，使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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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所學是可操作的，以增進他們對於新知識與技術之信心，於此同時，更
應考量學校對於價值社會化可能扮演的角色功能，慎選能讓師資生展現所學
且不致於信心受挫之實習學校。
二、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之實施
身體素養導向的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之實施，應當試著轉換師培教師於課堂中
的角色地位，從教學者為主導的課程實施方式，轉變為讓師資生可以透過學習活
動的設計進行探索與互學運作模式，如此才能讓師資生慢慢地在課堂情境中，去
轉換和熟悉擔任教師角色之工作與責任。
三、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之評鑑
(一) 實施身體素養導向的體育師資培育課程後，師資生逐漸熟悉擔任教學者的角
色，其語言表達有大幅的改變，然而這樣的轉變很多時候並不涉及課堂知識
的習得，多數師資生未能掌握以身體素養為核心的課程內容，顯然課堂知識
與實踐知識尚有不小落差。
(二) 另一方面，身體素養導向的體育師資培育課程對於師資生價值信念之轉變為
能發揮作用，多數師資生仍以舊有的價值系統思考現今的「體育教學」，認
為現在教育上所提的「素養」導向，和他們一直以來被灌輸的技能優先的觀
念無異，所以體育課的重點仍著重在技能培養和運動習慣的養成。

陸、 結論與建議
身體素養為導向的體育師資培育課程應著重於發展整全的學習經驗，不僅要
能連結過去的受教經驗，而且必須讓師資生有接受相關學習和應用所學之適當經
驗。其實施有必要逐步讓師資生了解教師角色的工作與責任，讓師資生在課堂中
進行教師角色的摸索和探索專業成長所需的知識內涵，而非依循過往仍強調灌輸
式的知識傳遞方式。接受身體素養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之師資生，其對於教材的掌
握能大致上有個模糊的印象，且口語表達上也能有長足的進步，只是對於那些與
舊知識有差別的知識內容，以及不同於既有價值信念之教學觀點，往往難以內化
為師資生專業學習之養分，此實為較可惜之處。未來有待思考的課程設計方式或
可從觀念解構和價值轉變之作法，先瓦解原有的知識/價值體系，在設法在認知
基模內嵌入身體素養相關的概念內涵與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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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赴國外發表研究成果，提前於會議前兩日抵達紐約，抵
美首日(6/17)主要著力於調整晝夜相反之時差，並熟悉住宿地點
周圍環境；接著次日(6/18)為能掌握本次會議將發表之論文主題，
以選擇預計出席之發表場次，研究團隊仔細檢視電子版會議手冊，
且投入準備本次將發表之研究論文。

來到會議首日(6/19)，我們早了許多來到 Adelphi
University 進行校園巡禮，參觀一所美國老牌私立大學，如何配
置校園空間和建置運動場館。隨後一行人來到會場準備開幕，這
時許多國際友人和與會人員也都抵達了會場，我們與這些新舊朋
友分享了近況，也談談近期研究工作上獲得的啟發或未來即將投
入探索的研究課題。開幕典禮上，包括主辦單位主席、校方代表、
學區代表及贊助單位皆派員出席且發表談話，展示各方代表對於
本次研討會的重視與期待。典禮後，大會特別準備了迎賓雞尾酒
宴，提供與會人員一個交流的場所。
研討會次日開始是連續三天的專題演講與論文發表，今年度
研討會的主題是「Building Bridges for Physical Activity and
Sport」，其中次主題之焦點在於將身體活動與運動和當前熱門的
課題相連結，如將常態性的體育與身體素養相連結，或是將情緒
學習與動態身體活動相關聯，感覺與長島所處的地理位置有所連
結，因位屬外島，所以生活上許多面向的互動與交流即須仰賴橋
體來維繫，以在既有的條件下滿足永續發展的需求。本次本人發
表的論文題目為「Drawing the blueprint: A physical
literacy-oriente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旨在假設若有一種素養導向的體育師資培育課程，那

麼它應該如何被架構起來，且其內容應該選擇什麼來填充。
除了論文發表這項任務外，本次出國亦受邀參與國際教學光
譜機構之會議，此項會議之訴求在於共思如何放眼世界，以散播
教學光譜的內涵給所有的體育教學者，使其學生能在體育課中獲
得最高品質的學習。這項會議的決議係為自委員會中選派數人擔
任核心成員角色，並透過討論草擬出未來可供依循的擴散策略與
作法，接著更進一步由機構邀集所有的委員會成員針對草案提出
更細部的行動策略和行動論述。
這次出國碰巧遇上所搭國內公司人員之罷工事件，這樣的事
件對民主國家而言實應是司空見慣的事，而且應該秉持自由的精
神予以鼓勵，然也因為是國內首次航空公司人員罷工，各方對於
此一勞工應有的權益不慎熟悉，所以在處置上也往往會產生思慮
不構周詳之處，像是確認聯繫窗口、了解航空公司運作程序、確
認消費相關保障等，不過確也因為此次經驗，未來若再遇上相同
境況，應會有較妥切的處理方式可供採納。
二、 與會心得
身體素養這一概念已被推展至世界各地，且亦有不少國家的
體育課程或運動政策援用身體素養作為革新的核心內涵，只是在
接受之餘，仍有許多問題值得持續探討和處理，像是部分研究在

思考納入身體素養於師資培育的不同層面時，依舊有研究者提醒
值得仔細考量將其串聯學校課程的必要性，也就是說，需要從裡
至外考量身體素養對於體育實踐與理論之具體助益，在此身體素
養引入臺灣之初期，我們亦需要審慎思考和實踐身體素養之於體
育理論與實踐向上提升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本次出國亦受邀參與國際身體素養組織之會議，會中創辦人
Dr. Ashworth 組成了 Spectrum Committee，作為規劃與執行該組
織未來推動教學光譜之委員會，本人、本校闕月清退休教授及本
校魏豐閔博士皆擔任委員會之成員，將在教學光譜的國際推廣工
作中扮演關鍵角色。於此同時，因會議中持續關注的是教學光譜
之研究，為此本人已邀集研究團隊，並試著尋求研究資源，將針
對教學光譜的歷史遞變進行探索，企圖抽離出教與學的本質內
涵。
本次出國因遇上國內航空公司的罷工事件，導致航班取消，
為能順利返台以儘快著手期末相關事務，我們一行人在遲遲未能
聯繫上航空公司海外專員時，僅能先行購置其他航空公司之機票，
確保回國日期，待回國後才辦理航班退票作業，從中學習到的經
驗是，未來若出國購買機票，或可選擇委由旅行社代訂機票，如
此若遇到航班有狀況時，將會有專人協助處理，而不會人在國外

還需要費心處理班機的問題。
三、 發表論文摘要
Since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literacy (PL) has been
considered in the agenda of Taiwan’s ongoing curriculum
innovation, it is beneficial for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reform their PETE programs in corresponding
with th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 and concrete practices
of PL. To do this, those teacher educators who coordinate
and operate individual programs should collaboratively work
as an alliance to discuss and plan for what a PL-oriented
PETE program looks like. This study aimed to collect and
synthesize teacher educators’ knowledge of developing a
PL-oriented PETE program as well as its outcomes of teaching
practitioners’ preparation. 7 Taiwanese teacher educators
who were familiar with PL and had at least 5 years of
experiences of preparing preservice teacher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qualitative case study. Thes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 in elementary
school group and 4 in high school group) and each was

interviewed as a focus group. Thematic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focus groups transcription and
the trustworthiness of interpretation was achieved through
techniques of triangulation and member checking.
Preliminary resulted revealed that 1) the
knowledge-practice incoordina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quasi-apprenticeship of observation” were the key
issues for program renewal; 2) PE preservice teachers were
expected to be the practitioners who can apply what they
learn in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work and learn to teach PE
in an innovative way; 3) however, the strategies and actions
informing by teacher educators were relatively diversified
according to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of teacher
preparation in the native contex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eacher educators can constitute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to
reach a common consensus on the blueprint of PL-oriented
PETE program and start to progressively practice and revise
it in particular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f Taiwan.
四、 建議

1. 慎思身體素養納入臺灣體育課程之串接與必要性。
2. 探討教學光譜的歷史遞變以釐清教與學之本質。
3. 改委託旅行社訂購公務出國之機票。
4. 公務出國宜加保旅遊不便險。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Delegate_Information
2. Detailed Conference Program
3. Welcome and Program at a G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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