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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間自主運動實施模式創發經驗分享
饒僖真
臺北市志清國小訓導主任

一、緣起

(三) 都會區校地狹小，活動空間不足
亟待解決

(一) 都會區學童運動習慣亟待培養
過去幾年，本校在體適能前測完
成後，會依據孩子的檢測結果給予運

本校因校地面積不大，僅 10998
平方公尺，下課時間活動空間有限，
為避免意外傷害，低年級孩子在下課

動處方建議，但是否能確實改善，仍
取決於孩子後續是否執行自主運動以
提升體適能，而在後測對照下，成果
並不明顯，分析其原因，多數孩子未
能進行有系統且規律的運動是主因之

時間只能在操場週邊進行簡單的體能
活動，因此，學校有必要引導學生在
活動空間不足的情形下也能進行適合
的自主運動。

一。許多家長亦反應孩子沒有運動習
慣，希望透過學校課程幫助孩子養成
規律運動的習慣。

(四) 落實學生自發性及自主健康管理
的觀念建立
學生利用課間做健身運動，是幫

(二) 課間活動課程化模式亟待建立
學生雖然喜歡下課，但是只有部
分同學會到操場去運動，很多學生從
事靜態活動，甚至有的不知要做甚麼
活動。而「健康與體育」的目標在培
養學生擁有良好適能，生活在健康的
環 境 中， 同時擁有支 持的法規與人
群。鼓勵學生藉著健康行為的養成、
運動行為的培養與鍛鍊，改善自己的
健 康，同時在與別人 互動中影響他
人、社區與環境，以達到全人健康的
目的（教育部，2009）
。因此我們想要
使課間活動課程化，發展一個課間自
主運動模式，不僅幫助學生學習運動
技能，更要幫助他們覺察運動的重要
性，建立運動的習慣，一但有了這樣
的習慣，學習的行動就有可能在離開
校園以後還能一直延續下去，達到終
身學習的目的。

助學生達成健康體位 的重要方式之
一，我們希望透過創發有計畫規律的
課間自主運動模式，來落實健康促進
學校計畫中，幫助學生自發性及自主
健康管理的觀念建立（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 2011）。

二、課程規劃與實施
課程規劃與實施可以分為：（一）
課間自主運動模式簡介；
（二）課間自
主運動模式的目標；
（三）課間自主運
動模式的課程意涵；
（四）課間自主運
動模式基本資料；
（五）自主運動課程
化歷程；
（六）課程架構等六個部分來
加以說明。
(一) 課間自主運動模式簡介
課間自主運動係指本校老師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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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課時間，培養學生自主運動的能
力、養成學生自主運動的習慣、提升
學生自主運動的意願、培養學生自我
覺 察 的能力以及轉化 成正向學習態
度，本校先以一年級學生當作課程實
驗的對象，再逐步擴大到其他學年。
(二) 課間自主運動模式的目標
針對本項課程設定四項課程目
標，包含培養學生自主運動的能力、
養成學生自主運動的習慣、提升學生
自主運動的意願以及培養學生自我覺
察的能力。
(三) 課間自主運動模式的課程意涵
1.

學習樣態：利用每天課間時間進
行，在學習時間上是養成每天持
續運動的習慣。

(四) 課間自主運動模式基本資料
1.

以及能培養運動的習慣，以促進個人
健康，因此選擇一年級全體學生為對
象更具意義。
2.

選擇跳繩運動當自主運動的原因
(1) 跳繩運動是一項個人能夠獨
立完成的運動項目

課程屬性：引導孩子運用課間時
間，自己選擇一節下課時間，在
操場進行跳繩活動。

2.

會參與身體活動，發展適合其年齡應
有的運動技能，是身心健全且健康快
樂的，它重視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個別
差異。教師透過良好的課程規劃、教
材選擇與教學方法來滿足學生不同的
需求，培養學生成為成功的學習者（教
育部，2009）
。一年級學生是義務教育
的起點 ， 我們認為除 了學習知識之
外，更重要的是教導他們運動的重要

教學對象：本校一年級四個班級
的學生共 115 名學生參加。

跳繩是一項極佳的健體運動，能
有效訓練個人的反應和耐力，有助保
持個人體態健美，從而達到強身健體
的目的。跳繩運動的配備十分簡單，
只需一條繩、輕便衣服及一雙適當的
運動鞋便可；此外，跳繩所需的地方
也不多，無需租借特別場地，而且參
與人數不限 ，可單獨 一人或多人進
行。由此可見，跳繩是一項簡單方便，
容易參與的運動（香港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2011）。

國民教育的最終目標在培養健全
的國民，為了因應新世紀的需要，我
們的國民必須要有良好的適能，才能
擔負新時代的任務。體育的目標旨在
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體適能，而不是
塑造一個競賽的勝利者，去追求「贏」

跳繩的技術有很多種，因為本研
究是以國小一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因此選定需學會的跳繩動作是最基礎
的技術--個人前迴旋跳，即個人原地併
腳同時上下跳躍，不前後移動位置。

而已。也可以說，受過良好體育薰陶
的學生，不論其天分如何，皆應有機

(2) 跳繩運動能促進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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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11）
指 出運動量隨意 ，跳 繩節拍快慢皆
可，適合不同體能的人士參與，運動
時手、足、腦並用，有助加強身體四
肢的運動量及靈敏程度，跳繩是全身
運動，加速人體新陳代謝，增強血液
運行，強化血管功能。每天運動有助
保持均勻體態，促進身心健康。
(3) 跳繩運動能增強個人的體適
能
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11）
指出跳繩一下，猶如背負相等於個人
體重的物件跳一下，有助增強個人的
肌肉耐力和心肺功能。由相關研究發
現跳繩運動的實施，除了針對田徑選
手、羽球選手可以明顯的在腿肌力、
瞬發力、心肺耐力、敏捷性及平衡性
的 發 展 （ 林 漢 龍 ， 2009 ； 廖 介 佑 ，
2004）
。另外，也有分別針對低中高年
級學生做實驗，在高年級學生有效提
升學童協調性的發展的結論，中年級
學童的健康體適能及維持正常的身體
組成有改善的效果，對低年級學生來
說，多樣化跳繩活動能有效提升學童
協調性的發展，有助學童動作發展，
提升體適能水準，更能以跳繩活動做
為學童動作發展異常的初步篩檢（李
鳳珠，2011；陳志偉，2011 張碧娥，
2005）
。另外，吳義弘（2006）的研究
結論，跳繩訓練對國小學童健康體適
能有幫助，尤其是瞬發力和心肺耐力
最顯著，其中以每週訓練頻率三次以
上的組別在立定跳遠和八百公尺跑走
有顯著進步。
由上述的研究可以得知跳繩運動

是很適合學生的一項運動，而且對提
升學生體適能有很大的助益，因此，
本研究除了觀察學生進行跳繩教學前
後的進步情形之外，也要去了解跳繩
實施後與學生體適能（立定跳遠）進
步的情形。
(4) 符應健體能力指標
檢視健體領域能力指標，在低年
級方面可以從生長、發展；運動技能
以及運動參與等三方面來說明。
A.

生長、發展

1-1-4 養成良好的健康態度和習慣，並
能表現於生活中。
1-2-1 辨識影響個人成長與行為的因
素。
B.

運動技能

3-1-1 表現簡單的全身性身體活動。
3-1-3 表現操作運動器材的能力。
C.

運動參與

4-1-1 藉語言或動作，來表達參與身體
活動的感覺。
4-1-2 認識休閒運動並樂於參與。
4-1-3 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保持良好體
適能。
4-1-4 認識並使用遊戲器材與場地。
根據上述四項理由，因此本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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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選用跳繩運動來當作課間自主運
動的項目。
3.

(二) 課程架構

教學節數

自主運動在教學的實施上我們可
以用「實施吸引的作為」來統括，包
含宣導活動、自我大挑戰誓師大會、
進 行 跳繩教學、進行 跳繩前測與後
測、跳繩耐力大考驗、我知道了、我
想變花樣等七節課。

能
力
指
標

(一) 自主運動課程化歷程

1.生長、發展
1-1-4 養成良好的健康態度和習慣，並能
表現於生活中。
1-2-1 辨識影響個人成長與行為的因素
3.運動技能
3-1-1 表現簡單的全身性身體活動。
3-1-3 表現操作運動器材的能力。
4.運動參與
4-1-1 藉語言或動作，來表達參與身體活
動的感覺。
4-1-2 認識休閒運動並樂於參與。
4-1-3 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保持良好體適
能。
4-1-4 認識並使用遊戲器材與場地。

實施教學與評量
1.培養學生自主運動的能力（跳繩）
2.養成學生自主運動的習慣（跳繩）
3.提升學生自主運動的意願（跳繩）
4.培養學生自我覺察的能力

教
學
目
標
決定活動目標
培養學生自主運動的能力（跳
繩）
養成學生自主運動的習慣（跳
繩）
提升學生自主運動的意願（跳
繩）
培養學生自我覺察的能力

課
程
評
鑑
與
修
正

能力指標的連結

連
結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教
學
歷
程

宣導活
動

吸引的
作為

確立課程主軸
我知道
了

以引導孩子每
覺察課程需求
天參與為前提

跳繩耐
力大考
驗

1.都會區學童運動習慣亟待培養

以目標導向引
2.課間活動課程化模式亟待建立
足亟待解決

課間活動需要
４.落實學生自發性及自主健康
設計，才能引導孩
管理的觀念建立
子真實學習

圖1

課間自主運動課程化歷程圖

Ququ/
6ququ/q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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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他們挑戰

3.都會區校地狹小，活動空間不

教
學
評
量

自我大挑
戰誓師大
會

我想變
花樣

進行跳
繩教學

進行跳繩
前測與後
側

1.實作現場意見調查 ；2.學生跳繩紀錄檢
核表 3.跳繩與立定跳遠前後測；4.學生意
見訪談；5. 家長意見訪談 ；6.教師觀察
與省思

圖2

課間自主運動課程架構圖

三、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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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主運動課程的實施歷程分
為覺察問題、設定目標、初步方案形
成過程、訂定評量標準、吸引的作為、
方案修正過程以及效果評估等七個層
面來加以說明，以下依序說明之。

功能、跳繩與體適能的關係等等，舉
行多次教學研究會議來對本方案進行
論述，使得這項課程的推動能更具專
業性。
3.

初步方案形成

(一) 覺察問題
研究者在國小擔任教師工作已有

利用健體領域會議時間，兩位健
體任課教師規劃整體課程，擬訂活動

十六年的時間，發現本校位於都會區
的學校，學童普遍運動量不足，再加
上校地有限，一年級的學童剛入學，
還未建立課間運動的習慣，因此，想
針對一年級學童創設一個課間運動的

架構，訂定實施計畫與推動流程，形
成初步方案，以方便此項課程之推動。

模式。

根據四項課程目標，進一步設定
評量標準，如表 1。

(四) 訂定評量標準

(二) 設定目標
表 1 自主運動課程目標表

針對本項課程設定四項課程目
標，包含培養學生自主運動的能力、
養成學生自主運動的習慣、提升學生
自主運動的意願以及培養學生自我覺
察的能力。
(三) 初步方案形成過程
1.

目標

1.學生能利用跳繩完成前迴
（一）培養學生自主

旋跳連續 10 下。

運動的能力（跳繩）

2.學生能利用跳繩完成前迴
旋跳連續跳 30 秒。

（二）養成學生自主
運動的習慣（跳繩）

專業對話

研究者擔任訓導主任多年，在寒
假 備 課與一年級級任 教師討論課程
時，大家對於本問題有高度的共識，
因此大家覺得要幫助學童建立自主運
動的習慣是刻不容緩的事。

評量標準內容說明

1.學生能每天找一節下課來
跳繩。
2.學生能每週至少運動三天。
1.學生喜歡跳繩運動。

（三）提升學生自主

2.學生想繼續跳繩。

運動的意願（跳繩）

3.學生將來還想學其他跳繩
招式。
1.學生能察覺練習對提升運

（四）培養學生自我

動技巧的重要性。

察覺的能力

2.學生能察覺運動對強化體
適能的重要性。

2.

方案論述

在進行這項課程時，我們著手蒐
集健體相關文獻，包含跳繩的意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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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施吸引的作為

6.

1.

由老師將立定跳遠與跳繩前後測
結果分析來進行教學，引導學生覺察
運動與練習的重要。

宣導活動

為有效推動跳繩運動，分別針對
學生與家長進行宣導活動。

7.
2.

我知道了

我想變花樣

自我大挑戰誓師大會
觀賞跳繩教學影片，引導學生欣

請校長帶領一年級全體學生宣
誓，認真參與跳繩自主學習運動，並
請體育組長示範跳繩，以及講解跳繩
技巧及挑選跳繩時的注意事項。

賞各式跳繩招式，並且帶他們到操場
嘗試做其它跳繩招式的變化練習，進
一步體驗跳繩的變化及樂趣，以強化
後續維持跳繩自主運動的意願。

3.

(六) 方案修正過程

進行跳繩教學

在上課時，由健體任課教師利用
一節課進行跳繩教學，講解跳繩技巧

本活動透過教師的引導，讓學生
自由參加，在過程中，教師們透過觀

及示範動作，讓全班每個學生都能練
習，之後就是在每一節課剛開始做暖
身運動時，也將跳繩納入暖身活動之
一，提醒學生可以利用時間進行跳繩
運動。

察表現 ， 了解課間自 主運動實施成
效，後來設計跳繩檢核表，作為提醒
孩子每天規律運動的工具，再來修正
課程方案。
(七) 效果評估

4.

進行跳繩、立定跳遠前測與後測
在課程開始之初，先針對一年級

全部學生做跳繩與立定跳遠前測， 其
次再針對體適能—立定跳遠做後測，
在課程實施六週後之後，再做一次跳
繩與立定跳遠的測驗，觀察學生的進
步情形。
5.

跳繩耐力大考驗

透過教學後檢討會議、教師觀
察、學生檢核表、學生訪談結果、以
及家長意見回饋等來進行自主運動課
程實施後的效果評估。

四、發現與省思
(一) 課間自主運動模式的創發是目前
國小教育重要的課題

利用晨光時間舉辦跳繩耐力大考

目前國小階段的課間自主運動並

驗，同時間讓一年級四個班學生同時
在操場上同時利用三十秒跳繩。

未有系統的規劃與實施，本研究創發
課間自主運動模式，包含覺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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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目標、初步方案形成過程、訂定
評量標準、實施吸引的作為、方案修
正過程以及效果評估等七個歷程，足
以提供將來本校繼續實施或提供他校
參考的完整模式。
(二) 課間自主運動習慣的建立對國小
學童來說意義深遠
國小學童普遍運動量不足，雖然
有下課時間，但是，學生多數從事靜
態運動，並未養成課間自主運動的習
慣，本研究針對剛入學的一年級學童
來實施，期許他們能建立課間自主運

級任教師大力的引導與鼓勵，幾乎讓
所有學生能開始參與自主運動，建立
運動的習慣。
(六) 引 導 學 生 當 課 間 自 主 運 動 的 主
人，落實自發性及自主健康管理
在這個課程中，我們除了希望學
生能培養運動能力與建立運動習慣之
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學生對運動與練
習結果的覺察，來改變自己的觀念與
信念，逐步引導學生當自己課間運動
的主人，落實學生自發性及自主健康
管理。

動習慣。
(三) 跳繩運動對都會區的學童而言是
一項很適合的運動
都會區的學校普遍都是學生人數
眾多，活動場地空間有限，以跳繩來
當作個人自主運動的項目是很適合的
運動之一。
(四) 學生努力的過程轉化成學生正向
學習態度

(七) 家長的陪同與鼓勵也是自主運動
成功的關鍵因素
在這個活動中，家長的確扮演重
要的關鍵角色，除了能給孩子一些勉
勵回饋的話語，更重要的是家長在陪
同孩子跳繩的過程中，增強親子關係。
(八) 透過教師專業社群的專業對話，
引領教師專業成長
本研究是由三位健體領域教師、

從學生努力練習跳繩的過程，我
們發現學生除了在這個活動中看到自
己的進步，更增強了學生的自信心以
及養成堅持到底的精神，這些都能轉
化成學生的正向學習態度。

體育組長及訓導主任組成一個健體教
師專業社群，透過凝聚共識、蒐集資
料、專業對話、實驗教學、教學觀察、
省思回饋等方式來促使教師能聚焦在
學生學習時，也能在教學上不斷的精
進與提昇，引領教師專業成長。

(五) 學生建立自主運動的習慣需要教
師的引導與鼓勵

五、結語

在剛開始推動期間，部分學生仍
然未建立自主運動的習慣，經過各班

本校發展課間自主運動模式，在
一年級推動的實施成效良好，學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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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學會運動技能，經過教師幫助學生
自我覺察，養成運動的習慣，達成自
發性及自主健康的管理，未來，在本
校可以將此模式推廣至其他年級來實
施，也可以提供他校推廣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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