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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主任序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教學、研究、服務，是大學教授的天職。然而，在職務分工上，

這三項的比重會依個人才情、學校需求、生涯發展機緣有所不同，但

每項都相當重要，不可偏廢。 

過去在教師評鑑項目上獨重研究的情況已有改善，逢甲大學又是

以「教學卓越」著稱，教學創新當然是本校教師引以為傲的重點。教

授本校通識課程的老師多為教學導向型教師，儘管教學負擔繁重，老

師們仍勤於研究創新教學、教學方法改革，以及透過對學生學習成效

分析來改進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每每多有創見，有效帶動逢甲大學

基礎教學的改變，成效卓著，令本人多所感佩。 

有鑑於此，中心提議，在教育部推動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

外，每兩年舉辦一次「通識教育教學改進研究論壇會議」，讓老師們

可以將教學過程中的研究，轉換成工作論文，透過交流能彼此參考，

甚至能具體應用在教學創新上。此次已是第二屆舉辦教學改進研究論

壇，承辦同仁除了改進論壇的發表流程與方式，更邀請多位認真教學

的老師發表精彩的研究成果，足以提供不同類型的通識課程參考。 

未來，我們將持續舉辦會議，提供老師們教學研究發表機會，更

期待能夠以文會友、促進交流，讓教學創新成為所有老師引以為傲的

實踐成果，帶動教與學的熱情。通識教育必修課程，是所有學生培訓

最核心的奠基工作，它們不花俏、也不是那麼光鮮亮麗，但卻會對學

生產生深刻影響，也是學生未來成就最基礎的工程。 

本人深信，持續辦理教學改進研究論壇會議，會對逢甲通識教學

產生深刻影響。 

謝謝所有老師的付出，特別感謝體育教學中心佳哲主任與相關同

仁積極籌辦會議，凝聚通識中心的向心力。 

大家一起努力! 

 

 

 

翟本瑞於逢甲通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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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逢甲大學通識教育教學改進研究

論壇 議程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致力提升教學品質，也鼓勵老師從事教學

實踐研究，因此預定於2022年2月25日(星期五)舉辦「第二屆逢甲大

學通識教育教學改進研究論壇」，以下為活動資訊，歡迎各位師長踴

躍報名參加。 

 

日期：111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  

地點：逢甲大學體育館 5F 多功能展示空間 

活動內容： 

與會者提供的資料(A4 size, 直式 4 張)，由大會印出，將在場內展

示，並且進行綜合交流與討論。 

Podium Poster Presentations: Posters (A4 size, 4 pages) provided by 

the authors will be printed by the authority and will be on display in a 

central area where authors can discuss the work with interested attendees.  

 

時間 活動內容 

11:50-12:00 報到 

12:00-12:10 
開幕致詞 

通識教育中心  翟本瑞中心主任 

12:10-14:00 
茶敘 

討論式海報發表暨綜合交流 

14:00 賦歸 

 

主辦單位：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體育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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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運動導入英文教學對學生學習投入之影響 

王亭文1、王鈺琪2 

逢甲大學體育教學中心1、外語教學中心2 

 

一、 論文摘要 

研究目的：本研究為探討羽球運動導入英文教學，對學生學習投入

成效之檢驗。研究方法：以修習 109 下學年度創意運動英文學習課程

的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扣除未參與及資料篩選後有效樣本共計 37 

位同學。資料分析方法以相依樣本 t 檢定，驗證學生學習投入前後測

結果。結果：透過一學期的羽球運動與英文課程設計，學生在學習投

入前後測有顯著的差異，後測結果優於前測。結論：本研究以羽球運

動結合英語教學作為課程設計，發現對大學生學習投入有顯著的成效，

且學生們課後回饋皆以正向居多，建議教師可設計多元且有趣的課程

內容，對學生學習態度與樂趣有正向成效。 

 

關鍵詞：體育、通識、學習成效、教學實踐 

 

 

 

 

 

 

 

 

 

 

 

 

Email：tingwwang@fcu.edu.tw（王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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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背景與目的 

運動參與對大學生身體、心理與人際互動各層面上有相當多的好

處；然而，在大專的教學現場中，卻發現大學生的體適能狀態每況愈

下。隨著時代的演進與科技的進化，特別是大學生因課業壓力或其他

外在因素 (如： 社團、打工) 從事運動的機會逐漸減少，體適能狀態

就顯得相當重要。具備良好體適能或有運動習慣的學生在日常生活或

讀書時，有較佳的活力及適應能力，面對壓力亦有較好的因應能力，

對於課業或生活上的學習有直接助益。 

學生在大學端是否能有夠有效學習，學習投入是一項重要的檢測指

標  (黃玉，2000)，學習投入是學生認知與情感系統學習的基礎 

(Mosenthal, 1999)，而學生投入教育活動的時間與精力，更是學習成效

與自我發展的最佳預測指標 (Pascarella & Terenzini, 2005)。影響學生

學習投入的因素有很多，過去研究較侷限於類別變項的探討，如：學

生個人的性別、社經地位、種族、就讀科系、年齡；以及學校的公私

立別、類別、所在地、規模等 (Carini, Kuh, & Klein, 2006; Pike & Kuh, 

2004; Pike, Smart, Kuh, & Hayek, 2006; Porter, 2006; Ryan, 2005; Umbach 

& Wawrzynski, 2005; Zhao & Kuh, 2004)；較少研究探討發展性情境，

如：校園氣氛、教師課程規劃對學生學習投入的影響。 Greene, Marti, 

與 McClenney (2008) 認為學校有責任創造一個具有支持性的系統，來

提升學生學習投入程度；同樣的，教師亦須透過課程設計與安排，創

造提升學生學習投入的情境。 

除良好的身體狀態外，因應未來就業挑戰，英文更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能力。本研究期待以「運動英文學習課程」引發學生的學習意願與

興趣，提升學生學習投入程度，也期待學生經由本課程獲得知識學習

以外的能力與特質 (Barkley, 2010)。根據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目的為

探究羽球運動導入英文教學，對學生的學習投入成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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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以修習 109-1 運動英文通識課程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共計 37 

位學生，男生為 19 位、女生為 18 位，年級分布一至四年級皆有，

多數為二年級學生。 

 

  (二)、研究流程 

研究者於第一堂課進行研究說明，並強調是否參與研究並不影響學

期成績，請同學自由參與。在確認研究參與者後，於第二週授課前進

行學習投入程度前測；接著進行本學期課程，並於第十八週課程結束

後進行後測。扣除未達到操弄檢核與問卷填答不完整，並進行初步資

料檢視（含遺漏值分析、離群值檢驗、常態分配檢定），最終排除 2 份

無效樣本，總計有效樣本為 37 位學生。 

 

  (三)、評估學生學習成效方式 

本研究採用 Schaufeli, Salanova, Gonzalez-Roma 與 Bakker (2002) 

的「Utrecht 工作投入量表學生版」(Utrechtwork engagement scale for 

students, UWES-S) 的整體量表進行計分與學生學習投入成效之檢視 

(例題：當我在運動英文專題課程學習時，我覺得精神很好)，總量表內

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為 .88，共計 7 題，以李克特氏六點量尺 

(6-point Likert scale) 進行計分，分布從「完全不符合」1 至「完全符

合」6。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與相依樣本 t 檢定驗證研究問題，統計考驗

的顯著水準訂為α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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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暨研究成果 

本研究以相依樣本 t 檢定進行學習投入前後測結果檢驗，分析結

果發現， 學習投入前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t (36) = -4.54，p = .000，

d = -0.69。後測成績 (M = 5.15, SD = 1.07) 顯著高於前測成績 (M = 

4.44, SD = 1.00)。 

從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在經由一學期羽球運動導入英文教學課程

後，學習投入程度有顯著的提升，表示學生自發地在「創意運動英文」

課程中，投入大量的心理能量與行為 (Glanville & Wildhagen, 2007)。

Kuh (2009) 探討大學生在不同型態活動投入程度的研究指出，高學習

投入的大學生有較高的自我肯定價值，且在心理社會發展高於低學習

投入學生；另一方面，研究指出校園投入與學生認知學習及自我發展

皆有正向關係 (黃玉，2000)。由此可得知，教師提供學生良好的學習

活動與情境，可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投入程度，發揮良好的教學成效，

以提高大學端的教育品質，帶給學生知識學習以外的能力與特質 

(Barkle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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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ommunicate with Students Effectively in 

an English Language Classroom 

Sadie Shu-Chen Wang 

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心 

 

一、 論文摘要 

In this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styles 

when facing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English 

language classrooms was evaluated. It was observed and found out that 

choosing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styles and adjusting language features 

increased both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communication and students’ 

overall performance in class. 

 

關鍵詞：communicatoin styles, academic disciplines, English 

language classrooms 

 

 

 

 

 

 

 

 

 

 

 

 

 

 

 

 

 

 

Email：shucwang@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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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背景與目的 

As an English teacher at university, the problem of students no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formation or messages delivered in classrooms was 

constantly observe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this study was thus 

designed and conducted. 

 

三、 研究方法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on styles model by Dr. Eileen Russo (see 

Figure 1 below),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styles and language features 

(e.g. word choice, length of sentence, tone, etc.) were applied in English 

classes of different majors at Feng Chia Universtiy.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were 480 students taking the courses of 

General English or Third-Year English in 12 different classes across two 

semesters. Each semester was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by the mid-term 

exam. Before the mid-term exam, the instructor used her usual way to 

communicate to students. After the mid-term exam, different styles of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features were carefully chosen to 

communicate with students in different classes.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adjustment was evaluated through the 

instructor’s observations as well as students’ performances in two different 

phases (i.e. “Before mid-term” and “After mid-term”) of a semester.     

 

Figure 1: Communiation styles model by Dr. Eileen Ru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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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暨研究成果 
 

After two semesters’ trial, it was observed that choosing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styles and adjusting language features when talking to 

students of difference majors seemd to largely increas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language classroom, which in 

turn affected students’ overall performance in class. The following figure 

(Figure 2) details the suggested communication styles and language 

features to be used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students of different majors:  

 

Figure 2: Suggested communiation styles and language features to be 

used with students of different majors 

  

Communication 

Styles 

Language Features  Students 

Spirited  Very expressive, very 

straightforward 

*Tips: fixed timeline, detailed 

plan  

Business-related 

majors  

Considerate  Very expressive, not 

straightforward 

*Tips: feelings, connected on 

personal level 

Literature-related 

majors 

Direct  Not expressive, very 

straightforward 

Computer-scienc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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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short, direct related majors  

Systematic  Not expressive, not 

straightforward 

*Tips: facts, logics, accuracy 

Science-related 

majors 

 

   The above observations and findings were primary; more research on 

the relevant issue is necessary before a firm conclusion can be reached.  

  

五 參考文獻 

Turner, J. (2020). How to Improve Your Communiation Skill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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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kills-in-the-workplace/. 

Russo, E. (2008). What’s My Communication Styles? HRDQ: Gatin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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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微」出國—語言交換實作演練 
王惠鈴 

逢甲大學國際生大一不分系 

 

一、 論文摘要 

 疫情期間所有國際交流活動幾乎停擺，能夠讓台灣生與國際生實

體互動的機會只剩規律性地語言交換活動。本校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

系學士班(簡稱PMP)110-1學期辦理「國際生語言交換計畫」，提供台灣

生與國際生跨文化交流、語言學習的機會，共19學系42位台灣學生參

與計畫，與5國10學系47位國際生進行語言交換，其中有13學系24位台

灣生進一步申請通識教育中心學生自主專題課程(語言交換實作演練，

通識統合2學分)，經過期中考核、期末成果發表，經3位評審老師評選

出5位同學獲得典範獎殊榮，高度肯定他們用心協助國際生華語學習及

生活適應、設計華語課程內容，且高度展現文化同理心、二語學習成

效顯著。 

 本研究學生學習回饋結果顯示，有92%的學生表示，語言交換能

實際體驗多元文化，更有同理心，能理解與包容各國的差異；有88%的

學生表示，參與語言交換後，會激發想學習英文或第二語言的動機，

因為看到國際生們學習中文的認真態度，會激發自己學習外語的動力。

雖然同學一致表示華語教學比想像中困難，但經過量表統計，學生「在

規劃教學目標及內容時會考量學生的意見、想法和需求。」、「我的教

學常能貼近學生的日常生活情境。」、「我常會給予學生足夠的時間來

發問、討論和思考問題。」這三方面表現突出。110-2學期擬結合人文

社會學院華語教師學程｢華語口語與表達｣(外系選修2學分)及｢華語教

學實習｣(外系選修1學分)課程及更完善的管考機制，確實填報「教學後

自評教學效能量表」，提高語言交換與華語教學的質量。 

 

關鍵詞：語言交換、華語教學、實作演練、教學實踐、後疫情 

 

 

 

Email：wanghl@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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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背景與目的 

根據鄒川雄(1998)的研究，大學提供的生活輔導、課業諮詢、溝通

互動、人格養成、團體認同等相關教育，比智識教育更重要。本校自

106學年度成立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以下簡稱PMP)，至今累

計共 13國 193位國際學生，他們由於中文能力尚未到達TOCFL  

LEVEL 4，或是他對於就讀的院系尚未確定，所以第一年選擇PMP就

讀，期望大二能順利銜接專業院系的學習，因此PMP國際生有一對一

台灣學伴的需求，讓台灣生客製化引導國際生華語學習和專業探索。 

其次，新冠肺炎自2019年12月開始全球蔓延，至今仍尚未停歇，國

際交流已停擺兩年多，本校各單位選送赴海外實習或交換的台灣學生

被迫取消行程，他們紛紛表示防疫期間更難認識外國人，真實語境的

外語口說練習機會非常稀少，所以對台灣生而言，與國際生實際進行

溝通表達的機會非常迫切需要。在疫情接近尾聲的後疫情時代，為了

做好出國交換實習的前置準備，也進一步從母國人士身上深入了解文

化差異，語言交換是台灣生建立國際觀的重要學習歷程。 

 Brown(2007)的研究指出，建構語言教室互動的七個原則，包含自

動化、內在動機、策略投資、溝通意願、語言與文化關聯、中介語、

溝通能力(林雨昕，2019)。根據上述原則，PMP自109學年度起首度試

辦「國際生語言交換計畫」，提供台灣生與國際生課堂外自然地進行跨

文化交流、語言學習的機會，激發台灣生勇敢說外語，強化出國交流

與國際體驗的動機，同時提升國際生華語能力，適性學習，快速融入

台灣生活。 

由於109學年語言交換試辦期學生反應熱烈，如「英文聽力與口說

不自覺進步了」、「可以認識到許多國家有趣的文化，這些在課本上都

學不到」、「我多了好多外國朋友！」因此110學年度起PMP將其進行模

式建立制度，上學期結合通識教育中心學生自主專題課程｢語言交換實

作演練｣(通識統合2學分)，下學期進一步結合人文社會學院華語教師

學分學程｢華語口語與表達｣(外系選修2學分)及｢華語教學實習｣(外系

選修1學分)課程，以及完善的管考機制，確實填報「教學後自評教學效

能量表」，進行歸納統整與分析統計，提高語言交換、華語教學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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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一)對象描述 

1.台灣生：限逢甲大學華語為母語之在學學生。若參與過通識教育

中心國際體驗計畫、外語教學中心第二外語課程、外語志工隊、學海

築夢計畫實習、華語教師學分學程修課學生尤佳。 

2.國際生：以華語非母語的逢甲大學在學外籍生為主，曾就讀或正

在就讀PMP者為佳。 

(二)研究架構 

台灣生與國際生一對一媒合，無法指定國籍，由台灣生教國際生華

語，國際生教台灣生外語，以聽和說的能力為主，讀和寫的能力為輔，

客製化各自的語言需求，進行真人對話、真實語境的實作演練。透過

修習本課程，將上課所學實際應用，能夠自行設計出課程教材，也學

習到解決問題的能力。(若需要系統性的華語教材，建議使用全球華文

網之《學華語向前走》免費線上教學資源) 

(三)資料蒐集方法與工具 

1.語言交換課輔記錄表、教學後自評教學效能量表與時數:每次以1-

2小時為佳，依公版紀錄單所需內容詳實記錄。 

2.期中考核：2-3 分鐘語言交換心得分享影片，分享如何破冰、進

行的方式、教學內容介紹、遇到的難點、國際生的回饋、如何持續精

進…等。將依照參與狀況、用心投入程度等面向進行評估。 

3.期末考核：至少完成 20 小時之語言交換及紀錄單，並參加期末

成果發表者，可獲得感謝狀乙張，由教師評選，擇優另獲頒「典範獎」

獎狀乙張。期末發表可針對我的教學省思、成就感、待改善地方、原

來華語教學需要……是這麼一回事、文化觀察、我和國際生各自的語

言學習成長….等相關內容，進行分享3-5分鐘。 

(四)研究分析方法 

1.質性回饋:根據「語言交換課輔記錄表」內容、期中分享內容、期

末成果發表內容，進行歸納統整。 

2.量化回饋:根據期末回饋表單統計、「教學後自評教學效能量表」

統計，進行歸納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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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暨研究成果 

(一)教學過程與成果 

共19學系42位台灣生參與計畫，與5國10學系47位國際生進行語言

交換，其中有13學系24位台灣生主動申請通識教育中心學生自主專題

課程(語言交換實作演練，通識統合2學分)，24位修課學生全數通過

課程考核。110年12月28-29日舉辦成果發表會，邀請PMP王惠鈴主

任、外語教學中心王鈺琪老師及通識教育中心洪耀正老師擔任評審，

評選出環科系楊芷瑜及何芳瑜、材料系林子峻、航太李品昀、資訊系

何凭等5位同學獲得典範獎殊榮，全部學生經完整記錄之語言交換總

時數為593小時。 

(二)教師教學反思 

語言交換不一定媒合到學生想要的語種，華語教學技巧也有很多

不足之處，但台灣生已經充分培養文化同理心，也建立二語溝通和教

學的信心，未來可繼續與國際生維持語言與文化交流關係，成果發表

會不是結束，而是相互學習成長的開始。 

(三)學生學習回饋 

92%的學生表示，語言交換能實際體驗多元文化，更有同理心；

88%的學生表示，參與語言交換後，會激發想學習英文或第二語言的

動機。從「教學後自評教學效能量表」統計結果來看，學生「在規劃

教學目標及內容時會考量學生的意見、想法和需求。」、「我的教學常

能貼近學生的日常生活情境。」、「我常會給予學生足夠的時間來發

問、討論和思考問題。」這三方面表現突出。在質性回饋方面，台灣

生提到，因為疫情的關係，出國不易，但是透過這個計畫讓他有出國

的感覺，也有機會開口說英文了！參與的國際生也說，以前都是台灣

學生幫忙我們，但是現在變成我可以幫忙其他同學日文的學習，非常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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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逢甲大學通識教育教學改進研究論壇 19 

 

菁英運動員運動傷害發生原因調查研究─以國家

拔河代表隊為例 
汪在莒 

逢甲大學體育教學中心 

 

一、 論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調查瞭解拔河運動項目國家級運動員相關的運動傷

害因素，中華台北拔河代表隊為世界首屈一指的隊伍，研究結果可提

供從事第一線教練、運動傷害防護員與相關醫療人員重要的資訊。研

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對象為國家代表隊員男、女共21位，平均年齡

23.4±3.2歲、平均運動訓練年資8.9±2.7年。問卷以運動相關活動造成

的一切傷害，引起身體上的任何不適，足以影響或停止正常的練習或

比賽進行自評受傷原因方面共有13個題項。研究結果在全部選手回答

各項曾經受傷的原因中，以技術不佳最多，依次為過度使用、注意力

不集中、不明原因等，受傷的原因以設備缺陷最少。分析性別差異，

男選手自認以過度使用最多，女選手中卻認為技術不佳最多。未來拔

河教練應該在各種運動員發生傷害的因素上做深入了解，並導入專業

運動防護與運動醫學專家來進行選手的教育，如此才能有效降低運動

傷害發生機率。 

 

關鍵詞：拔河運動、菁英運動員、運動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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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背景與目的 

近年來拔河運動競技項目在國際間發展快速，各個國家為了榮耀

無不積極發展與推廣，使得拔河成為發展快速的國際性運動項目 (徐

意喬，2015)。中華民國拔河協會成立與推展至今日台灣有完整的比

賽制度、成熟的訓練指導系統、及各級學校由下而上的積極發展，已

建立整套安全而且規則明確的競賽模式，進而帶動拔河運動在國際競

技舞台得到優異成績，使得台灣在國際拔河運動上成為世界首屈一指

的隊伍 (陳正雄，2010)。在拔河運動中，選手在日積月累的練習

中，在練習場上或比賽場上，多少都曾經受過大或小的運動傷害，不

管是意外性的傷害或是疲勞累積的運動傷害，都是選手自身及教練員

所關切的。李勝雄 (1995) 認為運動傷害是因為強大外力傷害或是反

覆性活動的疲勞傷害。在激烈的比賽過程中，就算沒有立即性的運動

傷害，但在連續的賽事過程中，肌肉的疲勞往往會造成下一場賽事運

動傷害發生的風險。 

Inklaar (1994)發現運動傷害往往不是單一危險因子造成，而是有

許多因子彼此間相依關係，或獨立存在關係，環環相扣產生運動傷

害。分析原因為運動員本身內因性的特性，例如身體特質，如運動員

性別、年齡、體型、肌力狀況等；心理特質如輕敵、精神不集中、性

格特質、疲勞等原因。外因性原因為運動特性，例如運動碰撞接觸性

大小、運動量與運動時間、環境條件，如季節與溫度、溼度、風速等

氣候因素、運動場地狀況、訓練效果，其他因素為關於教練所給予的

指導也會造成發生原因，如訓練技術純熟度不夠或自我要求過高、運

動前的熱身準備不足、運動過度產生疲勞、恢復時間過短及運動設備

缺陷、不當的防護用具使用等 (賴金鑫，1983；林正常，1995；王順

正，1999)。 

在國內運動選手的養成不易，選手通常為了獲得最佳體能技術的

展現，以取得最佳成績，常常承擔運動傷害發生風險機率及傷害生後

的生理及心理壓力。分析瞭解國家級運動員相關的運動傷害因素，可

提供從事第一線教練、運動傷害防護員與相關醫療人員重要的資訊。 

  



第二屆逢甲大學通識教育教學改進研究論壇 21 

三、 研究方法 

為了瞭解國家拔河代表隊選手現階段對於運動傷害發生成因與實

際況，以 (陳勝凱、呂衍謀、林燕君、吳汶蘭、呂怡靜，2008) 針對

國家級運動員運動所發展的傷害防護自我勝任能力問卷進行問卷施

測。問卷內容包含自評受傷的原因、運動選手自我評估及個人基本資

料等。在運動傷害的定義為「運動相關活動造成的一切傷害，引起身

體上的任何不適，足以影響或停止正常的練習或比賽」。自評受傷原

因方面共有13個題項，以了解運動員否曾經因各種原因而導致受傷，

回答的選項包括是、不是及不知道，運動員被要求每一項原因都要回

答。個人基本資料方面包含性別、年齡、身高、體重、教育程度、運

動年資、每週平均訓練天數、每天平均訓練的時間等。在資料處理以

SPSS17.0版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四、 教學暨研究成果 

 研究調查對象為國家拔河隊選手受測共計21位，其中男性9位，

女性12位。問卷發放時間為107年3月10至31日，個人基本資料統計表

如表1所示。 

         表 1  運動員基本資料（n=21）  

項 目 百分比 平均值±標準差 範圍 

年齡/歲  23.4±3.2 19-28 

運動年資/年  8.9±2.7 4-13 

 男性（n=9） 42.9% 10.5±2.2 6-13 

 女性（n=12） 47.1% 7.58±2.3 4-13 

身高/公分    

 男性  178.3±6.5 170-189 

 女性  160.6±8.2 151-175 

體重/公斤    

 男性  85.9±10.2 74-100 

 女性  69.5±8.6 58-89 

教育程度（n=21）    

 大學（n=20） 95.3%   

 研究所（n=1） 4.7%   

訓練時間/天 

訓練時間/小時 

 4.38±0.87   

3.5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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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傷害原因方面，全部選手回答各項曾經受傷的原因中，以技

術不佳最多，依次為過度使用、注意力不集中、不明原因等，受傷的

原因以設備缺陷最少。分析性別差異，男選手自認以過度使用最多，

女選手中卻認為技術不佳最多，如表2。 

表 2 運動員認為是曾經受傷的原因之比例 

項目 
男性 

n=9(42.9%) 

女性 

n=12(57.1%) 

合計 

n=21(100%) 

技術不佳  7(77.8%)  7(58.3%)  14(66.7%) 

熱身不足  6(66.7%)  1(8.3%)  7(33.3%) 

過度使用  8(88.9%)  5(41.7%)  13(61.9%) 

意外事故  6(66.7%)  4(33.3%)  10(47.6%) 

不明原因  6(66.7%)  6(50.0%)  12(57.1%) 

身體狀況不佳  7(77.8%)  2(16.7%)  9(42.9%) 

注意力不集中  7(77.8%)  5(41.7%)  12(57.1%) 

肌力不足  6(66.7%)  6(50.0%)  12(57.1%) 

設備缺陷  4(44.4%)  0(0%)  4(19.0%) 

場地缺陷  4(44.4%)  1(8.3%)  5(23.8%) 

氣候影響  3(33.3%)  1(8.3%)  4(19.0%) 

撞擊影響  6(66.7%)  3(25.0%)  9(42.9%) 

缺防護教育  6(66.7%)  1(8.3%)  7(33.3%)  

 

 選手認為最常受傷原多因為技術不足，佔66.7%，其次為過度使

用61.9%、肌力不足、注意力不集中及不明原因都是57.1%。與其他

研究結果有差異，如Radelet、Lephart、Rubinstein和Myers (2002)的研

究指出，主要受傷原因為接觸性撞擊，這應為比賽特性不同所致。在

國內研究運動選手認定受傷原因除了撞擊，更常因熱身不足、過度使

用或肌力不足等非接觸性傷害所造成，這些屬於可預防或改善的原因

(陳勝凱等，2008)。未來拔河應該在各種運動員發生傷害的因素上做

深入了解，並導入專業運動防護與運動醫學專家來進行選手的教育，

如此才能有效降低運動傷害發生機率，讓選手有健康的身體來為國家

爭取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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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實踐於大一體育課之研究 

—以逢甲大學為例 
吳佩伊 

逢甲大學體育教學中心 

 

一、 論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實踐素養導向教學於大一體育課程，針對逢甲大學之體

育課6班共約360位學生，在修習大一體育瑜珈課中所出現的問題上，

經由研究者參與觀察，實際瞭解學生需求，到探究省思，進而發展一

套改善方案。本研究透過參與觀察法、總結性評量來蒐集相關資料。

在教學實施過程中，使用ECCCA行動方案，期末總結性評量平均授課

意見調查滿意度4.74、達全院前30%。結論為教師需不斷給予鼓勵讓學

生有多堂小組合作機會的練習，整體教學實施順暢，學生參與討論度

高，符合素養導向之精神。 

 

關鍵詞：素養導向體育課程、教學實踐、體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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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背景與目的 

    在教育改革時代轉變下，舉凡如美國、英國、澳洲、荷蘭等國家

近幾年都提出了「素養」的概念作為各學科領域所廣泛探索的議題（陳

昭宇，2018；詹恩華、闕月清、掌慶維，2017）。就體育課來說，傳統

的授課方式仍傾向單一的運動技能練習（掌慶維，2018），教師面對不

同體育課經驗、運動能力等個別差異化的學生，有必要研發符合趨勢

的教材內容。 

素養導向的教學即是期望能藉由學習活動，引發學生主動思考、發

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歷程，並從中學習與他人合作、溝通、尊重等社

會化所需之能力，也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的行為中（吳清山，2017；

蔡清田，2014），是故在體育教材教法上也應有所轉換。 

本研究以臺灣體育教學模組ECCCA表現型運動之概念（掌慶維，

2017），作為本素養導向課程實踐之流程設計。 

      
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一)、發展素養導向瑜珈課程之行動方案。 

(二)、瞭解素養導向瑜珈教學實施之成效。 

(三)、探討素養導向瑜珈教學之解決策略 

Explor
ation

•探索動作的世界

Commu
nication

•確定問題情境

•符合知能與人際溝通

Cooper
ation

•樂於互助與團隊合作

•計畫與實作

Creation
•創新思考

Appreci
ation

•感知欣賞

•美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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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A.實驗場域描述 

本校體育教學中心於民國五十年創校之初即設立，體育教育多元

化是目前國內外各大學院校體育發展之趨向，亦為重要教育政策。學

生特色多元，有擅長各式各樣運動的學生。 

 

B.研究對象描述 

研究者每學期開設6班(下學期為瑜珈)，每班人數約60人。由於大

一體育為一年級共同必修，不同專長的學生可能會有不同之課程回

饋，同時配合授課教師之術科專長，因此選取一年級下學期學生作為

研究參與者。 

 

C.研究架構 

 

  

 

 

 

 

 

 

 

 

 

D.資料蒐集方法與工具 

(一)參與觀察法：小組討論學習、團體歷程、偶發事件等紀錄， 

從不同角度獲得有效資料。而教學日記是研究者作為觀察紀錄 

的工具，包括師生及同儕互動的情形、學生學習的氣氛以及研 

究者教學反省等，作為逐步修正教學內容之參考。 

(二)總結性評量：瞭解學生學習狀況，以便日後針對學習問題欲 

做深入探討及對照。 

 

E.研究分析方法 

將教師教學日記資料作比較分析。 

   (大一下學期興趣選項制度實施初期，此為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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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研究暨成果 

A.教學過程 

B.總結性評量 

108下學期：平均授課意見調查滿意度4.55、未達全院前30%。 

109下學期：平均授課意見調查滿意度4.74、達全院前30%。 

 

C.教師教學反思 

(一)素養導向體育課，教師需花時間解釋何謂素養，並讓學生有 

   多堂小組合作機會練習。 

(二)在體育課中的表演可增加自信心、回饋表達提升學習專注 

   力，但需要教師不斷給予鼓勵。 

(三)教學實施順暢，學生參與討論度高，符合素養導向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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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課程中 SDGs 的重要性 

呂嘉穎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一、 論文摘要 

對於現代國際社會而言，如何讓環境永續發展的議題，成為當前

各國政府、民間團體所關注的焦點之一，對世界公民而言，確實極其

重要。也因為如此，逢甲大學在通識教育課程的安排上，特別將其納

入公民參與課程之中，希望藉由團體討論的方式，使學生能夠更為了

解SDGs的內容、目標，以及可應用的方式。本研究主要為教學經驗

的分享，以及透過評閱學生的SDGs報告，了解學生對於現有SDGs觀

念的不足，或能提供教師於教學上可供改進之處。期能藉由此研究之

經驗交流，讓公民參與課程中，對於SDGs的講授，藉由教學方式上

的交流，進而提升學生對於國際觀、永續發展價值的知能。 

 

關鍵詞：SDGs、公民參與、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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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背景與目的 

 

由於SDGs並不是基礎教育、國高中升學教育的專門學科，故許多

學生在剛上大學時，對SDGs是極其陌生且難以接受的。然而，現今

人類之於生態環境的保護、人權的重視、平等價值、教育及永續資源

的發展與再利用，都和吾輩的生活環境脫離不了關係。 

也因為如此，逢甲大學通識中心特別將SDGs的項目融入在公民參

與必修科目中，希望透過課程的講解、團體討論，讓大一新生能對永

續發展的目標，有著更多的認識與知能培養，並希望在未來專業科目

的塑造之下，無論是科技相關學門或是人文社會學科，都能更加考量

SDGs永續發展目標的價值，並將其融入於後續研發、研究，或於生

活之中加以落實。但教師對於SDGs而言，同樣也因為學生對其基礎

概念的理解不足，而更需要積極將相關概念，以實際例子的方式帶入

課程之中。如從文獻回顧的方式做探討，可以發現SDGs涵蓋的層面

非常廣泛，如葉德蘭(2017)認為SDGs應與CEDAW公約互相配合，共

同落實且實踐性別平等的目標；蘇淑娟(2020)則以SDGs和USR跨領域

合作的架構作思考，並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讓學生能夠連結校園與

社會；陳宜亨(2021)則與前述文獻不同，強調企業在落實性別平等的

原因、目的和重要性。 

綜上所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教學確實是必要的，人類並沒

有辦法忽略因科技過度發展，所造成被破壞的生態環境難以回復之現

實；同樣也無法漠視人權議題及平等概念對於人類整體的重要性，誘

或者是在現今國際社會之中，SDGs仍有無法全然能夠實現的困境存

在；譬如相關的水資源、教育提供、性別、氣候變遷等重大目標，確

實是應該如通識中心所安排的，在大一剛入學時，便能將相關的概

念，以直接且真實的方式，讓其了解現今世界所面臨的爭議，除能拓

展學生的國際視野之外，也能隨之正視當今問題的存在原因，以及共

同思考後續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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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A.實驗場域描述 

本計畫實施的課程為逢甲大學通識核心的公民參與課程。 

B.研究對象描述 

主要以大一剛入學的新生作為授課對象，以此初步建立大一新生對於

SDGs目標的認識、了解，並從中培養學生基本的國際觀，並且理解

團體報告的價值及重要性。 

C.研究架構 

由於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的課程安排，是希望學生對於公共

議題具有觀察、辨識和參與的行動能力，並且著重於團體之間的互

動、討論，以讓大一新生在甫入學時，能對學校的環境、社會重要議

題、國際視野的培養，有更初步的理解及認識。其次，則是希望

SDG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能對大專院校的學生產生一定程度的影

響力，如此一來，便能使其在未來的所有課程之中，更能審慎評估、

思考，且對於吾輩生存環境而言，亦應有著優先考量永續發展的概念

及政策思辨能力。 

D.資料蒐集方法與工具 

本計畫主要是以教師在教學場域中，藉由與學生的互動、報告的對

談，以及相關政策的討論為本。並從中了解到學生面對SDGs時的需

求，和課程研擬規劃的方向，進而不斷滾動式檢討與修正自我的教學

方式。 

E.研究分析方法 

以訪談、調查、文獻回顧與學生報告的交流作為主要分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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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暨研究成果 

A.教學過程與成果 

讓學生針對教師提出SDGs的問題進行回答，並從報告對談之中，瞭

解學生對該議題的掌握程度及未來可能的落實方式。主要分為：

SDGs對我國、先進國家的落實方式、未來可以改進的地方，以及已

開發國家(或先進國家)如何對發展中國家以實際方式援助之。 

B.教師教學反思 

由於以往的教學方式多著重於上對下的教學方式，故需於團體報告之

前，便需要先行培養團體討論的模式，再引導學生能切中SDGs報告

的重點，才能達到教師所希望培養的初步思辨能力。 

C.學生學習回饋 

團體報告對學生而言，需要克服上台時會羞怯、或是組員於討論時的

配合程度等問題。 

 

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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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型教學」對國際生學習主動性影響研究：

以手做「台灣風筆記書」主題為例 
林碧慧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一、 論文摘要 

逢甲大學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學生來自各國，不同國家學生的

課堂文化期待不同，尤其目前班上以亞洲學生占多數，課堂中常呈現

沉默的氛圍。如何兼顧學生華語能力、課堂文

化期待差異，讓學生『動起來』」是筆者教學設

計、班級經營重點。任務型教學於學生語文能

力不一的班級執行上成效良好。學生作為學習

的主體，教師提供適當的鷹架輔助，每個人都

可以按自己的步調完成任務。 

 

本研究透過「手做『台灣風筆記書』與簽名

加分」任務，分析「任務型教學」對國際生學

習主動性的影響。希望經由手作主題任務，提

升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由學生行為觀察、老師

們回饋發現，手做的成就感、簡單的簽名加分

任務，讓學生充滿信心與動機去完成任務。主

動邀請老師、同學、朋友在自己做的『台灣風

筆記書』簽名，一改平時害羞、沈默的課堂氣

氛。 

 

關鍵詞：國際生、任務型教學、學習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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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背景與目的 

逢甲大學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以亞洲學生占多數，以110學生度入學新

生為例，34名新生中，有18位日籍、12位

印尼籍，2位韓國籍、1位泰國籍、1位尼

加拉瓜籍的學生。因此，「如何兼顧學生

華語能力、課堂文化期待差異，讓學生『動

起來』」是筆者教學設計、班級經營重點。尤其班上多數國際生的學習

主動性弱、缺乏口說的自信。 

2009年筆者「以任務型教學課程與教材設計--台中二日遊為例」為

題研究「任務型教學」，發現任務型教學於學生語文能力不一的班級執

行上成效良好，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教師提供適當的鷹架輔助，每

個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步調學習。岳丹薇(2009) 「任務型教在初級華語

教學上之成效」指出任務型教學活動能提高學習動機與興趣、帶動學

習氛、抓住學生的注意力，透過任務的

執行過程兼顧語言功能與式，逹到語言

學習的最終目標。 

本研究分析「任務型教學」對國際生

學習主動性的影響。筆者將透過「手做

『台灣風筆記書』與簽名加分」任務，

完成以下目標: 

 

1. 將本學期教材內容與連結整理進筆記書、學生心情小語則編排入

每頁天地處，是學習筆記，也是可做筆記的筆記本。 

2. 選擇滿滿台灣味的台灣原創棉布做為封面，可以當做日後台灣遊

學記念冊、簽名書。 

3. 經由手做布面硬頁精裝筆記書，鼓勵學生在生活中隨時書寫、 爬

梳心情。  

4. 請同學拿自己手工製作的筆記書，請同學、台灣朋友、老師簽名

記念，作為加分作業。(鼓勵同學主動建立良好人際關係，適應台

灣留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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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課堂觀察發現，日本同學個性較拘謹、害羞、被動。東京外國語大

學研究所綜合國際學研究院教授、牛津大學教育學博士岡田昭人

(2019)出版的「世界第一牛津式教養法：教出有自由個性與關鍵5力的

孩子」指出「日本的孩子從年幼時就面臨各種考試，大人總是期待他

們的成績能夠贏過別人，即使只有一點點也好，因此孩子從童年生活

開始就承受很大的壓力。...讓孩子最痛苦的並不是在競爭中敗退，而是

感覺『可能會輸』的不安與恐懼。」降低日

本學生課堂上的不安與恐懼成為教學設計、

班級經營的重要目標。 

課堂上另一個主要學生組成為印尼籍。

宋鎮照(1996) 「東協國家之政經發展」表

示印尼人從小被教導與人和平相處，在公開

場合必須修飾自己的舉止和說話的表情，不

宜突出或引人注意。「天下Web only」賀桂芬

（2018）「【理解東南亞】淡定和諧 印尼人

能教我們的事」報導「印尼人極重視面子，

當面拒絕別人被認為沒教養、污辱人。」

印尼學生在課堂溫和、配合度高，但學習主

動性弱，害怕展現自我、怕出糗沒面子。教

學設計、班級經營時考慮學生感受很重要。 

因應班上國際生主動性弱、缺乏自信的

情況。鼓動學生開口說、與人互動需要更強

而有力的動機、有技巧的作法。恰巧辦公室

表示有一筆經費可補助課程教學活動。筆者

決定透過「手做『台灣風筆記書』與簽名加

分」任務活化課堂教學。並以學生行為觀察、

老師們回饋評估教學成效。 

筆者訂購數款具台灣特色的花布，並一

一介紹各款花布的文化意涵，讓學生選擇喜

愛的花布，加強活動參與感，再指導學生製

作布製的精美封面、封底，組裝已印妥教材的內頁。並提出學期結束

前可以請師、友在內頁簽名，換取平常成績加分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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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暨研究成果 

 

學生十分投入「手做『台灣風筆記書』與簽名加

分」任務，除了認真了解每塊花布的文化意含，也運

用所學的中文詢問如何製作。尤其「請師、友在內頁

簽名，換取平常成績加分」的任務更是為之瘋狂。除

了主動訪請老師簽名，更有同學當晚即在宿舍發起活

動，請到垃圾場倒垃圾的同學幫忙在內頁簽名。當天

天氣十分寒冷，但宿舍垃圾場熱鬧滾滾。 

因為簽名加活動學生一改平時害羞、沈默的課堂

氣氛。四處請同學簽名，向其他老師、同學解說這個

活動的規則。因為同學熱情參與，最後所有學生都不

自覺的積極起來。期末加分結算時，幾乎每個人平常

成績都加到滿分。手做的成就感、簡單的簽名加分任

務，讓學生充滿信心與動機去完成任務，改變班級的

氣氛，提升學生的學習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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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合作與專題導向學習的通識課程： 

AI 人工智慧零基礎入門 
洪耀正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一、 論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結合數位遊戲式學習、跨域合作，以及專題導向學習

等概念，發展出一套AI通識課程的教學模式，並以過去3個學期的教

學成果驗證其成效。教學實踐成果顯示，遊戲式學習的確能有效喚起

學生學習AI的興趣與熱忱，尤其是非資電領域的學生。專題導向式學

習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打開學生的視野，引導學生創意發想，以AI思

維解決傳統無法有效解決的各類問題。而跨領域合作的成效最令人驚

艷，並因此激盪出不少優秀的專題成果。 

 

關鍵詞：AI人工智慧、數位遊戲式學習、專題導向學習 

 

 

 

 

 

 

 

 

 

 

 

 

 

 

 

 

 

Email：hungyc@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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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背景與目的 

近年來資訊教育的推動已在國際上蔚為一股風潮。資訊教育之所

以重要乃因其被認為有助於培養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

意指能將複雜問題利用電腦運算的概念進行解構、重組，並解決的思

維模式。藉此學習不再侷限於知識的傳遞，而是藉由應用資訊工具進

行有效的邏輯思考，以激發創新與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此前提

下，「演算法」、「程式語言」、「資料結構」、「AI人工智慧」等課程紛

紛在中學端與大學端開設，以滿足台灣培育未來人才之需求。 

然而根據先前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結果(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絕大多數臺灣學

生對於數學、物理與科學表現出「不喜歡」、「沒自信」和「認為困

難」的態度(王韻齡，2016)。上述資訊課程和數學、物理都以邏輯思

維為基礎，若欠缺相關教學策略引導學生，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則

資訊教育最終將流於形式而無法達成預期成效，徒增學生(尤其是文

商領域學生)的學習負擔。其中AI人工智慧主要的理論基礎為艱澀的

數學、統計與物理，入門難度更高。因此如何創新教學以誘發不分領

域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便成為規劃大學AI通識課程最重要的問

題。 

本研究的目的是進行創新課程的建構，旨在將數位遊戲式學習、

跨域合作，與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簡寫為PBL)融入

AI通識課程，以提高學生的專注力和主動參與學習的興趣，進而培養

學生以AI思維解決生各類問題的素養能力。其中數位遊戲式學習

(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意指利用將學習內容與數位遊戲結合的教

育遊戲，以吸引學習者的興趣，藉以促進學習成效(Chang et al., 

2010)。專題導向學習則將學生以小組方式置於專案的情境中，探究

真實世界問題及挑戰。透過小組討論，創意發想以發現需求，發掘並

定義問題，並藉由深入調查、開發產品原型以解決問題，完成專案。

而在本研究中，我們同時納入跨領域合作思維，將不同系所的學生組

成小組，促使小組成員發揮各自領域的專長，形成有效的跨域合作模

式。最終並鼓勵小組將跨域合作的專案成果，參加校內外的相關競

賽，以激起學生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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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1. 實驗場域描述 

本研究實驗的課程為通識選修課程「人工智慧零基礎入門」，教材

內容修改自Google所提供的探索機器學習教材，並融入數位遊戲式學

習活動。課程已分別於109上學期、109下學期，以及110上學期完成

授課。 

2. 研究對象描述 

修課學生來自逢甲大學大二到大四不同科系的學生。主要以資電

學院學生為主，但每次開課仍有1/4學生來自於文商學院。 

3. 教學方法 

包含講授與課堂活動、遊戲式學習、分組進行PBL專題導向式學

習。分組的方式採跨領域合作思維，亦即每一組成員必包含來自不同

學院與不同學系的學生。課程的核心目標為輔導學生提出AI專案以解

決生活與專業領域所遭遇的問題，並將成果參加「全國大學校院數位

人文大數據學生競賽」或「逢甲大學智慧創新競賽」。 

課程前半段(第1周至第9周)著重在AI與機器學習的概念介紹，並

將遊戲式學習活動融入至教學內容。學習活動以個人或小組為單位進

行，活動結束後並請參與同學分享該遊戲與AI或機器學習的那些概念

相關，討論遊戲背後的原理，以及未來可能的應用。課程規劃的活動

包含限時塗鴉、語意遊戲(Semantris)、Which face is real、Google 所

開發的TensorFlow Playgroud、與AI Playgroud。課程後半段(第10周至

第18周)則著重在專題發想與分組討論，每周由教師引導學生創意發

想，並反覆修正發想結果，最後彙整成專題。 

 

 
圖一、TensorFlow Playgroud 與 AI Playgr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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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 

截至目前為止，本研究著重在觀察學生對課程的反應，並持續修

正課程進行與專題引導方式。後續將開發學習成效評量工具，例如前

測問卷 (AI先備知識測驗)、後測問卷(教材動機量表、心流體驗量

表、AI學習成就測驗)，以量化教學成效，並進行學生訪談。 

 

四、 教學暨研究成果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109學年度與110上學期的課程已順利結束。這三個學期的學生全

數參加全國大學校院數位人文大數據學生競賽(築夢組)與2021逢甲大

學創新應用專題競賽。其中109學年度共有2組學生進入人文大數據競

賽決賽，最終AI Designer獲得佳作(全國第5名，獎金2萬元)。2021逢

甲大學創新應用專題競賽也有2組進入決賽，其中Green Finger獲得優

勝，並已將作品重新修改後參加110學年度人文大數據競賽。110學年

度人文大數據競賽共有8組同學參賽，目前尚未公布決賽名單。 

2. 教師教學反思 

遊戲式學習的確能夠讓文商學生動起來，並有助他們理解課程內

容。進行PBL專題導向式學習遭遇最大的挑戰是台灣學生視野較為狹

隘，不會問好問題；因此創意發想的主題往往侷限於食衣住行。需要

花費相當多心力引導他們，給予他們信心。跨領域合作則很容易激發

起令人驚豔的火花。例如AI Designer就是由中文系、環科系、自控

系、土管系，與電機系結合各自專業與工具所彙整而成的優秀作品。 

3. 學生學習回饋 

「人工智慧零基礎入門」這三個學期的總結性評量結果分別為

4.66、4.76、與4.70，代表學生相當滿意教學成效。其中學生在「本

科目的任課教師是教的好的老師」題項給予最高的評價，並認為老師

充滿熱忱、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教學內容清楚，樂於協助學生解決學

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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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正反拍擊球表現與球速知覺 
黃嘉君 

逢甲大學體育教學中心 

 

一、 論文摘要 

研究目的：本研究以行動特定知覺 (action-specific perception) 觀

點，探討大專網球選手以正手拍及反手拍，面對不同球速與目標要求

時，其擊球表現與球速知覺。研究方法：實驗參與者為19名現役大專

網球選手，於網球場實際操作底線正拍及反拍，將對場發球機發出5

種不同球速之發球，回擊至場地對角的大或小目標區，並判斷發球之

球速。以2(正反拍) × 2(目標要求) × 5(球速) 三因子變異數分析，考

驗進球場功數與球速知覺在各情境之差異。另以相依樣本 t-test 比較

成功與失敗回擊的球速評估。結果：進球成功數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

結果顯示，交互作用與主效果皆未達顯著。球速知覺之三因子變異數

分析結果顯示球速因子主效果達顯著。成功與失敗擊球的球速知覺沒

有顯著差異。結論：正拍與反拍擊球表現及球速知覺沒有差異，目標

大小的要求或球速不影響擊球表現。選手皆能正確分辨不同球速之差

異。成功與失敗擊球時的球速知覺沒有差異，結果不符合行動時定知

覺。 

 

關鍵詞：知覺-行動、行動特定知覺、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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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背景與目的 

行動特定知覺 (Action-specific perception) 觀點認為指個體會依

據其本身行動能力來覺知環境，不同能力的個體對相同物理環境會產

生不同知覺 (Witt, 2011)，過去研究發現，能力不同的個體對環境的

幾何特性知覺會有差異，像是飛鏢投擲能力影響目標尺寸知覺 

(Wesp, Cichello, Gracia, & Davis, 2004)；壘球打擊率較高者，知覺壘

球尺寸較大 (Witt & Proffitt, 2005)；美式足球射門表現與球門尺寸 

(高度與寬度) 知覺有關 (Witt & Dorsch, 2009)；游泳能力較好的泳者 

對水中距離知覺會較近 (Witt, Schuck, & Taylor 2011)，然而黃嘉君 

(2020) 發現初學游泳的學生游泳能力進步，並不影響水域距離知

覺，游泳能力不同的學生，距離知覺也沒有差異，因此行動特定知覺

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時間性知覺也有行動特定效應，網球回擊成功時對球速知覺較慢 

(Witt & Sugovic, 2010)。而在電玩遊戲接擋成功與失敗時，對目標物

速度知覺沒有差異。此外，工作難度也是速度知覺的影響因素之一，

工作難度高，對目標物速度知覺較快。 

本研究欲再次與實際運動場域檢證行動特定知覺，探討正拍與反

拍兩種不同技能的擊球表現及其球速知覺，加入大目標與小目標之工

作難度要求，並設定不同發球球速，驗證網球底線回擊的行動特定效

應。期藉由此研究，探討經過專業訓練的網球選手，是否在球速知覺

上仍有行動特定效應，進而影響其技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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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一) 參與者：19位大專現役網球選手，球齡3-12年。 

(二) 實驗內容： 

1. 以正拍及反拍，將球回擊至目標區。 

2. 球速：5種不同球速 (75.1 - 93.83 km/h)。 

3. 目標要求：大目標區 (4.12 m × 5.5 m)、小目標區 (1.5 m × 

1.8 m)。 

4. 每個情境擊球4次，擊球後以1-7點評估球速快慢 

 

 

 

 

 

圖1 實驗場地示意圖。 

 

(三) 資料分析 

1. 成功進球數：回擊落入大目標區為成功，各情境統計成功

數，以2(正反拍) × 2(目標要求) × 5(球速) 三因子變異數分析

進行考驗。 

2. 球速評估(球速知覺)：以2(正反拍) × 2(目標要求) × 5(球速) 

三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考驗。 

3. 相依樣本 t-test 比較成功與失敗回擊的球速評估。  

發球路線 

大目標區 

小目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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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暨研究成果 

(一) 成功進球數 

 
 

(二) 球速知覺 

 
 

(三) 進球成功與失敗之球速評估：各情境皆未達顯著差異 

(四) 結論： 

1. 正拍與反拍擊球表現及球速知覺沒有差異，也不因目標大小

的要求或球速改變而影響其表現。 

2. 選手皆能有效分辨不同球速之差異。成功與失敗擊球時的球

速知覺沒有差異，結果不符合行動特定知覺。 

3. 本研究發現，經專業訓練後的選手，在知覺球速上並不會有

行動特定效應，正拍與反拍亦能達到相同的表現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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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左手運球上籃教學方式之探討-以逢甲大學籃

球選修課程為例 

盧廷峻 

逢甲大學體育教學中心 
 

一、 論文摘要 

現今籃球運動在國內掀起了一股風潮，不論是NBA職業籃球聯

盟、國內PGL職業籃球聯盟、另一個T1職業籃球聯盟、HBL高中聯賽

及UBA大專聯賽，都讓國內學生族群爭相討論模仿的對象。 

籃球比賽中除了體能訓練，最重要的就是基本動作技巧訓練，籃

球動作中基本動作有運球、傳球、運球上籃及投籃等四種動作所結合

而成，在平日教學上也是由這四種動作為基礎教學，一般上課學生最

感到困擾為非慣性手之練習，也就是說左手的運用上不管是運球、上

籃、投籃都成為障礙讓自身球技無法更精進，籃球運動若能夠左右手

同時運用在比賽中更能勝過只會右手運球上籃的球員。 

國內各大專院校在體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計畫及學生在運動技能

學習上都有了明顯的進步與發展，但學校及體育教師在教學內容教學

方法與場地設備上仍應力求充實以增進教學效果(賴森林，1986)。籃

球課程左手運球也是一門技巧，可以快速提升你的籃球素養，剛開始

的訓練是很不習慣，所以在教學上要運用器材角椎、標示圓盤作為輔

助工具。運動技巧與課程設計除了體能敏捷性身體手腳協調性為運動

重要的一環。許樹淵(1988)認為運動學習意味成功地學習新動作或強

化動作與克服動作變異的一種學習過程及策略。有效的引導學習者在

認知及技能學習有所助益。 

 

關鍵詞:體育教學、運球上籃、器材輔助 

 

 

 

 

 

Email：lutc@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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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背景與目的 

體育教師應該為學生在學習一項新技巧或練習過程中，提供或協

助學生學習正確而有效率的學習方法和適時回饋，進而提昇學生運動

技能學習與體適能的培養。體育教學工作者應該設計簡單易懂之教學

方式來提高學習者運動技巧，Rushall和Ford(1982)指出，在傳統運動

技術指導過程中，教師經常以全部教學或以漸進分段之教學方式來指

導學生在運動上的學習，先解說專項基本動作並示範動作引導學習者

以連續或分段為練習方式，該方式經常令練習者在面臨一項新技能的

學習過程中，需要去記憶在一連貫動作中所有身體感官認知與實際動

作的組合與運用。因此，經常使學生在感官認知能力的適應與肢體動

作組合上，產生動作不連續或欠缺流暢性等學習阻礙。 

本研究目的以輔助器材及導師學生教學法對非慣性手左手運球上

籃有障礙之學習者進行教學指導，在課程上課中尋找有效提昇學生非

慣性手運球上籃之技巧，作為提昇籃球體育教學之參考。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以逢甲大學二年級選修籃球課程學生一班57人為研究

對象，該班學生來自各系成員，8週的課程裡每週2小時的進度於熱身

完成後將學生分組為6組實施左手運球教學。教學方式:1.教師動作示

範講解原地左手運球，右手置於背後僅能使用左手運球，每組實施10

分鐘原地運球後交換。進度2.全場四線左手運球折返同樣右手置於背

後不可輔助，每組實施10分鐘練習。進度3.全場左手運球過障礙以角

錐圓盤為障礙物，每組實施10分鐘練習。進度4.教師示範講解左右邊

上籃動作以輔助器材角錐圓盤至於中立線1.2二步點作為學生踩步伐

依據，採用導師學生法教學將學生分6組3組為導師3組為學生實施20

分鐘右邊連續動作上籃，左邊分解上籃動作教學，20分鐘後導師學生

相互交換學習並且於學習課後各組相互檢討左邊上籃技巧，最後由體

育教師總結。以上進度上完8週課程實施3點上籃測驗於半場地三分線

劃分為左右中間三點，實施每人一分鐘運球上籃測驗。 資料處理使

用Excel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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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暨研究成果 

本課程分為四個進度實施包含測驗以導師學生教學法及器材輔助

實施為期8週課程，成果呈現於測驗中所獲得之進球數，左邊左手上

籃平均數為1.719298，SD標準差1.081573，中間右手上籃平均數為

1.54386，SD標準差1.036308，右邊右手上籃平均數為1.438596，SD

標準差1.295839。如圖示 

 
本研究結果發現左邊運球上籃進球數平均數高於右邊右手運球上

籃平均數，8週的左手運球上籃課程使學生籃球技巧能夠有效提昇並

且運用導師學生法讓學生能夠學會指導同儕，建議於課程中加入變化

式運球如胯下左右手交換運球，背後運球上籃，轉身運球上籃等技巧

1.25

1.3

1.35

1.4

1.45

1.5

1.55

1.6

1.65

1.7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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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使學生產生極大的興趣，研究結果將提供體育教師在未來各項體

育課程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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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人工智慧程式於通識教學 
蔡國鼎 

逢甲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一、 論文摘要 

人工智慧的興起帶動了新一波的產業轉型，為此欲在通識教育中

心開設人工智慧的進階課程，不只是推廣人工智慧，更重要地是讓學

生藉由撰寫人工智慧的程式對人工智慧的應用有更深入的認識。該課

程設計以分組的方式讓各組研討一項議題，並在課程進行的過程中思

考如何運用人工智慧參與該議題，讓學生將人工智慧與真實議題做連

結，但其中最關鍵的部分，就是要讓主修不同專業領域的學生都能動

手撰寫人工智慧的程式。為此，該課程以類神經網路作為核心，教授

學生在固定的程式框架下撰寫用於分類、回歸的演算法，除了在相同

的編輯環境下抄寫教師的程式外，僅需依數據的特質更改數據前處理

的方式，並抽換類神經網路中的連接層，且以較容易圖像化說明的演

算法用於分群及降維，讓學生對人工智慧的應用方式有全面的了解。

透過作業、專題製作及個別訪談，得知學生對於課程設計的教學方式

皆給予正面的評價，只是部分學生仍存在跟不上課程進度的狀況，且

不易自主學習課堂教學外的相關程式撰寫，這或許需要更詳細的講

義，並由教師引導學生自主學習，才能有助於學生後續自主學習。 
 

關鍵詞：人工智慧、框架式演算法、專題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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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背景與目的 

隨著電腦算力的發展，人工智慧相關演算法不再受限於硬體，且

受惠於開源社群的活躍，人工智慧得以模組化地被應用，廣泛地推展

到不同產業。正因人工智慧於近幾年的蓬勃發展，以及考慮到人工智

慧的適用性，可預期其將作為各項產品或服務的基礎應用科技之一，

成為繼物聯網後的新型態產業轉型重點。由於人工智慧的未來可期，

培養學生對其有所認識更顯得重要(翁舒婷，2018)，為此特於110學

年度上學期開設〈AI應用實務〉一課，一方面銜接大一核心必修課程

〈人文與科技：人工智慧〉以及人工智慧的基礎概念通識課程〈AI人

工智慧零基礎入門〉，讓學生得以進一步學習人工智慧的程式撰寫，

一方面結合社會或公共議題，讓學生得以練習思考人工智慧的應用方

式(許信育，2015；趙偉順、張玉山，2011)。 

由於課程的進行方式預期結合議題探討，該課在期初就先以隨機

的方式將學生分組，並帶領學生確認所欲探討的議題，並假想以分類

(classification)、分群(clustering)、降維(dimensionality reduction)、回

歸(regression)的方式將人工智慧應用於該議題。然而，應用的核心在

於學生是否能實際了解人工智慧的程式開發，尤其是其所需的數據收

集、對應數據的演算法、開發結果的確認，以及程式開發的限制，對

這些細節有所接觸才能正確且合適地應用人工智慧。然而，要如何讓

學生對程式開發的過程有實際了解，這端看程式教學及檢核的方式，

如果讓學生對於程式開發的過程參與過少，那僅會收短暫且淺薄的學

習效果，但如果讓學生需付出過多心力，不僅失了「通識」的本質，

也可能會打擊不善於程式撰寫的學生，使得學生對其心生抗拒，反倒

讓學生難以用正確的態度看待人工智慧這工具。 

為此，本計畫期待找到合適的程式教學方式，使得主修不同專業

的學生同能有效地了解人工智慧的開發，最終並非培養學生於課程修

畢時成為合格的工程師，而是透過人工智慧的程式撰寫確切地認識人

工智慧，好讓同學未來可以參與人工智慧應用的相關專案或團隊，搭

配著課程設計，實務地將人工智慧應用於某一議題，且與其他主修專

業的同學共同規劃、開發，培養同學應用人工智慧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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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在110學年度上學期的〈AI應用實務〉中，共有28人選修，除了兩

位資訊工程學系的學生，尚有19位理工科系的學生，並有7位大商學

院的學生，彼此間對程式撰寫的熟悉度與敏感度相去甚遠，且因課程

中所教授的內容並非專對某一程式語言的廣泛介紹，因此並不合適從

程式語言的基礎教起，而是以模組或框架式的程式架構作為教學內

容，僅讓學生了解如何抽換其中的元素或參數，藉此符合各種應用情

境，且可讓學生後續自主學習相關知能。 

為達此目的，本課程選用Python進行程式撰寫，並主要利用

TensorFlow的框架進行程式撰寫的教學。除了最初兩週的Python基礎

教學，程式撰寫的教學是採用類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的演算

法，藉著相同的框架應用於圖像類、文字類、數字類的數據分類，且

用相同的框架應用於數字類數據的迴歸分析，當中主要的差別是在於

類神經網路中所置入的連接層，以及匯入類神經網路前的數據前處理

方式，透過一次又一次相同架構的反覆練習，讓學生逐漸熟悉類神經

網路的應用框架，並最終再額外用容易圖像化解釋的K-means及PCA

的演算法用於分群及降維。 

即便課程中反覆用類神經網路來分析不同類型的數據，並藉由相

同的方式來評估分類結果，且在最後幾堂課再多介紹容易理解的K-

means及PCA，但如果只讓學生看著程式碼上課，沒有實際練習撰寫

程式，不僅學生對這些程式碼的印象薄弱，當自己要利用這些程式碼

時，亦會不知從何下手修改成各自用途，因此課程中只有教師有完整

程式碼，並要求學生隨著講解程式碼的進度抄寫程式，為避免程式抄

寫錯誤，師生皆以Google Colab作為程式撰寫環境，一方面免去

Python環境建置的問題(唐瑤瑤，2020)，一方面善用Colab可以區塊性

(block-by-block)執行程式的特點，將程式切分為數個段落，便於在執

行各段落時檢查程式，確保學生抄寫完的程式正確性，且方便於段落

間的程式碼說明，讓學生可接續利用抄寫的程式。 

為確認學生的學習成效，課程分數除了出席成績外，亦包含作

業、專題製作過程、期末報告的成績，用以追蹤學生在上課過程、應

用過程、統整過程的表現，且在期中、期末隨機訪談數位學生，試著

了解學生對課程的心得、想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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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暨研究成果 

該課程從期初就完成分組並決定各組議題，後續當有作業時，就

可請學生就各組的議題發想並完成作業，課程後半段進到專題製作環

節時，亦會繼續探討如何以人工智慧參與該議題，並以此完成期末報

告，就此來看，從期初就以分組的方式進行議題導向式學習，這不僅

讓各組得以按著各自感興趣的議題進行課程，亦可避免每次發想都從

頭來過，讓各組有個接續連貫的進度，容易達成共識。此外，透過作

業，亦可注意到學生只願意在這堂課上付出少部分的時間，如果課堂

教授的程式要改動越多步驟才能完成作業，學生完成作業的比例就會

越低，即便如此，就算是直接複製課堂教授的程式，並做一、兩步驟

的改動就能完成作業，仍然有同學無法繳交完成的作業。在與同學了

解個人狀況後，得知就算課堂上有對每個程式碼做說明，如果有缺過

課，就可能導致後續無法繼續應用程式。這樣的學生雖為少數，但如

果能在每堂課後提供講義，或許有助於缺課同學跟上進度。 

當課程進入後半段時，除了仍會有程式撰寫的教學，亦會留一堂

課的時間，一方面讓同學們進行期末報告所要完成的內容，另一方面

亦可由教師與各組討論進度，藉此掌握學生們的團隊進度、個人進

度，如有任何需要討論的部分，亦可透過這段時間來進行。透過這段

時間，比較容易指定學生完成較多要求的內容，使得最終產出的成果

不只是符合各組中學生自主的最低標準，並且有助於弭平團隊中工作

分配不均的問題，即便仍存在工作分配明顯不均的部分組別，但這就

不只是組內有人逃避工作，而是組內缺少正面溝通的方式。 

在與學生訪談後得知，大商學院的學生容易對程式撰寫感到卻

步，即便是基於既有的程式碼，亦不知從何著手，但這似乎是種心理

障礙，只要多次指定練習，就能突破更改程式碼的困境，但對於加入

課堂上沒教授過的新功能，就又會再次陷入不知從何著手的困境，即

便對理工學院的學生也可能如此，但因某些工科學生的程式課是被要

求自主學習完成作業，因此比較不排斥線上學習課堂上未教授到的部

分，但即便學生能從網路學習到新功能，大多仍處於一知半解的狀

況，這有可能是起因於學習時間不夠，也可能是缺少整體性概念或經

驗，難以完整解讀網路上的資訊，未來或許需要安排帶領學生自主學

習相關程式撰寫的環節，才能讓更多學生多跨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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