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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建構主義在方法論上的假定，並非認為資料只是以一個外在的身份

被等待發現，或是資料可以透過方法上的程序保證，不受人們主觀偏見

的污染，矯正所研究世界中的有限觀點，此外，它也並非假定以一個公

正無私的觀察者，在不需詮釋的參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下，即可

進入研究的場景中。因此，我們的概念類目，是來自於我們對資料的詮

釋，而不是從資料本身或是從方法的實踐中而來，基此，研究的理論分

析，就是「一種」實在的詮釋轉譯，而不是所謂「客觀的」實在報導(Charmaz, 

2005, pp.509-510)，由此即可看出建構主義與實證主義在本體論與方法論

上的主要差異（參閱第二章第 38 頁）。 

依循著建構主義的思考脈絡，本研究在方法論上的立場，主要並不

在於找出證據來證明教學實驗的優劣，更重要的反而是由學童來告訴我

們，他們與世界的關係如何（如看事情的角度、概念、方法等）。換言之，

本研究在方法上的重點，並不在於只將學童所說、所做的內容直接呈現，

而是要試圖將學童所說、所做內容的意義顯現出來。此一意義開顯的工

作，強調的是研究者之為參與者的立場，而並非以一位局外者的身份，

去揭開學童在建構取向如何學習的面紗。在此方法論主張的假定下，研

究者從參與現象（教學實驗）開始，透過記錄文本（筆記、影片、轉譯）

的方式，並從文本資料中試圖找出學童於籃球遊戲學習的運作方式，藉

以從中得到啟發性（heuristic）的研究結果。 

確立方法論層次的基礎後，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即有所依據。由於本

研究資料的來源不同，在為能符合研究目的的情況下，有些資料於處理

方法上，較偏向使用量化的方式（如籃球遊戲表現能力），另些則比較適

合質化的分析（如小組論辯轉譯），或是綜合質化與量化的分析（如籃球

遊戲模擬影片的詮釋資料）。雖然，本研究使用質化、量化的不同方法，

但研究者在方法論上的立場則是一致的情況。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本章共分為六節，依序說明研究架構、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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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實施過程和資料處理。茲就各節，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教學實驗（teaching experiment）的概念，是研究者與一位教師合作，

發展教學計劃，並探討教師的教學與學習者對教學計劃的反應（Rovegno 

et al., 2001a）。因此，本研究教學實驗的目的，主要的出發點並不在於比

較兩種教學法的優劣，而是以技術取向的籃球教學作為一個參照的基

準，進而探討學童如何由建構取向的籃球教學中進行學習，用以提供日

後教學實踐，亦或在理論發展上能有一個基礎圖像。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與研究子題，擬以圖 3-1-1 之研究架構，說明本研

究計畫的架構圖。圖中以教學單元計劃實施前、中、後為分界。在教學

計劃實施前，先對學習者進行籃球遊戲「模擬影片」的詮釋與「籃球遊

戲」的實際表現進行前測了解。教學計劃實施中，實驗班實施建構取向

籃球遊戲，參照班則進行技術取向的籃球教學。實驗班於教學實驗期間，

每次皆以籃球遊戲─意見論辯─籃球遊戲的方式開始進行，研究者與研

究訪談助理同時觀察、攝影拍攝與進行小組論辯訪談。課程實施計劃後，

再次針對學習者在籃球遊戲「模擬影片」的詮釋，與籃球遊戲能力的表

現做後測，檢視學童在這期間的轉變過程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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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說明： 

籃球遊戲表現「組內」前、後測比較 

                           籃球遊戲表現「組間」前、後測比較 

                           籃球遊戲表現模擬影片「組內」前、後測比較 

                           籃球遊戲表現模擬影片「組間」前、後測比較 

                  PreGP          實驗組與參照組「籃球遊戲」表現組間前測比較 

                  PreVT          實驗組與參照組籃球遊戲「模擬影片」詮釋的前測比較 

                     A1   實驗組籃球遊戲「模擬影片」詮釋的組內前、後測比較 

                     A2   參照組籃球遊戲「模擬影片」詮釋的組內前、後測比較 

                  A1/A2   實驗組與參照組籃球遊戲「模擬影片」詮釋的前、後測組間比較 

                     B1   實驗組「籃球遊戲」表現的組內前、後測比較 

                     B2   參照組「籃球遊戲」表現的組內前、後測比較 

                 PostTG   實驗組與參照組「籃球遊戲」表現的組間後測比較 

                 PostVT          實驗組與參照組籃球遊戲「模擬影片」詮釋的後測比較 

               GP & DIS   實驗組教學實驗期間「籃球遊戲」與「意見論辯」的觀察與紀錄 

圖 3-1-1 研究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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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一）學校的背景環境 

本研究參與者為就讀台北市幸安國民小學的五年級學童，該校的地

理位置位處市區文教中心。在研究開始進行前，研究者透過研究單位（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發函，並充分獲得幸安國小校長、教務主任

與體育組長各方面的行政支持。 

 

（二）研究參與者的選取原則 

本研究實驗授課教師（陳老師），於教學實驗研究期間，適逢擔任五

年級之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專任教師，因此，本研究參與者的選取原則，

是依據教師而定的方式（teacher identified）。換言之，陳老師在所任教的

班級當中，先依據學童的學習經驗、能力、班級秩序做觀察，之後選取

二班在各方面特質較相似者。教學實驗進行前，研究者事先向各班級任

導師說明研究的目的與內容，得到兩班班級導師的肯定、支持和籃球遊

戲模擬影片測驗上的協助。 

 

（三）研究參與者之背景經驗 

基於研究倫理的考量，研究於教學實驗進行前，將教學實驗之「家

長同意書」發予學童，內容說明本研究之目的、方式與預期學習成效，

由學童帶回，請家長簽名同意。其後，為了解兩班研究參與者，在籃球

學習方面的背景經驗，請兒童填寫「籃球遊戲學習基本資料問卷」。此問

卷為開放式的問卷，內容為包括平時每週參與籃球的時間量、對籃球學

習的看法、以及期望在籃球遊戲中學到的內容（參閱本研究附錄一）。研

究者將此問卷攜帶至各班班級中，在研究者的說明下，請研究參與者利

用 10 分鐘的時間填寫。填寫過程中的問題由研究者回答。共發出 65 份，

並全數回收。研究者將學童回答的內容，歸納整理為「籃球遊戲學習基

本資料表」（參閱本研究附錄二、三），並從該表內容中，將兩班學童的

籃球學習背景經驗，整理為下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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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表 3-2-1  實驗班與對照班籃球學習之背景經驗對照表 

內容       實驗班（建構取向） 參照班（技術取向） 

性    別 男 女 男 女 

不曾接觸過籃球 9（27%） 13（39%） 8（25%） 8（25%） 

曾接觸過，但很少玩 0（0%） 2（6%） 3（9%） 4（13%） 

曾接觸過，偶而與家人玩 4（12%） 0（0%） 2（6.3%） 2（6.3%） 

上課曾學過 3（9%） 2（6%） 2（6.3%） 3（9%） 

男/女生人數 16（48%） 17（52%） 16（47%） 17（53%） 

全班總人數 33 人（100%） 32 人（100%） 

 

    表 3-2-1 顯示，建構取向（實驗班）有 22 人（67%）未曾接觸過籃

球活動，2 人（6%）曾接觸過，但很少從事籃球活動，9 人（27%）曾與

家人從事活動或在體育課學習過；技術取向（參照班）有 16 人（50%）

未曾接觸過籃球活動，7 人（22%）曾接觸過，但很少從事籃球活動，9

人（28%）曾與家人從事活動或在體育活動中學習過。此外，兩班在男女

人數的比例上，除實驗班女生多一人之外，其餘人數相同。因此，透過

基本資料比較後的結果，兩班學童在籃球學習經驗方面，在表 3-2-1 各方

面內容的比例上是相似的情形。例如建構取向（實驗班）在「不曾接觸

過籃球活動」與「曾接觸過，但甚少從事者」共有 24 人（73%），技術取

向（參照班）在這兩項內容上共有 23 人（72%）。兩班皆約有三分之二的

學童可視為初學者。此外，實驗班雖然全班共有 33 人，然而有一位學童

因身體因素，未能參加本教學實驗。因此，兩班在實際參與教學實驗人

數相同（皆為 32 人），與籃球學習經驗相似的情況下，使研究結果於參

照上能有共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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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分別採取質性與量化的方法，主要包括：

參與觀察、訪談、內容分析、系統觀察和言談分析等四種方法。對於各

種方法的使用時機與目的將分述如下： 

 

一、參與觀察(observation) 

    本研究在「建構取向籃球教學」的教學實驗進行期間，以參與觀察

的方式，觀察學童在學習過程中的籃球遊戲表現，以及對於在遊戲過程

中所發生的特定事件，予以記錄，期能對學童的學習過程有較深入的了

解。 

 

二、訪談法（interview） 

    本研究以訪談法，作為針對「籃球遊戲模擬影片的詮釋」與「小組

意見論辯」的資料蒐集方式。（一）「籃球遊戲模擬影片」方面，訪談員

採用結構式（structure）訪談，按照題號與影片資料，提出固定的問題。

（二）「小組意見論辯」方面，採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訪談，訪談

員遵守訪談的基本守則，即提供固定開放性（open ended）的問題，以溫

和鼓勵、積極聆聽的方式進行，不提供問題的答案；然而，當需要進一

步了解學童的想法或做法時，則會進行非帶領性導言和低度推論。例如，

在非帶領性導言方面：「可不可以再談一下你們這樣做的目的呢？」，在

低度推論方面：「喔，所以你們剛才是這樣子玩的啊。」 

 

三、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的方式，針對實驗組學童在整個教學實驗的「籃

球遊戲」過程中，以攝影方式記錄其遊戲過程，並於教學實驗結束後，

針對學童的籃球遊戲做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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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觀察法（systematical observation） 

本研究系統觀察主要以事件紀錄法的方式進行，可分為不同的類目

做評估，如傳接球、取球、掉球、投籃次數和得分等。使用時機主要有

兩項：（一）針對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童，在「籃球遊戲」前、後測所拍攝

的紀錄影帶做系統觀察，用以比較兩組學童在實驗前測有否差異，以及

實驗前、後測的差異如何；（二）針對實驗組學童在整個教學實驗的「籃

球遊戲」過程中，以學童籃球遊戲的影帶紀錄做系統觀察，用以了解實

驗組學童在整個教學實驗中的籃球遊戲表現過程。  

 

五、言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本研究針對實驗組學童，於小組意見論辯中所發表的內容，製作成

轉譯稿（transcript），並在轉譯稿內容的情境脈絡下，進行言談分析，主

要在於了解學童在小組論辯中，意義是如何被創塑建構出來的經過。在

言談分析的方法上，主要以特定事件、推理論辯的歷程等作為分析的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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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一、開放式問卷 

    此問卷目的是用以了解學習者對籃球學習的背景經驗，平時每週參

與籃球的時間量與對籃球學習的看法，作為分析資料時的參考。（開放式

問卷內容可參照附錄一） 

 

二、攝影機 

供拍攝教學實驗計劃「籃球遊戲模擬影片前」前後測、「籃球遊戲」

前後測、「意見論辯」訪談之用。實施方式請參閱第五節實施過程。 

 

四、統計軟體 

本研究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1.0 的統計分析軟體，作為學習者在

籃球遊戲中，量化表現的資料統計分析之用。 

 

五、籃球遊戲評量 

    本研究之籃球遊戲表現評量，採實作評量（authentic assessment）的

理念，主要使用於教學實驗前、後。 

（一）評量目的：用以了解學童籃球遊戲的能力。 

（二）發展的參考依據：由於團隊運動的表現，源自於有效的策略、戰

術、特定知覺與動作技能的互動（Gréhaigne & Godbout, 1995），

因此，我們可以將團隊視為一個整體，用以探討學童在籃球遊戲

的表現。Thomas 與 Thomas（1994）指出，測量球類技能最具有

效內容（content-valid）的方式，就是透過實際遊戲形式的比賽

（game play），其中，此種測量的形式較具真實性（authentic），亦

較能精確地代表學習者的遊戲能力，因此，遊戲表現可透過遊戲

最後的結果，或是在遊戲期間所表現特定行為的登錄方式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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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量方式： 

1.人數：透過異質性能力、性別分組方式，以 4 人組成一組，每組

實力大致均等。 

2.場地大小：長 16.40（公尺）×寬 13.00（公尺），籃框高度 2.86 公

尺。（依據實際研究場域的活動中心球場實施） 

3.基本規則： 

(1)以 4 × 4（人）進行籃球遊戲的攻防比賽。 

(2)帶球：透過手來操控運球，但不能以雙手同時運球移動。 

(3)身體的接觸方式：不可推撞對手，也不可搶奪球。 

(4)得分：球落入對方籃框目標物中，即得一分。 

4.裁判：由教師與研究者擔任裁判的角色。 

（四）評量效度：採專家效度，檢視籃球遊戲能力測驗與授課內容的相

關性。經專家進行檢驗後表示，本研究籃球遊戲能力測驗，可作

為學童籃球遊戲實作評量的工具。 

 

六、籃球遊戲影帶模擬情境測驗 

    針對教學實驗實施前、後測所用。此測驗的用意，主要與本研究的

理論基礎相關，亦即學童對情境的詮釋和符號成長的概念。關於本測驗

工具的發展，可藉由以下各點說明： 

（一）評量目的：此測驗主要在探討學生對籃球遊戲的情境詮釋與做決

定的能力。 

（二）發展的參考依據：關於學童在運動遊戲模擬情境之做決定測驗，

Helsen 與 Pauwels（1988）透過影片呈現的方式，以足球比賽情境，

作為發展足球員戰術上的做決定能力，且他們指出此種方式，在

測驗的生態效度上，要比傳統以靜態幻燈片呈現為佳。其後，

Yaaron、Tenenbaum、Zakay 與 Bar-Eli（1997），使用籃球比賽情

境的影片，探討球員在籃球比賽情境影片中的攻、防與轉換的認

知能力，並主張透過影片的媒體科技，來革新運動訓練的方法之

一。此外，Blomqvist、Luhtanen 與 Laakso（2000）和 Blomqv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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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änttinen 與 Luhtanen（2005）分別使用羽球和足球遊戲比賽的影

片，作為檢驗體育課中，學童遊戲比賽的做決定能力。由此可見，

以影片為媒介的運動情境（video-based situations）測驗，近來逐

漸使用在測驗體育課學習者的做決定能力方面。因此，本研究參

考此種方式，發展籃球遊戲影片為媒介的運動情境。然而，上述

研究者對於運動遊戲影片的認知答案，是以「正確」與「錯誤」

二分法，作為測驗的給分方式，此點與本研究之建構主義立場不

符，此為重要差異之處。 

（三）測驗內容：包括進攻與防守兩部分。此測驗依據教學內容的重點，

即以進攻為主要核心，防守是連帶著進攻進行，故在內容上以進

攻較多，防守較少。進攻部分又可分為「持球者」與「非持球者」，

持球者可分為運球進攻、運球反攻、持球、長傳、發球等項，在

非持球者中，則以跑位為主要內容，各題內容茲以下表3-4-1呈現。 

      表3-4-1 籃球遊戲影帶模擬情境測驗內容分項表 

進攻 防守 

持球者 非持球者 

運球前場進攻 運球後場進攻 持球 跑位 

B6（5） A15（1） A13（2） A6（3） 

─ B7（7） ─ A8（4） 

─ B14（8） ─ A18（6） 

─ ─ ─ B13（9） 

A21（10） 

*備註：（）內的粗體數字，代表測驗影片編輯的題號順序。 

 

（四）測驗發展程序：將拍攝的籃球遊戲片段，依照測驗的發展程序，

透過2位專家建立效度，以達測驗目的。專家評估的內容表格以下

表3-4-2為例，內容包括片段編號、情境、問題、詮釋度、難度、總

評、取/捨、置於測驗的前、中、後等項目。其中，詮釋度是針對

回答的可能性、影片的清晰度考慮，難度則是以情境的複雜度做評

估，作為取捨的判斷，並給予總評，供影片篩選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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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2 籃球遊戲情境認知測驗專家評估的內容表格（舉例） 

編號 情境 問題 詮釋度 難度 取/捨 總評 

A1 邊角運球 右邊紅色2號 2 2 取 * 

 

（五）實施預試：在實施教學實驗的國小，從非實驗班級中選擇10位五

年級的學生為預試對象，實施預試。 

（六）預試修正：經預試後，在「口語提問」的部分趨難，因而對口語

提問的方式進行簡化之修訂。 

（七）測驗信度：採再測信度，依據重複施測的結果，進行語意比對，

信度值達0.96。 

（八）測驗效度：採專家內容效度，專家由一位團隊運動（team sport）

專家與一位籃球專家教師所組成。兩者針對影片的內容評析，並

填寫於籃球遊戲影帶模擬情境測驗之專家評估內容表格中，之後

相互對照，針對同意的片段予以保留，否定的片段予以刪除。（有

關專家效度表，可參閱本研究附錄六） 

（九）測驗方式： 

1.邀請學生先觀賞一段一分鐘的籃球遊戲活動。 

2.隨後出現籃球遊戲的情境，當問題出現時，畫面停格20秒鐘。 

3.提出問題：例如：「如果妳/你是畫面中的紅隊6號，你這時會做什

麼，為什麼？」，並請學生回答。 

4.學生依其想法與理解程度回答。 

5.當學生不明白時或不知道時，本測驗與影帶仍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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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測驗說明 

    為能簡單而具體的說明本測驗情境，以下擷取每段影片的最後一個

畫面，並配合訪談員的提問文字說明。 

 

 

1.第1題 

 

 

 

 

 

 

圖3-4-1 籃球遊戲影帶模擬情境第1題停格畫面 

訪談員：「如果妳/你是這位藍隊拿球的人，那接下來妳/你會怎麼做？為什麼？」 

 

2.第2題 

 

 

 

 

 

 

 

圖3-4-2 籃球遊戲影帶模擬情境第2題停格畫面 

訪談員：「如果妳/你是這位黃隊拿球的人，妳/你接下來會怎麼做？為什麼？」 



 110

3.第3題 

 

 

 

 

 

 

圖3-4-3 籃球遊戲影帶模擬情境第3題停格畫面 

訪談員：「如果妳/你是藍隊這位隊員，那接下來妳/你會怎麼做？為什麼？」 

 

4.第4題 

 

 

 

 

 

 

圖3-4-4 籃球遊戲影帶模擬情境第4題停格畫面 

訪談員：「如果妳/你是紅隊這位隊員，那接下來妳/你會怎麼做？為什麼？」 

 

5.第5題 

 

 

 

 

 

 

圖3-4-5 籃球遊戲影帶模擬情境第5題停格畫面 

訪談員：「如果妳/你是黃隊運球的人，那接下來妳/你會怎麼做？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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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6題 

 

 

 

 

 

 

圖3-4-6 籃球遊戲影帶模擬情境第6題停格畫面 

訪談員：「如果妳/你是橙隊舉手的人，那妳/你接下來會怎麼做？為什麼？」 

 

7.第7題 

 

 

 

 

 

 

圖3-4-7 籃球遊戲影帶模擬情境第7題停格畫面 

訪談員：「如果妳/你是黃隊這位拿球的人，那接下來妳/你會怎麼做？為什麼？」 

 

8.第8題 

 

 

 

 

 

 

圖3-4-8 籃球遊戲影帶模擬情境第8題停格畫面 

訪談員：「如果妳/你是藍隊這位拿球的人，那接下來妳/你會怎麼做？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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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9題 

 

 

 

 

 

 

圖3-4-9 籃球遊戲影帶模擬情境第9題停格畫面 

訪談員：「如果妳/你是黃隊這位隊員，那妳/你接下來會怎麼做？為什麼？」 

 

10.第10題 

 

 

 

 

 

 

圖3-4-10 籃球遊戲影帶模擬情境第10題停格畫面 

訪談員：「如果妳/你是橙隊這位隊員，那妳/你接下來會怎麼做？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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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測驗題之遊戲組構分析說明 

    遊戲組構形式的觀點，可用以作為分析學童推理、分析和解決遊戲

問題的一種方式。在本研究所提供的籃球遊戲模擬影片測驗中，主要有

兩大類的遊戲組構形式：（1）在防守者就防守定位的情況下，持球者位

於實際遊戲區域的後方開始行動，具體說明圖示如下圖3- -；（2）位於

實際遊戲區域的後方取球，在回應隊友要球的情況下做長傳，具體說明

圖示如下圖3-4-11。 

 

 

 

 

 

第一類遊戲組構形式圖示 

 

 

 

 

 
持球者位於實際遊戲區域（綠色虛線）後方 

展開行動 

圖3-4-11  籃球遊戲模擬影片測驗之遊戲組構形式主要類型一 

 

圖3-4-11顯示，紅隊某隊員取球，球位於實際遊戲區域的後方，且藍

隊防守者已就定位，紅隊則在此情況下開始組織進攻。在本研究所編制

的籃球遊戲模擬影片中，影片1、2、3、4、9皆屬於類似的類型。 

 

 

 

 

 

第二類遊戲組構形式圖示 

 

 

 

 

 
持球者於實際遊戲區域（綠色虛線）後方取

球，並回應對友做長傳 

圖3-4-12  籃球遊戲模擬影片測驗之遊戲組構形式主要類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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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12顯示，球落於藍隊進攻籃框，紅隊某隊員取球，紅隊有隊友

向目標籃框移動，持球者長傳，防守者落後於球的後方；或是在球落於

場中央，而利用向前傳的方式，使防守者落後於球的後方。在本研究所

編制的籃球遊戲模擬影片中，影片5、6、7、8、10是屬於圖3-4-12的相似

類型。 

    除了以遊戲組構形式的類型分類之外，每一段影片的情境，亦可由

「取球的位置」與最後一格畫面「球的位置」做分析，用以了解每一段

影片的初步結構。就取球位置而言，可分為前場和後場兩類，前後場的

說明，以下圖3-4-13為例，影片題號與前、後場取球位置的對照，以表3-4-3

說明。若從球的位置來看，則可使用球位於實際遊戲區域的觀點做分析，

以圖3-4-14做為說明，影片題號與球的位置之對照，則以表3-4-4表示。 

 

 

 

 

 

 

 

                       圖 3-4-13 取球位置的前後場位置 

 

 

    表3-4-3 籃球遊戲模擬影片題號與前、後場取球位置之對照表 

後場取球 前場取球 

影片題號：1、2、4、5、7、8、9 影片題號：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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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位於實際遊戲區域（綠色虛線）的後方

 

 

 

 

 
球位於實際遊戲區域（綠色虛線）的前方 

 

 

 

 

 

球位於實際遊戲區域（綠色虛線）的中央 

圖 3-4-14 球位於實際遊戲區域的位置關係圖示 

 

表3-4-4 籃球遊戲模擬影片題號與球位於實際遊戲區域位置之對照表 

實際遊戲區域後 實際遊戲區域中 實際遊戲區域前 

影片題號：2、3、6 影片題號：4、7、8、10 影片題號：1、5、9 

 

    若以各題情境的質性描述來看(參照附錄所附之VCD光碟影片檔)，

可依各題順序描述如下： 

1.第1題：敵隊持球位於前場進攻，我方防守者已就防守定位，球位

於實際遊戲區域的後方，敵隊持球者運球至實際遊戲區域左翼空檔投

籃，球未進籃框，反彈落下，我取到籃板球，運球直接穿越實際遊戲區

域至進攻前場，敵隊二位防守者在我前方快就防守定位，此時，如果我

是持球者，那接下來我會怎麼做？依此情境，較為適當且可能的解決辦

法為：（1）傳球給位於實際遊戲區域右前翼的隊友，讓隊友再傳給我投

籃或是隊友自己投籃；（2）由於防守者尚未完全就防守定位，我就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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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籃。 

2.第2題：我在後場界外發球給隊友，持球隊友接球運球向前場進攻

方向推進，防守者已就定位，且持球隊友受防守者阻擋，於是持球隊友

將球向實際遊戲區域後方傳給我，此時，我是持球者，我接下來會怎麼

做？此題情境，由於防守者已就定位，四處移動，球又位在實際遊戲區

域的後方，因此持球者的選擇性不多。依此情境，較為適當且可能的解

決辦法是：將球長傳，越過防守人牆，把球傳至位於實際遊戲區域前方

的隊友。 

3.第3題：我方隊友位於中場界外發球，隊友以雙手將球持於胸前，

重複做數次發球的動作，實際遊戲區域逐漸縮小，相對於發球的隊友而

言，我是位於實際遊戲區域前方的隊友，此時我會怎麼做？此題的情境，

是典型的初學者情境。因為影片中遊戲的學童在等待持球者將球發入場

中，實際遊戲區域逐漸縮小，這與持球者的發球姿勢有密切的關連。如

果持球者將球舉高至頭上，則實際遊戲區域就會開始轉變。依此情境，

較為適當且可能的決定是：（1）我向我方進攻的籃框方向跑，並舉手讓

持球者傳球給我去投籃；（2）若持球者將球舉高至頭上，我留在原地讓

持球者傳球給我，或是我向前進一點，讓持球者直接傳球給我，再發動

進攻。 

4.第4題：我方隊友後場發球，隊友運球向進攻前場推進，敵方防守

者已就防守定位，持球隊友穿越一位防守者，將球推進前場，持球隊友

前方受二位防守者阻擋，持球隊友收球，球位於實際遊戲區域的中央，

此時我是位於實際遊戲區域右後翼者，接下來我會怎麼做？依此情境，

較為適當且可能的解決方法是：（1）向前移動，幫忙阻擋前方的防守者，

讓防守者可以投籃；（2）如果持球者投籃，向前至籃下，準備接籃板球，

再次投籃。 

5.第5題：敵方在前場進攻，持球者位於實際遊戲區域後方投籃，球

未進籃框，我方隊友取到籃板球，隊友運球，敵方防守者未就定位，持

球隊友長傳球至前場空曠區域，我向球跑並接到球，此時我位於實際遊

戲區域的最前方，接下來我會怎麼做？依此情境，較為適當且可能的解



 117

決辦法是：（1）直接運球向前至籃下投籃；（2）運球至籃下後，傳給後

方的隊友投籃。 

6.第6題：持球隊友位於後場運球，敵方一位防守者試圖抄球未成功，

持球隊友收球轉身，並以單手持球，準備傳球，此時我是橘隊位於實際

遊戲區域最前方的隊員，接下來我會怎麼做？依此情境，較為適當且可

能的解決方法為：（1）向實際遊戲區域左方移動，以利於持球者傳球；（2）

至籃框下，由隊友接力傳球給我投籃。 

7.第7題：中場跳球，敵隊隊員取球，敵隊持球者繞越實際遊戲區域

至區域前方，持球者嘗試投籃不進，我方隊友取得籃板球，運球後傳給

我並位於實際遊戲區域中間，接下來我會怎麼做？依此情境，較為適當

且可能的解決辦法為：（1）向前長傳給位於實際遊戲區域前方的隊友，

讓隊友去投籃，或是向前運球後，再傳給位於實際遊戲區域前方的隊友，

讓隊友去投籃；（2）傳球給位於實際遊戲區域左翼的隊友，我向前跑後，

讓他再傳球給我或實際遊戲區域前方的隊友去投籃。 

8.第8題：敵隊持球者位於實際遊戲區域後方，並將球從後場向前場

推進，我方防守者已就定位，敵方持球者將球從實際遊戲區域左翼傳回

至實際遊戲區域後方，持球者投籃，球未進籃框，敵方隊友再次取球，

並運球至籃下投籃，球未進籃框，我方隊友取得籃板球，並位於實際遊

戲區域的後方，將球向實際遊戲區域中央傳球給我，此時我是持球者，

接下來我會怎麼做？依此情境，較為適當且可能的決定是：將球長傳至

實際遊戲區域前方的隊友，讓隊友去投籃，或是先向前運球，之後再將

球傳至實際遊戲區域前方的隊友，讓隊友去投籃。 

9.第9題：敵方隊友位於實際遊戲區域前方上籃，投球進籃得分。我

方隊友後場界外發球給實際遊戲區域右後翼的隊友，持球隊友運球從後

場向前穿越實際遊戲區域，將球推進前場實際遊戲區域前方，持球隊友

前方有二位防守者已就防守定位，此時我是位於實際遊戲區域前方左翼

的黃隊6號，接下來我會怎麼做？依此情境，較為適當且可能的解決方法

為：（1）站在附近，讓持球隊友傳球給我；（2）移至籃下禁區，讓持球

者傳球給我投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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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10題：前場跳球，敵隊球員於前場取球，位於實際遊戲區域的

後方，其次將球傳至位於實際遊戲區域中間的隊友，此時持球者雙手持

球，形成我方防守落後的情況，而我是位於實際遊戲區域最前方的防守

者，接下來我會怎麼做？此一情境，與前9項所提問有關進攻的內容不

同，而是屬於防守者的分析，是所有影片中較難分析的情境。在此情境

中，較為適當且可能的解決辦法是：稍微後退，一邊注意看持球者的球，

一邊注意位於實際遊戲區域左翼前方的進攻者，用以防止持球者直接傳

球給其隊友，或是不讓持球者直接運球至籃下投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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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研究流程圖 

第五節  實施過程 

 

本研究依過程順序可分為教學實驗處理前階段、教學實驗處理階

段、教學實驗處理後階段。依此三階段的區分，繪以下圖 3-5-1 之研究

流程圖做為實施過程的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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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5-1 顯示，本研究在教學實驗處理前階段（淺藍色背景），主要

以培訓建構取向教學策略之種子教師、研擬建構取向籃球教學方案、計

劃技術取向籃球教學方案、實施「籃球遊戲能力」與「籃球遊戲模擬影

片詮釋」的前測為主要工作；在教學實驗處理階段（淺紫色背景），以進

行參與觀察上課情況、實施小組意見論辯訪談、拍攝分組籃球遊戲的過

程為工作重點；至於教學實驗處理後階段（淺黃色底），則施行籃球遊戲

表現之系統觀察、處理意見論辯的言談分析、籃球遊戲形式、籃球遊戲

模擬影片詮釋的內容分析等方式進行。以下依照教學實驗的處理階段，

針對各階段的重點內容與實施方式，摘述如下： 

 

一、教學實驗處理前階段 

    本階段的重點在於進行各項行政聯絡工作、種子教師之培訓、選擇

研究參與者、設計教學與教材等，詳細的實施過程，敘述如下： 

 

（一）建構取向教學策略之種子教師培訓 

1.舉辦建構取向教學策略工作坊 

由於國內在建構取向體育教學方面的理論與實務，尚處萌芽階段。

因此，在本研究實驗教師建構教學的培訓上，透過國外兩位在建構取向

體育師資培育學有專精的學者專家，實施為期三天的建構取向體育教學

策略工作坊（workshop），培訓 15 位對建構取向體育教學有興趣的現職

國中小學體育教師。培訓過程中，教師們對建構主義的理念除有基本的

認識外，更實際透過遊戲的體驗，以學習者的角度觀察學習的方法，並

進行教學實務的反思。具體培訓的課程內容，請參閱《建構取向體育教

學策略研習會研習手冊》（臺灣運動教育學會主編，2004）。 

 

2.選擇實驗教師 

    本研究實驗教師（陳老師）的個人背景：師範院校體育組畢業，體

育教學經歷 10 年以上，目前於體育研究所碩士班進修中。實驗教師的特

質為具好奇心和耐心，喜歡嘗試不同的教學方法，願意合作參與教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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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並常於課後做教學反省。因此，本研究透過陳老師與研究者的合作，

共同進行教學實驗計劃。陳老師在參與本研究教學實驗計劃前，已具有

下列經歷： 

 

（1）曾全程參與「建構取向體育教學策略工作坊」。 

（2）曾使用建構取向體育教學策略進行試教。 

（3）曾研讀與撰寫建構教學之相關著作與教案。 

（4）曾擔任「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研習會：理解式教學」之

實務課程講師，分享建構取向籃球教學經驗。 

（5）曾教過籃球單元，並對籃球知識內容有相關的了解。 

（6）曾針對四年級的學童，以「建構取向」與「技能取向」的籃球教

學進行試教。 

（7）曾與研究者共同討論「建構取向」與「技能取向」的籃球教學內

容。 

 

（二）建構取向籃球遊戲學習活動方案之研擬與實施 

    本教學方案主要參考「學校團隊運動遊戲的教學」（Gréhaigne, Billard, 

& Laroche, 1999），並參酌「國小體育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in 

PE）（掌慶維、李勝雄、張美莉，1998），做為研擬方案的基礎。  

 

1.教學宗旨 

（1）教學目的：培養學童批判思考與解決問題、相互溝通與互助合作

的能力。此目的依據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之綱要而實施。 

（2）教學目標：幫助學童增進有關籃球遊戲的技能與戰術，並培養學

童獨立思考、社會互動（溝通、分享、合作），以及學習做決定的能

力。 

（3）具體目標： 

a.能使用籃球的基本戰術和技能，解決在籃球遊戲中所出現的問題。 

b.能與同儕合作，在意見論辯中分析籃球遊戲表現中的動作與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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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能在小組中共同決定遊戲練習的內容，並付諸實行。 

  d.能樂於參與籃球遊戲，並懂得欣賞他組的優點。 

2.教學時數 

每週上課日數與節次為 2 天 3 節課，每節 40 分鐘，並持續 6 週。因

此，總計上課節數共為 18 節，教學時數為 720 分鐘。 

3.教學實驗內容進展的組織架構 

針對 Gréhaigne 與 Godbout （1998a）所提出的意見論辯方式（Debate 

of Ideas Set-up）與 Rovegno et al.（2001b）的「遊戲─討論─遊戲」

（play-discuss-play）結構，本教學實驗在內容進展的組織架構上，採以

「籃球遊戲→意見論辯→籃球遊戲」的方式。實際教學的內容，需視學

童在籃球遊戲中的表現，再由教師透過教材上的設計，改變下次的籃球

遊戲方式。因此，教學實驗進行期間，陳老師於課後，皆與研究者進行

對話，一方面討論該節所上的內容，二方面討論下節的內容組織與方式。 

4.小組分組方式 

    在分組方面，採合作學習異質性的能力、性別分組方式。原則上，

每一小組內皆有 2 位男學童與 2 位女學童。此外，在籃球遊戲的能力方

面，每組有 1 位能力較高者、2 位能力中等者、1 位能力較弱者。經過觀

察後，陳老師將實驗班學童，依據分組的原則分為 8 組，分組的實際情

形繪以下表 3-5-1 表示。 

 

表 3-5-1  教學實驗組小組分組情況 

座號              遊戲能力 

組  別 高 中 弱 

紅  隊 8 2 27 28 
粉紅隊 4 22 37 29 
綠  隊 35 9 11 33 
黃  隊 6 10 32 36 
深藍隊 3 24 34 5 
淺藍隊 7 23 1 21 
紫  隊 25 13 15 31 
墨綠隊 16 26 1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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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學步驟 

    本研究建構取向籃球遊戲的教學步驟，是先從籃球遊戲的情境出

發，其主要目的是不希望簡化遊戲中的複雜性（complex），因為，如果

我們事先決定「遊戲的時空（時間與空間）特質」，以及它所構成的遊戲

形式與進展方向（式），那就降低了學童在遊戲中建構知識的機會，亦無

法從學習者所知與所能做的起點出發。所以，本研究的相關教學步驟，

並不是以教材「內容的進展」為主導，而是透過下列四階段進行，並配

合圖 3-5-2 與圖 3-5-3 做說明。 

（1）建立共同的經驗：藉由籃球遊戲的情境，學童與小組同儕，以原

有的想法所會的技能，在一個籃球遊戲對抗（opposition）的情境下，建

立共同的籃球遊戲經驗。 

  （2）交織不同經驗的詮釋：透過意見論辯情境，學童在小組內進行討

論，針對在籃球遊戲情境中，所遭遇的問題、困難或預計的行動，從不

同的觀點做討論，提出理由說服和形成共識的方式（如：我們的意圖是

什麼、為了…我們可以怎麼做），提出遊戲的行動計劃，並準備再次參與

籃球遊戲。 

（3）實現共同的計劃：藉由再次參與籃球遊戲的方式，學童們可試著

將她/他們共同的遊戲計劃，能在籃球遊戲的脈絡情境下，付諸於行動。

當然，學童們的所決定的計劃，可能在行動中實現，也可能在行動中遭

受到困難。此時學童即需透過教師所安排的學習情境加以再精緻化

（re-elaboration）。 

（4）再精緻化：相對於上述的「籃球遊戲」情境，在此階段，教師以

「去情境化」的方式，針對學童在意見論辯與實現共同計劃中的問題，

藉由修改規則、場地、器材等限制的觀點，來設計籃球遊戲的戰術問題

情境（如二對一的傳球），並由學童來做問題解決。在此情境中，技能亦

包含在去情境化的再精緻化過程中。然而，技能並不是解決戰術問題的

方法，而是為了解決戰術問題，所需要使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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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 「建構取向籃球遊戲學習活動」之實施步驟 

 

 

 

 

 

 

 

 

 

 

 

 

 

 

圖 3-5-3 建構取向籃球遊戲教學階段與目的概念圖 

 

    在整個學習活動期間，有關學習方案大方向的教學流程，可整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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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4 建構取向籃球遊戲學習活動的流程概念圖 

     

圖 3-5-4 所要表明的內容，並不是完全按照教學步驟的順序，而是學

童在整個籃球遊戲學習活動中所從事的活動概念圖示。學習者最初由籃

球遊戲比賽開始，比賽後進行小組的意見論辯，接著學童嘗試將各組意

見論辯的行動計劃在下一次的籃球遊戲中付諸實行。其次，教師針對學

童在籃球遊戲比賽中所做的觀察，與學習者從事全班戰術的討論後，學

習者進行與戰術有關的籃球遊戲問題解決活動，解決戰術上與技能上所

遭遇的問題。此後，再返回最初的籃球遊戲比賽。同時，在活動過程中，

學習者亦從事觀察他組遊戲比賽的表現，進行小組同儕評量，分享各組

的戰術與策略，建立對各組學習者而言的有效行動規則和行動原則（戰

術知識）。最後，學習者可運用有效的行動規則，繼續進行相關的侵入式

球類學習活動，便於再使用類似的戰術概念，用以建立起不同活動間相

似戰術概念與知識間的關係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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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實施預試性教學（pilot study） 

    為使建構取向籃球教學能順利進行，本研究於 2005 年 4 月至 5 月期

間，利用 4 週的時間，分別以台北市大龍國小一班六年級學童，與台北

市幸安國小一班四年級的學童進行預試性教學。透過試驗性教學，用以

預先發現實驗進行時可能發生的問題，得以事先為教學實驗做準備。經

由試驗性教學後，所得到的共同經驗，可分述如下： 

（1）教學時間方面：在預試性教學期間，以 6 分鐘的時間做籃球遊戲

的比賽，6 分鐘意見論辯，再接著 6 分鐘的籃球遊戲。然而，由於國小一

節課為 40 分鐘，加上全班學童（共 6 至 8 組）皆需完全參與，以致於時

間不敷使用。因此，在教學時間方面的考量下，即決定以每位學童皆有

一顆球，並能以各種不同方式的運球、傳球，取代一般制式的熱身操（5

至 8 分鐘），增加學童對球的操弄機會，並將籃球遊戲比賽與意見論辯的

時間，各縮短 1 分鐘，由小組組長帶領學童自主進行討論與練習，並盡

量增加換組進行遊戲比賽的速度。此外，另類的解決方式，則是使用連

續 2 節健康與體育課的時間。因此，本研究的教學實驗，在預試性教學

時間的考量下，除採納預試性教學教師們的建議，縮短活動進行的時間，

使用籃球基本技術做熱身活動，加快比賽換組的速度，並以每週 1 節（40

分鐘）的體育課，和連續 2 節（80 分鐘）的體育課，以使教學實驗具有

較充裕的時間，得以進行全班討論與學習情境的活動（再精緻化）。 

（2）學童分組方面：有些學童一開始會不太願意與某些特定學童在同

一組，因而有時剛開始無法完全投入比賽，經過一段遊戲時間之後，有

些學童即可共同投入小組的遊戲和討論。然而，有少數的學童則無法投

入。此時，教師需做必要的溝通，了解問題的來源。若是學童認為各組

在能力上懸殊過大，教師可將學童做小部分的換組調動，使各組實力相

當。 

（3）小組論辯方面：在預試教學期間，四年級與六年級的學童皆可進

行意見論辯。然而，在剛開始進行時，由於學童不熟悉體育課中的討論，

加上手中有球，會只想要至他處玩球，而無心進行意見論辯。因此，解

決的辦法是透過每組設置一位訪談員，透過訪談員的引導，小組學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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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意見論辯。此外，在小組論辯的發言機會方面，則應盡可能的讓同組

的學童都有機會發言。 

（4）遊戲規則方面：在預試教學期間，學童常會以「搶球」的方式進

行比賽，且有少數學童（特別是有籃球經驗者）只想以正式的籃球規則

進行比賽。因此，在本研究教學實驗開始時，即對學童清楚說明，籃球

遊戲的基本規則為「不可搶他人手中的球」，至於「不可帶球走」與「不

可二次運球」等其他遊戲規則，則可能會適時修改。 

（5）場地設備方面：場地與設備的需求，牽涉到學童分組人數與教學

時間的問題。預試性教學期間，以 6 組（每組 5 人）輪流使用一個籃球

全場場地（兩個相對的籃框）的方式，在 40 分鐘的時間內實施，在時間

上常有急迫感，因而不能在遊戲比賽後做充分的討論。預試教學教師的

解決辦法，是使用體育課上課前的下課休息時間，做一些如觀察規則、

方法的說明和講解。以 8 組（每組 4 人）輪流在 2 個全場場地進行遊戲

比賽的方式，在實施上是較為順利的情況，但仍須掌握教學的時間。為

此，本研究教學實驗，在教學實驗教師的協調與實驗學校的行政支援下，

釋予 2 個全場場地的室內活動中心，以使教學實驗順利進行。 

 

7.建構取向籃球遊戲教學之檢核 

為能有效檢核實驗教師是否參照建構主義的精神，從事建構取向的

籃球遊戲教學，本研究參照建構主義的理論基礎（參閱第二章第二節），

以及 Azzarito 與 Ennis（2003）運用社會建構主義所進行的體育教學特

質，如「學童在小組內工作」、「學童與教師互動頻繁」、「教師為學習的

促進者」、「教師使用學習媒體教材增加學習經驗」、「學童在班級活動中

高度與同儕互動」等指標。尚且，再斟酌本研究的需求，設計建構取向

籃球遊戲教學之檢核表。檢核表的內容，請參照下表 3-5-2。 

原則上，觀察的次數為每週一次，由研究者與一位觀察員進行確認，

若教師與學童做出在觀察事項中的行為，則於「做出」欄畫記表示；反

之，則在「沒做出」欄表示。然而，觀察事項內容以「網底」標示者，

則表示並非每週皆觀察，而是觀察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是否有做出。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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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檢核之後，教師基本上皆能達成本檢核表的內容。 

 
表 3-5-2  建構取向籃球遊戲教學檢核表 

做出 觀察事項 沒做出 

 教師鼓勵學童在體育課中的主動參與過程  

 教師提供開放性的技能工作練習  

 學童採合作學習之能力分組構成「小組學習伙伴」  

 教師提供學童真實籃球遊戲的問題探索情境  

 
教師允許學童從多元的觀點，討論、溝通、協調籃球遊

戲的問題解決過程 
 

 教師提供學童討論後再返回籃球遊戲的問題解決機會  

 
教師詢問學童在籃球遊戲問題解決情境中所所採用的

相關策略和理由 
 

 教師允許學童有足夠的思考和應答時間  

 教師提供學童同儕評量籃球遊戲表現的機會  

 教師從「限制」的觀點設計籃球遊戲  

 
教師考慮學童在籃球遊戲中的反應，透過教學策略，更

替合適的教材內容 
 

 教師從主導教學的立場，轉移至促進學童學習的立場  

 
學童在籃球遊戲的學習過程中，建構了相關的策略、戰

略與技能 
 

 

8.建構取向籃球遊戲教學實施方案 

    由於本研究「建構取向籃球遊戲教學」的實施方案，是依據學童在

籃球遊戲中的表現而做修訂，因此教案的內容是以事後回溯的方式呈

現，教案實施的方式，也並非可直接套在其他學童身上。然而，其中所

使用的方法，和使用方法的理念，仍可供參考。（具體實施大綱與簡案，

請參照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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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取向籃球教學方案之研擬與實施 

    本研究所實施的「技術取向籃球教學」，是指參考教育部（1997）所

發行的「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量（六）籃球」教材，以及 Pecqueux（2003）

所著，法國學校體育月刊所發行的「小學籃球遊戲」（Jeux de basket-ball à 

l’école）教材所設計的教學活動。選用兩教材的原因，在於「學校體育教

材教法與評量」的教材特色，主要是對各項籃球基本技能的解說詳盡，

包括準備動作、執行動作（如傳球）與完成動作的各項要領，然而，其

中有些教材對小學五年級學童而言，過於生硬且偏難，因此，再參考「小

學籃球遊戲」的教材。該教材的主要特色，是透過系統性由簡而繁的技

術、戰術小遊戲，讓學童以遊戲的方式來學習技能與戰術。然而，這裡

所指的「遊戲」，與本研究教學實驗所指的籃球「遊戲」不同，相關的論

述，已在第二章說明，如技能與戰術的加疊、著重遊戲的內容、形式，

而不是學童的學習、教學過程的線性進展等。因此，教學實驗教師與研

究者，藉由此二教材的長處，擬訂本研究「技術取向籃球教學」方案。（具

體實施大綱，請參照附錄四）。 

    本研究技術取向籃球教學步驟，是先從籃球技能的學習開始，其主

要的教學目的，是為了精熟各種動作姿勢，並以教師對教材的「內容進

展」為主導，過程中即強調動作要領的講解、示範與修正。以雙手胸前

傳球為例，其教學目標即為： 

1.認識胸前傳球的準備動作、接球動作與完成動作。 

2.能做出正確雙手胸前傳球的準備動作、傳球動作與完成動作。 

3.與分組同學合作進行練習，並能指導同學或接受同學糾正錯誤動作。 

在教學步驟方面，可透過下列三階段進行，並配合圖 3-5-4 做說明。 

1.準備活動：透過暖身活動進行。通常以國民健康操、慢跑球場、聽哨

音做改變方向的跑步、兩人一球，相互擲球等。 

2.發展活動：主要讓學童學會籃球的各項技能，因此強調按部就班的練

習各項技能工作（technique task）。教師示範說明雙手傳球的準備動

作、傳球動作與完成動作，並講解直線前進、後退運球、單人對牆

傳球、雙人對傳等的傳球練習方法。其次，教師將學童分組進行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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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25’ 5’-10’ 

暖身活動 主要活動 綜合活動 

習上述內容。學童在練習當中，學童相互觀察與指導之外，教師巡

視全班，並分別予以指導和提供回饋。 

3.綜合活動：利用發展活動中所學的技能，透過遊戲的形式加以應用。

最後配合全班討論、由教師總結所學。例如，實施小組 2 分鐘限時

傳球比賽，同時教師或同學進行動作評估，最後發表獲勝隊伍，全

班歡呼解散。 

 

 

 

 

 

圖 3-5-5 技術取向籃球教學步驟 

 

（四）教學實驗前測與後測的實施 

九十三年九月十三、十四日與九十三年十一月九、十一、十二日共

五天，四位訪談員與二位籃球遊戲攝影助理（臺灣師範大學運動教育學

研究室研究生），與研究者一同進入研究現場，進行本研究教學實驗的

前、後測資料蒐集工作。前、後測的內容相同，包括下列二項： 

1.籃球遊戲模擬影片 

給予學童觀看（閱讀）籃球遊戲模擬影片內容，並詢問她/他們對於

影帶內容的詮釋和所選擇的決定，同時以攝影機將學童回答的內容做紀

錄。 

2.籃球遊戲 

以 4×4（人）、時間 5 分鐘的籃球遊戲活動，並將各組學童們的籃球

遊戲過程，以攝影機拍攝存檔。 

 

籃球熱身 技能應用的遊戲 技能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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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實驗處理階段 

 

（一）教學觀察 

研究者請家長簽署教學實驗研究之同意書，並獲得學校、家長與學

童的同意後，即著手進行本論文研究。自九十三年九月二十日至十一月

九日期間，四位引導小組意見論辯的訪談員、二位籃球遊戲攝影助理（臺

灣師範大學運動教育學研究室研究生）與研究者，進行本研究之教學實

驗的資料蒐集工作，針對建構取向籃球遊戲的上課情況，進行觀察。 

 

（二）實施小組意見論辯訪談 

    有關小組意見訪談的實施各項內容，茲以下列三點說明： 

1.小組意見論辯的方法論假定 

若以實證主義為典範的教學實驗研究中，訪談員的角色會處於一個

外在超然的客觀觀察者的地位和角色，觀察學童在小組意見論辯中所討

論的內容。然而，本研究之訪談員角色，並非一位置身於教學外的客觀

觀察者，而是同樣地扮演著一個促進知識建構者的角色，參與在小組意

見論辯當中。這樣的區隔，主要是與實證主義在方法論上的一個主要區

別。然而，本研究的訪談員，是以非教導方式（nondidactic style）來扮演

引領知識建構者的角色，目的主要在提供學童知識建構的引線，開拓傳

統「教師啟動–學生回應–教師評量」（IRE）的體育課言談形式（discursive 

patterns），因此，訪談員的角色有一定條件的限制。關於訪談員訪談的基

本規則，參考 Carspecken（1996）的建議，說明如下： 

訪談者在小組論辯時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指引者而非主導者，對

於開啟主題的方式，以開放性的問題為原則，適時幫助沈默的人有發表

意見的機會，保持討論方向不超過主要話題，若有意見紛歧之處，可將

此差異指出，並開啟進一步的深入討論。關於再開啟討論的回應方式，

主要包括下列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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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溫和的鼓勵：諸如「是喔」、「嗯哼」、「喔」等。 

（2）低度推論的複述：如「所以說，你們是準備用一個人去守敵隊

最強的人的方法來玩下一場的籃球遊戲比賽？」。 

（3）非帶領性的導言：如「嗯，可以再進一步說明嗎？」。 

（4）積極的聆聽：如「聽起來你好像對自己的表現不太滿意？」。 

 

2.實施方式 

本研究選定以各個學習階段中的教學實驗班，作為本研究的參與觀

察對象。教師將該班學生分組參與籃球遊戲。分組的原則為組內異質，

在能力上包括高、中、低的學習者，在性別上男女人數平均，而在各組

之間則是以同質的實力為考量，亦即每組的實力皆相當。每次的籃球遊

戲進行時間為 5 分鐘，在意見辯論前、後各一次，總計 10 分鐘。研究者

觀察學習者的籃球遊戲表現，並以攝影機記錄學習者的遊戲表現。第一

次籃球遊戲比賽結束之後，隨即進行小組意見論辯。討論中，研究者、

數位經工作人員訓練的訪談員，進入各個小組，進行意見論辯之訪談，

並將討論的過程以攝影機記錄，以了解學習者所提出的問題、原因和解

決方案。最後，意見論辯後的各組，再次進行籃球遊戲比賽，研究者再

觀察學習者的籃球遊戲表現，同樣以攝影機記錄學習者的遊戲表現，藉

以探索學習者之「行動─反省─再行動」的歷程。其次，以筆記記錄學

習者的活動與教師的決定。對照班部分，則僅進行學習者籃球遊戲表現

的攝影，以利分析、對照之用。為能提供較清楚的資訊，參與觀察與訪

談介入時期，以下圖 3-5-5 呈現，此外，有關小組意見論辯訪談員的訪

談位置與場地，則以下圖 3-5-6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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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6  參與觀察與訪談介入時期 

 

 

 

 

 

 

 

 

 

 

 

 

 

     圖 3-5-7  小組意見論辯訪談員的訪談位置與場地 

 

3.實施過程 

    小組意見論辯的實施過程，在事後回溯下，可做出以下四點評注： 

   （1）訪談員的立場：訪談員在訪談時，主要是透過開放性的問題（發

生了什麼問題→為什麼→計劃如何做），讓學童加以回應，採取

指引（guide）而非主導（lead）小組的意見論辯的方式。 

籃球遊戲 

（情境知識的詮釋） 

參與觀察 訪談 參與觀察 

  

意見論辯 
再回到籃球遊戲 

（行動策略的評估） 

策略的確立/推翻 

5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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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訪談回應的基本規則：訪談員回應的基本規則，使得學童能夠

在小組意見論辯中共同討論他們的意見。 

   （3）學童的小組意見論辯：學童討論所表達的情況，有些與傳統體

育教學之「教師啟動—學生回應—教師評量」（IRE）的型式不

同；然而，有時卻可能因為小組成員間關係的緊張，造成訪談

員必須介入指引小組的討論。 

   （4）訪談時間的掌控：有些訪談員為了讓意見論辯較為完整，有時

會迫於討論問題的進度（5 分鐘），因而加快了開放性問題進行

的方向。對於這種情況，導源於訪談員較傾向於遵守訪談的契

約（訂定的問題），較少考慮學童討論進行時的想法。 

 

（三）拍攝分組籃球遊戲 

 

 

 

 

 

 

 

 

 

 

 

圖 3-5-8  拍攝分組籃球遊戲場地配置圖 

 

（四）實驗組籃球遊戲教材的進展 

    關於實驗組籃球遊戲教材的進展過程，以下表 3-5-3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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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3 實驗組籃球遊戲教材的進展過程表 

節次  項目 目標 內容大綱 

第 1、2 節 

–瞭解籃球遊戲的基

本規則、玩法、場地、

空間 

–4×4 的籃球遊戲 

–意見論辯 

–4×4 的籃球遊戲 

–戰術練習與討論 

第 3 節 

–在推進目標區期間

不要掉球 

–4×4 的籃球遊戲 

–意見論辯 

–4×4 的籃球遊戲 

（全班討論） 

第 4 節 

–在推進目標區期間

不要掉球 

–改善傳球品質 

–4×4 的籃球遊戲 

–意見論辯 

–4×4 的籃球遊戲 

（全班討論） 

第 5、6 節 

–建立以傳球推進目

標區的能力 

–利用空檔傳球 

  

–4×4 的籃球遊戲（須傳球 3 次以上） 

–意見論辯 

–4×4 的籃球遊戲（須傳球 3 次以上） 

–戰術練習與討論 

第 7 節 

–建立以傳球推進目

標區的能力 

–增加可能接球者的

人數 

–4×4 的籃球遊戲（須傳球 3 次以上） 

–意見論辯 

–4×4 的籃球遊戲（須傳球 3 次以上） 

（全班討論） 

第 8、9 節 

–建立以傳球推進目

標區的能力 

–利用空檔傳球 

–4×4 的籃球遊戲 

–意見論辯 

–4×4 的籃球遊戲 

（全班討論） 

第 10 節 

–建立傳球的時間 

 

–4×3 的籃球遊戲（底線 Joker 的規則） 

–意見論辯 

–4×3 的籃球遊戲（底線 Joker 的規則） 

（全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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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3 實驗組籃球遊戲教材的進展過程表（續） 

節次  項目 目標 內容大綱 

第 11、12 節 

–建立傳球的時間 

 

–4×4 的籃球遊戲 

–意見論辯 

–4×4 的籃球遊戲 

–戰術練習與討論 

第 13 節 

–開創進攻的空間 

 

–4×4 的籃球遊戲（通過兩道門得 3分） 

–意見論辯 

–4×4 的籃球遊戲（通過兩道門得 3分） 

–戰術練習與討論 

第 14、15 節 

–開創進攻的空間 

 

–4×4 的籃球遊戲（通過兩道門得 3分） 

–意見論辯 

–4×4 的籃球遊戲（通過兩道門得 3分） 

–戰術練習與討論 

第 16 節 

–開創進攻的空間 

 

–4×4 的籃球遊戲 

–意見論辯 

–4×4 的籃球遊戲 

（全班討論） 

第 17、18 節 

–籃球遊戲的戰術運

用 

–4×4 的籃球遊戲 

–意見論辯 

–4×4 的籃球遊戲 

（綜合討論） 

 

上表 3-5-3 的教材進展過程，並非為事先決定的方式，而是在每一次

上課後，依據學童的反應，經由教師與研究者針對學童在籃球遊戲比賽

中的表現做討論後，決定下一次上課的內容。換言之，此教材發展內容

僅供參考，並不能在不考慮學習者反應的情況下直接套用。為能進一步

瞭解其發展過程，以下即針對此教材發展過程的脈絡進行描述。 

教師與研究者在觀察過程中，主要是以「如果學童表現出…那麼我

們即決定下一次以…進行學習活動」為思考脈絡。依此脈絡，在第 1、2

節的籃球遊戲中，教師與研究者觀察到學童主要以一、二人小組進行攻

擊，女學童較少接球，且女學童防守較弱的情況。由於學童們第 1 次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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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籃球遊戲的比賽，初步瞭解籃球遊戲比賽的場地、基本規則和玩法，

也初次進行小組的意見論辯，因此教師與研究者即決定下一次的活動內

容，主要能讓學童嘗試將意見論辯的計劃加以實行。第 3 節課的目標，

期望學童能將球順利推進目標區而不要掉球，然而教師與研究者觀察到

學童仍常以一、二人小組進行攻擊，有時控球者運球，但球卻常常被抄

走，女學童防守已有所改善，但以球為中心，且女學童較少接球。在此

情況下，學童們進行第 2 次意見討論，教師與研究者仍決定針對學童的

遊戲表現與討論內容再做觀察，暫時不先介入學童的遊戲方式與討論內

容，讓學童嘗試將意見論辯的計劃加以實行。由於學童在推進目標區期

間，出現許多掉球的情況，因此第 4 節課的目標，主要仍是強調學童能

將球順利推進目標區而不要掉球，並能改善傳球的品質。學童在第 4 節

課的籃球遊戲內容，仍是以 4 對 4 的遊戲方式進行。遊戲比賽進行中，

教師與研究者觀察到學童仍以一、二人小組進行攻擊，學童常常掉球而

不停換場，加上學童的球向前場推進不足，且只有少數女學生接球。在

此情況下，為能提供學童練習改善傳球品質和女學童接球的機會，教師

與研究者決定在第 5、6 節課時，修改籃球遊戲的規則，以「必須傳球 3

次以上才可投籃」的遊戲規則，進行問題解決的活動，讓學童決定遊戲

的方式與協調其團隊行動。第 5、6 節課的主要目標，即是利用修改的遊

戲規則，建立學童以傳球推進目標區的能力，並能利用空檔傳球。遊戲

過程中，教師與研究者在觀察到女學童已嘗試參與傳接球，然而學童卻

常常運球且掉球，傳球品質也不佳，因而教師與研究者決定下一次繼續

實施必須傳球 3 次，且不能運球進攻的遊戲規則。第 7 節課的目標，繼

續建立以傳球推進目標區的能力，但是此能力主要放在增加可能的接球

人數方面，為改善學童傳接球的品質，因而遊戲活動的內容仍是延續「必

須傳球 3 次以上才可投籃」的遊戲規則。遊戲活動中，教師與研究者觀

察到，學童們的傳球品質已有改善，且女學童嘗試傳接球，在此情況下，

教師與研究者決定下一次上課，即以正常的遊戲規則，讓學童嘗試將意

見論辯的內容加以實行。第 8、9 節課的目標，仍是以建立傳球至目標區

的能力，配合學童在意見討論中的空檔傳球戰術，讓學童加以實施。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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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過程中，教師與研究者觀察到，扮演防守者的學童至前場防守，而有

些學童可能想要利用傳球 3 次以上遊戲方式進行遊戲，專注的焦點在於

選擇傳球的對象，但卻忽略了傳球的時機，造成學童在進攻時的傳球時

機太慢，使得把球向目標推進上浪費太多時間。因此，教師與研究者為

提醒學童快速選擇傳球的對象與時機，因此決定使用以底線 Joker（4 對

3）的遊戲方式進行下次的籃球遊戲。因此，第 10 節的活動目標，主要

就放在建立傳球的時宜上。遊戲過程中，教師與研究者觀察到，學童可

掌握傳球的時宜，以即刻長傳球給籃下 Joker 進攻，或是利用隊友間的短

傳，將球推進前場給 Joker 進攻的方式。因此，教師與研究者決定下次上

課，以正常的遊戲規則，讓學童嘗試將意見論辯的內容加以實行。在第

11、12 節課中，教師的目標希望學童能在正常規則的籃球遊戲下，掌握

傳球的時宜。然而，教師與研究者在學童遊戲中觀察到，學童們普遍的

防守實力增強，懂得如何防守，造成僅把焦點放在傳球時宜的進攻學童

進攻受阻，因而在進攻空間的利用上明顯不足。在此情況下，為改善這

種情況，教師與研究者即決定實施以通過中場兩道門投進得三分，通過

球場中央走道投進僅得一分的遊戲規則，進行下節課的籃球遊戲，用以

鼓勵學童進攻時能多利用進攻的空間。因此，第 13 節課的重點目標，就

在於開創進攻的空間。遊戲過程中，教師與研究者觀察到學童們會嘗試

利用兩道門，用以擴展進攻的空間，或是在改變傳球的方向，用以開創

進攻的空間，然而學童們普遍的傳球品質不佳，所以教師與研究者決定

繼續以此規則進行下次的學習活動，並也讓學童透過意見論辯，解決能

在好的傳球品質下，成功開創進攻空間。因此，第 14、15 節課的目標，

主要仍放在開創進攻空間上。學童在遊戲活動過程中，教師與研究者觀

察到學童們已在進攻空間的使用上有所改善，但是在傳球的品質上仍然

不佳，教師與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是受到遊戲規則影響下所產生的結果，

因而決定回到以正常 4 對 4 的遊戲規則進行下一次上課的籃球遊戲活

動，進一步觀察學童的實際遊戲情況。第 16 節的活動目標，主要仍是以

開創進攻空間為重點。遊戲過程中，教師與研究者觀察到學童們的傳球

品質不佳，主要是受到防守者以防守可能接球的隊友方式所影響，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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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讓學童透過意見論辯解決此問題。第 17、18 節課，即以正常的籃球

遊戲規則，讓學童在最後一次的籃球課中，是遊戲情況運用各組所討論

過的籃球遊戲戰術，學童的籃球遊戲表現亦做為後測的結果資料。學童

在遊戲過程中，教師與研究者觀察到少數女學童開始嘗試投籃，且防守

方面發展出一對一的防守方式，用以阻斷進攻方的傳球。此後，若是在

繼續進行籃球遊戲學習活動的情況下，即可進行每個人都要投籃，之後

投進才能算得分的遊戲規則，用以增權賦能（empower）女學童在籃球遊

戲比賽中的投籃。 

 

三、教學實驗處理後階段 

 

（一）施行籃球遊戲能力之系統觀察 

    關於學童籃球遊戲的系統觀察資料，主要來自於學童在教學實驗前

測與後測的籃球遊戲，和教學過程中的部分籃球遊戲（未修改遊戲規則

者），處理的方式與過程分別敘述如下： 

 

1.選取觀察類目：有關於戰術取向之團隊運動的形成性評量類目，

Gréhaigne 與 Godbout（1998b）指出，在教學評量時可依教師的目的選取

評量的類目，初期可以傳接球、投籃、得分等簡易的類目，之後再逐漸

依需求擴充。本研究考量研究參與對象為國小五年級學童，因此在類目

選取上，自不應過於瑣碎，在參酌 Gréhaigne、Godbout 與 Bouthier（1997）

的相關文獻下，採以「傳接球數」、「取進攻籃板數」、「抄球數」、「掉球

數」、「投籃試投數」、「得分數」等，做為本研究學童在籃球遊戲中的系

統觀察類目。類目觀察的操作性定義如下： 

（1）傳接球：傳球的學童成功地將球傳出至接球者手中，且接球者並

非立即掉球的情況。 

（2）取進攻籃板：發動進攻隊的學童，在我方隊友投籃試投而球未進

籃的情況下，再次取得進攻的籃板球。 

（3）抄球：防守的學童，在進攻方學童在運球和傳球的過程中，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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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遊戲規則的方式抄球，取得控球權。 

（4）掉球：進攻的學童，在運球與傳球中途，球被防守對方抄走的情

況，或是進攻方的學童在做出投籃試投後，球未進籃框，且之後

控球權被防守方奪回的情況。 

（5）投籃試投：當學童具有瞄準籃框並將球投出的意圖表現，即使球

未能觸及籃框，仍可算是投籃試投。 

（6）得分：當進攻方將球投進籃框的情況即為得分。 

 

2.製作籃球遊戲轉譯稿（transcript）：依據攝影的影帶資料，將學童在

籃球遊戲中的遊戲事件，對照上述觀察類目，並以文字代碼方式予以轉

譯而成的資料。轉譯的規則和編號代碼，依本研究的目的和需求，自行

訂定，用以瞭解學童在籃球遊戲的過程內容，編號代碼內容包括： 

（1）發球以「RM」表示。 

（2）傳球以「—」示之。 

（3）進攻籃板球以「RO」代表。 

（4）抄截以「BC」表示。 

（5）投籃以「T」示之。 

（6）得分以「B」代表。 

（7）同一位球員的連續事件間隔以「/」表示。 

（8）遊戲結束以「//」表示。 

（9）學童的座號身份以如「26」等的數字表示。 

 

在實際進行轉譯前，邀集二位觀察員參與籃球遊戲轉譯的觀察員訓

練。實施方式包括： 

   （1）類目說明：研究者說明籃球遊戲表現的類目定義與代碼。 

   （2）影片練習：研究者播放 5 分鐘學童籃球遊戲比賽的影片，觀察

者練習以代碼登錄籃球遊戲內容。 

   （3）類目澄清：觀察員的轉譯內容與研究者的轉譯內容比對，針對

觀察員間登錄的不一致之處進行類目的澄清討論。 



 141

   （4）依據轉譯的規則，將籃球遊戲所發生的事件，登錄至如下表 3-5-4

的表格中。每隊的遊戲登錄時間總數，皆以 5 分鐘為期限。 

 
表 3-5-4 實驗班籃球遊戲觀察登錄表範例 

籃球遊戲歷程 

黃隊 深藍隊 

6 RM–10 BP  

 5 BC / T / 5 RO / BP 

6 RM–10 BP  

 24 BC–5 / T / BP… 

 

轉譯稿的信度，以兩位觀察員，針對 24 段遊戲影片（每段 5 分鐘）

做登錄，事後進行使用觀察者內（intra-observer）與觀察者間

（inter-observer）的一致性（agreement）比較。依據 Van der Mars（1989）

的百分比一致性公式：（同意的次數）/（同意的次數+不同意的次數）× 100 

= R％換算。觀察者內一致性方面，即同一位觀察者針對同一份籃球遊戲

影片做前後兩次的登錄比較，信度值達 97%。觀察者間一致性方面，以

同一份影片經兩位觀察者登錄後做比較，一致性的信度值達 95%。 

 

3.類目記次：依據轉譯稿的內容，將學童在各個類目的所表現出的具

體內容，做出現頻度的記次。若以「24 BC – 5 / T / RO / T / BP」為例，

記次方式的原則可說明如下： 

（1）傳接球：「24 BC – 5…」，即可算「24 號學童」傳接球 1 次、「5

號學童」傳接球 1 次，傳接球數共計為 2 次。 

（2）取進攻籃板：「…5 / T / RO / T…」，若出現 1 個 RO 即算 1 次，在

此情況下，即代表「5 號學童」取進攻籃板球 1 次。 

（3）抄球：「24 BC – 5…」，若出現 1 個 BC 即算 1 次，在此情況下，

即代表「24 號學童」抄球 1 次。 

（4）掉球：「...5 / T / RO / T / BP」，若出現 1 個 BP 即算 1 次，在此

情況下，即代表「5 號學童」掉球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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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籃試投：「...5 / T / RO / T / BP」，若出現 1 個 T 即算 1 次，在

此情況下，即代表「5 號學童」投籃試投 2 次。 

（6）得分：若是出現「B」的符號，出現 1 個 B 即代表得 1 分。 

 

  二位觀察員依照上述原則，將 24 轉譯稿的內容做類目記次，並填入

如下表 3-5- 的表格中。觀察類目記次信度，同樣採取 Van der Mars（1989）

的百分比一致性公式，觀察者內一致性分別為 98%，觀察者間一致性為

97%。 

 

表 3-5-5 籃球遊戲內容分析表範例 

實驗班 籃球遊戲  前測 影片代碼： 

取球     項目 

隊伍 

（號碼） 

傳接球 
進攻籃板 抄截 

掉球 投籃 得分 

6 8 0 1 3 0 0 

10 7 0 2 5 0 0 

32 1 0 0 1 0 0 

36 0 0 0 0 0 0 

黃 

總數 16 0 3 9 0 0 

 

4.類目合併：為能將數字所代表的意義，較為具體的顯示出來，因此

進行類目合併的過程，將「進攻籃板」與「抄截」合併為「取球數」類

目，將「傳接球」與「取球」合併成為「持球權數」類目，加上原先「掉

球數」、「試投數」、「得分數」等三個類目。各類目所代表的意義，參著

Gréhaigne、Billard 與 Laroche（1999）的觀點，分別說明如下： 

（1）持球權數（volume of play）：遊戲比賽量所代表的是學童在籃球

遊戲過程中具有的持球權次數，因此遊戲比賽量是以「傳接球的

次數＋取球的球數（進攻籃板數＋取球次數）」的總和表示。它可

顯示一組學童在籃球遊戲時的情況，因為，學童能在遊戲比賽中

接到多（或少）球或是抄截多（或少）球，應非出自偶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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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球權數越多，通常代表著會有較多的投籃試投情況，持球權數

越少，代表著有許多掉球、球出界等情況。因此，持球權數是顯

示學童籃球遊戲進行的重要指標之一。 

（2）取球數：代表學童再次獲得控球權的防守能力。 

（3）掉球數：可顯示出學童對某些特定的行動適應不良，可能有戰術

上或是動作技能上的問題。 

（4）試投數：學童在遊戲中進攻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 

（5）得分數：學童在遊戲中進攻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 

 

 

（二）依據類目進行籃球遊戲的內容分析 

依據學童在「持球權數」、「取球數」、「掉球數」、「試投數」與「得

分數」五項類目的表現，配合表 3-5- 籃球遊戲內容分析表，必要時再配

合著影片，進行內容分析。內容分析的要點包括： 

1.球的分配：用以瞭解學童在籃球遊戲過程中，同組學童分配球的情

形。 

2.掉球情況：用以瞭解學童掉球的情況如何。 

3.投籃情況：用以瞭解學童投籃的情況如何。 

4.小組團隊的組織方式：同組學童是以何種方式組織其籃球遊戲。 

 

（三）處理意見論辯的言談分析 

由於學科領域的多樣性，對於言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詞，

在不同領域即具有不同的意義。如在語言學領域，「言談」一般是指句

子以上的語言單位，有些學者則會轉而探討語言的使用，而在批判理論

中，像是權力、種族或意識型態的論述，言談（論述）即意指一種更為

廣泛的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Schiffrin, Tannen, & Hamilton, 2001）。

因此，要具體定義言談分析，雖然不是件易事，但卻可從言談的特徵加

以了解。學者 Maingueneau（2002）以語言學的角度認為，言談在實用主

義的影響下，主要特徵包括：（1）言談假定為一種超越句子的



 144

（transphrastique）組織，意指它所運用的規則結構，是超越句子的規則

結構；（2）言談是受導向的情況，不僅因為它是依據講話者的目的而孕

育，且因為它也在時間中所發展；（3）言談是一種行動的形式，如 Austin

（1962）或 Searle（1969）的語言行動理論，主張所有的言表行為

（énonciation）（如承諾、建議、確認、質問等語言表達行為），皆構成力

求改變一個情境的行動；（4）言談是互動的情況，然而，此基本的互動

性（interactivity），卻和口語互動（oral interaction）有所區隔，因為所有

的言表行為，即便是接收此言表行為者並不在場，其實都是在一個相互

構成的活動中，是種與其他發話者從事言明或非言明的交流（如書籍），

在此觀點下，會話（conversation）的互動性，雖然無疑地是其最為重要

的特性，然而相較於言談，對話也只能算是言談基本互動性所表現的形

式之一；（5）言談是在情境脈絡下進行的，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確定一個

脫離情境脈絡的言表內容（énoncé）意義，亦即實際被說了的言詞，總是

在情境脈絡下所進行；（6）言談是在一個相互言談（interdiscours）中所

進行，意指一個言談唯有透過其他範圍的言談，建立關係後才能取得意

義。從這樣的觀點來看，言談分析就是牽涉到語言、溝通、意義與脈絡

（context）的事，於是新的意義，即可透過句子間的關係分析而創造出

來（Schiffrin, Tannen, & Hamilton, 2001），而言談分析透過在互動中發生

了什麼，用以理解言談的產生、實在如何被建構的過程（Heller, 2001）。

基此，言談分析符合本研究所探討的目的，有助於了解學童在小組意見

論辯中如何學習的問題。 

對於言談分析方法的使用，近來在體育課程與教學的領域，學者已

有初步地嘗試，並且指出體育課的學習是高度情境化與複雜（complex）

的情況。例如，Evans 與 Clark（1988）希望藉由健康體適能與遊戲理解

教學兩種課程的革新，反對傳統體育課的教師言談支配意識型態；然而，

在課室生活裡的溝通深層結構仍未改變下，參與計劃的教師們修改課程

內容，使得此課程計劃並未能實現。其次，Clarke（1992）的研究顯示，

則是再次確認了在體育課中的言談型式，主要皆為 Cazden（1988）所指

的「教師啟動–學生回應–教師評量」（IRE）型式。再者，Prain 與 Hic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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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運用 Cazden（1988）與 Fairclough（1989）的言談分析模式，整

理出五種關鍵類目，作為分析體育課言談的範例，內容包括：（1）啟動

-回應-評量的型式；（2）教師對學習的預設假定；（3）特定詞彙的運

用；（4）說話輪次（talking turns）的型式；（5）較為廣泛的互動結構

型式等。他們透過各個類目所分析的範例，試圖提出學童在體育課中所

體驗到的言談性質，會深深的影響到學童的思維過程以及所學內容的來

源（Prain & Hickey, 1995）。此外，學者 Rønholt（2002）是使用 Fairclough

（1995）所發展的批判言談分析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用以探

索學校體育課中的教學過程，結果顯示，在體育教學中的言談與性別的

言談是有所關連的情況，並影響學習者的學習，因此，學習是情境化的

事，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並無法僅靠教師教材教法的想法與計劃即可

決定（引自 Smith & Sparkes, 2005）。 

綜合上述，本研究所指的言談分析，主要是在分析小組成員間的言

談內容，因而以該組學童間的言談互動，作為小組言談分析的路徑，而

受分析的成員，僅包括在該小組中所討論的 4 位學童，訪談員排除在分

析範圍之外。關於本研究的言談分析過程，可敘述如下各點： 

 

1.製作原案轉譯稿（transcript） 

    本歷程原案，由研究者將建構取向教學過程中，各小組在每節課的

意見論辯言談，以文字方式予以轉譯而記錄的資料，學童私下的談話、

言談時的動作或表情，除非有助於言談的瞭解，否則不加以轉譯。以下，

針對本研究小組意見論辯原案轉譯的規則和編號代碼加以說明： 

（1）討論日期以「月_日_年」表示，例如「10_05_2004」。 

（2）討論組別是以遊戲隊伍的號碼衣做區別，以「RD」表示紅隊，

「PK」表示粉紅隊，「LG」表示淺綠隊，「YL」表示黃隊，

「DB」表示深藍隊，「LB」表示淺藍隊，「PP」表示紫隊，「DG」

表示墨綠隊，如「10_05_2004_RD」。 

（3）討論回次以「DIS 4」表示，意指「意見論辯第 4 回」。 

（4）訪談員以「IN」表示，如訪談員發問「IN：你們剛剛那場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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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是贏還是輸？」。 

（5）該發言學童依其班級座號表示，如 28 號同學發言「28：贏！」。 

（6）學童性別辨識方式，「男學童」座號範圍「01~16 號」，「女學

童」座號範圍「21~37 號」，如「02：我剛剛想到一個隊形。」

即表示男學童發言，「28：我覺得還是不要排隊形的好。」即

表示女學童發言。 

（7）學童若做出手勢、表情、動作，則以藉由「（）」中做描述，

如「02：（拿紙筆畫圖）…」。 

（8）學童在說話當中被打斷，則以「/」符號表示，如「02：就是因

為 /」。 

（9）學童在說話中時猶豫，以「…」符號表示，如「02：嗯…」。 

（10）轉譯範例圖示： 

 

 

10_05_2004_RD DIS 4 

 

IN：你們剛剛那場遊戲比賽，是贏還是輸？ 

28：贏！ 

IN：又贏囉！喔，好厲害！那我們還是來檢討一下剛才比賽的問題，看看有什麼好與不好的地方。

你們覺得有沒有值得提出來講的地方？ 

27：我覺得還是不要排隊形的好。 

28：對啊！我都沒有動。 

27：兩個人幾乎都沒有在接球。 

28：都是那邊在激烈，我們這邊都沒有激烈。 

IN：排隊形喔？ 

02：我剛剛想到一個隊形，應該是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接到的。 

IN：是什麼隊形呢？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02：（拿紙筆畫圖）這邊是出界線….. 

   圖 3-5-9  小組意見論辯原案轉譯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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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處理言談類目： 

    小組言談的處理方式，主要是從已說的內容中，隨著分析而建立工

具。依據言表內容（énoncé）的主題，將學童的交流做劃分，主要想了解

的問題就是「學童們在討論什麼」。其次，則是依據學童論辯思維邏輯

的銜接，做言談的區隔劃分，欲了解的問題在於「為了行動，學童們說

了什麼」、「為了行動，學童籃球遊戲的策略和意義是如何被發展的」。

透過資料的一再閱讀，目前整理出四種類目 

（1）認定（affirmation）：描述某事的言表內容。 

（2）提議（proposition）：一種表明行動的言表內容，讓大家來磋商。

這個類目，在反駁的討論中，具有支持與反對的辯證交流。支持

方提出初始的行動草案；反對方反駁、反對或拒絕此提案，同時

讓支持方不得不修改提案或是為提案辯護。 

（3）再表明（reformulation）：以另一種方式來說事情，用來加以澄

清，核對是否理解，並移除可能的歧異。此外，在此一類目中，

也可透過細節的論辯，用以明確表達思維，或是能夠達到一個同

意的情況。 

（4）評判（judgment）：用以結束討論，同時穩定所討論的內容和協

議。 

 

3.檢驗信效度 

在質性研究中所談的效度，是指其研究的描述能否精確的「呈現」

研究參與者之社會現象的實在（realities），且這描述對研究參與者而言是

可信的，因此質性研究的信度，則是指他人也可同意我所選擇看事情的

角度（Creswell & Miller, 2000）。基此，為達成分析的信效度檢驗，在效

度方面，研究者除了回到意見論辯資料中，反覆地檢視所劃分的類目、

詮釋是否有意義之外，並與實驗教師進行討論、評估，再由研究之外的

學科專家審查，以求資料具有效度。信度方面，研究者請學科專家、實

驗教師先閱讀原案轉譯稿的內容後，再針對研究者所分析轉譯稿言談內

容的合理性做檢視。若是可以同意，則在信度上應是可以成立，若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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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與實驗教師認為在分析上有不同的意見，這時研究者需與實驗教師

與學科專家做進一步討論，並加以修正。 

 

（四）籃球遊戲模擬影片詮釋的內容分析 

    基於第二章所闡述的理論基礎，使研究者得以主張：做與說、行動

與言談、籃球遊戲與意見論辯並不能截然二分，而是有其互惠的連結關

係。若學童能有機會說其所做，做其所說，在行動的意義上有一個對話

的空間，則學童即必需對籃球遊戲中的問題和解決辦法進行閱讀與詮

釋。由於閱讀行為其中的一個最重要特質，就是閱讀是處於啟動了符號

參照領域、先備認識、作品（文本）與接受間所匯聚的一些區域，也就

是從這些區域開始，閱讀者發展一些意義的假定，並將這些意義的假定，

與她/他所認識的其他內容加以對照予以評估，並從中建立一些詮釋的線

索，且這些基本特質，皆存在於所有形式的閱讀當中（Masselot-Girard, 

2000）。因此，本研究在籃球遊戲模擬影片詮釋上的假定，認為在籃球遊

戲情境教學中的學童，會主動對遊戲的情境做出詮釋，因而對籃球遊戲

模擬影片的詮釋，在詮釋類型上較具有符號成長的潛力；而技能取向的

學童，因為在整個教學過程中並不是以籃球遊戲（具攻防的情境）的方

式進行，因此假定學童在籃球遊戲模擬影片的詮釋中，其詮釋類型較不

具有符號成長的潛力。關於籃球遊戲模擬影片詮釋的內容分析方式，則

以下列數點做說明： 

 

1.製作轉譯稿（transcript）彙編 

（1）彙編表格：以一位學童在籃球遊戲模擬影片各題前測、後測的

閱讀內容為檔案。代碼方面，「C5_1_01」即表實驗班座號 01

號的學童，題號 1即代表該學童在影片第 1 題的閱讀回答內容。

為方便說明，以下表 3-5-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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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5-6 學童籃球遊戲模擬影片閱讀內容之轉譯稿彙編說明 

題號 
C5_1_01 籃球遊戲模擬影片學童閱讀

前測 
題號

C5_1_01 籃球遊戲模擬影片學童閱讀

後測 

1 越過對方防守的人。 1 

越過他（指持球者前的防守者），然後這個

（指右後方的隊友）再過來（繼續前進至籃

下），球給他，變成快攻。 

 

（2）彙編內容：依照學童對影片閱讀所詮釋的內容加以轉譯，訪談

員的提問內容，則不列入彙編當中。 

（3）輔助說明：學童在回答過程中，有時會配合手勢說明，因此以

「（）」中做描述，如「越過他（指持球者前的防守者）」。 

 

2.處理學童籃球遊戲模擬影片閱讀詮釋類型的歸類 

    Thomas & Thomas（1994）在「發展運動專家：知識與表現的關係」

一文指出，當學童從一位生手成為專家時，她/他會發展更多的程序，以

及更為特殊的程序。生手學童會從一般的目標（例如贏）至更特殊的目

標（如閃躲然後跑），以及一些簡單的程序（如果球朝向我來，我就傳二

壘）。熟練的學童（專家）會發展更多的程序，或是與更多行動相關的一

些可能事件，此皆由更為廣博的程序性知識為基礎。因此，較為熟練的

學童（專家）的特質為：有較高層次的概念、提出更多的條件、提出更

多的行動、在做決定上更為彈性、較快的決定時間、在概念之間更有關

連。因此，參考 Thomas & Thomas（1994）的對生手與熟練者間的特質

分析，做為本研究在模擬影片閱讀詮釋的類別分類基礎。實施步驟陳述

如下： 

（1）學童籃球遊戲模擬影片閱讀詮釋的類別：依據實驗班與參照班

學童，在籃球遊戲模擬影片的閱讀轉譯稿彙編內容，予以歸納

出九種的回答類型，分別敘述如下： 

（a）類型 1：沈默，以「 」代碼表示。說明：學童沈默無回應。 

（b）類型 2：不知道，以「 」代碼表示。說明：學童回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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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c）類型 3：離題，以「 」代碼表示。說明：學童針對其行動

意圖做說明，然而其回應內容卻超出提問範圍之外。示例：

「這個（指著防守者）去到這裡（持球者前），然後讓他沒辦法投籃，

因為這個過去擋住，他就會很難投了」。（C5_1_01 前測第 4 題）

補充說明：本題是問「非持球者」，然而學童卻回答「持球

者」的內容。 

（d）類型 4：一般的意圖，以「 」代碼表示。說明：學童的回

應並無明確指明，屬於一般的意圖。示例：「會和隊友合作」。

（C5_1_01 前測第 3 題） 

（e）類型 5：行動意圖，以「 」代碼表示。說明：學童指出其

行動決定，然而卻無進一步做說明。示例：「越過對方防守的

人」。（C5_1_01 前測第 1 題） 

（f）類型 6：行動意圖說明，以「 」代碼表示。說明：學童

指出其行動決定，此外並能進一步說明其行動決定的目的。

示例：「傳球給別人（手指著站在籃框下的隊友），因為她站在籃下

等，我就可以把它投過去」。（C5_1_01 前測第 2 題） 

（g）類型 7：行動意圖說明的取捨，以「 」代碼表示。說明：

學童指出兩種行動意圖，從二者中權衡一種決定，並加以說

明目的。示例：「我會直接去投籃，因為萬一再往後傳的話，可能

會被後面的人搶走，馬上投的話機會較大」。（C5_1_04 後測第 5

題） 

（h）類型 8：行動意圖說明的含括，以「 」代碼表示。說明：

學童援引二種以上的情境要素，說明其行動意圖的決定目

的。示例：「這個（指持球者前方的隊友）也是黃隊，所以這個直

的（指持球者的傳球），然後偶而接不好也會漏到他（指持球者前方的

隊友）的前面（指隊友面前），那接不好的話，就再往後退，然後再趕

快接起來跑去投球」。（C5_1_01 後測第 7 題） 

（i）類型 9：行動意圖說明的替代方案，以「 」代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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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學童以「若…則…」或「要不然就是…或要不然就…」

的方式，提出二種以上的行動意圖的替代方案，並加以說明

其目的。示例：「我會看進攻方向決定，如果是往這邊（右邊）進

攻，那就站後退一點，如果是往那邊進攻（左邊），那就站到那邊的籃

框附近」，（C5_1_08 後測第 3 題）或是「要不就去擋那兩個（指

防守者），讓他（指持球的隊友）可以自己運球過去投籃，要不然就是

我去那邊（指禁區）等接他（指持球者）的球，由他傳給我，我就可

以接自己隊友的球，再去投籃」。（C5_1_14 後測第 9 題） 

 

（2）學童籃球遊戲模擬影片之閱讀詮釋類型的歸類： 

建立回答類型的基礎之後，則開始進行學童籃球遊戲模擬影片閱

讀詮釋類型的歸類。由於歸類即牽涉到判斷的問題，因此，在歸類時，

主要依據下列三點作為考量的原則： 

（a）內容性：即首先看學童回答的形式結構類型，屬於上述九種

類型中的哪一類。 

（b）情境性：其次，依據該題號影片當下情境的可能性，判斷學

童回答是否在「真實籃球遊戲情境」中所發生的可能範圍之

內。 

（c）適切性：依據學童在該情境下所做決定的適切性來考量。 

 

依此三點原則，製作學童籃球遊戲模擬影片之閱讀詮釋類型的歸

類彙編表。如下表 3-5-  的說明範例，將學童於各題的反應類型，以

「 」註記，即可較為清楚的了解該學童在各題的反應類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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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7  學童籃球遊戲模擬影片之閱讀詮釋類型的歸類彙編表 

C5_1_01 前測題號與詮釋內容 
類型 內容概述 代碼 

1 2 3 4 5 

 沈默 S      

 不知道 N      

 離題 H      

 一般的意圖 GI      

 行動意圖 A      

 
行動意圖說

明 
AI      

 

行動意圖說
明的取捨 

AIB      

 

行動意圖說
明的含括 

AII      

 

行動意圖說
明的替代方

案 
AIA      

 

（3）學童籃球遊戲模擬影片閱讀詮釋類型的合併歸類 

為能將學童的詮釋類型，便於統計上的考驗分析，因此將上述九

種類型的分類，進一步加以合併為三種類型。三種合併類型的內容包

括如下： 

（a）類型Ⅰ：介於沈默與初步的行動意圖回應之間，內容包括：

「沈默」、「不知道」、「離題」、「一般的意圖」、以及

「行動意圖」。 

（b）類型Ⅱ：有一個適當明確的行動意圖說明，內容包括：「行

動意圖的說明」與「行動意圖說明的取捨」。 

（c）類型Ⅲ：考量到情境中不同的要素，或是具有行動意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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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代方案，內容包括：「行動意圖的含括」與「行動意圖

說明的替代方案」。 

（4）進行統計分析：以 Pearson χ²進行「百分比同質性考驗」與「改

變的顯著性考驗」。以下說明考驗的目的： 

（a）百分比同質性考驗：主要用於考驗對象 J 個群體，在 I 個反

映的百分比是否相同，因此，此考驗可用於檢驗實驗班與對

照班學童，在某一相同時間點上，其「籃球遊戲模擬影片閱

讀詮釋類型」的表現有無統計上的異同。 

（b）改變的顯著性考驗：主要在於考驗同一受群體，對一件事情

的前後兩次反應之間的差異，換言之，此考驗可用以檢定實

驗班與對照班學童，在接受不同教學方式的介入後，其「籃

球遊戲模擬影片閱讀詮釋類型」的表現有無改變的情況。 

（5）進行內容分析：依據上述統計考驗的結果，進一步以質性的內

容分析方式，探討學童回答內容的質性差異，以及兩班學童在各題籃球

遊戲影片中，其閱讀詮釋類型的整體剖面圖像差異。 

 

3.檢驗信效度 

（1）信度檢驗：在籃球遊戲模擬影片之閱讀詮釋類型中，意指歸類

的一致性百分比。由研究者做「歸類」與「再次歸類」的彙編表，兩

次相比較。外部一致性的歸類，以研究者與觀察員所做的歸類彙編表，

做歸類的比較。信度檢驗的結果，研究者內部一致性百分比達 91%，

研究者間的外部一致性百分比達 82%。 

（2）效度檢驗：意指檢驗某一個詮釋的反應，是否正確的落在所歸

類的類型中。對於效度的檢驗，則請專家教師，針對研究者所做的歸

類彙編表做效度檢驗，使學童回答的內容，能較準確的對應所做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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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經由等參與觀察、訪談法、系統觀察等研究方法，所得資料，

其處理方式如下： 

 

一、籃球遊戲部分 

（一）前、後測部分 

1.轉錄影帶：研究者將 D8 數位攝影機所拍攝的影帶，轉錄為 Windows 

Media Player 檔，並儲存於可攜式硬碟中。 

2.轉譯文字：將前測、後測的籃球遊戲影片內容，轉譯入籃球遊戲觀

察登錄表，並與觀察員的轉譯內容相互對照。 

3.類目計次：依「持球權數」、「取球數」、「掉球數」、「試投數」與「得

分數」等五項類目，進行類目計次。 

4.統計方法：依據實驗班與參照班在各類目的平均表現次數，採 SPSS 

for Windows 11.0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考驗的分析，研究顯著水準定

為 α = .05，統計方法如下： 

（1）獨立樣本 t 檢定： 

a.考驗實驗班與參照班於「前測」時在各類目表現有無顯著差異。 

b.考驗實驗班與參照班於「後測」時在各類目表現有無顯著差異。 

（2）相依樣本 t 檢定： 

a.考驗實驗班「前、後測」間在各類目表現有無顯著差異。 

b.考驗參照班「前、後測」間在各類目表現有無顯著差異。 

5.內容分析：依據學童在遊戲表現前、後測中，球的分配、掉球情況、

投籃情況、小組團隊的組織方式等，探討其差異如何。 

 

（二）教學過程期間 

    針對實驗班的籃球遊戲進行觀察，處理方式如下： 

  1.轉錄影帶：研究者將 D8 數位攝影機所拍攝的影帶，轉錄為 Windows 

Media Player 檔，並儲存於可攜式硬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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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選擇影片：配合實驗班上課期間的內容，選擇以第 4 次、第 8、9 次、

以及第 16 次上課時的籃球遊戲內容，進行類目計次。選擇這三次的

籃球遊戲的主要理由如下： 

（1）遊戲方式方面：這三次的籃球遊戲方式，皆與前、後測的遊戲方

式相同，並無修改場地和遊戲規則。 

（2）時間間隔方面：這三次籃球遊戲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分別處於初

期、中期、後期。 

  3.類目計次：將上述的影片內容，依「持球權數」、「取球數」、「掉球

數」、「試投數」與「得分數」等五項類目，進行類目計次。 

  4.學習曲線：將實驗班上述學習過程期間的籃球遊戲資料，配合前、

後測的資料，製作學習的曲線圖。 

 

二、小組意見論辯部分 

（一）轉錄影帶：研究者將 D8 數位攝影機所拍攝的影帶，轉錄為 Windows 

Media Player 檔，並儲存於可攜式硬碟中。 

（二）轉譯文字：將學童在意見論辯言談，以文字方式予以轉譯，製作

原案轉譯稿。 

（三）資料分析：依據轉譯稿的資料，進行小組意見論辯的內容分析和

言談分析。 

（四）資料整理：依據分析的資料，整理出四大類目，包括「社會關係

面向」、「遊戲問題阻礙」、「戰術與策略發展」、和「有效行動規則」。 

 

三、籃球遊戲模擬影片詮釋部分 

（一）轉錄影帶：研究者將 D8 數位攝影機所拍攝的影帶，轉錄為 Windows 

Media Player 檔，並儲存於可攜式硬碟中。 

（二）轉譯文字：將學童在籃球遊戲模擬影片詮釋前、後測的回答內容，

轉譯入籃球遊戲模擬影片閱讀內容之轉譯稿彙編中。 

（三）類型分類：依據實驗班與參照班學童，在籃球遊戲模擬影片的閱

讀轉譯稿彙編內容，予以歸納出九種的回答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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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詮釋歸類：依據學童回答的內容性、情境性、以及適切性，進行詮

釋類型歸類。 

（五）類型合併：為能將學童的詮釋類型，便於統計上的考驗分析，因

此將九種類型的分類，進一步加以合併為三種類型。 

（六）統計處理：依據實驗班與參照班的詮釋類型，座落於三種類型的

次數表現，採 SPSS for Windows 11.0 統計軟體，以 Pearson χ²進行

統計考驗，研究顯著水準定為 α = .05，統計方法如下： 

  1.百分比同質性檢定： 

（1）考驗實驗班與對照班學童，其「前測」的籃球遊戲模擬影片閱讀

詮釋類型表現，有無統計上的差異。 

（2）考驗實驗班與對照班學童，其「後測」的「籃球遊戲模擬影片閱

讀詮釋類型」表現，有無統計上的差異。 

  2.改變的顯著性考驗： 

  （1）考驗實驗班學童，其「前、後測」間的籃球遊戲模擬影片閱讀詮

釋類型表現，有無統計上的差異。 

  （2）考驗參照班學童，其「前、後測」間的籃球遊戲模擬影片閱讀詮

釋類型表現，有無統計上的差異。 

（七）進行內容分析：依據統計考驗的結果，以質性的內容分析方式，

探討學童回答內容的質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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