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殊教育季刊 民101年6月 第123期 第9-17頁 

特殊教育季刊 9 

水中活動對肢體障礙學生助益之探討： 

以動作分析模式為例 
陳清祥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助理 
陳玉枝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摘 要 

肢體障礙學生係指因先天或後天因素導致身體功能缺損，無法如同正常人般地

可以隨心所欲的從事各種活動，且肢體障礙學生在認知功能、學業表現以及行動能

力等各方面皆因肢體障礙因素造成或多或少的影響。動作分析模式為一兼具基本動

作學習與知識架構的體育課程，不僅可增進肢體障礙學生動作技能，亦能增加其對

動作概念的認知。對肢體障礙學生而言，水中活動是一項具有節奏規律及富有韻律

性的全身性運動之一，更符合規律和無障礙限制的條件。本文探討動作分析模式水

中活動對肢體障礙學生之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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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s with orthopedic impairment have difficulties in participating in physical 

activities due to their congenital or accidental reasons. Aquatic activities were considered 
as barrier-free whole-body exercises for the above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 movement 
analysis model was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which included a basic framewor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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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 learning. By using this model, students with orthopedic impairment may enhance 
their motor skills as well as increase their awareness on body movement concept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explore how students with orthopedic impairment can benefit 
from learning in movement analysis model in the aquatic activities. 

 
Key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l, students with orthopedic impairment, 

aquatic activities, movement analysis model 
 

 
壹、前言 

五體不滿足一書中的作者乙武洋匡提

到：家有身心障礙兒童的父母，往往會把小

孩關在家裡，甚至不讓人發現有這小孩的存

在（劉子倩，1999）。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看

到許多肢體障礙者因為肢體上的缺陷，而導

致身體重心不穩、平衡控制能力缺乏等狀

況，以至於在無預知的情況下跌跤（陳清祥，

2006）。而參與運動可刺激對肢體障礙學生自

我的覺察，幫助自我有效的學習動作技能，

為以後的動作學習或遊戲運動奠定良好的基

礎（許瑞峰、王忠義、蘇嘉祥、呂岱倫，1992），
進而能產生興趣來參與運動，以達成身心健

康的優質生活。身體是一切動作的根源，肢

體障礙學生若能活動控制自如，必能增加自

我意識和自信心；動作分析模式課程強調學

生發展充分的動作技巧和理解動作結構，引

導學生學習分析動作，進而協助學生建構各

種動作的基本概念，並使學生利用動作概念

改善自己的能力，讓動作更富有技巧性；對

肢體障礙學生而言，水中活動符合規律和無

障礙限制的條件，因此，要加強肢體障礙學

生的自我接受最好的方法應可進行動作分析

模式水中活動。 

貳、水中活動對肢體障礙學生助益 
游泳、水中遊戲與水中適應是水中活動

能力模式之一，從能力的觀點而言，水中活

動是預備性的延伸（闕月清，2005），以下先

介紹水中活動之優點，再針對水中活動介入

對肢體障礙學生影響進行論述。 

水中活動造成的傷害極少，且在改善健

康體適能的效果上並不遜色於其他任何陸上

的運動方式（詹美雲，2008）；水中活動為全

身性運動，是一項具有節奏規律及富有韻律

性的全身性運動之一，更是一項大眾化的休

閒活動，適合各年齡層參與，從幼童至中老

年人都可以從事游泳運動，享受運動的樂趣

（教育部，2001）；對身心障礙者而言，游泳

運動更符合規律和無障礙限制的條件（黃文

盛，2003），具有增進身體適能、物理治療及

紓解壓力效果，且水中活動能改善許多身體

障礙者的機能，尤其在最近五十年間，許多

相關器材與輔具的研發，藉由水的媒介產生

許多有形無形的潛在功能更受到醫學、復健

及運動領域工作者的重視（林曼蕙，2003）。 
武而謨（2005）指出水中運動治療、治

療性游泳、適應體育水中活動和特殊教育

「整合是跨專業團隊水中復健」，提供身心

障礙學生水中運動課程訓練，運用水的浮力

來誘發肢體的活動再加以訓練，希望能夠轉

變為功能性、有用的活動，對日常生活應有

所改善；無論是何種類型缺陷所造成的失能

或不同的失能層度，都會大量減少失能學生

活動的機會，而使失能學生在動作技能學習

受到嚴重的限制，在提倡多元教育的方針

下，水中活動對失能學生是一個理想的復健

活動（卓俊辰，1990；賴復寰，1998）。武而

謨、周文博（1993）指出水中運動可減緩下

肢和脊柱所承受的壓力，身體動作也因為浮

力的關係變得比較容易負荷，亦有運動效

果。水流的衝擊與壓力、水溫的刺激等因素，

可使肢體障礙者肌肉鬆弛，緩解全身的痙攣

現象，對於皮膚與肌肉都具有按摩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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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改善其肌張力與關節和關節的活動度，

而能在水中輕鬆自由的完成各種姿勢和動

作，所以可藉由水中活動設計適合且有趣的

遊戲，增加身心障礙者參與以及適應水性的

樂趣（盧慶春，2003）。 
許多研究歸納出水中活動能增進身心障

礙學生生活適應能力、動作技能學習以及自

尊心和自信心（黃文盛，2003；陳清祥，2008；
詹美雲，2008），亦能夠改善柔軟度，增加關

節的活動範圍，提高肌力與肌耐力，改善身

體平衡控制能力，減少身體的脂肪百分比（李

碧姿，2004；林惠鸞，2006；張哲榕，2006；
陳琬甄，2005；翁志航，2003）。 

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游泳是合適的運

動項目之一。水的浮力使障礙部位在水中也

能活動自如（林曼蕙，2000），水的特性不僅

是一種自動運動，也是一種良好的抗力運

動，並使全身關節可動性增加，亦能放鬆筋

骨，以及呼吸循環系統的強化等作用，其水

中運動對身心障礙者的運動價值為人所共

知，已被一般的復健院及特殊學校所採用，

並且相信游泳是一種具有復健價值的活動（洪

文平，2002）。其優點可歸納成以下幾點： 
一、體重在水中減輕，藉由浮力隨心所

欲而活動。 
二、可以緩慢運動，沒有裝備或輔助用

具的限制。 
三、減少在陸上活動的疼痛或擠壓感。 
四、適合重度障礙者運動，幫助生理能

的平衡感。 
五、減少衣著的磨擦和抵抗使身體活動

自如。 
六、團體之間的人際、社會適應等增進

活動。 
許天威（2000）指出肢體障礙者若只是

身體輕微損傷，其行動能力不會受到影響，

若障礙情形嚴重需靠輪椅或助行器輔助，則

行動的便利性將大受限制。吳純純（1995）
亦指出不管是神經或肌肉骨骼系統的原因所

造成的肢體障礙，都會影響兒童的動作及行

動能力。然而，水的浮力能使個體減輕體重

的負荷，動作的產生不受限制，水的壓力對

於增加血液的回流與血液循環有很大的幫

助，亦有助於肌力、肌耐力的訓練，又可達

預期的運動強度等。 
闕月清（2005）更指出由於在水中對於

身心障礙者的肌力、肌耐力、柔軟度與心肺

功能，都有良好的促進功能，在水中的身體

活動以水為教學活動設計介入，對整個身體

所形成的阻力具有四肢與軀幹等全面性的效

果，一旦在水中熟悉水性，親水能力提高，

就可以在水中進行提升健康體適能的身體活

動。進一步而言，水中活動是一種理想的健

身運動，人在水中活動時，是利用水的浮力

與推進力，加上肢體的動作，克服水阻力，

使身體向多方向移動，適合男女老少，是一

種大眾化，不受年齡限制的活動；在適當的

設計下，亦能使每一位身心障礙者都有機會

接受樂趣化的水中身體活動，建立有意義的

學習經驗。 

參、動作分析模式概念與助益 
闕月清（1999）指出針對體育教學實務

專業教師而言，體育課程模式的功能在於提

供各個教學變項之間關係，簡易明確的說

明、詮釋與預測，而體育教學的成效達成，

有賴以體育的課程模式為基礎與取向。每一

位體育教師受到其教育背景、價值取向、學

校特色、社區資源和學生特質的影響，逐漸

發展出體育教師慣用的課程模式，並將該種

模式的主張與觀念加諸在教師的課程設計

中，而課程設計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結果。 
 

一、動作分析模式之概念 
Jewett, Bain與Ennis (1995)依據五種價

值取向理論提出了五種體育課程模式：1.運
動教育模式─傾向學科精熟價值取向；2.體適

能教育模式─傾向學科精熟價值取向；3.動作

分析模式─同時受學習過程價值取向以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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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精熟價值取向的影響；4.發展模式─趨向

於自我實現價值取向；5.人的真諦模式─屬

於生態整合價值取向。不同之教育價值與信

念會產生不同的體育計畫，亦會影響我們在

體育課程與教學中所做的決定（ Ennis, 
1996）。其中，動作分析模式即為一種兼具

基本動作學習與知識架構的體育課程，更為

一有效的教學模式（黃永寬，2001），且學

生對該教學模式亦具有高的接受度（陳怜

潔，2007、陳清祥，2008）。 
動作分析模式的概念源自於1920-1930

年代是體育課程模式的一環。Laban在動作分

析理論中，提出四大動作概念架構：「身體」、

「力量」、「空間」、「關係」，並由此發

展出動作問題與學習原則。透過拉邦動作分

析理論中的四個動作概念因素：「身體─身

體在做什麼；力量─身體如何移動；空間─

身體移動到哪裡；關係─發生甚麼關係」（如

表1所示），其動作分析的結構彼此間具有順

序性與邏輯性，有助教師融入體育課程中實

施。茲將動作分析模式，依適用階段、價值

取向、課程目標及主要概念，歸納整理如表2
所示。 

 
表1  Laban動作概念知識分類架構表 

層面 (aspects) 內容(dimensions) 

身體 身體在做什麼 身體的動作、身體部分的動作、身體的活動、身
體的型態 

力量 身體如何移動 時間、重量、空間、流暢 

空間 身體移動到哪裡 區域、方向、水準、路徑、平面、延伸 

關係 發生什麼關係 身體部分、個人和團體、器具和設備、其他 

資料來源：Logsdon, B. J., Barrett, K. R., Ammons, M., Broer, M. R., Halverson, L. E., McGee, R., & 
Roberton, M. A. (1984). Physic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Philadelphia: Lea and Febiger. 

 
表2  動作分析模式適用階段、價值取向及課程目標與主要概念摘要表 

適用階段 幼稚園至高中每一個階段 

價值取向 學科精熟、學習歷程 

課程目標 強調學生發展充分的動作技巧和理解動作結構 
引導學生學習分析動作 
協助學生建構各種動作的基本概念 
期望學生利用動作概念改善自己的能力，讓動作更富有技巧性 

主要概念 關注動作的過程與學生豐富的技巧表現能力 
主要以拉邦的理念為主，著重動作的結構 
認為動作學習應了解身體運動的關鍵所在 
將動作概念分成四個類目：身體、力量、空間和關係 

 
由表2得知，動作分析模式是以學科精熟

以及學習歷程為主要的價值取向，其重要的

概念為強調促進學生運動表現技巧，並且透

過學習運動獲得與動作相關的運動知覺能

力、技巧獲得過程、創意的動作表現、問題

解決技巧及理解學習動作，課程設計以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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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技能為核心內容，重點擺在學科與個人

之間，除了學習動作技能之外，也重視學習

的整個過程發展。且動作分析模式認為學生

是學習的中心，教師必須教導學生如何學

習，但是學習的主體是學生，對於技能的學

習，教師只是扮演輔導的角色，在教學歷程

中引導、鼓勵學生探索動作、發現問題與解

決問題，且重視學生認知、情意、技能領域

的整體發展。 
 

二、動作分析模式對肢體障礙學生助益 
動作分析模式的內容包含動作學習、認

知學習及情意學習三大範疇（曾陳慶，

2007）。教師在針對肢體障礙學生的教學原

則如下： 
（一）根據肢體障礙學生的身心、動作

發展條件，重視學生能力有個別差異的存

在，並以漸進式安排動作的順序設計課程，

可使肢體障礙學生獲得尊重與自信。 
（二）依能力水準調整，挑戰高層次動

作，肢體障礙學生可以去嘗試、練習動作，

幫助其建構出完整的動作，並使肢體障礙學

生得以自信地挑戰下一個新動作。 
（三）層次性安排課程，肢體障礙學生

學習開始需先確立身體的各部位名稱，從身

體的意識，到認識身體各部位間相互關係，

不僅使肢體障礙學生重新正視自己的身體，

更進而領悟動作的關鍵要素，最後學習到操

作物品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在對肢體障礙學生實施動作分析模式教

學時，教師必須分析動作概念所延伸出的動

作元素，並藉此發展出動作學習的方法原

則，以達到增進肢體障礙學生動作技巧的學

習及動作概念知覺能力的建立（陳清祥，

2008）。動作分析模式的目的除了強調動作技

巧的學習外，也兼顧動作相關知識及提問解

決能力的培養（黃立元，2005）。黃永寬、陳

瓊茶（2001）與黃慧菁（2004）亦指出，透

過動作分析模式相關理念所設計出的課程，

可增進兒童身體意識、空間意識、方向意識、

時間意識，同時對基本動作技能方面也有顯

著的幫助。許多研究（陳怜潔，2007；陳清

祥，2008；張樹琳，2004；黃立元，2005；
曾陳慶，2007；黃慧菁，2004）也指出實施

動作分析模式教學可以提升學生的多方面能

力（如表3所示）；就研究對象而言，從一般

學生至身心障礙學生、從學齡前至國小高年

級學童皆可實行且有成效（如表3所示）；就

研究所提升的能力而言，從基本的「動作技

能」及「動作概念認知」到進階的「問題解

決能力」、「創造力」以及「好奇性」皆有所

提升。 
 
表3  實施動作分析模式教學後學生能力提升摘要表 
提升能力項目 研究者（年份） 研究對象 

黃慧菁（2004） 4-6歲學齡前兒童 
曾陳慶（2007） 國小二年級學生 

基本動作技能 

陳清祥（2008） 國小六年級腦性麻痺學生 
黃慧菁（2004） 4-6歲學齡前兒童 
陳怜潔（2007） 
曾陳慶（2007） 

國小二年級學生 
動作概念認知 

陳清祥（2008） 國小六年級腦性麻痺學生 
問題解決能力 黃立元（2005） 國小五年級學生 
創造力 張樹琳（2004） 國小四年級學生 
好奇性 張樹琳（2004） 國小四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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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得知，動作分析模式不僅可增

進肢體障礙學生動作技能，亦能增加其對動

作概念的認知，故若以動作分析模式理念來

進行教學對肢體障礙學生應有其助益。 

肆、動作分析模式水中活動課程
內容與教學建議 

為使動作分析模式水中活動教學課程有

效並能引起學生興趣，水中活動教學方案的

進行，儘可能運用游泳池的教學環境設置，

讓參與者全程在教學者安全的引導下，運用

各種教具進行活動，且水中活動教學設計掌

握以下原則：（一）強調個別化的教學活動處

方、（二）必須考量學生能力、（三）注意障

礙生的先天缺陷、（四）教學活動的正確性與

安全性、（五）教學活動的樂趣化與多樣化。 
教學活動的流程可劃分為三部分，第一

部分是準備活動，讓身體在進入主要活動之

前，進行伸展活動增加關節的柔軟度以維護

人體健康並提升運動效果，並且引導學生回

顧上次課程內容，鼓勵其喚醒舊經驗；第二

部分是發展活動，包括水中伸展與主要活

動，在此，學生是學習的中心，教學者必須

教導學生如何學習，但是學習的主體是學

生，教學者在教學過程中引導、鼓勵學生探

索動作、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進而藉由持

續的運動模式，以強化身體機能，增強全身

肌群的活動量，以促進身心健康；第三部分

是綜合活動，在每次活動結束前進行約五分

鐘的緩和運動，引導學生發現自身運動知覺

能力、技巧獲得過程與創意的動作表現、問

題解決技巧及理解學習動作，並使身心放鬆

下來，減少疲勞狀態。 
茲將16節動作分析模式應用於水中活動

教學方案，課程綱要與內涵整理如表4所示。 
 
表4  動作分析模式水中活動課程綱要與內涵 

節次 活動主題 主要活動 課程內涵 

 1 魚兒水中走 入水技巧 
適應水性 

運用泳池的教學環境設置，引導學生適應與水
接觸的感覺、探索水的奧妙。 

 2 環遊世界 適應水性 
持續運動 
手腳合作 

運用浮具配合活動進行，並以教師的提問引導
學生探索並了解水的特性，進而熟知泳池環
境並體會Laban動作概念的流暢性部分。 

 3 螃蟹走路 以不同方式在水中走動 
使用吸管在水中吹泡泡 
吹著乒乓球通過水池 

 4 蜻蜓點水 悶氣練習 
悶氣吹泡泡 
用手碰池底 

 5 水中尋寶 在水裡拾物 
協助做出平躺的動作 

第3-6節是運用各種器材來配合活動進行，使
課程以漸進、有系統、樂趣化的「教師提問
－學生回答」為教學方式，引導學生模仿螃
蟹、蜻蜓、清道夫以及小飛俠的方式，在池
中進行活動以利更快適應水性及活動技
巧，並且除了逐步學習動作技能外，也能建
構學習動作時所需的動作概念認知，進而體
悟Laban動作概念的身體在做什麼、身體如
何移動、身體移動到哪裡以及發生了什麼關
係等四大層面。 

 6 小飛俠 增加運動強度 
協調平衡 
仰臥練習 

 

（續下頁） 



特殊教育季刊 民101年6月 第123期 第9-17頁 

特殊教育季刊 15 

表4  動作分析模式水中活動課程綱要與內涵（續） 

節次 活動主題 主要活動 課程內涵 

 7 請你跟我 
這樣做 

悶氣吹泡泡 
水中平衡 
水中浮沉 

將動作內容由簡至繁，再次引導學生嘗試、
探索動作，並幫助學生建構出完整的動
作，以利自信的挑戰下一個新動作。 

 8 俯臥漂浮 水中平衡 
踢水練習 
俯臥漂浮 

 9 仰躺練習 水中平衡 
仰躺練習 

10 仰漂練習 水中平衡 
仰漂練習 

11 水母漂1 水中平衡 
水母漂 

12 水母漂2 水中平衡 
水母漂 

第8-12節是以層次性的課程安排，引導學生了
解並確立身體的各部位，從身體的意識，
到認識身體各部位間的相互關係，進而領
悟動作的關鍵要素，使學生得以漂浮於水
面上，並了解Laban動作概念的身體在做什
麼（身體動作、身體部分的動作、身體的
活動、身體的型態），以及發生什麼關係（身
體部分、其他）等層面。 

13 踢水1 水中平衡 
水中伸展 
能正確做出踢水動作 

14 踢水2 水中平衡 
水中伸展 
扶手踢水 

15 浮板踢水 水中平衡 
踢水練習 

第13-15節是以趣味性的遊戲方式進行，並已
逐漸增加負荷的方式，給予學生具挑戰性
的小目標，指導正確的踢水方式，並鼓勵
學生積極完成教學者所引導的動作，使學
生得以發展充分的動作技巧和理解動作結
構，並利用自己對動作概念的認知來改善
自身能力，讓動作更附有技巧性，進而體
悟Laban動作概念的身體在做什麼、身體如
何移動、身體移動到哪裡以及發生了什麼
關係等四大層面。 

16 改變姿勢 水中平衡 
水中伸展 
改變姿勢 

引導學生探索動作，並鼓勵學生發現問題與
解決問題，進而促進整體發展，體悟動作
過程的奧秘。 

 
教學活動涵蓋軀幹、上肢、下肢各部位，

為避免教學活動的無聊枯燥，除了暖身運動

的伸展操外，教學活動以趣味性的遊戲方式

進行，並以逐漸增加負荷的方式，給予學生

具挑戰性的小目標，指導正確的運動方式，

鼓勵研究參與者積極完成研究者引導並營造

快樂的氣氛，讓活動能愉悅進行，循序漸進

以提升其學習成效。 

 
伍、結語 

動作分析模式是強調促進學生運動表現

技巧，透過學習運動獲得與動作相關的知

識、技能以及運動知覺能力、技巧獲得過程、

創意的動作表現、問題解決技巧及理解學習

動作，除了學習動作技能之外，也重視學習

的整個過程發展。此模式可讓肢體障礙學生

學習各種基本動作技能，強調「教師提問─

學生回答」的學習模式，認為學生是學習的

中心，教師必須教導學生如何學習，但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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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主體是學生，對於技能的學習，教師只

是在教學歷程中引導、鼓勵學生探索動作、

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且重視學生認知、情

意、技能領域的整體發展，不僅能使肢體障

礙學生察覺身體的奧妙，更可開發身體的察

覺能力，對身體活動機率相對較少的肢體障

礙學生而言，動作分析模式得以使其逐一進

行分析與了解每一個動作間的關聯性以及其

使用方式，進而促進動作的概念認知建構；

而水中活動可以提高動作強度，強化身體各

部位肌力，亦能避免肌肉突然用力收縮的衝

擊及關節的負荷，減少運動傷害的發生，且

對於改善肌肉協調與個體壓力舒緩也有很大

的幫助，並能夠減少肌肉的緊張與壓力，而

能在水中輕鬆自由的完成各種姿勢和動作；

所以可藉由水中活動，設計適合且有趣的遊

戲，增加肢體障礙學生參與以及適應水性的

樂趣，且水中活動對肢體障礙學生來說是一

項可行的運動方式。依據肢體障礙學生的不

同需求，設計符合的水中活動課程，利用水

的特性與優點，由熟悉水性以致於臨床改

善，或許有益身體健康，對肢體障礙學生的

自信心建立……等皆有所益處；故動作分析

模式水中活動對肢體障礙學生應有一定程度

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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