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依序為（一）健康與體育領域課程與教

學之相關研究、（二）健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相關之研究、（三）

自我導向學習理論與相關研究。 

 

第一節  健康與體育領域課程與教學之相關研究 

 

九年一貫課程賦予學校和教師許多自主空間，在發展學校

特色的同時，尤其期許位於教學現場第一線的教師要扮演遠比

以往更積極、更重要的角色，而如何應用有效的教學策略與資

源，來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來達到良好的學習成效之外，更

要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力，養成身體活動的習慣與健康的行為 

，方為九年一貫健康與體育領域之遠景，因此本節將其歸納為

健康與體育領域課程之內涵與教學上之相關研究來加以探討。 

一、健康與體育領域課程之探討 

九年一貫國民教育的教育活動是以人性化、生活化、適性

化、科技化、統整化與現代化來達成其最終之目標，傳授基本

知識，養成終身學習能力，培養身心充分發展的健全國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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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健康教育體育休閒舞蹈學會

（AAHPERD）根據適能（ fitness）的觀點，對健康提出了整體

性的概念，認為真正完整的健康應由五個安適狀態（well- 

being）所構成，即為（一）身體適能（physical fitness）：包括

了解身體發展、身體照顧，發展正向身體活動的態度與能力；

（二）情緒適能（emotional fitness）：包括思考清晰、情緒穩定、

成功的調適壓力，具備自制與自律的能力；（三）社會適能（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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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ness）：包括關心配偶、家人、鄰居、同事與朋友，積極與他

人互動和發展友誼能力；（四）精神適能（ spiritual fitness）：包

括尋找個人生命的意義，設定人生的目標，擁有愛人與被愛的

能力；（五）文化適能（cultural fitness）：包括對社區生活改造

有貢獻，能關注文化和社會事件與接受公共事物責任的能力。

並經由這五個安適狀態彼此相輔相成而影響了生活型態與品質 

，而這五個安適狀態呈現出了「人自己之生長發育」、「人與人、

社會、文化之互動」、「人與自然、面對事物時如何做決定」三

個層面的全人健康（ total well being）；並且爲達成課程目標，

其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生活經驗為重心，以培養學生「了

解自我與發展潛能」、「欣賞、表現與創新」、「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表達、溝通與分享」、「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組

織、規劃與實踐」、「文化學習與國際了解」、「運用科技與資訊」、

「主動探索與研究」、「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之十大基本能力

（教育部，1998）。 

九年一貫課程的內涵主要將十大基本能力作為課程學習目

標與課程設計核心，將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並實施統整課

程與彈性課程，提供學校及教師更多彈性與教學自主空間。健

康與體育學習領域為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七大學習領域之

一，該領域最重要的理念在以啟發學生最基本的學習能力，替

代過去追求雖理想但難以實現的「標準」，讓學習的成果與日常

生活相互結合，而非遙不可及的理論。基於這樣的理念，教育

部對「健康與體育」領域提出七項課程目標：1.養成尊重生命

的觀念，豐富健康與體育生活；2.充實促進健康的知識、態度

與技能；3.發展運動概念與運動技能，提升體適能；4.培養增進

人際關係與互動的能力；5.培養營造健康社區與環境的責任感

和能力；6.培養擬定健康與體育策略與實踐的能力；7.培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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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體育的資訊、產品和服務的能力（教育部，2000）。 

健康與體育的結合主要目的是在透過體育課程達到強化體

質，以達全人健康的目的（潘義祥，2002）。而健康行為的實踐

更是健康教育的最終目的，由察覺週邊事物進而使一個人的價

值觀念形成，是健康與體育教學上極為重要的部份。兩個科目

的共同目標是「期望學生有著良好體適能，擁有支持的法規與

人群並生活在健康的環境中，也鼓勵學生藉著養成健康的行為

及鍛鍊運動行為來改善自己的健康，此外還要能影響他人、社

區與環境，以達到全人健康的目的」（教育部，2003）。 

許多學者提出「健康與體育」領域課程，學生可以從課程

設計、教學方法及教學評量上進行ㄧ系列的發展，如運用媒體

教學、遊戲式教學等方式，讓教學方法及過程更生動、有趣，

培養學生終生的學習興趣（晏涵文，2000；許義雄、葉國梁，

2000）。林國雄（2004）亦指出九年一貫課程的重要理念之一，

即是在「課程設計應以學童為主體」；載偉謙（2000）也認為體

育教學若可結合健康教育、各種學習領域及跨學科教學，能使

教學更具生活化，提升教學品質。Rivkin（2007）亦指出學校

若要塑造ㄧ個好的健康生活模式必需要有四個要素，即減少壓

力、豐富的身體鍛鍊、學校能提供好的食品以及學校與父母之

間的聯繫分享，在此四要素中健康與體育領域即成功擁有減少

壓力與豐富的身體鍛鍊，在沒有考試壓力下的領域學科之下，

學生則可以快樂的學習，然 Fletcher 等人（2007）也指出青年

很少會去關心健康的議題，可能將其歸因於青年覺得自己身體

強壯，雖然學生能從學校提供的健康服務獲得充分的常識，但

卻很少會落實於行為上之使用，因此健康與體育領域之教師如

何運用策略與方法，將學生應培養之生活技能透過有趣生動的

教學方式使其學習效果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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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handra 與 Minkovitz（2007）在與學生深度訪談後也

提到，當學生心理健康處於負面反應時，大部份學生是從家庭

成員和朋友間尋求關心，而學校人員是青少年慰藉和願意傾訴

心理健康問題的重要因素，由此可見學校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對

學生們是多麼地重要性，學校人員更是對學生有著其大的影響

力，因此若是在學校能讓學生在學習的成果上與日常生活相互

結合，進而推展其全人健康之理念至家庭教育，進而擴大至健

康社區，再發展至健康城市，方能達成全人健康之最終目的。 

綜上所述，健康與體育領域終極目標在培養全人健康，藉

由各種課程設計、樂趣化教學、多元評量等等，無非是希望養

成學生自主學習的能力，本研究欲將以五種適能及十大基本能

力之二大向度來設計問卷之內容，以符合九年一貫健康與體育

學習領域之課程目標，結合健康課程與體育課程實施教學策

略，其教學策略是否能提高學生之學習成效？此乃本研究欲進

ㄧ步探討的重點。 

二、健康與體育領域之教學相關研究 

在九年一貫教改聲浪至今，從學科致演變至今日的領域學

習，健康與體育領域亦是如此，分分合合數迴，現今又將兩者

套在一起，一起為全人健康努力，許多研究亦由原本不同學科

分開探討的情況轉變為現今合併探討的狀況，在林陳桂香（2006）

的研究中就證實學校健康教育課程與學生健康知識之需求有相

關聯性。李蘭（1999）也指出健康衛生教育課程結合運動體能

促進活動，能更提升規律運動人口的比例。國外學者Davies and 

Mendenhall（1998）對美國某大學學生進行健康教育及體育、

體適能及生活方式管理課程，結果發現以全球資訊網為基礎的

線上教學和課室教學在考試成績上並無差異。Rouse（2000）在

護理學生的先天性心臟病課程中使用電腦輔助教學，其結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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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單獨使用傳統課室教學、電腦輔助教學或合併上述二種教學 

，對學習成效都有幫助，單獨使用傳統課室教學或電腦輔助教

學的成效並無差異，合併二種教學法的學習成效顯著高於單獨

使用一種教學法。 

曾茂山（2002）在探討社區介入策略對國中學生運動行為

及體適能的影響發現，在經由一個學期的社區介入，對國中生

的健康情形、運動習慣、運動認知、和體適能等方面皆有正面

的影響。另外在葉國樑、唐孝蘭（2006）的研究則以價值澄清

法設計一套關於資源迴收的自編教材，比較分析價值澄清法與

傳統教學法之教學效果，結果發現不論是實驗組或對照組，後

測分數均較前測分數為高，表示此兩種教學方法都有其教學效

果，而價值澄清教學法特別是在資源迴收認及環境敏感度上，

教學成效卓著。Wright 與 Karp（2006）運用四種不同的方式來

改進學生之心肺耐力狀況，發現不同的教學活動皆能在學生的

體能成就方面獲得相當大的改進。 

Masterson 與 Flynn（2006）也提到教師應該在體育課程中

使用適當的活動，將有關身體健康的概念授予學生，包括健康、

有關技能的知識以及原理原則上的訓練，使學生了解「如何

做？」及「為什麼做？」來達成身體的健康，因此在青少年時

期所推動的體適能活動，掌握青少年學習契機，促進其規律運

動習慣之養成，是能讓學生達成健康生活型態的條件與健康促

進的關鍵，但是否教學能與學生運動習慣成正比？此亦是本研

究欲探討的重點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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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健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之相關研究 

 

美國衛生福利部疾病控制中心（U. 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2006）指出在兒童和青春期所

建立的危害健康行為，往往會持續延伸到成人時期，並進而成

為成人的罹病及死亡的原因。由於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健康與

體育學習領域課程中，對於國中階段學生其健康行為與健康體

適能與自我導向學習的關係，因此將其健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

之相關研究整理如下： 

一、健康行為之相關研究 

    美國健康和人類服務部門（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領導下，發展西元2010年健康的人類

（Healthy People 2010）指標，以身體活動（Physical Activity）、

過重與肥胖（Overweight and Obesity）、香菸的使用（Tobacco 

Use）、物質濫用（Substance Abuse）、有責任的性行為

（Responsible Sexual Behavior）、精神健康（Mental Health）、

傷害與暴力（ Injury and Violence）、環境品質（Environmental 

Quality）、免疫（ Immunization）及健康照顧的使用（Access to 

Health Care）等十項作為評估健康的指標（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1）。 

    最先將健康相關行為進行分類的是Kasl 與 Cobb（1966），

他們將健康相關行為分為健康行為（health behavior）、疾病行

為（ illness behavior）及疾病角色行為（ sick role behavior）。

所謂健康行為是指自認為健康狀況良好，無疾病的症狀或徵象

時所採取的行為，其目的在維持良好的健康。Harris and Guten

（1979）則將生活方式分為健康行為（health practice）、安全

行為（ safety practice）、預防性健康照護（preventive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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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避免環境中的危害（environmental hazard avoidance）、

避免有害物質（harmful substance）等五大類。Belloc and Breslow

（1972）則在其研究裡發現，有七項非醫療性行為與健康行為

有關，包括吃早餐、正常且規律吃三餐並且不吃零食、適度運

動、每天睡眠7-8小時、維持理想體重、不吸菸及不飲酒或淺酌。 

而國中階段是人由兒童逐漸變為青年的ㄧ個過渡階段，除

了生理上的變化外，心理上也有相當程度的改變，其身體及心

理的變化過程來得快速且變化萬千，在這段成長歷程的學生具

有相當大的統整性、複雜性、持久性與獨特性，學生在其遺傳、

環境、成熟、學習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開始形塑健康行為的

多元發展特性，個體因其對人、對己、對事物等各方面之適應，

行為上所顯示的獨特個性影響其正面或負面健康行為的產生（ 

王建楠、吳重達，2006）。Spear and Kulbok（2001）提出影響

青少年（12-24歲）的健康行為並將其歸納為五類：1.生理因素；

2.認知因素（健康認知、價值觀、學業能力）；3.心理因素（自

尊、自覺易感性）；4.社會人口學因素（家庭結構、性別、年齡、

家庭社經地位、宗教）；5.家庭及同儕影響。 

國內學者李蘭（1991）將健康行為分為預防疾病及增進健

康二大類。另外，在陳俊忠（2000）的研究中指出安逸的生活、

生活習慣的改變、營養不均衡及活動空間的不足，將導致身體

活動量的不足、近視比率及肥胖學童的暴增。 

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促進的定義是：健康促進是促進人們

增加控制與改善自己健康能力的過程（WHO, 1995）。Pender, 

Barkaskas and Haymsn（1992）指出健康促進是一種趨近行為

（approach behavior），也即是以自我實現為導向，指引個人維

持或增進健康、自我實現幸福滿足的肯定態度。 

楊鈞圭（2004）在調查桃園縣 720 位國高中生的研究發現，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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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飲酒態度比男生差，但在認知上女生比男生好。曾美娟（ 

2006）在探討國中生體型意識、身體活動和飲食行為之現況中

發現，女生較注重和在乎自己的外表，且女生的飲食行為優於

男生，但是在運動階段和身體活動量方面男生則高於女生。劉

瑞富（2005）也發現在健康體適能、休閒時運動行為上，以性

別的差異為最大。 

以下整理國中學生健康行為之相關研究，如表 2-1： 

 

表 2-1 國中學生健康行為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探討重點 研究結果 

Ma, Xin.  
(2007) 

個人健康：生

理健康、心理

健康、自尊、

無助、身體形

象 

人際關係：交

友情形 

調查青少年的健康行為與在學經驗間的關

係，發現青少年的生理、心理健康及自尊

與在學經驗成負值，在學經驗與身體形象

呈正值，在感到無助及人際關係上則與在

學經驗沒有關係。 

Ramrakh
a, S.et 
al. 
(2007) 

健康行為 

情緒問題 

研究孩童期的健康行為和情緒問題與成年

後是否相關，結果發現行為和情緒問題愈早

發生愈容易導致以後從事危害健康行為的

結果，尤其是有害的性行為。並且發現愈早

教導正確的危險評估愈能幫助減輕這些負

面的結果。 

Santor, 
D. A. et 
al.  
(2007). 

心理健康 

情緒問題 

實施情緒問題與尋求協助之相關課程二

次，對照組則無介入課程，結果發現實驗組

學生間在尋求協助的行為中有較頻繁的次

數，也較易提及有關心理健康的問題。其

尋求協助的態度、學校課程或介紹、使用

網路都不是減少情緒問題的影響因素，亦

即輔導情緒問題的課程介入可能對特殊需

求的學生幫助最大，像是憂鬱症等嚴重的

情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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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頁 

研究者 探討重點 研究結果 

Ward, B. 
W., &  
Speaker, 
S. 
(2006) 

飲食行為 

體重控制 

體重控制障礙為家庭，個人，以及社會文

化，結果顯示父母能幫助孩子透過塑造有益

於健康的行為改變他們的飲食行為和活動

行為，提供容易選擇且有益於健康的家庭

環境，有助於在整個健康上尤其是體重的

控制。

陳嘉玲 

（2006） 

健康生活運

用互動式手

冊 

介入計劃在家長預防青少年藥物濫用上具

有顯著效果，特別是家長預防子女藥物濫

用技巧及自我效能方面。 

曾美娟

（2006） 

 

飲食行為 

體型意識 

身體活動 

女生的飲食行為優於男生，高熱量食物進

食頻率低於男生、低熱量攝食技巧比男生

好。九年級的飲食控制行為比七年級差。

父母親教育程度高者及高自尊者有較佳均

衡飲食狀況。低自尊者的飲食控制行為最

差。外表取向和身體各部位滿意度與飲食

控制行為皆與均衡飲食狀況和低熱量攝食

技巧有顯著正相關。 

張秀鳳 

（2005） 

 

飲食行為 研究中所選取之各個變項對青少年身體意

象及瘦身認知、態度、行為的預測力，部

份達顯著意義。且青少年身體意象所涉及

的層面相當廣泛。 

魏嘉慶 

（2005） 

 

健康減重 

飲食行為 

網路學習素

材 

（1）具匿名性的特質，可避免許多因面對

面接觸所帶來的尷尬場面；（2）具有立即

互動性，學習不再受時空影響，可隨時在

線上與專業人員互動、諮詢；（3）具經濟

效益，學生經由線上學習即可獲得專業的

減重諮詢與知識；（4）可呈現動態的多媒

體教材內容，可促進學習；（5）可提供使

用者自主的網路學習環境；（6）可營造網

路社群及合作學習。 

Baker et 
al. 
(2003) 

飲食行為 青少年的飲食行為與飲食活動上，重要參考

對象主要是父母及同儕，且自我控制能力愈

強健康行為愈佳。 

陳麓米

（2003） 

飲食行為營

養教育 

 

各校不同性別、體位之受試學童，其均衡

飲食營養知識部分得分於介入教育之前、

後，皆有顯著進步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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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頁 

研究者 探討重點 研究結果 

吳姿嫺 

（2003） 

 

健康與情緒

問題 

醫療服務利

用行為 

研究發現不同年級的國中生，其醫療服務

利用行為有顯著的差異；曾有住院或開刀

經驗者，其平均醫療服務利用次數較無經

驗者高；具有全民健保身份、其他醫療保

險者較沒有全民健保、沒有其他醫療保險

者之醫療服務利用次數高；自覺健康問題

與醫療服務利用行為之關係方面，青少年

若是覺得自己生理健康與青春期發育的問

題愈嚴重，則醫療服務利用次數愈多。此

外，情緒問題則與醫療服務利用次數呈現

負向關係。 

Richard, 
L. et al.  
(2002) 
 

飲食行為 

 

青少年減少身體活動量和不健康的飲食的

行為與超重有顯著相關，美國中學生當中

11%學生的超重，31%的學生沒有參加適度

身體活動，並且有 76%的學生每天攝取少

於 5 樣水果和蔬菜。 

 

 

二、健康體適能相關研究 

體適能（Physical Fitness）的定義，可視為身體適應生活、

活動與環境 （例如；溫度、氣候變化或病毒等因素）的綜合能

力。林凱儀（2003）在研究中發現國中男生的身體活動量大於

女生，而國中生最常參與的休閒或運動訓練分別為籃球、騎腳

踏車與慢跑，約半數的國中生達到維持健康體適能的運動量，

且身體活動量隨著年齡的增加而日趨減少。 

劉坤宏（2003）更指出運動不但可以增加自我形象、自我

滿意度、社會適應，並能減少焦慮、沮喪與自我中心，而且對

於減少部份或中度沮喪與焦慮症狀上，有明顯地效果，對於自

我形象、社會技巧和認知功能也有促進的效果。Garcia 等人（ 

1995）在研究 286 位學生的運動行為中發現，自覺健康狀態以

及社會支持會影響其運動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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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福（2004）也發現合作學習對促進體育課程技能學習

的表現與師生間的人際互動上有積極的成效，且對於學生的學

習態度及動機有正向的結果。 

在陶以哲（2004）對新竹實中體育課不同體適能課程對於

學生體適能的影響研究中得到的結果為：一、組內部分：女生

肌肉適能組在身體質量指數、仰臥起坐成績獲得顯著改善，女

生柔軟適能組在 800 公尺跑走成績顯著退步、坐姿體前彎成績

顯著改善，男生在有氧適能組、肌肉適能組與女生肌肉適能組

總體適能成績獲得顯著改善；男女生其餘的體適能組別，在各

項體適能測驗的差異上均未達顯著差異。 

二、組間部分：女生有氧適能組與肌肉適能組在 800 公尺跑走

成績顯著優於柔軟適能組，女生肌肉適能組在仰臥起坐成績顯

著優於有氧適能組與柔軟適能組，男生柔軟適能組在坐姿體前

彎成績則顯著優於有氧適能組、肌肉適能組與綜合組，女生柔

軟適能組在坐姿體前彎成績顯著優於有氧適能組、肌肉適能組 

，綜合組顯著優於肌肉適能組；男女生其餘組別之間，在各項

體適能測驗差異均未達顯著水準。 

以下整理國中生青少年階段相關之健康體適能研究，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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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中學生健康體適能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探討重點 研究結果 

Choi et 
al. (2006) 
 

BMI 
健康行為 

15 歲青少年中的BMI百分比，49%為超重，另

外 51%為適當的體重。另外內科醫師或護士與

青少年的討論情況為：討論觀看電視時間有

16%，討論關於運動(58%)和體重(54%)者比

較高。其中對體重的討論大部分是女性且過重

的青少年居多。

Melody, 
O., Grant, 
S., Erin, 
M. 
(2006).  
 

身體活動 

運動習慣 

參加的學生中有一半(56%)確實實施每天

15,000 步的訓練，且其在工作日的表現比放假

日更積極，其中男孩比女孩有較顯著之差異，

男孩也比女孩多進行每天大約 2,000 個的台

階。整體上利用計步表的活動來進行身體活動

之鍛鍊是可行的。另外在這項研究過程中也發

現其參加學生之表現與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有相關。 

Siegel, D. 
J. (2006) 
 

體適能 

運動計畫 

體重過重的孩子及青少年在一周三天到七

天、每天 30 到 60 分鐘適度劇烈的身體活動

後，其整個身體的體重及脂肪明顯的降低。身

體活動有減低慢性高血壓青少年血壓的潛

力。有氣喘的青少年在實施有氧運動計畫中，

每周從事二到三次促進他們身體有氧度和無

氧健康程度後，其症狀獲得改善。在青少年從

事系統化的訓練後，涉及 30 分鐘或更多的身

體活動至少一周三天達到最高心跳速度至少

達 80，青少年可以改善他們的有氧健康達

10%，而且對焦慮、沮喪和自我觀念上的改善

都有顯著關聯。 

U. 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
n.(CDC).(
2006) 

運動行為 針對 9-12 年級學生的調查結果中，發現 35.8%

的學生從事每週 5 天以上的身體活動，每次至

少 60 分鐘；68.7%的學生從事每週 3 天以上的

重度身體活動，每次至少 20 分鐘或每週 5 天

以上的中度身體活動，每次至少 30 分鐘。 

陳美昭 

（2006） 

 

運動行為 

社會心理 

身體意象 

建議應在教育實務中提升國中生運動自我效

能、運動社會支持，並降低知覺運動障礙，且

重視男女學生運動特性差異，透過健康與體育

課程的設計，培養學生正向的身體意象，以養

成國中生規律運動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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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頁 

研究者 探討重點 研究結果 

林坤曉 

（2005） 

 

體適能 

體育教學 

虛擬教室 

一、採用傳統或虛擬教室的教學法，對學生健

康體適能的認知、肌肉適能與男生心肺適能的

表現上皆有顯著進步。 

二、運用虛擬教室的教學方式，教師所要求的

作業被學生自發性執行的程度比傳統教學法

來的高。 

陳德雄 

（2005） 

體適能 學業成績表現較佳的男性青少年，似乎有體適

能水準較佳的傾向。 

張淑娟 

（2005） 

體適能 只要利用一節體育課中的 10-15 分鐘課程實施

體適能活動，一學期即可有效提升目前學生體

適能。 

黃志偉 

（2005） 

體適能 

吸菸行為 

研究中發現有吸菸行為者的健康體適能表現

不見得比無吸菸者差，可能仍有其它因素影

響。 

劉瑞富 

（2005） 

 

體適能 國中學生在健康體適能方面以肌力、肌耐力、

心肺耐力的相關性較高，且在健康體適能、休

閒時運動行為上，以性別的差異最大。另外以

跑走為主的健康體適能課程對國中學生健康

體適能有顯著的提昇。 

鄭元順 

（2005） 

體適能 

不同的運

動介入 

不同的運動介入對國中肥胖學生在心肺耐力

及身體組成方面，有正面影響有助於體適能的

提昇。 

陳玉鳳 

（2004） 

體適能 在休憩類、社交類、知識類參與和期望參與皆

相吻合，只有運動類有落差，但選擇參與運動

類型者在體適能之表現較佳。 

羅文杰 

（2004） 

 

體適能 

九年一貫 

男生坐姿體前彎、立定跳遠、體適能中測量身

體組成之認知程度及身體質量指數的公式換算

之認知程度方面，新制優於舊制。教師與教學、

教學行政與同儕學習方面，新制低於舊制。女

生坐姿體前彎、一分鐘仰臥起坐、規律的運動

可減少疾病發生之認知程度、身體質量指數的

公式換算之認知程度及政策宣導體適能概念之

認知程度方面，且新制優於舊制。學習效果方

面新制女生低於舊制女生滿意程度。 

Pena 
Reyes et 
al. 
(2003) 
 

體適能 居住在城市貧民窟和鄉村地區的墨西哥學

童，其身高和體重方面，城市學童優於鄉村學

童；肌力方面則無差別；性別和年齡方面，年

紀較小的鄉村學童與年紀較大的城市女學

童，表現出較好的心肺耐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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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頁 

研究者 探討重點 研究結果 

Chatrath 
et al. 
(2002) 
 

體適能 4-18 歲居住在城市地區的美國孩童之體適

能，男童的耐力隨著年齡而增加，而女童在

10-12 歲期間也有同樣情形，但在 12 歲之後其

增加的趨勢就持平。 

Grunbau
m et al. 
(2002) 

運動行為 發現美國 9-11 年級的學生運動比率顯著高於

12 年級的學生，隨著年級愈高其參與運動之

頻率也愈少。 

 

 

綜上所述青少年健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的養成，都可以在

不同的教學介入或宣導中受到不同程度之影響，如同 Alexander

（1994）認為健康的行為應建立自早年的健康習慣。因此透過

青少年階段來建立良好的健康習慣遠比日後要進行改變來的容

易，可見此階段是健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之習慣養成的最佳時

機，其效果如何更是本研究欲進ㄧ步探討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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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我導向學習理論與相關研究 

 

自我導向學習的研究多侷限在成人教育的範疇上，鮮少探

討國中階段學生的學習，本研究將以自我導向學習理論及與內

涵，並以國內外相關研究來探討自我導向學習對於國中階段教

育的重要性，並爲終身學習紮下根基。 

一、自我導向學習理論與內涵 

自 1960 年代起美國在自我導向學習上的研究如雨後春筍 

，不論是質的研究、量的研究，在自我導向學習方面分別針對

不同對象、不同領域上，都有深入的探討，並獲致可觀的成果

（鄭惠美、照屋博行、佐藤茂夫與山本千惠，2003）。而在 1970

年代以後開始成為成人教育重視的理論，但事實上這種學習方

式已緣起於早期希臘哲學，早期希臘哲學家包括蘇格拉底 

、柏拉圖、亞里斯多德在早期的宗教教育中強調自由學習、激

發者個人心智能列為目標。哲學專注在任何現象、物體、過程、

客觀事物上的ㄧ般原理原則上，這些原理原則也漸漸地建構在

教育的歷程，包括教育目的、教育目標、課程教材、方法、教

育歷程與社會關係之間，如實驗主義杜威認為人類行為有其特

殊性，因此把教育當作啟發智慧的歷程，教育目的在啟發智慧，

在使學生自動自發學習（胡小萍，2006；王世璋，2004；鄧運

林，2001）。而根據蘇姵真（2004）的研究指出自我導向學習興

起的原因，從實質面而言可歸納為：（一）成人實際參與正規教

育以外的學習很多；（二）各種新興型教育的興起；（三）終身

學習理念的衝擊；（四）成人能成功地自我導向學習。 

Knowles（1975）認為自我導向學習是一種過程，就是個

體無論在有無他人的協助下，診斷自己的學習需求、決定學習

目標、確立學習資源、選擇和執行適當的學習策略，並評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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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結果。Cheren（1983） 指出能控制一個或更多個學習情境，

以達到學習中更大的自我導向性。Kaswarm（1983）提到自我

導向學習必須由外在的定義和內在自我知覺的過程同時兼顧，

必須考慮到認知和人類心理發展的架構。Rogers（1983）認為

自我導向學習就是自由地學習或選擇。而 Brookfield（1986）

則認為自我導向學習是依個人的學習模式，包括他們瞭解內在

有意的改變和教育事件的外在管理。 

國內也有許多自我導向學習的相關研究，鄧運林（1995）

認為自我導向學習係指個人具有診斷學習的需求，建立學習的

目標，確認學習所需的人力與物質資源，選擇和執行適合的學

習策略和評鑑學習結果的能力。林淑娟（1996）以學習過程、

終身學習、人類發展、內在有意改變個體的自主性和對學習的

控制等角度來界定自我導向學習。陳貞夙（1995）認為自我導

向學習是指個人能夠自己引發學習，並能夠獨立而繼續的進行 

，能夠接受學習為自己的責任並視困難為挑戰而不是障礙；能

夠自律且有高度的好奇心：有強烈學習和改變的慾望，並且具

有自信；能夠應用基本的學習技巧，組織自己的學習時間，安

排適當的學習步驟，發展計畫完成學習；能夠享受學習並且傾

向目標導向。王素琴（1994）的研究指出自我導向學習是一種

接受自主的和自願的學習，學習者有自己的動機與成為學習過

程的控制者。丁導民（1995）認為自我導向學習是一種個人主

動的引發學習，診斷自己的學習需求，形成學習目標，尋求學

習資源，訂定學習策略，評鑑自己學習結果並為自己的學習負

責的能力。蕭安成（1997）則認為自我導向學習應由個人引發，

以評斷自己的學習需要，建立學習目標，確認及尋求學習所需

的人力及物力資源，選擇並執行適當的學習策略和評鑑學習結

果的學習活動。陳郁汝（2001）則將自我導向定義為學習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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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擁有自我導向學習的知識與能力。李麗美（2001）指出自我

導向學習為個人主動的引發進行學習，計畫學習步驟，診斷自

己的學習需求，形成學習目標，選擇學習資源，訂定學習策略，

評鑑學習結果且為自己的學習負責的能力。 

徐世瑜（2003）指出在自我導向學習的領域中，最常被應

用的教學方法始自 Knowles 於 1975 年首先提倡並大力推展的

「契約學習」。契約學習是由學生與教師共同擬定契約，界定學

生學習目標、如何達成目標、學生活動進行的時間、評量及學

生活動的標準等。另外林生傳（1998）認為合作學習是結合教

育學、社會心理學、團體動力學等的一種分組教學設計，目的

在使學生學習活動成為共同合作的活動，其成敗關係著團體的

榮辱。其主要是利用小組之間的分工合作、相互支持之氛圍中，

來進行學習；並利用小組本位的評核以及小組間比賽的社會心

理氣氛，來增進學習成效。 

逐漸地經由各家學者的研究之後，發展出更具學習效果的

自我導向學習模式，將個人轉變為小團體式的自我導向學習，

並將其主要步驟更清楚的表現出來，儼然成為制式化之步驟，

包括：（一）建立一種有益的學習氣氛；（二）診斷學習需求；（三）

將需求轉化成學習目標；（四）確認人力、物力學習資源－小組

學習；（五）選擇與執行適合的學習策略；（六）成果呈現與評

估。 

國內近年來社會教育逢勃發展，也因此紛紛將自我導向學

習引用於各層面的成人教育活動中，如各式各樣的讀書會、成

長團體、空中專校學生的學習、監獄中受刑人的學習、鄉村中

老年人高血壓防治、教會中成人的健康促進、隔空教育、遠距

教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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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學生自我導向學習之相關研究 

自我導向學習中教師扮演的角色有別於傳統教學，教師由

知識的教授者轉變成學習的促進者，且促進者與學習者之間以

平等的角色來共同參與團體討論。黃富順（2000）提到成功的

自我導向學習促進者需要扮演許多角色，其中包括進行協商、

交換意見、尋找所需要的資源與評估效果，且促進者需與學習

者建立良好的關係，方能確保高品質的學習經驗，因此要扮演

一個有效能的引導者並能與學習者建立良好關係即是對促進者

的挑戰。另外，Crow（1991）也強調好的促進者應配合學習者

所具有的自我導向階段能力而提供個別化的教學策略，並允許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變得更自我導向。 

自我導向學習在教學上真正的意涵為，在自我導向學習中

教師應成為學習促進者，提供學習者最大的選擇機會，建立教

學者與學習者之間的夥伴關係，並重視學習者的內在強烈動機 

，在此同時學習者亦是評鑑者（林進財，  1998）。而自我導向

學習的定義，常因學者觀點的不同，有著不同的定義，也因其

使用不同的名詞或用語，造成與其他詞語相互混淆或重疊，另

外也有相當多的名詞與自我導向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

有關聯，如自主學習（autonomous learning）、契約學習（ learning 

contracts）、自我教導（ self-instruction）、自我導向改變

（ self-directed change）、個別學習（ individual learning）、自學

（autodidactism）、自我促進（ self-propelled）、獨立研究

（ independence study）、自我精熟（self-mastery）等等，由於這

些名詞不同，但其精髓意涵乃源於同宗，都含有獨自學習的意

義，故將其相關名詞之研究應用於探討國中學生自我導向學習

教育上之意義，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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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中學生自我導向學習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探討重點 策略 研究結果 

林宴瑛

2006 
課室目標 

數學 

國中學生 

自我調

整學習

 

國中生持有之趨向精熟目標、逃避精熟目

標、趨向表現目標與逃避表現目標皆隨著

時間而呈現下降的趨勢。自我調整學習

策略對個人目標導向之初始與潛在狀態

具有直接效果；而課室目標結構則透過個

人目標導向進而對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產

生間接效果。 

巫博瀚

2005 
學業成就 

國中學生 

自我調

整學習

(1) 學習動機對歷程之影響：自我效能與

學科價值對於自我觀察、自我判斷及自我

反應具有正向的影響，考試焦慮對於自我

觀察與自我判斷有直接且正向的影響，但

對於自我反應則有負向的影響；(2)學習

歷程相互關係：自我觀察對於自我判斷具

有正向的影響，且自我判斷對於自我反應

亦具有正向的影響；(3)自我調整歷程對

學習成就之影響：自我反應對學習者的學

業成就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自我觀察將

透過自我判斷與自我反應對國中生的成

就表現產生正向影響。 

徐崇城 

2005 
理化 

國中學生 

合作學

習－問

題本位

學習 

「問題本位學習」教學對 46%學生產生正

面的影響，因為內容比較靈活不像課本那

麼呆板以及真實問題連結生活經驗會想

去解決問題。小組討論的學習方式則影響

62%學生的學習，因為增加互動的機會可

以互相學習和有助於知識的活用幫助思

考。有 38%學生願意選擇「問題本位學習」

教學模式，理由是：多吸收一點知識充實

自己、可以學到許多課外知識、較有互動

比傳統教法好。 

陳傳吉

2005 
體適能 

國中學生 

合作學

習策略

對 

一、合作學習策略與傳統教學均有效的提

昇國中生的體適能。 

二、行政的支援是推動合作學習策略於體

適能提昇的有效動力。 

三、教師的專業能力是合作學習策略於體

適能提昇的主要關鍵。 

四、運用合作學習策略可促進學生的人際

互動與合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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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頁  

研究者 探討重點 策略 研究結果 

陳毓凱

2005 
自然 

國中生 

自我導

向學習

－問題

導向教

學 

接受問題導向教學的受測者在自我導向學

習的表現上顯著優於接受講述式教學的

學生，這些行為表現包括了學習目標的訂

定、瞭解當下知識的不足並運用資源來彌

補、自我評鑑學習結果等。 

張丁元

2005 
生活科技

與資訊課

程 

國中生 

自我調

整學習 

－自我

覺察 

研究結果指出思考風格的型態與功能面

向裡，都具有高度自我覺察影響力的因

素，並且均以行動控制階段最能呈現整體

自我覺察的影響強度。但型態比功能面向

結果更為細膩，代表思考風格型態比思考

風格功能更能突顯自我覺察的差異。 

林慶昌

2004 
自然與生

活科技 

國中生 

自我導

向學習 

不同實驗處理的國中生在「學習行為」與

「學業成就」上沒有顯著差異；不同自我

導向學習傾向之國中生在「學習行為」與

「學業成就」上有顯著差異。 

謝豪華

2000 
英語 

國中生 

合作行

動－主

動學習 

改良式講述教學與合作學習，對學生在主

動性學習及合作學習的部份，有正向、積

極的感受以及正面提升的效果。 

劉炳輝

2000 
英文 

國中生 

主動學

習 

場域獨立組學生採取主動學習法，其效果

較優於場域依賴組學生能採用主動學習

法；而場域依賴組學生採取原則學習法，

其結果優於場域依賴組之學生採取主動

學習法學生。易言之，場域獨立組適合

主動學習法，場域依賴組適合原則學習

法。認知風格在判斷英語子句之表現，達

到顯著差異。場域獨立學生在學習判斷英

語子句表現優於場域依賴學生。另外主

動、原則學習法在判斷英語子句之表現，

未達到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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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惠茹（2002）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對高二的兩個班級進

行研究發現，利用同儕合作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增進學

生間的互動關係，且學生較為喜歡合作學習的上課方式，有助

於學習興趣的提昇及思考能力的增加。 

根據陳麗如（2002）的研究中發現，唯有當學習個體的目

標結構能與小組成員存在著正向的互賴關係時，方可稱之為合

作性的目標結構，亦即小組的工作是大家共同的目標，每ㄧ位

學習者能彼此協助、分配任務，在這樣的合作型態下，小組成

員間的同儕關係亦更加地緊密。而在姚乃慈（2004）的研究也

顯示，實施問題導向教學可以讓學生覺得學習更有趣，同時也

讓學生問題解決的態度趨於正向。 

在陳毓凱（2005）的研究中提出，接受問題導向教學的受

測者在自我導向學習的表現上顯著優於接受講述式教學的學生 

，這些行為表現包括了學習目標的訂定、瞭解當下知識的不足

並運用資源來彌補、自我評鑑學習結果等。 

鄭惠美等人（2003）進一步指出學習者的「自我導向學習

傾向」與其在健康教室課程出席狀況有顯著相關，研究對象中

對自我導向學習較無信心者，可在課程中專家有系統的指導支

援下獲得協助，亦可以在同組或同班夥伴的經驗交流中得到鼓

勵，降低其獨自學習的恐懼。 

綜上所述可知，自我導向學習是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促

進者，協助學生發現自我需求、尋求協助、擬定策略並解決問

題，而透過教學過程，來達成學生的自主學習，更是與現今新

世紀之教育理念相符合。我們的教育理念是在培養具備合作學

習、終身學習能力的國民，由此更可顯見自我導向學習應用在

九年一貫國民教育之實用性。由於自我導向教學策略在成人教

育成效良好，近幾年將其延用於國小階段之文獻研究，如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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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策略、課室學習、焦慮輔導等等也已漸成效（胡小萍，2006；

徐世諭，2003；廖德文，2003；林佳惠，2000），但於探討國中

學生的研究卻不多，因此本研究嘗試將自我導向教學策略融入

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利用單元學習探求自我導向教學策略對

學習者健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之表現，其是否能藉由自我導向

學習來提升國中生學習能力與效果，此乃本研究欲進ㄧ步探討

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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