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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課程這條跑道上，教師透過實踐課程的過程，覺

知到課程的問題產生對課程的意識。本研究的目的在探

討體育教師實踐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TPSRM）的課程

意識，並針對課程意識的三個層面－專業知識、自我與

環境的覺知進行深入探究。跑道上的主角為兩名實施

TPSRM 的國中體育教師，分別為一名女性教師及一名

男性教師。方法採敘事研究取向，並以訪談、參與觀察

與文件分析等方法詮釋兩位教師的課程意識。兩位教師

透過訴說對 TPSRM 課程的覺知與省思，促進其專業的

成長與發展。本研究結果呈現兩位老師在跑道上自我孤

獨與逆風飛翔的故事。當回顧跑道上的點點滴滴時，他

們共同覺知到：一、專業知識的覺知：教師在實踐TPSRM

中，透過對學習者知識的覺知，能促進其課程意識的提

升。二、自我覺知：教師在實踐 TPSRM 課程之教育理

念為重視學生與人互動的態度，並且隨著外在因素的影

響。三、環境覺知：教師意識到社會、家長、學校組織

與政策的影響，在實踐 TPSRM 的課程時必須順應與調

適，找尋教學實踐的平衡點。最後，本研究針對兩位教

師的意識轉化歷程，提出在 TPSRM 跑道上的啟示：一、

教師需提升對 TPSRM 課程意識的覺醒。二、教師在實

踐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時建議利用教學策略突破時間

與環境的限制。 

關鍵詞：課程意識、課程價值取向、教師反思、個人與

社會責任模式、敘事研究 

通訊作者：詹恩華，E-mail: chanenhua@hotmail.com 



身體文化學報 第二十六輯 

146 

壹、緒論 

課程（Curriculum）1的原意在名詞上是指跑道，動詞上則有奔

跑之意，當教師站在起跑線上述說著在這跑道上向前奔馳的原因，

回顧跑道上的點點滴滴時，教師意識到教學場域的問題，思考該如

何改變教學的內容以及教學的方法，其價值觀的判斷影響了教師的

教學決定。當教師在透過深思熟慮下所決定的主觀判斷則形成課程

與教材的來源。然而，2課程內容的選擇與學生經驗的選擇是重要的

課程設計問題，教師必須謹慎的思考與決定課程的設計。隨著教育

制度的改革，十二年國教強調學校特色的發展，教師與學校擁有更

大的權利可依照其理念與該校發展的項目進行課程設計，此時教師

對於自己的課程意識將會是影響課程決定的一項重要因素，也是使

得教學能夠革新的轉捩點。3 

教師透過實踐能將課程的價值取向轉化為課程內容，但在教學

實踐中，教師從教材準備、教材內容、教學策略、教學評量與教學

反省的過程中，意識到問題時，課程意識便產生。4課程意識是教師

對課程本質的認識、學科內容知識的掌握、以及教師如何進行教

學、學生應該如何學習等方面的信念，其涵蓋教師對課程目標的訂

定、課程內容的選擇、課程組織的形式、教師與學生的角色、教學

活動流程與方法、學生的學習行為、以及教學成效的評估等層面的

想法，具體而言，在實務覺知的層面上，教師是針對專業知識、自

我和環境三個層面的覺知，意識到課程的問題。5教師對於自我課程

                                                 
1 黃光雄、蔡清田，《課程發展與設計第二版》（臺北市：五南，2011.01），1。 
2 黃光雄、蔡清田，《課程發展與設計第二版》，133。 
3 潘義祥，〈臺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健康與體育領與教學實踐研究〉，《體育學

報》，28.3（臺北市：2005.09）：63-74。 
4 甄曉蘭，《中小學課程改革與教學革新》（臺北市：高等教育，2002.07），

129-130。 
5 甄曉蘭，〈教師的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教育研究集刊》，49.1（臺北市：

2003.03）：63-94。甄曉蘭，《課程理論與實務：解構與重建》（臺北市：高等教

育，2004.10），2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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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識，是促使課程改革和教師自我反思與成長的方式。 

然而，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現代的家庭結構不再像以往傳統

的家庭結構，再加上少子化與經濟不景氣等社會現象，家庭教育有

著很大的挑戰，孩子在家庭中的品格養成更是令人堪憂。品格教育

即是協助學生培養良善特質的活動，各國政府也積極投入品格教

育，期望能夠解決目前的社會問題，以及培養良好的社會公民。6我

國十二年國教課綱7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以核心素養為課

程發展主軸，強調認知、情意與技能等全人發展。而體育課具有其

特殊性，能夠提供學生在身體活動中領悟並落實對自我和社會負

責，8體育是透過身體學習運動技能的教育，使學生在這樣的過程中

體驗和領悟運動精神且落實道德行為，並塑造個人的修養與品格。
9 

                                                 
6 王金國，〈品格教育的內涵與實施：一位品格教育行動者的省思〉，《教育人力

與專業發展雙月刊》，26.1（臺北市，2010.02）：27-36。 
7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臺北市：教育部，2014.11）：1。 
8 闕月清，〈體育教學中的品德教育：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之源起與發展〉，《中

等教育》，64.2（臺北市：2013.06）：6-14。 
9 程瑞福，〈體育理念與實踐〉《德智體群美五育理念與實踐》。（臺北市：教育部，

2007）：10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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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透過體育課能改變與培養學生對於自我品格與社會責

任，10影響許多研究者與教學者對於此議題的投入。 

當教師們意識到社會的改變與對品格教育的重視時，教師們思

索著該改變使用不同的課程模式，以促進學生責任的培養。個人與

社會責任模式（Teaching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del），
11是由 Don Hellison 於 1970 年代提出，期望透過體育課的身體活動

培養學生對於個人和社會負責任，而此責任分為五個層級，分別

為：尊重他人的感受與權利、努力與合作、自我導向、幫助與領導

以及遷移出體育場域，在每次固定架構的流程中，循序漸進的融入

這五個責任層級的概念，並逐步賦權給學生參與，培養學生更健全

                                                 
10 余雅婷、周宏室，〈從身體活動中建立學習者的責任感－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 

（TPSRM） 的觀點〉，《臺灣運動教育學報》，6.1（臺北市，2011.11）：45-60。

周宏室、徐偉庭，〈個人與社會責任課程模式之探究〉，《中華體育季刊》，26.1

（臺北市，2012.03）：99-106。林憶如，〈個人與社會責任融入國中體育教學

實務分享〉，《中等教育》，64.2（臺北市：2013.06）：178-191。林靜萍、丁立

宇，〈體育課程中發展品格：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中等教育》，64.2（臺北

市：2013.06）：157-177。潘義祥，〈體育課程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之研究發展

趨向〉，《中華體育季刊》，26.4（臺北市：2012.12）：491-498。闕月清，〈體育

教學中的品德教育：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之源起與發展〉，《中等教育》，64.2：

6-14。 Sylvie Beaudoin, “Using responsibility-based strategies to empower 

in-servic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teachers to learn and implement TPSR.” 

Agora for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14.2 (Spain, August 2012) : 

161-177.Alice M. Buchanan, “Contextual challenges to teaching responsibility in a 

sports camp.” 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20 (Illinois, January 

2001) :155-171.Don Hellison, Teaching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physical activity (3rd ed.).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2011) , 10-14. Okseon 

Lee, “Teacher candidates'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del in field experiences.” The Physical Educator, 69 (Illinois, Spring 2012) : 

150-170. Carmina Pascual, Amparo Escartí, Ramon Llopis, Melchor Gutíerrez, 

Diana Marín & Paul M. Wright, “Implementation fidelity of a program designed to 

promote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 A compara-

tive case study.”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 82.3 (Virginia, January 

2013) 499-511. 
11 Don Hellison, Teaching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physical activity 

(3rd ed) ,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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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格與全人的發展。目前在國內外多篇的研究結果中可以發現其

效果能正面協助學生達到責任層級的提升，並培養出良好的品格。

但是教師在實踐個人與社會責任課程時所感受到的是什麼？12國內

在此議題的對象多數是學生，較少從教師的觀點出發。教師是教學

的主體，從教師的觀點省思這樣的課程更可以看出教師們對於課程

的覺知情形，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與發展，覺知的層面涉及經驗的

歷程，透過敘事探究13的研究方法，能從敘述一則故事中，透過分

析故事的素材，理解研究參與者生命經驗和行動。因此，本研究透

過敘事研究的方式，敘述兩位國中體育教師在面對教學場域的問

題，學生責任感低落的情形下，課程價值取向轉變以實踐責任模式

的課程意識歷程，包含對於專業知識、自我與環境的覺知，期望能

夠對於未來教師在面對教學困境時，能以此批判反思的歷程，促進

專業成長。 

貳、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與教學單元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方法，使研究能夠更深入瞭解教師的思

考與價值觀，本研究考量教師的背景經驗與對於 TPSRM 的涉入程

度等因素對於課程意識的結果有所影響，在選擇對象時挑選實際參

與 TPSRM 並對其有相當程度的涉入。本研究採用從 102 年度「普

通高級中學課程體育學科中心責任模式體育教學研習」之四名種子

教師中立意選擇本研究的參與對象，其教師的背景資料（如表 1），

而兩位教師分別觀察八節課（每節 45 分鐘），每節課的教材內容和

責任層級（如表 2）各節單元主題與任層級表所示。而本研究所選

擇的兩個班級為兩位老師在教學上遇到學生責任行為問題，希望透

過 TPSRM 改善其責任行為，詠玉老師選擇一盤散沙的 701 班，高

安老師則選擇每況愈下的 903 班。 

                                                 
12 余雅婷、周宏室，〈從身體活動中建立學習者的責任感：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 

（TPSRM）的觀點〉，《臺灣運動教育學報》，6.1：45-60。 
13 鈕文英，《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市：雙葉，2016.1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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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本背景資料表 

教師 詠玉老師（化名） 高安老師（化名） 

代碼 A B 

性別 女 男 

教學年資 14 9 

學歷 碩士 碩士 

術科專長 游泳 籃球 

專業性 TPSRM 研習種子教師 TPSRM 研習種子教師 

教學對象（人
數） 

701 班（30 人） 903 班（26 人） 

教學場地 高雄市市立太陽國中（化名） 新北市市武林國中（化名） 

表 2 各節單元主題與任層級表 

詠玉老師（化名） 高安老師（化名） 

第一節課 

2014/4/09 

足壘球比賽 

●責任層級 I –尊重他人的權利與感受 

第一節課 

2014/3/24 

桌球推擋 

●責任層級 I –尊重他人的權

利與感受 

第二節課 

2014/4/15 

足壘球比賽 

●責任層級 I –尊重他人的權利與感受 

第二堂課 

2014/3/31 

籃球投籃 

●責任層級 II –努力與合作 

第三節課 

2014/4/22 

棒壘球：傳接高飛球 

●責任層級 II –參與和努力的意義 

第三堂課 

2014/4/07 

籃球上籃 

●責任層級 II –努力與合作 

第四節課 

2014/4/23 

棒壘球：傳接高飛球 

●瞭解責任層級 II –參與和努力的意義 

第四堂課 

2014/4/10 

籃球上籃 

●責任層級 II –努力與合作 

第五節課 

2014/5/13 

足壘球比賽 

●瞭解責任層級 II –參與和努力的意義 

第五堂課 

2014/4/14 

籃球上籃 

●責任層級 III–自我導向 

第六節課 

2014/5/14 

足壘球比賽 

●責任層級 III–自我導向 

第六堂課 

2014/4/17 

籃球上籃 

●責任層級 III–自我導向 

第七節課 

2014/5/20 

足壘球比賽 

●責任層級 III–自我導向 

第七堂課 

2014/4/24 

籃球上籃 

●責任層級 III–自我導向 

第八節課 

2014/5/21 

足壘球測驗 

●責任層級 IV–幫助與領導 

第八堂課 

2014/5/05 

籃球測驗 

●責任層級 IV–幫助與領導 

二、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之方法採質性研究取向，以敘事探究的方式進行探討，

因為質性研究14主要在於描述和分析個體的和集體的社會行動、信

念、思想和知覺，然而敘事探究的研究方法是以經驗探究的核心，

適合本研究針對實踐 TPSRM 之體育教師課程意識的探析。透過對

                                                 
14 麥克米蘭和舒馬赫（James H. McMillan & Sally Schumacher）著，《質的教育研

究：概念分析》（王文科、王智弘譯）（臺北市：師大書苑，19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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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教師在教學場域中對於課程的信念及解釋，得以瞭解並建構體

育教師課程意識的知識，以提供教育現場的教師在提升課程意識與

精進教學的參考依據。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蒐集方法為訪談法、觀

察法和文件分析法，訪談大綱的內容為實踐 TPSRM 的課程意識內

涵－對專業知識的覺知、對自我的覺知與對環境的覺知等三個部份

進行主題式的訪談，並參考與修正對於國小教師課程意識的探究的

訪談大綱，15以及依據每次教學觀察後針對在實踐課程的覺知進行

訪談。觀察法與文件分析法是用以輔助檢核教師的教學實踐行為，

並提供研究者在訪談時的依據。而文件的蒐集與分析，是因本研究

採用敘事研究16的方式，強調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間的合作，讓

參與者充分有權決定研究的重要主題，並以研究參與者為敘事文本

的共同作者和部分讀者，有鑒於此，本研究的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

皆是工具，17在研究過程中必須不斷進行批判反省，保持同理中立

的原則，提昇自我的覺察，且研究者於研究後撰寫反省札記，省思

與修正研究的進行，參與者也需透過此方式釐清詮釋的意識內涵。 

三、資料蒐集與處理 

（一）研究者的立場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與參與教師的關係是平等互惠的關

係，協助研究參與教師對於自我課程意識之瞭解。研究者具有

教師資格，在資料的處理上，研究者會不斷地確認教師出現教

學行為的背後意義，而非直接評論研究者所觀察到的現象，訪

談的進行如同討論，提供研究者所觀察到的現象，以激起參與

教師的省思，提升教師對課程的意識。 

（二）資料蒐集的步驟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後擬定訪談大綱，並由專家學者檢核

                                                 
15 林儒君，〈國小教師之課程意識探究〉（臺中市：私立東海大學，2009），

181-188。 
16 鈕文英，《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市：雙葉，2016.12），351。 
17 麥克米蘭和舒馬赫（James H. McMillan & Sally Schumacher）著，《質的教育

研究：概念分析》，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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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進行前導性研究，此後篩選研究參與者，蒐集並分析教

學者的背景與相關文件，瞭解其教材內容與教材準備情形，並

由參與教師挑選該授課的其中一個班級實施 TPSRM 課程，在實

施 TPSRM 的課程前進行初步的訪談，爾後進行 8 節課的參與觀

察，針對所觀察到的內容進行教學中、教學後的訪談，以此循

環蒐集資料。最後，將所收集的資料分析處理後，提出研究結

果與結論，以及未來在實務與研究方面的建議方向。 

（三）資料分析與處理的步驟與原則 

首先以匿名處理相關隱私以及人物、學校等姓名及內容。

在文本中本研究的分析方式主要分為三個步驟18：設定資料標號

的原則和謄寫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敘事文本。編碼的方式如

「A-訪-1-1-1」表示參與者 A 的第一次訪談的第一個問題的第一

個對話句。而觀察資料、文件資料編碼的方式以標明其資料來

源、日期和有意義主題句編碼之，如「C-觀-20140327-1」表示

教師 C 在 2014 年 3 月 27 日的觀察中的第一個內容。 

四、研究可信賴度 

本研究之可信賴度依照建構主義的典範，依照提升質性研究的

品質方法來驗證研究的品質19，以不同資料的三角檢證、研究參與

者檢核和找尋兩名同儕檢核驗證本可信性。再者，找尋瞭解本研究

內容與議題之三名專家學者，以確保研究的可靠性與可驗證性。並

以省思札記的方式記錄對自我和方法的省思，提供研究者反思是否

有偏見、情緒或是既有經驗和想法等等的情形，並協助研究者產生

新的思維。最後，本研究採用立意取樣和豐富地描述，來確保本研

究的遷移性。 

五、研究倫理 

本研究謹守研究行為與倫理規範。首先會簽署研究教師與參與

學生同意書，尊重研究參與者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的權益，以正式

                                                 
18 鈕文英，《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市：雙葉，2016.12），364-373。 
19 鈕文英，《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市：雙葉，2016.1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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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文通知學校，並徵求同意，才開始進行研究。研究報告中涉及

學校名稱或是所蒐集之相關文件與研究結果，皆以化名的方式呈

現，不帶有影射情形，謹守化名原則。再者，謹守保密原則，善盡

保護的責任，此錄影和錄音檔案不會讓無關的第三者知曉及外流，

確保研究參與者的個人隱私。最後，與研究參與者保持良好的關

係，使其能放心訴說其經驗，而在最後所得之研究結果也會提供研

究參與者教學上的參考與分享。 

參、結果 

一、跑道上的故事 

課程像是一條無止盡的跑道，教師就像是跑道上的跑者，形塑

自我的課程意識，隨著教育思潮的轉變，以及課程改革的衝擊，教

師調整自己的步伐使其對課程產生不同的意識，本研究的兩位體育

教師在跑道上展現其專業，希望能夠教導學生擁有更好的品格與態

度，面對社會環境的改變。教師是課程轉化與教學實踐的主體，教

師需要對於自己有所覺知。20於此，本研究呈現兩位體育教師的課

程意識概念圖（如圖 1），並敘說兩位教師在跑道上的故事。 

                                                 
20 甄曉蘭，〈教師的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教育研究集刊》，49.1：6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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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兩位教師課程意識概念圖 

（一）跑道上的逆風飛翔：詠玉老師的故事 

1.一盤散沙的 701 班：專業知識的覺知 

這個班級真的沒有那麼乖，比較懶惰沒責任感，所以就想

說用這個班試試看好了，看會不會有一點效果！（A-訪

-1-10-1） 

詠玉老師去年剛接這個國一的班級，她覺得這個班級狀

況很差，她希望能夠透過體育課，改變學生對於責任的培養。 

（1）沒責任感的孩子：學習者知識、學科教學知識 

詠玉老師一提到 701 班就頻頻搖頭，她認為這班的學生： 

這班是我覺得很糟糕，大部分的孩子都沒有歸屬感，對

這個班級的認同感也不是很多，然後，主動性不是很高，

運動能力也不好，應該說落差很大，但整體後半段的比

較多，跟同年級來比，比較慢！」（A-訪-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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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會形成一個班級這樣散漫的風氣，她覺得與班級

導師有很大的關係，這個班的班級導師本身也是比較散漫

的個性，詠玉老師認為國一是塑造一個班級風氣的黃金時

期，她也請教 701 班其他的任課老師： 

整體感覺他們班學習的狀況是不好的，而且我去問了一

下其他的課也是這樣耶！不是只有體育課。（A-訪-3-6-2） 

因此，詠玉老師對於 701 班的學生學習風氣，感到遺

憾，畢竟體育課只有短短的兩節，學生當中又有特殊需求

學生，讓原本已經很複雜的教學情境更增添了困難， 701

班的同學常以抱怨和排斥的方式： 

你看像那個 8號（特殊需求學生），昨天就是找其他同學

幫他，21 號也是這樣，就是沒有人要跟他一起，他們的

能力不好，加上這個班很自私，又不願意包容，包容心

很差，一直抱怨不要跟他一組，後來臉色也很不好。（A-

訪-3-4-3） 

詠玉老師覺得這個班級的學生真的需要培養他們的個

人與社會責任。因此，詠玉老師開始反思自己在這樣教學

中是否具備足夠的教師知識，並發展合適的策略，以面對

這樣複雜多變的學生問題。 

（2）與 TPSRM 的邂逅：內容知識、課程知識的覺知 

詠玉老師第一次接觸 TPSRM 是進入研究所後上課時

所學到的。當時，詠玉老師進入研究所在職進修，每週從

南部北上進修求學，她覺得： 

想要進修實在是覺得有一點瓶頸，一直都是這樣一成不

變，想說再去充個電，看會不會有好一點，增進比較新

一點的知識。（A-訪-1-4-1） 

詠玉老師進入學校任職 10 年後，她感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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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來的話，我覺得以前是沒經驗啊！然後一直再從

經驗當中摸索怎麼樣去修正，怎麼樣讓教學變好一點

啊！（A-訪-4-1-1）。 

她覺得單靠研習無法突破瓶頸。因此，唯有將進修所

學到的課程模式實際運用才能真正改變： 

因為技能教學到了一個地步了，有時候就會覺得，自己

會去思考到底還可以給他們什麼東西啊！然後我覺得改

變應該是從認知先來，就是從自己的價值觀改變之後，

教學模式才會跟著改。（A-訪-4-1-3） 

詠玉老師透過在職進修提升對於專業知識的認知和應

用。因此，她不惜南北奔波的求學，她知道這樣能夠激盪

出更多教學上的火花，讓她更為成長。 

（3）分身乏術的班級經營：一般教學知識 

詠玉老師知道要改變這個班級必須要先掌控好班級經

營與運用教學策略，過去一個學期，她強調一個重點——

安全。 

我都會先強化他們安全的部分，至少他知道什麼事不能

做，也會去提醒別人！（A-訪-3-7-2） 

透過 TPSRM 的方式不斷的在課程中強調自我管理的

行為目標，讓學生能夠自我管理與控制，避免安全上的顧

慮，漸漸的她發現在教學的過程中，學生開始會互相監督

要有安全的行為。 

詠玉老師的教學策略是用搶答加分，提升學生的專注

力和激勵他們勇敢表達，她提到： 

像是加分，他們班就會很熱烈，他就會專心聽你上課，

回答問題，但這個班就真的是多了沒有意義的話。（A-訪

-3-7-1） 

她將每一節課需要的具體行為目標變成一種遊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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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學生透過這樣搶答加分的方式，建立他們認知的觀念，

儘管學生有時候會隨意回答與主題無關的事情，但是詠玉

老師還是樂觀的感到成效。詠玉老師在關懷時間裡的別關

注到有狀況的學生，並且給予他們更多的期許： 

就像是昨天那個 14號，就是因為他上課的狀況不行，如

果沒有私底下找來講的話，上課的狀況還是不好，正面

的跟孩子講，他們會聽啦。（A-訪-3-11-1） 

在實施 TPSRM 的課程時，她肯定這樣課外的關懷時間

對於學生行為管理有所幫助。 

2.跑道上的自我對話：自我覺知 

我希望我的體育課大家都很投入在這個課程當中，然後每

個孩子都有興趣、動機都會很強烈的，而不是都需要我們

去強迫他阿，或者是說要用一些手段讓他能夠參與這樣

子，就是希望他們能夠自動自發，真心喜歡上這堂課。（A-

訪-2-1-1） 

（1）跑道上的轉捩點：教育理念的轉變 

原本寬闊操場的課程隱喻，詠玉老師無奈的認為在實

際的教學上她無法如此的自由開放，因為總要顧及到學生

的安全以及教學時間的限制，另外，當她接了這個班級後，

她的想法開始轉變： 

除了學會技能，我覺得灌輸學生責任這個部分非常重

要，你給他一點小小的目標與責任，讓孩子知道他該做

的事情是什麼，你做好你自己，你就可以用好全班，就

是學校也可以用好！（A-訪-1-7-2） 

然而，在 4 月 23 日的訪談時，詠玉老師提到上個禮拜

隔壁學校發生的事件，讓她覺得很惶恐： 

隔壁學校上禮拜測體適能測到變植物人！但是他有跟老

師說她不要測，但老師還是叫他跑，跑回來後就倒在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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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送醫院去就變植物人。（A-訪-3-14-2） 

學生突發的狀況使得她在課程上綁手綁腳，因為擔任

行政工作，她對於安全特別的重視：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做行政有責任的包袱，因為我知道

後續會跟責任上有關係，所以我非常在乎孩子這個問

題。（A-訪-3-14-1） 

她覺得身兼行政職務，帶給她的是對於課程設計上更

謹慎的益處，但是在學生技能表現、自己的課程理想以及

學生安全等多方面的考量下，讓她選擇退一步，先顧及學

生安全為重。 

（2）課程價值取向的轉變 

詠玉老師一開始她覺得自己是屬於學科精熟取向，因

為過去師資培育的過程，以及學校對於評量標準有客觀的

規定，但當她後來接觸到 TPSRM 測驗出來的價值取向結果

是社會責任取向，詠玉老師說： 

以前都會管技能阿，但是後來接觸到責任模式之後，就

會跟孩子多講一些責任模式的概念，就是會把品德的部

分加多一點。（A-訪-2-4-2） 

雖然，詠玉老師社會責任取向得分最高，另一方面自

我實現取向的得分是最低，由於 TPSRM 本身的課程價值取

向是包含了自我實現與社會責任兩者，詠玉老師提到： 

我比較不會覺得自我實現很重要，會覺得與人之間的這

個部份我比較重視，我覺得個人的部分是他應該的吧！

我沒有對孩子太要求（A-訪-3-18-1） 

詠玉老師深感責任感的重要性，也在接觸 TPSRM 課程

後，逐漸轉為傾向社會任取向。 

（3）人格特質的自我省思 

詠玉老師認為自己的教學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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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會太嚴格，比較屬於情理法的（笑），比較會碎碎念

吧！（笑），比較麻煩的就是秩序啦！我覺得這是個性的

問題！（A-訪-1-8-1） 

當她在檢討自己的教學時，她也省思到自己的特質影

響她的教學行為，她認為在實踐這樣的課程時，教師需要

很大的耐心： 

要有耐心（哈哈）！一定要有耐心（笑），不然就會罵人

啊！（A-訪-1-9-1） 

詠玉老師覺得耐心的指導是她在實施 TPSRM 課程的

理念與方式： 

因為就是你自己都沒有辦法做到控制自己的情緒了，你

怎麼樣去跟孩子說要控制自己的情緒和行為，TPSR最核

心的就是用引導的方式來改變學生的行為！（A-訪

-4-3-2） 

詠玉老師覺得學生脫序行為的問題，必須要有耐心的

不斷提醒與引導，這樣學生才能從教師的榜樣中學習尊重

與控制自己的行為。 

3.團結力量大：環境覺知 

（1）社會問題下的太陽國中：對社會（區）文化的覺知 

詠玉老師從教學經驗中，覺知到在社會變遷的影響

下，家庭教育改變，學生的態度與品格教育程度也有所改

變。她提到： 

現在的孩子，可能是因為少子化吧！家長都幫他們做很

好，孩子對自己的事情他搞不清楚他自己該做什麼，比

較沒有責任感，所以像禮貌上啊！也沒有像以前對老師

的尊重，然後我會覺得 TPSR好，因為他們欠缺的就是這

一塊啊！所以才需要這個東西的介入，看能不能影響他

們，認知的改變就可以影響到行為的改變！（A-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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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因此，當她瞭解到 TPSRM 的課程後，她認為可以從認

知與行為改變學生對於個人與社會的責任與態度。 

（2）木頭人家長：對家長的覺知 

太陽國中被列為體重高關懷學校，詠玉老師無奈的說： 

我們學校胖子多，被列為體重過重高關懷學校。（A-訪

-2-13-1） 

學生會產生肥胖的問題其實與家長家庭教育的觀念有

很大的影響，她提到： 

我覺得可能也是家裡啦，我覺得我們這裡（家庭），素質

不高，外食族很多，外食族很多很容易增加肥胖的機會，

這個應該是最大的關係！（A-訪-2-13-2） 

除此之外，詠玉老師認為這些孩子的家長對於孩子在

學校的事情並不關心，就像木頭人一樣，但至少當孩子發

生狀況時仍然能夠理性的與學校對談： 

我們這附近家長很兩極，但目前來講我們家長對於學校

的支持度還滿高的，不會一通電話就去教育局，還是會

先跟老師溝通，然後再來跟學校反映。（A-訪-2-7-1） 

雖然學生在學校的情形，家長並不關心，但這也使得

詠玉老師在實施課程時，只要是對學生好的課程，她能很

放心的實施，不用太擔心家長是否支持，她提到： 

因為我們自己知道這個東西不會給孩子帶來太多的負

擔，也沒有增加額外的功課，沒有太多的問題。（A-訪

-2-7-4） 

因此，她感受到在社會環境和家長兩邊的態度皆不利

於學生責任行為的情形下，詠玉老師認為透過 TPSRM 的課

程能讓學生在體育課中發展合適的個人與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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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順應與改變：政策法令的覺知 

太陽國中是南台灣市區的一所的市立國中，對於政策

推動相當配合執行，但這樣也衍伸出教師們的反彈，其中

詠玉老師感受最深的就是評量的改變： 

我實在是很受不了常常在變換升學的制度，然後對老師

的衝擊很大，你就必須去調整配合這個制度，因為就像

剛剛講的九年一貫的改變，教師自主評量改成統一評

量，光是評量這個部分，體適能納入十二年國教之後是

好事，但是同時學校的制度改變，大家都要跟著變。（A-

訪-2-10-1） 

詠玉老師覺得從過去九年一貫到現在的十二年國教，

教育政策法令頻頻修訂與改革，使得家長、學生、教師、

學校與社會都無所適從。她雖肯定政策制定者的用心，但

實施到地方時總是有許多問題： 

我就覺得，我相信他們一開始在立這個東西的時候是非

常完美的，很理想的，可是現實面就是會遇到一些問題。

（A-訪 2-10-4） 

成為教師在課程意識中，深刻的感受。 

（4）支持的力量：對學校組織的覺知 

太陽國中的行政團隊之間相處融洽，當研究者第二次

走進太陽國中時，就感受到溫暖的氣氛： 

一走進太陽國中學務處，詠玉老師具特色的嗓音從座位

上大喊等一下，他帶我進到體育組辦公室，辦公室只有

一位老師（化名林老師），林老師用他新買的膠囊咖啡機

沖泡一杯咖啡給我，詠玉老師笑著跟我介紹那台膠囊咖

啡機可是林老師視為寶貝的機器，我覺得很溫暖，儘管

我是第二次來到這所學校，我仍然感覺很像是自己學校

的感覺。（研-省-201403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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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玉老師在這樣的組織氣氛中，對於學校行政的配合

感到滿意，不只是導師會願意配合，甚至在她過去做研究

的時候，都受到其他行政人員的協助，讓她覺得很感激！

她覺知到學校組織的氛圍，對於課程實踐上會有重要的影

響，她提到： 

就體育課來講的話，其實因為我們上課還滿正常的，學

校的老師或是行政的部分，對體育老師和體育課都還滿

配合的，而且還滿支持的啊！導師的配合度也很高啊！

跟他講剛剛體育課孩子發生什麼事情，他們也會幫忙處

理！（A-訪-3-13-2） 

詠玉老師的學校行政運作，正常的排課，對於器材需

求的支持，以及普遍教師對於體育課程的認同與尊重，都

使得詠玉老師在實踐 TPSRM 的課程時能更為順利。 

（二）跑道上的自我孤獨：高安老師的故事 

在跑道上，高安老師有著自己的步調，他認為教學是種下

希望的種子，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下，努力開拓學生心中的田

地： 

在這過程當中，可能只是種下種子而已，我覺得時間要多少？

永遠都不夠，但換句話說，我們的教學就是給他一個起始點

啊！（B-訪-3-3-6） 

高安老師，是學生心中印象深刻的體育老師，今年他所教

的班級都是國三的班級，面對這批學生即將畢業，高安老師省

思自己實施的 TPSRM 課程，似乎到了一個瓶頸，需要重新思考

實踐 TPSRM 的課程意識。 

1.團結融洽的 903 班：專業知識的覺知 

高安老師笑著說： 

看著這些學生成長的過程，去塑造他們的過程還滿開心

的！（B-訪-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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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 班是高安老師從國一開始帶的班級，高安老師從國一

看著他們成長至今。903 班難得的是相當融洽的班級氣氛，在

班級比賽中也很團結一致，儘管運動能力並不好，但是他們

總是相互鼓勵，並且以樂觀的態度在面對運動競賽。不過，

現在升上九年級，高安老師發現這些孩子有些改變，也憂心

著他們即將要起飛的未來。 

（1）每況愈下的孩子們：學習者覺知 

高安老師的教學風格是透過遊戲或比賽的方式，建立

學生的認知概念、技能表現與情意的部分，在他的教學中，

他不太計較學生的技能表現，在乎的是享受參與遊戲比賽

的過程，不過當他看到學生們升上九年級之後對於體育課

自我的要求降低，虛應故事，他開始反省自己的課程哪裡

需要改進： 

這班的心智算起來是比較稍微幼稚點啦！對啊！然後不

過他們的合作的那種意願，就是團隊的意願還滿高的，

然後運動發展的部分，男生好一點，女生比較弱。有一

個男生，他自己也承認比較喜歡在女生堆裡，也比較適

合當女生，在同學間也 OK沒有問題，包容性滿好的。（B-

訪-2-6-2） 

其實這個班的學生能有如此的和諧的氣氛，高安老師

不諱言的說： 

這一部分也是導師的經營管理，當然有滿大的幫助。（B-

訪-3-4-1） 

因此，這樣的班級在實施 TPSRM 的課程之後，高安老

師更是感受到學生的改變，他謙虛地說： 

我不能說那個效果是在體育課發生，但是也可以看的到

他們成長啦！（B-訪-3-4-1） 

他覺得看到學生的進步是他持續這個課程的動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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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過高安老師知道這個班級的學生運動能力並不好，

在這幾次的測驗中高安老師也明顯感覺到學生對於測驗的

虛應故事，但是，高安老師覺得這是整個制度面造成的問

題，這些首批面對十二年國教國中大會考的孩子，高安老

師深深的感受到他們的無助： 

他們已經變得無所適從，應該是說他們一直以來，在學

齡階段，對未來這件事情，他自己怎麼過這樣的生活，

其實是一直無所適從啦，他們根本沒有一個自己真正的

概念存在。（B-訪-3-2-1） 

高安老師覺得這些孩子對於自我的概念很薄弱，或許

是因為對於未來的無所適從，使得他們並不知道該為自己

做些什麼，高安老師覺得正是因為如此，TPSRM 課程是可

以建立學生對於自我和與他人的正向觀念，協助學生透過

身體活動，找尋自己的價值，以及培養良好的品格與態度。 

（2）似曾相似的 TPSRM：一般教學知識 

高安老師一直都是樂於學習，選擇在職進修「就是覺

得對這個領域有興趣想要再繼續鑽研這樣子。」（B-訪

-1-2-2）高安老師發現他在教學上有需要再精進，當時高安

老師接任體育班的導師，他發現自己的專業知識有所不

足，決定報考師大的週末進修班進行在職進修。高安老師

第一次接觸 TPSRM 也是進入研究所課程後上課所學到，當

他聽到 TPSRM 課程時覺得有些似曾相識： 

在學生管理的時候，因為談到正向管教的部分，然後在

TPSR模式我教學的過程當中，其實有一些這種東西，只

是沒那麼具體。（B-訪-1-3-1） 

他希望能夠進一步探討這個課程模式來精進自己的教

學。因此，他將這樣的議題發展成為他的碩士論文，以行

動研究的方式實際解決他在擔任導師以及教學的過程中所

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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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的大朋友：一般教學知識 

以身作則是高安老師與學生互動的原則之一，在教學

中他常常會反思自己的教學，希望能夠傾聽孩子的聲音： 

就是去傾聽吧！主要在這兩個模式（理解式球類與

TPSRM）很重要的地方，其實我會去創造一些遊戲比賽，

讓他們互動，在這個過程當中，很需要去觀察這個他們

的變化，然後自己要先做到反思啦！在反思的過程中，

必須跟小孩子對談，就是平常跟小孩子互動的還不錯，

所以在這樣之下才會有這樣的東西！（B-訪-1-9-2） 

而高安老師也提到，當他使用這樣的模式時，有時學

生也會將上課的感受告訴他們的班導師： 

他們很喜歡，他們在過程當中覺得很好玩，他們常常會

跟導師講說他們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比賽，他們覺得很

好玩，然後下一堂課還想要玩，我覺得這個動機有達到。

（B-訪-1-6-2） 

在談論到與學生相處的過程中，高安老師展露自信微

笑的，他滿意地說起自己的教學風格： 

我強調他們喜歡玩這件事情，所以很多學生回來回應

阿，我在上體育課覺得很好玩很有趣，然後其實也常常

會講說，老師上過課，我現在在學校很喜歡打羽球，在

高中的時候，我喜歡上排球課，類似這樣子的東西我覺

得還滿感動的！（B-訪-3-2-1） 

（4）跑可愛目標：班級經營的覺知 

高安老師覺得： 

在班級經營的過程中，正向管教的部分變得比較具體。

（B-訪-1-8-1） 

在使用 TPSRM 的課程後，高安老師覺得他原本的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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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方式變得更具體，他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要如何正向管

教學生。高安老師很強調上課的原則，透過在課程一開始

建立原則與默契，並使用可愛的處罰方式，讓學生在歡笑

聲中學習，他覺察到自己的風格與原則對於他在管理上有

很大的效果： 

我第一堂課所強調的準時上課啊，在課堂上有哪些要求

必須要遵守，做不到就會有像這樣子的處罰，我們就全

部的人或者是個人會有一個「跑可愛的目標」（處罰）這

是一個很簡單的折返跑，就是跑到一個定點，然後再回

來，然後我會倒數秒數，用比較詼諧的方式去懲罰他們。

（B-訪-4-3-5） 

高安老師的教學理念是以遊戲的方式讓學生喜歡體

育，當融入 TPSRM 的責任目標後，建立學生正向的行為認

知，使班級經營更順暢，學生彼此能夠互相約束，他只要

專注在部分學生的脫序行為即可。 

2.讓學生愛上體育課：高安老師的自我對話 

（1）教育理念與課程隱喻 

高安老師的教育理念就是要讓學生愛上體育課，在他

的體育課中，他希望： 

能引起小孩子的動機，喜歡體育這件事情，然後在過程

當中教他們認識體育運動與學習體育運動，然後再教導

他們在互動過程當中的問題，當然更積極面來講是能夠

可以常常很主動地去運動，很喜歡這樣子。（B-訪-1-4-1） 

高安老師本身的教學理念就強調透過比賽與遊戲的方

式讓孩子快樂的玩，當他進入到研究所進修時，他接觸到

理解式球類教學法以及 TPSRM 等教學模式時，他覺得這與

他的教學理念不謀而合，很希望能夠進一步的瞭解並使用： 

我覺得很奇妙的是這個模式我覺得本身教的就有這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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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第一個就符合現階段我們要正向管教，然後他又很

具體可以把這幾個階段抓出來，很多具體的指標和模式

的節奏，階段和過程的安排。（B-訪-3-9-1） 

因此，他的碩士論文就以此為主題，將這樣的模式用

在自己的導師班上，他發現這些模式的理論架構提供在教

學上的具體指標，讓他能夠清楚知道學生的行為，他非常

肯定這樣的模式，也使得他的教學更有具體依據。 

（2）個人特質 

當問起高安老師自己的特質時，他謙虛地說自己會有

盲點： 

我自己的特質我自己會有盲點吧 （呵呵）！我會覺得要

小孩子尊重之前我會尊重他，領導模式叫做權威式的民

主（哈哈），特質上面，我會去聽小孩子說的話，然後我

還滿強調原則性，在這個原則不違反的狀況下，我可以

跟他們溝通聽他們說，然後試著去調整自己。（B-訪

-1-9-1） 

高安老師對於自我的要求很高並且以身作則，互相尊

重，就像朋友一樣聆聽學生的聲音，再去做調整，成為學

生行為的典範。他建議未來若是要實施 TPSRM 課程的老

師，應該要具備： 

第一個就是能夠傾聽，第二個就是要逐步地把一些教學

過程中的決定權交給學生。（B-訪-1-10-1） 

（3）課程價值取向的省思 

高安老師在陳述其教學的方式時提到： 

我覺得比較能夠掌握這種間接的教學模式。（B-訪-1-8-1） 

TPSRM課程的價值取向的結果中呈現偏向自我實現與

社會責任取向，過去高安老師接觸過理解式球類教學法、

TPSRM 等的訓練，因此其課程價值取向為社會責任取向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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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我實現取向次之，他提到： 

我重視學生的互動，然後個人的部分其實沒有特別講，

比如說測體適能的時候，我的方式就是，把測體適能視

為比較積極的健康面，試著看看自己最高的是什麼，然

後有自我設定一個目標！（B-訪-2-10-1） 

從上述可知，高安老師重視個人與社會兩個部分的責

任培養，但是在個人自我實現他並未直接強調，而是以間

接的方式，讓學生從活動中學習培養個人目標的實現。 

3.失落的一角：高安老師的環境覺知 

環境是影響教師形塑課程意識的重要因素，教師感受到

周圍環境的氛圍會影響其對於課程的覺知。環境也是支持教

師在實踐課程背後的助力，高安老師所處的環境上似乎有些

問題，使得高安老師有志難伸，就像是失落的一角，高安老

師敏感的覺知到環境的氛圍，究竟他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如何

順應？還是改變？ 

（1）社會（區）文化的覺知 

高安老師的學校為於北部的山區，校舍較為分散，學

校附近就是風景區，高安老師進入這所學校已經八年左

右，對於整個社會與社區的文化感受很深，當他覺知到社

會環境對於責任感的問題，似乎透露出對於環境覺知的批

判意識： 

整個社會氛圍……責任啊！事情一來就是互相推卸責任

的！就是很重要的是這個地方，然後再來就是合作囉，

就是團隊合作的精神不夠，最後就是自己主動把自己該

有的自我規範的部分不是很夠！（B-訪-1-13-1） 

高安老師所處的環境因為地理的緣故，高安老師覺得

附近社區的互助性並不高，學校內行政組織之間的連結也

不夠，這是讓他會希望能夠推動 TPSRM 課程的感受之一。 

（2）政策的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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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 103 年正式上路，對於身處北台灣的武林

國中，目前還是維持教師自主評量，高安老師提到： 

這裡是以老師為主，我們是有建議的項目拉，但是還是

以老師為主。（B-訪-2-3-3） 

只是體育課程成績與體適能加入比序之後，教師在評

量標準上需要更具體，以因應這樣的政策改變： 

基本上分數的採計要更具體一點，在平時的教學過程當

中，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 12年國教強調的是多元

評量，就我們體育課來說本身就是多元評量啊，只是說

因為採計體育課的分數，在升學的部分，基本上分數的

評量依據要比較具體一點。（B-訪-2-4-1） 

而這樣多元自主的評量方式對於高安老師在實施

TPSRM 的課程是相對有利的： 

以認知情意技能的話，我們認知測驗，然後還一個就是

心得寫作，比較偏情意和上課表現，大概算起來認知和

情意 50％然後技能 50％這樣子！（B-訪-2-3-2） 

實施多元評量對於教師而言，是需要付出較多的心

力，但是高安老師的教育理念就是讓孩子快樂的學習體育

課，似乎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不過，高安老師提到，真

正衝擊他的，不是政策，而是……。 

（3）行政組織的覺知 

造成高安老師在實踐課程上最大的衝擊，是高安老師

接行政工作之後，他自己也坦言的確對於教學上是有影響

的： 

接了行政之後，真的比較難專注在教學這一塊，沒有接

的時候，很明確的工作性質比較單純，就是想辦法教小

孩，可以去設計怎麼教，就會比較專注在這一塊，但是

行政的部分接了以後，課是比較少，但反而很多雜事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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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辦法分身！（B-訪-3-10-1） 

高安老師對於行政工作的無奈，使得他的教學工作就

像是缺了些什麼，不過，造成高安老師對於行政工作的壓

力，不只是行政的工作量，隱藏在其背後行政組織中的種

種問題。當研究者走進武林國中的學務處，感受到一種冷

漠的氣氛。 

我會覺得大家各自都各自忙，大家很少合作，然後在這

個文化當中，大家會為了自保下來，花了很多的心力去

自保這件事情，那當然他們在針對的教學就會變成必須

被分攤下去了，這個部份我不是很認同！然後當然也還

是有一些老師是用心的。（B-訪-4-5-1） 

高安老師的學校沒有健康與體育領域的辦公室，所以

教師們都各自在行政單位的辦公室或是擔任導師的則在導

師的辦公室，於此，教師們之間的相互連結很少，高安老

師無奈的說： 

我們必須要分散，也可能因為這樣子的環境，我們體育

老師之間的橋樑很少，也都各自有各自的事情！（B-訪

-4-6-2） 

高安老師是體育組長，然而在這樣的組織氣氛與文

化，使得高安老師只能靠自己： 

很多業務是我自己一個人在做！不過訓練的部分各自有

教練幫忙！所以，組長就做到今年就好吧！（B-訪-4-6-7） 

他對於這樣的組織文化覺得灰心，過去他曾力挽狂

瀾，試圖改變這樣的組織氣氛： 

我盡可能帶大家去吃個飯聊天，就是在領域會議的時

候，然後就我自己也做教學演示啊，把這樣子間接教學

的理念介紹給大家，我從那個時候當召集人就是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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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塊出發。（B-訪-4-7-4） 

高安老師試圖從自己做起改變，但是組織氣氛對於教

師在教學上的支持很重要，經過一些日子的奮鬥努力，高

安老師還是敵不過組織文化與氣氛的洪流下，他覺得自己

已經盡力去改變，但仍然沒能改變： 

就是長期以來的文化，那所以我們就是在這裡面，也就

是現在最近幾年的部分而已！（B-訪-4-6-6） 

高安老師無法改變的組織氣氛，也使得目前的他，在

行政上少了些衝勁，不過，他提到： 

我就是熱愛教學，然後現在會覺得就算是在這樣子不利

的因素之下，還是喜歡教學。（B-訪-4-8-1） 

這是他始終不變的初衷。最後，他提到仍然很感謝當

初在做論文研究時，其他的體育老師給予的協助： 

那個時候大家都滿幫忙的，就是也很配合地就把場地都

讓我去使用，其實這個部分也還不錯啊！就是像我那時

候，我肯做，他們也都還滿認同我這樣做教學的事情！

（B-訪-4-7-2） 

因此，對於這樣的工作環境，高安老師覺知到的一切

就像是失落的一角，期待將那一角找回，讓自己的教學能

更完全。 

（4）家長的肯定 

儘管在行政上遇到挫折，高安老師對於教學仍然不放

棄的原因，是因為他看到了孩子的成果，也獲得家長的肯

定。高安老師在過去做研究時，他很希望瞭解學生的情形，

於是曾與家長對談，也從家長那邊得知： 

我有跟家長談過，我沒辦法知道是不是教學讓他們改

變，家長都會覺得，他們好像長大了，能夠做一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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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之前懵懵懂懂，現在比較知道要做什麼，開始知道

他自己要規劃自己什麼事情！（B-訪-3-11-1） 

高安老師對於家長的肯定，雖然無法說是 TPSRM 的課

程直接影響的成效，但是透過高安老師教學上的轉化，讓

學生潛移默化的學習到對自己負責任。 

二、跑道上的對話 

（一）專業知識覺知 

兩位教師在實踐 TPSRM 的課程中，在專業知識的覺知中，

除了對學習者知識和一般教學知識的覺知層面較多，其餘的內

容知識、課程知識和學科教學知識等理論基礎識教師在實踐本

次的課程中未特別注意到。其中學習知識的部分，兩位教師對

於學習者的發展層次、已有的知識與概念都能清楚了解，針對

班級學生有不同的學生需求，以責任目標的內涵，設計合適的

課程內容，使其能在 TPSRM 的課程中，提升責任層級。另外，

在一般教學知識中，兩位老師都發現學生的需求與班級導師的

領導有密切的關係，根據21探討導師的領導、班級支持對班級承

諾、班級凝聚力及成績表現得影響中發現，導師領導對班級承

諾有正向且直接的影響，兩個班級因為導師的領導對於班級氣

氛有所不同，也影響在實踐 TPSRM 的課程中是否順暢與更有成

效。於此，當兩位老師發現問題時，都紛紛22制定有策略的班規

或是以教學的策略來進行班級經營。 

                                                 
21 賴姍姍、王克武，〈導師領導、班級支持對班級承諾、班級凝聚力及成績表現

之影響：以嶺東技術學院 90學年度班際盃拔河錦標賽及大隊接力的參賽班級

為例〉，《大專體育學刊》，4.2（臺北市：2002.12）：45-54。 
22 張民杰，〈中小學專家教師班級常規策略之分析與比較〉，《教育學刊》，31（高

雄市：2008.12），79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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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踐 TPSRM 課程的自我覺知 

兩位教師的體育課程價值取向皆為社會責任取向，23著重

的是學生需學習遵守規範，重視學生積極參與群體活動的行

為，並強調學生在團隊中展現個人的責任，以貢獻自我的力量

達成群體目標等觀點。於此，24教師需要覺知到自我的意識，

包括個人的特質、態度、價值觀和信念等，如此一來才可能確

實地了解自己教學實踐行動背後的意義，也才能明確的判斷自

己有哪些信念、態度、價值觀以及習慣是需要改善或是加強

的。25教師的人格特質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與個性，並且教師在

處理班級事務的態度會成為學生的學習榜樣。然而從兩位老師

的課程隱喻而言，顯示兩位教師對於自我的課程概念並沒有清

楚的意識，26教師須透過隱喻的哲學思考方式來釐清自我意

識，並且要以全新的視野，覺知與覺察教學歷程中的細節，促

使教師對於課程的自我覺察、自我選擇、自我實現，進而提升

教師的自我意識。 

（三）實踐 TPSRM 課程的環境覺知 

兩位教師覺知到環境的改變造成整個社會責任感的問題，

因此，兩位教師在課程的選擇上決定使用 TPSRM 課程來正向

的培養學生的責任行為。而針對家長的覺知，兩位老師皆擔任

行政工作，與家長的接觸較為頻繁，詠玉老師覺得該校學生的

家長對於孩子在學校的情形並沒有特別關心，但是家長並不反

對 TPSRM 的課程實施，另外，高安老師則實際詢問家長對於

此課程的看法，普遍受到支持，家長也看到學生的成長。然而

                                                 
23 Ennis, C. D., & Chen, A., “Domain specifications and content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revised value orientations inventory,”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 64 （Virginia, December 1993）: 436-446. 
24 甄曉蘭，〈教師的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教育研究集刊》，49.1：63-94。 
25 林雪惠、潘靖瑛，〈教師人格特質、情緒管理、領導行為與班級經營效能相關

性之統合分析〉，《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6（花蓮縣：2012.5）。23-59。 
26 施宜煌、賴郁璿，〈「教師即陌生人」隱喻對教師教學的啟示〉，《當代教育

研究》，18.1（臺北市：2010.3），11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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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兩位老師覺知到的學校組織因工作氣氛有所不同。

當教師覺知到在良好健康的組織氣氛下，能樂於投入教學工

作、在教學資源與幫助下容易取得和受到支持、同事之間有良

好的互動與彼此信任，使教師對工作充滿熱忱等。27因此，高

安老師在目前的行政職務上遇到許多衝突，然而這樣的衝突對

於她在實踐 TPSRM 時，會更注重彼此之間的互動與責任培

養。最後在政策上，兩位教師皆覺知到十二年國教的改變，並

且保持正向肯定的態度。 

肆、結論 

一、回首跑道上的起跑線 

在教師實踐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時，因為學生、教學環境、教

材內容、器材設備等等的影響因素，使得教師在教學中開始反省自

己的課程，產生對於課程的意識。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勾勒出

兩位教師的課程意識，除了提升兩位教師的批判反省能力之外，也

從他們經驗到的故事中，學習他們在 TPSRM 的教學過程中所遇到

困難與解決方式。 

（一）專業知識的覺知：在實踐中，透過對學習者知識的覺知，

促進課程意識的提升 

專業知識中，兩位教師對於覺知到的知識內涵，多以學習

者知識為出發點，覺知到學生的發展與需求情形，產生對於課

程的批判意識。兩位教師從學生特質的改變，產生對於課程的

省思，除此之外，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需要長時間的經營管理，

教師在實踐其一般教學知識時，覺知到對於班級經營的問題是

影響課程實踐的重要因素。最後，兩位教師對於理論的專業知

識：如內容知識、學科教學知識和課程之識的覺知層面較少，

過去教師對於這些知識的來源為在職進修所獲得的，教師若沒

有持續與專業對話和提升專業知識，對於覺知到的內涵會較為

                                                 
27 劉美姿，〈健康學校組織氣氛之探討〉，《學校行政》，17（臺北市：2002.1），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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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 

（二）自我覺知：實踐 TPSRM 課程之教育理念為重視學生與人

互動的態度，並且隨著外在因素的影響 

教師透過本次的經驗敘說，讓教師再次審視自己的課程，

在實施 TPSRM 的課程中，教師抱持著自己的教育理念，透過教

學轉化的過程，省思自己的教學信念與個人特質對課程的影

響。而 TPSRM 課程偏向社會責任取向與自我實現取向的課程，

因此，教師意識到自己的課程受限於外在的影響因素，無法實

踐其教育理念，使其修正課程設計的內容，注重與人互動的歷

程和培養良好的品格行為。 

（三）環境覺知：教師意識到社會、家長、學校組織與政策的影

響，在實踐 TPSRM 的課程時必須順應與調適，找尋教學

實踐的平衡點 

兩位教師在所處的環境中，由於都有擔任行政工作，在與

同事、主任、校長、學生與家長的互動之下，都能敏銳的感受

到組織的氣氛、社會文化與政策制度的轉變，因而調整自己順

應組織的文化。於此，教師意識到的環境層面使得兩位教師在

實踐 TPSRM 課程時，必須學習順應與調適，找出平衡點。 

二、跑道上的啟示 

在故事的最終章，從兩位教師的故事中，提供未來提升教師課

程意識的方法及 TPSRM 實施的具體建議，提供未來欲實施 TPSRM

的教師具體的策略與方向。 

（一）提升 TPSRM 課程意識的覺知，省思自我的體育課程價值

取向，瞭解自己的行為與信念，以批判角度改善教學實務

問題。 

（二）實施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時，應長時間、有系統使用 TPSRM

課程，並以引導和有耐心地指導方式，利用教學策略解決

時間和班級人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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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kening on the Track: Two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Curriculum Consciousness 

in practice of the Teaching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del 

En-Hua Chan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yit-Chin Kef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in-Wei Chang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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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er is aware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curriculum produces aware-

ness of the curriculum through the process of practicing the curriculum.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curricu-

lum consciousness in practice of the Teaching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

bility Model (TPSRM) and analyze three levels of curriculum consciousness: 

awarenes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elf and environment. One female and 

male junior high school PE teachers who practiced TPSRM were the two par-

ticipants on the curriculum track. Narrative research approach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by interviews, observation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e two 

teachers grew and developed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rough narrating 

their awareness and reflection. The results presented the two teachers’ lonely 

and challenging stories including the awarenes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elf and environment as the following: 1. Awarenes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eachers enhanced their curriculum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learners in practicing TPSRM. 2. Self-awareness: The two 

teachers focused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on the attitude of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and this would be influenced by the external factors. 3.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 The two teachers were well aware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ety, 

parent, school organization and policy; they made adjustment in practicing 

TPSRM to reach a balance point.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of consciousness, 

two suggestions were made: 1. The awareness of teachers’ curriculum con-

sciousness in TPSRM should be upgraded. 2. Considering the use of teaching 

strategies to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s of time and environment is to im-

plement TPSRM more systematically and effectively. 

Keywords: curriculum consciousness, curriculum value orientation, 
teachers’ reflection, Teaching Personal and Social Re-
sponsibility Model, narr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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