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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體育特色－
以彰化縣民生國小為例

陳小玲

壹、學校本位課程
教育改革是當前世界潮流，隨著
世界潮流的變動，我國的教育也在近
幾年來產生了劇烈的改革與變化，其
中影響較為深遠的是課程改革。在民
國七十八年開始著手修訂國中小的課
程標準，並於民國八十二年公布國小
課程標準，此一新修訂的課程標準強
調的是未來化、國際化、統整化、生
活化、彈性化、以及人性化的基本理
念，並以「培養二十一世紀的健全國
民」為最高的理想目標。這些理念反
映在課程上的具體作法有：在統整化
方面，初步嘗試實施合科教學；在生

活化及人性化方面，重視以學生的生
活經驗為中心，在各科教材重點中，
強調鄉土與生活的材料；在彈性化方
面，設計有彈性的時間，並採用教科
書的審定本等（教育部，1993，1994）。
於民國八十四年由行政院成立教育
改革審議委員會，經過兩年的研議，
提出教育改革綜合建議，並要求教育
部積極研擬相關實施計畫。其實施計
劃中強調以「生活為中心進行整體課
程規劃，掌握理想教育目標，訂定課
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強化課程的銜
接與統整，減少學科數目和上課時數，
以培養學生學以致用、解決問題及適
應變遷的能力；建立網路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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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發揮圖書館的功能」（行政院教
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教育部
於民國八十九年三月公佈「國民中小
學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此乃我
國一項重大的課程變革。「國民中小
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將原有的課程
標準以課程綱要代替外，其所強調的
是培養學生的十大基本能力、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以及課程統整，亦即能將
學生的生活經驗融入教育情境之中，
建構易學實用的課程目標與基本能
力指標，以符合學生的身心發展需
求；同時藉由課程架構的改變，釋放
課程決定權與選擇權，賦予教師彈性
的教學空間，達到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及專業自主的理念。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提倡已久，
然而對我國中小學教師而言，對以學
校為主體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仍
屬陌生。以往在全國統一性的課程標
準下，地方政府、學校與教師缺少發
展課程與教材的空間，而九年一貫課
程希望藉由「學校本課程發展」，讓
地方政府、學校與教師有主動發展課
程、自編教材的機會。然而過去在「國
定課程」的限制下，學校因缺乏課程
自主權，無法因地制宜建立其自身的
特色，而以學校為主體的「學校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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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則可以提供學校領導者一
個有利的發展校務的空間。
從前述可知，教師的角色隨著課
程改革的趨勢，已提高至參與課程決
策的層級，而不再只是單純的課程執
行者，因為課程改革最終必須落實於
教室師生的互動情境以及學生的學
習經驗中，因此由教師參與課程決
策，使教師亦成為課程改革的發展者
與推動者，教師在執行課程實施的過
程中，更能掌握課程的內涵。而相關
研究（林幸姿，1997；林佩璇，1999；
張嘉育，1999；黃惠珍，1998）指出，
教師在參與課程發展時會面臨許多
問題，例如教師本身的專業知 能 不
足，時間及資源的不足等等，顯示隨
著社會的快速變遷及教育改革的加
劇，教師面對新一波的課程改革，除
了在師資培育階段所養成的知識技
能外，還應該隨時充實新知，瞭解課
程改革的趨勢與內涵，才能在其專業
工作上有所表現，否則只能被時代所
淘汰。而面對九年一貫課程，教師除
了要瞭解新的課程內涵之外，同時還
要參與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這對教
師而言是一項新的挑戰；研究（莊明
貞，2001；鄭美玉，2001；鍾惠娟，
2001）指出，教師在參與九年一貫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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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試辦的過程中有許多問題產生，例
如教師對自己的課程設計的能力缺乏
信心；或是教師本身工作繁忙，無法
參與課程發展的工作，與同儕進行溝
通與討論；或是家長不瞭解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或課程統整的意義，而不願
意配合教師的教學工作。而課程改革
的成功與否，除了教師本身的因素外，
學校的條件與環境，亦是影響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國
內外有關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研究
（ 林佩璇，1999；余錦漳、林秀美、
吳明隆、林美惠，2000；莊明貞，2001；
張嘉育，1999；黃惠珍，1998；簡良
平、甄曉蘭，2001；鍾惠娟，2001；
Bezzina, 1989； Skilbeck, 1976）
指出，影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因素
包括校長的課程領導知能與風格、學
校行政人員的配合、學校同儕之間的
合作關係等。

貳、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特色—
以彰化縣民生國小為例
為因應九年一貫課程之實施，發
展符合本校學生及地方特殊需要的課
程，以實現本校願景與教育目標，從
九十學年度上學期開始，由各年級教
師群與及社區熱心人士的共同參與

下，完成規劃與設計學校本位課程。
本校「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是依
據下列幾點原則與理念進行的：
一、能迅速有效回應社會的變遷，以
滿足本校學生、社區特殊的教育
需求，並帶動本校教師及學校的
成長，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培養
學生帶得走的能力。
二、本校「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與
進行，是以達成學校願景與教育
目標為目的，是務實的，而非追
求教育時尚的。
三、兼顧學校實際情況考量教師、學
生、家長接受度與適應能力，希
望學生能在教師多元且活潑的教
學方式下，吸取優良的教學理念
與經驗，培養學生具有充沛生命
力，迎向未來多元挑戰，能創造
思考，解決問題，讓學生具有國
際觀並且擁有鄉土情懷。
四、培養學生基本能力，加強語文教
育，語文能力是一切學科的基礎。
同時讓學生養成閱讀的好習慣，
並能將自己的想法透過文字或語
言表達出來，與人分享。
五、加強資訊運用能力，以順應時代
潮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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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彰化縣民生國小課程本位架構圖
本校位於彰化市，地處市中心區，所以，校地幅員狹小，但班級數有一百
多班，全校學生人數高達三千多人，在這種先天條件下，在安排體育課程上有
不少限制。以下就以學校舉行大會舞訓練為例，說明健康、活潑、快樂與民生
情四方面的體育特色：
本校為了慶祝校慶，特別請低年級的教師，編撰一系列的運動大會的舞蹈，
以增加運動會的可看性。
表一 大會舞的相關資料
教師
16人
人數
學生
700人
每週一、三、五上午8:40~9:20；
訓練時間
為期八週
總策劃
二年級學年主任林麗華

30 學校體育

第十五卷 第二號
87 期 2005 年 4 月

本大會舞是由二年級共十六個班
級的學生擔任，利用二年級彈性時
間，將 所 有 學 生 集 合 在 大 操 場 上練
習，由二年級所有教師與全體家長共
同製作大會舞所需之道具－沙鈴。沙
鈴共有藍、紅、綠、黃色四種顏色，
沙鈴是由寶特瓶回收後，利用彩色膠
帶纏繞而成，極具環保概念。以下就
以學校本位課程的四個構面來分析本
校體育特色—以大會舞為例：
一、活潑：大會舞所參與的人員，除
了二年級級任教師外，全部都是
二年級的學生，雖然低年級學生
比較活潑好動，但相對於中高年
級的學生多了一份天真無邪的純
真，在練習的過程中，時常會因
學生的一些小動作，激發了教師
的編舞靈感，使得所呈現的結果
經常會有異想不到的效果。
二、健康：教師在編排舞蹈的時候，
依據低年級學生的體能狀況來做
考量，透過大會舞的律動，讓學
生能充分達到運動的效果，也希
望能夠透過樂趣化的舞蹈教學，
讓學生接觸到與平時上體育課時
不同的運動項目，增加學生的活
動量，以達到健康的目的。

三、快樂：本校是利用綜合活動時間，
來練習此大會舞的動作，也希望
能透過召集二年級所有師生一起
來參與此活動，讓學生能夠學習
到與他人合作的重要性，也能讓
學生充分得到身體的伸展。透過
此大會舞活動的實施，讓學生能
在平時基礎科目以外，如：國語、
數學等，得到不同的學習樂趣，
教師也能透過參與此活動，獲得
教學上的滿足感與成就感，達到
師生雙贏的局面。大會舞所需要
之道具—沙鈴是利用回收後的寶
特瓶為材料製作，希望透過此種
環保概念的推廣，讓學生了解我
們的環境，愛護我們的環境，從
生活中落實環保工作。本校希望
透過全體學生家長對活動的參與，
增加親子之間的情感交流，達成
親子同樂的目標。
四、民生情：在大會舞動作的編排上
有兩大主軸，一是簡明扼要；二
是表現民生的特色，以凝聚師生
對學校的向心力，在舞蹈的編排
上有出現【民V生】及【93】等
字樣，充分表現出舞蹈的多樣性
（如圖二、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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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民生國小在體育教學的特性
一、才藝開發：下課後結合發揮體育老師的專長及社區的資源，規劃多項體育
課程，包括跆拳道、游泳、體操等課程，提供學生不同的學習空間與機會，
探索不同的興趣，發揮自我潛能。學習更多元、更豐富的知識，充實生活
內涵。
二、定期舉辦各項競賽活動：每學期都會規劃各種體育競賽活動，如班際躲避
球、足壘球、樂樂棒球、田徑對抗賽或運動會等活動，透過各種競技活動
的舉行，讓學生能從比賽的過程中學習到去吸取別人的經驗，以增進自我
的運動技能。
三、定期檢測全校學生的體適能狀態：透過每學期測量學生的肌耐力、柔軟度、
身體質量指數（BMI值）
、心肺功能來確實掌握學生體適能的狀態，依據學
生體能狀態來調整或增加體育教學的內容，以符合學生的個別化需求。

圖二 大會舞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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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大會舞練習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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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學校本位」之特色在於以學校
為發展的中心，逐步向外擴張的一種
發展模式，學校若能充分瞭解其優勢
條件，必能發展出其獨特學風，在現
今九年一貫的國教體制下尤其重要，因
為每一個學校，都可以依據其地理環
境、文化、課程發展、師生的生活態
度及家長參與等構面來發展出屬於自
己的特色課程，提供多元化的學習內
容，藉此豐富學生的學習歷程，進而
提昇教學品質，增加學校的競爭力。
唯有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才能彰顯學
校的特色，增加其競爭優勢，迎接二
十一世紀教育新紀元的來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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