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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隨著教改的聲浪升高，教育當局也體認到此次改革勢在必行，因為先前

的教育制度，已跟不上全球化的潮流，進而有了九年一貫課程的變革。

每ㄧ次的變革，都會遭遇一定的阻力，九年一貫課程變革也不例外。本

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包括：瞭解不同背景變項臺北市國中體育教師對「健

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實施要點認同差異情形、暸解不同背景變項臺北市



國中「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實施現況差異情形及瞭解不同背景變項臺

北市國中體育教師對「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實施遭遇問題差異情形。

研究對象為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擔任體育課程教學之教師約 340 名，以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實施現況調查」量表為研究工具進行資

料之收集。分析收回之 205 份有效量表後，所得結果如下： ㄧ、體育教

師對九年一貫課程變革認同程度 （一）女教師在對九年一貫課程變革

「認同程度」顯著高於男教師。 （二）教師在學歷、修習教育學分之機

構、婚姻狀況、是否曾擔任其他職務、目前是否擔任行政工作、有無兼

任其他課程、服務學校是否曾參與九年一貫課程試辦、是否為學校課程

發展委員、是否為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研究小組召集人、是否為健康與

體育領域課程研究小組委員對九年一貫課程變革「認同程度」差異情形

未達顯著水準。 （三）教師任教年資、年齡及研習時數與九年一貫課程

變革「認同程度」相關情形未達顯著水準。 二、學校依九年一貫課程健

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實施要點實施現況符合情形 （一）學校是否曾參與試

辦與其實施「現況符合情形」差異情形未達顯著水準。 （二）學校班級

數及體育教師數與其實施「現況符合情形」相關情形未達顯著水準。 

三、九年一貫課程變革體育教師遭遇問題同意情形 （一）師對於九年一

貫課程變革遭遇問題各層面之同意情形高低，依序為「能力資源」、

「配套措施」、「溝通協調」及「進修成效」。 （二）教師在性別、學

歷、婚姻狀況、是否曾擔任其他職務、目前是否擔任行政工作、有無兼

任其他課程、服務學校是否曾參與九教年一貫課程試辦、是否為學校課

程發展委員、是否為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研究小組召集人、是否為健康

與體育領域課程研究小組委員對九年一貫課程變革遭遇問題「同意情

形」差異情形未達顯著水準。 （三）師範院校教育學程培育的教師在

「溝通協調」、「配套措施」及「進修成效」中遭遇問題顯著高於非師

範院校教育學程培育之教師。 （四）教師任教年資與其對九年一貫課程

變革遭遇問題同意情形，在「能力資源」及「進修成效」有顯著負相

關。 （五）教師年齡與其對九年一貫課程變革遭遇問題同意情形，在

「能力資源」及「進修成效」有顯著負相關。 （六）教師參與研習時數

與其對九年一貫課程變革遭遇問題「同意情形」相關情形未達顯著水

準。 關鍵詞：九年一貫課程變革、認同情形、實施現況、遭遇問題。  

摘要

(英) 

With the escalating demand for educational reform, the education authorities were 

aware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educational reform. Apparently, the former 

education system could no longer keep up with the globalization trend and, as a 

result,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was been created.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with 

respect to their viewpoints regarding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their standpoints with regard to the progress of the courses as well as the issued 

faced by them when teaching. This study had gathered opinions from approximately 

340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of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 via “questionnaire 

regarding the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of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concluded following findings based upon the results shown on 205 responded 

questionnaires: 1. Regarde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pproval for the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1）Female teachers showed a higher level of approval for 



the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than male teachers did. （2）The difference 

between teachers regarded their approval for the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didn’t reach significant level, regardless teachers’ education backgrounds, their 

normal colleges, marital status, whether they had assumed other possessions, 

whether they were undertaking administrative duties, whether they were teaching 

other courses, whether their schools had launched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on a 

trial-basis, whether they had served a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member, 

whether they had chaired the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research group, 

and whether they had served as the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research 

group members. （3）The reform of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and the “level 

of approval” didn’t reach the significant level regardless the teachers’ 

seniority, ages, and the number of study hours. 2. Regarded whether the status quo 

of the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offered by school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1）The difference 

didn’t reach significant level, regardless whether the school had offered courses 

on a trial-bas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2）The difference didn’t reach significant level, regardless whether the number 

of classes, the numb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whether the schools had 

offered cour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3. Regarded the issues faced b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fter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were adopted and their approval for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1）The issues faced b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were divided into 

“capability resources, “related measures”,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study results” based upon teachers’ approval for the 

reform of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2）Teachers’ “approval” for the 

reform of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didn’t reach significant level, regardless 

the teachers’ sex, education background, marital states, whether they had assumed 

other possessions, whether they were undertaking administrative duties, whether 

they were teaching other courses, whether their schools had launched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on a trial-basis, whether they had served a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member, whether they had chaired the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research group, and whether they had served as the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research group members. （3）The teachers who had 

received normal education showed a higher level of significance than the teachers 

who hadn’t received normal education regarded the issues related to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related measures”, and “study 

results”. （4）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eachers’ seniority and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as far as “capability 

resource” and “study results” were concerned. （5）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eachers’ age and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as far as “capability resource” and “study results” were 

concerned. （6）The difference didn’t reach significant level, regardless the 

number of hours that teachers had studied and their “approval” for the reform of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Key words: 9-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approval, 



status quo, issues faced by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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