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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方法，訪談與觀察對像為北部某國小高

年級體育班導師，教練與部分高年級體育班學生並進行檔案資料蒐集。 

體育班的學習環境中，教師與教練是重要的角色。在師生互動的過程中教



師教練對於幹部的安排，對於獎賞處罰的處理，對教室球隊情境建構的理

念，及對弱勢學生的看法與做法等，這些都影響了老師與教練引領學生的

品格規範學習。班級、球隊與學校整體環境、教師與同儕的互動以及與家

長的互動等等都在影響球隊與體育班。在本研究中 A 老師期待自己是學

生的朋友，但在教師權威的掌握上較為缺乏，因此與學生的互動上顯得進

退失據，班級的學生對於自己該負起的責任與義務顯得不是很清晰；B 老

師一開始就教導學生班級這個團體的地位優先於個人的好惡與情緒，學生

應完成自己在班級中的責任與工作，嚴格中慢慢流露出父親的慈愛與關

懷；C 教練一開始嚴格的權威運用在訓練與管理上，沒有太多的關懷與討

論的空間，一開始就把師生間的距離拉開，學生該自己去看自己該做到的

事情，剛開始的犯錯還不會被處罰，但再犯錯就要接受體能訓練的責罰，

使得學生十分在意教練的指令與要求。 本研究所得的結論如下：教師和

教練對於自己角色的期待會影響一個群體；師生間的關係屬於合作也屬於

角力的關係；班級與球隊的經營需在理論與實作的調整中並進。 本研究

提出建議如下： 一、體育班與球隊就是社會生活的學習，學生在當中可

以學習到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品格與該有的規範，這也應該是老師與教練

應該關注的重點。 二、師資培訓與教練認證機構應該關注這兩個角色在

培育的過程中是否學習到「關注群體」的視野與管理的能力。  

摘要

(英)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used in this study. Interviewing and observing teachers、

coach and some student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athletics class in Taipei、

meanwhile、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related data were adopted. In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s for athletics、teachers and coach were important. What influenced 

students』 moral development we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coach and 

students、including the arrangements of class officers、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nd of the social-family disadvantaged. What influenced the athletics 

classes and ball game team was the interactions of homeroom teachers、peers and 

parents、and the school environment. In this study、Teacher A、expecting 

himself being a friend of students、was so kind but lack of authority that his 

students did not tell clearly what were their responsibility and duty. On the other 

side、Teacher B emphasized that group benefit was prior to individual like and 

dislike、and students should behave themselves. But、as time went by、Teacher 

B showed his fatherly tenderness and caring. Coach C managed team hardly、that 

is、there was so room for discussion and caring. He thought students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of themselves. They could have forgiven at the-first-time mistake but 

could have punished if they had done wrong again. It made students care coach’s 

requests and instructions. The major findings in this study were described as 

follows: 1. The teacher’s and coach’s role expectation could influence a group.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s was cooperative and competing. 3. 

The class (or team) management needed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ethods. Th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 athletics class and the ball 

game team reflected real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the students in athletics class 

could learn how to behave themselves and to develop their morals was the 

important for teachers and coaches. 2. The institution of teachers or coaches training 

should consider if teachers and coaches have the vision and ability of group-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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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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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09/6/23 

轉檔

日期 
2009/06/26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6085127 2009.6.23 23:21 116.59.170.14 new 01 496085127 2009.6.23 23:22 

116.59.170.14 new 02 496085127 2009.6.23 23:22 116.59.170.14 new 03 

496085127 2009.6.23 23:22 116.59.170.14 new 04 496085127 2009.6.23 23:24 

116.59.170.14 new 01 496085127 2009.6.24 14:28 163.21.142.253 del 01 

496085127 2009.6.24 14:28 163.21.142.253 del 02 496085127 2009.6.24 14:28 

163.21.142.253 del 03 496085127 2009.6.24 14:28 163.21.142.253 del 04 

496085127 2009.6.24 14:29 163.21.142.253 new 01 496085127 2009.6.24 14:29 

163.21.142.253 new 02 496085127 2009.6.24 14:30 163.21.142.253 new 03 

496085127 2009.6.24 15:34 163.21.142.253 del 03 496085127 2009.6.24 15:34 

163.21.142.253 new 03 496085127 2009.6.24 15:34 163.21.142.253 del 01 

496085127 2009.6.24 15:34 163.21.142.253 del 02 496085127 2009.6.24 15:34 

163.21.142.253 del 03 496085127 2009.6.24 15:34 163.21.142.253 new 01 

496085127 2009.6.24 15:34 163.21.142.253 new 02 496085127 2009.6.24 15:35 

163.21.142.253 new 03 030540 2009.6.26 10:27 140.136.209.41 del 01 030540 

2009.6.26 10:27 140.136.209.41 del 02 030540 2009.6.26 10:27 140.136.209.41 del 

03 030540 2009.6.26 10:27 140.136.209.41 new 01 030540 2009.6.26 10:27 

140.136.209.41 new 02 030540 2009.6.26 10:27 140.136.209.41 new 03 

異動

記錄 

C 496085127 Y2009.M6.D23 23:28 116.59.170.14 M 496085127 Y2009.M6.D23 

23:28 116.59.170.14 M 496085127 Y2009.M6.D23 23:28 116.59.170.14 M 

496085127 Y2009.M6.D23 23:29 116.59.170.14 M 496085127 Y2009.M6.D23 

23:30 116.59.170.14 M phed3282 Y2009.M6.D23 23:30 116.59.170.14 M 

phed3282 Y2009.M6.D24 14:19 140.136.120.14 M phed3282 Y2009.M6.D24 

14:19 140.136.120.14 M 496085127 Y2009.M6.D24 14:31 163.21.142.253 M 



496085127 Y2009.M6.D24 15:35 163.21.142.253 M 030540 Y2009.M6.D24 16:32 

140.136.209.54 M phed3282 Y2009.M6.D24 17:07 140.136.120.14 M phed3282 

Y2009.M6.D24 17:07 140.136.120.14 M 496085127 Y2009.M6.D25 7:51 

163.21.142.253 M 030540 Y2009.M6.D26 10:06 140.136.209.54 I 030540 

Y2009.M6.D26 10:28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