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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基本資訊一、課程基本資訊  Top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Institute

(全)體育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1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Fall) □  第二學期(Spring)
□  全學年(Entire Yea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重量訓練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0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黃惠貞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副教授

此課程是否
符合教師專
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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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素養二、基本素養   Top

學科學習能力--關聯性

  1.中文[直接相關]
  2.英文[間接相關]
  3.資訊[無關聯性]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2.積極傾聽[直接相關]
  8.主動學習[直接相關]
  12.合作[直接相關]
  14.協調[無關聯性]
  15.教導[直接相關]
  16.服務導向[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間接相關]
  36.創意力[無關聯性]
  38.彈性應變/適應[無關聯性]
  39.壓力調適[間接相關]
  41.追求卓越[間接相關]
  42.韌性堅持[間接相關]
  43.實作能力[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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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Top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
題的程度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Issues） 關聯性 議題（Issues） 關聯性

性別平等 直接相關 環境保護     間接相關

品德教育 間接相關 環境安全 無關聯性

生命教育 無關聯性 智慧財產權 直接相關

人權教育 無關聯性 法制教育 無關聯性

服務學習 直接相關 生涯教育 間接相關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資訊教育 間接相關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
化教育) 間接相關

生活防災教育 無關聯性  

五、課程學習目標五、課程學習目標   Top

課程學習目標
藉由漸進式的抗阻力訓練，針對主要的肌肉群的肌力和肌耐力做規律的運動，以改善或保持身體健
康並培養學生終身運動習慣及建立正確之運動觀念，養成終身運動習慣。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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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課進度六、授課進度   Top

授課進度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
次Week 日期Date 主題Topic 單元主題Unit 備註Remark

1 09/18 課程介紹
性別平等介紹、教學進度講解、評
分方式說明、上課時注意事項、課
程基礎概念

2 09/25 避免運動傷害及瞭解肌群的重要性
大家開始動起來

人體肌肉位置的介紹與分佈及熱身
運動與緩和運動的重要性
固定式、移動式器材使用法之介紹
與示範（右）

3 10/02 大家開始動起來
固定式、移動式器材使用法之介紹
與示範（右、左）

4 10/09 大家開始動起來
固定式、移動式器材使用法之介紹
與示範（左）

5 10/16
測出最大力量，擬
定運動處方
無氧、有氧一起來
運動，保證練就一身好身材

最大阻力之介紹與實測（一
）（二）
反覆次數及訓練強度、大、小、腹
背肌肉肌群等步驟及順序排列等
介紹

6 10/23 我一定要變好看喲
（實際行動---無氧＋有氧）

跑步機、腳踏車使用方式介紹
執行個人訓練計畫-個人紀錄表內
容解說、填寫

7 10/30 我一定要變好看喲
（實際行動---無氧＋有氧）

執行個人訓練計畫-個人紀錄表內
容解說、填寫

8 11/06 我一定要變好看喲
（實際行動---無氧＋有氧）

執行個人訓練計畫-個人紀錄表內
容解說、填寫

9 11/13 期中考 期中考

10 11/20 我一定要變好看喲
（實際行動---無氧＋有氧）

執行個人訓練計畫-個人紀錄表內
容解說、填寫

11 11/27 我一定要變好看喲
（實際行動---無氧＋有氧）

執行個人訓練計畫-個人紀錄表內
容填寫

12 12/04 我一定要變好看喲
（實際行動---無氧＋有氧）

執行個人訓練計畫-個人紀錄表內
容填寫

13 12/11 我一定要變好看喲
（實際行動---無氧＋有氧）

執行個人訓練計畫-個人紀錄表內
容填寫

14 12/18 哇！我真的變帥（美）了
期末測驗-教師評估設計之重量訓
練計畫成果

15 12/25 放假 放假

16 01/01 放假 放假

17 01/08 哇！我真的變帥（美）了
期末測驗-教師評估設計之重量訓
練計畫成果

18 01/15 期末考週 期末測驗-大風吹

七、教學方法七、教學方法   Top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講述 20 影片欣賞 0 討論 10

問題導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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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Pedagogical

Methods

個案研討 1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
習

10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0 專題實作 0

電子教學 0 體驗教學 0 角色扮演實
境教學

0

競賽讀書會 0 產業實習 0 自主學習 20

對話教學法 0 樣本觀察 0 校外參訪 0

實作教學 20 個別指導 10 其他 0

說明：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一）重量訓練課教材
    1、關節操、準備運動、緩和運動的重要性
    2、反向肌肉訓練之重要性
    3、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最大負荷量及擬定訓練處方
    4、重量訓練專業術語 
    5、設定自己的肌力訓練計畫
    6、如何填寫個人上課紀錄表
    7、如何操作跑步機 

教科書

1.重量訓練的理論與實際  水大衛、黃榮松著
2.個人體能訓練：理論與實踐 束有明等譯  易利圖書有限公司
3.肌力訓練圖解聖經 DK Publishing著 鐵克健身中心譯旗標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4.筋肉 Shape-up Training  成美堂出版 

參考書目
Reference

1.教師體適能指導手冊方進隆等 國立師範大學學校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
2.重量訓練研習會研習手冊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運動生理學研究委員會 
3.運動訓練法 林正常等譯  藝軒圖書出版社 
4.體適能與全人健康的理論與實務 李水碧等譯   藝軒圖書出版社
5.個人體能訓練：理論與實踐 束有明等譯  易利圖書有限公司
6.老けない  筋トレ  山本 實著  ワニブツクス  2010.4.6發行 
7.青花魚教練教你打造王字腹肌 崔誠兆著 彭韻雯譯 朱雀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8. ゼロからはじめる  最強筋バイブル   山本  實著  木世出版社    
The  Musecular  Workout  Bible   2010.8.30發行

9.青花魚教練教妳打造S身形   崔誠兆著  程勻譯  如何出版社有
限公司   
10.美しいボデイラインをつくる   女性の筋力トレ- ニング解剖學
  長崎幸雄。清水章弘「譯」 2005年2月20日發行   大修舘書店
11.写真でわかる  筋力トレ- ニング  MUSCULAR  POWER  小澤 孝著 
2004年12月25日發行   新星出版社
12.カツコイイ身體になる！   4スタンス  ボデイメイキング
池田 豐 著   2009年8月25日
13.效く筋トレ  效かない筋トレ   荒川裕志 著  2011年3月7日發行
14.スポ-ツのための      筋力トレ- ニング  練習メニユ—120
池田 豐 著   2011年5月25日 

教學平台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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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習評量九、學習評量   Top

學習評量 
Learning

Evaluation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課堂之前測 0 學生表現側
寫報告

0 個案分析報
告撰寫

0

專題發表 0 課堂上實作
演練

0 專業團體之
證照檢定

0

期中考 30 期末考 25 隨堂考（
小考）

0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0 課堂參與 3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15

口頭報告 0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
互評

0

參加競賽 0 展演 0 筆記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一、上課地點
   （一）文德B1體適能教室
   （二）上課時請著運動服裝和球鞋，另自備毛巾一條。

二、上課時注意事項：
 （一）重量訓練教室
  1.同學中如有心臟病者不得選修；但患有慢性疾病、運動傷害或家族史的疾
    病者，應先告知教師（或私下找我），以免發生危險。
  2.一律穿著運動服（不得穿短褲-指田徑短褲）、乾淨運動鞋（不得穿涼鞋）
    及養成攜帶毛巾上課的習慣（抽檢沒攜帶者每次扣總分1分）。
  3.個人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以免失竊，其他物品則請放置物櫃，禁止攜帶入
    內（盡量少帶貴重物品來教室）。
  4.課堂內不得赤膊、奔跑、大聲喧嘩，以維護其他同學之權益。
  5.如發現器材損壞，請立即通知授課教師或工讀生維修。
 
三、重量訓練運動之注意原則
（一）安全維護 適宜服裝
（二）輔助的道具 方便使用、堅固不易壞
（三）目標的設定 需要搭配其他運動 
（四）暖身的重要 避免運動傷害 
（五）身體姿勢的維持 保持中心姿勢
（六）動作的標準 確保肌肉訓練的效果 
（七）速度的控制 重質不重量
（八）呼吸的方式 用力時吐氣、放鬆時吸氣
（九）超負荷原則 強度超過平常負荷，訓練肌肉肥大才有效果
（十）訓練的順序 由大肌肉肌群開始＞然後訓練小肌肉肌群＞再訓練腹背肌群。
（十一）漸進原則 
（十二）平衡原則 上下前後要均衡
（十三）緩和與伸展 幫助柔軟度變好，減少酸痛
四、評分方式
 （一）重量訓練課 
 1.技能學習（評估執行結果）:佔40%
  （1）課程設計：佔15％【男、女生各設計10項（不包括跑步機、腳踏車、
      右7、8、中1等固定式機器），並將每週所實施的項目、組數、循環等都
      必須填寫在記錄表上。（請按照大、小、腹背等肌群排列）】
  （2）實際操作：佔25％
 2.情意學習:佔30%（學習態度、出席率）
   學生請假【事假、病假】經核准而缺席者為缺課（學生缺課時數達該科該學
   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該科應予扣考）；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
   者為曠課，曠課ㄧ小時以缺課三小時論。不得參加該科目之學期考試（或畢
   業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以上乃依據教務處所規定之第五條款辦理）
   ＊本學期授課總時數為18週，缺課時數達三分之一以上者（12小時）該科
   扣考【曠課ㄧ節課以缺課三小時論，「1週＝6小時」「2週＝12小時；「3週
   ＝18小時」；「4週＝24小時』】
  （1）曠課：第1次扣總分8分；第2次扣總分9分；第3次扣總分10分；
             第4次扣考
  （2）遲到或早退：每1次扣總分1分
  （3）毛巾：不定時檢查，未攜帶1次則扣總分1分，以此類推
  （4）變通方式：
  事假：需事先經老師同意準假，（但需要另找時間補課）
  病假：缺課時數達該科該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該科應予扣考； 
        病假限當天看病日期、收據、藥袋或在上課教室休息
3.認知學習:佔30%（運動理論）
期中考筆試；人體肌肉位置圖。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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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Rem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