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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適應體育近年來漸受重視，國家政策也朝共同參與、全人發展之目的，提倡並鼓
勵身障者從事運動。
本研究運用文獻探討法，意在探討國內從國小到高中階段的特殊需求學生，參與
適應體育課程的教學現況，透過了解適應體育課程的內涵、目的與功能，再從課程內
容、實施現況的討論。
研究結果統整出國內適應體育教學議題共有四大類別：適應體育教學類研究議題
可分為幾類的研究探討：一、教學概況調查；二、教學實施研究；三、個別化教學計
畫研究及四、師資培育課程及專業能力研究。研究者也針對適應課程教學實施內容提
出分析與建議，讓未來有意參與適應體育教學的教育夥伴可以朝這些內容進行推展與
發揮。
關鍵字：特殊需求學生、適應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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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aptive physical education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nowadays. The policies
are also aiming to come together andholistic development, trying to promote and encourage
people with disability to exercise.
This research use literature review to discuss curr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
development for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students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o high school
period. With figuring out the connotations, purpose, and function of adaptive physical
education.
The result h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four categories in adaptive physical
education(APE) in Taiwan: teaching survey of APE,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 of APE,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writing in APE, and teacher educationand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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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PE. We also make some analysis and advice for detail ofadaptive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for people who want to promote and demonstrate adaptive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in Taiwan.
Keywords: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Students, Adaptive Physical Education

壹、前言
國內適應體育四大階段的推展為：
1994-1998 年的從無到有；1999-2003 年的
吸收與落實；2004-2007 年間的結合與推
廣以及 2012 年的「推動適應體育教學方
案」和 2013 年「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
「教育部中程施政計畫」(教育部，2010；
教育部 2013)，從身心障礙者的休閒活動
參與、競技運動訓練以及社會大眾的推廣
全面性的訂定政策與發展計劃。國內在適
應體育的推動行之有年，不過在相關法令
之細節規範仍有待有關立法及行政單位
的實踐才能達到-共同參與、全人發展之
目的。

貳、適應體育的目的與功能
從殘障運動到特殊體育，隨著時代的
推演以及避免歧視和標籤化，適應體育這
個名詞就成為沿用至今，專屬身心障礙者
體育運動的字眼。隸屬於美國健康體育及
運動休閒舞蹈協會（American Alliance for
Health ＆ PhysicalEducation , Recreation
and Dance:AAHPERD）健康教育委員會為
其定義：
「對不能參與一般體育活動的身心
障礙學生，配合其興趣、能力及限制，提
供多元計劃的發展性活動、遊戲、運動與
韻律活動，使其能安全、有成就感的參
與」。(AAHPERD,1995)
其意涵亦即適應體育是針對身心障
礙者而設計的運動，其目的在於協助身心
障 礙 者 參 與 體 育 活 動 能激 發 其 個 人 潛
能，促進身心健全之發展，這個概念當然
也相似於早期提出的殘障體育、特殊體育

抑或是殘疾人體育等。Sherrill 在 2003 年
修 正 了 Wessel 的 ICAN 模 式 ：
I-individualize 個 別 化 ;C-create 創 造
A-adapt；適應；N-nurture 培育，這四個
字 更 強 調 著 引 領 身 心 障礙 者 有 一 個 健
康、主動並且具備活力的生活型態。近年
來，適應體育更進一步轉型為「適應身體
活動」(adapted physical activity: APA)，透
過參與適應體育課程，讓學校裡具有特殊
教育需求學生可以享受較高品質且符合
個別需求的身體活動，進而促進身心與社
會人際互動的全方位發展並提升全人健
康。
闕月清(2003)提出，學校適應體育課
程目的，是透過各種經由特殊設計的身體
活動為教育手段，藉以提高身心障礙類學
生的全人健康與生活品質。適應體育對身
心障礙者之功能可分為生理層面、心理層
面、社會層面三大層面：在生理層面功能
上，相較於一般人，身心障礙者受限於自
身疾病與障礙，身體活動與健康問題與困
難亦趨複雜，也更需要被重視。除此之
外，還需注意併發症狀加速健康狀況的惡
化的嚴重影響，再再對於身心障礙者及其
家人更是生活上的沈重負擔（許雅雯、林
麗娟、蔡佳良，2008）期望能透過適應體
育活動的參與改善身體健康與提昇體適
能；在心理層面功能，希望增加其自信
心，勇於面對自身所缺乏的部份；而社會
層面的功能則是培養身心障礙者的獨立
活動之能力，作為回歸社會生活主流做充
足準備。身體活動對特殊需求學生的健康
體適能、動作技能與情意方面的發展都有
正面的效益，更能提升生活品質（Jansma&
French, 1994；闕月清，1996）。尤其在學
校中適應體育的教學方式，講求的是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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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需求學生有參與感，獲得樂趣學習之交
互過程，且側重於與一般兒童的彼此互動
與潛能之開發（何茂松，2000）。因此，
適應體育可說是整體教育系統中，實現學
生受教平等理念與重視個別差異的具體
作法（林秋慧，1997）
。

參、適應體育教學發展與相關研究
國內在實行適應體育課程之內容基
本上依循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微調能力
指標國小年段進行課程內容規畫，並在特
殊需求學生的課程內容調整上，透過「國
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
及課程綱要」(教育部，2011)的發佈與教
學 調 整 建 議 來 進 行 課 程內 容 之 實 施 。
Sherill(1997) 也 根 據 Mosston 教 學 光 譜

(Mosston＆Ashworth，1986)從學生學習自
由度做區分，提出了四種教學型態，依學
習自由度小到大排列分別為：支配型、傳
統型、引導型以及創意型，藉由原本教學
光譜中的教師/學生主導進而延伸到活動
同質性高低、活動範圍大小、刺激的集中
與否和多寡還有影響最大的學生參與課
程的內外在動機，來分類出這四大類的課
程。
2001 年起，是國內適應體育教學研究
的成長茁壯期(陳勇安、闕月清，2010)，
適應體育教學類研究議題可分為幾類的
研究探討：一、教學概況調查、二、教學
實施研究、三、個別化教學計畫研究及
四、師資培育課程及專業能力研究，透過
許多研究也可以整理出如下表 1：

表1
國內適應體育教學類研究議題
研究
研究
研究內容
研究成果統整
議題
年代
教學概 各縣市在適應體育教學的實施現況、教 2003~ 透過全國各地的各級學校的
況調查 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專業能力進行研 2014 問卷調查，多數老師願意配
究調查。
合教學，但對於適應體育教
學的教學困境多為專業教學
知能不足以致 影響教學效
能，有待相關單位進行更全
面性的推動與改善。
教學實 藉由適應體育課程實施企盼改善身心 2000~ 藉由適應體育課程介入，希
施研究 障礙學生的問題行為、體適能狀況、、 2014 冀改善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各
動作技能、人際互動行為、特教與體育
面向學習問題，多數問題均
教師的教學行為比較與師生互動行為
能改善，並提供未來教學者
觀察。
的教學參照。
個別化 翁維鍾(2009)對新竹縣地區國民教育階 2009 多數特教老師願意研擬與執
教學計 段的集中式特教班提出了實施體育課
行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之個別
畫研究 個別化教育計劃(IPEP)的概念以及調
化體育教育計畫，但因「缺
查訪談，並對 IPEP 的編擬、發展以及
乏參考教材」、「缺乏行政支
執行做了討論跟建議。
援」、「缺乏適應體育教學知
能」
。而無法具體執行與幫助
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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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議題
師資培
育課程
及專業
能力研
究

研究
研究成果統整
年代
相關內容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 2005~ 透過德懷術的專業問卷進行
究與發展中心所執行的適應體育專業 2012 國內適應體育專業師資培育
師資課程專案研究報告(教育部，2006)
發展的課程目標擬定、課程
為最具規模之適應體育教學專業相關
內容設計、修業年限的訂定
研究，內容針對其職前專業師資培育課
以及應具備的實務知識，提
程的內容設計、修業相關規定並提出專
供政府相關當局以及教學現
業課程之課程架構建議，而其他相關研
場教師立法與參考依據。
究則利用相關專業證照制度建置探討
以及教師實務知識的調查做為研究內
容。
研究內容

從上述研究分析，其中以教學概況調
查及教學實施為較常見之適應體育研究
內容。在教學概況調查的研究來看，一部
份為探討教師在進行特殊需求學生的適
應體育教學時的教學困難點，並比較一般
體育教師及特教教師的困難點相異處；從
教學實施內容可以發現，又多以提升特殊
需求學生的體適能為主要教學目標，透過
不同的球類、瑜珈運動、水上活動等，來
改善學生的普遍不佳的體適能現況。再
者，則是透過適應體育課程改善學生問題
行為及專注力為研究目標。筆者發現，
一、透過運動器材、活動內容的改變以及
教學方法的差異來探討體適能對於個別
學生的差異；二、研究障礙類別多以智能
障礙為主，對於國內以不分類資源班為大
宗的學校環境來說，較缺少其他障礙類別
特殊需求學生的相關實證研究；三、研究
內容仍缺少體育課程的認知教學，未來研
究再配合特殊教育新課綱的簡化、減量、
替代及重整的課程調整原則可加入認知內
容設計，試探學生對於教學後的學習成效。

肆、結語
從先天的生理缺陷的弱勢訓練到面
對未來獨立生活及工作所需的體能，特殊
需求學生對於體育課程的需求更勝於一
般同儕，適應體育課程的參與對於他們來
說不可或缺。透過適應體育課程的個別化
調整來符應特殊需求學生殊異性大的的
個別差異，才能讓他們對於體育活動的參
與有更大的動機跟成就感。特殊教育重視
專業團隊合作，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以多
運用體育及特教老師的專業進行課程合
作，讓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適應體育課程
時能更有成效，教育相關單位也可以針對
適應體育教學進行營隊式的共同備課工
作坊，讓有志於進行適應體育教學的老師
可以透過帶領學生參加活動，進行實際操
作與討論，讓適應體育課程的教學與推展
更有實際效益，幫助學生也促進教師專業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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