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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運動生物力學乃以生物學和力學的理論與方法，達其提昇運動表現及降低運動傷害之目標。

POE 教學策略與演示實驗教學廣為連結，且現今科學教育中特別注重「做中學」的概念。目的：探

討以 POE教學策略介入對體育系學生學習運動生物力學概念改變之影響。方法：以體育系學生選修

運動生物力學必修課程 (n=52) 為研究對象。在第二週與第十七週施予「運動生物力學概念性改變」

等量表作為前後測，而第三週至第十六期間進行六個教學活動案例，運用 POE (預測-觀察-解釋) 教

學策略，藉由實作與小組討論活動，讓學生對於人體運動所產生科學現象進行預測，應用科學原理解

釋人體運動之現象與質性資料蒐集。結果：一、高成就及低成就體育系學生在運動生物力學概念性知

識，後測成績皆顯著優於前測分數。二、高成就體育學生在運動生物力學概念性知識顯著優於低成就

體育系學生。三、體育系學生對於 POE教學策略融入運動生物力學概念改變之教學有 7成的支持。

對於概念改變提升能力的部分，體育系學生認為 POE教學策略應用於運動生物力學課程之學習中對

於力學原理面向有提升的作用。惟，本研究採取 POE教學設計，進行異質性分組策略，由於針對概

念性改變之抽樣研究樣本數較少，故無法進行隨機化真實驗設計；研究採用單組前後測實驗設計 

(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進行研究實驗處理。亦有學生認為只有假設性的案例，比較不能理

解真實情況的解決方式，POE教學策略在實際應用上仍有其限制。 

 

關鍵詞：牛頓運動定律、概念性改變、預測-觀察-解釋 

 

壹、緒論

運動生物力學是運動科學園地中一門年輕且具

有實用性應用科學，其基本理論、研究方法與實驗儀

器等源自很多自然學科，特別是現代電腦技術、生物

技術與穿戴式科技等都是運動生物力學發展的基礎，

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了運動生物力學的研究方

法不斷創新，而促進了各項動作技術水準和運動成績

的提高。因此在臺灣地區大專院校體育運動相關科系，

大部份列為必修課程，亦成為運動科學中一門重要學

科。如以課程概念結構大致上焦點於一、生物力學基

本概念、原理及專門術語 (Fundamental biomechanical 

concepts, principles, and terminology)；二、外在生物力

學及其影響人體動作 (External biomechanics: External 

force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body and its’ movement)；

三、內在生物力學及其影響人體動作  (Internal 

biomechanics: Internal force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body 

and its’ movement)；及四、生物力學上原理上之應用

(Applying biomechanical principles) 等 四 部 份

(McGinnis, 2013)。 

過去台灣高等教育非常重視系統化理論與知識之

教學與研究，然過度學術化及理論化之結果，致使學

生在學校所習得之知識常與社會現實產生落差，此脫

節現象有時讓學生覺得乏味，更有時讓莘莘學子們無

法產生學習興緻，學生之潛能難以充份開展，所以以

生動活潑之教學方式，加強理論與實務間結合與橋接

之各種管道，乃成為大學不斷追求卓越改進之重要課

題。從以前到現在，眾多的科學教育研究注重於確認

學生在不同學科領域中替代的概念 (Duit & Treagust, 

2012)，包括科學教育方面基礎學科的研究。大量的知

識揭露出多數學生有替代概念與基礎學科上之學習是

困難的，這包含多種有關科教上之主題，眾多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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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提供常見的替代性概念應用於科學教育方

面，以解決學生端在此方面學習困難的狀況，這項研

究也涵蓋多樣的學習對象從國小到大學階段，且多種

文化背景指向於學生在科教主題中替代概念無所不在

的性質，但在教學現場咸有教學解決方案  (Chang, 

1999; Lee et al., 1993; Hatzinikita & Koulaudis, 1997 ; 

Henriques, 2000; Gopal et al., 2004; Paik et al., 2004; 

Johnson, 2005; Varelas et al., 2006; Costu, 2002, 2006)。

因此對師資培育機構單位而言，替代性概念應用在運

動科學學習有其必要性。 

還顧過去文獻，特別在科學教育的概念性改變議

題上，許多研究者指出的科教概念在學校各年級學習

的範圍中，形成出豐富且多樣學生替代性概念 

(student’s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 SAC) (Bar & Gaglili 

1994; Bar & Travis 1991; Chang, 1999; Costu, 2002, 

2006 ; Costu & Ayas, 2005; Ewings & Mills, 1994; Gopal 

et al., 2004; Hatzinikita & Koulaidis,1997; Henriques, 

2000; Johnson, 1998, 2005; Kruger & Summers, 1989; 

Lee et al., 1993; Osborne & Cosgrove, 1983; Paik et al., 

2004; Tytler, 2000; Varelas et al., 2006)。有關力學相關

課程被認為是個複雜的主題，因此需要認知的區別避

免學生在不同的狀態可能不會準備或不會建構此複雜

的課程 (Varelas et al., 2006)。因此，這個主題通常在

教育現場有關學科程度差異性，一直困擾教育學者。

同時，大部分對生物力學應用於人體運動上現象的概

念與學習之相關研究相當缺乏，尤其在教學現場如何

提昇學生之學習效果方面 (Bar & Gaglili, 1994; Bar & 

Travis 1991; Tytler, 2000; Varelas et al., 2006)；如同

Tytler (2000) 指出有些基本科學理論之推導，如何用

適切之方法介入而驅使學生對科學符號在歷程瞭解，

成為當今科學教育值得探究一門學問 (Costu, 2006; 

Chang, 1999; Gopal et al., 2004; Chang, 1999; Kruger & 

Summers, 1989) 。亦言之，此概念性之改變對科學教

育領域中為評估學生學習的一個重要指標，而運動生

物力學課程對大學生在概念性之改變，成為教育者鑽

研及努力方向。 

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當中，教師與教科書就

是知識的權威，也是知識的主要來源，因此依賴教師

單方面的傳輸，是學習的重心。這種偏向主價值文化

智慧的教學模式，缺乏了重視學生提出質疑問題、追

根究底及探索根源之能力。POE 教學注重辨證思考 

(dialectical thinking)、對話思考 (dialogical thinking) 與

多元思考邏輯 (multi-logical thinking)，有別於一般傳

統教學以教師講書教學方是為主，提供學生大量練習

批判思考的機會，達到問題解決的有利學習環境。為

確認學生對概念的理解情況，研究者採用 Champagne, 

Klopfer, and Anderson(1980)所發展設計的「預測-觀察

-解釋」(Prediction-Observation- Explanation，簡稱為

POE)教學策略。POE除了被認為是符合建構主義的理

念，可提昇學習者的概念學習  (White & Gunstone, 

1992)，另有研究顯示 POE 也是一種能幫助教師了解

學生概念的一種方法或策略，一種配合教師示範或學

生實作的教學活動設計模式 (許良榮、劉政華，2004; 

Liew & Treagust, 1995; Palmer, 1995)。因此 POE除了

當成探究學習者概念發展的研究工具，也常被研究者

或科學教師運用在其科學教學活動設計與教學實務當

中 (周建和，2007；邱彥文、黃世傑、王國華，2001)。

常見的 POE實施程序 (許良榮、劉政華，2004) 包含

如下三個階段：(一) 預測 (Prediction) 提出一個可實

際操作或觀察的問題情境，讓學生預測會有何現象或

結果發生，一般也會要求學生寫下預測理由。(二) 觀

察 (Observation) 讓學生實際進行觀察有何結果或現

象發生，一般也會要求學生敘述或寫下觀察的結果。

(三) 解釋 (Explanation) 如果觀察結果與學生原來的

預測不一樣時，再請學生思考和提出新的解釋，如圖

1。 

 

 
 

圖 1、POE 教學策略概念圖 

源自：Coştu & Ayas, 2005 

 

由以上相關文獻與理論指出，POE教學策略有助

於了解學的概念與思考歷程，是一種評估學生概念理

解的工具，特別在科學方面的主題。透過使用 POE教

學策略的活動，一方面促使學生應用自己原有的概念

與知識去進行預測及提出解釋，因此讓學生有機會建

構、檢視甚至修正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也使教學者

有機會了解學生的認知結構和應用科學知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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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得以引導學生解決其概念的衝突，以提昇其概

念的理解。此外，有研究顯示教師因使用 POE而有進

行教學的反省與改進，可以提昇教師的專業成長 (邱

彥文、黃世傑、王國華，2001)。即使有學生在活動中

所作預測是正確的，但透過活動提供師生對談與互動

的機會，使得 POE較一般講述式教學更易於激發學生

進行思考和提昇學習的動機與專注力，營造出更活潑

與正向的課室學習氣氛，所以通常學生也會喜歡透過

POE這種活動進行學習。一直以來臺灣科學教育傳統

師資培育機構的教學方式較偏重理論分析與講授式教

學進行，導致學科知識無法轉換成學生能吸收理解的

模式，因此對體育系學生如何提昇其概念理解，成為

重要課題。因此本研究有兩個主要待答問題一為探討

POE教學策略介入體育系學生對學習運動生物力學概

念改變。第二則探討 POE教學法對體育系學生學習運

動生物力學概念改變之反思。 

 

貳、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實驗設計以選修運動生物力學課程學生 

(n=52) 為研究對象。在第二週與第十七週施予「運動

生物力學概念性改變評量診斷問卷， Sports 

Biomechanics Conceptual Test (SBCT)」等量表作為前

後測，而第三週至第十六期間進行六個教學活動案例，

以 POE 教學策略學習「運動生物力學教學單元」前、

後的概念改變情形，找出學生在課程中其科學概念上

的想法。其本計畫研究架構圖 2如下： 

 

 
 

圖2、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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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完成 POE理論課程後的學習回饋內容 

4. 國內外 POE教學策略相關研究內容 

了解資深教師使用「POE教學策略」於運動生物力學

的觀點以及如何克服或解決使用「POE教學策略」所

產生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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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學習目標進行學習內容流程設計 

3. 學習輔助設計 

4. 完成課程內容計畫 

依課程內容計畫拍攝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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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行教學評鑑 

2. 提出建議修正教學案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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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梓林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16(2), 37-46 

  DOI：10.3966/207332672019091602005 

40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探討體育系學生以 POE 教學策

略介入對運動生物力學概念改變之影響。以立意抽樣

選擇臺灣北部地區某大專院校 52 名 (男性 32 名，女

性 20 名) 平均年齡為 19.48 歲之運動生物力學課大

專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對象選取方式雖採取立意

抽樣中的便利抽樣，但是亦符合立意抽樣在針對資訊

豐富之個案進行深度研究。此外，教學實驗教師選擇

擁有運動生物力專長背景及教育學術專長者，在進行

合 POE教學策略教學培訓後擔任。 

 

三、方法與步驟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受限於受試學生需包含不同性別與不同學

科能力之學生進行 POE教學策略異質性分組，依上一

學期學業成績以全班成績之中位數為基準分成高成就

組與低成就組等兩組；並以合作學習理論為基礎，依

學業成績低至高配對排序以 5人為一組共分為 10組，

再進行 POE教學法。故受試者人數較少，無法進行隨

機化真實驗設計，僅採用單組前後測設計 (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來進行實驗處理。實驗設計如

表 2 所示，「O1」指的是高成就組與低成就組學生進

行「運動生物力學教學單元」的前測，「O2」則指的是

高成就組與低成就組學生實施「運動生物力學教學單

元的後測」；「X」表實施「POE 教學策略」之實驗處

理 (如表 1)。 

 
表 1、實驗設計表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O1 X O2 

註：X 為 POE教學策略實驗介入 

 

POE教學策略介入的過程當中需要透過相互討論、

相互鼓勵、相互幫助、彼此依賴及對彼此的觀點提出

意見與看法。分組中的每一位體育系學生皆需對自我

與小組的課程教學單元以共同完成任務，達到人體運

動所產生現象及問題解決的共同目標。為達到此在本

教學實驗實施前須將性別與學科能力的學生平均分配

在各小組當中 (小組間同質，小組中異質的分組策略)，

並賦予不同的角色、給予任務（含各角色任務及小組

任務，為角色扮演和具體合作目標的策略）。教學實

驗過程中需鼓勵學生互助合作，完成人體不同運動項

目操作之任務，並利用 POE教學策略的技巧，增進彼

此的學習。最後將各組結果與全班分享，引導學生討

論及思考，以達有意義的學習。因此本研究「體育系

學生以 POE 教學策略對運動生物力學概念改變之影

響」為主題與教學創新方式，幫助學生建立運動科學

概念，以作為教師改進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效果的參

考。 

 

(二) 深度訪談題綱-「運動生物力學教師使用 POE教

學策略的觀點」 

本研究使用深度訪談提綱主要針對體育系運動生

物力學教師，對於以 POE教學策略進行教學觀點，並

採用半開放式結構問題，探討與此教學模式相關文獻

編製而成。內容分為三個部份，第一個部份為個人資

料，第二個部份主要包含運動生物力學教師使用 POE

教學策略進行教學的觀點，第三部份為使用 POE教學

策略進行教學時所遭遇的阻礙因素和如何克服等向度

的相關問題。深度訪談提綱由二位從事 POE學策略進

行教學與學教育的國立大學教授，及一位常使用 POE

教學策略進行之教師，對於訪談題綱內容的適切性進

行檢核與修正，建立專家效度。 

 

(三) 教學實驗教材準備 

設計有關運動生物力學課程中六個教學單元學習

單，包括一、理解位置與時間關係圖，包括走、快走

及慢跑動作；二、理解拋射體科學概念，包括立定跳

遠及投籃動作中所隱含的物理現象；。三、理解跑步

與花式溜冰中，所隱含的角動量物理現象；及四、理

解不同球類碰撞過程，所隱含的恢復係數之物理現象。

本研究在確定教學實驗內容後，續擬編各教學單元之

工作學習單，工作學習單運用 POE (預測-觀察- 解釋)

教學策略，工作學習單旨在提供小組嘗試發現問題、

分析問題、辯證問題、討論問題與解決問題的學習歷

程，以共同研究與學習教師之授課內容。工作學習單

之內容與任務需以每週的單元主題為架構，搭配引導

學生利用辨認假設、歸納、演繹、解釋與評鑑等五項

批判思考能力進行批判思考問題解決來設計之。小組

成員完成工作學習單的過程中，教師一方面要鼓勵同

儕指導，一方面要提醒學生，唯有每個人都完成單上

的工作與問題時，小組的活動才算完成。藉由實作與

討論活動，讓體育系學生對於人體運動所產生科學現

象的預測，以日常運動經驗去支持他們的理由，或是

應用科學原理解釋人體不同運動項目所產生之科學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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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1. 資料處理 

使用深度訪談提綱係針對體育系講授運動生物力

學教師，對於以 POE教學策略進行教學觀點可行性之

評估；採用半開放式結構問題，探討與此教學模式相

關文獻編製而成【體育系教師使用 POE教學策略觀點

之提綱】。設計六個教學活動案例，運用 POE (預測-

觀察-解釋)教學策略，藉由實作與小組討論活動，讓體

育系學生對於人體運動所產生科學現象的預測，以日

常運動經驗去支持他們的理由，或是應用科學原理解

釋人體運動之現象。運動生物力學概念改變取決於 (1)

前後測分數上獲得；(2) 前後測在概念反應及解釋；(3) 

前後測在替代性概念的改變等項。 

統計分析 

2. 統計分析 

本研究探討以POE教學策略介入對體育系學生學

習運動學與動力學教學單元之概念性改變，分析高成

就與低成就學生對前、後測概念性改變之學習效果。

成績以統計SPSS for Windows 22.0版，二因子混合設

計變異性分析考驗是否達到顯著差異，若有交互作用

則進一步進行單純主要效果。顯著水準訂為 (α＝.05)。 

 

参、結果 

一、高成就與低成就組之運動生物力學認知差異情形 

本研究將 52位體育學系學生，依上一學期學業成

績以全班成績之中位數為基準分成高成就組與低成就

組等兩組；並以合作學習理論為基礎，依學業成績低

至高配對排序以 5人為一組共分為 10組，再進行 POE

教學法。為考量高、低成就組學生對運動生物力學理

解程度是否存在差異，透過前測試卷進行同質性分析，

由表 2 的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得知在運動學教

學單元 F值為-1.193；p =.260；在動力學教學單元 F值

為-1.238；p =.170皆未達的顯著水準，即高成就與低

成就組學生在運動學與動力學教學單位成績於前測階

段具有同質性。 

 

表 2、高、低成就學生前測之同質性檢定摘要表(分數) 

變項 低成就組 高成就組 t P 

運動學教學 

單元 

32.69 

± 2.18 

40.64 

± 0.75 

-1.193 .260 

動力學教學 

單元 

23.75 

± 3.89 

34.87 

± 3.9 

-1.238 .170 

 

本研究高成就與低成就組學生以 POE 教學策略

介入對運動學教學單元之概念性改變，以二因子混合

設計 ANOVA 分析高成就與低成就學生以 POE 教學

策略介入對前後測概念性改變之學習效果，其中前、

後測成績為相依樣本變項，高成就與低成就學生為獨

立樣本變項，結果如表 3。結果發現，高成就與低成就

學生對概念性改變達顯著效果，F(1,4) = 6.819，p = .035，

ηp
2=.711。低成就前測 (M = 47.8, SD = 16.67)顯著小於

低成就後測 (M = 51.26, SD = 11.82)。而在高低成就學

生與前、後測成績之間存在顯著交互作用 F(1,4) = 

60.48，p = .016，ηp
2 = .802。進一步進行單純主效果檢

定，前測成績在高、低成就組中有顯著單純主效果， 

F(1,8) = 25.69，p = .01，ηp
22 = .763；低成就組前測 (M 

= 32.69, SD = 2.18) 小於高成就前測 (M = 40.64, SD = 

0.75)。後測成績，在高、低成就中無顯著單純主效果

F(1,8) = 0.43，p = .529，ηp
2 = .051。高成就組學生，在

前測與後測成績有顯著單純主效果，F(1,8) = 366.82，

p = .000，ηp
2 = .989；前測高成就 (M = 40.64, SD = 0.75)

小於後測高成就 (M = 61.87, SD = 3.28)。低成就組，

在前測與後測成績有顯著單純主效果 F(1,8) = 181.15，

p = .000，ηp
2 = .978；後測低成就組 (M = 629, SD = 2.29) 

顯著大於前測低成就組 (M = 32.69, SD = 2.18)。 

 

 
表 3、POE教學策略介入對運動學概念性改變統計摘要表 

 
前 測 後 測 

低成就 高成就 低成就 高成就 

運動學教學單元 

(分數) 

32.69 

± 2.18 

40.64 

± 0.75 

62.9 

± 2.29 

61.87 

± 3.25 

 

三、POE教學策略介入對動力學概念性改變 

本研究結果發現，高成就與低成就學生對概念性

改變未顯著效果，F(1,4) = 4.429，p = .103，ηp
2 = .525。

但在高低成就組與前、後測成績之間存在顯著交互作

用 F(1,4) = 31.461，p = .005，ηp
2 = .887。進一步進行

單純主效果檢定，前測成績，在高、低成就中有顯著

單純主效果，F(1,8) = 18.41，p = .002，ηp
22 = .69；低

成就前測 (M = 23.75, SD = 3.89) 小於高成就前測 (M 

= 34.87, SD = 3.9)。後測成績，在高、低成就中沒有顯

著單純主效果 F(1,8) = 0.23，p = .645，ηp
2 = .028。高

成就學生，在前測與後測成績有顯著單純主效果，

F(1,8) = 390.63，p = .000，ηp
2 = .989；前測高成就 (M 

= 34.87, SD = 3.9) 小於後測高成就 (M = 53.29, SD = 

3.91)。低成就學生，在前測與後測成績有顯著單純主

效果 F(1,8) = 139.9，p = .000，ηp
2 = .972；前測低成就 

(M = 23.75, SD = 3.89)顯著小於後測低成就  (M = 

54.53, SD = 2.91)。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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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本研究實驗設計有關運動生物力學課程中依運動

學及動力學概念共六個教學單元學習單，並探討體育

系學生以 POE 教學策略介入對運動生物力學概念改

變。第一部份探討 POE教學策略介入對運動生物力學

概念改變。第二部份則探討 POE 教學法對學習運動

生物力學概念改變之反思。 

 

一、POE教學策略介入對運動生物力學概念改變 

施以實驗課程介入運動學教學單元，包括一、理

解位置與時間關係圖，包括走、快走及慢跑動作；二、

理解拋射體科學概念，包括立定跳遠及投籃動作中所

隱含的物理現象。運動學係指研究人體於空間之線性

及角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等力學特徵，藉由此描述人

體動作。本研究發現在 POE教學策略介入後高成就與

低成就組學生，無論在運動學或動力學教學單元課程

都有顯著的進步，且低成就學生透過 POE教學策略在

運動生物力學概念改變成績上較高成就學生來的明顯 

(表 2)。White and Gunstone (1992) 指出老師在教學現

場應用 POE教學策略時，其目的藉由真實情境來探究

學生認知結構及應用知識的能力。由於 POE教學策略

強調學生對於真實事件的預測及預測理由，與一般的

測驗相比，比較少強調正確答案與評分問題，學生較

能呈現他們真實性之想法，讓學生去敘述他們所支持

的理由，而學生經常以日常生活之經驗去支持它他們

的理由，或是應用與科學原理不同觀點去解釋自然現

象。另外，運動學與動力學等教學單元雖經 POE 教學

後在概念改變有獲得改善，但仍有學生在此分類發生

問題，這可能與 POE 教學不像傳統採用直接教學的

方式，而是以相關分類之運動範例來進行教學，再加

上時間上的限制而未能有效引發部分學生的認知衝突，

若能延長 POE 的教學時間，亦或是再增加一些範例

讓學生可以將新獲致的概念加以應用，使其有充分的

時間進行概念改變，將可能獲致更好的效益，不過上

述推論仍需後續研究進行驗證。 

Liew and Treagust (1998) 指出觀察是 POE 的關

鍵，其不但可在預測與解釋間形成連結，更可提供回

饋與機會給學生，使之重建並改變其先有概念，而本

研究在觀察階段提供多重資源予學童，可能是減低學

童從字面判斷動物分類的原因。Kruger and Summers 

(1989) 將 POE教學策略融入電腦多媒體輔助教學中，

設計出有關於力與運動概念共 16種電腦學習方案，藉

此增進學生有意義的科學學習。White and Gunstone 

(1992) 研究指出應用 POE 教學策略時要考量以下原

則，一要提供一個學生可預測的活動，而且預測活動

可以基於個人理解進行推理的情境或實驗，如果純粹

只猜測是沒有價值的；二要提供真實情境與問題給學

生，這樣才有助於 POE教學效果，否則至少要提供學

生一些支援線索及解說；三要讓學生的觀察活動是直

接而且可行的，也就是所觀察的實驗結果是清晰可見

的。Liew and Treagust (1998)針對澳洲的學生進行了五

個不同的 POE 教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探討 POE

教學策略對於診斷學生科學概念的了解之有效性，以

及確認學生學習成就的層次，這五個 POE都有不同的

目的：有了解學生的先前想法、信念以及對於概念的

回應；了解不同年齡層對同一個概念回應情形；診斷

十年級學生認識論與本體論的了解；另外有研究亦指

出，學生的學習過程經過 POE 教學後，有更高比例的

學童重新獲得科學知識，該結果可從許多文獻獲得支

持，POE 教學策略無論應用於中、小學，均能促進其

達成概念改變 (王盈琪、王美芬，2006；林嘉琦，2005；

紀宗秀，2005；蔡宇姍，2008；Liew & Treagust, 1995)，

而將資訊科技整合 POE 教學策略應用於科學概念的

學習與概念改變上亦有相同的成效  (Kruger & 

Summers,1989)。本研究的運動科學解釋發現高成就體

育系學生比較能領略如何搭物理之鷹架，例如：請上

網尋找支持你的主張證據，最好有科學原理的內涵 

(運動科學大調查) ，然後能靈活列舉示例；而低成就

組可能對於本身對於高中端自然課程理解較薄弱，大

部份只能照本宣科，不敢多加著墨於科學上之解釋。

根據 PISA (2015) 指出想要培育學生瞭解科學議題解

釋科學現象與科學舉證等科學能力，以 POE教學策略

的理念設計活動，引導實驗觀察人體動作的技能，不

失為一種有效教學方法。並透過觀察、比較與分類組

織與歸納才能有效引導學生看到實驗觀察重點其背後

的科學原理和應用性(盧秀琴、蔡幸如，2019)。邱彥文、

黃世傑與王國華 (2001) 認為 POE是以學生而不是教

師或科學家的觀點作為出發點，所以很適合教師根據

POE的理念設計活動。本研究在高成就、低成就組於

前、後測成績皆達顯著效果，且從學生概念學習成就

測驗的作答情形及前後成績結果顯示，學生透過 POE

表 4、POE教學策略介入對動力學概念性改變統計摘要表 

 
前測 後測 

低成就 高成就 低成就 高成就 

動力學教學單元

(分數) 

23.75 

± 3.89 

34.87 

± 3.9 

54.53 

± 2.19 

53.29 

± 3.91 



翁梓林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16(2), 37-46 

  DOI：10.3966/207332672019091602005 

43 

 

教學策略對於運動學及動力學的概念有所釐清，這結

果與盧秀琴、蔡幸如(2019) 的研究相似。 

有關動力學概念性改變部份，主要以理解垂直跳

動作所隱含的地面反作用力之物理現象 ；理解跑步與

花式溜冰中，所隱含的角動量物理現象及理解不同球

類碰撞過程，所隱含的恢復係數之物理現象等。在動

力學教學單元課程，本研究發現高低成就組都有顯著

的進步，且低成就組學生透過 POE教學策略在動力學

概念改變上較高成就組學生來的明顯進步 (表 3)。此

部份主要是利用牛頓運動定律及衝量-動量變化率為

科學原理探討人體動作，其中以地面反作用力為主要

核心。地面反作用力是一種外力 (external force)，在運

動生物力學分析上是相當重要一項參數 (parameters)，

因為它是探討人體運動如何改變運動狀態主要原因。

根據牛頓第三運動定律，兩物體接觸同時施力作用於

另一物體上，這兩個力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稱之

為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action and reaction)。由於人體

在所有的跑、跳、投、擲運動過程中，地面反作用力

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足夠的垂直方向

地面反作用力，根據衝量---動量原理可以使人類在各

項有關跳躍的動作中更有效益；水平面的前後及左右

方向的力量代表著地面的摩擦力強度，顯現出運動中

急停或改變方向的效果。 

另外，以能力因子而言，本研究將 52位體育學系

學生，依上一學期學業成績以全班成績之中位數為基

準分成高成就組與低成就組等兩組；並以合作學習理

論為基礎，依學業成績低至高配對排序以 5人為一組

共分為 10組，再進行 POE教學法。本研究發現在 POE

教學策略介入後低成就組學生，無論在運動學或動力

學教學單元課程都有顯著的進步 (表 2與表 3)。研究

指出在合作學習的情境中，學生處於合作的目標結構

下，高成就的學生被視為團體中可提供協助的角色，

而低成就的學生也能獲得同儕的協助及鼓勵，較能獲

得內在學習的動力 (蔡宇姍，2008)。此外，邱美虹(2000) 

研究結果顯示能力較弱的學生，藉由主動諮詢同學的

過程亦可獲得更直接的回饋提升學習與學習動機。

Duit與 Treagust (2012) 認為低成就的學生是因為「不

會學」與「不願學」所造成的，而合作學習強調透過

小組內合作學習的方式精熟學習內容，將原有錯誤的

方法經由討論的方式加以改變，有助於學習的重建與

動機的強化，在學習層面也獲得許多支持，更讓小組

成員同心協力達成目標，因此本研究發現 POE教學策

略介入後高成就與低成就組學生，在運動學或動力學

教學單元課程皆有顯著的進步，在分組學習過程，合

作學習所產生的同儕的互動，進而增強學習者間在認

知、技能和學習動機等方面的發展，更縮短高成就與

低成就學生之間的表現差異等。盧秀琴與蔡幸如(2019) 

認為合作學習最獨特的是它強調了同伴相處時的刺激

與回饋，並從小組的活動中找到學習的樂趣與動機。

因此，在傳統教學的模式中，缺少小組的相依性，無

法提供與人互動的心理需求，就動機理論觀點而言，

學習成功的滿足是能有效的提高學習動機，合作學習

的目標結構營造了一種只有使團體成功，個人能達到

自己的目標之情境。更重要的是，適時讚美與鼓勵學

生，協助學生體驗滿足與成功的機會。 

 

二、POE教學法對學習運動生物力學概念反思 

本研究根據體育系學生以 POE 教學法介入後的

運動生物力學理論課程、完成教學案例影片後，對於 

POE 教學策略的認知、POE 案例影片的學習效果及

POE 案例教學影片的建議等，進行分析與說明。 

(一) POE教學策略的認知 

雖然全部的體育系學生都能描繪出「POE」教學

策略的內涵和步驟，主要有預測-觀察-解釋，但僅有 25

位體育系學生 (50%) 能從案例影片中分析出教學過

程，舉證說明如下： 

「預測 (P)：由照片讓體育系學生描述，觀察到了

什麼。並預測原因─ 走、快走、及慢跑等速度不同動

作的原因 (步幅、步頻及速度關係)。然後各組組長同

組員討論，上台報告，學生提出實驗的預測。觀察 (O)：

重塑走、快走、及慢跑等動作並模擬速度改變，讓學

生實際觀察到的現象驗證假設。老師會在旁邊問問題，

而學生的想法就會一直改變。解釋 (E)：讓每一小組學

生以學習單方式記錄討論結果，並且針對步幅、步頻

及速度關係，說明走、快走、及慢跑等動作是否有異？

步幅及步頻差別做討論。」 

僅有 10 體育系學生 (20%) 能對於 POE 教學法

的內涵進行探討與說明，舉證體育系學生的說明： 

「在做實驗之前先提運動情境讓學生對實驗的結

果進行預測，試著讓學生解釋預測的理由。之後再進

行實驗讓孩子觀察實驗的現象，待實驗結束後對觀察

結果提出解釋。教師從旁進行協助釐清孩子的迷思。」 

(二) POE案例影片的學習效果 

有 35 位學生 (70%) 肯定 POE 教學策略在案例

影片，能達到 6個單元希望的學習效果。舉證說明： 

「學生可以深刻了解到投籃科學原理，體會投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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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手角度、出手速度及出手高度與投籃距離的關係，

也能夠將不懂的地方經過自己思考或是由老師引導去

了解，最後再經過實驗去證明，加深印象。而且在教

學中可能會造成很多問題或是迷思概念發生，老師可

以藉此導正。」 

有 10位學生 (20%) 針對影片中教學策略提出成

效上的質疑，例如：「教學評量、學習成效」等。舉證

說明： 

「應該每個教學單元段落都幫學生統整一次概念，

統整的過程中邊讓大家做紀錄，學習效果會更好些。

高成就學生都對實驗有概念了，也沒有什麼和預測相

異的結果；這個實驗太常見了，所以學習成效很有限。」 

 

(三) POE案例教學影片的建議 

有 22位學生 (42%) 認為，從案例影片中觀察到

學生不夠專心，小組亦無分工現象。舉證學生的說明： 

「各小組看不出有分工的合作，據我觀察影片，

大部分的組別似乎幾乎都是由相同的一、二人在進行

實驗，應該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有 15位學生 (32%) 發現指導實驗時的一些小細

節，若經由改進可以讓實驗執行的更順利及完備。舉

證說明如下： 

「實驗步驟講解及原理講解後，可抽點學生再複

述一次，確認學生是否了解。」 

 

伍、結論 

在「運動生物力學概念改變」方面，全部的體育

系學生都認為看完案例教學影片後，更了解探究運動

生物力學課程的意涵，尤其可幫助低成就體育系學生

由問題的外圍漸進到核心。對於 POE教學法，體育系

學生皆認為在運動情境的反應較難預測，案例教學影

片教導他們要融入運動事件引起學生動機，再進行預

測- 觀察-解釋階段，能讓學生自我建構屬於自己的知

識。 

如何將 POE三個步驟融入教學中，教導學生確實

做實驗，並從實驗結果提出有意義的解釋和建構科學

概念。經過探究式教學法的教學活動後，體育系學生

普遍認為自己的提問技巧有待加強，且在教學後皆能

找出自己的缺失，尋求改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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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ports biomechanics may lead to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and the reduction of injury. 

A plenty of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identifying student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for a variety of subject areas including the subject of this study-conceptual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sports biomechanics.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Prediction-Observation-Explanation (POE) teaching strategy on conceptual changes of sports 

biomechanics in collegiate students. Methods: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re 52 students who 

originated from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aipei. All were enrolled in the same introductory 

sports biomechanics curriculum at the same university, referred to here a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o assess students’ conceptual change subsequent to the intervention, the Sports 

Biomechanics Conceptual Test (SBCT), consisting of six items,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derived from the literature. Eighteen weeks of a POE teaching strategy 

program for teaching sports biomechanics curriculum was implemented. 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scale of on week 2 and week 17. A repeated measure t-test was conducted (α = 0.05) to compare 

pre-test and post-test. Resul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y POE teaching strategy program, all 

participants were significantly performed better scores on post-test of SBCT content knowledge than 

pre-test. Further, students with high level achievements showed greater improvement in six items of 

SBCT than those with low achievements groups. In addition, over seventy percent students’ feel that 

by using the POE teaching strategy could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 of mechanics and 

embrace diversity thoughts. However, some participants doubted that only POE teaching cannot 

understand the solution to the re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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