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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興大學生修習興趣選項網球課

教學後之態度反應，冀能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行政措施及

改進教學之參考。

受試者為興大八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修習興趣選項網

球課之日間部三、四年級男、女生，共計 290名，以受試者

接受「我國大學生對興趣選項網球課教學的態度調查問卷」

'所得的反應為研究資料，經過統計處理及討論分析後，獲

得結論如下:

l.學生非常希望網球運動能作為終身從事之休閒活動。

2.希望授課時能依能力，分級、分組施教，並且授課時間能

由一學期延長為一學年。

3.學生覺得一週上二節課，時間不夠，認為最理想的上課時

段為下午第三、四節。

4.希望雨天能改在室內講解技術理論及規則 ， 並能觀賞比賽

錄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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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課外練習之方式，主要為對牆擊球，使用時間以 0.5

--1 小時最多。

6. 學生對授課教師的技術、教導方式、教學內容、糾正錯誤

動作之要領都感到滿意。

7. 學生授課期間較少實施體能訓練，亦很少使用電化器材輔

助教學，同時並覺得練習球之供應數量不夠。

8.學生所發生之運動傷害，以被球拍或球擊傷者最多，其次

依序為手腕疼痛、肩膀疼痛。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興趣選項分組教學是一種創新、突破性的教學方式，這種教學法

是民主的、生動的、重視學生心態的、是廣受學生喜愛的(註一)

因此教育部於民國六十四年，通令全國大專院校開始實施興趣選項分

組教學，以便培養學生學習專項性的運動技術，以作為將來踏入社會

，從事正當活動之根基 o

本校園於場地的關係，遲至七十六學年度才開始實施興趣選項分

組教學，迄今已七年，擔任興趣選項網球課教學之老師，從事教學時

皆兢兢業業，不敢稍有懈怠，不但在課前充分準備，上課時亦將學生

依能力，分級、分組施教，並且不斷的研究教學法，期望能達臻良好

的教學效果，但是否能滿是學生之需求?學生之反應又如何?實有客

觀研究之必要。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瞭解興大學生修習興趣選項網球課教學後之態度反應

，冀能提出具體建議， 以作為行政措施及改進教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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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範圖

本研究係以興大八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日問部三、四年級修習

興趣選項網球課教學的學生 290名為研究對象，以受試者接受「我國

大學生對興趣選項網球課教學的態度調查問卷」所得的資料為研究範

圍。

貳、文獻探討(節)

茲將本研究有關之重要文獻探討如下:

民國65年蔡崇潰老師曾對成大男、女生 210名，實施體育設雄及

學生興趣調查，發現大部份學生認為運動在他們以後的休閒活動中佔

有重要地位(註三)。

民國72年陳顯宗老師曾對台北市蘭雅國中七十一年應屆畢業生

626 名，實施體育意向調查，發現(1)學生希望體育課在下午實施，其

中以第六節(14: 00"-' 15: 00)最受歡迎。 (2)學生希望年輕且相同的老師

擔任體育課教學(註四)

民國74年7于湘老師曾對公私立大專學生2501名實施調查，研究我

國大專生體育正課興趣選項之現況，發現(1)約有四分之一的大專生以

配課時間為選擇項目的考慮因素。 (2)約有五分之三的大專生對男女合

班上課有興趣。 (3)大部分的大專生認為所選項目對將來休閒活動有幫

助(註五)。

葉憲清老師曾以高雄師院六十八學年度，修習興趣選項體育課的

四年級男、女生 407名 ， 從事學生對興趣選項分組教學體育課的態度

研究，發現(1)該院學生對興趣選項分組教學的體育課態度相當積極。

(2)女生對興趣選項分組教學體育課的態度比男生更積極(註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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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妙瑛老師在七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對興大三、四年級學生

700 名，實施體育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的態度調查，結果發現(1)學生

認為所實施之體育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還算理想。 (2)學生對授課教師

之教學方式、上課內容、專業技術均感滿意。 (3)大部份學生不贊成雨

天上課，同時認為期中考期間上體育課對學科考試有影響。 (4)有必要

依能力，分級分班授課。 (5)半數學生認為場地數量不足。 (6)絕大多數

班級未曾使用電化器材輔助教學(註七)。

由上述有關文獻之探討，發現下列四點結論:

H學生對興趣選項分組教學體育課的態度皆相當積極。

{二)學生都希望興趣選項分組教學所修習的運動項目，對將來休閒活動

有所幫助。

同大部份學生都感到學校所提供的運動場地不夠。

個學生希望能依能力，分級授課，並且贊成男女合班上課。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工具(節)

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以自編之「我國大學生對興趣選項網球

課教學的態度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探討輿大學生修習興趣選項網

球課教學後之態度反應。

二、問卷設計

首先閱讀有關書籍及相關之研究文獻，撰寫36題原始問卷草案，

草案完成後，請本校修習興趣選項網球課之男、女生80名進行預試工

作，特別請他們對於原始問卷中認為不適當或有疑問的陳述，加以修

改或重寫 ，預試問卷收回後，重新修正語意不清之詞句，並刪除不適

當的題目 4 題，另加上預試者建議的 6 題，編製成正式調查問卷，共

38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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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受試者為興大八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修習興趣選項網球

課之日間部三、四年級男生162名，女生128名，共計 290名為研究對

象。興大八十一學年度共開了八班之興趣選項網球課，本研究是採普

測方式，共發出調查問卷320份，收回301份，其中有11份，因填答不

完全，廢棄不用，故實際有效份數為290份，收回率為94.06% 。

四、調查的實施

調查期間自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三十日止，為期二週 o

填寫調查問卷的地點是本校體育館第二會議室，由筆者親自主持，填

答不計時，一般約在20---30分鐘內可以填答完畢。

肆、資料之處理與結果

一、資料之整理

調查工作結束後，立即逐一檢視每份問卷，其中如基本資料漏填

、問卷題填答不完全或規則式之填答方式等均加以剔除。另在問卷中

亦特別設計一題測謊題，即問卷中第 2 題與第35題為同意題，因此如

果受試者這兩題所填之答案不同，表示沒有據實填答，亦均加以剔除

。

經過整理後之有效問卷，使用SAS/PC套裝軟體FREQ程序分析資料

(註二) ，利用所得X 2及P-Value檢定其差異。

二、調查結果可靠性之獻證

為了瞭解本調查結果之可靠性，乃將收回之間卷輸入資料庫檔案

，並呼叫CDC Cyber 180/830 的內存亂數函數，把全部資料隨機分成

樣本一( 136份) 及樣本二( 154份)兩組，並測其相關性或比較兩組

各題答案之選答人數及其百分比。

根據統計結果，兩組樣本測得之資料之相關係數( r )為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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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題百分比在兩組間之差異性多不顯著，顯示本調查結果仍具相當

程度之代表性。

三、結果(略)

伍、分析與討論(節)

一、學生學習動機與態度

l.輿大學生修習興趣選項網球課之動機

由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學習的動機以純為興趣者最多 (77.9% ) 

認為網球是他們最感興趣之項目，由於具有此種強烈的學習動機，

上課時一定會全神貫注，自動自發的認真學習，自然能收到良好的

學習效果。

2.輿大學生修習興趣選項網球課之學習態度

由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九成以上 (95.9%) 的學生學習態度都非常

認真，其原因可能是網球是非常熱門的項目，選此項目的學生極多

，為了珍惜這千辛萬苦方選到的課程，所以學習態度都很積極。

3.興大學生期望網球能作為終身休閒活動之情形

由調查結果顯示，約有九成 (90.7% )的學生希望網球能作為終身

之休閒活動。此結果與蔡崇潰老師(註八)及汗湘老師(註九)之

研究結果相同。其原因可能是在現代工商業之社會裡，人們過著緊

張與忙碌的生活，因此必須從事正當的休閒活動來籽解精神壓力。

二、學生對授課時間與集團之反應

l.輿大學生對興趣選項網球課上課時間之安排感覺情形

由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七成 (74.8%) 的學生覺得還算理想，但亦

有25. 2%的學生覺得不理想。本校網球課上課時間之安排，下午第

一、二節是男生，第三 、 四節是女生，因此認為不理想者男生顯著

的多於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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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興大學生認為最理想之上課時段

由調查結果顯示，將近八成 (79.3%) 的學生認為最理想之上課時

段是在下午第三、四節，可能是此時段沒有炎熱的太陽，也沒有飯

前、飯後和睡意的生理方面之困擾。

3.興大學生對一週上兩節課之感覺情形

由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五成 (5 l. 1%) 的學生覺得不夠;但也有將

近五成(49.1%)的學生覺得還算足夠，可能與學科壓力較重有關。

4.學生對每班上課人數之感覺情形

由調查結果顯示，將近八成 (78.6%) 的學生覺得上課人數太多。

事實上本校每班授課人數四十位，授課場地有四面，平均一面球場

可容納十位學生上課，如果能按照老師教學方法上課，相信是不會

感覺上課人數太多的。

5.興大學生對男女合班上興趣選項網球課之觀感

由調查結果顯示，將近六成 (57.2% )的學生贊成男女合班上課，

但亦有約四成 (42.8%) 的學生不贊成。依筆者之經驗，男女基本

運動能力差異很大，加上學習能力亦有差別，所以還是不宜實施男

女合班上課，以免影響教學進度。

6.興大學生對興趣選項網球課應該依能力分班上課之看法

由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八成 (82.8% )的學生覺得非常有必要依能

力分級、分組上課。此與阮如鈞老師(註十)之研究結果相同。目

前本校未按能力分級選課，應該力求改進，才不會影響教學品質。

7.興大學生期望網球課授課時間由一學期延長為一學年之看法

由調查結果顯示 ，超過六成 (64.5%) 的學生都贊成授課時間由一

學期延長為一學年，以便有系統而且深入的學好網球。但也有35.5

%的學生不贊成，可能是考慮萬一不喜歡網球項目，要更換會造成

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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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興大學生對期中考試期間興趣選項網球課上課方式之看法

由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六成 (63.1% )的學生希望停授。因為本校

期中考試是採隨堂考方式，各系考試時間皆未統一，造成學生諸多

不便，因此都希望停授。

9.興大學生對雨天興趣選項網球課上課方式之看法

由調查結果顯示，有37.2%的學生希望觀賞比賽錄影帶， 33.8%的

學生則希望改在室內球場上課，另有20.4%的學生則希望停授，

8.6% 的學生希望講解規則。依筆者之看法，最好改在教室講解規

則，然後配合觀賞比賽錄影帶，讓學生由觀賞過程中，瞭解動作要

領及熟悉比賽規則。

三、學生課外時間練習方式之調查

l.由調查結果顯示，有39%的學生在課外時間自行練習一次， 17.2% 

的學生練習二次， 11%的學生練習三次。但亦有32.8%的學生課外

時間沒有再練習，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2.輿大學生修習興趣選項網球課課外時間沒有練習之原因

由調查結果顯示，課外時間沒有練習的原因以沒有球伴者最多(

37.2%) ，其次為沒有時間( 33%) ，再其次為沒有場地( 25.5% 

)。解決此問題最好是成立網球社或寒暑假辦理訓練班，輔導學生

練習。

3.興大學生修習興趣選項網球課課外時間之練習方式

由調查結果顯示，課外時間每週練習一次或二次者，其練習方式主

要是對牆練習，再其次是與校內同學練習;每週練習三次者，則與

同學練習較多，再其次是對牆練習。

4.興大學生修習興趣選項網球課課外練習所使用之時間

由調查結果顯示，不論每週練習一次、二次或三次者，他們練習所

使用的時間都以o . 5'"'-' 1小時最多。可能是學生學科課業繁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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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多餘時間練習。

四、學生對授課老師之反應

l.興大學生對興趣選項網球課老師的網球技術滿意情形

由調查結果顯示，幾近全體的學生 (99.7% )對老師的網球技術都

感到滿意，表示老師具有相當水準的網球技術，並能勝任網球教學

。

2.興大學生對興趣選項網球課老師的教導方式滿意情形

由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七成 (7 l. 4%) 的學生覺得老師的教導方式

很適當;但有28.3%的學生卻覺得稍為嚴格，如此可能會影響學生

學習情緒，希望老師能改進，讓學生在自由並且無壓力的情境下學

習。

3.興大學生對興趣選項網球課老師糾正錯誤動作之要領與耐性滿意情

形

由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 (9 l. 3%) 的學生都覺得老師糾正錯誤動

作很有耐性，並且也很有要領。

4.興大學生對興趣選項網球課老師之教學內容及教學進度滿意情形

由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的學生對老師的教學內容及教學進度都感

到非常滿意，表示老師具有專業的素養，能按照學生的程度，循序

漸進，教導學生各項基本動作，進而達到熟能生巧的地步。

5.興大興趣選項網球課老師的點名方式

由調查結果得知，老師皆採偶而點名的方式，表示學生都能自動

自發，認真學習 ，所以老師才採此方式。

6.興大學生對興趣選項網球課教材運動量之安排感覺情形

由調查結果顯示 ，將近八成 (79.3% )的學生覺得老師對教材運動

量之安排很適中，表示老師都能按照學生的體能，安排適當的運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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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對授課教材之反應

1.興大學生修習興趣選項網球課實施體能訓練情形

由調查結果得知，以偶而實施者最多( 48.9%) ，其次為未曾實施

(37.6% )。可能老師較疏忽體能訓練，建議老師對於體能之訓練

不宜偏廢，因為優異的技術必須要有良好的體能做後盾。

2.輿大學生課外時間閱讀網球書籍情形

由調查結果顯示，六成 (60% )的學生未曾閱讀網球書籍，表示學

校缺乏網球方面的書籍，應設法請購，讓學生參考閱讀，相信對網

球之學習會有禪益的。

3.興大學生學習反拍基本動作之感覺情形

由調查結果得知，超過五成 (53.8% )的學生覺得學習反拍有困難

，可能是對反拍的學習沒有信心，因此練習時總是閃躲以正拍回擊

，久而久之，當然就會覺得學習反拍很困難。

4.興大學生在對打時調整步法去接球的感覺情形

由調查結果顯示，將近半數 (46.2%) 的學生覺得勉強可以，但卻

有將近四成 (39.7% )的學生覺得有困難，可能是練習時間較短，

以致對於網球不停的變換方向、位置、速度、旋轉等無法適應之緣

故。

5.興大學生對網球專門知識及規則瞭解情形

由調查得知，大多數 (65.5%) 學生對網球專門知識及規則僅有些

許瞭解 '3 l. 1%的學生不瞭解。因此建議老師要多利用機會傳授，

不但讓學生真備優異的技術，而且對比賽規則及禮儀皆能有所瞭解

。

六、 學生對場地器材之反應

1.興大學生對上課場地數量感覺情形

由調查結果顯示，將近八成 (79% )的學生覺得上課場地數量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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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本校一授課班分配四面場地上課，平均十位學生一面場地

，應該是足夠。

2.興大學生對練習球之數量感覺情形

由調查結果顯示，有將近五成 (46.9%) 的學生覺得上課所使用的

練習球數量不夠。建議學校可酌予增加數量，如此可增加練習的次

數，相信能得到事半功倍的學習效果。

3.興大學生上課使用電化器材輔助教學情形

由調查結果得知，將近九成 (89.7% )的學生未曾使用過電化器材

。本校電化器材很多，建議老師要善加利用，輔助網球教學。

4.學生對使用的網球拍感覺情形

由調查得知，大多數( 62.7% )的學生都覺得很合適。但有25.9%

的學生覺得重量太重。這值得注意，因為對初學者而言，由於姿勢

不正確，擊球時間抓不準，手的力量不夠及控制不好，如果再使用

太重的球拍，勢必影響他的控球能力。

七、學生授課期間運動傷害之調查

由調查結果顯示，有將近二成 (19% )的學生受過傷害，所受傷

害的種類，以被球拍或球擊傷者最多 (32.7%) ，其次為手腕疼痛(

25.5%) ，再其次為肩膀疼痛 (23.6%) 。建議老師上課時要多加宣

導，注意揮拍的安全範圍，相信可以減少被球拍或球擊傷的。

八、學生對興趣選項網球課之教學評價

由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學生修了興趣選項網球課教學後，覺得

網球技術及體能皆有進步，更覺得對身心健康有莫大的幫助 ， 並且都

給予「優J r 良」 的教學評價，肯定授課老師的努力與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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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茲將本研究主要發現及所得結果歸納如下:

1. 學生學習的動機是純為興趣，學習態度還算認真，並且希望網球運

動能作為終身從事之休閒活動。

2.希望能依能力，分級、分組授課，並且將授課時間由一學期延長為

一學年。

3. 學生覺得一週上二節課，時間不夠;認為最理想的上課時段為下午

第三、四節。

4.希望期中考試期間能停授，雨天時能改在教室講解規則，並觀賞比

賽錄影帶。

5.學生課外時間練習的方式，主要為對牆擊球，使用的時間以0.5--1

小時最多。課外時間沒有練習的原因主要為沒有球伴。

6. 學生對老師的技術、教導方式、教學內容、糾正錯誤動作之耐性與

要領都感到滿意。

7. 上課期間較少實施體能訓練，大部份學生都未曾閱讀網球書籍，對

於規則及專門知識亦不太瞭解。

8. 大部份學生都未曾使用過電化器材;練習球的供應數量感覺不夠。

9.有近二成的學生發生過運動傷害，其中以被球拍或球擊傷者最多，

其次為手腕疼痛、肩膀疼痛。

10學生修習興趣選項網球課後，都給予「優J r良」的教學評價。

二、建話:

茲就上述發現及歸納之結論，試提建議供本校興趣選項網球課教

學之參考 :

l.學校應該克服困難，落實依能力，分級、分組授課，以滿是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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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學生之需求。

2.為了讓學生有充裕時間、按部就班、循序漸進的學好網球，建議授

課時間應由一學期延長為一學年。

3.學生課外練習時，缺少適當之指導人員，建議學校應輔導成立網球

社來協助;或寒、暑假成立訓練班，輔導學生從事正確而密集之練

習。

4.建議老師多利用學校之電化器材輔助教學。

5.學校應多請購有關網球之書刊、雜詰、，讓學生參考研究。老師亦應

利用機會講授有關網球之專門知識及規則。

6.老師除了傳授基本動作外，對於體能之訓練亦不宜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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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葉憲清:高雄師院學生對興趣選項分組教學體育課的態度研究

，全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六十九年度體育學術研討會專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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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興大體育創刊號，興大體育編輯委員會，民國七十九年

十二月。

註八:同註三。

註九:同註五。

註十:阮如鈞:國立中央大學學生對體育教學的反應調查，全國大專

院校體育總會七十一年度體育學術研討會專刊，頁 102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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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ng Cheng-So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urve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action and attitude of the N.C.H.U. students toward the 

tennis event which they take for P.E. course on the basis of 

interest selection. The conclusion of it will help make 

concrete suggestions to be used as conference on improving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Those surveyed include 290 female and male students who 

are junior and senior Day-school ones of the N.C.H.U. They 

took tennis event for P.E. course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in . 1992 as the result of interest selection , and answered 

the questionnaires designed for this survey. The information 

and figures received from these questionnaires have been 

carefully discuss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 and come up 

with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The students expected that tennis can be as their life一 long

recreatlons. 

2.Almost all of them hoped to divide the students into 

different classes or levels according to their proficiency 

and abilities during the time available for tennis event , 

and hoped the available duration for tennis event could be 

prolonged fr om one semester to one year. 

3.Most of them felt that 2 periods a week was not enough for 

training , and thought the most ideal time for tennis class 

-15一



34 興大體育學報第一輯

\ 

was the third and fourth periods in the afternoon. 

4. The studenfs hopeaEhe- -teaëhers go i ndoors to teach them 

technical theories of tennis and game rules in the rainy 

days; also , they hoped to be able to watch video-tape about 

tennis contests. 

5.After class , most students practiced basic skills by 

hitting balls against walls. Each time it took them half 

or one hour to practice. 

6.All of the stud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teachers' 

tennis skills , teaching manner and content. Theyall 

agreed that the teachers were very skillful at correcting 

poses. 

7.Most students didn't use electric equipment to help 

teaching. Besides , the students seldom took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during the time available for tennis 

event , and they thought they didn't have enough balls for 

practlclng . 

8.The most sports injuries that students suffered were being 

hit by rackets or balls; the next were pains in the wrist 

and shou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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