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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線性限制導向理論淺談理解式教學法
謝宗諭 1、劉有德 2
摘

要

隨著資訊的進步與時代趨勢的需求，體育師資培育融入了許多學者的新思
維，並不斷地朝向多元化發展。傳統體育教學所注重的教學流程係以技能為主
軸，並透過一連串分解動作練習而完成單項動作的技能學習。理解式教學法提
倡透過參與修正過後的競賽方式，來提供學習競賽策略的技巧。由於此教學法
在於強調學習動作技能前的策略知識，因此除了學習如何 (how) 從事該項動作
技能之外，在學習動作技能之前，需先了解為何 (why) 從事該運動的教學取
向。本文介紹非線性教學法的基本概念與應用，非線性教學法提倡學習者的協
調動作是自我組織 (self-organization) 的產物，而動作變異性的產生應該被視為
是學習者學習過程的重要部分。為了促進功能性協調動作的產生，非線性教學
法支持改變相關的工作、環境與個體的限制來讓學習者有更多足夠的時間和空
間去發現與探索適合自己的動作解決方案。限制導向的非線性教學法理論基礎
與理解式教學法的觀點相契合，希望能藉由此來發展其哲學觀，做為觀察與解
釋學生學習型態隨著時間改變的重要理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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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傳統的體育課常常給人一種刻板印象，體育老師的教學模式都是藉由排定
的運動項目 (如籃球、排球、田徑等) 的發展歷史介紹做為開始，再將術科項目
的動作技能逐一分解成一系列的基本技術。透過體育老師的示範講解後，學生
實際練習同一動作直到該基本動作達到熟練，再陸續往下一項較複雜的動作技
能做練習，透過評量學生每一階段的動作表現做為是否學會該項動作技能指
標。在學期末，為了要了解先前階段課程的學習結果，透過比賽的方式來觀察
學生如何在比賽中運用先前所學的動作技能與反應能力 (吳神佑，2001；郭世
德，2000；曾文培，2005)。
隨著資訊的進步與對於時代趨勢的新需求，體育師資的培育融入了國內外
學者許多新的思維並不斷地朝向多元化發展 (蔡宗達、闕月清，2003；曾文培，
2005)。傳統體育教學注重的教學流程是以技能為主軸，並透過一連串的分解動
作練習來完成該單項動作技能的學習。透過傳統的模式來了解該學習技能項目
的觀點被提出了質疑，像是所學習的分解動作是否可運用於實際比賽的情境中?
學習者是否了解何種時機該用所學的動作技能?類似的問題無法從傳統的分解
動作教學法中獲得解答，不同於以往傳統教學的「理解式教學法」(Teaching Game
for Understanding，簡稱 TGfU) 尤然而生 (郭世德，2000；Bunker & Thorpe,
1986)。
理解式教學法至今約有 30 多年的發展，曾有學者提出以社會心理學及認知
學習等理論做為解釋其成效的理論架構 (Griffin, Brooker, & Patton, 2005)，但未
見以運動技能學習之觀點對理解式教學法成效進行實證檢驗 (Chow et al., 2006;
Hopper, 2002)。我們接下來將從理解式教學法的起源與內容，及運動技能學習
的範圍，探討非線性限制導向的觀點可做為檢驗理解式教學法成效理論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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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

貳、理解式教學法 (TGfU) 簡介
理解式教學法的概念於 1960 年起源於英國羅浮堡 (Loughborough) 大學。
Bunker 與 Thorpe 兩位學者受到啟發並於 1982 年提出理解式教學法；其方法主
要強調該運動的特性與戰術利用，並透過參與修正過後的競賽方式為主軸來提
供學習者學習運動競賽策略技巧的經驗。他們經由傳統以技能為導向的體育課
中觀察到雖然學生喜歡遊戲與比賽，但體育課內容大多以大量練習為主，導致
學生上體育課的動機不高，技能不熟練，又不能將所學技能實際應用到比賽情
境裡，造成無法學以致用的現象。這類型的體育教學也出現了鮮少刺激學生臨
場變通與做決策的能力。在實際的比賽時，還是必須透過老師和教練來做決策。
一個指令一個動作的教學方式導致反應快的學生技能進步有限，而反應慢的學
生則被忽略進而造成個別差異的程度問題擴大。傳統式的教學法即使學生學會
了技能也未必能完全了解其項目的規則與競賽方式。Bunker 與 Thorpe (1986) 歸
納出幾項主要建構理解式教學法的概念：(一) 課程比賽 (遊戲) 化 (game
form)：由教師提供各種有條件的比賽形式，並透過學生年齡層、場地空間大小、
器材與設備和能力與人數來建立適合的遊戲或比賽，讓學生可以在競爭的環境
裡了解與享受其所學的運動項目。(二) 了解比賽 (遊戲) (game appreciation)：在
這個階段中，學生學習如何進行比賽與了解競賽(遊戲)規則，透過實際比賽的情
境，有系統並循序漸進的建構基本體育知識與該項運動特點的認識與了解。(三)
戰術戰略認知 (tactical awareness)：在遊戲或競賽的過程中，教師透過設計可能
會遭遇的問題，鼓勵或引導學生去思考與解決問題，藉由此促使學生對所學的
戰術有所體會及知道何時、如何應用。(四) 執行決策 (decision making)：學生
必須透過瞬息變化的實際比賽中，學會如何辨識各種環境產生的刺激與預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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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生的結果來決定如何做 (how to do) 與做甚麼 (what to do)。無論個別能力
的差異，教師的角色應鼓勵學生各展所長並依照自己的能力做出適當的決策。
(五) 技術執行 (skill execution)：在理解式教學法中，技能的執行應該與真實的
運動情境或規則限制息息相關，以達到學以致用的效果。教師也可以根據學生
的個別差異及需要，提供不同階段動作技術的要領及運用的時機。(六) 整體表
現 (performance)：在這階段，技術表現為教師觀察的學習結果，透過量化與前、
後測的方式來評量學生的技能水準，變更不同運動情境對學生學習該項技能表
現的有效程度。理解式教學法普遍的被應用在球類的教學法中，因此在國內也
常被稱為理解式球類教學法 (例：黃志成，2004)。
由於理解式教學法在於強調進行遊戲的策略知識，因此認為了解為何執行
該運動比如何執行相關運動技能更重要 (Chow et al., 2006; Hopper, 2002)。傳統
的教學取向注重先學會該項動作協調技能之後再以進入比賽的情境來檢測該技
能的學習成效，而理解式教學法則是以學生做為核心導向，在修改規則或使用
工具後的實際比賽/遊戲中同時學習決策與技巧 (Davids, Button, & Bennett,
2008; Turner & Martinek, 1999)。此教學法強調對比賽的體驗以增進對規則和比
賽本質的認識，同時也鼓勵在發展出策略下該如何做 (how to do) 與做甚麼
(what do to)。Bunker 與 Thorpe (1986) 強調比賽 (遊戲) 的簡化與修改，其目的
為：(一) 希望由學生在比賽 (遊戲) 中產生問題來促進學習者思考並透過比賽
的經驗來找出問題的解決方式，而並非如傳統上只根據教學者單一的指令產生
動作，例如在只能藉由傳球的籃球比賽 (遊戲) 中 (不能透過運球移動)，甚麼
方式的傳球可以穿越防守者不同的防守情境來傳給在籃下的隊友出手得分？當
防守隊員比自己矮時，可以利用過頭傳球；當對手比自己高時，可以利用左、
右跨步的地板傳球。(二) 適應學生能力的高低，不同能力的學生都有機會在比
賽 (遊戲) 中貢獻其能力，並從其中體會到該項運動的樂趣，例如羽球能力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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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利用擊高遠球方式將來球擊回，而技能高的學生可以利用切球或是殺球將
來球擊回，藉由此可以使學生反思來加強練習哪一項技術來提升該項技能水
準。理解式教學法之精神在於使學生先了解該項運動所需要的技術與策略，其
後教學者再介入技術與戰術的教學，透過這樣的方式提升學習的興趣與效率
(曾文培，2005；廖玉光，2002)。
綜合以上，儘管理解式教學法看似相當合理，但文獻中少有以周全的理論
基礎來說明與檢驗理解式教學法是如何有效的產生目標導向的運動行為 (Chow
et al., 2006; Davids, Button, & Bennett, 2008)。Butler 等 (2003) 提到 Bunker 與
Thorpe 在 1986 年利用理解式教學法的思維架構來挑戰傳統教學法為主的研究
學者們，同時也邀請教育學者們利用問卷、性向測驗與收集動作表現結果的實
驗設計來檢驗理解式教學法的效用，但十多年後的今天，大部分的問題還是尚
未解決。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於理解式教學法欠缺一個合適的理論基礎架構
來提供使用該教學法的預期成效，以做為研究學者們檢驗研究問題的方向。過
去針對理解式教學法做的研究主要都針對在如何設計教學內容來讓學生產生更
大的動機與獲得更多機會來透過比賽以進行學習，並未真正探討促進其技能或
決策產生的真正原因為何，也許研究的方向應該導向該如何來建構其教學法根
本的理論基礎架構 (Davids, Chow, & Shuttleworth, 2005)。理解式教學法背後的
思維與非線性教學法的理論架構有一些共同點，我們將在第參部分介紹以限制
導向為基礎的非線性教學法理論觀點。

以非線性限制導向理論淺談理解式教學法 47

參、限制導向的非線性教學法 (Nonlinear Pedagogy:
constraints-led approach)理論基礎
一、動力系統理論與直接知覺
過去三十年，探討人體動作的運動行為學 (field of motor behavior) 利用數
學領域的動力系統理論 (dynamical systems theory) 作為一個解釋人體運動行為
的理論架構，並將人體運動系統視為一複雜系統 (complex system)，探討影響運
動表現的決策、意圖等議題 (Carson & Kelso, 2004)。以動力系統觀點為研究基
礎的行為學家常透過結合生態心理學 (ecological psychology) 的概念來了解動
作協調的產生與控制是如何受到瞬息萬變的環境影響 (Gibson, 1979; Kugler,
Kelso, & Turvey, 1982; Michaels & Carello, 1981)。這些研究學者除了視人體為一
複雜的動力系統，並以目標導向 (task goal) 的動作做為觀察的基礎，藉以探討
人體系統中各環節的動力狀態與外在環境訊息交互作用下是如何產生基本動作
協調型態 (例：Bernstein 自由度的問題)。換句話說，動作協調型態是人體複雜
系統中各子系統 (subsystems，例如神經細胞、器官等) 受到外在環境、系統本
身 存 在 的 結 構 與 所 要 達 成 的 工 作 目 標 以 自 我 組 織 (self-organization) 顯 現
(emerge) 出來的聚合現象 (collective phenomenon) (莊國良、黃姿榕、劉有德，
2015)。自我組織的動力模式可普遍於許多物理現象和自然界的生物系統中觀察
到。系統動力透過周遭不同的限制 (constraints) 造成功能性的協調型態並以特
定的形式顯現出來，而此功能性的協調型態會受到系統的起始狀態與周遭限制
的影響而改變 (Newell, Liu, & Mayer-Kress, 2001)。

二、限制的概念
在運動控制的觀點之下，Kugler 等學者 (1982) 和 Newell (1986) 提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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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引 (channeling) 功能性動作協調型態 (functional coordination pattern) 與認知
(cognition) 的產生，並強調表現者以改變協調型態來適應加諸在身上的不同限
制。以非線性動力為基礎的限制導向觀點 (constraints-led approach) 或許能提供
一個適當的理論架構來解釋獲得技能動作協調型態與選擇適當決策的發展是如
何透過理解式教學法習得的 (Araujo, Davids, Bennett, Button, & Chapman, 2004;
Chow et al., 2006)。限制導向的觀點對於解釋理解式教學法的結果佔有相當大的
角色，其概念可以定義為“限制就像是一個邊界或範圍來規範學習者，並且學
習者也必須透過主動探索過程來形成穩定的協調型態，習得的動作技能與決策
的選擇都是經由運動中的表現者 (performer)、與其環境 (environment) 與所要
執行的工作目標 (task) 交互作用下而形成的”(Araujo et al., 2004; Chow et al.,
2006; Chow & Atencio, 2014; Davids, Button, & Bennett, 1999)。動作的協調型
態、技能與決策是如何受到限制所影響?非線性限制導向教學法的觀點背後的基
石在第肆部分以限制的性質、來源與功能與作用內容有詳細的介紹。

肆、動作協調 (movement coordination) 與三角限制
(triangular constraints)
一、限制性質
複雜系統 (例：人體系統) 的次序狀態是受到限制的影響下產生而成 (莊國
良、黃姿榕、劉有德 2015)。系統裡或周遭的限制一方面規範，另一方面也提供
該系統可以採用的行為軌跡 (Kelso, 1995)。以白蟻築巢的例子來看，數百萬隻
的白蟻透過自身分泌的費洛蒙來引導牠們築巢的活動以避免隨機混亂的情形
(Kugler & Turvey, 1987)。限制可粗略分為兩大類：物理性的限制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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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s) 與訊息性 (information constraints) 的限制 (Davids et al., 2008)，其
中物理性的限制可再細分為結構性 (structural) 與功能性 (functional)，舉例來
說，人的手掌大小是一種結構性的限制，會影響我們產生抓握或提取物體的狀
況；而不同知覺能力則可算是一種功能性的限制 (如：聽覺、視覺等) 來支持動
作表現的過程。訊息限制是指透過系統所傳導並接收到的各種能量，像是照射
到物體反射的光線或者是物體撞擊地面所傳出的聲波等對系統動力的影響。

二、限制來源
Newell (1986) 將限制細分成三種來源，並提供完整的概念來了解穩定的動
作協調型態是如何受到限制而形成的。此三種限制的來源為有機體
(organism)、環境 (environment) 和工作 (task)。有機體的限制主要為學習者本
身的特質 (身體、心理和認知)，其中包括身高、體重、身體組成、肌肉-脂肪比、
腦中神經叢和突觸的連結等。舉例來說，Carlson 與 Kelso (2004) 比較肌肉神經
骨骼系統中屈肌 (flexor) 與伸肌 (extensor) 在於整體動作協調所扮演的角色，
其結果發現屈肌的結構特徵和與大腦皮層突觸連結上都比伸肌可提供的功能來
的穩定。了解基本的肌肉骨骼系統可以幫助教學者設計教學的內容與訓練的課
表來幫助學習者有效的朝著制定的工作目標前進。從競技運動角度來看，有機
體的限制還可包括選手習慣的動作、常做的決策和過去的經驗，這些特徵都可
以被視為有機體限制的來源，可作為教學者或教練引導或幫助運動員解決場上
特殊的問題或適應比賽節奏等的工具。
環境限制主要為學習者周圍恆定的環境特質，像是光線、溫度、緯度和重
力。重力就是一種最主要影響人體動作的環境限制，除此之外，環境限制也可
以是屬於社會性的，像是父母與同儕團體的支持、社會的價值觀與不同地區或
國家的文化規範皆會影響協調型態的產生與認知決策的選擇 (Haywo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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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hell, 2005)。工作限制主要為學習者使用的器具、比賽或遊戲規則的改變、
場地的限制與標記、工作目標、參與遊戲/比賽人數的限制和教學者提供的訊息
等。工作限制對於理解式教學法而言來說特別重要，教學者需要掌握可操弄的
工作限制設計在不同運動技能的遊戲/比賽中，引導學習者產生相關的功能性動
作協調型態與做出決策行為 (Araujo et al., 2004)。再者，利用修改遊戲或比賽規
則，如以籃球比賽為例，可以讓學習者以 2 對 2 或是 3 對 1 的方式來鼓勵學習
者學習製造球權的獲得或提升運球的技術。最後，在工作限制裡最重要的是訊
息來源的可用性 (available information)，環境中充滿著豐富大量的訊息
(information) (Gibson, 1979)，生物體 (例如：人類) 可憑藉著知覺系統(例如:視
覺、聽覺與本體感覺等)來獲得訊息，並計畫、組織來產生可達到工作目標相對
應的決策與行為 (Araujo et al., 2004)。

三、限制的功能與作用
認識這三種限制的來源後，要了解此三種限制並非各自影響學習者。在訂
立工作目標後，有機體、環境與工作限制的互動，促成人體系統與環境狀態之
間在所觀察的時間內動作協調型態穩定程度，而動作型態需要透過練習和經驗
來達到最佳化的狀態 (Newell, 1985)。Newell (1986) 所提出的限制模式提供了
非常好的指導方針來指引想要應用限制導向的非線性教學者，以宏觀的角度來
解釋不同限制的交互影響對於個人或是團隊運動的重要性。舉例來說，個人的
動作型態與團隊的整體協調型態息息相關，可以將團隊視為是一個複雜系統，
每單一球員為其中之一的子系統，子系統 (每一位球員) 本身的有機體限制、環
境限制和根據不同位置所負責的目標工作之外，還必須與其他子系統 (球員) 交
互作用建構成一個整體的協調型態 (例如：更大一層的協調型態系統) 來滿足遊
戲/比賽的工作目標 (Seeley, 2001)。影響行為改變的限制並非是永久不變的，影

以非線性限制導向理論淺談理解式教學法 51

響動作協調型態的限制是暫時的，根據上述團隊運動的例子，不同限制造成球
員與球員之間或團隊與周遭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強度會隨著時間被增強或減弱
( Guerin & Kunkle, 2004)。
視人體為複雜系統，非線性教學法利用限制導向的理論架構，提倡學習者
的協調動作是自我組織的產物，而動作變異性 (movement variability) 的產生應
該被視為是學習者學習過程的必經階段 (David, Bennett & Newell, 2006)。為了
促進功能性協調動作的產生，非線性教學法支持透過改變相關的工作、環境與
個體的限制來操弄個體-環境間的互動 (Newell, 1986) 來提升知覺-運動
(perceptual-motor) 的學習。其教學法的中心論點在於尋找、發現與探索知覺-運
動間的聯結，並強調獨立學習的重要性。
體育教師在學習者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在限制導向的架
構下，非線性教學法所強調的觀念不同於其他理論。傳統的技能學習理論利用
優秀表現者的技能動作做為示範，強調學習者一致的反覆練習一個理想化的協
調動作，並利用高頻率的評估與回饋且注重於抽離於實際比賽情境的基本技
巧。透過這樣的練習情境可能導致無法應用的技能保留 (retention) 與遷移
(transfer) (Schmidt & Lee, 2005)。相反的，在限制導向的非線性指導下，體育教
師採取事前設定限制但不積極干涉的角色，以讓學習者有更多足夠的時間和空
間去發現與探索適合自己的動作解決方案。非線性指導強調的是運動指導者透
過觀察、引導與誘發學習者的進步來達到有效的指導與發掘學習者探索能力之
間的平衡，此方式是獲得最佳技能保留與遷移的基礎。限制導向的非線性教學
法，似乎可以提供理解式教學法所缺乏的完整理論基礎，並可以藉以檢驗理論
的預期以及檢視教學法的成效 (Chow,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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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非線性限制導向觀點在理解式教學法的意涵
研究學者對於實施理解式教學法之前是否需要先教導學習者該項技能的基
本動作或基本的知識一直存有疑慮。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學習者是不是需要基本
動作協調型態來幫助他們在遊戲/比賽遇到問題的過程獲得如何做決策的能
力。以理解式教學法的觀點，教學者在一開始並不會提供太多的訊息來教導學
習者如何執行或怎麼執行該項技能。Newell (1985) 根據 Bernstein (1967) 對人
體肢段關節自由度的觀點，建立了人體運動行為協調、控制與技能三個層次的
架構。Chow 等 (2006) 以人體運動行為協調、控制與技能為藍圖，衍伸出非線
性教學法理論 (Nonlinear Pedagogy)，這個理論將人體系統在學習的過程視為一
個非線性的動力現象，由此我們可以來試圖解決理解式教學法所遭遇到的困
境，例如教學者何時應該教導該項運動技巧；教學者何時應該教導何時/如何做
決策等。非線性教學法建議運動學習的首要階段應該要讓學習者建立該項動作
的基本協調型態。從這個角度來看，理解式教學方法首先要將焦點放在如何透
過遊戲/比賽來建立基本動作協調型態與動作技能。
因此，當學習者有基本的技能之後，在與環境互動的遊戲/比賽情境裡，他
們才能控制自己的動作來執行不同的戰術或策略。從限制導向的觀點來看，教
學者可以透過學習者做決策的能力與非線性教學法相結合來評估學習者該項運
動技能的程度 (基本的動作協調結構與動作型態控制)，同時也可以利用非線性
教學法的學習模式來幫助辨識或是提供回饋 (例如：結果回饋或表現回饋) 來加
強或修改學習者的動作技術與協調型態。
限制導向的非線性教學觀點以人體運動行為的協調、控制與技能架構為藍
圖，主張學習者在不同限制組成的環境下主動尋找、發現與探索符合工作目標
的動力，與理解式教學法的中心理念不謀而合。這種主動的探索能力在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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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的協調與控制相當的重要 (Davids et al., 2006; Newell & McDonald, 1991)。
探索學習可以幫助學習者有效建立基本協調型態來達成所設定的工作目標，如
踢球的基本協調型態。舉團隊運動的例子來說，教學者可以設計簡單的遊戲 (工
作限制) 來使學習者成功完成該基本踢球的型態。在控制階段時，學習者可透
過難度提高的遊戲/比賽，主動的探索學習並修正或適應自己本身的動作，來提
高踢球技能程度來完成教學者所設定的目標 (Anderson & Sidaway, 1994)。接下
來，學習者在工作與環境限制的要求下必須學會與其他學習者互動來找到解決
問題 (工作目標) 的具體方案。最後，當學習者進入到學習的技能階段，問題解
決方案可以根據學習者-環境交互作用下 (performer-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
的各種變化以及工作目標的需求而作有效的調整 (Button, 2002; Newell, 1996;
Michael & Carello, 1981)。以理解式教學法的角度，已具備充分技能程度的學習
者能夠改變他們的動作與決策來符合教學者設定的環境與工作限制要求來達到
動作表現的最佳化。教學者可利用工作與環境限制來符合個別學習者 (有機體
限制) 不同程度的需求，並以學生為中心導向來有效的設計與調整課程內容。

陸、未來發展與建議
體育教學裡，理解式教學法的策略與方法吸引了許多理論與教育學者的關
注，因為此教學法利用以遊戲或比賽為主，循序漸進引導學生從策略的發展到
專項協調型態與技術的形成。儘管如此，它卻缺少了合適的理論基礎架構來解
釋其運動學習的過程與其使用方法的有效性。我們在本文中以文獻探討的方式
檢視了理解式教學法的概念，並嘗試以限制導向的非線性教學法來解釋理解式
教學法的有效性。非線性教學法的基礎牽涉到操弄學習者本身或周邊的工作限
制來幫助形成功能性目標導向的動作協調型態與有效的決策行為。另外，非線
性教學法可以提供教學者在設計教學內容時的參考原則，像是如何評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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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排練習和如何給予指導與回饋。藉由探討運動學習的理論性，幫助教學
者塑造學習者產生目標導向的運動行為 (Newell, 1986)。理論架構的發展在任何
學術研究的議題與應用是必要的，不同於傳統教學的理解式教學法強調以學生
為中心，往往藉由改變運動器材、比賽區域和規則來讓學生學習其中的戰術與
技能並了解其中的涵義。限制導向的非線性教學法的理論基礎與理解式教學法
的觀點相契合，希望能藉由此來發展其哲學觀，做為觀察與解釋學生學習型態
隨著時間改變的重要理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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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linear pedagogy and teaching games for
understanding: A constrained-led framework
Tsung-Yu Hsieh1, Yeou-Teh Li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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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ver-changing nature of information, educators are challenged to
provide new knowledge and sharing resources from a complex and nonlinear
perspective in Physical Education (PE). Traditionally, PE teachers attempt to teach
motor skills by using verbal explanation, demonstration, and practice drills. In
contrast, the supporters of Teaching Game for Understanding (TGfU) promote a PE
model that allows learners to learn when, why and how to use skills and tactical
concept in game environment. However, TGfU lacks appropriate theoretical
concept from a motor learning perspective to account for its potential effectiveness.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a framework of nonlinear pedagogy, which views the
learners as th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for understanding how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cesses in TGfU work. From nonlinear pedagogy’s perspective,
learners’ behaviors were emerged as consequences of self-organization process from
interacting with constraints in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movement
variability is necessary when learners explore different movement strategy to execute
effective skill in modified games.
As a suitable explanation for TGfU,
manipulation of key constraints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functional movement
solutions. A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nonlinear pedagogy is shared its relevance with
TGfU pedagogic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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