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學系

蔡政杰 教授

z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
z 專長：
體育史、體育學原理、教材教法與
評量、民俗體育、網球、羽球、桌
球
z 近兩年開課資料：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科目
羽球（一）
民俗體育
扯鈴運動（一）
桌球訓練與指導
民俗體育一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授課科目
羽球（二）
民俗體育
民俗體育一
扯鈴運動（一）
羽球訓練與指導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科目
羽球（一）
民俗體育
扯鈴運動（一）
桌球訓練與指導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授課科目
羽球（二）
民俗體育
扯鈴運動（一）
民俗體育一

在快樂中成長
在成就感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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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熱情

踏入教職

在屏東鄉下長大的蔡政杰老師，從小
就喜歡運動，不論是 100 公尺、跳遠、
排球常常都是比賽的常勝軍，不過，真正
讓他決定走上教職的因素是受到國小體育
老師的影響，政杰老師說：「他是一個排
球國手，但他不只教我們排球，舉凡田
徑、棒球、足球等各項運動他都深入介
紹，而且充滿了正向的活力與熱情。」因
為這位體育老師，讓政杰老師學到，原來
體育可以這麼吸引人，不只是運動的暢
快，體育也可以帶給學生心情的喜樂和學

體育學系

習的成就感。
就讀屏東高中時，發現到學校在社會
5%，因此，政杰老師毅然決然的轉丙組
去報考師大體育系，而最後也很幸運地考
上了他的第一志願—臺師大體育系。政

︻文∕周祐萱︵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大三生︶︼

蔡政杰 教授

組的表現不佳，國立大學的錄取率約只有

杰老師說，當時他非常開心自己考上了，
因為體育是他最大的興趣，他不只能夠帶
著他的興趣繼續讀書，而且他也想延續國
小對他影響深遠的體育老師對於教導學生
體育的那份熱情，希望自己也能做那個讓
學生喜歡運動的體育老師。

把體育系學生當成自己的兒女
當政杰老師研究所畢業後，指導教授
建議了他可以到臺北師院（現在的臺北教
育大學）應聘，因為當時正準備要成立體
育系，將來國北體育系將會成為栽培國小
師資的翹楚，因此政杰老師就這樣加入了
臺北教育大學體育系這個大家庭。政杰老
師非常引以為傲地說：「體育系輔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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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就感中學習，在快樂中成長

參加教檢、教甄的系統非常健全，我們是
真的把學生當自己的小孩照顧和關心，
努力和用心的把他們栽培成一位體育老
師。」
政杰老師也提到，雖然體育系的學長
姐制非常嚴格，大一新生剛入學時，可能
會覺得非常辛苦，但是，其實畢業後他們
和學長姐們的感情都很好，學弟妹們找實
習學校、代課或考教甄，學長姊們都會幫
忙報缺、給予面試和準備方向的意見，亦
或者是一年一度的體育表演會，學長姊們
也會給學弟妹們建議和適時的幫忙，整個
體育系可以說是一個溫馨的大家庭，老
師、校友和學生都一起成長茁壯。

透過扯鈴帶給學生成就
政杰老師在學校主要的授課內容是扯

的教學，老師也希望學生能夠發揮自己的

鈴和羽球，他也擔任本校扯鈴隊的總教

創意，將這些招式重新編排，變成屬於自

練，還曾應外交部邀請帶著本校的扯鈴隊

己的成套動作。然而，扯鈴不只是個人運

到馬紹爾群島表演訪問。因為政杰老師覺

動，也有團體合作的部分，像是團體的互

得扯鈴是個容易上手的運動，只要一學會

拋，因此，政杰老師也會安排團體活動時

運鈴，其他的技巧也能很快的上手，再加

間，讓他們分組討論，編排不同風格的扯

上扯鈴是國小較受學生歡迎的一項運動，

鈴表演。

而本校又注重國小師資培育，因此也增加
了他想推廣扯鈴教學的動力。

不怕教不會學生，
只怕學生不來

每學期的扯鈴課程，政杰老師都會從
最基礎的運鈴開始介紹，一節課可以教三

對於政杰老師來說，學生的技術高不

招，所以一個學期，每位同學大概可以學

高超不是最重要的評分標準，他注重的反

到三四十招，而這些招式都是從老師成套

而是出席率以及學習態度，政杰老師說：

的動作分解簡化而來的，而一套動作大概

「我的想法很簡單，我要讓他們沒有壓力

需要五週就可以學完，因此，一學期下來

的來練習，就當作是一種樂趣，所以我常

就可以學到至少三到四套的表演動作。而

常告訴他們，既然都花時間來上課了，就

這些招式的排列組合有無限多，透過這樣

好好把扯鈴學會，不只多了一樣專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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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它還會成為你受學生歡迎的最大利

學生清楚而快速的學會每一項扯鈴招式。

器，所以或許你們可以改變想法來嘗試看
看。」在政杰老師的觀念裡，要讓學生有

教學零距離

成就感是件很重要的事，因此，他的評分
標準不要求專業，但是學生至少要會這項

每學期一開始，政杰老師就會開始觀

技能，讓老師看到努力學習的態度。而政

察每位學生的扯鈴能力，只要看過學生運

杰老師又說：「我都跟學生說，整學期

鈴之後，就能清楚了解每位學生的程度

下來，如果你全勤，我最低就會給你 80

了。而觀察後，政杰老師會親自去教導那

分，哪怕你只會幾招最簡單的扯鈴招式都

些沒有學過或者還不太熟練的學生，以政

沒關係。」或許很多人會覺得這句話不太

杰老師多年教學經驗，他觀察到很多不會

合理，評分不是應該要多元評量嗎？但

扯鈴的學生，在每次分組練習時，都會自

是，政杰老師卻很有自信的說，只要學生

己躲在角落不去嘗試練習，因此政杰老師

每堂課都有出席，我有把握可以把學生教

的教學模式是會先教一些新的小技巧讓已

得很好，我只怕學生不出席，沒有給我機

經學會的同學去練習，然後投入更多關注

會教他們。

去帶領那些不會的同學學習，因為他認
為，扯鈴這項運動是很容易就上手的，只

教材教法

要同學嘗試後，一定能學會扯鈴最基本的
動作。因此，政杰老師都會主動去關心那

所謂的教材教法就是讓學生在課堂上

些比較不會的學生，像是政杰老師會拿著

假設自己是一位老師，讓他們思考你要如

棍子的前端，而學生拿著棍子的後端，透

何教導別人學會這個招式，所以政杰老師

過這樣的方式，帶領學生感受運鈴的技

的教學目標會傾向於每堂課讓同學不只要

巧，經由親自帶領的教學方式，政杰老師

學會新的招式技巧，還要學會如何教導小

希望學生不再逃避嘗試，不再只是躲在角

孩子這項招式的能力。政杰老師說：「像

落不去練習，而是讓學生在老師一對一的

是大輪迴的動作，大學生可能看我做完，

教學過程中，慢慢的學習、漸漸的體會扯

自己再練習幾次，就能學會了。但是我都

鈴這項運動的樂趣，也能讓同學在這學習

會要求他們換個角度想，小學生的學習力

的過程中找到學會扯鈴的成就感。

沒有這麼好，如果像這樣的教法，他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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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不懂，所以我會開始分解大輪迴動作

一個班級往往會有四十到五十個人，

技巧和小秘訣。」從平常的課程裡，就可

大一點的班級甚至還會到七十個人，政杰

以看到政杰老師透過動作分解式教法讓學

老師不可能所有同學都時時兼顧到，因

生開始練習教學課程的安排，很多人或許

此，政杰老師也會鼓勵同學們互相幫忙，

扯鈴技巧很高招，但是卻不知道要怎麼教

並且採取加分制的方式，也藉此增進同學

會別人，透過蔡老師在每堂課中安排的分

們彼此切磋互相學習的動力。像是每堂

解式教學，慢慢地培養學生教學的能力，

體育系的課程，最後都會預留大概 20 分

進而激發他們思考當一位老師，要如何讓

鐘，除了讓他們練習這堂課新教的招式，

在成就感中學習，在快樂中成長

也會讓同學們去找扯鈴專長生
學習新招式。這 20 分鐘就是讓
學生們自由發揮的去補強自己
的不足，甚至有時候學生們還
會激發出各式不同創意的新動
作，這也是政杰老師想讓學生
們彼此學習成長的目標，讓他
們了解互助的重要性。

服務的重要
政杰老師除了很重視出席
率，其實他也非常的重視「服
務」。這裡所指的服務指的是
什麼呢？政杰老師又如何在教扯鈴的同時

最印象深刻的學生

也教同學服務的重要呢？每學期的第一堂
課，政杰老師自我介紹後，會詢問有沒有

曾經有一位外籍生在學期末突然給了

同學自願幫老師點名且幫忙同學代購他們

政杰老師一份報告，這位外籍生在報告裡

所需要的器材，而每當這位自願的同學舉

提到，在他們國家沒有人接觸扯鈴，所以

手時，政杰老師就會立刻的送上一本他親

他從剛開始對扯鈴一竅不通，而到學期末

手編寫的扯鈴教材，並告訴同學們，這就

卻能得心應手，一切都是由於政杰老師耐

是我們這個社會現在最需要的熱心服務的

心的一對一教學，讓他開始對扯鈴產生極

精神，政杰老師說：「我非常獎勵這種精

大的興趣，甚至要把扯鈴帶回他們國家，

神，因為助人者人恆助之。然而在功利掛

讓更多人認識扯鈴。不過，他也向老師建

帥的現今社會，這樣的觀念日趨淡薄，所

議，課程規劃可以安排多一點的分組時

以我就利用送書的方式讓同學有這樣的體

間，類似互惠式教學，因為他認為大部分

驗。」而這種熱心服務的精神，對體育系

的課程安排還是以老師為主體的教學方

的學生尤為重要，每學期政杰老師都會接

式，他希望能夠多讓學生們互相討論，而

到很多國小在徵求扯鈴指導老師的請求，

政杰老師也虛心接受了這位學生的建議，

這時，政杰老師都會介紹自己的學生多出

在課程中安排分組練習並由學生自行討論

去服務，除累積自己的教學經驗，對他們

動作編配流程和受測動作。而這樣的安排

未來的教師應聘也有助益，不過，最重要

也確實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每每發現

的是，政杰老師希望藉由這些機會，能建

學生從對體育心存恐懼到現在能夠對扯鈴

立學生不論在何時何地，都不能缺少熱心

技巧有著滿滿成就感，對政杰老師來說，

服務的觀念。

是一種肯定，除了讓我們看到老師的教學
對學生的正向影響，也讓我們體會教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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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意義。

因此都會告訴他們相關的禮貌和服務，
讓他們現在就漸漸的培養這些內在的品

不只教體育，更教學生品性

性。」我們可以看到，政杰老師想要帶給
學生的不光是最新的扯鈴招式，而是能讓

體育系最大的盛事—體育表演會，

他們未來進入職場受用的知識，因此，政

不僅需要同學們卓越的體育能力，更是挑

杰老師不光是為學生上體育課，也是為學

戰學生們的團結精神以及創意。政杰老師

生上了一生當中最重要的品德教育課。

也提到，每年體育表演會的扯鈴節目，都
是學生們自己討論和編排出來的，老師的

反思和期許

角色只是給予建議，不參與學生的節目設
計和動作規劃。在政杰老師的觀念裡，每

「我希望我自己能做學生需要的老

年的體育表演會名稱前都會冠上今年是由

師，所以我也會努力的讓我自己成長，像

第幾級主辦的，那就代表體育表演會是屬

是我會練動作、我會寫教材、我還會常常

於學生的，主導的人不是系主任也不是體

上 youtube 去學新的招式，了解新的比

育系的老師，而是學生。這個觀念其實就

賽狀況，就是希望我可以帶給學生他最需

是體育表演會最重要的精神。每年的體育

要的東西。我期望我的學生一進入職場，

表演會都考驗著該屆學生的領導能力、編

馬上就能將我教的東西派上用場，我不希

排能力、設計風格和團隊精神，往往在籌

望我的學生進入職場後，要跌跌撞撞的再

備的過程，會出現意見不合的狀況，這

經過自我的充實後才能熬出頭。」政杰老

時，老師就會站出來，當學生們的橋樑，

師雖然已教學多年，但仍然是不斷的在充

讓他們能順利協調溝通，以完成接續的進

實自己，思考還能如何編排課程大綱加入

度。政杰老師希望同學能從中學到，在團

最新的扯鈴招式，還能如何的幫助每位學

體中包容和溝通的重要性，不管是體育競

生。他期許自己要讓每位上過他的課的學

賽、體育表演亦或是未來出社會，這都是

生都能在成就感中學習，在快樂中成長，

必備且最不可或缺的能力。

他也時時的告訴學生，運動不需要你的技
巧多麼專精，它其實就是和我們的健康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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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平常的課堂中，政杰老師也常常

至是生活有最直接的關係。政杰老師希望

會和同學聊天，政杰老師說：「我通常都

透過他的教學，讓同學們不再只是為了應

會和他們聊聊現在教育的現況，並以自己

付考試才運動，而是發自內心的真正喜歡

的角度告訴學生，我們是從什麼角度來審

運動，體會運動中的樂趣，讓運動成為生

視你，以期在眾多競爭者中能脫穎而出。

活的一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