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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健康產業至今已受到重視，市面上越來越多人提倡多元化與健康相關的
課程，其中以身心學理論為基礎的身心動作教育課程，逐漸成為健康產業新的趨
勢，指導員的需求也逐年增加，然而，要能夠提供令消費者或顧客滿意的專業課
程，就需要更專業化的訓練。根據以上之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身心
動作教育指導員人才專業能力之內涵，並分別以專業認知、專業技能、及專業態
度進行分析，期待未來能以此作為基礎，進一步建構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專業能
力指標，提供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人才培育之參考依據，也能夠作為指導員自我
評鑑、或自我成長依循的標準，提升培育人才的專業性以因應健康產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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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臺灣健康產業日漸受到重視，市面上越來越多人提倡多元化與健康相關的課
程，政府也在各大區域中建造體育運動中心，並設有團體或私人教練帶領的課程
與活動。除此之外，學校健康與體育課程開始將「身體素養 (physical literacy) 」
作為核心概念，主張以學生為中心、重視學生的自主行動、個體的獨特性、活動
過程與經驗導向、提升社會參與互動能力，來提升更全面性的身心健康。因此，
無論學校或社會皆期望全民培養終身學習、提升身體健康、及身心健全的國民。
為達成目標，劉美珠 (2003a) 以身心學為基礎，重新思考全人健康的教育和
學習方式，提出「覺察、反省與改變」的教育觀點，並發展「身心動作教育模式」
與課程。藉由身心動作教育進行身體再教育的過程、開發身體覺察能力，進而學
習重新建構身體的使用方式，同時也強調身體有自己的智慧、有自我調整與學習
的能力，強調透過不斷的自我覺察和反省，學習健康的生活方式，期望重新教導
人們認識自我，傾聽內在的訊息，達到身心健全的生命品質 (林大豐、劉美珠，
2003) 。
目前臺灣已有多位教師將身心動作教育課程的理念與創新設計融入活動中，
使學生重新認識身體的使用方式以預防傷害，經驗身體不同的情緒來學習自我調
節，在多年的推廣下已經獲得許多基層教師與學生的認同 (林季福，2004；吳美
慧，2006；張玉珮，2006；陳怡真，2005；劉美珠，2003a；蔡琇琪，2004) 。然
而，身心動作教育課程並非只限於學校教育，也有越來越多相關單位在臺灣提供
授課、證照系統、專業指導員的培訓，成為近年來在健康產業重要的發展趨勢。
如今，身心動作教育雖然在健康產業日趨重要，在臺灣或其他國家卻尚未訂定或
建立身心動作教育指導人員之專業能力指標作為檢視或培訓依據。
培訓標準之依據，會直接影響指導員的專業性與學習者的成效，即便已經具
有相關證照訓練的指導員，也應該積極提升自己，能夠有相關的依據檢視自己的
專業能力 (林世倡，2014) 。陳素青 (2004) 認為具備專業能力是任何職業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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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有的基本能力，無論在學術上或實務上，只要能夠提供消費者或顧客足夠專
業的服務，便能夠成為被社會認同的職業。因此，根據以上研究背景與動機，本
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人才專業能力的需求，分別針對身心動
作教育指導員人才專業能力之意涵及所需要的專業能力來進行探討。

貳、身心動作教育
身心學基本上以「身體」為主要對象，凡是與身體有關的任何主題，都為其
研究範圍 (劉美珠，2004) 。身心動作教育就是以「身心學」的哲思和身心教育
的概念所發展出的課程模式，提出「重視個人內在經驗體會和反省」的主張，並
藉由「身體動作」進入自我的內在世界，以重新教育身體與學習對身體的尊重和
傾聽 (劉美珠，2003a) 。

一、身心動作教育的形成背景
身心學 (Somatics) ，源自於希臘文「soma」
，文字本意為「活生生的有機體」
(Hanna, 1983) 。學者進一步提出 soma 是指「完整身心合一的身體」，它能夠透
過覺察來不斷的自我調整，是一個具有生命的有機體 (Hanna, 1970) 。身心學的
論點，讓我們重新審視身體的重要性與價值，提出「身體」應該與「心智」為平
等關係，而不是附屬關係，且認為身體與內在的心智是密不可分的關係，該被傾
聽、關注、調整，而不是被壓抑、忽視或傷害 (劉美珠、林大豐，2002) 。劉美
珠以身心學為理論基礎建構身心動作教育模式 (somatic movement education
model)，重視學習中應重視過程、內在經驗的體會和反省的動作教育模式，目的
在教育能夠調節自己、與他人、與環境三者的平衡關係，提供我們用很不同的身
體觀看待運動與健康 (劉美珠、林大豐，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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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動作教育之定義與內涵
Hanna (1977) 指出身心教育是依據「人類是一個有自我調整、自我修正和自
我改進能力之有機體」的觀點進行發展，學習是一種不斷持續發生與進行式的過
程，並在每一個時間裡不斷的改變和不停的在動作中產生變動。因此，身心動作
教育 (somatic movement education) 是指以身心學理念為核心基礎所提供的教育
課程，並且著重在生活中的身體經驗，透過覺察和有意識的過程，檢視個體的結
構功能，最終達到改善身心狀態的全人教育 (Linden, 1994) 。從「教育」教導人
們重新思考身與心的關係、觀念、想法，以「重視個人內在經驗體會和反省」的
覺察，透過「身體動作」進入自我的內在世界來平衡外在世界，重新教育身體與
學習對身體的尊重和傾聽，其能夠提供人們體察自己身體使用和姿勢狀態，改善
不當的身體使用，引導人們更省力的動作方式，改善疼痛或是預防受傷 (林大豐，
2005；劉美珠，2003b) 。

三、身心動作教育的實施與應用
身心動作教育的教學實施過程，主要先從認識自己身體開始，例如藉由身體
構圖 (body-mapping) 的活動練習，了解人體的結構與功能，將認知轉換為具體
化的經驗來進行學習；透過多元的教材、教具，讓原本抽象的概念具體感受與呈
現，進而改變舊有的身體觀念，減少發生傷害的風險 (吳美慧，2006；劉美珠、
林大豐，2002、2006) 。彙整過去相關的研究發現，身心動作教育之應用主要可
分為復健與訓練兩大部分：
（一）復健相關應用
身心動作教育能夠應用在不同個案的問題與需求，設計適合的課程幫助患者
開發身體自我調整的能力，進而改善疼痛或是脊椎受損的症狀 (劉美珠，2014；
Hanna, 1988) ；另外，在國外也有許多是應用在心理治療與諮商，協助個案學習
放鬆和自我調整，對患者情緒的控制及壓力與焦慮的管理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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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inger, 1995; Pohl, 1995) 。以下將針對幼兒、青少年與成人在復健上的應用，
簡述如下：
1.兒童、青少年復健的應用
身心動作教育介入於兒童及青少年之復健的相關研究，有針對裘馨氏肌
肉失養症患者之延緩萎縮 (林永承，2008) ；或調節穩定兒童情緒與行為的
研究 (張玉珮，2006) ；對智能障礙學童粗大動作能力的動作訓練 (陳安婷，
2007) ；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之衝動行為，及發展遲緩學童的動作與適
應行為的提升 (楊金昌，2009；蔡政杰、黃凱琳，2013) ；對腦性痲痺兒童
具有運動障礙的改善 (陳英叡，2010) ；對自閉兒肢體表達的開發及動作質
地和學習能力的提高 (陳璇慧，2011) ；或對兒童偏差行為之改善 (李世陽，
2012) 等，都有顯著的改善效果，皆為身心動作教育應用於兒童及青少年之
實證研究。
2.成人復健的應用
應用於成人復健中的相關研究，如乳癌末期疼痛個案研究或乳癌術後復
健 (毛奕棻，2010；賴佩鈴，2012) ；僵直性脊椎炎或脊椎側彎患者重新學
習使用身體能夠有效的減緩僵硬或疼痛 (王麗惠，2013；林季福，2005；劉
美珠、林大豐，2005) ；以及女性經痛的改善 (江正發，2006；林大豐、劉
美珠，2005；溫育瑄，2014) ，都有顯著改進的效果。還有針對長期重複使
用錯誤的動作模式的職業傷害，也能運用身心動作教育提升覺察能力，與自
我調整的方法，以便減緩或預防病變的發生 (陳昱甫，2006；陳素雲，2010；
黃蘭詠，2013) 。此外，運動員在進行相關運動訓練時，就比一般人有更高
的運動傷害風險 (鐘志安，2008) 。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可針對選手的身心疲
勞與疼痛進行調整，改善運動員下背痛及肩部疼痛的問題 (林大豐，2004) ；
此外，能改善意外性的運動傷害、修正舊有的動作模式、減緩關節壓迫或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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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造成的疼痛、協助在訓練後的放鬆等功能 (林淑婷，2012；張聖杰，2012；
許昭玉，2016) 。
（二）訓練相關應用
1.學校課程訓練
身心動作教育也應用在學校教育，編排一系列向內探索的動作課程 (張
鈴，2008；蔡秀琪，2004) ；並針對國小孩童進行身心動作教育之相關研究，
發現對身體覺察能力、呼吸、身體使用、肌肉張力、脊椎活動度、姿勢與疲
勞等覺察的提升都有正面效果 (林季福，2005；吳美慧，2006；陳怡真，2005；
鄭國雄，2006；劉美珠，2003b；劉美珠、林大豐，2006) 。另外，對籃球投
籃教學有明顯的幫助 (郭湘南，2008) 、對樂樂棒球打擊動作有良好好的習
成效 (許鎮顯，2008) 、對國小學童游泳的學習也有明顯的幫助 (謝文仁，
2008) 、對兒童跆拳道的學習能力有明顯提升 (周英嬌，2010；郭立仁，2011) 。
目前，我國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已經將身心教育的概念列入選修的課程
綱要，希望能培養具備健康生活與終身運動的健全國民，因此，對於能夠具
備相關專業能力的教師或指導員的需求也日漸增加。
2.運動員訓練
在運動員訓練方面，身心動作教育能提高選手對自我身體的認知與控制、
開發覺察能力、調整身體不良的使用方式，進而減低疲勞、改善運動傷害 (劉
美珠，2002) 。例如柔道選手的訓練 (尤瀅捷，2007；鐘志安，2008) ；射
箭選手的訓練 (許語喬，2008) ；划船選手的訓練 (江文嘉，2009) ；棒球選
手的訓練 (陳玉船，2011；陳清麟，2015) 等，皆證實身心動作教育能夠讓
選手們有效的改善身體覺察能力、增加身體活動度、調整心理或情緒問題、
減緩疲勞及酸痛，進而提升運動表現。然而，透過課程能獲得良好的成效，
與指導員之專業性有絕對的關係，因此，探究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應具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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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能力是必要的，也是未來建立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專業能力指標的第一
步，使身心動作教育在我國的發展更加成熟。

參、指導員人才專業能力需求
從國內外的研究當中，最早由 Jarvis (1983) 提出專業能力應包括專業知識
(professional knowledge) 、 專 業 技 能

(professional skills) 及 專 業 態 度

(professional attitude) 等三個要素。楊朝祥 (1985) 提出「專業能力指從事工作時，
個人所需具備的知識、技能、態度、價值觀及理解力等行為特徵，透過這些特質
可以成功地執行某一任務，並且達到所要求的水準」，跟 Jarvis 學者提出的說法
不謀而合，並更進一步分出價值觀和特質。另外，Hager 與 Gonczi (2009) 認為專
業能力是特定類型的知識、技巧和態度三因素的交互作用，而當專業累積到一定
的程度並開始成為職業的時候，工作就必須變得更專業化。因此，是否具備足夠
的專業性，成為工作成功率的模組，專業能力的評斷也成為是否具有專業性的關
鍵因素 (Babin, L. , Babin, B., & Boles, 1999) 。

一、專業能力之定義與內涵
「專業」意指具備高度知識與技能，並且能夠獨立自主的執行工作、專業的
執行過程，然而，它是需要經過長期訓練與培養，且需要不斷的接受在職進修。
張火燦 (1998) 在整理彙整後綜合各方說法並將「能力」 (competency) 定義為可
驗證的特質，包括可產生效益所具備之知識、技巧與行為，以及具有效扮演某種
角色所需的才能及其他的特質，而此專業能力能夠根據某標準來衡量，並且可以
透過訓練和發展過程來提升。狹義的專業能力通常指技術層面的專業性，但在廣
泛的定義則包含知識及理解力，所以專業能力是個人在執行工作的過程中，所必
須具備的基本知識、操作性的技能、應持有的態度 (藍孝勤、楊宗文，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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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能力的內涵具有時代的意義，從早期的強調知識層面，逐漸擴展到現在
的技能提升，最後到情意層面的兼備與重視。因此，綜合上述專業能力所必備的
知識、技能與態度，分別為以下敘述：
（一）專業知識 (professional knowledge) ：需要接受長期專門知識的學習，其
範圍包括學理知識、技能知識、實踐知識等各方面專業能力應具備知識。
（二）專業技能 (professional skills) ：具備某項專業才能，屬於專門職業領域
或特殊技術，並能夠不斷的自我進修、學習達到技術技能上的提升。
（三）專業態度 (professional attitude) ：遵守該專業領域的倫理信條，能夠對其
專業領域充滿理想與熱情。

專業能力是指當個人在扮演其工作角色時，為了充分發揮該角色之功能所需
具備的能力，是決定學生或客戶的學習是否能有效的達到提升。因此，本研究以
知識、技能、態度三大要素探討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之專業能力。

二、其他身體活動相關之專業能力
由於目前未有身心動作教育之專業能力的相關研究，因此透過與其他身體活
動相關指導員之專業能力進行探討。身心動作教育和健康與體育都是以教育身體
為出發點，其差別在於前者著重在關注自己的身體感受，後者較屬於目標導向的
教育 (周宏室，2002；劉美珠、林大豐，2002) 。從過去的研究發現身心動作教
育課程可以實施於任何年齡層，因此以不同年齡層作為分類來探討各專業指導員
所需之專業能力，彙整如下：
（一）幼兒身體活動相關指導員之專業能力
培育幼兒體能指導員專業能力的相關研究中，認為指導員應該具備課程設計、
活動內容組織能力、了解師生角色關係及專業的教學方法 (陳雯靜，2009)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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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方面，老師必須有能力的發展具創意的教學方式，能夠不斷地增進教學
策略、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善用評量回饋、要能夠隨時觀察與紀錄；在指導者
行為方面，要能夠清楚的指導動作、能佈置適當的環境、準備充足的教材，並且
要注意自己的態度、社會責任、以及具備足夠的知識概念來指導幼兒活動 (Vista,
2000) 。除了上述的基本能力之外，也要對於幼兒的生活背景與家庭有所瞭解，
同時也要有愛心與耐心，不對幼兒做過多的評論或比較，對幼兒表現不吝嗇地給
予讚美，公平與合理的處理幼兒行為問題 (蔡春美、翁麗芳、洪福財，2005) 。
綜合以上需具備之能力，指導員要能夠有洞察學生狀態、並且具備解決學生
問題的能力，在行為態度上必須要有真誠、有愛心和耐心、能夠正向的給予讚美，
以及接納每個人的獨特性皆符合身心學的理念，是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也應該具
備的重要原則。
（二）青少年身體活動相關指導員之專業能力
青少年運動指導員主要分為運動指導員、休閒活動指導員及冒險活動的指導
員 (Thurber & Malinowski, 2000) 。在青少年運動指導員的專業方面，是指以本
身專長的領域來從事運動教學的人員，來幫助青少年參與或提升健康、體適能、
運動表現與技巧 (柯政良，2003) 。在休閒活動指導員的專業，工作任務包括設
計生動的課程、能夠清楚說明器材與設施設備的使用方法並加以維護、安全管理、
傷害預防的措施、能夠處理突發狀況、營造快樂的氣氛以增加青少年的參與動機
(李君惠，2012) 。冒險活動的指導員，除了給予技術上專業的指導和建議，必須
能夠維護設備的狀態、維護學生的安全、有效的領導團隊等，能使參與者獲得愉
悅和滿足感，產生較高的參與意願 (林男洧，2006) 。
根據上述與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的專業需求進一步討論，能夠發現運動指導
員、休閒活動指導員及冒險活動主要以戶外的活動居多，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則多
在室內進行且較為靜態，但能發現戶外性的相關活動指導員，主要需能夠炒熱氣
氛、帶領團體共同進行活動、要能夠設計競賽型的活動等等能力，雖然身心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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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指導員也需要設計活動、帶領技巧等，但教育過程中較重視個人內在經驗感
受，並提供學生自己探索的機會，要能不帶批判的態度、能夠理解青少年或學生
的不同的心理情緒與狀態、要能夠提供放鬆的學習空間，皆是身心動作教育指導
員重要的專業態度。
（三）成人身體活動相關指導員之專業能力
成人身體活動相關指導員包括社區指導員、運動指導員和體適能指導員 (呂
宜蓁、梁玉秋，2004) 。而研究指出社區指導員應具備專業的知識、運動的技術、
運動的指導能力、運動的經營能力、人格的特質 (蔡守浦，2001) ；運動指導員
需要具備包括專業態度、專業知識、專業技巧、溝通技巧、個人特質和公共關係
六大構面 (鄭秀琴、李文益、陳冠儒，2006) ；而體適能指導員將專業能力分成
專業態度與技巧、人格特質與人際關係、公共關係和行政能力、專業運動知識、
消費者行為知識、傷害預防與急救能力六大因素 (陳素青，2004) 。
與身心動作教育的課程概念進行討論，成人的需求除了以上基本的教學指導
能力，不同的是身心動作教育重人與自己、與他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而不只
指導員能夠具備，要能夠引導學生從身體活動來獲得平衡與適應這些互動關係的
能力，透過溝通、引導、情境設計、態度表現等，使學生也開發多面向的能力，
其中最不同的是常會利用手觸、動作引導或對話來進行，這也是為許多身心技法
都要求指導員或是老師必須額外學習手療、諮商與溝通技巧的原因。
（四）高齡者身體活動相關指導員之專業能力
張少熙 (2015) 提出高齡者運動指導員需具備的專業知能包含運動專業、教
學技巧、急救處理、老人學、醫學常識、課程的規劃及評估。而在高齡者運動指
導員專業發展的研究中，指導員應具備同理心、耐心、愛心、親切感、幽默感、
鼓勵、傾聽與分享的人格特質，要具備運動專業知識，並能夠因應高齡者個別差
異採取客製化的運動設計，同時能適時鼓勵、稱讚，提升高齡者的自信心 (藍孝
勤、楊宗文，2009；蕭淑玲，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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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研究結果，除了需要技術上的專業、教學技巧、課程的規劃及評估，
特別需要的是急救處理、老人學等醫學知識、及以情意為主的教學目的。根據身
心動作教育的概念，人際關係的互動非常重要，要能夠有良好的溝通能力，且因
為高齡者的個別差異性較大，所以大多需要客製化課程設計或個別指導方式，並
不斷正向地鼓勵他人，以及保持正向的態度。

肆、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之專業能力
綜觀以上各類指導員應具備之專業能力都並非短時間就能獲取，乃須靠長時
間的學習與經歷琢磨而成。因此，專業的提升需要透過能力取得相關的證照或資
格，來發展並維持其專業的知識與技術 (陳姿伶，2011) 。以下針對身心動作教
育指導員之定義與內涵進行探討，進一步瞭解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人才專業能力
之專業知識、專業技能及專業態度分別為何。

一、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定義與內涵
（一）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定義
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屬於廣泛的健康產業相關工作，但又與一般的運動指導
員教練或醫療人員又不盡相同，本質上具有運動指導員的動作指導能力與必須要
擁有醫療人員相關知識之專業認知的雙重角色。然而，運動指導員偏向動作教學
及專業技術的提升與訓練，但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不只是能夠指導正確的動作，
也必須具備足夠的生理或醫學知識引導學生學習，且透過身體來探索與吸收知識，
除了傳達正確的知識與概念，更強調體驗中的價值與過程 (陳雯靜，2009) 。因
此，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需能夠善用引導語、教具、聲音的運用以及肢體動作
來引導學生探索，並且能夠客製化的針對不同族群進行課程設計，同時傳遞正確
的專業知識與正確的身心探索之活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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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工作內涵
身心動作教育 (somatic movement education) 是一系列動作探索的教育課程，
強調內在的身體經驗，藉由對個體結構與功能的覺察和意識化過程，達到改善身
心狀態的全人教育。因此，指導員的工作就是要針對健康者、亞健康者、疾病已
受控制族群及特殊族群 (如高齡者、孕婦、運動員、兒童… …等) ，提供評估、
設計與執行個人或團體的動作指導，協助個人回到身體經驗的本身、檢視自己的
結構與功能、學會自我覺察與對話的能力，進而改變舊有動作習慣或模式，啟動
自癒能力，維持或恢復回到健康的狀態。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現今成為健康產業
的一部分，其服務對象是各年齡層的全體民眾，而專業能力的工作內涵，包含要
能夠正確、有效的引導學生開發本能動作，並且用專業的工作態度來面對每一個
個體，以及需要能夠完成其他教學工作之相關內容 (張緯良，2003) 。

二、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人才專業力需求
從身心動作教育的定義與內涵了解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與其他相關指導員
專業能力之差異，主要能夠分為三個部分： (一) 主要以第一人稱看待身體，透
過對方的回饋來客製化上課進行的方式； (二) 覺察的重要性，除了引導學生能
夠覺察自己、他人與環境，指導員本身也要能夠有敏銳的覺察能力，無論是學生
的心情、狀態、感受，以及整個節奏、環境、氛圍，以及指導員自己身體本身的
狀態； (三) 重視情境的引導，由於探索的過程常常會使用意象與想像，透過指
導員的口語引導進行探索是最常見的帶領方式之一 (尤瀅捷、劉美珠、王德正，
2006) 。以下透過了解身心學領域與身心動作教育課程的特殊性，綜合探討相關
身體活動之指導員專業能力，並以專業能力三大構面的知識、技能、態度，提出
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所需之專業能力之需求，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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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知識
需要瞭解身心學的身體觀與大多的身體教育有何不同，建立應有的身體態度，
並且需要對身體的構造與生理機能有足夠的專業知識，並能理解與體會身體智慧。
由於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皆需要涵蓋不同的年齡層，因此針對不同族群的特殊性
與特徵，也需要有足夠的認知與了解 (柯政良，2003；呂宜蓁、梁玉秋，2004) 。
另外，指導員需要清楚地知道身心動作教育的教育目標為何，為引導學生能夠提
升自我覺察的能力、探索動作的可能性、改善錯誤的動作模式、讓學生學習如何
與自己或他人的身體進行對話、增加不同的身體表達等為目的，才能進一步客製
化地設計課程。最後，需要能夠透過足夠的專業認知或諮商技巧解決學生的突發
狀況，無論是情緒或狀態，要有足夠的專業知識做出最適當的回應。
（二）專業技能
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之專業技能方面，需要具備肢體語言的溝通技巧、互動
技巧，還要能夠觀察身體語言背後所代表的含意為何，並能夠傳遞明確的動作意
圖和正確的練習方法。除了上述的能力外，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還要能夠覺察到
學生的狀態、教室管理的能力、良好的觀察能力和溝通能力、及動作的表達能力，
能夠透過精準的語句或手觸協助來引導學習等，這些引導的技巧皆相當重要。並
且透過以上的專業技能，能夠有效地轉化所觀察的事物，並給予學生正面且具有
效益的回饋，以便幫助學生更具體經驗探索的過程。在課程中，能夠隨時觀察到
學生的需求而給予適當的空間，並能夠透過有創意的活動來設計課程教材，都是
非常重要的專業能力。
（三）專業態度
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之專業態度，必須具有求知慾、不斷學習和對自己工作
有熱誠，對事物的態度保持正面，並能夠耐心解答或回答問題，其中健康的價值
觀與道德遵守，是為該專業重要之態度，並能夠對其專業領域充滿理想與熱情
(劉兆達，2002) 。其中身體教育重視客製化的課程設計以及指導方法，尊重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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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需傾聽他人、環境，和自己的感受，給予正向的鼓勵且不做任何批評或評
論，能具有同理心、耐心、愛心、親切感、幽默感、鼓勵、傾聽與分享。在個人
的成長，要不斷的自我覺察與反省，能靜下心具有向內探索的能力，才能不斷的
提升指導員之專業能力 (陳益晟、楊宗文，2007) 。

伍、結 語
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之專業能力需求，在認知方面除了身心學的相關理念，
也包含對身體與生理的認知、以及不同年齡層的基本特徵特質都應該有一定瞭解。
在專業技術方面，特別注重客製化課程設計與指導方式、專業的教學技巧、課程
的規劃及急救處理，更重的是肢體語言與溝通技巧、互動技巧，能夠有敏銳的觀
察能力，以覺察他人的狀態來給予適當的空間。在態度方面，指導員要保持不斷
學習和對自己工作的熱誠，能培養傾聽他人的耐心、正向和鼓勵他人、不做任何
批評或評論，也要能自我覺察與反省以提升自身的專業性。
未來研究的建議，期待未來能以此作為基礎，更深入的探討各項專業能力的
內涵，並進一步建構身心動作教育指導員專業能力指標，不僅能夠做為培育身心
動作教育指導員之參考依據，也能夠作為身心動作指導員的自我評鑑、自我成長
之依循標準，提升整體的專業水準以因應健康產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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