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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覓食、捕獵和逃避追捕，漸漸從生活經驗中學
習的身體活動技巧。 

 二、為了適應不同的環境。 

 三、運動是社會的產品，什麼社會就有什麼運動。 

 四、欲求生存。 

運動是如何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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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fferent skills of body movements 

2. Essential parts of life: 

   → adapt to different environments  

3. Different societies→different types of Sports 

4. Physical activities to survive.  

How did sports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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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力活動：為日常生活中的包括在工作、日
常起居、餘暇、運動、體育活動方面的身體
活動。 

運動：是一種閒暇的體力活動，有計劃、有
規律及重複的身體動作。 
 

 世界上最出名的十種運動-影片 

運動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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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activities:  

   →body movements in daily life 

Exercise: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ies 

 

The Introduction of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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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古希臘人對神明頂禮膜拜，
在祭壇前向神靈奉獻最精湛的技
藝，顯示軀體和精神的健美，後
來就逐漸形成賽會活動。 
 

奧運會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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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  

▪ Worship gods  

▪ Display magnificent sports skills 

with strong bodies and spirits 

 

The Beginning of Olym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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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賽跑 

二、跳躍 

三、擲槍 

四、擲餅 

五、角力 

田徑比賽的濫觴，田徑運動為各項
運動之母。 

 

古代奧運會的運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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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unning 

2. Jumping 

3. Javelin Throw 

4. Discus Throw 

5. Wrestling 

※Field events and track events — the origin 

of all sports 

 

 

Sports Events in Ancient Olym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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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遺址 

運動場 Stadium   

體育館 Gymnasium  

角力‧體操學院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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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大運》人類史上僅12人達標！「鄭兆村障礙」超狂 

 〔體育中心／綜合報導〕亞洲標槍新王者鄭兆村，昨在世大運
擲出91公尺36的成績，與德國好手霍夫曼（Andreas Hofmann）
雙雙突破90公尺的關卡，而根據國際田徑總會（IAAF）所承
認的數據，鄭兆村的成績為今年世界第三傑，歷史上更只有12
位選手曾擲出91公尺36。 

 據國際田總官網指出，世界擲標槍紀錄保持人為捷克名將澤萊
茲尼（Jan Železný）在1996年5月25日所締造，當年他擲出98
公尺48的超強成績，刷新自己所保持的95公尺66紀錄，至今
仍在標槍紀錄榜上佔據前4名，讓後輩難以超越，目前最接近
的紀錄則是24歲德國好手維特爾（Johannes Vetter）在今年7
月11日所寫下的94公尺44 

 http://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217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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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Tsun Cheng: 

91.36m  

Set the Asian record at the World University 

Games 

The third place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world record — 98.48m by Jan Železný 

from Czech  

Cheng: Asian Javelin Throw  

Record-Setter in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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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標槍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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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鄭兆村世大運最後一擲- (流暢經驗
Flow) 

意指一個人因極度專注而忘我的經歷。 

  影片 

 

世界標槍第十二傑台灣鄭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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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射手 

玩法： 

每班/隊派5人 

每人輪流將竹筷投入小垃圾桶內 

第1人投進10分,第2人8分,以此類推10-8-5-3-1 

各隊協調順序,不能重複投擲 

各隊派代表統計積分 
 

遊戲一  投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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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ch pot: 

Traditional East Asian game 

Start from Warring States  

Spread to Korea, Japan, Vietnam 

Throw sticks into a large canister 

Game(1)  Pitch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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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體育鼻祖 

二、四大運動會 

三、提倡尚武，鞏固領導地位 

四、希臘的教育理想 
 

蘇格拉底： 

『體格健全的人，可得較快樂而有為的生活，並可救
其自己，扶植其子弟，幫助其朋友，光耀其國家』。 

 
 

        

古代希臘的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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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origin of world sports 

2. The four biggest sports competitions 

3. Advocation of military force for 

consolidating the leading position 

4. The ideal education in Greek 
 

 

 

 

Sports in ancient 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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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rates:  

The good of healthy and strong body: 

Save Greeks on the battle-field  

Help friends & do good to country 

Help children to achieve better 

livelihoods 

 

 
 

 

Sports in ancient 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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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養團結精神 

二、祭    神 

三、表演武功 

四、宣傳文化 

 
 

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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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uild team spirits 

2. Worship gods 

3. Perform martial arts 

4. Promote culture  

 

 

The meaning of ancient Olym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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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運動鍛鍊與競技比賽，達到宗教、
教育、社會、與健康的正價功能 
 

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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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the positive functions in religion, 
education, society, and health through 
sports and competitions. 
 

The essence of ancient Olym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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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化競技、人獸搏鬥 

羅馬人、休閒娛樂、泡
湯、享受、賭博 

 

古代奧運會的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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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athletics 

Humans vs. Animals 

Roman 

Entertainment: hot springs and gambling 

The Decline of Ancient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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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 

 強調公平競爭和發展個人審美的價值觀；參與者無
論是男孩或成年男性，均是赤身露體地參與，所以
他們都有很強的動機去發展身體的力與美。 

 

希臘與羅馬-運動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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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 Sports vs. Greek Sports 

Greek 

Fair competitions  

Personal views of beauty 

 Strength and beauty of their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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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 (神鬼戰士劇照) 

 羅馬人只愛追求刺激、血腥、恐怖和聳人聽聞的感
受，觀眾最愛看戰車比賽，和人與猛獸，甚至是人
與人的廝殺場面。(職業化競技、人獸搏鬥) 

 

 

希臘與羅馬-運動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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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 Sports vs. Greek Sports 

Roman  

Exciting and bloody things, and the 

feelings of fear and shock.  

Audience liked to watch chariot racing, 

people fighting with animals or with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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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慾主義 (asceticism) 和經院哲學主義 
(scholasticism) 卻為“體育”帶來了負面的影響。 

所謂禁慾主義，就是鼓勵基督徒要重視來生，將
精神完全投入修行的生活，不要在意俗世的身軀
和享樂。 

經院哲學主義，其擁護者認為論據才是教育的最
重要元素，人的成就只取決於心智的能力，他們
亦不認同身體活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黑暗時代”的體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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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in “Dark Ages” 

 Asceticism and Scholasticism 

brought negative effects to sports 

 Not care about the body and 

enjoyment 

 Focus on mental ability 
 20-1 



以科學探究的精神去尋求解決辦法。 

 “身體與靈魂是不可分割，彼此是相輔相承”。 

領袖和學者等，亦多認同“體育”是學校課程
的一個重要部分，“體育”除了可以增強體質、
促進健康和學習，為戰爭作好準備外，還有
一定程度的娛樂價值。 

文藝復興時期體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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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ving problems by the spirit of science 

discovery. 

 “Body and soul are inseparable, and they are 

complementary.” 

  Physical education as a crucial part of school 

curriculum.  

 To improve health and learning ability. 

 To develop the value of entertainment, and 

fight for country. 

 

Sports in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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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默契 

每班/隊派10人,分成2組(一組5人) 

 5人用竹筷將網球運到桶內 

再將竹筷傳遞給下一組 

最快完成的那一隊得10分,第二名8分,第三
名5分 

各隊派代表計時/統計積分 
 

遊戲二  竹筷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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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 

 巴賽斗 (Johann Basedow, 1723-1790)-奠下了“現代學校”
的基礎模式。 

 顧茲姆斯 (Johann Friedrich Gutsmuths, 1759-1839)-促使
學校的體育課程逐漸為教育界所重視，因此有「德國
體育之父」的美譽。 

 楊氏 (Friedrich Ludwig Jahn, 1778-1852)- 楊氏體操主要
基於愛國的思想，他認為透過運動的訓練可以培養有
為有守的好國民，被稱為“德國體操之父”。 

 斯比次 (Adolf Spiess, 1810-1858)-有“德國學校體育之父”
美譽的教育家 
 

 

近代的歐洲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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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Johann Basedow (1723-1790) had established the 

basic pattern of “Modern School.” 

 Johann Friedrich Gutsmuths (1759-1839, Fath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Friedrich Ludwig Jahn (1778-1852), “Father of 

Gymnastics.” 

Adolf Spiess (1810-1858), the Fath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School. 

Sports in Moder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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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林氏 (Pehr Henrik Ling, 1776-1839)-通過科學的方
法才能更清楚認識人體的需要，從而選擇更適合
的身體活動來進行鍛煉。主要的推展內容為醫療
和軍事兩方面。 

英國 

英國是眾多戶外運動的發源地，採用以遊戲和競
技運動為主的課程。網球、曲棍球、高爾夫球和
板球運動，在1300年開始亦相繼出現。 

近代的歐洲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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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den 

Pehr Henrik Ling: Physical needs through 
scientific ways 

Purposes: medication and military 

United Kingdom 

The origin of many outdoor sports : tennis, 
hockey, golf, and cricket 

Events and competitions 
 

 

Sports in Moder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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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紀到18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改
革和啟蒙運動三大思想文化運動，反對基
督教所謂肉體是靈魂的監獄的說法，逐漸
注重身體的鍛鍊，提倡健全的身與心。重
新喚醒了人們對古代奧林匹克精神的嚮往
和古希臘身心和諧發展的體育觀的認識。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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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naissance,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and The Enlightenment 

 The spirit of ancient Olympics 

 The harmony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in Greek 

The Revival of Modern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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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復興 

古柏坦 (1863 - 1937) 
Pierre de Coubertin 
和平休戰 
文化及精神 
教育 
運動救國 
 
1896年4月在奧運會的發源地 - 希
臘首都雅典舉辦第一屆現代奧運
會。從此，開創了奧林匹克運動
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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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val of Modern Olympic Games 

Pierre de Coubertin 

 Peaceful Truce 

 Culture and Spirits 

 Education 

 Sports save the country 

The first Olympic Games was held in 

Athens in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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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五環 

國際奧委會規定，奧運標誌代表五大
洲的團結和世界各國運動員在奧運會
上的相聚一堂。 

 
現代奧林匹克之父-古柏坦 Pierre de 
Coubertin 

作為奧林匹克運動的一個形象，五環
包含著人類團結的深刻意義。心理學
家卡爾•雲格說，圓環代表完整無缺；
如果環環相扣，則代表連綿不斷。 27 



The Olympic Rings 

  The unity of the five continents 

 Athlet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the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The Rings: Completeness and 

Continu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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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屆奧運會的比賽大項不可多於28個(但可能會
逐漸鬆綁)，而入選為正式的比賽項目，男子運
動項目必須以一般的運動項目出現在至少75個國
家、以及4大洲；女子運動項目則必須至少出現
在40個國家、以及3大洲中。 

允許將舉辦國開展較為普及的1～3個非奧運會項
目列為該屆奧運會的表演項目，其他國家亦可派
隊參加，獲勝者還是會得到獎牌。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 

28 



  No more than 28 major competitions at each 

Olympics 

  Men’s Sports: at least 75 countries and 4 

continents 

  Women’s Sports: at least 40 countries and 3 

continents 

  It allows host countries to carry out the most 

popular 1~3 non-Olympic sports as the 

Olympic Games performances 

Modern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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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 1948年第五屆奧運設藝術競賽
(Art Contest) 

5 – 13種 
文學 Literature 
音樂 Music 
繪畫 Painting 
雕刻 Sculpture 
建築 Architecture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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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後藝術展覽、文化藝術表演 

2000年藝術競賽 

平面 Graphic 

立體 Sculpture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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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意義 

英國洛克： 

健全的心智，寓於健康的身體 

A sound mind in a sound body. 

 

世大運破世界紀錄-舉重  

郭婞淳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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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會格言“更快、更高、更強” 

The Olympic motto “Faster, higher and stronger.” 

 

衝鋒陷陣-橄欖球 

影片一 

影片二 

影片三 

 
 

運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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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會格言“更快、更高、更強” 

The Olympic motto “Faster, higher and stronger.” 

 

衝鋒陷陣-橄欖球 

影片一 

影片二 

影片三 

 
 

運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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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會格言“更快、更高、更強” 

The Olympic motto “Faster, higher and stronger.” 

 

衝鋒陷陣-橄欖球 

影片一 

影片二 

影片三 

 
 

運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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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道(Juto) 

影片 

 

 

籃球(Basketball) 

影片 
 

運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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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道(Juto) 

影片 

 

 

籃球(Basketball) 

影片 
 

運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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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坦：“奧運會最主要的意義重在參加而非
獲勝，正如人生的真諦，不是在於征服他人，
而在於自我的努力及奮鬥有方”。 

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體操 

影片一 

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 –體操 

影片二 

運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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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Olympic Games is not winning but 

taking part; the essential thing in life is 

not conquering but fighting well.”  

  -Pierre de Coubertin 

The Meaningful Reason of Doing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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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坦：“奧運會最主要的意義重在參加而非
獲勝，正如人生的真諦，不是在於征服他人，
而在於自我的努力及奮鬥有方”。 

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體操 

影片一 

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 –體操 

影片二 

運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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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溝通 

每班/隊派5人 

5人一組,交叉手牽手 

 1右牽3左,2左牽5右,4左牽1左,3右牽5
左,4右牽2右 

解成一圈,先完成的得10分,第二名8分,
第三名5分 

各隊派代表統計積分 
 

遊戲三  解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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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問你/妳從郭婞純的經歷中,獲得什麼啟示? 

2. 從衝鋒陷陣的影片一,看到了什麼? 

3. 從衝鋒陷陣的影片二,看到了什麼? 

4. 從衝鋒陷陣的影片三,看到了什麼? 

5. 就團隊運動來看, 你/妳認為需要哪些的條
件才能達到團隊合作?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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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柔道中的影片, 你/妳看到了什麼? 

7. 籃球的影片, 你/妳看到了什麼? 

8. 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的影片一, 你/妳
看到了什麼? 

9. 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的影片二, 你/妳
看到了什麼?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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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Than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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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史  正中書局      吳  文  忠  編  著 

 體育源流http://www.hksports.net/hkpe/pe_sports/history_pe.htm 

 運動的由來 

 https://sites.google.com/site/4015projectlife/home 

 運動的簡介 

 https://sites.google.com/site/4015projectlife/yun-dong-de-jian-jie 

 郭婞淳：有多少成功的甜美，背後就有多少失敗的掙扎/人生不只是
贏得比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UM4BGkB00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4583 

 奧運五環 

 https://kknews.cc/sports/6e2o2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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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人！高中生超越勝敗 助對手得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nU0tDrDRlk 

 106年全大運  柔道違反運動家精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EAzGIy6wsE 

 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 - 全心投入 專注當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FEsCYYQMw0 

 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 - 過程本身就是意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EKuFXTlLI 

 衝鋒陷陣~初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CSSFIt9nD0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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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鋒陷陣~溝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icncfko6P0 

 衝鋒陷陣~整合成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J712Q_z83Q 

 世大運標槍鄭兆村PK霍夫曼過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wAT7Sme57I 

 神秘經歷的新名字﹕「高峰經歷」（Peak Experience）和
「心流經驗/流暢經驗」（Flow） 

 http://www.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net/psych_NewAge/p
eak_exp_flo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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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鬼戰士 - 劇照列表 

 https://www.moviemovie.com.tw/db/program/10691/gallery 

 揭秘：為何古代奧運竟成了裸體競技？ 

 http://hottopic.chinatimes.com/20160304004740-260807 

 

 

 

參考資料 

https://www.moviemovie.com.tw/db/program/10691/gallery
http://hottopic.chinatimes.com/20160304004740-260807
http://hottopic.chinatimes.com/20160304004740-260807
http://hottopic.chinatimes.com/20160304004740-260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