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過應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發展學生的協作能力、運用
資訊科技能力、明辨性思考能力及解決問題能力

殷小賡老師

(學生活動主任及體育科主任)

香海正覺蓮社 佛教正覺中學



辦學宗旨：「衆生平等、有教無類、自強不息、
盡展潛能」

幫助學生的全人發展

提升學生的個人素質

增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及投入感

培養學生多元的共通能力

學校學生活動簡介



•三個籃球場(一個標準五人足球場)

•多用途活動室

•校本自製的圍版足球場

•禮堂(兩個羽毛球場)

•二個半開放及可室內的場地

•健身室

•歷奇中心

本校體育相關設施



整個課程設計中，我們加入多元化的內容，除
了一般的常規活動外，亦會加入不同的新元素

高爾夫球，保齡球，棒球、健球、冰壺、溜冰
劍擊、健球、躲避盤、攀石及射箭

突破場地的局限(高中：走出課室；初中：引
入外間支援)

校本體育課程



校本體育課程(一)

泡泡足球

溜冰課

健球一

健球二

健球三



校本體育課程(二)

單車課一

單車課二

棒球課一

棒球課二

躲避盤



校本體育課程(三)

健康360_體適能課一

健康360_體適能課二

射箭課

花式跳繩課

保齡球



校本體育課程(四)

Yeah!香港青少年健康調查計劃_講座

理論課_邀請其他團體作專題講座

小輪車課堂一

小輪車課堂二



 香港教育目標-終身學習學會學習共通能力

 體育是「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它幫助學生提升不同身體活動所需的
技能，瞭解有關活動及安全的知識，以發展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模式。體育
強調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提升自信及發展協作、溝通、創造、
批判性思考和審美等共通能力，是終身學習及全方位學習的重要基礎。

 香港課程發展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頁1)在《體育學習領域-新高
中課程及評估指引》中指出;體育是「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從
而健立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所2002,頁1-2)在《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用小一至中
三)》中明確寫出體育課程漸變的方向; ，並培養正確的價值由著重競技、
體能，漸變為以培育學生建立活躍健康生活方式觀及態度，能夠為我們學
生建立活躍而健康的生活方式。

 Morgan & Lubans(2008)引用Ekeland等人生的理論解釋如果人們能從兒童
至青少年階段培養成一個活躍的體育運動生活模式，這樣不論在精神上的
健康,或是對自己的信心、自我的肯定方面均帶來積極及正面的影響。

研究背景



 體育一直是香港教育所忽視的項目，縱使二千年開始推行的
教育改革，體育被列入及界定為八個學習領域之一，可是學
生對體育的態度多數都只是「玩樂」性質。傳統的體育教學
均以直接教學法為主導，在教育改革下，八大領域需要提升
學生九大共通能力，因此體育領域推陳出新，推出許多以學
生主導的教學法。

 過去十多年，本校體育科一直致力運用不同新穎間接教學法
以提升學生學習體育技能。因此，本研究是探究應用「競技
運動教育模式」提升學生共通能力之成效。

研究動機



 學生對體育課堂的觀感及看法？

 學生是否因「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經歷提升了共通能力？
(針對協作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力、明辨性思考能力及解決
問題能力四種共通能力作深入探究)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是否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研究目的/問題



 學生的自我動機

1. 學生參與體育運動的動機是受著不同的客觀因素影響，如學
生的自我觀感，包括運動能力、體適能、運動力量及先天身
型等都會影響學生的運動行為(Fox & Carbin , 1988)

2. 學生對體育科產生不好的經驗，則影響其對體育運動的學習
動機和參與意欲(林嘉麗，2001)

 球類在體育課程的重要性

1. 英國的研究發現，英國體育教師編排65%或以上的體育教學
時間為球類教學(Thorpe, Bunker, & Almond, 1984)

2. 在近年的香港，李宗亦指出香港中學體育教師亦出現把球類
教學定為其的主要日常教育內容的趨勢(Li, 1996)

文獻探究(一)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

1.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乃源於美國體育學者Siedentop，理
念是致力培育學生成為勝任能力（Competent），通達
（Literate）及熱誠（Enthusiastic）的運動參與者。

2. 此模式，學生需要創造自己的學習經驗，無論在設計比賽章
程、決定舉辦哪些項目、人手安排、時間分配、賽程、線道
編排、裁判法、訓練內容等皆由所屬組別的學生自行商討和
決定，老師只給予有限度的建議。因此，學生要學習「如何
學習」和「資料搜集和篩選」，並負起做決定的所有責任。
當中不單只是技能的學習，同時注重認知和團隊協作。因此，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突顯了學生的自主學習，正正能配合現今
香港課程革的要求和方向—學會學習，同時亦達到了教師起
初的期望

文獻探究(二)



 競技運動教育-近期創新課程和教學法之一Sport Education競技運動
教育

 六十年代Siedentop之博士課程研習所得

• 於1994年他的著作”Sport Education”出版後逐漸流行於世界各地

• 源自遊戲理論及強調和培育競技運動文化和於運動情境中擔當不同的
角色

 源於他對當時育課所教授的競技運動項目的不滿

• 缺乏挑戰性和乏味

• 教學單元短

• 著重個別技巧的練習

• 較少顧及像課後比賽和在電視轉播運動賽事的真確競技情境
(inauthentic context)

• 安排的比賽是即興的，學生於個別隊伍轉換頻密以致學生缺乏對隊伍
的歸屬感

• 與競技運動相關的禮儀、價值、傳統文化罕有地被培育

文獻探究(三)



 「競技運動教育」的主要目標:培育學生成為全面的運動參與者

•通達運動參與者(literate)通達的運動參與者明白運動的價值
及能分辨好與壞的運動行為

•熱誠的運動參與者(enthusiastic) 熱誠的參與者是一群參與
及遵守、保護及促進運動文化和積極參與的人士及

•具能力的運動參與者(competent)的運動參與者具備足夠技能
及戰術意識和擁有知識的運動參與者 。Siedentop  (2002, 頁
411) 

文獻探究(四)



 Siedentop, Mand and Taggart (1986)於「體育教學及課程策略」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strategies for 
Grade 5-12) 一書

 介紹競技運動教育為課程模式之一，具備

•哲學理念依據

•目的

•要素和優點

與以往的教學模式有所不同:

 包括球季(seasons)而非單元(units) ；

 使學生很快成為球隊的成員；

 提供一個正式比賽的計劃；

 出現終結活動；

 紀錄及公佈資料；和

 假定教師為教練的角色。

文獻探究(六)



Peer Teach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Direct 

Instruction

Teaching Methods suggested:

逐斬由教師移至學生為中心

建議的教學方法

直接教學法

合作學習

同儕教授 + 

Role Play

角式扮演



 研究方法：本文透過問卷調查的量性分析(共23題題目) +教師自我反思

 先導研究：找了6位學生作測試，結果：均有正面關係

 研究對象：嘗試以筆者任教學校(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的中四學生對間接
教學法如何提升學生共通能力之成效

 工具探究：改進體育活動教學環節及策略中的不足之處，讓學生真正體會體育活
動的真正趣味。

研究設計（方法、對象與工具）



 參考資料：
1. 毛榮建(2003). 青少年鍛鍊態度------行為九因素模型的建立及檢驗. 碩士論文. 北京: 北京體育大學

2. Ajzen, I.(1998). Attitudes, pensonality, and behavior. Chicago: Dorsey.

3. Fishbein, M. , & Ajzen, I.(1975).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Reading, MA: Addison – Wesley.(應罝於最後!!!!!!!!)

 透過以上問卷作參考製作此校本問卷

 前測：在正式派發學生作全面問卷調查前，本人先派給其中6
位學生作問卷前測。

 前測結果：

1. 學生認為問題大部份簡單易明；唯詢問有關資訊科技的題目
未能掌握當中題目意思

2. 學生認為題目能充分反映課堂所學的技能、知識、態度；但
詢問技能題目可深入一點

 基於以上學生問卷意見，本人就問卷問題作出修定。

問卷設計



 時間表

行動研究工作時間表



單元計劃



 運動技能範疇的結果

 各分題均有3.9至4.1的較高的數值(正向的關係)

 8題的平均值是4.03

 8題的標準偏差是0.08

 從數據反映運動競技運動模式能有效提升學生的運動技能

研究結果(運動技能範疇)



 協作能力測試結果

 各分題均有4.06至4.22的高的數值(高正向的關係)

 4題的平均值是4.13

 4題的標準偏差是0.07

 從數據反映運動競技運動模式能有效促進發展學生的協作能
力

研究結果(協作能力範疇)



 明辨性思考能力測試結果

 各分題均有3.97至4.06的較高的數值(正向的關係)

 4題的平均值是4.02

 4題的標準偏差是0.04

 從數據反映運動競技運動模式能有效促進發展學生的明辨思
考能力

研究結果(明辨性思考能力範疇)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測試結果

 各分題均有3.65至4.06的較高的數值(正向的關係)

 4題的平均值是3.90

 4題的標準偏差是0.18

 從數據反映運動競技運動模式能有效促進發展學生運用資訊
拜技能力，但此共通能力相比其他共通能力的數值較低

研究結果(運用資訊科技能力範疇)



 解難能力測試結果

 各分題均有3.94至4.19的較高的數值(正向的關係)

 4題的平均值是4.06

 4題的標準偏差是0.11

 從數據反映運動競技運動模式能有效促進發展學生的解難能
力

研究結果(解難能力範疇)



 MVPA60範疇結果

 各分題均有3.97至4.13的較高的數值(正向的關係)

 3題的平均值是4.05

 3題的標準偏差是0.08

 從數據反映運動競技運動模式能有效促進發展學生中等強度
至劇烈程度的體能活動

研究結果(MVP60範疇)



 過程中透過課前備課及課堂活動(規範比賽)提升了學生的協
作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力、明辨性思考能力及解決問題能
力

 過程中為學生產生積極而正面的小組隊伍的互動作用

 過程中的小組隊伍的責任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

 過程中透過課前備課及課堂活動(規範比賽)提升了學生的認
知發展及社交技巧

 過程中促進了學生的自學模式，使學生成為全面的運動參與
者

研究結果



「技競運動教育模式」有助學生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發展多元能力(技能與認知)

 提升溝通、解難、協作及明辯是非能力

「技競運動教育模式」推行之困難

 學生課前備課十分重要

 4課節未能深入地深化技能及認知

教師反思



「技競運動教育模式」有助

學生有效地提升學習體育學科知識的動機

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

培育學生的認知社交技巧

促進學生的學習態度

促進學生的「探究性學習」

研究結論與建議



 限制

 只研究本校學生的局限

 任教男生的局限，未能探究女生的學習情況

 未能反映普遍性的局限

 師生關係的局限

 反思

 施行對象可選擇多級，令研究更全面

 單元計劃可加多2-3課節，使效果更明顯

 訪問對象只有男生數據及結果，欠缺女生的數據及結果

 題目及研究範疇可集中二至三個共通能力

研究限制及反思



 球類項目應多運用「技競運動教育模式」的教學法

 課堂設計多以「競技性」的小組比賽作主導

 學生主導課堂

 應重視小組及全班的討論時間以提升學生技戰術的水平

研究建議



課堂延伸及應用

多利用「技競運動教育模式」的教學法於其他
的項目

繼續引入其他新穎教學法

體育課程規劃(未來發展)



中一至中三學生須最少參與兩項聯課活動

星期三、五為聯課活動日

星期一至五善用午間時間(不同的球類比賽、
訓練)

誇科大型體育活動

走出課室體育活動

製造學生參與體育運動的機會及情景

製造『普及體育』及『精英體育』相嬴的局面

體育課程介紹



• 周年陸運會

• 午間大型體育活動

• 圍版四人足球比賽(由校內推展社區)—寶礦力連續11年贊助賽事

• 『健美達人』減肥工作坊

• 體育科學習歷程檔案

• 歷奇工作坊

• 與數學科合作舉辦「馬拉松運算方式與實踐」學生工作坊

• 英文科合作舉辦「Healthy Living Project」、「Role Model」、「Fit 
for life」等探究式活動

• 綜合科學科及化學科合作舉辦「禁藥知多少？」周會

跨科大型活動(一)



跨科大型活動(二)

舞動香江活動

師生乒乓球賽_獲香港電台訪問

正覺同心迎奧運_香港電台訪問



陸運會_迎接奧運年活動

跨科大型活動(三)

開放日小學足球邀請賽

正覺盃小學四人足球邀請賽



午間活動(一)

班際足球比賽_老師表演賽

班際足球比賽_老師表演賽一

午間小舞台作舞蹈表演



午間活動(二)

師生乒乓球比賽

室內賽艇課

室內賽艇師生賽



課餘活動：健美達人減肥工作坊

健美達人減肥工作坊



走出課室體育活動

歷奇_空中飛索活動

歷奇_高牆活動

歷奇_遊繩下降活動_一

歷奇_遊繩下降活動_二

將軍澳醫院合作_運動創傷調查計劃



走出課室體育活動(二)

曼聯足球活動

小學室內賽艇邀請賽

歷奇課

參觀香港教育大學人體實驗室



走出課室體育活動(三)

中四 體驗營

中二 修善營



走出課室體育活動(四)

協助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東區小學校田徑比賽



延伸活動



延伸活動



延伸活動



正覺體育小成就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評運動員獎2015-2016

賽馬會五人足球盃（學校組）等獎項



正覺校隊(一)

女子排球隊

男子排球隊

舞蹈組

男子足球隊

女子足球隊



正覺校隊(二)

籃球隊

田徑隊



成就了不同的香港精英運動員

學生參加2018國際青少年羽毛球巡迴邀請賽(中國站)

學生顏鴻志代表香港出戰埠際學界足球賽

學生黃榮傑代表香港參加亞洲學界錦標賽

學生入選香港五人足球19歲以下女子足球隊



屈臣氏學生運動員奬

2015-18(連續三年)年度賽馬會五人足球盃(學校組)

全港賽(總決賽)女子17歲以下組別亞軍

九龍賽區女子17歲以下組別冠軍

正覺體育小成就



Giga Sport 十公里跑比賽青年男子組16-19歲第6名

「傳愛同心慈善跑」

4公里女子分齡個人賽亞軍



港九學界游泳比賽及西貢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甲200米自由式亞軍

男甲200米混合四式殿軍

男子青少年F組100米蝶式季軍

藝牽舞動全港舞蹈比賽2016 銀獎



田徑獲全港佛聯田徑團體獎



舞蹈組獲學界獎

足球隊獲獎相片

港九學界足球錦標賽(男甲)—1617年度亞軍



正覺反勝英華捧盧業樑盃



太陽日報_球類成績大豐收 正覺一生一體育 悟反思哲學



明報_明報校園記者專訪古烈治



星島日報_舞出真我夢



星島日報_非常老師愛教邨屋學生



星島日報_拖鞋踢出英超夢



熱血足球_傑志外訪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舞動香江_明報_體驗經典舞蹈 加強本土意識



星島日報_X File_傳送聖火 扮吉祥獸 正京奧運會揭幕



星島日報_正覺足球_暑假實戰磨刀
舞動香江_香港經濟日報_
萬元製戰衣 學生「舞」文化



明報_佛教正覺中學 香港羽毛球代表隊訪校

星島日報_正覺中學資訊日 師生傑志較球技



正京奧運會_陸運會傳火炬 推廣08奧運

正京奧運會_明報_奧運作教材 陸運試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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