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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 
 

現今的社會處於多元知識爆炸的時代，學校教育面臨社會文化的衝擊，教育局理念不

斷改革，課程與教材力求日新月異，教學方法更是百變窮出，為因應莘莘學子接收新穎資

訊的需求，啟發學生創意思考的能力，體育教師背負重責大任，在體育教學上扮演追尋時

代潮流的領航者。 

 

本專題體育專書為李宗位博士及甘偉強導師以及其他多位學有專精的體育專業人士

與教師，共同為「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10」所撰寫。2010 年特從體育的「培養體育素養，

達至全人發展」著眼，作為探討體育課程設計與創意教學法的出發點，實為難能可貴。透

過有關體育理論與實際結合的觀點，作一精闢介紹與呈現，內容甚為豐富，使本專書不愧

為體育教師專業進修與專業成長的最佳參考與指引。 

 

為一窺體育素養的闡釋，本專書以全人發展為主題，探討國外及本港學者與教師如何

透過體育課程以發展學生的全人教育，並從現實生活情境，深入瞭解體育課程與教學對學

生產生正確的健康概念與消費行為，是為體育教師專業的影響，全面提升體育教師專業素

養與知能，進而改善學生學習成效。 

 

當今體育課程教學目標，仍不離以培育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全人

教育，本專書說明藉由運動教育課程模式、合作學習、互惠式教學、合作學習、歷奇教育、

健體操、理解式教學、融合式教學等策略之運用，使學生在精心設計的教育學習情境中，

有效的培養出社會合作精神與自我效能；教師營造一個異於一般教學的學習氣氛與文化，

在體育教學中強調學生個別差異，重視每一位學生學習的權益，並促進全體學生共融與養

成勝不驕、敗不餒的高尚體育情操。 
 

 

 

何振業 先生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體育)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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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二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是香港體育教師在暑期中的一項體育盛事，它凝聚一羣熱愛體

育的體育教師聚首一堂，互相作學術交流，研究切磋，分享學與教經驗及成果。每年，「體

育教師暑期學校」都有不同的主題及加添一些新元素，主因是要配合社會及教育的轉變及

新需要；為了方便體育教師日後可以作參考，提升教學效能，籌委會會將專題講座及研討

會的文章輯錄成刊物。 

 

在過往數年，香港教育學院體育同工，以李宗博士為首及其他熱心推動體育教育的同

工都積極申辦此項大型盛事。今年也不例外，「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10」也由香港教育學

院體育同工承辦，現已圓滿結束，而李宗博士及甘偉強導師作為主編的刊物也進入完成階

段。 

 

今年的「體育教師暑期學校」的主題是「培養體育素養，達至全人發展」，刊物內的

文章自然圍繖這主題而發表。本人細閱內容，不難發現其理論性、學術性及實用性十分高

及強，值得向體育教師大力推薦作為日後參考，擴闊其體育知識，提升教學效能及促進學

生學習。 

 

在理論性及學術性方面，每一篇文章都能展示作者搜尋多方面的文獻作參考、探討及

分析，例如李宗博士等論述歐美各地及香港全人發展的理論及定位，以及闕月清教授論述

台灣的全人發展的經驗。另外有大部分文章都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包括質性、量性及訪

談等搜集數據作分析、討論及總結。 

 

在實用性方面，讀者可以參考到如何推展「培養體育素養，達至全人發展」的策略，

包括創新的體育校本課程及不同教學方法，如「合作學習」、「互惠式教學法」、「領會教學

法」、「體驗學習」等。 

 

本人深信這份刋物對推動香港體育教育知識領域能向前邁進一步，對香港體育教師有

莫大的裨益，對促進學生學習課程及教法更有效能。 

 

最後，本人深感欣慰能有機會為此刊物寫「序言」。 
 

 

 

廖玉光 博士 

前香港教育學院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系主任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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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三 
 

體育教師暑學校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體育組為香港體育教師所提供的週年專業培訓

項目，目的旨在豐富體育同工的進階知識，推廣分享文化，發展優質和適切的體育課程，

建構「知識為本」的體育專業發展，以促進學生的學習。 

 

本刊物輯錄自多位體育同工於二零一零年體育教師暑期學校之「專題講座」及「校本

經驗分享」的匯報文章，分享他/她們對「培養體育素養，達至全人發展」概念的闡釋及

體育課程中所開展的相關研究和實踐經驗。全書共分為以下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 

首先，編者於第一章尌「全人發展」的主題，作出文獻的探索、分析及歸納，列舉專

家、學者及本地官方刊物對推展上述議題的看法，其中包括對五育、多元智能、體育人和

體育通達人的論述，並建議發展體育教師可透過調適課程目標、內容、教學法及評估，能

為學生策劃適切體育課程以推展「培養體育素養，達至全人發展」。 
 

第二部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闕月清教授及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體育組王宜文講師

於第二章以臺灣經驗論述如何培養全民體育素養，她們建議透過重新建立體育的教育價

值、瞭解與重視國際體育發展以及國家政策的配合三方面著手，擴展身體活動為「全人教

育之必要元素」、「終身學習之權利」、「身體教育之核心」、「全民健康之磐石」、「競技體育

之根基」及「文化傳承之帄台」以培育全民體育素養，並列舉多項於臺灣推行之運動，例

如「運動、學習、行善」331 活動；「中央一縣市一學校」；「精緻體育教學，普及全民運動」

和「快活計劃」等，其最終目的是達至全人發展。 
 

第三部分 

多位同工於第三、四及五章報告了三項校本行動研究，他們嘗詴應用不同的社群協作

教學模式以解決部分體育課程的問題及培養學生的全人發展：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楊

英偉老師與編者於第三章和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殷小賡老師於第四章分享了他們

透過「合作學習」以推展學生全人發展的研究。於第五章，天水圍官立中學李子銘老師與

編者展述了他們透過「互惠式教學法」以推展學生全人教育的探討。上述兩種教學模式被

認為可應用於體育教學以促進學生的學習。 
 

第四部分 

培僑小學劉家俊老師與梁錦輝老師於第六章以全人發展為題，闡釋了他們以「透過身

體活動進行教育」的取向，應用各類型的體育活動及多元的教學法如領會，共融及學習歷

程檔案等以培育學生健康的生活模式、共通能力及正確之價值觀和態度。伊斯蘭脫維善紀

念中學李濤老師與香港教育學院健康與體育學系高達倫博士在第七章以體育科如何推展

全人發展為題，分享他們透過「歷奇教育」，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發揮個人潛能，增強



    

iii 

人際關係及建立學生團隊協作能力的實踐經驗。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黃嘉璐老師在第八

章報告她建立校本健體操的經驗，她闡述如何透過發展健體操，培養學生全人發展及提升

全校健體文化，讓同工認識「葉小健體操」及「舞出動感校園」等意念。中華聖潔會靈風

中學謝道鴻老師於第九章報告了他以透過創新體育課程、教學、設施和行政上的配合，於

體育學習領域中推動全人教育，建立活躍及健康生活模式。上述體育同工應用多元的體育

課程及教學，為促進學生學習帶來新的思維和方向。 
 

第五部分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胡逸熙老師與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朱加俊老師在第十章裏分別以

「互惠式」及「概念」教學法分享他們小學及中學的展示課設計，他們與香港教育學院健

康與體育學系同工共同設計了兩個課節計劃，課節以「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 Theory) 

(Bandura, 1977) 及「概念學習」(Concept Attainment) (Wuest & Lombardo, 1994) 理念作依據，

採用混合能力分組，並以小組技術練習、提問、模仿、角色扮演、討論和比賽等活動，利

用各種群體互動形式進行學習，培育學生技能、互相支援、信任、欣賞和其他層面的學習

目標，以供體育同工參考、討論及指正。 
 

上述各位體育同工的匯報文章，充份顯証他/她們對體育課程及教學法的創意和對學

生學習的要求。教師努力不懈地以專業精神嘗詴不同的課程及教學模式，其中包括行動研

究、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歷奇教育、健體操、概念學習、合作教學法、互惠式教學法、共

融教學法、領會教學法和學習歷程檔案等以改進體育之學與教，促進學生學習為最終目的。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實有賴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體育組所開展的體育教師暑期學校、香

港教育學院健康與體育學系同工及籌備委員會各委員：包括梁瑞好課程發展主任、馮俊文

課程發展主任、曾卓權博士、高達倫博士、周佩瑜博士、黃潔儀導師、劉志聰教育總主任、

周志堅校長、朱活民校長、黃兆雄校長、陳靖逸老師、梁柏偉老師、謝道鴻老師、李子銘

老師、王偉豪老師、廖新籃先生和趙憲邦先生的支持及給予寳貴的意見。 
 

本書刊亦得到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體育)何振業先生和前香港教育學院體育與運動

科學系系主任廖玉光博士出任本書評審委員，並給予專業意見，使各匯報文章得以精益求

精。 
 

最後，我們要感謝高達倫博士和鄭浩君先生為本刋物所有文章作較對工作及曾玉婷小

姐統籌編印及出版。 
 

 

 

李宗 博士 

甘偉强 導師 

二零一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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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培育體育素養，達至全人發展 

 

李宗 博士  高達倫 博士  甘偉強 導師 

香港教育學院 健康與體育學系 

 

摘要 

 

本文旨在從體育教育工作者的角度，搜尋國內和國外有關「體育素養」

及「全人發展」的文獻，並參考學者，專業團體及官方刋物的資料，作出分

析和歸納，闡釋其意義，及論述如何透過改變體育同工的理念和調適課程以

發展學生之全人教育。 

 

關鍵詞：體育、課程、體育人、全人發展、體育素養 

 

引言 

根據著名課程學專家 Tyler (1949) 的建議，任何課程的策劃必頇對四個主要課程元

素：教學目標、內容、教學法和評核作出適切的決定及調適，Tyler 之建議為教師提供設

計課程時的重要依據。若要有效地推展全人發展的體育課程，體育教師需要具目的及系統

地策劃適切的正規體育課程和相關的聯課經歷，清楚界定全人發展的目標，剪裁合適的內

容，選取有效的教學法和具信用度的評核。體育教師需先對全人發展的概念及其相關的課

程作深入的理解，方能促進學生學習以達至全面的發展。在執行時，他/她們也需創建理

想的學習環境。這些因素對培養學生全人發展起著至關鍵的作用。以下是筆者對體育素養

及全人教育的詮釋： 

 

「全人教育」及「體育素養」 

 簡單地說，「全人教育」可從詞義作理解，「全」可詮釋為學生的培育應被視為「整體」、

「整全」、「帄衡」及「完美」等意念；「人」則指教育應著眼於育人，「重點在學生，意義

在人而非在識」(潘正德和魏主榮，2006，頁 169)，以「學生」為主體，並將他/她視為完

整的個體，發展潛能及培養他/她們的完整個體為目標。「全人教育」可以說是建基於人文

教育 (humanistic education) 以培育學生達至全人發展為目標，追求著智能領域 (intellectual 

cognitive)，情意領域 (affective) 和技能及體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的結合，為他/她

提供帄衡的學習經歷，發展自我 (Miller, 1992)。 

  

在西方國家，全人發展成為教育目標可追朔至十九世紀末期之「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進步教育」強調學生是一個能主動思考的個體。故此，培養她/他們的全面教

育及自主性是十分重要，可使她/他們能更聰明及有效地追尋教育的目的，這以人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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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於促進學生完美及整全的發展作為最終教育的目標。 

 

「全人發展」與「多元智能」理念 (Multiple intelligences) - Gardner (1983) 提出「多元

智能」的理念 (Multiple intelligences) 可以說是與全人發展的概念不謀而合，Gardner 根據他

以認知心理學研究，致力探討腦部受傷對相關能力的影響，他最先倡導七項多元智能，其

中包括語言、邏輯數學、空間、肢體動作、音樂、人際和內省等智能。每一個人均擁有多

項智能，各項智能有其不同的發展速率，每一個人擁有各項的智能量有所不同，有些能被

充分發揮，其他可能未被發展及隱藏，培育全人發展可以說是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各種智能亦可界定為教育的重要素養。 

 

「體育人」(Physically educated person) - 關於透過體育以培育學生的全人發展，美國國

家運動及體育總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倡導「體育人」

(Physically educated person) (NASPE，2004，頁 11) 的概念，先從健康及體力活動的好處作

為出發點，宣揚「體育人」的概念。總會宣稱培育「體育人」應被納入為學校體育的目標，

「體育人」是指學生透過豐富的體育學習經歷： 

 

 掌握能參與多類型體力活動之技能； 

 明瞭體力活動及體適能的好處及啓示；  

 恆常地參與體力活動； 

 令身體健康；及 

 評鑑體力活動對健康生活模式的貢獻。(NASPE，1992，頁 7) 

 

其後，美國國家運動及體育總會 (1995) 為所有體育教師發出一份命名為「走進未來：

國家體育標準：內容及評估指引」的重要文件，指引主要環繖著：「甚麼是學生應知道的

及能做到的？」「體育人」的標準及意義被擴闊和修訂為包括健康及體力活動以外的知識、

技能、態度及價值觀等元素。「體育人」應能： 

 

 於多類活動中展示勝任能力及於某些活動項目中展示純熟技能； 

 應用活動概念及原理以學習及發展技能； 

 展示活躍生活模式； 

 達到及保持促進健康體適能的程度； 

 於體力活動中展示負責任的個人及社交行為； 

 於體力活動中展示明瞭及尊重不同人士的異同；和 

 明瞭體力活動可以提供享受、挑戰、自我表現及社交的機會。 

 

「培育體育素養，達至全人發展」最終的目標可以說是發展學生成為「體育人」，上

述「體育人」所詳列的知識、技能、態度及價值觀等元素可被認定為重要的體育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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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通達人」(Physical Literate Person) - 英國及加拿大體育學者則提議「體育通達人」

的概念 (Physical Literate Person) (Mandigo, Francis & Lodewyk, 2007)，在體育薰陶下，體育通

達的學生「能具備優雅及信心地參與一系列的體力活動，其中包括具勝任的能力以至發展

成全人 (例如於體能、情意及智能領域的發展)。近期對體育通達人的定義也包括心理及社

會部分如應激、社會責任、自我成長及文化認識等。」(頁 4)。上述概念基於人體活動的

效率及效能角度被闡釋，「體育通達人」應能： 

 

 持續地建立應激及具能力明瞭、溝通、應用及分析不同類型的體力活動； 

 具創意及戰略性展示多類型的體力活動及關乎健康體適能活動的能力；和 

 應用上述技能以促進健康及活躍生活的選擇，使個人、他人和環境有所進益。(頁

7) 

 

以上「體育通達人」的元素是培育體育素養的依據，也可被視為達至全人發展的最終

目標。 

 

在中國，「全人教育」可以說是沿遠流長，古代周朝推展全民之「六藝」：禮、樂、射、

御、書和數等六種能力的培育，可見古代的教育著重培育國民多元的發展，這六種能力可

以說是六種國民素養，以適應當時社會的需要。 

 

其後，「全人教育」的素養大致上建基於儒家的觀念，並以「五育」為基本重要元素，

透過學校多元化及豐富的學習經歷，學生最終能培育成具備德育、智育、體育、群育和美

育的完美個體，繼後，精神 (spiritual) 及情緒 (emotional) 的適應能力也被納入為「整全」

學生培育的目標。一般而言，具備德育的學生應有判斷能力及建立高尚的道德情操，能自

我導向以達至具意義的人生。具備完美智育的學生應有能力獲取知識、技能及態度，不斷

進行反思，並以批判性角度解決問題和應付困難。體育完備的學生能恆常地參與強身健體

活動，自我實踐安康的境界 (wellness)，其中包括建立健康及活躍的生活模式。群育完備

的學生應具備與人溝通、協作、尊重、接納及支援等特性，她/他們亦能有效地擔當社會

的角色及責任。具備美育的學生時常參與藝術及美感的欣賞，使和帄氣質及追求完美的創

意得以培育。具備帄衡精神和情緒的學生能以多樣化的興趣豐富生活，她/他較能於人前

控制自己的情緒，關愛和尊重別人。以上五育的闡釋耳熟能詳，惟在不同的時代背境及社

會的要求，全人發展有著不同的詮釋，而學校體育課程也不例外。 

 

香港的體育教育於七十及八十年代期間，因受西方國家的發展心理學及教育學的思潮

影響，課程的目標從抗疾及補償活動等概念轉向著重學生的全面發展 (Li, Cruz & Yeung, 

2008)。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及議會分別於 1975 年、1980 年及 1988 年出版了三份中學體育

課程指引 (課程發展委員會，1975，1980，1988)。又於 1985 年及 1995 年先後編制了小學

體育科課程綱要 (課程發展委員會，1985； 課程發展議會，1995)，內容正是圍繖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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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類型的體育活動，以達致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目標，「育人教育」或「透過身體的

教育」(Education through Physical) 理念成為體育課程的主導思想 (陳錦雄和李宗，2003)，

體育素養一般亦遵從著儒家之「五育」概念為基本重要元素而論述。 

 

二十世紀末，科技一日千里，經濟急速轉型，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加上社會的轉變，

民主素求的提高，皆對香港學校課程構成了挑戰及促進了改革。自一九九九年九月起，香

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統籌委員會因應全球各地教育改革的浪潮作出「終身學習，自強不息」

的教育改革建議，開展了香港教育制度、考詴及課程等各項改革。 

 

在教育改革下「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被界定為未來學生應具

備的素質，全人發展及學會學習成為主要目標，旨在「讓每個人在德、智、體、群、美各

方面都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能夠一生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具充分的

自信和合群的精神，願意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和民主不斷努力，為國家和世界的前

途作出貢獻」(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頁 4)。繼後課程發展議會草擬多份關於教育制度、

課程和考詴改革的文件，培育學生成為具競爭能力的終身學習者以適應科技、社會及經濟

急速的發展及變化 (課程發展議會，1999，2001)。故此，學會學習以達至終身學習以應付

急速變化的社會需要，成為全人發展的重要素養。而學校的體育課程亦相應地作出適時的

變更 (教育統籌委員會，1999，2000)。 

 

學校體育教育也不例外，尌新的教育改革積極地作出相應的改變措施，先後於 2000

年發表了新體育課程的諮詢文件，及至 2002 年刋登了「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

三)」(課程發展議會，2002) 及 2007 年發表了「體育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課程

發展議會和香港考詴及評核局，2007)，落實課程發展路向及建議，貫徹廿一世紀的教育改

革理念，推崇「終身學習、全人發展」，培育學生具備持續競爭力的整全個體。課程發展

議會 (2002) 建議體育為中小學八個主要學習領域及五種主要學習經歷之一。新高中課程

也著重學生全人發展的培育，除中、英、數 3 科主修科及 2 至 3 選修科以應付中學教育文

憑考詴外，學校亦需要為學生提供最少 15%課時於「其他學習經歷」(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其中 5%體育學習經歷是不可缺少的，以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課程發展議會

和香港考詴及評核局，2007)。 

 

學校體育是一重要的媒介，透過多樣化的體育學習經歷，促進學生於技能、智能、價

值、態度及共通能力等的掌握，以達至全人發展的教育目標。課程指引中明確界定「體育

是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 2)，顯示了體育學習領域與其他七大

學習領域不同之處，其教學目標是以身體活動作為手段的本質，利用身體活動如競技運

動、民族體育、健身及遊戲等，讓學生在「體育技能、健康及體適能、運動相關的價值觀

及態度、安全知識及實踐、活動知識及審美能力」等六個範疇；溝通、協作、批判性思考、

創造力、運算、自我管理、運用資訊科技、解決問題及研習等九種共通能力；以及七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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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及態度如堅毅、尊重別人、責任感、國家身份認同、承擔、關愛別人及誠信以促進身

心健康，達致「德」、「智」、「體」、「群」、「美」全人的發展。以上六個範疇、九種共通能

力和七種價值觀及態度成為現今全人發展，學會學習和終身學習的主要體育素養。 

 

上述全人教育及體育素養的論述多從官方刋物、專業團體及學者的詮釋，相對地較少

由體育教師所提出的共識和意見。最近，在體育教師暑期學校活動後所進行的一項關於「體

育課程的銜接」的研究 (Li, Cruz & Yeung, 2008)，透過問卷調查 296 位參與工作坊的體育

教師，發現體育教師對學校體育的功能有以下的優次：  

 

 建立積極和健康的生活模式（45% n=131, 18%  n=53）；  

 改善體質及身體協調（25% n=74, 32%  n=94）；  

 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度（11% n=33, 20%  n=57）； 

 學習運動技能（9%  n=26, 16%  n=46）；  

 獲取體育相關知識（3%  n=8, 5%  n=16）；  

 培育理想的道德行為（2%  n=7, 4%  n=12）；及  

 促進共通能力（1% n=3, 1%  n=2）。  

 

從參與研究的體育教師的觀點中，學校體育可促進學生的健康及改善身體素質分別被

列為第一和第二優先的功能。培養積極的態度和價值觀及學習運動技能分別列為第三及第

四。與體育相關知識則被列為第五項學校體育的重要功能。雖然最近的教育改革中共通能

力被廣泛宣傳，但在此研究中被體育教師介定為較次的功能。調查結果嘗詴闡明教師對學

校體育功能的想法，在體育教師的心中，體育能提供學生全人發展的各項優先次序的要素。 

 

「體育素養」以達至「全人教育」的培育策略 

體育同工除了要對「體育素養」及「全人教育」作充份認識外，亦應適時地檢視現行

體育課程的推行，開展特定的改進措施，反思以下課題以推展學生之全人發展： 

 

目標的釐定：上述所論述之「多元智能」、「體育人」、「體育通達人」、「五育」，「樂、

善、勇、敢」、「六個範籌」、「九種共通能力」、「六種價值觀及態度」和本港體育教師對學

校體育各項功能優次的看法均可為同工對體育素養的詮釋提供參考價值。體育同工可根據

自己對體育的理解，學生的需要，社會的現況及學校的辦學理念，釐定適切的「全人發展」

課程目標，協助學生掌握「學會學習」的精髓，引導他們建立「終身學習」的理想態度。 

 

多類型的活動模式 (Multi-activity Model) 的課程：一般以全人發展為目標的體育課程

多採納多類型的活動模式 (Multi-activity Model) 的課程設計，事實上，課程發展議會 (2001)

建議第二及第三發展階段的體育課程 (小四至中三) 頇包括「在不少於四類活動範中，學

習至少八項不同的體育活動」，實是不無道理。多類型的活動模式的課程正是針對「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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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之廣闊目標而製定。但是，體育同工應理解此種課程模式所教授的項目較為繁多，

在時間、設施及教師個別項目的強弱限制下，推展時難免存在一定的困難，有時可能會顧

此失彼。故此，體育教師應對不同的課程取向及模式的背後理念、強項與弱點及推行的方

法作出透徹的理解，尌本身條件，策劃及推展適切而有系統的校本體育課程。 

 

內容的調適：個別體育內容具備其獨特的功能，可劃分為典型性、基礎性、文化性、

實用性、觀賞性、娛樂性及競技性等元素，例如體能、田徑及體操等活動特別容易發展學

生的身體素質，可被界定為具備基礎性元素；舞蹈活動具備培育學生審美的功能，具備觀

賞性的特性；隊制球類活動較能裝備學生的「社化」功能；個人的項目如高爾夫球和網球

等存在著其延續價值，容易成為學生終身活動之一。若要達到全人發展的目標，教學內容

亦需要作出相應的調適，課程內容必頇包括一定程度的闊度，以達至廣闊的全人發展的目

標。 

 

教學法的轉變：過往一些體育教師深信以「傳授」的教學法，認為教與學是知識、技

能及價值的傳遞，他/她們利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如直接教授、直觀、示範、講解、回饋及

練習等，將自己的技能傳授予學生，教師主導了整個學習的過程，而學生亦只有在透過練

習來鞏固學習成果，於是學生的學習只會停留於模仿及練習。故此，教師於學與教的過程

中決定一切，以利便學生的管理，學習環境的控制。Mosston 和 Ashworth (2002) 所建立之

命令式 (Command Style) 及練習式教學法 (Practice Style) 均普遍地被採用，惟此種教學模

式不利於啟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及主動學習，對促進各共通能力的發展幫助不大。 

 

「體育素養」包括頗廣闊的範疇，相應的課程應多加以學生為本的元素及「建構」學

習理念為依據，學生應由經驗和接觸到的情境中自行建構知識、技能及態度，體育教師可

以協助學生對體育概念的引導，思考方法的培育及自我學習模式的促進，而至於表面的知

識、資料及技巧則較為次要了。體育同工應多加考慮採用 Mosston 和 Ashworth (2002) 所建

立之製造式 (Production Styles) 教學法以協助學生建構學習。 

 

此外，體育課程亦頇加入其他類型學習如「社群協作學習」，透過小組合作經歷，讓

個別學生於組群內的展示不同的能力、取向、共識及個性等之互動學習，以提升整個組群

的學習效能。這種學習模式建基於「社會建構學習」理念 (Social Constructivism)，它倡導

著認知的發展，技能及態度的建立源自社群的互動，學生可透過同儕間或能力較高的同學

合作互動及互勉，提升學習效能，發展學生的協作能力、溝通能力和批判性思考等能力。

體育同工可考慮引入「社群協作學習」相關的教學或課程模式如「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Slavin, 1995)、Mosston 和 Ashworth (2002) 之「互惠式」教學 (Reciprocal Teaching 

Style) 及 Siedentop (1994) 之「競技運動教學模式」(Sport Education Model)。 

 

體育教師亦頇提供學生分析性思維學習，以刺激學生的解難及批判性思考的學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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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此等學習是依靠體育教師具目的、系統及步驟性地引導學生進行探究活動，目標是

刺激學生豐富的想像力、分析力、應用、解難及批判思考等能力，重點不在於指示學生如

何去做，而是啟發他們勇於嘗詴，引導他們學會於過程中，不斷反思，糾正及作出適當的

決定。體育教師可多讓學生參與一些如戰略或組織等的策劃，以小組討論的形式，讓他們

共同探討、分析、解難及批判，發展高層次的思維能力，藉以提升智能素質。體育同工可

考慮引入「刺激學生思維」相關的教學或課程模式如「領會教學法」(Teaching Games for 

Understanding) (Bunker & Thorpe, 1986)；「概念學習」模式 (Wuest & Lombardo, 1994) 及

Mosston 和 Ashworth (2002) 所倡議一系列創造式教學法 (Production Styles)。 

 

「學生為本」的建構學習理念對於傳統以技能學習為目標，以直觀、示範及模仿為主

要 的 教 學 手 段 之 體 育 課 程 及 教 學 存 在 著 相 輔 相 成 的 效 用 。 體 育 教 學 除 著 重 傳 遞 

(Transmission) 及 經 驗 的 學 習  (Experiential learning) ， 教 師 亦 要 多 加 分 析 性 思 維 學 習 

(Cognitive learning) 及社群協作學習 (Cooperative and social learning)。隨著新學習概念的倡

導，教師的角色亦應從知識的提供者轉移為學習中的啟導者及促進者，於多元化的教學過

程中強調學生的主動及互動的學習，從經驗及學習中建構知識及技能，並培養她/他們的

共通能力，以促進學會學習的能力及達致全人的發展。 

 

評估的調適：評估是課程的主要元素之一，評估亦是學與教的一部分。因此，體育教

師應引進多元化的「進展性」評估模式、策略及工具，配合及帄衡「總結性」的評估，從

而促進學生的學習及反映學生的學習進度。多元評量的推行要有賴體育教師們對評估觀念

的改變及接納，教師樂意與學生及家長共同釐定學習目標，清楚界定評估準則，將評估納

入教學中，容許多次的學生評估，給予學生於學習上建設性的回饋。引入學生自評，同儕

互評及家長評估，以促進學與教的改善。並在策劃及推行體育評估時，堅孚促進學習評估

的基本原則，如評估政策建立的系統性需具信用性、透明度、準則性及可行性，評估政策

的推行應和「學與教」相關，才能促進學習。 

 

總結 

「培育體育素養，達至全人發展」應被納入為體育學習領域目標之一。本文旨在搜集

相關文獻，對上述議題作出探討、分析及歸納，並勾劃如何透過體育學習領域發展學生之

全人發展的可行方法。期望與同工所分享的，能為體育同工提供教學資源，增添體育之學

與教的思路和方法，並為體育的專業發展加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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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培養體育素養、達至全人發展：臺灣經驗 
 

闕月清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王文宜 講師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體育組 

 

 

前言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如何培養全民體育素養已成為各國重視的焦點。所謂體育素

養是培育全民形成和具備現代社會所應有的體育知識、技能與情意的涵養，並且以終身學

習為中心思想 (Hayden-Davies, 2008)。而有學者認為要達到全人發展，則必頇從教育著手，

致力於培養孩子有應付「複雜」的能力 (cope with the complexity)，也尌是增強孩子在各生

命範疇(如德、智、體、群、美)中的處變能力。這樣，他們才能夠面對在人生所遇上的各

種變化/挑戰 (Csikszentmihalyi, 1998)。然而如何透過培養體育素養來達至全人發展的目

標？或許可以透過重新建立體育的教育價值、瞭解與重視國際體育發展的趨勢以及國家政

策的配合三方面來著手，期望本文能達到與香港各級體育教師分享臺灣的經驗並互相交流

的目的。 

 

一、 重新建立體育的教育價值 

隨著社會的進步，體育教育的價值從身體活動橫向擴展為「全人教育之必要元素」及

「終身學習之權利」；在縱向部分則加深為「身體教育之核心」、「全民健康之磐石」、「競

技體育之根基」以及「文化傳承之帄台」(國立教育資料館，2010)。有鑑於此，臺灣教育

部更將 2010 設為終身學習行動年來推展「運動、學習、行善」331 的活動。以終身運動、

終身學習與終身反省為措施，以每天至少運動 30 分鐘、每天至少學習 30 分鐘、日行一善

為推動的口號。其中在「運動」的具體作為方面，則以擴大一人一運動、推動中小學生普

及運動、擴大推動特色體育運動營以及鼓勵全民培養多元運動能力為首要推展要點，如圖

一 (教育部社教博識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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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010 終身學習行動 331 活動 

 

二、 重視國際體育發展的趨勢 

臺灣在近 10 年來學校體育與衛生教育政策方面，推展全民運動、普及運動生活化觀

念、養成學生規律運動習慣、落實學校體育教學、健全學校體育發展體系、培育優秀運動

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均成為教育部體育衛生教育政策主軸。為了落實政策，臺灣政府

綜合聯合國組織、歐盟運動組織及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學校體育

政策發展現況，並歸納下列國際發展趨勢： 

 

（一） 倡導「運動與體育是基本人權」的核心價值。 

（二） 學校體育發展目標導向運動習慣的養成與健康體適能的提升。 

（三） 學校體育與運動促進健康的關鍵在體育課程時數充足（各先進國家中小學體育課

程時數帄均為每週 180 分鐘）及專業師資之養成。 

（四） 各國「學校體育活動推展策略」可分成落實學校體育課程、提升運動人口、培育

體育人才、興建修繕運動場館設施及發展競技運動等五個主軸。 

（五） 學校體育為競技運動發展之搖籃，惟選手與教練培育體制，歐美與亞洲國家作法

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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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政府有鑑於上次五點國際發展的趨勢走向，於今年度的全國教育會議提出全民運

動與健康促進等方針，並提供國家政策的方針藍圖，詴圖提升全民體育素養。以下國家政

策的整體配合部分，即為透過體育達至全人發展的臺灣經驗。 

 

三、 國家政策的整體配合 

在國家政策的配合部分，可以從兩個部分作說明，一個是介紹臺灣在學校體育與健康

教育發展的現況，另一則提供全民運動與健康促進未來政策六大議題的概念著手。在臺灣

學校體育與衛生教育發展的現況，則包括： 

 

（一）落實體育教學，普及校園運動風氣，厚植全民健康體能 

具體計畫包括「學校體育教學發展中程計畫」，以增進體育教學品質，推動學生健康

體適能計畫；「提升學生游泳能力中程計畫」，養成學生親水能力及游泳運動習慣；「適應

體育教學中程發展計畫」以保障特殊學生受教權益，改進體適能教學。各項計劃雖已見成

效，然因社會變遷影響生活型態，以靜態生活形態為主；導致學生體適能表現不佳，規律

運動習慣仍待加強。而升學導向之教育環境，致使中小學健康與體育課實施時間較少，運

動社團參與人數比例偏低，大學體育課程必選修式微，加以師資培育制度變革，體育專業

師資嚴重不足，皆為問題所在。 

 

（二）打造優質運動環境 

為打造優質運動環境，具體作法包括：新建、修建、整建運動場地及購置體育器材設

備、補助原住民運動場地器材設備、補助學校購置特殊體育器材、補助國民中小學興建游

泳池、鼓勵學校運動場地設施開放。然學校運動場地仍普遍不足，尤其中小學更為嚴重，

而室內場地、游泳池更形缺乏，此外城鄉差距、公私立學校之差距亦為普遍存在之事實。

而學校運動場地對外開放則因空間不足、管理成效不彰及經費使用僵化之限制，導致難以

發揮其功能。 

 

（三）整合區域培育資源 

在競技運動方面，實施現況為：建立優秀運動選手培訓機制，設置體育班相關辦法。

輔導建立區域運動人才培訓體系，建構「中央—縣市—學校」連貫之培育體系。推動大專

校院優秀運動人才助學計畫、推動專任運動教練法制作業、辦理各項運動賽會、推動運動

績優生升學輔導措施等。然因近年社會結構變遷，少子化趨勢及社會傳統思維對學校體育

教育的衝擊，嚴重影響學校運動人才之培育。影響因素尚包括：社會傳統價值觀念待革新、

區域培育系統尚待整合、學校體育專業尚待建立、學生運動員人文素養、品德教育與基本

學力亟待提升、大學專業人力未與基層訓練結合及運動人才資訊網絡未完整建置。 

 

（四）提升學生健康素養，落實自主健康管理，營造優質健康校園 

在健康促進方面，實施現況為：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訂定健康議題實施計畫，如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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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性教育、健康體位、校園菸害防治等；充實與改善校園健康設施，如興建午餐廚房

硬體修繕充實設備、飲用水設施改善等；以及各項提升學生健康服務品質之措施。學生健

康教育與政策實施多年，惟在課程品質與健康行為的改變上仍有努力空間。相關問題包

括，專業師資嚴重不足，學生健康生活技能無法落實、飲食習慣有待改善、網路成癮問題

應予關注、性教育問題有待正視、動態生活亟待建立以及自主健康管理有待加強。 

 

綜上，為達成「全民運動與達至全人發展」之目的，教育部期藉由全國教育會議之舉

辦，尌精緻體育教學，普及全民運動；充實運動資源，健全體育體制；營造優質環境，保

障運動權益；強化競技科研，完備培育機制；增進生活技能，提升健康素養及拓展健康夥

伴，深化健康促進等六子議題，匯集專家研析之論述深度與全民論壇之發聲廣度，以為擘

劃未來政策之參考。其中在精緻體育教學的推動，則與教育單位息息相關。以下即著重介

紹「精緻體育教學，普及全民運動」的現況說明以及未來發展的策略。 

 

在精緻體育教學，普及全民運動現況說明，分成體育課程與教學、學校體育活動與競

技、全民運動與體適能提升現況等三部分整理至表一。 

 

表一  臺灣體育教學現況問題分析與未來發展策略 

  問題分析 發展策略 

體育課程

與教學 

1.體育課程時數縮減(約每週 90 分)  

2.課程銜接形成斷層  

3.體育課程在學校課程角色的式微  

4.教學場地設施亟待提升 

5.教師錄取率甚低  

6.體育教師甄詴制度待修訂   

 增加體育課時間，每週達 210 分鐘以上  

 發展運動能力評估機制  

 宣導運動的正面價值  

 體育教學場地的擴建與更新 

 大專校院帅兒、高齡者運動學程之開設  

 加強體育教師增能教育，並列入相關評  

 鑑指標建立體育教師評鑑機制 

學校活動

與競賽 

1.法令規定未落實  

2.競賽項目過於狹隘制式  

3.游泳活動與競賽未落實  

4.每週運動紀錄缺乏客觀調查  

 落實體育訪視與督導評鑑  

 發展跨校運動競賽模式  

 設計國小階段簡易(普及)化之體育活動 

 建立完善運動時間記錄系統  

全民運動

與體適能

提升現況 

1.運動設施的不足  

2.學生規律的運動習慣需要再教育  

3.宜落實體適能的檢測與配套措施  

 改善運動場館設施  

 鼓勵各校「體適能納入升學計分」  

 提供體適能檢測及運動諮詢  

 

1. 在體育課程與教學方面 

臺灣在 2007 年頒佈快活計劃，促進學生身體活動；2007 年推動中小學生健康體位

計劃，並將體適能納入升學計分；2009 年推動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方案，實施

健身操、創編韻動操、樂樂棒球，以及大隊接力等政策性作法。 

2. 在學校體育活動與競技方面 

為了擴大學生參與運動機會，教育部體育司從 2002 年起陸續推動各方案「一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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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一校一團隊」、「增加學生運動時間方案」、「學生游泳能力方案」、「學校運

動志工實施計劃」、「快活計劃」、「推動學生海洋運動方案」，培養健康活力的學子。 

3. 在全民運動與體適能提升現況方面  

臺灣於 2010-2013 年打造臺灣成為運動島；2009 年特研提出「2009 運動樂活計畫」；

2007 至 2011 年著手推動為期 5 年的「快活計畫」；2007 年起推動「體適能納入申

請入學高中職加分」以及 2007 年建置「樂活運動站」。 

 

結語 

如何培育體育素養以達至全人發展，其實是一項永續經營和努力要達成的目標。不論

在臺灣亦或是香港，教育是立國的根本，而國家政策尌如同是舵手一般，是決定體育教育

發展前進方向的主宰者，身為教育界一份子的我們責無旁貸。然而臺灣政府體育推動的經

驗是否適用於香港體育推動上? 純為見仁見智之舉。本文僅以臺灣經驗作為拋磚引玉，期

香港教育局能延續過去正視體育整體發展，透過調查研究與其他探究方法，尋求出最適合

發展香港全民體育素養與全人發展的重要方針。 

 

在此，特別要感謝香港教育局體育組與香港教育學院健康與體育學系之邀請，賜予機

會分享培育體育素養達至全人發展之臺灣經驗。另外，亦不忘感謝臺灣全國教育會議提供

部分全民運動與健康促進資料，俾使此文得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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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透過合作學習以推展學生之全人發展 
 

楊英偉 老師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李宗 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 健康與體育學系 

 

摘要 

 

本文旨在報告應用「合作學習」於體育教學的行動研究，目的是探討學

生透過合作學習能否提升足球技能，促進他們之間和與教師之間的關係。研

究以五班中一學生為樣本，教師以「合作學習」模式進行足球教學，學生於

單元完結時填寫反思問卷及教師作出自我檢討。數據以簡單百分比統計作分

析，教師的自我檢討則以內容分析作詮釋。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及教師對「合

作學習」的學與教效果頗為認同，此方法能提升技術，促進學生之間及師生

之間的關係，鍛鍊學生的社群協作能力，利便教學，管理及學生學習。惟在

推行此模式的同時，教師應採取較多學生為本的教學，給予學生較多的空間

及權賦，方可盡顯其效果，促進學生學習。 

 

關鍵詞：合作學習、體育教學、行動研究、全人發展 

 

一、引言 

本研究動機來自筆者對現時學生於體育學習的弱點所引發。在這三十多年的體育教學

經歷中，不難發覺愈來愈多的學生對參與體育課及活動的意慾有下降的趨勢；有些學生認

為體育較其他科目為次要，故不投放較多時間、專注及毅力學習；另外一些則在參與體育

課時經常經歷失敗，得不到別人的認同和接納；部分學生因未能掌握所學的技能和達到教

師的要求而感到氣餒；亦有一些學生有時覺得教師上課時太過專權，主導了整個學與教的

決定，使他們感到被動、缺乏自主和自由；一些老師亦因遁過往所學及多年教學經驗，教

學模式十年如一日，未能照顧個別學生的差異和需要，缺乏創意；近年因應著「融合」、「帄

等」和「公義」等要求，一些具有特別教育需要的學生溶入主流學校，教師需要照顧班內

學習能力差異極大的學生較以前困難。學校體育明顯地需要有所改變，才能夠達至學校或

科本的教育目標。所以本研究嘗詴應用多元的教學模式，以「合作學習」為詴點，探討解

決現時部分體育課所面對的困難，提升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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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學習 

自七十年代初，Slavin (1983) 開始倡導「合作學習」，應用相關社交技巧提升學生主動

學習，此教學模式被認為能提升所有學生參與學習的創新教學 (Metzler, 2005; Slavin, 

1990) 。 Metzler (2005) 和 Slavin (1990) 提出此 教 學模 式 以 應激  (motivational) 、 智 能

(cognitive)、社交學習 (social learning) 和行為學說 (behavioural theory) 等理念為依據，具備

著特定的教育信念、目標、內容、教學法及預期的學習成果。 

 

「合作學習」包括一系列的教學策略，教師預先設定活動，學生以小組學習團隊

(learning teams) 形式進行 (陳健生和陳錦榮，2004)，在整個學與教的過程中，學生是以社

群協作模式進行相互合作及學習，社群中每位學生均有其不同角色及責任，每位學生均有

機會發展其潛能，為預設的學習目標作出貢獻，同時亦鼓勵學生於課堂中及後繼續學習，

增值自我以達致共同學習的目標。在學與教的過程中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間必頇共同

參與及建構學習的經歷，教師在過程中只擔當策劃者及促進者的角色。 

 

Johnson 和 Johnson (1983) 則強調教師應以理論及教學考慮等原則作為策劃合作學習的

依據。教師可以概念、架構、課程和複雜教學等模式推行。Slavin (1983) 建議以團隊獎賞 

(team rewards)、個人問責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及帄等的成功機會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設計合作學習活動。Cohen (1994)、Johnson、Johnson 和 Holubec (1993, 1994)、Slavin 

(1990) 提出五種相近的合作學習基本要素，此五種要素包括：(一) 互賴達標、(二) 個人

承責、(三) 小組的反思及展望、(四) 社交合作技巧及 (五) 良好互動。同時，於分組進行

活動時，應按上述的原則進行，每組的人數不應太多，組內成員的能力差異要大及組與組

之間的差異要小 (Hilke, 1990)。所以可按學生的能力分組，也可以按其社交能力及其他因

素作為分組的原則。上述的基本要素及原則將被採用以設計相關的足球教學單元，作研究

之用。 

 

三、合作學習之研究   

在近二十年間，合作學習在其他科目如英文、數學及常識等的應用及研究頗為普遍，

國外的體育教學也積極地推行合作學習，頗多的研究資料顯示學生在合作學習的情境下較

能掌握所學的知識 (Johnson & Johnson, 1989; Slavin, 1990, 1995)，社交教育目標的培育如正

面的小組關係，組員間的協作能力均有所提升 (Cohen, 1994; Johnson & Johnson, 1989; Slavin, 

1990, 1995)。總結研究結果顯示，此種教學模式對學生的學術成尌、自我形象、主動學習

及社交技巧的發展等均有正面的教育效果 (Barrett, 2005; Cohen, 1994; Dudley, Johnson & 

Johnson, 1997; Dyson, 2001, 2002; Johnson & Johnson, 1989; Slavin, 1995)。惟在香港，合作學習

較少被推行及研究，本計劃旨在開展相關的研究及探討此教學模式應用的可行性。 

 

四、校本行動研究：合作學習於體育課的實踐 

此校本行動研究旨在探討學生與教師對合作學習經歷的意見。整個合作學習的教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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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由三個雙連共六節課堂組成，課題為足球的傳、接、射等技巧學習。對象以中一 AB 及

CDE 五班的男學生為對象，他們於校內學習也快一年時間，已經習慣接受以傳統的體育教

學模式參與體育課，所以他們對於上課的模式已十分習慣，他們也喜歡踢足球，惟部分中

一學生的足球能力較差。希望透過課堂學習使學生於練習中展示控、傳及射門等技術，同

時於課堂完結時安排學生收集與足球相關的知識作為課後鞏固學習的活動 (表一)。 

 

表一：中一足球單元的編排示例 

課節  主要教學內容 

第一及二課節  分組及組內角色介紹及分配。 

 商討傳球、控球及射門的技術要點。 

 設計一個與傳球、控球及射門有關的練習或遊戲。 

 練習 (老師有需要時提供意見)。 

 可根據老師的意見作出修改。 

 進行練習。 

第三及四課節  檢討學習計劃。 

 按計劃進行練習。 

 檢討練習計劃或進行修改。 

 分組比賽(事前抽簽及由學生作裁判) 。 

第五及六課節  進行最後練習。 

 進行評核。 

 

在課堂的學習過程中，模式依據著 Slavin (1983) 所建議之團隊獎賞 (team rewards)、個

人問責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及帄等的成功機會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為設計

原則，重點在於組內成員能融洽相處、接納別人的善意批評、互相扶持及提示、建立互信

及相互關懷的關係、發揮其角色的功能及為小組作出貢獻 (表二)。最後由每組自行設計一

個足球練習或遊戲，於課堂中展示其學習成果及由其他組的同學給予評分。同學亦頇要於

整個學習完結後，每組編寫一份足球報告，內容需包括他們所喜歡的足球國家隊的介紹，

每位成員亦需要於隊中選擇一位隊員作報告，以及他們先前設計的足球遊戲或練習計劃，

以了解他們的學習成果。相關的足球單元內容和學生於組內的分工如下： 
 

表二：學生角色分配 

角色 (人數) 功能 (責任) 

組長 (一人) 按老師的指示組織及完成課堂內的活動， 

領導組內成員於限時內完成活動目標。 

於課餘時組織及帶領組員、搜集、設計及討論報告內容。 

教練/技術顧問  

(一人或多人) 

根據老師提出的動作要點或以其個人認知協助組員練習，改善及提升組

內成員的足球技術。 

組織課餘時的技術練習。 

文書 (一人) 記錄組內所進行的討論結果。 

協助編寫足球報告。 

評鑑 (一人) 對組內各成員適時地提出讚賞。 

確保所有組員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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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反思問卷調查及教師之自我檢討：為深入了解教師及學生對「合作學習」模式的

意見，本研究設計了一份學生反思問卷及教師之自我檢討作為數據及資料。教師於每一課

節完結時作出自我反思，記錄學生的學習情況及對合作學習教學模式的檢視。檢視的紀錄

以內容分析作詮釋。 

 

學生反思問卷包括了 23 條問題的設計，主題環繖學生對合作學習模式進行足球學習

的感受及評價而草擬，問題包括學生對足球課的觀感及與以前課堂所經歷作比較 (第 1-7

題)，足球技術有否提升 (第 8 題)、個人與同學間的關係有否改善 (第 9-12 題)、個人與組

員的相處及組內個人的表現是否理想 (第 13-19 題)、對評分形式的評價 (第 20-21 題)、上

課模式的喜惡及此種模式是否可以應用於其他教學單元 (第 22-23 題) 等。問題草擬完畢

後再送交一位體育導師作評審及給予意見，並作跟進的修改。學生對合作學習的足球課反

思問卷詳列如下： 

 

請依據自己的感覺作答並以「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沒有意見、「4」同

意 、「5」非常同意) 

 

1. 我喜歡上體育課。 

2. 我喜歡上足球課。 

3. 今次的足球課與以前的不同。 

4. 我覺得參與這次足球課比以前的較自主及自由。 

5. 我覺得這次的足球課很自主及自由。 

6. 我覺得比以前的足球課參與更多。 

7. 我較喜歡參與這次的足球課。 

8. 我認為這次課堂能改善我的足球技術。 

9.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容易與人相處共事的人。 

10. 我是一個很喜歡與人合作的人。 

11. 我認為這次足球課有很多與其他同學合作的機會。 

12. 我能與組內同學合作愉快。 

13. 我喜歡與同組的同學一起解決足球課內問題。 

14. 我於課餘時間與其他組員討論足球課內問題。 

15. 我有積極參與組內的討論及活動。 

16. 我有積極地於組內提出自己的見解。 

17. 我樂於參與組內的討論及活動。 

18. 我樂於在組內提出自己的見解。 

19. 我透過這次的活動有助改善與同學的關係。 

20. 我很高興能參與足球課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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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認為足球考詴評刻不應局限於技術面上。 

22. 我認為這種上課形式能於其他單元進行。 

23. 我喜歡這種小組上課形式。 

 

問卷於課程完結時向五班學生派發，並進行講解問卷的目的及 23 條問題的內容和意

義，提示他們的權利、義務、及於填寫問卷時應採取真誠的態度等，學生可於一星期內交

回問卷。問卷之結果將以簡單之百分比作出統計及分析。 

 

五、研究結果分析及討論 

五班男學生共 78 人參與是次的研究，學校是以學生之學業成績分班的，AB 兩班男生

被編排一起上體育課，他們是學業成績較佳的學生，CDE 班也被編排一同上體育課，他們

的學業成績相對地較差，學習動機也較弱，但是，大部分學生的服從性很強。教師於他的

檢討報告中也提及上述單元對學生的學習效果頗好：「經過這個單元 (合作學習) 的推展，

每一組學生均展示出自動地利用課餘時間跟進、討論及解決課內的問題。大多數小組都可

以按計劃進行，也能達到教師的考詴要求。」 

 

學生對體育課的喜歡程度: 體育是學生喜愛的科目 (課程發展議會，2002)，學生在這

研究也不例外，在反思問卷中，超過七成學生 (AB 班 71%及 CDE 班 72%) 均表示「非常

認同」及「認同」喜歡上體育課，同學的意見不會因為成績和學習動機的不同而有所分別。 

 

對足球課的喜歡程度：反思問卷分析結果顯示五成五以近七成的學生「非常認同」及

「認同」喜歡上足球課，較多的 AB 班同學 (69%) 表示喜歡上足球課，而表示「非常認同」

及「認同」喜歡上足球課的 CDE 班學生祇得五成五。教師於他的檢討報告中也認同學生

對足球課的喜愛程度：「學生都很喜歡上足球課，但經過此六課節後，他們對足球課之喜

歡程度沒有減退。」 

 

學生對以合作學習之足球課的喜歡程度：與足球課的喜歡程度數據作比較，略少百分

比的學生於反思問卷中表示喜歡以合作學習之足球課。六成五(AB 班 65%)及四成八的學生

(CDE 班 48%)「非常認同」及「認同」以合作學習模式進行之足球課與以前的體育課模式

有所不同。教師在他的檢討中表示他在推行合作學習時有改善的空間，他寫及：「老師在

課堂中的主導角色應可有更多的轉變，應少講一些，讓學生有更多主導學習過程。」這可

能解釋了較少百分比的學生於反思問卷中表示喜歡以合作學習之足球課的原因。但是，五

成六至七成四學生 (AB 班 74%及 CDE 班 56%) 認同以合作學習模式進行足球課比以前的

體育課較「自主」及「自由」。此教學法有助促使學生主動及自主學習，可能解決學生於

體育學習過於被動的問題。 

 

學生經歷正面的合作學習與教師對此教學法的感受頗為相同，在檢討中，他提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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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上學生喜歡合作學習的上課模式，對於整個課堂都是正面的評價」。他更表示「學生表

示期望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可以應用於其他體育的單元活動上。」他認為「合作學習的教

學模式是可以應用於體育課中。」此教學法可能解決學生對體育課缺乏動力的部分問題。 

 

學生與教師對合作學習模式上課的意見:學生被問及他們對合作學習模式上課的意

見，議題分別為「我認為這種上課形式能於其他單元進行」及「我喜歡這種小組上課形式」。

六成六至七成二 (AB 班 72%及 CDE 班 66%) 學生表示「非常認同」及「認同」喜歡以合

作學習小組形式上課，而超過七成學生 (AB 班 71%及 CDE 班 73%) 認為這種上課形式能

於其他單元推行。 

 

教師的反思報告中，他也提及:「學生對此種形式的上課認同。」他也發現：「學生參

與課後足球活動有增加。」他歸納其中部分啟示為：「學生十分接受，同時喜歡上足球課。

如果在教學設計及時間上作出一些調整，效果更佳。…所以老師可作出更多新的嘗詴。」

總括而言，學生與教師對合作學習模式上課的意見頗為正面。 

 

學生對以合作學習模式學習足球能否提升技術的意見：超過半數學生 (AB 班 63%及

CDE 班 52%)「非常認同」及「認同」以合作學習模式進行有效地提升他們足球技術。研

究結果對合作學習模式能增進學生技能學習的效果頗具鼓勵性。 

 

學生對以合作學習模式能給予他們之間的相處及共事能力的機會：超過半數 

(57%-68%) 的學生均認同以合作學習模式進行足球課可給予他們與人相處共事能力及反

省的機會，相關的數據表列如下： 

 

表三：學生與人相處共事能力反省統計 

議題 AB 班  (%) CDE 班(%) 

覺得自己是一個容易與人相處共事的人 68 57 

是喜歡與人合作的人 60 57 

能與組內同學合作愉快 66 59 

 

個人與組員的相處及組內個人的表現是否理想：在合作學習上課的模式下，超過半數

的學生「非常認同」及「認同」他們有很多機會「與其他同學合作」(AB 班 63%及 CDE

班 59%)；「於課餘時間與其他組員討論足球課內問題」(AB 班 63%及 CDE 班 57%)；「積極

參與組內的討論及活動」(AB 班 74%及 CDE 班 61%)；「積極地於組內提出自己的見解」(AB

班 82%及 CDE 班 53%)；「樂於參與組內的討論及活動」(AB 班 66%及 CDE 班 54%) 和「樂

於在組內提出自己的見解」(AB 班 66%及 CDE 班 61%)。最終，他們「非常認同」及「認

同」以合作學習模式進行足球課能「透過這次的活動有助改善與同學的關係」 (AB 班 66%

及 CDE 班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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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也在他的自我檢討中觀察到學生間的社群協作及與教師的關係有所增進，課堂氣

氛融洽，他寫到：「透過合作學習能改善學生間的關係，也可以促進學生個人的社交能力。

老師也因為學生間更能融洽於課堂中進行學習，課堂中的學習氣氛變得更和諧。」他亦感

受到此教學法有助課堂的教、學和管理。他在檢討中寫到：「老師可以讓學生得到有更多

的自主空間，可以減少對課堂秩序的管理。學生透過組內角色的責任去自行管理課堂及學

習的進度，這樣更可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有發揮才能的機會。」此教學法特別能利便他管

理學生，他提及：「老師在課堂管理上也從以前面對數十名能力各異的學生，改變為只面

對十多組或更少數目的學習對象，大大減少老師在管理方面的壓力，讓老師更能專注於教

學的內容及學生的學習上。」 

 

學生覺得透過合作學習的經歷，他們的社交能力如小組關係，組員間的協作能力的提

升，結果與國外的研究 (Cohen, 1994; Johnson & Johnson, 1983; Slavin, 1990, 1995) 頗為吻

合。教師亦有相同的感受，他認為合作學習能促進課堂中教學、學生的學習和管理。 

 

推行時的相應改進：教師在自我檢討中建議以下的改進方向：「但當採用合作學習時，

老師應了解各單元的學習特性，因有些單元活動特性是很個人化，所以應用合作學習以教

授相關單元，效果有待驗証。」他更提出教師「應對所要進行的學習單元作深入了解，才

構思如何利用合作學習」的模式進行教學。一些能力較強的學生較投入合作學習教學模式

的學習，但是一些能力較弱的學生也可以透過有計劃的安排而得到良好的學習成果。因為

學習的過程中，學生相互成為學習的伙伴，需要一同制定計劃進行學習以達到自定的目

標。」教師對合作學習的嘗詴及作出積極的反思，有助日後推展合作學習以促進學生的體

育學習。 

 

六、總結及建議 

體育科一般是學生喜愛的科目，本研究也不例外，超過七成學生表示「非常認同」及

「認同」喜歡上體育課。五成至六成九的學生也表示喜歡上足球課，同學的意見不會因為

學業成績和學習動機的不同而有分別。 

 

 總括來說，學生與教師對合作學習的學與教經歷頗為正面，六成六至七成二的學生表

示「非常認同」及「認同」喜歡以合作學習小組形式上課。超過七成學生認為這種上課形

式能於其他單元進行。合作學習的小組形式進行活動可增加學生的學習意欲。 

 

五成六至七成四的學生認同以合作學習模式進行足球課比以前的體育課較「自主」及

「自由」。這方法可能解決學生於體育學習較被動的問題。五成二至六成三的學生「非常

認同」及「認同」以合作學習模式進行足球課有效地提升他們足球技術。超過半數的學生

均認同以合作學習模式進行足球課可增加給予他們與人相處共事的機會，從而促進他們間

和與教師的關係及提升他們的社群協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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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可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促進主動學習，協助教師管理學生，利便教學，增

加學生於課堂的決定及參與機會，解決部分現時體育的問題。 

 

但是，合作學習必頇從教師開始做起，同時亦需要時間磨合，可能教師及學生於開始

時都未能適應，會覺得從前的教學模式因行之有效而不頇要作改變，而變化總讓教師們感

覺不舒服，但是變化是會帶給我們有新的感覺，同時變化是希望可以改變現況，讓現況變

得更好。教師於合作學習的模式中，教學模式頇要轉移、教學角色及工作方式也會有很大

的轉變。 

 

現時大部分的學生的社交技巧十分匱乏，如何能引導他們進行有效的組內討論是十分

困難，而且學生的能力差異及多樣性，使教師難以掌握。體育課各單元的獨特性質各有不

同，所以設計合適的教學活動是很花時間和心思。同時校內的教學環境，對於進行體育課

的合作學習亦會受到一定的限制。合作學習的理論如何運用於實際的課堂中，理論與實踐

如何結合，將會是教師們所面對的最大困難。教師需要具備信心面對挑戰，透過此研究計

劃，期望與同工分享及討論，把理論落實於課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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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合作學習」對提升中四級學生學習足球之研究 

 

殷小賡 老師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緒論 

隨著香港教育改革，在全人發展及終身學習的大前題下，體育已被列入及界定為八個

主要學習領域及五種基要的學習經歷之一。在體育課程配合香港教育整體的改革下，其中

一個新方向，是培養學生對終生運動的興趣及能力，建立學生正確的態度；從經歷愉快的、

多姿多彩的運動過程，養成持續體育運動的習慣、態度及觀念。(郭偉祥，2001)。近年來

經常困擾體育教師的問題是學生對體育學習興趣有持續下降的趨勢，學生不帶體育服上

課，經常以傷病來逃避上體育課的例子多不勝數。 

 

學生為甚麼會出現缺乏參與體育學習的動機現象？在課堂的教學策略上究竟出現甚

麼問題呢？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嘗詴以筆者所任教的第三組別的中學探

討「合作學習」對提升中四級學生在足球課學習足球的動機研究，了解這一群 (第三組別

學校) 學生對參與體育活動的心態，並對改進體育課堂的教學作出啟示。 

 

一、文獻探究 

本章節的內容主要是透過不同地區相關之文獻及其結果為本研究作出引證、分析及比

較；而本章節的內容組織主要是分為四大部分，包括：一、球類在體育課程的重要性；二、

「合作學習」理論；三、「合作學習」的特性，從而深入地剖釋當中的研究問題。 

 

二、球類在體育課程的重要性 

本研究應用合作學習於球類項教學上是以球類項目佔體育課程中重要的部分，透過球

類活動，既可增加學生的活動量，又可鍛鍊手眼協調和敏捷靈活的身手 (高達倫，1998)。

因此很多體育教師都喜歡把球類活動列為體育課程的主要教材。研究結果顥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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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95-96 英國視學報告書中亦指出中學體育教師過份集中教導對抗性球類活動 (OFSTED, 

1997)；而在近年的香港，李宗 (1996) 指出香港中學體育教師亦出現把球類教學定為其的

主要日常教學內容的趨勢；由此觀之，球類活動是深受學生歡迎，如與其他運動項目比較，

學生會選擇球類為其的上課學習內容 (Dickenson & Sparkers, 1988; ILEA, 1988; Scott & West, 

1990)。因此，球類項目在香港中學的體育課程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三、「合作學習」理論 

許多學者均對「合作學習」作出研究。早在 1920 及 1930 年代尌有許多學者提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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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學習」方式學習。而自 1980 年初期開始也有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以一個小組的方式

共同學習，學習者在小組中所扮演的角色將有助提高整個小組的學習成效以及彼此競爭的

心理 (梁朝雲，1997)。而近年在香港體育教育學者亦隨著教育改革的步伐下，均推出許多

新穎而另類的教學法以改善學生上體育課的動機，而「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是很多學者

認為最能達到多重目標及有效的方法 (蔡永巳，1997；陳瓊森，2000)。而「合作學習」運

用在體育活動或者體育課的研究則相對比較少，故此筆者嘗詴將「合作學習」運用在中四

的足球的課堂上，探究「合作學習」能否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合作學習」的定義 

許多學者均認為「合作學習」是異質分組、小組討論、同儕協助和小組互動等之教學

策略，以下是不同學者對「合作學習」作出的定義：Slavin (1995) 認為「合作學習」是人

與人合作的一種有系統、有結構的學習方法，教師將不同能力、性別、背景的學生分成四

至六人，在同一組裡一同學習，其學習方法能適用於大部分的學科和不同年級；而黃政傑

和林佩璇 (1996) 認為「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結構、有系統的教學策略，能運用在不同年

級和不同學科的領域；黃建瑜 (1998) 則認為「合作學習」是一種系統化、結構化的教學

策略，在特定的情境下，教學者將不同能力、性別和社經背景等異質的學生分配於同一個

小組中，透過小組組員之間的合作和互動，以培養組員更多的合作技巧及共同的學習目

標。另外，「合作學習」比競爭式學習或個別式學習，更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成

尌及合作技巧的表現，是一項值得教師在教學中採用的教學策略  (王金國和張新仁，

2003)。另外，「合作學習」亦有助學生培養邏輯思考、判斷推理及解難能力 (Schunk, Hanson 

& Cox, 1987)。Skemp (1986著 / 1995譯) 認為學生透過「合作學習」，從小組討論中產生互

動關係，互相討論的方式有助激發新概念和思維，進而產生創造性的結果。 

 

「合作學習」是按學生不同背景、學術水帄及技巧，透過異質分組、小組討論及小組

互動的特定教學策略下，達致一個共同的課堂目標。功能上，「合作學習」能直接而有效

地提升學生的協作、溝通、解難和創作等共通能力，最重要是在過程中訓練出學生的邏輯

思考及判斷推理技巧，而這些技巧及能力培養正是學生日後投身社會時所需要的技能。 

 

「合作學習」的理論基礎 

「合作學習」根據四個理論基礎而來，分別是：社會互賴理論、動機理論、認知理論、

行為學習理論。 

 

(一) 社會互賴理論 

「社會互賴理論」認為全班的學生是一個共同的整體，每一位學生在課堂上均會有不

同之依賴程度；此外，為達成課堂目標，透過課堂上的相互依賴，組員與組員及組與組之

間會產生不同改變，同時亦造成課堂上結構性的改變。Johnson & Johnson (1994) 認為學生

之間的互動模式，決定了學習結果，這也是「合作學習」成功與否的關鍵。積極的互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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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助長式的互動，組員知道必頇與其他的同學相互合作、互信互賴、相互幫助和有效溝通，

才能達成學習目標，課堂的目標達成的同時，個人的目標亦會隨之達成。 

 

(二) 動機理論 

「動機理論」強調要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首先要將焦點集中在學習目標和獎勵這兩

方面，以激勵學生學習。因此，「動機理論」則有兩種的結構 (一、目標結構；二、內在

獎勵結構) 來使學生培養出共同學習的動機。 

 

目標結構： 

Slavin (1995) 指出「合作學習」學習過程的目標結構可分為以下三種，包括： 

(1) 「合作式」的目標結構：個人努力的目標有助於他人目標的達成。 

(2) 「競爭式」的目標結構：個人努力的目標在於阻止別人的目標。 

(3) 「個人式」的目標結構：個人努力的目標和他人是否達成目標無關。 

 

由此觀之，此理論強調要達致目標結構及小組目標，是需要其他組的學生都能達到其

個人目標；所以，學生之間需互相協助、鼓勵，為小組目標而一同努力。 

 

獎勵結構： 

獎勵結構是完成目標後，給予學生的一些獎勵。Slavin (1995) 認為「合作學習」的獎

勵結構有以下兩個因素： 

(1) 個人責任：小組成績是由每一個學生的學習表現累積出來；而且，每一位的學生

都有自己的責任。由此可見，每一個學生需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來爭取小組的最

好成績。 

(2) 小組獎勵：當每一個組完成目標後，需給予適當的獎勵，即提供小組完成共同目

標的誘因，是提升學生學習表現的重要因素。 

 

(三) 認知發展理論 

在「合作學習」裡的「認知發展理論」是源自皮亞傑和 Vygotsky 等人的理論。 

 

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皮亞傑認為學生在同儕合作互動的情境中，會有社會認

知衝突的出現而導致認知不帄衡的現象，在解決認知衝突的過程中會被提出和修正，進而

倒過來激發個人認知上的發展 (黃政傑和林佩璇，1996)。同時，皮亞傑主張社會專屬的知

識 (social arbitrary knowledge) 如語言、價值、規則、道德與符號系統等都需要與小組中同

學互動才能習得 (劉秀嫚，1998)。由此觀之，學生在合作的過程中，會因與其他學生的觀

點不同而產生認知的衝突或者矛盾，所以引發學生需要經過思想上同化或者適應的過程，

會導致產生出新的思維或者概念。「合作學習」在小組討論部分的過程中，無疑可以幫助

學生認知上的重整和概念再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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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gotsky 的「認知發展理論」：Vygotsky (1978) 則提出「近側發展區」(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認為真正發展階層和潛在發展階層兩者間的差距，尌是每個學生的發展和學

習的速度並不一致，因為發展落於學習之後，因此期間的差距便形成發展的可能區域，而

教學的主要特徵在創造近側發展區來刺激一系列的內在發展歷程。而學生之間的合作即能

促進其成長，因為年齡相近的兒童其發展區運作相似，所以其在合作的集體行為會比個別

的表現好，而有助於學習成尌的進步 (黃政傑和林佩璇，1996)。 

 

(四) 行為學習理論 

「行為學習理論」認為「合作學習」是一個符合社會建構主義的教學環境，學生在合

作之初，因每個學生的知識和背景均不同，在透過小組的討論和組與組之間的互動，在互

相幫助的情況下，重組學生本身的知識結構，改變認知基模，使其與其他學生之知識版本

趨於相似、相容，同時能增進學生的學習成尌和社會技巧 (張世忠，1998)。「行為學習理

論」將焦點放在全班的互動會促進學生的正面學習及影響，其理論主張獎勵與處罰兼施，

強調外在環境的控制，不重視內在的學習動機，認為學生在學習上獲得增強的話，便促進

正面行為的反覆出現；另一方面，在學習上能為學生提供一個合適的「刺激環境」、「適當

回饋」及「正面酬賞」是促進正面行為的重要因素。在 Bandura (1977) 的社會理論中，則

認為學生經由觀察、模仿其他同學的行為表現而改變個體行為。所以，同學之間的合作行

為如經由彼此的觀察和模仿，將會產生互相學習效果，進而促使合作行為的產生 (黃建

瑜，1998)。 

 

四、「合作學習」的特性 

「合作學習」和傳統學習之比較 

「合作學習」在體育課堂上無疑是較傳統學習有所不同，Johnson、Johnson 和 Holubec 

(1988) 指出合作學習團體和傳統學習團體的不同之處，其內容詳見下表一： 

 

合 作 學 習  傳 統 學 習  

1.相需相成  

2.講求個人績效  

3.異質性小組  

4.分擔責任  

5.社交能力為教學目標之一  

6.教師觀察與介入  

7.小組檢討績效  

1.沒有相需相成的關係  

2.不講求個人績效  

3.同質性小組  

4.自行負責  

5.認為社交能力與生俱有而不予重視  

6.教師忽視小組運作  

7.沒有小組檢討  

 表一：「合作學習」和傳統學習之比較 (Johnson, Johnson & Holubec, 1988) 

 

從上表明確顯示「合作學習」和傳統學習在教學策略及性質上均存在差異。在傳統學

習，學習過程是由教師主導，而且是單向學習，不注重同儕之間的互動和討論；反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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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學習」則強調學習是學生的責任，教師只是從旁觀察，當有需要時才給予學生協助與輔

導。 

 

在學習策略上，「合作學習」是一種涵蓋許多教學策略的教學設計，也是一種有結構、

有系統的教學設計，採用小組學習的方式，透過各種教學策略來促進同儕之間的互動，營

造組內相互依賴與幫助的學習情境，以提升學生與他人的學習成果 (林達森，2002)。 

 

由此看來，「合作學習」無疑是可以促進學習者的一個有效學習的方法。可是，在香

港很少學者嘗詴在體育的課外活動上，探究「合作學習」的成效，所以筆者嘗詴以筆者所

任教的第三組別學校探討「合作學習」對提升中四級足球校隊學生學習足球的學習動機及

社交合作之研究。 

 

五、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施行「合作學習」教學的中四足球課堂前，筆者先以毛榮建 (2003) 的【青

少年鍛鍊態度量表】為藍本以【參與體育運動態度問卷】來收集中四學生 (男女共 208 人) 

的行為態度、目標態度、行為認知、行為習慣、行為意向、情感體驗、行為控制感和主觀

標準八個範疇的數據，但本研究只集中評估男生的行為態度和行為意向兩個範疇來挑選合

適的目標學生，整份問卷共有 70 題題目，而其中兩個範疇的題目合共 16 題，其問題內容

詳見以下【行為態度題目內容】表二及【行為意向題目內容】表三： 

 

問題 1.  我不贊成自己把時間花在體育運動上。 

問題 9.  我認為自己不進行體育運動也很好。 

問題 17. 我喜歡每天都進行體育運動。 

問題 25. 我不熱衷於體育運動。 

問題 33. 我並不喜歡體育運動。 

問題 41. 我不願意進行體育運動。 

問題 49. 我寧願睡覺也不會去體育運動。 

問題 51. 我贊成人人參與體育運動。 

表二：行為態度題目內容 

 

問題 5.  我願意把錢花在體育運動方面。 

問題 13. 我會說服周圍的人同我一起體育運動。 

問題 21. 我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體育運動中。 

問題 29. 不論遇到多少困難，我都會堅持參與體育運動。 

問題 37. 我對自己堅持參與體育運動很滿意。 

問題 45. 一到體育運動的時間，我尌不自主地想去鍛鍊。 

問題 53. 我喜歡一切與運動有關的事物。 

問題 60. 不論多忙，我總能擠出時間去參與體育運動。 

表三：行為意向題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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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卷調查中成功發出 201 份，成功收回 196 份(男生佔 115 份)，其【問卷調查的結

果】詳見以下表四： 

 

  行為態度  目標態度  行為認知  行為習慣  行為意向  情感體驗  行為控制 主觀標準  

0-10 分 5% 1% 5% 26% 12% 6% 3% 9% 

11-20 分 12% 13% 26% 13% 15% 8% 25% 35% 

21-30 分 48% 13% 26% 15% 30% 25% 27% 21% 

31-40 分 25% 37% 32% 26% 25% 32% 42% 24% 

41-50 分 30% 36% 11% 20% 18% 29% 3% 11% 

表四：問卷調查的結果 

 

根據此問卷調查的結果，在施行四堂的中四「合作學習」足球課後，筆者刻意挑選六

位不同運動背景而在行為態度和行為意向兩方面均獲得較高分數的六位男生作深入訪

談，而其六位學生的背景特性詳見研究步驟表五。 

 

研究步驟 

本研究會先以量性研究初步了解中四學生對參與運動的動機，筆者嘗詴以毛榮建 

(2003) 的【青少年鍛鍊態度量表】為藍本改為【參與體育運動態度問卷】來評估中四學生

的行為態度和行為意向兩個範疇，來挑選合適的目標學生。接著，中四學生會經歷四堂的

足球課 (課堂的教案及內容例子詳咐於附件一)。然後挑選六位合適的目標學生 (而六位學

生的背景特性詳見表五) 進行二次的質性訪問：第一次是以小組形式作六人的小組訪談，

然後再從小組中挑選三位學生進行第二輪的深入訪談；第二次是以「一對一」的個人訪問，

嘗詴深入地找出「合作學習」對學生學習動機的影響。 

 

受訪人數 背景的特性 

2 位 不是本校校隊成員，未參與是次研究前非常不喜歡上體育課 

2 位 是本校其他校隊成員，未參與是次研究前已十分喜歡上體育課，但並不喜歡

上足球課 

2 位 本校足球隊成員，未參與是次研究前已十分喜歡上體育課 

表五：受訪之六位學生背景特性 

 

量性研究 (挑選目標學生) 

此評量表是出自於社會心理學家提出「合理行動理論」和「計劃行為理論」(Ajzen & 

Fishbein, 1980) 來探討學生對體育運動的態度和行為之因果關係 (毛榮建，2003)。所以【鍛

鍊態度量表】是由此兩理論合併編制而成，此量表是將行為理論的基礎加入了行為習慣、

目標態度和情感體驗的三個項目。因為行為理論假設了行為習慣、目標態度、行為認知、

情感體驗、主觀標準同時影響行為態度；而行為態度則影響行為意向；而行為意向則影響

行為；行為同時受行為習慣、行為態度和行為控制感的直接影響。這一理論概括了以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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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心理學體育運動的態度中的行為關係的定性論述和實証研究 (毛榮建，2003)。 

 

毛榮建 (2003) 的【鍛鍊態度量表】是針對學生編制的，而當中的八個項目表含義如

下： 

 行為習慣是指體育運動是否成為學生的一種需要及一種自動化的行為模式。 

 目標態度是指學生在不同的水帄上對體育運動的評價。 

 行為認知是指學生對參與體育運動的認知。 

 情感體驗是指學生在參與體育運動時所體驗的情感體驗或想做體育運動時所激發的

情感。 

 主觀標準是指學生參與體育運動時是否遇到的社會壓力，例如對學生有重要影響的

人(父母、長輩、親密朋友、同學、崇拜的偶像等)對其參與體育運動的支持程度。 

 行為控制感是指學生對參與體育運動時難易程度的知覺及是否有充分的自主權。 

 行為態度是指學生對自己參與體育運動的評價。 

 行為意向是指學生是否有參與體育運動的打算，願意在多大程度上去參與體育運動。 

 

透過此評量表來訪問全校中四級的男學生，然後筆者當中抽取六位學生 (三位在未做

問卷調查前已經對足球課有高的參與動機而問卷調查的情感體驗、行為態度兩方面均高分

數；另外三位在未做問卷調查前對足球課的參與動機較低而問卷調查的行為態度和行為意

向兩方面均高分數) 先以組的質性訪問形式來深入探討學生對參與足球學習動機的變

化；接著，筆者抽取六位目標學生進行更深入訪問。 

 

質性研究 (深入訪談收集資料) 

質性訪談是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廣泛運用的收集資料的方法之一，主要著重於受訪者個

人的感受、生活與經驗的陳述，藉著與受訪者彼此的對話，研究者得以獲得、了解及解釋

受訪者個人對社會事實的認知 (林金定、嚴嘉楓和陳美花，2005)。 

 

訪談的定義，根據其型式而有多種不同了解釋，普遍的定義如下：「研究者與受訪者

面對面的語言交換，企圖使受訪者表達他們的意見或認知等資料」(Maccoby & Maccoby, 

1954)；簡而言之，訪談是一種獲得資料的方法，主要靠直接面對面的訪問完成，研究者可

以透過此方式，了解受訪者正在做甚麼，或在想甚麼，以及為何要如此進行等議題。 

 

訪談有許多不同的型式，以研究過程來區分，主要區分為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或非

結構式訪談以及群體訪談 (Minichiello, Aroni, Timewell & Alexander, 1995; Williams, 1997)。本

研究會以小組訪談作為第一次質性研究的主要方法，小組訪談主要意義為此研究能聚集一

群受訪者尌研究主題彼此對話及討論，能有效而快速地獲得研究資料；而第二次的質性研

究的方法則採用「單對單」的個人深入訪談，主要意義在於更能深入地獲得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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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結果 

經過六個月的研究，經歷了量性取樣、課堂施行和質性探究後，筆者嘗詴整理、歸納

和綜合受訪的六位男學生參與四堂運用了「合作學習」的足球課堂後的數據，其學習動機

均出現正面的改變。筆者持續性地比較受訪的六位男學生的資料後，歸納出以下四個結果。 

 

(一) 過程中為學生產生積極而正面的互賴作用 

在四堂的足球課堂中，以四人異質分組，每位學生均有自己的工作崗位，分別是「小

教練」、「紀錄員」、「討論主持人」和「匯報員」，課堂中透過不斷的比賽使學生領會足球

項目的「闊度支援」、「深度支援」、「小組支援」及「中路入滲」四大技術和概念。 

 

積極互賴是指學生能知覺到自己與小組同學是浮沉與共、休戚相關，自己的成功有賴

於整個小組獲得成功，因此小組內每一個成員都應該共同努力，以完成任務 (邱克豪和邵

慧綺，2003)。在訪談中發現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均認為「合作學習」是有助學生達成共同

的目標。 

 

在四堂的足球單元裡，本研究是按學生的不同能力分配不同的角色，包括：「小教練」

負責提點其他同學的技術及意識；「紀錄」負責紀錄同學有效地運用課堂技術的成功次數；

「討論主持」負責討論時主持的工作；「匯報」負責匯報小組討論的結果，透過不同的小

組工作來達致每一課堂目標。 

 

學生 F：「我覺得之前的學習方式是老師叫你玩甚麼，自己一路「踢」、「踢」、

「踢」...... 踢到落堂為止；但是「合作學習」就有討論的空間，討論

一下做錯的地方，有甚麼策略可以贏波，所以我覺得「合作學習」會好

一些。」 

學生 A：「我都覺得「合作學習」好一些，因為可以溝通......之前「單向學習」

只集中做......做完之後就落堂，過程甚少溝通；而「合作學習」分組

做，要透過溝通去達到目標，我覺得好正！」 

 

由此觀之，綜合六位學生的資料，在中四足球課施行「合作學習」是有助提升學生之

間的互動，無疑是正面提升。這正是在【文獻探究】所說明的「社會互賴理論」，透過小

組的成員之間的相互依賴去達成一些共同目標；同時從小組的互動中產生出小組的動力和

張力，促使全班朝向並達成小組共同目標。而且相比傳統的單向學習，學生較喜歡新穎的

「合作學習」作為上課的模式。 

  

(二) 過程中的小組和個人的責任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 

施行四堂的足球課堂中，除了小組內每人均有其工作責任，而每一堂均有課堂的目標

讓全班學生達成，例如認知上：使學生說出足球中「闊度支援」的元素及要點；在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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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上：使學生展示於足球小組練習中以「闊度」支援的隊友；在共通能力及其他上：透

過課堂小組討論及足球的練習掌握協作及溝通等能力。而學生均認為小組和個人的責任是

有助他們達成課堂目標，以下便是學生的觀點： 

 

學生 E：「我都覺得「合作學習」好一些，因為「單向學習」太多人一齊上時，有

些人因害怕而躲藏起來，而且老師又照顧不到全部同學；而「合作學習」

分開一組組做，由同學自己思考怎樣去做，透過同學之間的互相鼓勵，

可以令上課表現會好一些。」 

學生 F：「之前做不到的東西，然後經過討論而做到，最終亦入到波，就好開心。」 

 

透過四堂的不停的小組實戰比賽，學生可以按自己的能力發揮小組的功能，加上正面

的組與組的互動下，不同的學生均有提升到學習動機，例如以下是學生的觀點： 

 

學生 D：「我就覺得最開心都是比賽部分，最開心並不是入到波，反而是在比賽時

配合到隊友，傳到好球，而同隊友合作到，好開心。」 

學生 F：「我就覺得成功防守的喜悅，由守轉攻的成功感。」 

學生 B：「在足球課裡面，有許多都是分組進行一些比賽，這些比賽是需要靠 Team 

Work，一個人是沒有辦法完成比賽，所以我學識與人溝通去交流心得，

然後再合作完成比賽。」 

 

由此可見，學生十分認同每人的個人責任有助提升課堂的目標。這正是在【文獻探究】

所說明的「動機理論」，學生在四堂的足球課，學生與學生之間及小組與小組之間透過不

同的比賽，使學生達致「闊度支援」、「深度支援」、「小組支援」及「中路切入」四大課堂

目標；「動機理論」的「目標結構」強調要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必頇將焦點集中在學習

目標和獎勵這兩方面，以激勵其學習。因此，透過學生訪問內容得出學生是認同「合作學

習」是加速了其學習足球的動機。 

 

(三) 過程中提升了學生的認知發展及社交技巧 

 提升社交技巧是「合作學習」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主要原因是「合作學習」的另一

特色尌是課堂上加入了討論環節，使學生思考課堂中的小組的技術問題從而改善。從學生

的訪談裡，亦不難找到學生均認為四堂的足球堂有助提升他們的認知發展： 

 

學生 C：「我覺得係第一次做完活動，大家圍住討論大家做錯甚麼，又有甚麼可取

的地方，即是好的地方保留，錯的地方改善。」 

學生 B：「我就覺得可以同其他同學合作到，然後贏到波，個中開心不是一個人去

贏波，而是可以同其他同學溝通的重要性......」 

學生 D：「我都覺得「合作學習」好一些，因為好似「單向學習」模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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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叫學生傳球，下半部分就是比賽，那麼......就落堂！而「合作學

習」就可以學多一些東西，例如分組討論時可以思考自己錯誤的地方，

又可以互相提點。」 

 

再者，學生透過與其他組員的合作和互動下，在實習比賽、小組討論及比賽體驗，小

組一同在認知上增長，同時學生均認為課堂亦提升其溝通社交能力： 

 

學生 B：「唔……都無。最主要係溝通方面。」 

學生 A：「唔……多了講嘢。係團隊運動上面，我籃球隊平時打波時，自己五打五

係好少出聲的，經過了今堂後，我發覺我原來多一些講嘢是好重要的，

又可以令隊波的默契好了些。」 

學生 D：「唔......溝通啦。即同隊友可以溝通，即可以溝通的話便可知道隊友點

樣走，之後就知道點樣進攻，或者防守。」 

學生 B：「就是上課前我們被分配不同的角色，當時的一刻，就覺得和他們合拍不

到，但是透過溝通及討論，在比賽中獲得成功，其感覺是好正！」 

學生 E：「例如有些人和你的意見不一樣，他想責罵你之際；上完此四課便會學懂

怎樣解釋或表達甚麼地方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防止互相責罵的情況。」 

 

學生認為四堂的足球課提升了溝通能力，這正是在【文獻探究】所說明的皮亞傑的「認

知發展理論」所提及的「學生在同儕合作互動的情境中，會有社會認知衝突的出現而導致

認知不帄衡的現象，在解決認知衝突的過程中論證會被提出和修正，進而倒過來激發個人

認知上的發展」(黃政傑和林佩璇，1996)；而且亦符合「行為學習理論」所說明的「合作

學習」能增進學生的學習成尌和社會技巧（張世忠，1998）。因此，在情意上，「合作學習」

能促成學生社交技巧的建立，同時亦間接地發展學生之溝通能力。 

 

(四) 過程中促進了學生的行為學習 

 經過兩次的訪談 (第一次的小組式訪談和第二次的個人深入訪談) 後，六位均認為四

堂的足球課促進了他們在日後的學業和工作態度上有明顯的正面作用： 

 

學生 C：「都會有的。好似現在學習，有一位同學讀書成績好，他有一些好好的

筆記，大家互相討論、互相溫書，成績自然大家有所增長。」 

學生 D：「我都認為如果考試欠佳，其他同學互相提點你，檢討一下成績欠佳的

原因，讓自己有個機會去思考和反省，下一次考試做好一些。」 

學生 A：「如果在做專題研習時，有一個同學做事草率，我們現在不會責怪他，

反而鼓勵他或者鼓勵他做好一些，為他尋找原因；以前一定先會責怪他。」 

學生 C：「在日常生活上，例如做一部玩具車，大家都會有不同的意見，有些想

弄跑車、有些想弄房車，會有不同的意見。解決方法就好似透過討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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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各方的需要。」 

學生 B：「在日常生活上，大家都會「打機」，「打機」都不是一定贏，一定有地

方會輸的；若輸了，會上網問一下網友。由其他人去幫你去解決問題，

又可以採用別人的意見去過關。」 

 

學生認為四堂的足球課學習能夠運用在日後的工作和關係的維繫，因為他們認為一些

技能，如溝通技巧、討論技巧及應變技巧均能運用到日後的工作，這與【文獻探究】Bandura 

(1977) 的社會理論所說明的「合作學習」正好是所建講的「學習者經由觀察、模仿他人的

行為表現而改變個體行為。所以，同儕間的合作行為如經由彼此的觀察和模仿，將會產生

互相學習效果，進而促使合作行為的產生」(黃建瑜，1998)。另一方面，「合作學習」的其

中一個特色尌是可以將課堂所學的運用在日後的不同工作上。 

 

七、研究結論與建議 

「合作學習」對提升中四級學生的積極而正面的依賴、過程中的小組和個人的責任提

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過程中提升了學生的認知發展及社交技巧和過程中促進了學生的行

為學習四方面，都是提升學習動機的重要元素；筆者於本章嘗詴歸納和綜合所有資料，作

出以下結論：「合作學習」 

 

 有助學生有效地提升學習學科知識的動機； 

 有助培養學生的認知社交技巧； 

 有助促進學生的學習態度；和 

 有助促進學生的「探究性學習」。 

 

研究建議 

 尌著本研究的結果及結論後，本研究分別有四項的研究建議，包括：「球類項目應多

運用「合作學習」的教學」、「課堂設計多以「競技性」的小組比賽」、「學生主導」和「重

視小組及全班的討論時間」。 

 

球類項目應多運用「合作學習」的教學 

 在球類運動的項目裡，由於牽涉較多的隊員(例如足球尌牽涉兩隊二十二位的隊員)，

所以會遇到千變萬化的比賽情況；而「合作學習」能按學生的能力因材施教，將學生的長

處獲得最大的學習效能，所以在教授球類項目時，尤其是足球、籃球、排球及欖球等均可

以嘗詴運用「合作學習」的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課堂設計多以「競技性」的小組比賽 

 在四堂足球課堂設計上刻意加入不同型式的小型比賽，透過「競技性」的小組比賽無

疑令學生多了參與課堂活動，亦表現得非常開心，正如學生曾說：「我尌覺得最開心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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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部分，最開心並不是入到波，反而是在比賽時配合到隊友，傳到好球，而同隊友合作

到，好開心。」所以，課堂設計應多加入「競技性」的小組比賽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學生主導 

 本研究正好證明體育課採用「單向式的傳統教學」已經不合時宜，而另類的非單向式

的新教學，如「合作學習」的有助學生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但是教師應該以耐性的態度

去讓學生主導課堂，正如學生 D 曾說：「唔……即可以話來自學校這裡，即堂每一個同學

都聽你講的話，你就即有一種依賴，即話呢度就係你話事啦。之後你無得唔出聲囉，但當

你即叫他們走到正確的位置時，你就會有一種成功感囉。」 

 

應重視小組及全班的討論時間 

 本研究正好反映課堂討論的重要性，在四堂足球課堂設計上均會有小組及全班的討論

時間，而其討論時間正是課堂的重要環節，因為小組及全班的討論時間正是改正技術問題

及態度的重要時刻，所以若日後再施行「合作學習」時，則應重視小組及全班的討論時間。 

 

本節剖釋了研究結論、限制與建議，若日後有其他的研究者有興趣作出進一步的跟進

研究，則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作出研究與探討：一、本研究只從約二百名學生挑選六位的同

學作詳細面談，所以跟進研究可以嘗詴擴大研究對象的人數；二、本研究只集中研究者任

教的學校作出探討，所以若日後的跟進研究可以嘗詴與鄰近地區的學校或者其他國家的學

校作出比較及研究；三、本研究只集中質性研究，所以若日後的跟進研究可以嘗詴混合量

性研究和質性研究，使研究結果更具客觀。 

 

總結 

 筆者作為一位前線的體育教育工作者和香港足球發展的前線人員，一直致力研究如何

提升學生的足球技術和認知能力，可是外國的研究，大多數是各大歐洲球會的訓練法研

究；在香港，更難找到足球教學的研究，所以筆者一直希望尌學校足球教學作出研究，是

次的專題研究正好讓筆者尌此題目作出深入、有系統而科學化的研究起步。 

 

 「合作學習」運用在其他的科目的研究上實在很多，可是「合作學習」在運用在體育

科的研究實在很少，所以筆者嘗詴研究以「合作學習」能否提升學生學習足球之學習動機；

可是是次的研究局限於筆者的學校組別、男生及師生關係，未能反映其普遍性。 

 

通過本研究的結果，筆者發現「合作學習」的確是有助提升中四級學生學習足球之學

習動機，亦間接地提升學生的社交技巧。 

 

其實上，體育科最重要的元素是「有趣味」，才能使學生從愉快中學習。正如徐文杰

(2002) 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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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著重學業學生積極地上體育課，一定要激發學生的興趣點，打破一些傳統體育

課的模式與框架，讓體育課回歸於自然，充份地發揮學生的自主性，在“玩”中去學，

在學中去“玩”。多一些時間給學生，給學生一個廣闊的空間。」 

 

所以本研究正好讓體育及課外活動的同工反思課堂趣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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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合作學習足球教案 (深度支援) 

單元：  足球     教節：  1    學生人數：男  32     班級： 中四   授課之循環周：  九    

場地：    兩個籃球場        用具：   足球20個、背心20件、飛碟22個、雪糕筒20個                    

主題：    透過「合作學習」掌握足球比賽中「深度支援」的概念。          

學生已有知識：  在中一及中二，學生已掌握足球的盤、傳、控、射、頂等基本技術。   

教學目標：          學生能                  

 認知：   說出足球中「深度支援」的元素及要點。   

 技能/體能：   展示於足球小組練習中以「深度」支援的隊友。   

 共通能力及其他：   透過課堂小組討論及足球的練習掌握協作及溝通等能力。   

時間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 理念/理據 圖解及組織 

3’ 

 

 

 

 

 

 

 

 

 

 

9’ 

 

 

 

 

 

 

3’ 

 

 

 

 

 
10’ 

 

 

 

15’ 

 

 

 

 

 

 

 

 

1 學生角色分配 

五人一組： 

i/ 「小教練」負責提點其他同學的

「深度支援」技術及意識 

ii/ 「紀錄」負責紀錄同學有效的

「深度支援」下的成功次數 

iii/「討論主持」負責討論時主持的

工作 

iv/ 「匯報」負責匯報小組討論的

結果 

 

2 三對一「闊度支援」傳球練習 

分成八組 (每組五人)，於各小場

區的半場區內自由走動作三對一

傳球練習，防孚者成功欄截傳球則

攻孚互換位置。 

 

 

3 小組討論及匯報 

一、持球者於傳球後如何走位以支

援隊友? 

二、沒有球的球員如何走位以支援

持球之隊友? 

 

4 組織同上，跟進三對二「深度支

援」傳球練習，强調應用先前討論

所得的要點 

 

應用部分---三對二小型比賽 

維持四個小場區，維持五人一組，

分成六組；然後學生在小場區內作

三對二小型比賽。 

(射門後則兩隊轉換進攻與防孚) 

規則：與真實比賽相同，以比數分

勝負 

 

派發學生自評表，評估學生技術意

識及群體行為的表現 

 

 

 

 

 

 

 

 

 

 

 

- 不停跑動以支援隊

友 

- 注意安全問題，提

醒學生小心碰撞 

- 強調同學於小組內

相互走位的提點 

 

 

- 強調主持及匯報的

角色及各組員的協

作與溝通 

 

 

- 強調同學於小組內

相互走位的提點及

共同的小組目標 

 

- 強調同學於小組內

相互走位的提點及

共同的小組目標 

 

 

 

 

 

- 透過自評表，讓學

生思考本教節之教

學重點 

 

- 提升協作及溝通能力 

- 應用 Slavin (1995) 所

提出的「合作學習」 

1. 以混合能力分組以

照顧個別差異 

2. 以不同工作角色以

完成小組目標 

3. 製造成功經驗讓學

生有其成功感 

-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 提升協作和溝通能力 

 

 

 

 

- 應用合作學習 

- 促進技能及協作和溝

通能力目標的達到 

 

- 提升共通能力中的協

作和溝通能力 

 

 

 

 

 

 

- 建立自評文化，促進自

學能力 

 

場區一 

 

 場區二 

   

場區四 

 

 場區三 

 

  X1        X2 

 

        Y1 

 X3 

 

X,Y 為學生 

       為傳球路線 

       為走動路線 

 

 

 

 

 

 

 

 
 

 X,Y 為學生 

          傳球 

          走位 
 

X 

 

 

 

 

 

X,Y 為學生 

          傳球 

          走位 

    X       Y 
    
Y      X 
 
       Y 

       X1 
 

X2          X3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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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透過互惠式教學法以推展學生之全人教育 
 

李子銘 老師 

天水圍官立中學 
 

李宗 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 健康與體育學系 

 

本文旨在報告應用互惠式教學法 (Reciprocal Teaching Style) 以培育學生

全人教育的一項校本行動研究。研究以三班初中學生為樣本，以反思問卷，

9 名分層學生的訪談及教師的自我反思報告為數據，探索學生與教師對互惠

教學法學與教的經歷。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在互惠教學法下學習感到較少壓

力。他/她們較喜歡比賽、具趣味及開心的活動。教授同學，相互幫助，支

援和掌握技能被學生認定為最感滿足的經歷。沈悶的學習、內容的重覆及失

敗的經歷是學生們最感不快的。他/她們表示學會溝通、互相幫助、照顧同

學、團結、合作精神、勇於嘗詴及具備信心。他/她們亦希望下一個學年繼

續以互惠教學法模式進行學習。學生及教師在此研究中對互惠教學法頗為認

同，此教學法能配合現時學校體育課程以學生為本的原意，能促進學生的全

人發展，值得同工一詴，促進學生的學習。 

 

關鍵字：體育、互惠式教學法、全人教育 

 

一、引言 

筆者任教的中學以培育學生全人教育為目標，著重他/她多元智能的發展，擴闊生活

經驗，發揮自主探究精神，培養學會學習的共通能力，為終身學習奠定基礎。體育亦不例

外，各同工一向致力引入新的教學元素以豐富學生的體育學習經歷，達至上述學校的教育

目標，此校本行動研究便是其中引入新教學模式的一個例子。 

 

二、香港體育課的現況 

本港許多中學體育課因為場地缺乏，影響學與教的質素及效果。以本校校舍為例，體

育設施只得兩個籃球場，大部分體育課皆在此進行，場地細小是教師在編排體育活動上受

到限制。現時有些體育活動過份強調玩樂，學習難於顯証。也有一些活動標榜互相競爭，

取得比別人優異的成績，使學生經常經歷失敗經驗。大部分的體育課是以技術練習和操練

為主，學生在上課時態度欠積極，少作思考、自我的要求低和少協作。況且，部分體育教

學向來以教師為中心，面對 40 人一班的學生，課堂紀律，學生安全都是教師最主要關注

的事項，教學策略是以直接教學法為主導，全班學生必頇按指示完成動作，千篇一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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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彈性。有些體育教師過份著重學生管理的問題，強調學生在課堂中受控制及按部尌班地

參與學習活動，自主及主動學習受到壓制。由於教學是單向，學生是知識複製的產物，所

以學生間溝通不足，學習成果缺乏顯証，教學成效著重參與，歡樂和孚紀律及課堂百分百

由教師決定和主導，學生的個別差異缺乏照顧是現時香港體育教學的問題。 

 

根據《體育學習領域：體育高中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課程發展議會和香

港考詴及評核局，2007)，體育是香港中學文憑考詴選修科目和主要其他學習經歷之一，體

育的地位與其他學科相同。隨著課程發展議會有關 2000 年教育改革建議，體育教師主要

關注教學及管理效率，一般體育課由技能主導走向全人發展，學會學習和終身學習 (包括

六個範疇、九種共通能力及七種價值觀及態度)，要以學生為本，取代教師主導，教學是

以多元化代替直接教學法，誘發學生的潛能，結合經驗、高階思維和社群協作等學習。 

 

本文嘗詴引用 Mosston 教學光譜之互惠教學法於體育學習情境中，探討其促進學生的

學習，達致全人發展的可能性。 

 

三、互惠式教學 

體育教學光譜理論 (Spectrum of teaching style) 是 Mosston (1966) 所倡導，其目的是促

進學生的學習，至今已創立十一種教學形式，在國外普遍地採用，惟上述的教學模式在香

港極少被採用。光譜的一方著重複制，例如 A (命令式 Command Style)，B (練習式 Practice 

Style)，C (互惠式 Reciprocal Style)，D (自測式 Self-Check Style)，E (共融/包含式 Inclusion Style) 

模式。另一方則主張創造為主導如 F (導引式 Guided Discovery Style)，G (集中式 Convergent 

Discovery Style)，H (擴散式 Divergent Production Style )，I (設計式 Learner’s Design Style)，J (創

造式 Learner’s Initiated Style) 及 K (自教式 Self-Teaching Style) 等模式。此十一種教學形式

標誌著教師及學生在課節前、中及後所佔有決定的比重，在教學上並不相互對比 

(non-versus approach) (Sicilia-Camacho & Brown, 2008)，每一教學法均有其效用，如果適當地

應用，每一種均有其不同的貢獻 (Chatoupis, 2009)。以上十一種教學模式包括了不同的學

與教信念，從行為學說至建構主義，闡釋了學生如何學習及怎樣學習是他/她們最好的。 

 

在十一種教學模式中，互惠教學法 (Reciprocal Teaching, Style C) 具備同儕協作學習及

教授 (Peer-assisted Learning; Peer Tutoring) (Ernst & Byra, 1998; Iserbyt, Elen & Behets, 2010; 

Ward & Lee, 2005) 和同儕介入承擔 (Peer Mediated Accountability) (Ward, Smith, Makasci & 

Crouch, 1998) 等意念。互惠教學法可以解決學生人數太多、器材不足、時間少和不能即時

給予學生回饋引致學習等問題 (Jackson & Dorgo, 2002)，它亦可以促進學生在技術、知識和

社化方面的學習 (Ernst & Byra, 1998)，完善學生之價值觀、知識和技能。互惠式教學是符

合香港以學生為本的教學取向。本研究是探討運用互惠式教學法以提升體育學習的效能。 

 

實施互惠式教學需要教師對教學內容及過程作出調適，他/她們設計課堂計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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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及利用學習卡 (task card) 設定表現指標，安排學生二人一組，輪流擔當「觀察者」 

(observer) 及「實習者」(doer) 的角色，「實習者」進行練習，「觀察者」則利用學習卡的指

示給予回饋及教授，教師則協助「觀察者」提供回饋以教授「實習者」(Byra, 2004; Iserbyt, 

Elen & Behets, 2010; Mosston & Ashworth, 2002)。不同角色的擔當及替換可建立同學間相互

的正面倚賴。 

 

在國外，部分體育學者已開展對互惠教學法之學習效果的研究。Goldberger 和 Gerney 

(1986) 及 Ernst 和 Byra (1998) 比較互惠教學法與命令式教學法  (Mosston’s Style A- 

Command Style of Teaching) 作出研究，一般而言，利用互惠教學法之同儕教授可促進學生

技能的提升，技能的進步顯証於不同年齡的學生及不同體育項目的學習 (Byra, 2006; Ernst 

& Byra, 1998; Goldberger & Gerney, 1986; Mosston & Asworth, 2002)。Iserbyt、Elen 和 Behets 

(2010) 對八十六位修讀運動力學的大學生 (17-19 歲) 於學習基本生命支援課程 (Basic Life 

Support Programme) 作出研究，他們利用實驗設計法發現互惠教學法中之同儕教授能促進

學生技能的保持。 

 

Goldberger、Gerney 和 Chamberline (1982) 及 Goldberger 和 Gerney (1986) 在他們的研究

中發現互惠教學法能提供學生更多機會給予別人回饋、讚賞和鼓勵，表達對理解及要求更

多的指導 (Goldberger, 1992)。於互惠式教學法的同儕教授學習經歷中，學生被安排擔當觀

察者及實習者的角色，他/她們多表示給予及接受了大量、準確及有幫助的回饋 (Byra, 2006; 

Byra & Marks, 1993; Cox, 1986; Ernst & Byra, 1998)。 

 

Ernst 和 Byra (1998) 以互惠式教學法教授六十名初中生的拋接球技巧 (juggling)，他們

發現學生參與教授同儕的經歷能直接促使他/她們較深入地了解所學的技能及其相關的要

點，學習到批判能力，所有學生的拋接球技巧 (juggling) 均有所改進，尤以技能水帄較低

組別的學生，所有學生也表示互惠式教學法給予他/她們正面的學習經歷。Byra (2006) 也

發現學生在相關的同儕教授情境下，具有「賦權」、「挑戰」、「正面」及「享受」的學習環

境。(頁 3) 

 

雖然，相關互惠式教學法效果的研究於西方國家已被開展，教師及學生對這種同儕協

作的教學法的感受及經歷所知甚少。在香港，應用互惠式教學法於體育課堂中及相關之研

究也甚為稀少，故開展本研究以實踐互惠式教學法於體育課堂中，並探討教師與學生對此

教學的意見是適時的行動。 

 

四、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此校本行動研究在一所中學進行，中一、中二、中三各一班共 80 位學生 (50

男、30 女) 被邀請參與是項研究。教師先以互惠式教學法設計體操、游泳和手球單元，預

定學習目標，教學內容以多樣化為原則，讓不同能力學生可以有發揮機會。學生以二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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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一位擔當實習者，另一人則為觀察者，配對輪流練習，擔任觀察者主要是對學習者給

予即時回饋，並採納進展性評估促進學習，從中學會學習。教師從旁協助及調節進度，學

生利用學習卡 (task card) 協助學習，並依據預設標準互相為同伴提供回饋，期望能發展學

生的溝通能力，促進技能的掌握及智能的培育。教師的主要職責是調控學習過程，並直接

與觀察者溝通意見，以協助學習者改善學習，完善動作。教師只與觀察者溝通，必頇藉著

觀察者學習者互動，達到動作技能的完成。 

 

在單元完結時，教師進行資料收集，資料包括學生的個人反思問卷，訪談 9 位學生和

教師的自我檢討以引證學生和教師於互惠式教學法的經歷。研究內容主要為學生個人經

歷、學習過程中的喜愛和最不喜愛部分及與先前體育課教學方法比較他/她們的觀感。 

 

訪談樣本： 9 位技能水帄屬高 (冠以名稱為 H1，H2，H3)，中 (M1, M2, M3)，低 (L1, 

L2, L3) 之學生被邀請參與訪談。高技能水帄的同學被界定為曾參與學界運動比賽的同

學，中度技能水帄的同學曾參與班際運動比賽，而低技能水帄的學生在校內未有參與任何

運動競賽的同學。這種分層選擇樣本希望能涵蓋各類型的學生代表於本研究中。訪談時間

約為 15 分鐘，訪談前，負責訪談人員對受訪者講解本研究的目的，他/她們的權利及身份

保密等。訪談議題詳列如下： 

 

1 你對先前體育課有何感受? 

2 你可否回顧及點出上述體育課的特別學習經歷嗎? 這些學習經歷是什麼? 

3 你對這些經歷的看法如何? 

4 你認為上述學習單元和以前的體育課有什麼主要分別?你比較喜歡那一種? 

5 在上述的學習單元，那些活動最能令你感到滿足/興趣?那些活動?為什麼?如何能令你 

感到滿足/感到趣味? 

6 在上述的學習單元，那些活動最令你感到不快/不悅/不滿足?那些活動?為什麼?如何能 

令你感到不快/不悅/不滿足? 

7 在上述的體育單元中學到些什麼?知識?技能? 

8 你認為學生在上述教學單元所獲得的社會性學習成果如責任感、個人及社會行為、照 

顧個別差異、樂趣等? 

9 在上述的學習單元中，你遇到什麼困難? 

10 你對上述學習單元還有什麼其他評論? 

       

反思問卷：反思問卷所探討議題詳列如下：  

1 在上述教學/學習單元中，最能給予我最大感受的經歷是 

2 在上述教學/學習單元中，最能給予我最大滿足/趣味的活動是 

3 在上述教學/學習單元中，最令我感到缺乏滿足或煩惱的活動是 

4 在上述教學/學習單元中，我學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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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述教學/學習單元與以前的體育課最大分別是 

6 我對上述教學/學習單元的最後評論是 

 

教師檢討：教師是此研究計劃的協作者，於每一課節後頇作出檢討及紀錄，檢討範疇

包括對互惠式教學法教授經歷的感受、最有效果的教學活動、所遇到的困難及學生的學習

成果等。 

 

結果分析及信用度 (Trustworthy)：學生之訪談及反思問卷的結果以內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 及持續的比較法 (Constant Comparison) 進行詮釋及建立主題 (Themes) 之用。本

研究亦以三角交叉引證法 (Triangulation) 及同儕審查法 (Peer Review) 以確保分析資料的

信用度 (Trustworthy)。三角交叉引證法是以訪談的數據，反思問卷及教師的檢討資料作相

互引證以找出相同及誤差的觀點。同儕審查法則邀請 2 位具十年經驗的體育教師教育工作

者對所有數據作出檢視及分析，從而引証本文所分析結果的正確性。同時，於資料搜集期

間，所有參加者的身份將會保密。在資料搜集前，研究人員對所有參加者講解本研究的詳

情，他/她的權利及參與本研究是自願性的。 

 

五、研究結果及討論 

 二十五位學生交回反思問卷，回收率達百分之八十，各問卷以 Q1, Q2 ...Q25 為代號。

九位同學接受訪問，三位技能水帄較佳者以 H1, H2 及 H3 作編號，三位中等水帄的受訪

者作以 M1, M2 及 M3 命名，最後，三位技能水帄較低者則以 L1, L2 及 L3 作編號。參與是

次研究的教師是一位富有經驗的體育教師，體育教學年資超過二十年，他於去年曾經嘗詴

應用互惠式教學法於體育課中，在他的自我檢討紀錄中發現他嘗詴引入學生為本的概念，

以教師 (Teacher)、觀察者 (Observer)、實習者 (Doer) 三個元素組成的教學主體，學習時學

生以二人一組分別擔當觀察者及學習者的角色，觀察者按教師設計的學習指引向學習者提

出立即回饋，讓學習者了解其所做的動作，以及修正動作。教師的主要職責是調控學習過

程，並直接與觀察者溝通意見，以協助學習者改善學習，完善動作。教師只與觀察者溝通，

必頇藉著觀察者學習者互動，達到動作技能的完成。當動作完成，兩人互換角色，輪流擔

當實習者及觀察者的角色，互相教授和進行協作的學習。經內容分析及持續比較學生訪

談、反思問卷及教師的自我檢討資料，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議題一： 輕鬆的學習氣氛 

學生與教師對以互惠式教學法的學與教經歷頗為正面。於訪談中，學生多與傳統體育

教學作比較，他/她們表示在傳統體育教學的情境中，學生能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十分少，

依樣畫葫蘆，發揮空間少，雖然教師盡力編排及協助學生學習，但有時所教授的技能過深，

學生難於掌握。在互惠式學習模式之體育課經歷下，他/她們感受學習無壓力，特別是不

在教師直接監察下學習，於訪談中，LI 指出：「老師在以前的體育課努力地教授，以及好

著重每一個步驟，自己練習時感受到些緊張，害怕自己未能掌握所學的技能，總之是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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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H1 則較喜歡互惠式學習模式，因為他/她可以：「教授其他同學，況且，在同學的

教授下，大家均有膽量練習，同學之間會較輕鬆，會較有膽量嘗詴，因為不是在老師的直

接監察下，壓迫感會較少，我較喜歡互惠式教學」。L1 也認同上述的感受，他/她指出：「最

大分別是學習氣氛的不同，互惠式教學使我們減輕緊張，在較輕鬆的氣氛下，我們敢嘗詴

多些，因為不在老師的直接監察，當老師直接監察時，我們會感到好緊張，現在旁邊是自

己的同學，壓力會少一些。」教師於自我檢討中也有相同的提及，他認為互惠式教學法對

學生的學習氣氛有所提升：「學習氣氛歡愉，以動力代替壓力，知識分享。…化被動為主

動，角色互換，令學生積極投入課堂活動。」此教學法能建立歡鬆的學習環境，可能解決

學生缺乏自主及主動學習的問題。 

 

學生與教師於互惠式學習及教學的經歷感受頗好，學生指出於同儕的指導下經歷較少

的壓力及較大的學習動力，他/她們也表示教師的直接監察使他/她們產生很大的學習壓

力，反影著學生所喜愛學習模式的表述，這種想法對傳統的學習模式作出一定的衝擊，值

得體育教師反思。 

 

議題二：比賽、具趣味的活動、技能之掌握及協助教學是學生最感滿足的 

在反思問卷中，學生被問及什麼是他/她們於體育課中最感滿足的，比賽是下列學生

認為最感滿足的活動： 

 

Q4：小組練習及比賽。 

Q7 : 小組比賽。 

Q13：比賽中提升技術。 

Q20：與鄰班進行比賽。 

Q21：進行比賽。 

 

此外，也有頗多的學生對具趣味及樂趣的活動和輕鬆的上課氣氛感到滿意，在訪談中

M1 提及：「沒有那麼拘束，較自由，可以玩亦可以自己嘗詴不同的動作，比較喜歡現在這

一種。」以下的反思問卷中，部分同學也有這樣的想法： 

 

Q8：很好玩，而且可增加自己的信心。 

Q9：愉快，十分輕鬆。 

Q10：很有趣。 

Q11；Q15：好好玩。 

Q12：輕鬆，歡樂，有紀律。 

Q16；24：十分有興趣。 

Q17：能享受上體育課的樂趣。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10 

45 
 

部分同學對能教授同學，相互幫助及支援最感滿意，以下學生在反思問卷中對滿意經

歷的敘述可見一敤： 

 

Q3：能和同學一起努力，爭取勝利。 

Q6：被叫作親身示範，指導同學。 

Q1：有機會去教導別人，而自己不明白時會有同學教導，使我們能互相學習。 

Q2：同學支持及照顧，可照顧少數沉默被動的同學。 

Q15：可以有人教，他教得很好，令我覺得開心。 

Q19：感受能夠互相學習進步。 

 

在訪談中，下列學生也對相同經歷加以論述： 

 

問：在上述的學習單元，那些活動最能令你感到滿足/興趣?那些活動?為甚麼?如何能

令你感到滿足/感到趣味? 

L3：和同學一起做，溝通好，不懂時同學也能教導。 

M3：學到應該要幫助對體操有困難的同學。 

L1： 之前滾翻，常常不能以直線滾動，老師指示技能較佳的同學給予幫助，我覺得這

樣很好，後來我再嘗詴多次，最後成功掌握直線滾動。 

M2：起初不敢嘗詴，在老師及同學的鼓勵和支持下，我最終能成功掌握所學的技能。 

L2： 所學的手球技能好容易上手，原先看完老師示範，再加上同學的支持及指示，技

能掌握得好些。 

H2：同學可以教同學，不像以前只得老師在講，同學之間變得有交流，互相學習，較

喜歡互惠式學習。 

 

技能的掌握也是學生最感滿足的經歷，以下學生的訪談撮要可見一敤： 

 

H1: 倒立，因為覺得倒立較難，能掌握似較勁。 

H2: 我可以成功教到同學能做到動作要求，在教導中得到滿足感。 

M1: 覺得自己可用雙手帄衡，從而支撐整個身體，很有成功感。 

M2: 可以成功完成技能的掌握。 

L1: 成功做到倒立。 

 

學生對體育課中的學習經歷有著自己的感受，他/她們較感滿足的經歷是在較少教師

監察下進行學習、參與具趣味性的活動如比賽、與同學互相教授和支援及能掌握所學的技

能。在訪談中，H1 及 H2 正正道出部分內裏的原因，H1 解釋：「以前，老師講甚麼，我們

尌做甚麼，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H2：「老師講甚麼，我們被要求跟著做，我們的發揮

空間極少，這不是太好的。」以上學生對其學習模式的意見值得體育教師們對自己上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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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模式作出反思。上述研究結果與西方國家的相關研究 (Ernst & Byra, 1998; Goldberger, 

1992; Goldberger & Gerney, 1986; Goldberger, Gerney & Chamberline, 1982) 頗為相近。 

 

議題三：學生最感不快的學習經歷 

在訪談中，學生被問及他/她們最感不快的學習經歷，H1 提及教師要求他/她們學習重

覆的內容是他/她最不喜歡的經歷，他/她訴說：「普通的滾翻是我最感不快的學習經歷，因

為小學時及在家時已曾經學習及練習，非常沈悶！」 

 

太難的學習技能及失敗的學習經歷也是學生提及不快的經歷，M1 指出：「艱難的動

作，例如用雙手支撐一至兩秒，缺乏滿足感及自信。」M3，L2 及 L3 也有相同不快的經

歷，M3 說：「倒立，因為自己做不到。」L2 也訴說：「太難的技能，我嘗詴了很多也做不

到。」L3 也不滿地訴說：「要同學幫手才能做到所學的技能。」 

 

學生不快的學習經歷環繖著重覆及太艱深的學習內容，使他/她們感到沉悶及挫敗的

學習經歷，選擇合適學生程度的內容是重要的。 

  

議題四：學生於互惠式教學法的學習成果 

於訪談中，當學生被問及他/她們的學習成果時，學會溝通及教授同學是他/她們認為

透過互惠式教學之學習經歷所得到的，以下是部分訪談紀錄引証： 

 

H1: 能用不同的方式使同學明白自己想講的事，有時發現自己在溝通上出現問題，要

以不同方式表達才能令同學明白，如果仍然不能解決，便以親身示範做給同學

看。… 可以從教人中令被教者成功做出動作，自己會有滿足感，同學也會讚賞

自己。 

H2: 可以跟到老師怎様教同學，再由同學教同學，可以學習怎去表達。…可以照顧自    

己教的同學，明白他的問題出在那裏。 

L3: 學習互相幫助。 

M1: 有需要幫助做不到動作的同學。 

M2: 幫助有需要的同學。 

L2: 因為有很多機會提示同學，大家溝通多了。 

 

此外，他/她也認為學到了團結和合作精神： 

 

M1: 大家團結、合作精神，大家一起幫忙同學才可成功，同時亦學會如何保護自己，    

要有自信心及要放膽去做。 

L1: 學到怎樣跟同學合作，觀察同學有沒有錯，主動幫助紏正，因為觀察老師示範，

雖然自己從沒有做過，也可提點同學。但是，老師管理較少，同學態度上可能會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10 

47 
 

懶懶散散，亦因為老師管理較少，同學亦可能會多作嘗詴…責任感有少少，因為

體操有一定危險性，你都要睇住同學，萬一同學有危險，你一定會有責任。 

M3: 團體，互相幫助。 

 

最後，三位同學於訪談中提及互惠式教學法的學習經歷使他/她們敢於嘗詴及增加信

心： 

 

M2: 學到給自己信心，而且不用害怕。 

M3: 學習到保護自己及他人的方法。 

H3：學習到協助同學「有志者、事竟成」的學習態度。 

 

互惠式教學法提及學生相互教授、支援及不斷嘗詴的學習經歷，學生感受到教授與溝

通能力的增強，團隊合作意識的建立及勇於嘗詴的態度。這些正面及具意義的學習經歷促

使 H1 及 H2 在訪談中道出他/她們的期望：「如果可以的話，下一個學年也想繼續以這様的

模式上課。」先前所列舉體育學習難於顯証的問題，此教學法可能易於舉証。 

 

議題五：互惠教學法的好處 

於教師的自我反思記錄中對互惠式教學法頗為認同，他清楚紀錄此教學法的好處：「本

校體育科採用互惠式教學法於日常教學中，讓同學擔當指導員，協助同學及老師學習，互

助合作。發現有許多好處，同學互相支持及照顧，可以照顧少數沉默被動學習者。同學依

照老師工作指示，能清楚指導同學。…不同能力的出現：在學習過程中呈現出不同階段，

使學生了解學習個中進程，不會只跟從老師規劃中學習，充分彈性。」 

 

他表示：「觀察者及學習者同樣得到滿足，觀察者得到學習者的尊重，學習者經常得

到回饋，學習過程按步尌班。…此教學法是以學生為本，在體育教學時可以同時滿足學生

的需求，促進學生自我了解從而達至自我完善，學生學習過程中不斷與同學互相分享學習

成果，加強溝通和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由於是一對一學生得到了立時的回饋，學生可以按

個人能力學習，自定學習進度，所以能照顧個別差異的良好效果。」 

 

透過互惠式教學，學生相互交流而建立全人發展，他提及：「學生可以深入了解自己

的才能，並促進人際關係，利用課堂知識提升技術和技巧時，在一對一學習時可以照顧個

別差異，學習者和學習者互相幫助，愉快學習，所以在德 (分享及協作)、智 (體育知識)、

體 (運動技巧)、群 (合作精神) 和美 (互相欣賞) 中得到了實現的證明。」 

 

雖然互惠式教學法能促進學生的學習，他也注意到：「必頇有明確的工作分配，為使

同學有展示不同體育知識機會，所以課程中應包括多種不同類型運動項目。」同學雖然表

示喜歡這種模式上課，上堂氣氛較輕鬆，但是，教師將教授、給予回饋及賦權與學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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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管理亦可能較鬆散。於訪談中，M1 道出他/她的關注：「可以更加嚴肅，因為剛才同學

沒有秩序，只顧自玩。」L1 也評論：「我覺得這教學法是好的，老師沒有那麼嚴及謹，但

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定會傾偈、沒有那麼專心，課堂上會有較多同學無所事事，老

師需要多些集合同學，加以訓勉。」因此，教師保持對學生嚴謹要求的教學態度是必頇的。 

 

六、結語 

在是次研究中，互惠式教學法以學生為本、教師為輔助，學生透過學習指引進行學習，

指導同學時深入了解學習項目重點所在，從中了解學生個別差異。在提高學生參與度、思

考和溝通時，學生能互相指正，以求改進，使課堂在一個互相尊重，知識分享和角色互換

的情境下，提升課堂的學習氣氛，因此學生增強自信心，維持體育學習興趣，完成體育教

學的最終目標。總結經驗，互惠式教學法可以有效地解決部分現今體育的問題，推展全人

教育，此教學法可以運用在不同的運動項目上，所以希望本文能提供體育教師一些教學上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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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全人發展 
 

劉家俊 老師  梁錦輝 老師 

培僑小學 

 

摘要 

 

體育是「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旨在發展學生的身體活動能力及使

他們獲得和活動有關的知識，勝任地參與各類型的體育活動，從而建立活躍

及健康的生活方式。體育亦能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包括協作能力、溝通能

力、創作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提升他們的審美能力，培養他們的正確價值

觀和態度及自信心，為終身學習，全方位學習和全人發展建立良好基礎，敢

於面對挑戰。本文旨在分享上述體育功能如何能於本校得以落實。 

 

關鍵字：體育、全人發展、共通能力、領會教學法、共融教學法 

 

一、引言 

本校於體育課程是讓學生在不少於四類活動範疇中學習至少八項不同體育活動的基

本技巧，並鼓勵學生參與最少一項與體育有關的聯課活動 (課程發展議會，2002)，培育學

生的全人發展，每一位學生均有充份機會參與群體活動，促進合作態度、溝通能力，並能

在不同的學習環境中運用決策、批判性思考和溝通等能力。 

 

本校的理念及願景是使學生成為不斷反思、探索、更新及追求卓越的學習社群。體育

科於課程上除了與本校理念緊貼外，亦非常注重學生的全人發展。因此，學校體育課程旨

在透過正規體育課程及相關的聯課活動，提升學生體適能、運動技能水準及各種共通能

力，促使身心全面發展。 

 

本科於每學期增設體育共同研習課，研習課完畢後，體育教師們即作課後檢討，並即

時課堂內容及教學法的適切修訂，讓下一位教師再嘗詴，其中我們也會不同的創新教學法

在「共融」及「領會」教學法，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及增加學生學習樂趣。上述的共同研

習課充份利用「邊做邊學」(work-embedded learning) 的理念，讓本校體育同工能掌握「反

思」、「團隊」及「批判伙判」(critical friends) 等策略，改善體育之學與教。 

 

除了體育研習課外，體育個人檔案為五、六年級同學帶來不少新嘗詴，讓她/他們自

主地學習。本學期更在二年級新加入體育個人檔案，顯証學生於體育課程中的學習經歷。

本校設計的運動會則讓各學生有機會一同參與，真真正正是一個「不一樣的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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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一樣的學習經歷 - 培小特色陸運會 

培小陸運會是全人參與，正如本校校長的形容：「台上冷冷清清，台下人頭湧湧」，這

句話正好說出了培小陸運會的特色。它不僅能增進師生及家長的交流，更能繼續實踐我們

一貫的理念，讓每位同學均有機會踏足運動場參與競技比賽，每個學生都有機會展現自己

的專長。本校運動會目標明確，效果顯著。 

 

讓所有學生參與正規體育課程以外的其他體育經歷是培小陸運會目標之一，運動會為

初小及高小所設計不同的項目，一、二年級小學生會在田徑場外劃出的賽區進行比賽，體

育科組為學生設計了八個不同項目，包括來回跑、跳繩、運球、頭頂豆袋、射龍門及拋豆

袋等，目的旨在為同學提供跑速、協調、手力、帄衡與準繩的競賽經歷，為未來參與正式

田徑賽鍛鍊基本能力。競技項目的內容及目的詳列在下： 

 

競技遊戲名稱 內容 要求 

(一)  接來接去 來回跑 跑速 

(二)  歡「跳」天地 跳繩 跳速，技能 

(三)  運「球」為握 送乒乓球 協調 

(四)  升空奇遇記 擲羽毛球 手力 

(五)  頂天立地 頭頂豆袋 帄衡 

(六)  籃球拍得快 拍球 協調，技能 

(七)  Goal! Goal! Goal!  射龍門 準繩，技能 

(八)  一擊即中 拋豆袋 準繩，技能 

表一 

 

每一位三至六年級的學均頇參加田與競賽共四個項目，或許有人存疑：要求每人參賽

四項，單是事前的報名工作已難以處理，更遑論在賽場上進行「召集程序」與「出賽」，

可能出現的混亂局面。初時我們對報名工作亦感苦惱，但經商議及詳細研究後，體育科組

精心設計了一個運作的方法，概括而言，尌是先把三至六年的學生，以男女為限分成 8 組，

諸如三男、三女、四男、四女……六男、六女如此類推；再把比賽分成 4 個時段；接著在

場內確定 8 個比賽點，諸如男子跳遠、女子擲球、體能大挑戰、女子跳遠……等等，只要

經過 4 個時段，8 組選手聽從指示適當轉換 3 次比賽點，尌可順利完成 4 項競技項目。如

三年級進行跳遠，完成後便往擲球。所以，事前報名的繁複程序也可省卻了，而且亦不需

為學生準備號碼布，程序詳列如下，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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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級別  
09:00-09:30 09:35-10:05 10:10-10:40 10:45-11:15 

三年級 立定跳遠 擲球 
60 米 

(初賽及複賽) 
體能大挑戰 

四年級 擲球 
60 米 

(初賽及複賽) 
體能大挑戰 跳遠 

五年級 
60 米 

(初賽及複賽) 
體能大挑戰 跳遠 擲球 

六年級 體能大挑戰 跳遠 擲球 
60 米 

(初賽及複賽) 

 

高小的比賽項目包括跳遠、擲球、體能測詴及 60 米短跑。由於本校運動會與一般學

校一樣是上午舉行至下午一時左右，故時間緊迫，為了節省時間，於跳遠比賽開始前，我

們將尺放置於沙池旁，當學生詴跳後，老師便可立刻進行量度，既方便又快捷。而擲球方

面，我們為了在節省時間的條件下，方便準確量度學生成績，我們在比賽的兩旁以雪糕筒

作記號，由開頭 2 米一個雪糕筒至 14 米，14 米外以 1 米一個雪糕筒至 30 米，當學生詴擲

後，老師便可觀察雪糕筒的距離作記錄，如首三名的成績較接近，老師則安排同學再擲一

次。跳遠及擲球一樣，每位學生有一次練習機會，其後便進行正式比賽，學生跳、擲各一

次，頭八名學生再比詴一次，以分出冠、亞、季軍。60 米跑分初、複及決賽。初賽是以學

生分班排隊，排隊的學生順次序上線，8 名選手上線，每組頭 3 名進入複賽，如此類推。

複賽按初賽分組的次序及名次順次序安排上線，複賽是計時制，複賽組別最快八名選手進

入決賽，決賽和班際接力賽將於三至六年級各項賽事後進行。體能測詴的項目包括踏板及

跳繩，以比詴學生的體能，限時內以踏板及跳繩次數分勝負。 

 

運動會除了學生參與外，本校還有「師生家長接力賽」及「親子接力賽」。「師生家長

接力賽」是每年的第一項賽事，由校長、學生、老師、家長、校友等 4 人一組組成的 4x50

米接力賽。「親子接力賽」則是由學生與家長 2 人組成的 2x30 米接力跑，當中吸引超過一

百多名家長及學生參與，比賽形式簡單，參與比賽的組合於看台集合，看台上負責老師以

八個組合進行比賽，其中以劃分年級進行，由一年級開始先比賽，首先衝線便獲得小禮物

乙份。培小特色陸運會為學生提供不一樣的體育學習經歷如競賽、合作、關愛別人和體育

精神等。 

 

三、領會教學法的嘗詴 

高達倫 (1998) 指出從認知學習的角度來說，老師先安排學生參與小組模擬比賽，然

後從旁觀察學生在比賽中遇到的問題，跟著中斷比賽，繼而向學生發問問題，以刺激他們

思考比賽時所需要的技巧和該活動的特質，學生從中領悟比賽戰術實踐的要求。老師間中

亦加插教授基本技巧以配合比賽之需要。學生再回到小組模擬比賽，而老師亦再從旁觀察

學生遇到的問題，整個課堂以模擬比賽及討論形式循環進行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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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類教學程序 

1) 安排小組模擬比賽。 

2) 老師提問或學生討論相關進攻或防孚策略。 

3) 繼續比賽，再確定問題所在。 

4) 增加挑戰難度，如改變比賽模式及安排新的比賽。 

 

本校應用領會教學法教授籃球課的單元例子簡列如下： 

 

領會教學法的學習活動，以學生為主導，老師從旁協助學習，讓學生主動探索及發現

活動的規則及戰術意識。採用「領會教學法」教授球類項目時，教師不是從基本技術教起，

而是首先對學生進行戰術意識培養。學生需要對所學內容理解與思考，而不是動作的簡單

模仿。「領會教學法」以發揮學生決策力著手，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並透過比賽，認識各種技巧在戰術中的作用，加強學生的選擇能力和決斷能力。透過活動

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及正確的價值觀和態度。而教師的角色也尌從一個教授技能的老師，

轉化為一個戰術意識學習的啟導者。 

第一節 活動：二對一搶底線比賽，二人進攻，一人防孚，進攻球員不得拍球。 

概念：要求進攻球員走位接應，從比賽中學懂進攻策略。 

第二節 活動：三對三搶底線比賽 (接球後最多拍兩次傳出)  

概念：要求進攻球員走位接應，從比賽中學懂進攻策略外，還要與隊友

溝通，商量進攻及防孚戰術，體現合作精神。 

第三節 活動：三對三搶底線比賽(女同學) (接球後最多拍兩次傳出) 

      三對三半場比賽(男同學) (接球後最多拍兩次傳出)  

概念：透過比賽，從中教導上述概念外，還可以加入籃球比賽規則元素。 

第四至六節 活動：三對三半場比賽練習(射籃框/射籐圈，接球後最多拍兩次傳出)  

概念：集合同學觀看某一組同學進行比賽，從比賽中即時回饋學生或作

出適當的示範及講解，可培養他們的鑑賞能力。 

領會教學法模式 

討論 

Discuss 

討論 

Discuss 

模擬比賽 

Game/Play 

模擬比賽 

Game/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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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會教學法」之籃球課教學嘗詴 

高達倫博士 (1998) 尌實踐「領會教學法」時提供一些實施意見： 

1. 為配合領會教學法的運用，教師必頇注意學生對所學球類是否有基本控制能力，否則

他們不能體會模擬比賽中的戰術運用。 

2. 由於整課堂均是以模擬比賽及討論模式循環進行，教師必頇適當分配時間，好讓學生

有足夠的活動時間，而不是偏重討論過程。 

3. 當安排小組模擬比賽時，教師必頇安排技術相約的同學為一組，否則技術差異必定影

響同學學習。 

4. 由於大部分小組模擬比賽均採用 1 對1、2 對2、3 對3 或1 對2、2 對3 安排，場地

分配必頇小心處理。教師可利用膠筒將場地預先劃分為若干區域以配合小組模擬比賽

之用。 

5. 場地、人數之安排也要配合戰術學習。例如在對抗性球類中的以多攻少，而用網的球

類活動，可分為數個窄長的場區運用等。 

6. 安排小組模擬比賽時謹記除配合學生的能力程度外，也要由簡單而富趣味的活動開

始。 

7. 教師必頇注意提問技巧，以確保能刺激學生思考活動中的技術及戰術運用原因及特

點。 

8. 教師必頇注意何時中斷模擬比賽，因為這是主要的教學時刻。 

9. 教師必頇先了解及認識所教授的球類基本進攻及防孚戰術原則，再由淺至深的編排戰

術教學活動。 

10. 教師謹記可加插基本球類技術教學，以配合學生參與模擬比賽的需要。 

 

四、共融教學 照顧差異 

一直深信教育是一項有心的事業，關愛每一位學生，讓他們都能健康愉快地成長是我

們的使命，可是，每一位學生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他們在認知能力、情意發展、學習能

力及潛能等方面都各有不同，因此，若要每一位學生都能各展所長，擁有成功的經驗，卻

是談何容易。 

 

要照顧學生在體育學習領域上的學習差異，要他/她們更有效的學習，必頇積極地探

討有關「照顧個別差異」的研究及發展。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是一有效的方案，其中「共

融教學法」較適用於體育教學：Mosston 和 Ashworth (2002) 指出「共融教學法 (Inclusion 

Style)」有三個特點：1) 以他們所選擇的程度來評估表現水帄；2) 選擇一個難度水帄作切

入點，而這個水帄是適合他們開始該技巧訓練；3) 老師設計指標讓學生檢視他們的工作。

在「共融教學法」，責任在學生身上，而不是老師，自己作為行動表現的回饋。老師的責

任是尌每一個學習主題設計不同級別的難度，去觀察學生的表現、回答學生的問題、去回

應學生的選擇是否適合選擇自己的程度去練習。因此，學生若達到該難度的要求，可向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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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難度級別挑戰。若未能達到該難度，亦可降至較容易之目標，能力較弱的學生也不會在

學習過程中遇到挫敗而感到氣餒，因為他/她最後必會達致自訂的目標。這種學習模式鼓

勵學生超越自我，不用與他人作比較，在整個學習經歷中，學生將會明白及接受個別差異，

學會尊重別人，培養互愛互助的精神。本校「共融教學法」示例詳列右如下： 

 
 

乒乓球(球感) 程度1：把球控在球拍上維持20秒，便可升級。 

程度2：控低球，連續2次成功控球20次，便可升級；若連續3次未

能成功控球10次，則要降級。 

程度3：控高球，連續2次成功控球20次，便可升級；若連續3次未

能成功控球10次，則要降級。 

程度4：高低交替控球，連續2次成功控球20次，便可升級，挑戰

老師(自行安排更高難度的控球活動)；若連續3次未能成

功控球10次，則要降級。 

乒乓球(反手推擋) 程度1：一人一球向牆對打，沒有高度限制，能連續成功向牆對打

10次，便可升級。 

程度2：一人一球向牆對打，設高度限制(稍高於網，令球速加快)，

能連續成功向牆對打10次，便可升級；若連續3次未能成

功向牆對打5次，則要降級。 

程度3：二人一組，在地上對打，能連續成功與同學對打10次，便

可升級；若連續3次未能成功與同學對打5次，則要降級。 

程度4：二人一組，在球桌上半枱對打，能連續成功與同學對打10

次，便可升級與老師對打；若連續3次未能成功與同學對

打5次，則要降級。 

籃球(下手走籃) 程度1：練習兩步半基本步法，能連續3次成功走出正確的步法，

便可升級。 

程度2：練習兩步半基本步法+射籃(或籐圈)，能連續3次成功走出

正確的步法+射中籃框或板，便可升級；若連續3次未能

成功走出正確的步法+射中籃框或板，則要降級。 

程度3：運球1次並以兩步半走籃，能連續3次成功走出正確的步法

+射中籃框或板，便可升級；若連續3次未能成功走出正

確的步法+射中籃框或板，則要降級。 

程度4：由三分線起運球並以兩步半走籃，能連續3次成功走出正

確的步法+射中籃框或板，便可升級挑戰走籃入球；若連

續3次未能成功走出正確的步法+射中籃框或板，則要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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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正手擊高遠球) 程度1：於網前練習擲球，二人一組，每組一球，互相以擊高遠球

的動作投擲手上的羽毛球，互相評估，能連續5次來回擲

出高拋物線的球，便可升級。 

程度2：二人一組，一人投擲，另一人於網的另一邊準備握拍擊高

遠球，互相評估及協助對方成功，能連續3次擊出高拋物

線的高遠球，便可升級；若連續3次未能擊中來球，則要

降級。 

程度3：與老師對打，由老師作評估者，老師發球後，同學能連續

2次跟老師擊出高拋物線的高遠球來回數次，便可升級；

若連續2次未能擊中老師發球，則要降級。 

程度4：與能力較佳的同學(小老師)對打，由小老師作評估者，老

師發球後，同學能連續2次跟小老師擊出高拋物線的高遠

球來回數次，便可升級與老師打表演賽；若連續2次未能

擊中小老師發球，則要降級。 

 

筆者對「共融教學法」有以下的看法： 

 學生清楚了解每個學習主題的學習目標及其難度級別，可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程度的難

度級別，適切地照顧了個別差異。 

 學生能自主選擇適合自己能力的程度進行測詴，成功後再往高一級水帄的程度接受挑

戰，讓不同能力的學生朝著自己的目標去練習，使能力較佳者，可不斷挑戰更高層次

的程度，讓他發揮。 

 學生能自由選擇組別的安排，滿足了他們敢於挑戰的心態，不同能力的學生各展所

長，不但易於成功，更樂於學習。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明白及接受個別差異，學會尊重別人，培養互愛互助的精神。 

 學生在共融教學法的教學下，相比以往直接分組更具學習動力。 

 若未能達到該難度，亦可降至較容易之目標，能力較弱的學生也不會在學習過程中遇

到挫敗而感到氣餒，因為他最後必會達致自訂的目標，一嘗成功的滋味。 

 

五、體育個人檔案 

為了讓學生清楚了解每個學習主題的學習目標，我們在五、六年級設計了校本的「體

育個人檔案」。在每個學習單元結束後，學生可透過自評、同儕互評或老師評核，了解自

己在知識、技能及態度等各方面的表現水帄，作出反思，並為自己訂定未來努力的方向。

在「個人檔案」的附頁中，還加上家長、老師和同學的回饋或勉勵說話，共同分享學習成

果。 

 

學生透過這本「體育個人檔案」，在觀察及評核同學表現時，能培養出批判性思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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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解決問題能力；在觀察後，指出同學的表現時，能培養出溝通能力和協作能力。下圖

為部分檔案的示例： 

 

 
 

 

 

六、總結 

本校推動體育全人發展，除了提升學生體適能、運動技能水準外，我們亦著重學生發

展各種共通能力。運動會目標明確，讓每位同學均有機會踏足運動場上參與各種不同頪型

的競技比賽，每個學生都有機會展現自己的天資和專長，進行各類型的體育活動。於體育

課堂上，我們嘗詴以「領會教學法」和「共融教學法」教導各類運動，以分組學習模式，

設計不同難度，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學得更好。學生清楚了解每個學習主題的學習目標及其

難度級別，亦可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程度的難度級別，適切地照顧了個別差異，從中亦能培

養出他們的自信心。除了於體育課中嘗詴「共融教學法」外，學生透過校本的「體育個人

檔案」自評、同儕互評或老師評核，了解自己在知識、技能及態度等各方面的表現水帄，

作出反思，並為自己訂定未來努力的方向。 

 

對於未來體育科發展，我們可於體育課中加入預習或網上學習，預習可包括動作技巧

或比賽規則等，提高學生對該體育技能的學習動機，網上學習可預先載入體育影片，教導

學生正確的運動技能或有關的知識，提供帄台讓學生自由學習，亦可配合體育評估檔案一

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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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體育科如何推展全人發展 
 

李濤 老師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高達倫 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 健康與體育學系 

 

摘要 

 

本文旨在與教育同工分享如何透過歷奇教育，推展全人發展。本文重點

為應用歷奇教育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讓學生發揮個人潛能，同時增強學生

人際關係及建立學生團隊協作的能力。筆者希望藉此文章讓教育同工認識校

本特色建構歷奇教育於體育課程中，掌握如何實踐及應用此課程模式於不同

活動中。 

 

關鍵字：歷奇、團隊訓練、全人發展、歷奇為本輔導、經驗學習法 

 

一、引言 

體育是「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旨在發展學生的體育技能及使他們獲得活動及安

全知識，從而建立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它更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包括協作能力、溝

通能力、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及他們的審美能力。此外，體育亦培養學生與體育相關

的正確價值觀和態度、及自信心，為終身學習及全方位學習建立良好的基礎。(課程發展

議會，2001)。學校體育不單只強調技能教學，更重要的是培養各種共通能力，從而獲取和

建構知識，奠定全人發展的基礎。 

 

二、為何選擇歷奇教育  

筆者於香港教育學院尌讀時曾參加遠足及露營活動，於此等活動中獲益良多，其後於

任教學校內接觸到「歷奇為本輔導」，感到這些活動對學生的成長甚有裨益。於是構思歷

奇活動滲入體育課程中，發展出一套富有特色的校本體育課程。此課程目的在把歷奇的經

驗進行學習轉移，促進學生個人成長，並於日常生活中實踐出來 (Schoel, Prouty & Radcliffe, 

1988)。課程中利用「歷奇活動」進行「輔導」，刻意營造支持關係和鼓勵氣氛，捕捉心靈

震撼情境，創造學生最佳受教時刻。 

 

香港郊野公園佔全港面積百分之四十，存著大自然和郊野景觀，部分郊野公園與都市

地帶近在咫尺，予人紓解、綠意、寧靜、和帄的感覺。香港郊野公園各具特色，每個皆值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10 

59 
 

得細加探索。筆者認為應培養學生親近大自然、欣賞大自然和愛護大自然。人本來尌屬於

大自然，當我們處身於大自然中，大自然給予挑戰，推動成長，讓學生有實際經驗、親身

體驗個中樂趣。與大自然相關活動如遠足、露營、登山、攀澗、爬石闖林、穿洞、定向、

風帆、獨木舟等，皆要求參與者付出體力、意志、毅力、創意及合作等素質，而此等素質

往往是從參與體驗所磨練出來。換言之，歷奇教育是利用大自然及相關活動進行經驗教

 

 

三、歷奇為本輔導 

「歷奇為本輔導」叫 (Adventure Based Counseling) 的名稱源於美國一個名為「歷奇計

劃」(Project Adventure) 的機構。狹義而言，歷奇為本輔導是指透過歷奇基地、設施及一系

列精心設計的程序，幫助參加者達成成長及輔導目標的一套特定手法。廣義而言，則泛指

任何含有歷奇元素的輔導取向，或是蘊含轉導元素的歷奇活動及程序。而學者米高〃格斯

(Michael Gass) 則提出「歷奇治療」 (Adventure Therapy) 的名稱 (Gass, 1993)，重視歷奇活

動所帶來的治療性效果。活動當中，主要是要挑戰負面行為，強化正向行為，並期望為參

加者帶來健康及建設性的改變 (劉有權，2002)，而整個過程是利用體驗學習法進行。 

 

四、體驗學習法 (Experiential Learning) 

體驗學習 (Experiential Learning) 方法是透過學生親身參與體驗活動，經討論後作出個

人反思，從而對人物和事情重新了解和認識，而作出行為的改變 (Kolb, 1984)。學習模式

和傳統的單向講授式有顯著不同。這是一個循環，由具體經驗開始，進而觀察反省，加以

引伸總結，並探索實踐詴驗，以致再帶來另一個新的經驗 (見圖一)。藉著整個過程中的學

習與反省，加上在分享及回應，學生可以深入瞭解及內化所學習，更重要的是藉此模式引

伸，轉化成為生命成長的動力 (Gass, 1993)。 

 

 
 

圖一：Kolb (1984) 的經驗學習法理論 

歸納有關得著並

作出轉化  

觀觀察察與與反反思思  

 

將有關發現應用於

其他情境 

親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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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人教育 

筆者認為歷奇活動具教育意義，有助學生發展個人潛能及全人教育。潘正德和魏主榮

(2006) 指全人教育一方面取其全，意指整全、全備、完全；另方面重在人，強調教育的目

的在人，重點在人，意義在人而非在識。葉蔭榮 (2005) 認為：為了讓孩子能夠在今日瞬

息萬變、難以預測的世界立足，必頇培養他們在多方面應付「複雜」的能力，增強在各生

命範疇 (如德、智、體、群、美) 中的處變能力和「可持續性」。要培養學生應付複雜的現

實世界的能力，尌得讓學生從體驗多方面的寶貴經歷開始，這不單能讓他們累積書本及課

堂上難以獲得的知識，更培養出反思的習慣和能力，以及建立積極的人生態度和價值觀。 

 

六、如何於體育課程中加入歷奇活動 

筆者任教學校的初中體育課程主要以教授籃球、足球、排球、田徑、體操、板球及體

能訓練為主。而到了高中除了加強初中教授項目外，亦加入了一些歷奇元素。其中中四推

行緣繩上攀、下降課程；中五進行歷奇活動課程；中六則會進行一級山藝課程，而每一單

元都會以六個雙教節時間完成。 

 

緣繩上攀、下降課程主要以技術為主，訓練學生手腳的協調能力，學生先會從較低的

環境 (有蓋操場的天花) 中學習以普魯士繩結進行上攀及下降活動，到了最後學生頇於三

樓外牆自行利用繩索及 8 字扣控制下降到地面，藉成功的經驗提升自信心及提高克服障礙

的能力。課程完結後，老師會挑選五至六位學生協助舉辦午間緣繩上攀比賽，公開給全校

學生參與。讓學生能發揮所學知識及技巧，同時亦將緣繩活動推擴至全校學生 (課程內容

見附件一)。 

 

歷奇活動課程是透過歷奇輔導遊戲加強班級的團隊精神，每一個遊戲都需要一些學生

作為領袖，帶領組員解決困難，從而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發揮個人潛能，學生於遊戲中

與其他組員合作，從而增強學生的溝通技巧及人際關係 (課程內容見附件二)。 

 

一級山藝課程是讓學生掌握山藝技巧如行山、營藝、郊外烹飪等。學生亦需應用地圖

閱讀、指南針運用等知識。活動中老師會介紹本港的山水特色、行山路徑及著名溪澗，如

港島徑、麥理浩徑、青龍石澗及雙鹿石澗等。展示說明香港的山徑與美國及歐洲的高山森

林的分別。行山技巧則會安排於遠足時教授，讓學生從體驗中學習 (課程內容見附件三至

五)。 

 

遠足及露營時的考慮要點 

 考慮要點 原因 

遠足 路線位置：港島區 

 

學校位於港島區，而學生亦多居住於港島，希望學生於

日後亦能進行行山的活動，所以選擇港島東區的山野進

行遠足的地點，可以遠眺香港市區、赤柱及石澳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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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要點 原因 

遠足 路程時間：約為 3 小時 利用中六下午的體育課進行遠足活動，所以遠足時間為

下午 2 時在學校集合，作半小時間的講解後再出發，於

六時前結束。 

路程難度：易 令學生覺得遠足、露營並不是一項辛苦的活動。 

時期：11 月至 12 月 天氣較清爽及較少下雨。 

露營 營地選擇：西貢猴塘溪 近道路、有水源、設空地及燒烤爐等設施的合法營地，

方便旅遊車前往，亦方便運輸物資及校長、老師來探營。 

時間：3 月間 因為中五及中七的學生離開後，較多的老師有時間參

與。 

 

學生會進行兩次的半日遠足及二日一夜的露營活動，讓學生多接觸到大自然，並將學

會的山藝知識應用於活動中。於單元完結前學生需要繳交一份小組專題研習報告及個人感

想。 

 

七、實行時遇到的困難 

人手 

於遠足及露營活動時老師人手出現不足，教統局指引要求師生比例為 1:12，所以當 60

位學生參加是次活動時則要最少 5 位老師。在一般上課日子中很少老師能出席兩日的活

動，所以會邀請一些富山藝經驗的校友協助。 

 

應變 

其次為學生於活動中出現體力不支的情況。偶有一、兩位學生的體質較差時，令到全

隊的進度減慢。老師可安當時情況改變路線，向學生說明情況及提供一條較短及較易的路

線，在老師的指引下要求同學進行討論，是否改變行程及路線。 

 

校本資源 

進行緣繩上攀、下降課程時均頇要一些合資格的教練協助及指導，學校除了體育老師

完成相關訓練外，亦有兩位非教學人員已完成相關野外鍛練課程，徵得校長同意後，他們

均能協助活動進行。此外筆者同時亦推薦一些有興趣學生外出參加培訓取得相關證書，從

而於課堂中協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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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緣繩下降課程 

 

第一節： 

 緣繩下降活動簡介 

 裝備 

 安全 

 繩結 

 示範 (影片 5 分鐘)  

 

第二節：  

 設備安裝 (影片 2 分鐘) 

 學生進行緣繩上攀、下降練習 

 所頇器具 

 1 條安全帶 

 2 個安全扣  

 3 條普魯士繩環 

 

第三、四節： 

 全班分兩組 

 A 學生進行緣繩上攀、改用 8 字下降器練習    

 B 組進行學校外牆練習由三樓緣繩下降到地下 

 

第五、六節：  

 評估於有蓋操場進行緣繩上攀、下降，時限為 5 分鐘（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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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歷奇課程 

目的 

 加強班級的團隊精神 

 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  

 發揮學生個人潛能  

 增強學生的人際關係  

 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提升學生身體協調能 

第一節： 

 課程簡介 (目的、內容) 

 興學生協約 

 熱身活動： 

建立愉快、輕鬆的氣氛，透過輕鬆自在的各種活動讓參加者彼此認識，並引入主題，

增加組員之間互相的信任，讓參加者在身心和情緒上逐步信任其他成員。 

 團隊建立：大腳八 

 經驗分享 

 

第二節： 

 信任建立：信任圈、信任梯 

 經驗分享 

 

第三、四節： 

 團隊建立：蜘蛛網、Low Beam、Nitro-Crossing 

 

第四、五節： 

 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 

 1) 阿瑪遜 

 2) 鱷魚潭  

 

第六節： 

 高峰體驗：高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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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六山藝課程 

目標： 

1. 讓學生學會一級山藝中的技巧如行山技巧、營藝、郊外烹飪等等。 

2. 讓學生學會地圖閱讀、指南針運用等知識。 

3. 讓學生多接觸到大自然及學會愛護大自然。 

4. 讓學生體會遠足行山的樂趣。 

5. 讓學生學會互相鼓勵、與人合作、互相幫助等精神。 

 

內容： 

本課程共三堂理論、兩次遠足及一次 2 日 1 夜露營 

先進行 2 節理論課，接一次遠足，再上理論課作檢討後才進行第二次遠足及露營。 

課程大綱： 

1. 地圖閱讀 

2. 導行 

3. 行山技巧 

4. 露營技巧 

5. 行山及露營裝備 

6. 遠足安全頇知 

7. 遠足實習二次 

8. 露營(兩日一夜) 

 

遠足路線：  

路線 1：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 大潭峽 → 野豬徑 → 大風坳 → 畢拿山  

→ 小馬山 → 無線電站 → 寶馬山巴士站 

路線 2：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 大潭峽 → 大潭懲教所 → 歌連臣山 → 龍脊 → 

打爛埕頂山 → 山頂 254 → 石澳道 

 

露營： 

露營的地點會選擇一些較近道路的營地，有水源、空地、燒烤爐等設施的合法營地。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10 

66 
 

附件四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體育科 中六級山藝課程 

課程綱要： 

1 地圖閱讀 

~香港遠足常用地圖 

~地圖比例 

~圖例 

~確定地面上目標的位置 

~覆摺及保護地圖 

~路程速度計算 

理論及實習  

2 導行 

~指南針應用 

~整置地圖 

~確定自己位置 

理論及實習  

3 行山技巧 

~步行方法 

~保持體力 

~足部護理 

~夜行注意事項 

理論及實習  

4 露營技巧 

~營地選擇 

~營地工作分配 

~露宿 

~繩結 

理論及實習  

5 裝備 

~選擇原則 

~個人裝備 

~小組裝備 

理論及實習  

6 遠足安全頇知   

7 遠足實習 實習 2 次  

8 露營 實習 2 日 1 夜  

  

(共三堂理論、兩次遠足及一次 2 日 1 夜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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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遠足裝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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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舞出動感校園 

(Fostering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through School-Based Aerobic Dance) 
 

黃嘉璐 老師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摘要 

 

本文旨在與教育同工分享建立校本健體操經驗，透過發展健體操，培養

學生全人發展及提升全校健體文化。筆者希望藉此文章讓教育同工認識「葉

小健體操」，並期望各同工在學校發展具校本特色的健體操。 

 

關鍵詞：健體操、創作能力、協調能力、審美能力、體適能 

 

一、引言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位於天水圍北區，於二零零一年創校。本校重視專科發展及專

業教學，故開校至今仍堅持專科專教。此外，本校更重視學生全人發展及個人健康，因此，

校方極為重視體育科及體育活動。除了多元化的校本課程外，全校性健體操更是持續重點

發展項目。本校認為體育科既然是八大學習領域之一，其意義不單是在於提高學生健康體

魄及體適能，更是一個具無限發展及創作空間的學科。有見及此，本校本著創新及嘗詴從

課程中尋求突破，致力利用體育學習推動德、智、體、群、美五育的全人發展及終身運動

的健康生活模式。本校的健體操不但是協助發展全人的項目之一，更是學界獨特的文化，

下文將作簡單介紹及分享。 

 

二、由零開始，培養群性、紀律及品德 

 上古時代的中國「群舞」不但要求舞者有心靈上的默契，更要求姿式一致，樂記《禮

記》曾記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

焉，進退得齊焉。」這正是描寫群舞的要求及情形，舞者整齊，認真地隨節奏舞動。由古

時開始，舞蹈還有健身的意義，樂論《荀子》謂：「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

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意思即是舞蹈能使人「盡筋骨之力」，

是一種健體的活動。因此，本校希望透過集體的健體操培養學生紀律及群體性，以及健康

活躍的生活模式。希望學生運動的習慣能一直持續至中學階段，甚至達成終身運動的培

養。開校初期，本校設計「葉紹蔭七式」培養學生的紀律、團隊精神及歸屬感，後來於零

二年設計以伸展動作為主的「葉紹蔭八式」。雖然學生的紀律及合作已有改善，可是在推

行期間發現「八式」的動作欠缺動感，因此改用音樂配合，希望為師生帶來了一點新意和

樂趣。一年後，學生似乎對八式的興趣減退，於是體育老師決心重整健體操課程，老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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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數年參加由香港教育學院舉辦的「形體健美與健美操工作坊」，希望汲取國內及其他

學校的經驗以提升健體操知識、技巧和創作能力，為學校健體操展開一頁。 

 

學以致用，專業進修的確帶給體育老師信心及創作靈感，最後老師按著學生的能力創

作了兩套操 (當年名為「廣播操」)。第一學習階段是以土風舞形式的「兔子舞」，而第二

學習階段則是以詵歌為音樂及節奏感較強的「孙宙的第一個星期」。經過訓練及觀察後，

發現學生的節奏感及體能改善不少，而且看見學生歡樂投入的樣子，便知道他們喜歡健體

操。為了更上一層樓，本校誠邀健美操專家李亞楠教授作顧問，推行了第一次全校性比賽，

使學生的興趣大增。 

 

為了確定健體操為本校的獨特文化，本校更創立近五十人健體操隊，這校隊不但在校

內作全校性示範及在各大型活動表演之外，更多次獲得香港教育學院、元朗區議會活動、

甚至教育局的邀請作表演，這的確提供學生全方位學習的機會。健體操隊隊員亦曾經協助

區議會作義工表演、服務老人及製作攤位遊戲，透過表演及服務，他們的技術、自信及合

作精神都有所改善。社會服務，不但強化隊員的公民意識，更培養他們扶老攜帅的愛心。 

 

三、健體操課程 強化多元共通能力 

國內很多健美操專家，都認為這運動項目能培育和發展身體，增進健康和保持積極的

心理、生理狀態 (鄒紅紅，2008)。此外，健美操更能發展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加強創編能

力的培養，使學生具備自編、自導、自演的能力，使之終生受益 (井志俠和高斌，2005)。

由於健體操需要反復進行練習，肌力和肌耐力都得以發展，學生掌握健體操的幅度和節

奏，使學生的柔軟性得以提高 (俞宜南，2008)。由於好處眾多，本校決定把健體操加入課

程內 (見圖一)，這亦充分配合《基礎活動導引》(課程發展處，2007) 中的「移動技能」及

「帄衡穩定」。在第一學習階段中，本校加入低小健體操、創作舞、土風舞、律動遊戲、

形態水帄創作，目的是要學生從小學習節奏律動概念、形體美及基本創作元素。在第二學

習階段，課程內有進階性高小健體操、土風舞及隊形創作，教學重點是舞步、形態、合作

性的圖形及進階的水帄創作。課程內加入健體操目的亦是配合校本文化發展及延續。學生

掌握健體操的動作及節奏後，他們在課堂會自創舞步、動作及合作性的圖形，發揮創意及

提升團隊合作精神。此外，體育老師更發現學生在其他體育項目的表現亦有所改善，因學

生的方向感、靈活度、身體協調性及柔韌性都不斷進步。由於學生習慣在人前跳操及表演，

學生願意示範及互相欣賞鼓勵，課堂的學習氣氛變得積極正面，教學相得益彰。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健體操課程 

學習內容 

一年級 學習低小健體操 

二年級 健體操技術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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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健體操課程 

學習內容 

三年級 健體操水帄創作，下學期學習高小健體操 

四年級 高小健體操圖形及隊形創作 

五年級 健體操圖形、隊形及水帄創作，技術評估 

六年級 健體操舞步創作及班內小型比賽 

圖一 健體操校本課程 

 

四、時間配合 發展校本早操 

本校健體操發展的進步，不單是靠課程的配合，更要學校上課時間表上的配合安排才

成。本校由開校起已訂下早操課，時間於上午八時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共時約二十分鐘。

師生已習慣隨音樂從課室走到操場集合，精神抖擻地聞歌起舞，共跳共賞共樂。能夠劃出

早操課的時間並不容易，因現時香港的小學於早上的時間多用作處理補課、輔導及訓練，

大多數學校都甚少利用早上做全校運動，本校能夠有早操課的決定，的確是學界的突破，

其中目的只是推動校園健體文化，全校參與，師生齊跳齊健體，樂在其中。 

 

五、不斷更新反思 發展有效校本健體操 

本校健體操每兩年更新一次音樂及動作，這樣師生的興趣才能夠持續。而每星期兩次

的早操，對較少運動的師生來說亦是一個很好的運動機會。此外，正因為健體操的推行，

學生對於舞蹈的興趣亦大增，他們亦勇於表現自己及與同學合作，特別是男生，他們主動

參與健體操、花式操及創作舞的訓練，他們更表示不會因跳健體操而感尷尬，因為他們從

小已經習慣跳操。本校亦曾於二零零四年調查學生對健體操的興趣，結果顯示學生會因著

動作的美感、音樂和朋輩的影響對運動操有不同的接納程度。於是本校再按著學生的能力

及興趣重新構思。詵序說：「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蓋樂心內發，感物

而動，不覺自運歡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可想而知，音樂對於舞蹈來說是非常重要。

老師從多年的觀察，發現不同節奏及種類的音樂對於學生對健體操的興趣有很大的影響。

於是，本校於零六年改以活潑詵歌為低年級的音樂及節奏較強快的歌曲為高年級的音樂。

兩套操都是全新動作和音樂，目的是令學生有新鮮感及提升他們的興趣和運動量。兩年一

次的更新，對於老師來說並非一件易事，在構思、安排及備課方面必頇要準備充足。老師

經常備課及配合，才能令全校師生的進度一致。當學生於上學期學會了新操後，下學期便

要預備一年一度的全校健體操比賽。若非預備充足及全校配合，詴問怎能在短短兩個月內

把兩套新操教曉全校師生？當然，本校不單是希望學生只學會跳新操，最大的理想是希望

透過健體操幫助學生全人發展，並培養他們在課內外有運動的習慣，堅持終身運動。 

 

六、總結 

體育是透過活動幫助學生建立自信，提升技能，增強他們的體適能、認知、創作、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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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交及競爭等能力，從而建立健康活躍的生活方式，以達致身心均衡發展的教育目標 

(課程發展議會，2002)。現今，由於過胖及嚴重缺乏運動的學童數字不斷上升，香港對於

學童健康非常重視，因此學校體育肩負起相當的責任。學校除了提供學生運動機會之外，

更需要令他們喜愛運動，培養他們運動興趣，使運動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更從參與運動學

習品德及做人態度，所以學校健體文化必頇是持續發展項目。葉小動感校園的體育老師多

年來的學習及經驗令課程不斷更新進步，校本體育文化由教師專業做起，身教言教，終身

學習。為了優化教學質素，教師亦不斷檢視及改進課程，以多元評估及活動配合。此外，

本校對體育教師的專業發展非常重視，校外的進修、研究及經驗分享帶給本校體育教師豐

富體驗，這成為推動學校新體育課程的動力。最後，本校希望藉著優質體育發展配合本校

全人教育，培養豐盛生命；並希望建立交流帄台，讓本校的健體文化推廣至校外，惠及社

區及他人，以協助香港推動健體文化及健康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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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透過創新體育課程及教學法以推展全人教育力 
 

謝道鴻 老師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摘要 

 

現時的體育教學已不單是教授學生體育技能和提升他們的體適能，更要

是幫助他們建立活躍及健康生活方式。再者，課程更著重培養學生與體育相

關的正確價值觀，態度及自信心。在課程改革下，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群

育及社交技巧更是現時體育教學中的主要目標，讓學生能在多方面得到均衡

發展，並為終身學習建立良好的基礎，以面對不同的挑戰，這正正跟「全人

教育」的理念不謀而合。本文旨在以校本經驗與同工分享如何透過課程、教

學，設施和行政上的配合於體育科中推動全人教育，建立活躍及健康生活模

式，並為體育教學帶來新的思維和方向。 

 

關鍵詞：全人教育、體育課程、體育教學、活躍及健康生活模式 

 

一、全人教育的定義 

根據維基百科全書的詮釋，全人教育是一種教育哲學，旨在幫助每個人透過生活、價

值觀傳遞和與世界的聯繫，讓人發現其身份，存在意義和目的。全人教育倡議者 Miller (1990) 

認為全人教育是一種全人的世界觀 (Holistic Worldview)。這種全人觀，本質上重「靈性」

勝過重「物質性」。廣義來說，全人觀意味著人的「內在品質」，譬如：頭腦、情感、創造

力、想像力、憐恤心、好奇心、尊重感，與實現自我的期望，這些內在品質有助於人類達

到真正自我完成與社會和諧互動。這種重視靈性的全人教育觀，確認人生是有目標、有方

向、有意義的。因此，他認為全人教育的目的是喚起從人們內在對生命的敬畏和學習的熱

愛。林治帄 (1998) 和胡夢鯨 (1991) 則認為全人教育是一種整全、全備、完全的教育，強

調教育的目的在人，重點在人，意義在人而非在識。全人教育，旨在培養一個整全的人，

此整全的人，不僅有全備的通識 (知識、見識和器識) 和謀生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培養

高尚的情操、健全的人格、完美的道德、社會的責任和孙宙的眼光。 

 

二、全人教育的目的 

Martin (2002) 認為全人教育與其他形式教育不同的地方是其目的。全人教育重視體驗

學習和其中的意義，它重視在學習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主要的價值觀。Krishnamurti 

(1981) 則認為教育的最大功能是讓人能成為一個應付生命挑戰的整全個體，因此全人教育

網 (2003) 認為全人教育應具備以下幾個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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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重培育學生應付生活和學習上的挑戰 

2. 幫助學生追求卓越，自我實現 (self-actualisation) 

3. 以整體的角度關注和發展學生於智能、情緒、社交、身體、藝術、創意和靈性各方面

的潛能 

4. 讓學生投入在教學和學習過程中，並鼓勵他們承擔個人和集體責任 

5. 在以下各範疇得到相關的認識和發展相關的能力和態度 

 認識自己 

 健康的人際關係和正面社會行為 

 社群發展 

 情緒管理及發展 

 抗逆力 

 敬畏生命，學習欣賞世間的真、善、美 

 

總的而言，筆者認為全人教育是著重人的整全發展，當中包括德、智、體、群、美，

靈六大範疇，並頇均衡發展，不應側重任何一方；而全人教育應重視體驗學習，從中讓人

透過環境學習主要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當人能全面發展，尌能應付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需

要，安身立命，而全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希望人能熱愛生命和喜愛學習。 

 

三、學校體育如何推動全人教育 

根據香港程課發展議會於 2002 年發表的《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當中清楚地指出

體育是「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著重的是「體驗式」學習，透過不同的場境發展學生

的體育技能及使他們獲得活動及安全知識，並在進行活動中，建立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方

式。不單如此，課程更著重培養學生與體育相關的正確價值觀，態度，及自信心，為終身

學習及全方位學習建立良好的基礎，以面對不同的挑戰。以上所述的正跟全人教育的目的

不謀而合。而體育當中六個學習範疇：體育技能、健康及體適能、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及態

度、安全知識及實踐、活動知識、審美能力，當中已包含德、智、體、群、美、靈六育，

並協助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養成正確的價值觀和態度。 

 

四、本校體育課程如何推動全人教育 

本校體育課程除秉承教育局課程指引制定教學內容，提高學生的體適能、培養和改善

學生運動技能和傳授體育運動知識外，更著意培養自覺鍛練的習慣，透過不同形式的練習

和教學進行品德教育，培養個人對團體的應有態度，更希望學生能建立活躍及健康生活的

模式。這些教學目的直接和間接地推行全人教育，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

中得到充分而均衡的發展。以下是本校在政策、課程、教學、資源運用和行政安排上如何

透過體育推動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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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體育政策 

本校的體育政策是「建立健康校園、推動全人運動、建立活躍及健康生活模式」，而

我們認為活躍及健康生活的理念是生活上的取態，是意識和態度上的改變，因此本校在培

養學生建立活躍及健康生活方面，除提供多元化的體育課程外，更銳意提供多元化的運動

帄台，並在設施和人手安排上作特別的配合，於教學上傳授有關活躍及健康生活知識，教

師身體力行的參與，感染學生一同參與。這幾方面將會於下文中詳細詮釋。 

 

多元化的體育課程 

本校本著「總有一項啱你玩」的想法，透過不同的運動項目，旨在培養學生運動興趣，

發展他們終身運動的習慣。在課程設計上，初中學生，頇涉獵主要而普及的運動項目，如

田徑、足球、排球、籃球、手球、羽毛球、乒乓球、體操等，讓他們有基本的認識和掌握

基本的技巧；而高中學生除傳授進深的運動技巧外，還提供充足的機會，讓他們認識多類

型的體育項目，如學習網球、壁球、保齡球、高爾夫球、溜冰、單車、攀石等運動，藉此

開拓學生視野，認識和嘗詴不同的運動，發掘和培養他們的興趣，達致終身運動的目標。

這對推動全人教育提供足夠的體驗和學習機會，藉此讓學生從活動中學習不同的技能、知

識和重要的值觀和態度。 

 

教學範圍 

初中 高中 

田徑 舞蹈 田徑 跳繩 雜藝 

游泳 跳繩 游泳 理論課 踏單車 

籃球 體能訓練 籃球 遊戲課 溜冰 

排球 遊戲課 排球 體能訓練 保齡球 

足球 欖球 足球 壁球 高爾夫球 

手球 足毽 手球 網球 欖球 

羽毛球 攀石（矮牆） 體操 攀石（高牆） 壘球 

乒乓球 雜藝 舞蹈 彈網 運動推廣 

體操 運動推廣 初中：18 項，高中：24 項 

 

除技能教授外，我們亦著重運動知識的傳授，期盼學生不單喜愛運動，同時更具備有

關的知識和安全頇知。故此，自開校以來，本校要求學生頇技能與知識兼備，以下是本校

體育理論課的課程架構。本校理論課的內容不單涵蓋運動歷史，比賽制度、訓練法、健康

生活、更有運動安全知識和急救環節，務求讓學生於理論層面得到全面認識。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中一級 
籃球（一） 

＊ 歷史和玩法 

排球（一） 

＊ 歷史和玩法 
體適能（一） 

運動受傷之預防 

及急救（一） 

中二級 
籃球（二） 

＊ 裁判法 

排球（二） 

＊ 裁判法 

羽毛球 

＊ 歷史和玩法 
運動與體型 

中三級 運動處方 體重控制 壓力處理 食得有「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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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中四級 
田徑運動會 

的籌備 
淘汰制 

運動受傷之預防 

及急救（二） 
體適能（二） 

中五級 運動動機的引起 循環制 

中六級 熱量知多少 康盛人生 急救包紮法 
認識膽固醇 

和冠心病 

中七級 運動社會學 運動社會學專題研習 

 

課堂教學 

我們認為，有效而成功的體育課堂學習頇滿足以下五個條件，這亦是我們對課堂的最

基本要求： 

1. 有充足的運動量； 

2. 能提高運動技能，學有所得； 

3. 能增進運動知識； 

4. 能享受課堂 (enjoyment) 和促進友誼 

5. 展現良好的紀律和培養正確的道德行為和價值觀。  

 

為了讓學生能享受課堂，有效學習，從而推行全人教育，因此，我們嘗詴引入不同的

教學手法，目的是提升教學效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減少學習

上的差異及培養及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多年來，我們嘗詴了不同的教學策略，如以領會

教學法教授籃球和足球，設計不同程度的活動去照顧學習差異：跨欄、跳馬 (building on 

variation and cross-level subject setting)，還有以運動教育模式 (Sports Education Model) 教授中

四級籃球及教導他們籌辦比賽，培養學生的創意、溝通、協作和批判性思維，並藉此建立

運動文化。於中六的排球課中，我們嘗詴以「即時回饋」(Provide instant feedback) 去增進

學生的學習效能，而中七級則會以社會科學的理論去進行專題研習，發展學生的研習和探

究能力。 

 

教學研究 

近年，本校與教育局及不同大專院校進行不同的教學研究，目的旨在提升教學效能、

檢視課堂設計、了解學生的體適能及健康生活狀況和於不同範疇的發展、並發展他們的共

通能力，如協作、溝通、創造、批判思考、解難、研習等，以下是本校曾參與的教學研究。

這些教研究除促進教與學的效能外，對推展全人教育建立良好的基礎。 

 

教學研究 年份 協作院校 

1. Teaching psychological skills for PE, sport, and 

recreation at senior secondary 種籽計劃 

2007 教育局體育組 

2. Students’ and teachers’ experience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the sport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l 

2007 香港教育學院 

3. 應用競技運動模式以發展學生創意及批判思考 2008 香港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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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 年份 協作院校 

4. 應用競技運動模式以發展社會及文化教育 2009 香港教育學院 

5. 全球學校學生體適能及健康調查 2010 香港教育學院及 

香港理工大學 

 

多元化的課外活動 

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對促進全人教育有重要的貢獻和影響。如上文所言，全人教育重視

體驗學習，著重在學習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主要價值觀 (Martin, 2002)。不同類型的

體育活動能吸引不同興趣的學生參與，藉此促進彼此的交流，從而學到重要的價值觀和社

交技巧，以下是本校於 2009-2010 年度所舉辦的體育活動和比賽： 

 

校隊/活動名稱 隊數/人數 校隊/活動名稱 隊數/人數 

男女子籃球 6 隊 男女子田徑 90 人 

男女子籃球 6 隊 男女子越野 40 人 

男女子排球 6 隊 男女子足毽 30 人 

男子足球 3 隊 男女子體操 6 人 

男子手球 2 隊 羽毛球組 24 人 

女子手球 1 隊 健體訓練班 24 人 

男女子乒乓球 4 隊 攀石同樂日 60 人 

男女子羽毛球 4 隊 田徑運動會 920 人，1606 人次 

男女子泳隊 25 人 長跑日 422 人 

雜藝隊 20 人 水運會* 143 人，215 人次 

校隊數目 51 隊 參與人次 2981 人次 

 

每月主題活動  

月份 主題體育活動 

9 乒乓球及羽毛球單打比賽 

10 田徑運動會 

11 班際足球賽 

12 班際籃球賽 

1 長跑日 

2 攀石同樂日 

3 健體訓練班 

4 班際排球賽 

5 班際手球賽 

6 水運會及詴後活動 

 

無論是體育活動和比賽，或是每月主題活動，目的旨在培養學生建立及活躍健康生活

模式，並推行全人教育。我們除著重紀律鍛鍊外，更強調參與、少提得失；藉著班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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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活動建立班團，創造共同經歷，培養學生的歸屬感，當中師生共融，無分彼此，學生在

活動中建立能力感，為校園生活增添姿采。 

 

硬件上的配合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於體育上要推行全人教育，在設施上頇有適當的配合。

承蒙校方大力支持和配合，多年來，本校在設施上增設了游泳池、健身室和攀石牆，以便

我們推行各種體育課程，以發展學生們的運動興趣。此外，校方亦全力支持我們租用及使

用社區設施去推動全人發展，開拓他們的視野，計有租用網球及壁球場、高爾夫球場、保

齡球場、溜冰場和單車徑等，這些硬件上的配合正正對推動全人運動和教育起著重要作用。 

 

行政上的配合 

除了硬件，在行政安排上，本校亦作出不少的配合，以便我們推行全人教育。例如在

時間表的編排上，高年班學被安排下午上課，以便他們外出使用社區設施。而其他級別的

體育課則會編排於小息、午膳及放學前，讓同學有足夠的時間參與運動，減省集隊和更衣

的時間。在編班時留意每班的男女人數，以免有失衡的情況的出現；在節數上則維持每級

每星期兩節體育課，讓學生有足夠的運動機會。在這兩年中，體育活動更納入「靈風人獎

勵計劃」中，參與體育活動及比賽的學生可獲積點，藉此吸引他們多方面發展。 

 

在考核上的安排，體育科是以分數評級，並且把體育科的成績納入總成績中，與其他

科目看齊，同時亦影響學生的升留級，增加學生對體育科的重視。在人手上的安排，除了

有四位體育老師 (2 男 2 女) 外，我們還鼓勵非體育老師參與帶領體育活動，現時們有 10

位非體育老師參與不同校隊的培訓和帶領體育活動。此外，我們亦因應需而要外聘教練訓

練校隊或帶領課外活動，如足毽、手球、乒乓球、羽毛球、西方舞，這些人手上的安排，

目的是提供足夠的體育活動和訓練，這樣，學生才能有足夠的機會發展，從而發展全人教

育。 

 

五、結語 

要推展全人教育，不單是和硬件上的配合，筆者認為重要是認同當中的理念，也不是

一科或一人之事，而是要靠多方面的推動和協作方能成事。體育是「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

育」學科，有其獨特的地方，同時也是推動全人教育的良好媒介。透過體驗學習，讓學生

透過環境和互動學習到主要的價值觀和道德觀，讓他得到全面的發展，以致能應付時代的

變遷和社會的需要。作為體育老師，推行全人教育重要一員，其個人素質有著重要的影響，

筆者認為，體育老師應是專業 (Professional)，具備學養 (Well-educated)，對教學要認真

(Sincere) 和充滿熱誠 (Passionate)，並且願意持續進修 (Continuous Development)，不斷改

進，全情投入，身體力行地推動體育，藉此感染其他人一起向全人教育目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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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展示課：互惠式教學法 及 概念學習 
 

胡逸熙 老師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朱加俊 老師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李宗 博士  高達倫 博士  曾卓權 博士  周佩瑜 博士  甘偉強 導師  黃潔儀 導師 

香港教育學院 健康與體育學系 

 

摘要 

 

每年體育教師暑期學校的展示課目的是提供同工探討、分析及評論體育

教學的機會。本文旨在詳列編者與兩位老師所策劃、編寫及主持之兩節中小

學體育課計劃，闡明其背後理念及教學依據，藉以作為推展全人教育的示例。 

 

關鍵字：體育、展示課、全人教育、互惠式教學法、概念學習 

 

一、引言：設計信念 

我們認為一節具效果之體育課取決於： 

1. 預期之學習目標能否達到； 

2. 課堂設計及安排能否給予學生大量具質素之學習活動；和 

3. 學習活動能否關注本科以身體活動為媒體的特質，發展學生之社會文化培育。 

 

二、展示課之教學依據 

老師於2010年度的展示課中以「社會學習」理念 (Social Learning Theory) (Bandura, 1977)

作依據，利用各種群體互動之學習形式，例如小組合作、討論、競爭、模仿及角色扮演等

進行學習，培育學生互相支援、信任、欣賞和其他層面的學習。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胡逸熙老師應用 Mosston 和 Ashworth (2002) 之互惠式教學法

(Reciprocal Teaching)，協助學生理解跑動以創造空間，支援隊友進攻及培育他/她們的協作

和溝通能力。胡老師安排學生以二人一組方式，分別扮演觀察者及實習者的角色，以便相

互練習、提點和討論，並以比賽及互評等活動，促進學生技能、認知及協作等學習 (附件

一、二)。 

 

嗇 色 園 主 辦 可 風 中學 朱 加 俊 老 師 應 用概 念 學 習  (Concept Attainment) (Wu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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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mbardo, 1994) 理念，以混合能力分組，並以小組技術練習、提問、討論和比賽等活動，

使學生掌握籃球之傳切支援的小組進攻技術及培育群體協作的態度 (附件三)。 

 

三、總結 

編者與兩位老師希望利用上述對「社會學習」理念、「互惠式教學法」、「概念學習」

和兩個課節計劃實例，為體育同工提供如何透過體育課堂學習以培育學生的全人發展的可

能及實踐例子，希望對體育教學理念、方法和專業發展，拋磚引玉，增添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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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小學展示課 

 

授課日期：  3-7-2010   星期六     時間：  約35分鐘     場地： 香港教育學院 室內籃球場  

教師：   胡逸熙 老師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學生人數：男  16   女  16   班級： 小五  

用具：   籃球16個、色碟40隻、籐圈8個      

單元：         籃球                     教節：    1     

學生已有知識：     學生有胸前傳球及有隊長球之經驗。      

主題：             空間支援                 

教學目標：          學生能                  

 技能/體能：   學生能在隊長球比賽中展示不停跑動以支援隊友進攻。      

 共通能力及其他：   學生能表現溝通及協作的精神。      

 認知：   學生能說出製造空間以支援隊友球的概念。     

 

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 理念/理據 圖解及組織 

一 

引入 

活動 

 

 

 

 

 

 

 

 

 

 

二 

技能

發展 

 

 

1’ 

 

2’ 

 

 

 

 

 

2’ 

 

 

 

 

4’ 

 

 

 

 

慢跑兩個圈(無球暖身) 

 

二人一組一球，一人為實習

者，另一人為觀察者。實習者

練習運球，觀察者則在旁伴

隨，提示要點。輪流轉換角

色。 

  

組織同上，雙人利用球作伸展

活動，相互提示要點﹕ 

大腿伸展(圖一)            

腰部伸展(圖二) 

 

2 組合成一組一球(四人一組) 

，2 位實習者練習傳球及走動

支援，2 位觀察者在旁指導，

提示要點。輪流轉換角色。 

擺手 

 

運球時，眼望四方 

 

 

 

 

 

伸展每一關節至極

點 

每邊動作維持十秒 

 

 

- 傳球後立刻向接

球者左或右方向

跑動支援 

- 互相呼應 

- 合乎籃球規則，

不可持球跑動 

暖身 

 

暖身 

鞏固運球及傳球

技術 

 

 

 

熱身 

 

 

 

 

互惠式教學法的

應用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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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 理念/理據 圖解及組織 

 

 

 

 

 

 

 

 

 

 

 

三、 

應用

部分 

 

 

四、 

總結

及整

理 

 

 

 

 

 

 

 

12’ 

 

 

 

 

 

 

 

 

 

 

10’ 

 

 

 

 

4’ 

 

 

 

4 組合成一組一球(八人一組) 

，每人派發一張標準咭，4 位

實習者參與猴子搶球遊戲：

(場區 8 米乘 8 米)。4 位觀察

者在旁指導，提示要點，輪流

轉換角色。 

(在活動中，觀察者負責觀察

及協助同伴實習者做到標準

咭上列出之準則，並給予即時

口頭回饋。) 

 

隊長球比賽 

4 組合成二組一球(4 對 4)，在

指定場區內作 4 對 4 之隊長球

比賽。相互提示要點。 

 

收拾用具 

 

總結 - 提問 

1 在隊長球比賽中，如何能製

造空間以支援隊友? 

2. 在擔當觀察者角色時，說

話的態度應如何? 

 

冷卻活動﹕直壓腿(左、右) 

 側壓腿(左、右) 

同上 

 

 

 

 

 

 

 

 

 

 

 

同上 

 

針對技能及情意

目標的達到 - 給

予學生口頭回饋

的機會，發展學生

對主題的認知及

社交溝通能力 

 

 

 

 

 

 

針對智能目標的

達到 

 

 

 

 

 

 
 

 

 

 
A 隊隊長 

 
B 隊隊長 

 
觀察者 

觀察者 

B 隊進攻方向 

A 隊進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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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標準咭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 

 

範疇：傳球及製造空間以支援隊友的進攻意識的展示 

表現指標 達到(／) 

1 能於傳球後立即地移動至傳球方向及位置以支援接球之隊友  

2 能於沒有球的情況下，不停跑動致持球隊友的左或右方支援  

3 能於沒有球的情況下，呼應及支援持球之隊友  

4 能準確地傳接來球  

 

觀察者可給予的口頭回饋行為﹕(範例) 

1. 你傳球應走位。 

2. (沒有球時) 你可以在隊友的左或右方支援隊友。 

3. 你可以與隊友多作呼應。 

4. 你可準確些傳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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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學展示課 

 

授課日期：  3-7-2010   星期六     時間：  50分鐘     場地： 香港教育學院 室內籃球場  

教師：   朱加俊 老師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學生人數：男   28    班級：  中三   

用具：   籃球14個、號碼衣14件、雪糕筒30個、白板(White board)     

單元：         籃球                     教節：    1                              

學生已有知識：  已懂得胸前傳球、彈地傳球及頭頂傳球，以及進行半場三打三比賽的經驗。   

主題：    小組進攻戰術 - 傳球後切入（Give and Go）。          

教學目標：          學生能                  

 技能/體能：   在各項活動及比賽中展示傳後切入的小組進攻戰術。        

 共通能力及其他：   在課堂中相互溝通、合作及解決問題。   

 認知：   在各項活動及比賽中說出如何運用傳後切入的技術。    

 

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 理念/理據 圖解及組織 

一 

引入 

活動 

 

 

 

 

 

 

 

 

 

 

二、 

主要

進度 

活動 

 

 

 

2’ 

(2’) 

 

 

 

 

 

 

4’ 

(6’) 

 

 

 

5’ 

(11’) 

 

 

 

 

1. 暖身運動 

二人一組，一個籃球，在球場

內自由跑動及進行各項傳球練

習。 

 

 

 

 

2. 伸展運動 

二人一組，一個籃球，進行持

球伸展運動，包括肩膊、腰、

大腿後肌及大腿內側肌肉。 

 

1. 傳球後切（2 對 0） 

全班分成六組，4 至 5 人一組，

各組利用半個籃球場進行練

習。每組分成兩行，一行手持

球於三分線頂部排隊，另一行

於三分線外（翼位）排隊（圖

一）。 

 

- 運用球場內的空間 

- 不可持球走及運球 

- 傳球及接球者要懂

得尋找空間及呼應

隊友 

- 合乎規例 

 

 

- 每一動作頇伸展關

節至極點 

 

 

 

- 傳球後跑動速度要

快 

- 呼應隊友 

- 合乎規則(不可持

球走動) 

 

 

- 暖身 

- 讓同學重溫各

種傳球的技巧 

 

 

 

 

 

- 熱身 

 

 

 

 

- 培養同學在進

攻時傳球後走

位的意識 

- 培養同學在進

攻時的協作能

力 

 

- 自由站立及走動 

 

 

 

 

 

 

 

- 自由站立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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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 理念/理據 圖解及組織 

 

 

 

 

 

 

 

 

 

 

 

 

 

 

 

 

 

 

 

 

 

 

 

 

 

 

 

 

 

 

 

 

 

 

 

 

 

 

 

 

 

 

 

 

 

 

 

 

 

 

 

 

 

 

 

 

 

 

 

 

 

 

 

7’ 

(18’) 

 

 

 

 

 

 

 

 

 

 

 

(i) 先將球傳向，然後切入

上籃，投籃後取回籃板球，

並將球傳給站於三分線頂

部外的。若投籃失敗，需

自行搶回籃板球及進行補

籃。 

(ii) 傳球後往中間排隊，投

籃後往翼位排隊，如此類推

（圖二）。 

(iii) 完成練習後，老師會提問以

下問題： 

- 有哪幾類切入的路線？ 

（可能答案：直線、弧線） 

- 除了切入路線，還有運用甚

麼進攻技術？ 

（可能答案：接球的同學要做

好準備的動作，例如迎球的

位置、回傳的同學需要利用

適當的傳球方式成功將球傳

給切入的同學） 

- 切入後，哪些接球的位置最

有利於進攻？ 

（可能答案：籃下、遠離防孚

球員） 

 

2. 傳球後切（2 對 2） 

組織同上，兩名同學負責防

孚。進攻一方站立於三分線外

開始，在不運球的情況下，利

用傳切技術，輪流進行2對2的

攻防練習（圖三）。並且建議同

學實踐剛提出的策略。每次進

攻完結後（得分或取得防孚籃

板球），進攻同學轉任防孚，防

孚的同學休息，在旁等候的同

學進攻。在旁等候的同學可擔

任裁判。學生、商討傳切克敵

的策略。 

 

 

 

 

 

 

 

 

 

 

 

 

 

 

 

 

 

 

 

 

 

 

 

 

 

 

- 呼應隊友 

- 合乎規則 

- 強調嘗詴，鼓勵 

成功經歷 

- 學生需要思考如

何避開防孚同學

的攔截 

- 負責防孚的同學

需認真 

 

 

 

 

 

 

 

 

 

 

 

 

 

 

 

 

 

 

 

 

 

 

 

 

 

 

 

 

 

- 培養學生的溝

通、協作、解

難等能力 

- 應用概念教學

法協助學生理

解傳切小組進

攻技術 

 

 

 

 

 

 

 

 

 

 

 

圖二 

 

 

 

 

 

 

 

 

 

 

 

 

 

 

圖三 

 

         進攻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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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用

活動 

 

 

 

 

 

 

 

 

 

 

 

 

 

 

 

 

 

 

 

 

 

 

 

 

 

 

 

 

 

 

 

 

 

 

 

13’ 

(31’) 

 

 

 

 

 

 

 

 

 

 

 

 

 

 

當同學完成數次練習後，老師

可輪流到各組提問以下問題： 

- 當加入防孚球員後，運用傳

球後切進攻時有甚麼需要留

意？ 

（可能答案：切入時要觀察防

孚者的位置） 

-  除了直線及弧線切入外，還

有甚麼需要考慮，或者其他

的技術可運用？ 

（可能答案：傳球後、接球前

運用假動作、利用探步、轉

向及變速跑等個人技術以製

造更多的傳接球空間） 

 

教師提問同學在練習中需要運

用的技術，並作小結。 

（可能答案：持球時要先做三

脅勢、傳接球前要使用適當的

假動作、切入時要利用變速及

變向） 

 

1. 半場3對3攻防比賽 

1.1 組織及規則同上，由2對2轉

為3對3（圖四）。當同學完

成數次練習後，老師可輪流

到各組提問以下問題： 

- 進行3對3時的練習時，除了人

數增加外，還有甚麼不同？ 

（可能答案：進攻及防孚的空

間增加了、走動的次數會增

加。） 

- 是否能夠繼續運用傳球後切

的技術？ 

（可能答案：可以、不可以） 

- 當有三個防孚球員時，非持

球的同學如何能有效利用

「傳球後切」進攻取分？ 

 

 

 

 

 

 

 

 

 

 

 

 

 

 

 

 

 

 

 

 

 

 

 

- 呼應隊友 

- 合乎規則 

- 強調嘗詴，鼓勵 

成功經歷 

- 在旁等候的同學

可擔任裁判 

- 學生商討傳切克

敵的策略 

 

 

 

 

 

 

 

 

 

 

 

 

 

 

 

 

 

 

 

 

 

 

- 鞏固知識 

 

 

 

 

 

 

 

- 培養學生的溝

通、協作、解

難能力 

- 應用傳切慨念

及技術於半場

籃球賽中 

 

 

 

 

 

 

 

 

 

 

 

 

 

 

 

 

 

 

 

 

 

 

 

 

 

 

 

 

 

 

 

圖四 

 

 

 

 

 

 

 

         進攻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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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理

活動 

 

 

 

 

 

 

 

 

 

 

 

 

 

 

 

 

 

 

 

 

 

 

14’ 

(45’) 

 

 

 

5’ 

(50’) 

（可能答案：運用遮擋及假動

作、多走動、切入時留意防

孚者的位置而作出變速及變

向） 

 

1.2 安排同上，但每次投籃前需

連續傳球5次，接著為3次，

最後則沒有限制。每次得分

後，由對方發球，每次發球

均在3分線外開始。若利用

傳球後切的技術得分可額

外獲得1分，先得5分者為

勝。 

 

教師提問同學在練習中需要運

用的技術，並作小結。 

（可能答案：持球時要先做三

脅勢、傳接球前要使用適當的

假動作、切入時要利用變速、

非持球的同學可作遮擋。） 

 

2. 半場4對4及5對5攻防比賽 

- 在進攻時，學生在傳球後必

頇變速、變向切入及互相呼

應。 

 

1. 收拾用具 

 

2. 整理活動 

伸展活動以大腿及小腿的伸展

活動為主 

 

3. 總結:  

提問：「傳球後切」的重要性、

相關概念及技術要點。 

 

4. 課後延伸 

鼓勵同學參與班際或校外的籃

球比賽，學以致用。 

 

 

 

 

 

同上 

 

 

 

 

 

 

 

 

 

 

 

 

 

 

 

 

同上 

 

 

 

 

 

 

 

 

 

 

 

 

 

 

 

 

 

 

 

- 鞏固知識 

 

 

 

 

 

 

 

- 應用傳切慨念

及技術於半場

籃球賽中 

 

 

 

 

 

 

 

 

- 針對課堂認知

目標的學習 

 

 

 

 

 

 

 

 

 

 

 

 

 

 

 

 

 

 

 

 

 

 

- 分3個籃球半場進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