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徒老師能善用各項校外體育計劃，促進學校
的體育發展，令學生受益。他參加教育局「體育學
習歷程檔案」種籽計劃，提升了體育教學的成效；
透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學校體育推廣計劃」獲
取額外資源建立學校室內賽艇隊；藉着中華電力有
限公司和環保及自然保育基金支援，建立「環保健
身閣」；參加民政事務局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

「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先導計劃」，獲派一名前香
港精英運動員到校協助推廣體育活動。
　　在教師專業交流及分享方面，司徒老師亦非常
活躍。他經常參與跨校的校本課程分享，曾於「教
育局體育教師暑期學校」分享校本體育課程發展經
驗、多次參與「香港教育城教學設計比賽」、在「微
軟卓越教師計劃」中展示「運動動作分析」的教學
心得，以及參與浸會大學的「體育科校本課程發展
之增強體能系列研究」。司徒老師亦積極參與教育局

的體育科開發工作，為撰寫《北京奧
運教材套》及《東亞運動會教

材》作出貢獻。
　　整體而言，司徒老師

能持續改善自我，經常
以行動研究帶動校本課
程改革。他有效創造跨
科協作空間，成功在學
校層面推動體育文化，

有效將體育與學生的日
常生活融合，表現卓越。

　　司徒華生老師在校內致力推動「全民體育」文
化，鼓勵學生實踐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模式。
其校本體育課程，寬廣而均衡；他為初
中學生提供「拉闊學習課」，在高中
開辦體育選修科，為學生提供多
元化及全面的體育學習機會。透
過「Health Buddies—健康樂
多FUN」加深學生對健康生活
的認識、「EASY sports, EASY 
start系列」誘發學生對運動參
與的興趣、「環保節能班際比賽」
鼓勵學生於課間及課外時段恆常
參與體能鍛鍊；借助校園電視台製
作視頻如紀錄片《馬拉松—永不言
敗》，推廣體育及相關價值觀。
　　司徒老師的教學技巧卓越，能因應學生臨場
表現即時調節教學內容，以確保課堂節奏流暢及維
持高活動量。他能建構良好的學習氣氛，引導學生
積極投入活動及互相鼓勵。推動「全民體育」的果
效在各方面得到印證：學生身體素質優良，反映恆
常的體育訓練有效；「環保健身閣」十分受學生歡
迎，學生經常於課餘時使用有關設施；大量非校隊
學生亦持續多年參與康文署的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努力提高日常運動量。該校一般學生平均每天累積
40分鐘體育活動量、活躍學生平均每天累積100分鐘
體育活動量。

評審撮要

跨科合作，建立「環保健
身閣」，融合體育於日常
生活。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www.caswcmc.edu.hk

	 司徒華生老師
	 電話：2670	9229
	 傳真：2676	3870
	 電郵：school@caswcmc.edu.hk

聯 絡 方 法

▲環保健身閣的單車發電機

「體育不單是一門關於身體運動的學科，
學習運動知識、技巧和策略；體育更是
透過身體活動來施行教育，培養體育精
神、團隊合作等共通能力；體育甚至是
提升身體潛能的培育，發展個人的情
意、意志、毅力等素質，養成正面的態
度和價值觀，從而建立積極、活躍及健
康的生活方式。」

教學理念
黃國平老師

(教學年資：27年)

所屬學校
聖公會聖匠中學

教學對象
中四至中六

獲卓
越

教學
獎教
師 運動改變人生

擇善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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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教學生涯中，印象深刻的是遇到
兩名喜歡在課堂上搗蛋的學生，於是他和另
一位教師帶領兩位學生「上山下海」，透過
登山遠足、攀石及游泳來訓練他們的專注
力。黃老師指：「他們由最初略懂游泳，到
在水運會奪得獎牌，更成為兼職救生員。他
們的學業成績或許不太出眾，但他們在課堂
上變得合作，在進行攀石和遠足活動時更會
幫忙照顧其他同學，成長了不少。」

從運動中認識自己　提升自信心
　　黃老師認為：「要將學生的心拉回學校，建立
對學校的歸屬感，應讓他們從活動中發現自己的能
力並不是想像中不逮，只是一直以來低估自己的潛
能，若加上老師的鼓勵和支持，將有助他們重建自
信心。」他憶述當年一位十六歲的中二插班生因家
庭問題而投身社會工作，及後在社工勸導下重返校
園，最初並不適應，但黃老師發現他熱衷於課外活
動，於是派他擔任學校健體學會主席一職，漸漸培
養出自信心和責任感，進一步成為學生會主席，服
務同學，畢業後更有志投考紀律部隊。黃老師認為
學生能在校內獲得成功感，展現潛能，人生目標得
以鎖定，看着他們的過渡和適應的成長變化，讓他
倍感安慰和有意義。

　　另一位中二轉校生，因找不到學習目標，經常
作出反叛行為。當時擔任班主任的黃老師見狀，便
循循善誘地教導他參與各項運動，透過課室以外的
接觸機會，該學生漸漸學會與老師合作和投入學校
生活，現時已成為服務廣大市民的救護員。黃老師
喜見學生通過接觸運動而使性格和行為以及心態上
均有所改變和進步。他指出，從前的學生每到放學

教師專訪

　　時光荏苒，黃國平老師已在聖公會聖
匠中學任教了十九個寒暑，期間見證着學
校的種種變遷。作為學校的第一位體育教
師，黃老師由為學校開辦體育科，到肩負
購置運動器材、策劃各級體育課程、籌辦
不同課外活動、帶隊參與校內及校外比賽
等，一直與時並進，並按學生及教師的興
趣及能力而增加不同類型的體育項目，期

望藉着運動發掘學生的潛能，
建立自信心。

便「人去樓空」，現時卻喜歡逗留在學校活動，甚至
會主動地溫習。

不受地方局限　讓學生嘗試不同運動
　　黃老師認為學習不應只局限於校園，能夠善用
校外康體設施及財政資源，盡量增加學生多元化的
學習經歷、豐富的聯課活動，讓學生發展不同領域
的潛質，克服無形的枷鎖，重建自信心和自我價
值。採訪當天，黃老師便安排了中四學生到學校隔
壁的體育館上羽毛球課。他笑言：「在課程編排上，
羽毛球課特別安排於五月的初夏季節進行，學生在
室內運動場上課，避免日曬雨淋或高溫中暑。」

減少常規技術訓練　增加趣味遊戲競賽
　　黃老師在設計課堂時，特別着重活動的趣味
性，並盡量以遊戲或競賽形式進行，強調團體參
與。他表示：「比賽的輸贏只是其次，但學生透過參
與而培養出團體合作精神才是重要。」例如：為讓
女同學也可參與班際籃球比賽，黃老師特別將比賽

　　「在這十九年來，我可算是看着學校成長，由最
初的職業先修學校，到轉型成為文法學校，由從前
的男校，到現時的男女校。」面對學校轉型，最需
要適應的當然是教師。黃老師表示：「學生的學業
水平稍遜、社經地位亦稍低、家庭支援相對不足。
他們與一般學生一樣，學習專注力不足，甚至較頑
皮，故早期學校較專注規管學生。不過，直至上一
任校長大力支持學校發展體育，認為利用多元化的
活動及競技比賽可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從
而建立對學校的歸屬感，而不是強逼他們讀書。」 
回看今天，學生都樂於留校參與各項活動或自行組
織溫習小組，這是過去努力而漸見的成果。

身教勝於言教　讓學生潛移默化
　　黃老師認為：「體育教師除了要有教授學生運動
技術的知識外，更需要有個人內在的涵養，以身教
勝於言教，在課程內隱含了態度和價值觀的培養、
意志力的磨練，讓學生潛移默化。」黃老師藉着體
育對學生成長的促進作用，讓學生通過體育活動來
鍛鍊身體，透過團體活動學懂與人合作和溝通，藉
着競技比賽學會體育精神和欣賞他人，經歷富挑戰
的考驗以磨練堅毅不屈的鬥志。

難度調整，讓她們輪流投籃，較多者勝。班際閃避
球比賽則可讓各班團結起來，增進友誼。

努力充實自己　與時並進
　　作為一位專業體育教師，黃老師認為首要條件
是要有堅實的科本知識，並且要不時充實自己，與
時並進，例如八十年代尚未流行的保齡球、高爾夫
球、小型網球、閃避球、溜冰等項目，教師都需要
親身體驗和掌握基礎的教學法，讓學生可以有機會
接觸不同種類的運動。廿七年來要「做好呢份工」，
當然需要一份使命感，包括對學生、家長及自己。
另外，背後還有一股推動力，就是樂見學生在學校
的悉心栽培下展現出個人無限的潛能，讓自己能繼
續成為助燃學生內心努力上進的動力，好讓他們在
學術或技能上均能展示個人所長，訂立個人目標、
自強不息、茁壯成長！

▲�由於學校地方有限，黃老師便帶同學生
到隔鄰的體育館上羽毛球課。

▲社際室內2000米賽艇比賽

▲�三人班際籃球比賽為讓女
同學也可參與，特別將難
度降低，只比較投入籃球
次數，較多者勝。

▲ �學校讓學生參與
不同的運動項
目，發掘潛能，
盡展所長。

▲ �班際閃避球比賽可提升各班
的凝聚力和團隊精神

▲ �水運會達標賽供
初階學生參加

117116
2 0 1 3 / 2 0 1 4 行 政 長 官 卓 越 教 學 獎 薈 萃
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 lence

體育學習領域
Physical
Education Key
Learning Area



　　聖公會聖匠中學建校已接近
五十年，校舍建於早期，並沒有
足夠的空間為學生提供體育方面
的發展，對體育教學及組織不同的
課外活動影響頗大。我自九十年代
加入聖匠成為首位體育老師後，便
一直面對活動場地不足的困境；如
何在這情況下編排切合學生需要的體育課程，是一
大挑戰。我深信體育不單是一門關於身體運動的學
科，教師在指導學生學習運動知識、技巧和戰略的
同時，必須透過身體活動來施行教育，幫助學生培
養體育精神、團隊合作、共通能力等。體育甚至是
一種提升潛能的培育，對個人意志和毅力的發展，
影響至鉅。

課程設計
　　我在設計校本體育課程時，除了根據課程發展
議會的建議，為學生提供寬廣而均衡的課程外，亦
考慮學生的需要、興趣及能力、教師的專長和學校
的實際情況，盡量讓學生獲得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和
成功經驗，以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自信。每年各
級學生都必須學習游泳及田徑項目，而周年水運會

及陸運會正好讓有潛能的學生發揮所長。初中學生
主要學習隊際球類活動以培養團隊及合作精神；配
合學校舉辦的社際或班際球類比賽，學生的歸屬感
得以加強。乒乓球、足毽、跳繩、體操等是在小學
較普及的活動，我認為須作適當的課程銜接，讓學
生有足夠機會增潤他們在這些項目的技能。而高中
學生則主要學習一些他們較少接觸、較個人化或具
社交功能的體育項目如溜冰、保齡球等；我鼓勵他
們於課餘繼續參與這些項目並從中選擇他們的終身
活動。

提供多元教學，推動體育文化
　　體育活動應該普及和生活化，營造全民運動的
氣氛是重要的。除了每周八十分鐘的體育課外，我
校近年增設健身室和室內划艇機，在上課天全面開
放給全體師生於課餘使用，需要時還有健體領袖從
旁指導。一年一度的社際賽艇比賽吸引師生共四百
多人次參與，氣氛熱烈。在陸運會，我們有班際
15x200米接力賽，參與的師生人數有二百多人；在
水運會，我們有社際達標賽，讓參賽者在習泳池的
十米距離內，於15分鐘內以任何泳式來回往返，吸
引了八十多名不諳泳術的學生參與。

　　因應學生的性向和特質，我在設計課堂時，特
別着重活動的趣味性及愉悅性，安排較少的常規的
技術訓練、較多的遊戲和競賽，以維持學生的專注
力和興趣。在釐定學習目標時，除了體育技能和相
關的體育知識，正面的態度和價值觀也是必須考慮

的。學生應該學會公平競爭、欣賞對手和秉持堅毅
精神。在進行體育評估時，我會安排學生進行互
評，讓他們獲得較多的即時回饋，這可以促進個人
反思、有助他們不斷改進。若時間許可，我容許學
生在進一步練習後再接受評估，此舉可減少評估對
他們造成的的壓力和挫敗感。

拓展校外資源，解決場地限制
　　雖然校園內體育設施有所局限，但絕不會窒礙
多元化體育課程的發展。除了善用鄰近社區的康體
設施，如紅磡室內體育館、大環山泳池及球場、黃
埔雷霆保齡球館等，我亦會利用午膳或放學後的時
段，前往離校較遠的場地，例如長沙灣高爾夫球練
習場、摩士公園網球場、九龍灣溜冰場等進行高年
級的體育課。而針對部分較難安排往校外場地進行
的活動，我會採用一些替代器材如教授板球活動時
以網球代替木球，讓學生在安全的環境下體驗不同
種類的運動項目。
　　拓展校外資源是重要的。我運用「賽馬會全方
位學習基金」及「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資
助學生參與校外的專門培訓課程如沙灘排球、保齡
球、閃避球、健體、街舞、欖球、泰拳、散打、拯
溺、急救、山藝、單車、溜冰等。這些活動令學生
可以發展多元技能，甚或考取專業資歷、成一己之
長，並且提升個人自信和自尊、確立人生目標。我
亦鼓勵學生參加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的「sportACT獎
勵計劃」及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共公衛生學院與

本校合辦的「Fit for Fun 功能訓練計劃2012」考取證
書，實踐積極、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方式。上年度，
我們更獲得由「利希慎基金」全費資助一項為期五
年的「中四級領袖培訓計劃」，內容包括全體學生
參加八日七夜外展訓練營及考取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銅章。通過一系列的野外挑戰活動及全方位的考章
課程，學生可提升自信心及自我價值觀、加強抗逆
能力，能更勇於面對及承擔未來的重責！

▲ ��學生在黃老師帶領下
參與單車學會活動，
師生相處融洽。

▲

��學生於學校禮堂
進行射箭訓練

結語

　　我相信體育對個人成長有極大的促進作
用。學生以體育活動鍛鍊身體，透過團體活
動學懂與人合作和溝通，在競賽中發展體育
精神和審美能力，經歷挑戰而磨練堅毅不屈
的鬥志。體育學習不能局限於校園，我們必
須善用校外康體設施及財政資源，讓學生獲
取多元化和豐富的學習經歷，並且要幫助他
們認識自我、克服無形的枷鎖和建立自信。
回顧過去教育工作二十七載，樂見學生在學
校的悉心栽培下展現出個人無限的潛能，更
樂見自己能繼續成為助燃學生內心努力上進
的動力，好讓他們在學術或技能上均能展示
個人所長、訂立個人目標、自強不息、茁壯
成長！

教學
分享

▲

��周年陸運會15x200米
接力賽，多名師生齊
參與。

▲��黃老師於周年水運會頒
獎台上與學生分享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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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學會多達40個，每星期均舉辦班際或級際運動
比賽，並全面開放健身室給全體師生於課餘使用。
他積極運用各項校內及校外資助，推廣普及體育，
帶領學生建立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模式。他透過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的「學校體育推廣計劃」為學生提供
多元化體育活動及聘請專業教練培訓具運動潛質的
學生，與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合辦

「Fit for Fun功能訓練計劃2012」，成功申請「利希
慎基金」全費資助為期五年的「中四級領袖培訓計
劃」，運用「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及「校本課
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資助學生參與校外的體育活動 
(如沙灘排球、街舞、泰拳等)及運動攀登、山藝、
拯溺、健體等項目的教練證書課程。黃老師更在部
分活動作跨學科設計，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經
歷。例如：把騎單車與職業訓練結合，透過「單車
旅遊」提供導賞員訓練；安排學生觀賞國際性運動
比賽、為國家隊打氣，以加強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
感等。黃老師與學生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令學生
尊重教師，主動遵守課堂規矩、令學生喜歡參與體
育活動，建立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模式。
　　黃老師積極在校內和校外參與建構協作文化。
他多次在專業發展課程中分享校本教學實踐，並曾
借調至教育局協助撰寫體育科學與教材料及向中、
小學教師推廣「運用體育學習歷程檔案的教學策
略」，對體育專業貢獻良多。
　　整體而言，黃老師有效「以體育凝聚學生、團
結學校，引導學生建立人生目標」，表現卓越。

　　黃國平老師用心教學、關愛學生。他具備清晰
的教學理念、明確的課程目標，為學生提供了寬廣
而均衡的校本體育課程。其學習活動的設計能參考
學生意見予以調適，並善用社區場地補學校之不
足；該校每班每年約三分之二的體育課在學校附近
的社區體育設施進行。
　　為了引導學生建立目標及提高學習動機，黃老
師運用「體育學習歷程檔案」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
習及記錄個人成就，並幫助他們透過自評、互評提
升批判性思考能力。他着重幫助學生發展正面的價
值觀和態度如「公平競爭」、「欣賞對手」、「堅毅」
等，並於體育科評估加入「紀律」和「參與」兩個
項目，以促進學習。
　　黃老師自當上課外活動主任後，即組織大量聯
課體育活動讓學生參加。至今學校開設的各類體育

評審撮要

以熱誠的心感染學生，藉
體育凝聚學生、團結學
校，引導學生建立人生目
標。

▲黃老師積極運用學校資源，在禮堂設立射箭練習場。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www.hcs.edu.hk

	 黃國平老師
	 電話：2364	2730
	 傳真：2364	8708
	 電郵：wongkp@hcs.edu.hk

聯 絡 方 法

　　信望愛
開創健康人生

愉快歷奇
▲左起：何亦橋老師、陳健良老師、劉鳳英老師、呂曉雋老師和黃玉琴老師

「我們的體育科結合歷奇活動設計，
讓學生克服挑戰，不斷突破自我。歷
奇活動更實踐了校訓『信、望、愛』
精神，助學生將正面的價值觀內化，
提升面對困難的能力。」	

教學理念

所屬學校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

何亦橋老師
(教學年資：13年)

黃玉琴老師
(教學年資：25年)

劉鳳英老師
(教學年資：15年)

陳健良老師
(教學年資：12年)

呂曉雋老師
(教學年資：13年)

獲卓
越

教學
獎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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