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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審 撮 要
精英普及並重
提升學生正能量

小組教師具教學熱誠，以學生為本，設計多元
化的體育課程。初中課程包括傳統項目如田徑、球

▲ 馬老師指導學生運用陸上划艇器材

類等，為學生打下技術基礎。高中課程加入一些富
社交元素或新興易學的項目如高爾夫球、保齡球、
高爾智球、旋風球等，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

識，先後獲得學校優秀教練獎。他們積極在學校營

興趣。小組教師重點發展手球、籃球及長跑運動，

造運動氛圍，凝聚校內教師參與運動，讓教師體驗

並有效提升校隊的水平，更言傳身教，通過運動項

運動樂趣。小組教師促進家校合作，邀請家長觀賞

目培養學生自律、關愛的精神，成效顯著。

比賽，又邀請舊生回校擔任助教，回饋學校，為學

兩位教師悉心設計課堂，並適當地運用不同的

弟學妹樹立榜樣。新成立的花式跳繩隊，更由舊生

教學策略和課堂管理技巧，提升教學效能。在初中

組織及擔任教練。經多年努力，教師與家長都認同

階段，他們較多運用直接教學法，輔以小遊戲，以

學校的體育發展。

維持學生的專注力。在高中階段，他們採用間接教

整體而言，小組教師悉心編訂校本體育課程，

學法，例如以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授課，讓學生從體

課堂教學策略運用得宜。他們推行運動普及化，鼓

驗中學習。小組教師亦在課堂加入討論環節，讓學

勵學生多做運動，有效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和態

生多溝通和思考，發展共通能力。

度。

從觀課所見，課堂教學目標明確，兩位教師講
解清晰，學習活動設計頗具心思，能突顯項目的技
術重點，如手球進攻時的突破，以及躲避盤的傳接
穩定性。兩位教師的教學態度親切，與學生關係良
好。他們適時給予學生回饋，讓他們作出改進。學
生投入課堂活動，表現積極，學與教效能良好。
小組教師成立多個運動校隊，讓運動精英發揮
所長，並培養隊員自律及堅毅精神，又安排學生在
課堂充當小老師協助指導同學，提升他們的成就
感。余志恒老師帶領的手球隊近年成績不俗，有多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www.ccss.edu.hk

聯絡方法

名隊員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比賽。馬嘉俊老師抱持有

聯絡人：馬嘉俊老師

教無類的精神培育學生，他成立的「籃球小組」人

電

話：2727 4315

數眾多，當中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小組教

傳

真：2347 7376

電

郵：ccn-t53@ccss.edu.hk

師善用校外資源，如參加「籃球火計劃」和「青少
年入樽計劃」，讓學生服務社區，照顧弱勢社群，
培養關愛精神。
小組教師各有專長，分工合作，推動課程發

建立自信及紀律
以運動改造學生
獲嘉許狀教師
李紹良老師
所屬學校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

教學理念
以「運動輔導」的理念，
透過運動訓練培養學生自
律和體育精神，並運用手
機的應用程式，讓學生探
究和主動學習。

展。他們經常服務社區，積極進修，提升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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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分 享
教 師 專 訪

我堅信運動可以讓學生尋找自己人生的
第一個舞台，最重要的是學生能發揮所長，

有感天水圍區的學生一般自信心較低，李紹良

找到自己的目標。學生有了舞台便有成功的

老師希望藉着日常體育課及校隊訓練，讓學生建立

機會，從而建立自信，再把這些成功經驗，

自信心及學懂紀律，並漸漸將這等情操轉移到其他

放在學業、行為上。要在學業上取得成功，

科目的課堂上，令他們的行為、學業都有所進步。

必須要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精神。我期望將來
可以協助學生搭建更多成功的「人生舞台」，

親歷學生正向改變
這個稱之為「運動輔導」的理念，原來始於十

肩負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的使命。
▲ 李老師與學校籃球隊隊員

多年前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創校之初，李老師憶
說：「當時天水圍區的家庭社經地位較低，家庭支

說：「數年前我留意到一位成績欠佳、不喜歡運動

學生要學習得有效，便要讓學習變得有趣味、

援較弱，於是我希望以運動幫助學生成長。不論甚

的學生很適合玩跨欄項目，於是安排他練習跨欄，

生活化。因此，我把學科理論生活化，讓學生可以

麼學生都可以加入校隊，我亦會主動找一些較邊緣

後來他認真練習，不僅在學界賽獲獎，在全港比賽

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所學，在課堂外亦能主動探究，

的學生加入，給予有規律的訓練，讓他們找到自己

亦取得排名。雖然他在公開試成績不理想，但他不

延伸學習。為了讓學生更易明白抽象的運動科學理

我認為要學生學習有成效，必須要多給學生機

的專長，建立成功感，並把在運動場上培養的自律

斷學習和進修，現在已成為小學體育科教學助理，

論（如牛頓定律、槓桿原理等），我在課堂裏運用

會，我會推薦學生加入我負責的地區田徑隊或其他

和體育精神，轉移到其他科目的課堂上。」李老師

並在周末回母校協助訓練學弟學妹。他還希望修讀

手機應用程式讓學生實踐課堂所學，透過應用程式

運動組織，在課餘時間為他們提供額外訓練，以及

還會為學生提供學業上的支援，以及在生涯規劃方

教育文憑，正式成為體育教師，貢獻業界。」

進行個人專項技術分析，從而體會運動科學理論與

安排比賽，提升他們的技術水平，亦可讓他們盡展

面為他們提供意見，希望幫助他們可以找到自己的
發展方向。

從學生愛用手機的習慣入手
學習興趣，他從學生愛用手機的習慣入手，建立學

關的新聞、短片，讓學生預習、延伸

年前，有一位紀律欠佳的學生，經過我不斷輔導和

生社交媒體群組，經常發放與課題相關的文章、網

學習，使學習不再局限在課堂內。

培訓，在運動上開始有成就，

頁、影片給學生預習或延伸學習，培養

品德行為改善了，學業亦有進

他們主動學習的能力。此外，為了讓學

步，他更成為學校領袖生，又

生容易理解「技術分析」課題中抽象的

為了提升學生的成功感及自尊

主動自修會考體育科，取得理

理論，李老師善用手機的應用程式，讓

感，我帶領的校隊以「來者不拒」

想成績進入大學，現在已成為

學生研習課題，例如解釋蹲踞式起跑的

的原則招收隊員，並主動邀請一些較

中學體育老師。」李老師續

理論如何應用牛頓定律和槓桿原理，又

被動的學生加入校隊，而且校隊學生人

要求學生利用應用程式做圖像分析，在

數不設上限，期望給他們一個搭建「人生

課堂上匯報，由學生主導課堂，從做中

舞台」的機會，讓他們與同儕一起訓練，投入

學，有效掌握抽象的概念。

學校生活，建立歸屬感，誘發他們的潛能及建立個

我會令他們明白讀書和升學的
重要，讓他們在學業及運
動「雙軌」前進。我亦
會安排學生參加義務工
作，誘發他們認識相

為學生搭建「人生舞台」

關的生涯規劃，埋下
個人讀書、升學所需
的種子。

▲

▲ 學生成為香港隊跨欄
隊員，為港爭光。

人成功感。
學生有了一個在運動方面成功的「人生舞台」

「曾經有一位學生，因玩遊戲機至夜深而經常

後，我便協助他們把自己放在運動訓練上的要求和

上學遲到，每天我都要致電催促他起牀。縱然他喜

期望，延展到學業及行為上，讓學生不論在運動場

歡運動，但平日練習或比賽也會遲到甚至失場，他

內外都得到肯定。我有一位學生，憑藉她多年的堅

因此曾經被我停賽一年。升上大專後，他開始練習

持與努力，成就了她今天在國際跨欄的成績，她現

長跑，變得很有耐性，更加入校隊參加比賽，學業

在把放在運動舞台上的期望延展到其他範疇上，繼

亦有進步，看到他整個生命改變了，真的令我感到

續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努力。

非常安慰。」

所長。為了延續學生的運動夢，

經常透過手機的社交群組發放與課題相

台，其中兩位學生最令李老師印象深刻，「大約十

▲ 李老師運用電腦應用程式講解運動科學理論

實踐學習 成就將來

令學習更有趣，更易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我

李老師運用不同策略，提升體育選修科學生的

學生終有醒覺的一天

▲ 李老師為學生在運動上成功搭建「人生舞台」

他們的運動訓練是息息相關的，而手機應用程式

有不少學生透過「運動輔導」找到自己的舞

李老師觀察學生跑步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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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資訊科技 讓學習融入生活

▲ 李老師與學生進行賽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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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審 撮 要
運用資訊科技優化課堂教學
以運動輔導學生

李紹良老師具備良好的專業能力，充分掌握體
育課程發展的趨勢，他設計的校本課程涵蓋體育學

▲ 李老師在籃球課指導學生投籃的技巧

習領域六大學習範疇。李老師亦任教高中體育選修
科，他善用資訊科技優化課堂教學，如使用智能手

當校隊助教，回饋母校。

機的應用程式教授「動作分析」課題，幫助學生掌

李老師服務社區，擔當社區的田徑教練，他的

握學習重點。他為學生開設手提電話社交群組，發

貢獻獲得多方肯定，包括獲得社區優秀教練獎（田

放教學資訊，方便學生討論議題，深化學習。李老

徑）、香港業餘田徑總會的傑出教練銀、銅獎等。他

師利用網上平台批改試卷，並收集評估數據，回饋

努力進修，持續提升自身的專業能力，並推動同工

教學。學生可透過系統上網查閱資料，以作參考。

的專業發展，在區內組織體育選修科學習圈，促進

李老師將欖球和田徑的技術要點拍成短片，讓學生

教師交流，又與同工分享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

進行課前預習或課後延伸學習，以提升學習效能。

校本實踐經驗。

李老師亦用心編擬校本教材及筆記，幫助學生理解

整體而言，李老師不斷求進，努力推動學校體

學習內容，並經常查考學生應用知識的能力，加深

育科發展，善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自編教材和筆

他們對課題的理解。

記，與他校合力優化體育選修科的課堂教學，並以

從觀課所見，課堂教學流程暢順，李老師讓學

運動輔導學生，成效明顯。

生從實踐中學習，他安排學生分組運用平板電腦拍
攝動作短片，並利用軟件程式進行動作分析。學生
投入學習，匯報肌肉收縮的理論概念。他善用提
問，透過與學生討論練習題，鞏固學生所學，更在
課後以手提電話傳送挑戰題目，讓學生延伸學習。
李老師採用不同策略，鼓勵學生多做運動，他
舉辦多樣化的體育活動、開放健身室、在午膳時段
讓學生借用體育器材、舉辦環校跑等活動，以提升
學生的體適能水平。
李老師主動邀請一些較被動的學生加入校隊，

學校網址：
http://www.tswmc.edu.hk

聯絡方法

校隊人數不設上限，藉着常規訓練培養學生自律

聯絡人：李紹良老師

性，提升他們的自信心，潛移默化，讓學生將此等

電

話：3156 2500

傳

真：3156 2505

電

郵：sllee@tswmc.edu.hk

情操轉移到學業上，成效明顯。李老師的成功經驗
啟發同事在校內推行「正視優勢」計劃，誘導學生
改善行為問題。他經常與家長溝通，商討解決學生
的學習問題。李老師不辭勞苦，多年來悉心訓練校
隊，培育了不少體育人才，尤其是田徑運動員，部
分更成為香港代表。他一直維繫舊生，安排他們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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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 左起：黃智穎老師、楊達武老師
和李芷君老師

發掘興趣及潛能
多類運動全接觸
獲嘉許狀教師
楊達武老師
黃智穎老師
李芷君老師
所屬學校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教學理念
讓學生接觸不同種類
的運動，加強體適能
訓練，並培養學生恆
常運動的習慣。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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