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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審 撮 要
全方位體育活動
營造校園運動文化

小組教師富教學熱誠，教學態度認真。他們按
體育學習領域六大學習範疇規劃校本課程。除體適
能課程外，他們着重教授體育理論，輔以安全知識
和實踐機會，並透過不同的體育活動，發展學生溝

▲ 余老師在「兒童健康管理中心」指導學生進行帶氧運動

通、明辨性思考、創造等共通能力，幫助學生建立
自信，培養堅毅及承擔精神，學懂尊重和欣賞他

探究不同國家的體育特色，認識不同地域的體育文

人。

化，加深他們對體育的認識。他們善用外間資源，
他們配合學校「Sports for all」的精神，以多

與多個體育團體合作，為學生安排多項體育活動。

元化課程理念規劃校本課程，引入冰球、地壺球、

整體而言，小組教師積極配合學校「開眼界、

高爾夫球、欖球、飛盤等運動，以照顧學生的興

建夢想、創成就」的發展方向，提供多元化的體育

趣，並舉辦多姿多彩的體育聯課活動。他們更善用

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成功發展冰球成為學

校外資源，參加康文署的「sportACT獎勵計劃」，

校的特色。他們安排「田小全民運動日」、星期五

鼓勵學生多做運動。小組教師成立「兒童健康管理

全校運動日及師生體育活動。在他們悉心規劃、實

中心」，邀請身體過胖的學生參與「我要做運動計

踐、檢視的框架下，校內參與體育活動的人數持續

劃」，幫助他們控制體重。在小組教師的積極推動

上升，成功營造富運動色彩的校園文化。

下，學生每天恆常做運動，運動量得以提升，達到
強身健體的效果。
小組教師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照顧學生的多
樣性，例如讓學生運用平板電腦拍攝動作，在學校
的「高清影像館」進行分析和討論。他們又以同質
或異質分組，讓學生互相學習，提升課堂生生互
動。從觀課所見，四位教師經常適當地提點學生注
意運動安全，並較多運用合作學習模式，安排學生
兩人一組互相觀察、提點，有助提升學習效能。小
組教師的指示清楚，並要求學生在課後延伸學習。
小組教師積極在社區推廣冰球運動，包括舉辦
興趣班及借出場地，又安排學生參加「香港國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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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展」的冰上運動示範等活動，成功發展冰球成為

運動特輯，以推廣運動與健康的訊息。
小組教師花盡心思發展體育，除改動音樂室的
設置，讓學生在課餘進行體感遊戲外，又安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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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體育活動建自信
啟發潛能展人生
獲嘉許狀教師
馬嘉慧老師
所屬學校

東華三院群芳啟智學校
教學對象

特殊學校（中度智障）
小一至中六

教學理念
抱持「一個都不能少」的
信念，積極推動學校的體
育文化，發展游泳、長跑
和壘球，啟發學生潛能，
幫助他們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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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分 享
教 師 專 訪

我深信每一個人均有平等學習的權利，但學生
的天資各有差異，作為一位教師，有責任開拓合適

向前踏一步，對一般中、小學生來說，只是簡

的體育舞台，以啟導者的身份與家長一同幫助學生

易的動作，但對中度智障的學童而言，背後可能蘊

發揮潛能。我抱持「一個都不能少」的信念，重新

含着父母和教師的無限愛心和鼓勵。東華三院群芳

規劃校本體育課程，以運動普及化的原則構思活

啟智學校有逾八十位學生，他們不僅得到父母的關

動，為學生提供各種運動的機會，透過體育活動增

懷和愛護，亦得到馬嘉慧老師悉心培育，她抱持「一

強他們的自信心，培養他們的堅毅精神，讓他們享

個都不能少」的信念，緊握學生的手向前走，繼而

▲ 馬老師指導學生擊球技巧

受運動帶來的樂趣，建構健康的人生。

得學生上水那一刻，就算是有自閉症的學生也流露

打破屏障 讓家長成為體育同行者

出最真摰的笑容，亦看見家長緊抱着子女，喜極而

東華三院群芳啟智學校是一所中度智障學

向前游，一步一步帶領學生衝破障礙，建立自信。

教師堅持不放棄 家長支持齊參與
馬老師明白中度智障學童在學習能力和身體協
調性面對較多的困難，但身體機能與一般學童相
若，因此她積極幫助學生建立自信。馬老師首先以

泣，因為他們親眼見證子女努力的成果。」

跨境壘球比賽 學生建立自信

▲ 馬老師與學生一同參加特殊馬拉松賽事

校，部分家長對子女的能力存疑，對學生的體
育潛能期望較低，願意在體育方面投放心力培
育子女的家長不多。故此，要改變家長的固有

游泳作為媒介，幫助學生鍛鍊體能，還提升他們的

游泳活動見成效，學生的學習能力和自信心亦

觀念，令他們相信其子女有獨特的潛質，我需

專注力、溝通能力。馬老師說：「我深信任何人都

有所提升。馬老師接着發展長跑和壘球兩項運動，前

要從小步子做起，累積成功例子，方能提升家長

可以學曉游泳，而且自閉症學童十分享受在水中活

者培育學生堅毅精神，後者注重團隊合作。馬老師身

對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信心。學生進行練習和培訓

動的感覺，在高動機之下，有利學校推展游泳活

體力行，每天早上帶領學生跑步四十分鐘，既可以強

前，我先為學生進行體適能測試及各項專業評估，

動。我最希望學生能做到『一生一體藝』，游泳和

身健體，也可讓學生舒緩情緒。馬老師笑稱︰「壘

並舉行家長講座，以釋除家長的疑慮，得到家長的支

長跑都是一些毋須花費太多的運動，對來自基層家

球運動有效讓學生學會與別人合作，學習怎樣配合

持和配合，學校的體育發展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庭的學生來說很重要。」

隊友，有助學生發展溝通、協作等共通能力。」

凝聚團隊力量 建立校本特色

▲ 學生在校外
比賽獲獎，
增強自信。

▲ 師生和家長參與水中健體比賽

育課程，連繫校內各團隊，籌辦多元化的體育活動，

馬老師在學校推動游泳初期，最先遇到的障礙

馬老師有計劃地帶領學生參加公開比賽，連續

是家長。由於家長擔心子女的能力，只有兩、三位

三年帶領學生到廣州參加跨境壘球比賽，開拓他們

有研究資料顯示，有效度的體育活動能提升自

學生參加游泳班，但馬老師沒有放棄，仍然堅持繼

的視野。學生在比賽時表現相當認真，充滿信心！

閉症兒童的專注力和社交能力。自閉症人士因其特別

續。直至家長看到參加游泳班的學生都可以做得

家長見證其子女透過體育能夠多接觸社會，因此非

的感官系統，所以喜歡在水中活動，而壘球活動有利

以游泳及壘球為例，第一層面主要是為學生累

到，便放心讓其子女參加，現時有接近三成學生參

常支持和信任學校，令馬老師深感

群育，能提升團隊精神，可幫助學生發展協作與溝通

積成功經驗。我編訂游泳及壘球課程和評估準則，為

欣慰。馬老師熱愛教學，她表示

能力。因此我選定了游泳、壘球及長跑作為校本體育

學生提供游泳體驗課、嬉水樂、壘球體驗日等活動，

會繼續推動學校體育文化，幫

的重點發展方向。我爭取管理層的支持，統整校本體

繼而安排他們參加康文署的游泳班。第二層面是豐

游泳，令我很感動。還記得第一次參加大型游
泳公開比賽，要面對很多不同意見，幸好得
到校長的全力支持，最終有六位學生參加比
賽，第二年更有八位學生完成賽事。我很記

助學生融入社會。

三層模式推展體育培訓

富學生的學習經歷，當中包括校本的課後訓練、多
元智能訓練、周日的恆常訓練，以及為個別身體病

學生成功挑戰渡海泳

▲

與。馬老師說：「越來越多家長出席支持學生

為學生提供最適切的體育經歷，讓他們展現才能。

弱的學生提供水中復健活動等。我亦會舉辦沙灘集
訓，師生、親子水中健體比賽，將運動的習慣由學
校帶進學生的日常生活。我更組織壘球校隊，讓學
生接受專業、有系統的訓練，從而提升他們的技術
水平及改善身體素質，並安排他們參與各項比賽和
表演活動，增強他們的自信。第三層面是將運動推
展至社區層面。我帶領學生參與本港的公開賽如渡
海泳，亦帶領壘球隊作跨境比賽，以拓寬學生的視
野。學生投入各項練習及比賽，全力以赴，學

▲ 學生參加跨境壘球比賽，建立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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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老師帶領學生參加境外壘球比賽，拓寬學生視野。

▲ 三層模式培育學生

校各持份者都十分支持這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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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審 撮 要
創設學習環境
以體育提升學生的
自信心、成就感

馬嘉慧老師具幹勁和熱誠，深信體育能提升自
閉症學生的專注力和社交能力。她重新規劃富特色
的校本體育課程，聚焦發展游泳、壘球和長跑三大

▲ 馬老師在壘球課指導學生握棒的方法

體育項目，並善用校內外資源，為學生安排多項體
育活動，讓學生發揮潛能，建立恆常運動的習慣。

教，協助學校的游泳活動。在推動特殊教育游泳

馬老師秉持「一個都不能少」的信念，致力推

（特泳）方面，馬老師貢獻良多，她編寫了「特殊需

行運動普及化，除聚焦發展游泳、壘球、長跑之

要人士水中運動教師證書課程」，又撰寫一份很有

外，亦努力發展其他體育活動，如健體操、單車、

參考價值的特泳教材。

地板曲棍球、武術、獅藝等，培養學生對運動的興

整體而言，馬老師盡心盡力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趣，提升他們的自信心。為鼓勵學生多做運動，馬

的學生提供合適的表現平台，成功啟發學生的潛

老師積極推展運動獎勵計劃，如在操場放置一塊

能。她持續優化校本體育課程，課堂教學表現出

「讓我閃耀」展板，張貼在體育科表現優異的學生

色。她積極促進跨組別協作，與家長聯繫緊密。她

資料，以示表揚。馬老師在早上安排「街跑少年」

對教學的熱誠感染家長和教師，並獲得他們的信任

活動，在小息時段安排全校活力操，幫助學生建立

和支持，成功凝聚家長和同事的力量，共同推動學

恆常運動的習慣。馬老師更重新規劃校舍用途及上

校體育文化，成效顯著。

課時間表，成功爭取把禮堂改為雨天操場，又安排
中、小學生分流小息，分散人流，讓學生有更多活
動空間。
馬老師持續優化課程，為學校建立體適能數據
庫，利用數據建立校本評估標準，回饋教學。從觀
課所見，課堂的教學流程順暢，馬老師在壘球課細
心講解擊打固定球的技術和要點，安排學生練習及
比賽，並引導他們總結課堂所學。她的教學態度親
切友善，多鼓勵學生嘗試，又能適時調整教學方
法。學生均投入課堂學習活動，擊球技術良好。
馬老師致力發展水上運動，讓學生享受水中的
樂趣，有效培養他們的自信心和堅毅的精神。她透
過不同方法，努力釋除家長對游泳的疑慮，為全校
學生提供游泳體驗課，再透過多元智能課、課後練
習，以及為個別體弱的學生提供水中復健活動等，
讓學生接受有系統的訓練，從而改善體質和運動技
能。她亦推薦具潛質的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班，成就
學生的游泳夢。馬老師善用校外資源，招募義務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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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網址：
http://www.twghkfkcsp.edu.hk

聯絡方法
聯絡人：馬嘉慧老師
電

話：2778 7910

傳

真：2778 0317

電

郵：mkw@twghkfkcsp.edu.hk

▲ 左起：劉嘉文老師、李文慧老師
和樊潔瑩老師

激發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讓運動成為終身的朋友
獲嘉許狀教師
李文慧老師
樊潔瑩老師
劉嘉文老師
所屬學校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教學對象

特殊學校（中度智障）
小一至中六

教學理念
學生有權利選擇自己喜歡
的體育活動，教師更有責
任提供機會，全方位培養
學生對運動的興趣，讓他
們養成運動的習慣，建立
積極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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