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大同學會小學

疫情下透過全校參與模式

提升學校體育文化



港大同學會小學

位於港島東區柴灣
直資小學 (20週年)
 24班
 籃球場X1    有蓋操場X1 
 禮堂X1  新翼小禮堂X1



科組目標

鼓勵學生訂立運動目標，發揮自我
調整學習精神 (self-regulated learning)
 透過全校參與的方式提升體育文化
 鼓勵學生恆常參與體能活動習慣
 培養學生正面的態度和價值觀
 建立正向健康人生



疫情前(體能挑戰站--逢星期四小息)

電子飛標
足球籃球射球
跳大繩
立定跳遠
立定跳高



疫情前(小息)

社制比賽
P3-欖球(5月)

P4-乒乓球(4月)
P5-手球(1月)
P6-籃球(11月)



疫情前
陸運會(3-4月)
水運會(6月)



小六體育科小組報告

目的:讓學生選擇一項在小
四至小六已學習的運動技
巧，以小組合作形式拍攝動
作，加入簡報形式介紹練習
計劃，從中鼓勵同學互相觀
察和欣賞，給予回饋，有助
提升其運動技巧的質素

節數 內容

第一節

- 分組及講解流程

- 從以上圖表選擇運動技巧

- 以 iPad 拍攝練習前的運動技巧(約 30 秒)

- 課後制定練習計劃及搜集資料

第二節

- 制定練習計劃及搜集資料

- 實踐練習計劃

- 在課堂中可拍攝動作影片作檢視

第三節

- 續按計劃在堂上練習

- 拍攝動作影片作檢視

- 互相給予回饋

- 開始草擬簡報內容

- (主要記錄練習計劃、時間管理，搜集和分析運動技巧

重點、挑戰、感想)

第四節

- 草擬簡報內容

- 拍攝經過練習後的最佳動作影片(每人一段)

- 把影片加入簡報內容

第五節
- 以簡報在班中分享

- 展示一些最佳動作影片作分折



疫情變革 是「危」亦是「機」

技能
態度

知識運動技術
體能

知識
態度

如何重新分配?
如何互補不足?



網上體育課

與視覺藝術科
一起合作
自製體育器材：
乒球拍、足毽

支點、
跳躍練習
體能練習

足毽DIY.docx


例子: 小一 準備自學材料



例子: 小一 利用Flipgrid



What happens in girls' night 
stays in girls' night

例子: 小五羽毛球單元

請問單打發球區和雙打發球區那個面積較大? 相差
多少?為何有這些差別?



例子: 小六小組報告-冬奧項目介紹



例子: 小六小組報告-冬奧項目介紹

知識
態度

6C20_speed skating 分享.mp4
PE Speed Skating Presentation.pptx
6C presentation.MOV


What happens in girls' night 
stays in girls' night

全校派發計步器

 所有師生均派一個發計步器

 鼓勵他們日日步行達8000步

鼓勵學生恆常參與體能活動習慣



體能挑戰站 (逢星期四小息)



20週年校慶第一擊UGA 體能骰

小一至小六
全校參與



What happens in girls' night 
stays in girls' night

20週年校慶第一擊UGA 體能骰

3組

側彎腰

弓步4組



體能挑戰站- UGA體能骰

加入校本科
組設計(小一
至小六全校

參與)

成為UGA體
能骰

優化EDB 資
源體能骰







Scan this QR to access
the backgrounds or take a 

screenshot of the next page

目的:
趁新春假期間和
親人一起繼續多
做運動，建立恆
常運動習慣



初小組（P1-3)
高小組 (P4-6)
親子組（一位家長和一位學
生）
每個組別需挑戰三個不同遊
戲，挑戰指定分數

遊戲分組：

https://youtu.be/EzcFNuTXTH8


Scan this QR to access
the backgrounds or take a 

screenshot of the next page

把成績截圖並在
PE TEAMS 繳交!!





Scan this QR to access
the backgrounds or take a 

screenshot of the next page

20週年校慶全民大激鬥2.0
目的
延續第一階段新春全民大激鬥，趁「特別假
期」 ，和親人一起繼續多做運動，建立恆常
運動習慣🦾

第二階段遊戲玩法
舊挑戰：鑑於不少同學希望可延長繳交時間

新挑戰新奬勵：低年級同學挑戰高年級活動；
高年級同學挑戰低年級活動，達標同學即可獲
得20週年特殊紀念徽章🏅

勇於挑戰徽章

全能運動員徽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ixbcmGsf4


Scan this QR to access
the backgrounds or take a 

screenshot of the next page

 家長支持?
 製造氛圍?
“Battle”
 定時更新遊戲紀錄
 小Tips



Scan this QR to access
the backgrounds or take a 

screenshot of the next page



十分同意

36%

同意

51%

不同意

11%

極不同意

2%

全民大激鬥Active Arcade有助

提升我在家運動的興趣。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59%

33%

7%

1%

我希望將來能繼續

參加類似的體育活動。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執行(Implement) 檢討(Evaluate)規劃(Plan)



21/4-22/4/2021Sportsday Day 1 (21/4/2021)

Time 

0800-0805

0805-0830

0830-0900

0900-1000

P1 balloon

handling

(Hall)

P3 Standing Long Jump

(Covered Playground)

P5 handball shooting

(Basketball court)

1000-1030

1030-1130

P1 Standing Long

Jump

(Covered

Playground)

P3 Paperball throwing

(Basketball court)

P5 Badminton serve

(Hall)

1130-1230

1225-1230 Closing (speech by Principal Wong)

Event and Venue

Opening (speech by Principal Wong)

Briefing (Powerpoint + Video )

Warm up (watching video in the Classroom)

Wet day recess + prize giving (1/f)

Debriefing + prize giving (1/f)



Sportsday Day 2 (22/4/2021)

Time 

0800-0805

0805-0830

0830-0900

0900-1000

P2 Standing high

jump

(Covered

Playground)

P4 Table tennis forehand

controlling

(Hall)

P6 Basketball shooting

(Basketball court)

1000-1030

1030-1130

P2 Balloon

handling

(Hall)

P4 Volleyball forearm

controlling

(Basketball court)

P6 Standing high jump

(Covered

Playground)

1130-1230

1225-1230 Closing (speech by Principal Wong)

Event and Venue

Opening (speech by Principal Wong)

Briefing (Powerpoint + Video )

Warm up (watching video in the Classroom)

Wet day recess + prize giving (1/f)

Debriefing + prize giving (1/f)

羽毛球發球挑戰介紹短片.mp4
手球射球介紹短片.mp4


目的:
親身體驗不同

運動項目
實習裁判工作

羽毛球發球挑戰介紹短片.mp4
手球射球介紹短片.mp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wHct56FmBY


2020-2021校運
會整體參與率: 
99.7%



28/6/2022
P2, 4, 6

29/6/2022
P1, 3, 5

競技項目
Ga me  1

競技項目
Ga me  2

Ga me  3

P 1 ,2 小球拋接
Act ive  A r ca de :

Rea ct ion
F un  F un  Wa lk 

P 3 ,4 籃球運球
Act ive  A r ca de :

High  Kick
F un  F un  Wa lk 

P 5 ,6 排球發球
Act ive  A r ca de :
Rea ct ion  F low

F un  F un  Wa lk 

sportsday_2.0.MP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lpgvNqCdl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wHct56FmBY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