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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 創新科技運動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v2KJTx3U0

I-cable interview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考慮因素

 課程設計（安全性）

 預備時間

 同學參與度

* 未打疫苗的同學

 比賽項目(參考學界田徑比賽)



創新科技運動日

以班制的形式進行運動競技和體驗。

學生可以體驗智能運動、量度健康及體能表現並進行分析及記錄；
當中學生可以了解更多運動的新趨勢及的重要性。

＊＊＊



運動日前兩個月: ＶＴＣＩＮＦＯ ＤＡＹ（小型校內活動）

於體育課堂進行

讓中五、六同學
了解多一條運動相關出路

體育科老師：
—親身體驗與ＶＴＣ合作的定位
—ＶＴＣ學生的能力(實習)

—智能運動科技水平
從而設下合理期望及作出相應部署。

VTC：
亦了解學校實際的場地及已有資訊科技的配置。

＊＊＊ ＊＊

• 活動費用全免
• 只限中五、六年級
• 但需支付電子儀器運輸費用



學生活動日期及時間

創新科技運動日 初中（中一至中三） 高中（中四至中六）

9/12

中三級 08:05 至 10:35

照常上課時間
08:05 至 15:50

中二級 10:40 至 13:10

中一級 14:20 至 16:50

10/12 照常上課時間
08:05 至 13:15

中六級 08:05 至 10:35

中五級 10:40 至 13:10

中四級 14:20 至 16:50

中三級較為成熟

中四級人數較多



注意事項 ＊＊＊SET UP
 預兩日前會有人送儀器來校

 運動日前會有ＶＴＣ人員到校設置場地及儀器（通知同事及工友鎖有關活動室）



活動當日日程

1. 班房點名
-鎖上個人物品

2.按班分別在４個活動地點進行活動

3.全級在禮堂(正向教育 (培養感恩/欣賞文化))

4. 離開校園
＊＊＊＊



增強運動動機

1. MPH 多用途禮堂（ＰＡＲＴ Ｉ）



1. MPH 多用途禮堂（ＰＡＲＴ ＩＩ）

師生互動

自主學習



2. 禮堂底

發掘學生的潛能

增進健康知識



3. 操場

增加學生運動量



運動攝影比賽

兩星期前報名

每班指定三位同學
(穿戴名牌)

活動過程中攝影

揀選一些身體情況不合適上體育課的學生



歡迎老師Ｗalk In體驗。
特別鼓勵班主任利用空堂時間與自己班一起活動。
從中享受運動的樂趣及建立良好團隊氣氛，增進師生關係。

4. SAC 學生活動中心（ＰＡＲＴ Ｉ）

有趣運動體驗



頒獎獎牌 (先影相，後補獎牌)
＊＊＊



獎項

每一站都設置兩類活動,

同學可以自由參與。

(一) 角逐獎牌

(二)運動/健康體驗

19/100



初級挑戰
每個站都設項目有個人獎（即場頒獎）
分男、女子 (冠亞季頭三名)

中級挑戰
每個站都有項目設有星中之星獎（禮堂頒獎）
分男、女子 (星中之星全級第一名)

高級挑戰
全班累積跑(每人跑5分鐘, 可以健步)最長距離。（禮堂頒獎）

獎項 (3X 陸運會)
＊＊＊ ＊



級冠軍(全班合力跑最長距離)

星中之星
[每個項目全級第一(男女各一名)]

禮堂 正向教育 (培養感恩/欣賞文化)



READING

３Ｃ

活動時間

30分鐘一節（ＭＡＸ）

效果最理想 （２５分鐘活動時間＋５分鐘時間準備轉場及頒獎）

8:05-8:25

規劃建議

＊＊＊＊＊編當值時間表（考慮老師授課情況、意願、工作量）

３Ｄ

４Ａ

＊＊＊

VS

TEACHER XXX  3C CLASS TEACHER



編排老師當值

由於ＶＴＣ工作人員充足，老師只須安排一節課堂時間當值（約４５分鐘）

主要職務：現場頒獎^^



９／１２

班別 3A 3B 3C 3D

＊＊＊＊
當值

總負責老師

體育老師1 學校教練1 學校教練2 體育老師2

08:05-08:10 課室(點名)

08:15-08:40 SAC MPH 禮堂底 操場

08:45-09:10 操場 SAC MPH 禮堂底

09:15-09:40 禮堂底 操場 SAC MPH

09:45-10:10 MPH 禮堂底 操場 SAC

10:15-10:35 禮堂(頒獎禮)

盡量安排其他老師負責清場
(取回個人物品及離開校園)

重要人手安排
ＴＩＭＥ ＫＥＥＰ＊＊＊＊＊



＊＊＊＊

群組
聯絡/ 應變/公佈成績

體育老師團隊

ＶＴＣ講師

ＩＴ支援人員

工友主管



IT 支援

 預早安排ＩＴ技術人員 Stand by

 預備ＷIFI Password

 無線咪（電池）

 可攜式的無線咪

 電腦

 投影機

 供電的位置及預備足夠拖板

 Smart TV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Printer INK



場務
 確實ＶＴＣ人員來校設置電子儀器日期、時間（安排工友鎖及開特別室的時間）

 當學生在課室放置個人貴重物品後離開（返回）課室時，安排工友鎖（開）課室。

 安排工友清空活動場地（營造最大的活動空間）

 場地的設置安排（每個場地都設置一班座位)

 嘔吐袋

 安心出行安排

 消毒潔手液

 口罩（全校人數）

 預留停車場車位（２９人小巴、3架私家車）

 清水提供 (供VTC同工及工作人員／有需要的學生)



風險評估及應變計劃

落雨
5分鐘跑步 本校室內賽艇１分鐘

噪音影響上課的情況
—運動日氣氛十分重要，預早通知同事望同事見諒

—但如果涉及工作人員講解，可用隨身咪代替大咪

學生不投入

由於運動多樣性及充滿新鮮感，學生反應甚好

Ｗｉｆｉ 壞了

ＶＴＣ講師及學員的手提電話有強大網絡供應
25



內部溝通－善用教職員會議及電郵

—ＥＳＰＯＲＴＳ是什麼？電競？

—當值的安排〔時間、職務、歡迎Walk In〕

—老師衣著（鼓勵穿運動服裝）

—當日照常上課的學生安排
（在校內小息時的特別安排，例如：留在課室樓層）

—溫馨提示同事要預先教導學生對外賓要注意言行

—講述學校與ＶＴＣ合作的互惠關係
〔有大量工作人員(優惠價) ＶＳ ＶＴＣ學生實習機會〕



• 活動目的、流程及注意事項

• 提點學生對外賓要保持友善，注意言行

• 比賽日前會有人來校設置電子儀器，切勿接觸!

• 鼓勵同學投入活動（獎品豐富!）

• (即場)邀請班主任一起進行活動

• 帶備清水、不能飲其他飲品（視作平日課堂活動）

早會宣布



總結
好處

 一個場地可以有多個運動，切合不同學生的需要 (同學可以自主學習)。

 每個場地都設有比賽項目
(可以多次嘗試，突破自己最佳成績)。

 運動多樣性（多人首次獲獎^^）

 在細小空間便可完成運動測試和體驗。

 絕大部分活動不受天雨影響。

 每個活動時間不長，節奏明快，保持新鮮感。

 可以在短時間內便公佈比賽成績。

 ＶＴＣ提供了足夠的工作人員，以致一般同事可以如常進行教學。

 費用合理。（按學校自己的預算而定）



ＢＥＳＴ
ＨＥＬＰＥＲ

另外，學校也預備了１００張證書去感謝一班ＶＴＣ工作人員。

［實習證明及鼓勵］

個人：最欣賞一班ＶＴＣ講師，盡心盡力為ＶＴＣ學生開創前路。



將來亦可做得更完善的地方

 跑步項目
(SENSOR可能會因人阻隔而受影響，以致訊號出現錯誤。

建議加增攝錄器材，免卻不必要爭辯)

 校方亦可主動提供攝錄器材

 用手寫紀錄成績未如理想。

 電腦化會更快更理想。

 工作人員制服

 統一制服更理想



互惠協作關係

 ＶＴＣ學生實習 ＶＳ 體育老師負責

一般情況：由於VTC學員欠缺帶領活動經驗，在活動過程中如負責老師發現問題時，
可直接向講師反映。

緊急情況：學校負責老師應有一個主動性去指導學員。

（ VTC講師樂於接受我們去指導他們的學員，因為我們的經驗
幫助他們日後做事做得更認真更專業，有助提升學系聲譽。）



反思

 ５分鐘跑步１分鐘跳繩（不少同學覺得太吃力）

１分鐘跳繩５分鐘跑步（感覺會好得多）

 學生體適能狀況

疫情影響下，如何提升多一點 ＭＶＰＡ６０

 安排贊助商



感想
 疫情關係，陸運會停了兩年，

 幸好今年有新的嘗試，舉辦創新科技運動日，大大提高了學校整體的運動氣氛。

 見到拿獎牌的新臉孔，提升了很多學生的自信心。

 就算無攞獎的同學都充滿笑容，十分享受。

 工作量雖然比籌辦陸運會更多，承擔責任更大，
但見到學生的投入，都有很大成就感，辛苦有價值。

總結
 值得再舉辦創新智能科技運動日（用於試後活動？？），

初中一次、高中一次保持新鮮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