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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示範教案

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活動 教學要點 理念/理據 圖解及組織

熱身活動 10’

10’

1. 室內場跑 5個圈

2. 熱身活動

—伸展身體各部分

(7-8人 1組，共 3組。)

每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熱身。

3. 跑大埔河 1圈 (備註:

示範堂沒有這環節)

(大約 1300米)

—保持伸展姿勢 10秒。

—放鬆身體。

—兩臂彎曲成 90度，前後擺動，幅度適中。

—腳尖應向跑進方向，要輕柔前掌落地，動作

要放鬆。

—令體溫上升，預備投入

活動。

—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

—培養李興貴文化

—鍛鍊肌耐力

○＝學生， △＝老師

跑姿

技術發展 8’ 1. 鹿跳

—原地鹿跳

(7-8人 1組，共 3組。)

每 2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鹿

跳。各人練習左右腿各 3次。

—利用 3步助跑將身體升起，以單腳起跳。

—前腳的膝蓋彎曲，後腳伸直，挺起上身。

—重心腳落地後維持 2秒。

—瞭解鹿跳動作的要領及

正確方法。

—學會審美及評鑑。

○＝學生， △＝老師

授課日期：_ 13/01/2017_ 時間： 14:40 至 16:00 教師：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朱凱鈴老師

學生人數：__男 10 女 12 共 22人_ 班級： __中三丙__ 場地： 禮室 用具：__地墊 24張__

單元： ________競技體操 ________ 教節： 2/3

學生已有經驗： ________學生已學會燕式平衡/側平衡、肩胛倒立、蹲腿跳 360度、前滾翻分腿起 ________

主題： ________鹿跳/跨跳、仰臥起橋、前滾翻單腿起 ________

預期學習成果：技能：＿____最少 80％的學生能展示鹿跳/跨跳、仰臥起橋、前滾翻單腿起及完成墊上自創連續動作。＿____

認知：__＿__學生能說出燕鹿跳/跨跳、仰臥起橋及前滾翻單腿起的要點。＿____

情意：____＿學生能在學習過程中發揮互相提點及合作情神、懂得欣賞別人及加強其審美眼光。＿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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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活動 教學要點 理念/理據 圖解及組織

技術發展 —走 3步鹿跳 (左右左、右左
右)
(7-8人 1組，共 3組。)

每 2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鹿

跳。各人練習左/右腿 3次。

—連接動作

鹿跳接蹲腿跳 360度

(7-8人 1組，共 3組。)

每 2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接蹲

腿跳 360度。各人練習 3次。

—比賽優美感

(7-8人 1組，共 3組。)

每組輪流派代表做鹿跳接蹲腿

跳/蹲腿跳 360度，各組互

評。

鹿跳

技術發展 8’ 2. 跨跳
—原地跨跳

(7-8人 1組，共 3組。)

每 2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跨
跳。各人練習左右腿各 3次。

—走 3步跨跳 (左右左、右左
右)
(7-8人 1組，共 3組。)

每 2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跨

跳。各人練習左/右腿各 3

次。

—利用3步助跑將身體升起，以單腳起跳。

—上身稍微仰起成兩腿1前1後的分腿姿勢。

—重心腳落地後維持2秒。

—瞭解跨跳動作的要領及

正確方法。

—學會審美及評鑑。

○＝學生，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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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活動 教學要點 理念/理據 圖解及組織

技術發展 —連接動作

跨跳接原地鹿跳

(7-8人 1組，共 3組。)

每 2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跨跳

接原地鹿跳。各人練習 3次。

—比賽優美感

(7-8人 1組，共 3組。)

每組輪流派代表做跨跳接原地

鹿跳，各組互評。

跨跳

技術發展 8’ 3. 仰臥起橋
—推手動作及仰臥橋式挺臀

(2人 1組，共 11組。)

同步推手動作，各人 5次。

—單人仰臥起橋

(2人 1組，共 11組。)

每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1人
做，另 1人提點/保護，交換
位置。各人練習 5次。

—隊際比賽 (1人過橋，其餘

仰臥起橋)

(3-4人 1組，共 6組。)

每組做仰臥起橋，其中一個組

員最快爬過全組成員，負方的

組別需跑室內場館兩個。

—仰臥於地墊上，雙腿分開距離約肩膀闊，膝

部屈曲成約45度。

—前腳掌著地，向後蹬支撐身體下半部分。雙

手向後彎曲支撐身體上半部分。

—頭部自然下垂。保持平衡。維持2秒。

—瞭解拱橋動作的要領及

正確方法。

—學會審美及評鑑。

—增加趣味性。

○＝學生， △＝老師

仰臥橋式挺臀

仰臥起橋



Designed By Jessica CHL

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活動 教學要點 理念/理據 圖解及組織

技術發展 15’ 4. 前滾翻單腿起

—不倒翁單腿起

(2人 1組，共 11組。)

每 3-4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

1人做，另 1人提點，交換位
置。各人練習 3次。

—同學協助地前滾翻單腿起

(3-4人 1組，共 6組。)

每 2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

1人做，另 1人保護，交換位
置。各人練習 3次。

—單人做前滾翻單腿起

(3-4人 1組，共 6組。)

每 2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

1人做，另 1人提點，交換位
置。各人練習 5次。

—連接動作

(3-4人 1組，共 6組。)

每 2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各

人練習 3次。

1.燕式平衡/側平衡接前滾翻

單腿起

2.仰臥起橋接前滾翻單腿起

接鹿跳/跨跳

—先屈膝，眼睛看撑墊的手。

—身體向前滾動時用後腦位置、背、臀、腿順

序着墊。

—團身緊成球狀滾動時要順速及單腿起站立。

—瞭解滾動單腿起動作的

要領及正確方法。

—學會審美及評鑑。

—增加趣味性。

○＝學生， △＝老師

不倒翁單腿起

同學協助地前滾翻單腿起

單人做前滾翻單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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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活動 教學要點 理念/理據 圖解及組織

技術發展 16’ 1. 小型體操表演

(3-4人 1組，共 6組。)

—討論及練習時間，將所學的

動作構思成一個套路作表演。

—著重動作的連貫性。

—善用空間，免出界。

—各人自創並展示一套連續的

墊上動作(八個動作組成-包括
開始動作、五個規定、一個自

選及結束動作) 。

—表演提高投入感、培養

溝通能力、互相合作及建

立默契。

—讓學生於表演中應用學

習了的技術。

—學習欣賞別人及加強其

審美眼光。

—給予正面支持，使學生

有成就感。

○＝學生， △＝老師

整理活動 5’ 1. 課堂總結

老師提問學生所學的技巧要點

及保護方法。(見上)

2. 伸展活動

例如:1. 三頭肌和肩頭伸展

(左/右手臂伸過頭，而另一隻

手握住左/右胳膊的臂肘，形

成伸展。)

2. 大腿後肌伸展 (一條腿伸

直，另一腳腳心靠着直大腿內

側，把身體慢慢朝着伸直的腿

屈體，形成伸展。)

例如:1.在頭後面輕拉臂肘慢慢而盡處，不可用

力過度。

2.伸直的腿必須朝上，而腳踝及腳趾要放鬆。

—使學生的身體肌肉得以

放鬆及減輕運動後的身體

肌肉疼痛。

—對體操有持續學習的動

機

。

—建立學生自我反思能

力。

例如:1.

例如: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