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元計劃
班別： 3C 教師： 朱凱鈴-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單元： 競技體操

已有知識／技能： 直跳、分腿跳、蹲腿跳、跳轉 360度、前滾翻
目標： 學生能做到燕式平衡/側平衡、蹲腿跳 360度、鹿跳/跨跳、肩胛倒立、仰臥起橋、前滾翻分腿起、前滾翻單腿起、側手翻、

並能發揮其審美評賞及創作能力。

目標 :

1. 體育技能 : 學生能 –
1. 掌握體操不同原素 (平衡、柔軟、支撐、跳躍、滾翻) 的動作
2. 創作和展示不同套路

2. 健康及體適能 : 學生能 –
1. 增加平衡及協調能力
2. 加強柔軟度

3. 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和態度 : 學生能 –
1. 用心聆聽老師的講解及接納同學的意見
2. 培養欣賞及多讚賞別人的態度

4. 安全知識及實踐 : 學生能 –
1. 保護同學完成動作
2. 注意及善用個人空間及一般空間的運用

5. 活動知識 : 學生能 –
1. 認識各項動作的要點及詞彙
2. 認識體操課的注意事項

6. 審美能力 : 學生能 –
1. 欣賞同學優美動作的表現
2. 指出同學動作和姿勢的優點和可改善的地方



日期 節數 主題 主要進度活動 備註

6/1 1/3 —1. 燕式平衡
—2. 側平衡
—3. 蹲腿跳 360度
—4. 肩胛倒立
—5. 前滾翻分腿起

技術發展 :
1. 燕式平衡

—後踢腿動作 (3-4人 1組，共 6組。) 每 2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踢後腿。各人練習左右腿各 3次。

—單人/雙人燕式平衡 (3-4人 1組，共 6組。) 每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燕式平衡。雙人/單人練習共 5

次。

—比賽持久性 (7-8人 1組，共 3組。) 同步做燕式平衡，30秒後仍有多少組員姿勢正確及站穩。負

方兩組需跑室內場館兩個。

2. 側平衡
—側踢腿動作 (3-4人 1組，共 6組。) 每 2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踢側腿。各人練習左右腿各 3次。

—單人/雙人側平衡 (3-4人 1組，共 6組。) 每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側平衡。雙人/單人練習共 5次。

—雙人側平衡創作比賽 (2人 1組，共 11組。) 每 3-4組進行比賽。其餘組別選出表現傑出組別。

3. 蹲腿跳 360度
—蹲腿跳 (3-4人 1組，共 6組。) 每 2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蹲腿跳。各人練習 3次。

—蹲腿跳 360度 (3-4 人 1組，共 6組。) 每 2組在 1條長墊範圍做蹲腿跳 360度。各人練習 5次。



日期 節數 主題 主要進度活動 備註

6/1 1/3 —1. 燕式平衡
—2. 側平衡
—3. 蹲腿跳 360度
—4. 肩胛倒立
—5. 前滾翻分腿起

技術發展 :
4. 肩胛倒立
—單人肩胛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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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交
換位置。各人練習 5次。

—比賽持久性 (7-8人 1組，共 3組。) 同步做肩胛倒立，30秒後仍有多少組員姿勢正確及站穩。負

方兩組需跑室內場館兩個。

5. 前滾翻分腿起

—單人做分腿起 (2人1組，共11組。) 每3-4組在1條長墊範圍做。1人做，另1人保護，交換位置。各
人練習3次。

—同學協助地前滾翻分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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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人做前滾翻分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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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平衡接前滾翻分腿起 2.肩胛倒立接蹲腿跳360度接前滾翻分腿起

應用 :
1. 小型體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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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人自創並展示一套連續的墊上動作(六個動作組成-包括開始動作、三個規定、一個自選及結束動

作) 。



日期 節數 主題 主要進度活動 備註

13/1 2/3 —1. 鹿跳
—2. 跨跳
—3. 仰臥起橋
—4. 前滾翻單腿起

技術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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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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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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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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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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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

(課堂

改動)



日期 節數 主題 主要進度活動 備註

13/1 2/3 —1. 鹿跳
—2. 跨跳
—3. 仰臥起橋
—4. 前滾翻單腿起

技術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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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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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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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 3/3 —1. 側手翻
—2. 評核

- 老師評核
- 同學互評

技術發展 :
1. 側手翻
—用長凳做左右單腳提腿跳 (3-4人 1組，共 6組。) 每組在 1條長凳做左右單腳提跳。各人練習左右

腿各 3次。

—用長墊邊作界做側手翻 (3-4人 1組，共 6組。) 每 2組在 1條長墊做側手翻。各人練習左/右腿 10

次。

—用長墊上做側手翻(3-4人 1組，共 6組。) 每 2組在 1條長墊做側手翻。各人練習左/右腿 10次。)

—連續側手翻比賽 (7-8人 1組，共 3組。) 每組輪流派代表連續側手翻，各組互評。



日期 節數 主題 主要進度活動 備註

20/1 3/3 —1. 側手翻
—2. 評核

- 老師評核
- 同學互評

應用 :
1. 小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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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

2. 個人考核

—自創並展示一套連續的墊上動作(十個動作組成-包括開始動作、六個規定、兩個自選及結束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