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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
(適用於不超過150，000元的撥款申請)

乙部-- -計劃書
計劃名稱 計劃編號

科學他體育訓練地區培育計劃 2016/0045 (修訂版)

基產資輩革
學校/機構/個人名稱

青年會書院

受惠對象

(a)界別: 口幼稚園函小學函中學口特殊教育

(b)學生: 500 (人數)*及 P3-S6 (級別/年齡)

(c) 老師 50 (人數)*

(d)參與學校(不包括申請學校):
直接參與: 10間小學;
受惠於本計割之學校: 全港 中小學 (數目及類型)

註劃畫
。) 計劃需要

(a) 請簡要說明計劃的目標，並詳述建議計劉如何影響學校發展。

近年本地體育科的發展隨著運動科學的普及越趨科學化，資訊科技的應用在 中
學體育科亦漸見成熟。研究指出，帶氧運動效能與運動員心跳有密切關係，但
本地體育科課堂一般未能提供實時心跳率相關科技作參考，以致學習成效難達
預期效果。 本計劃為學生進行運動訓練時引人資訊科技系統以提供訓練資訊。
老師在課堂上收集學生的訓練數據並向學生展示，從而引發學生進行帶氧運動
的內在動機、將科學他訓練的優點展現。

(b) (i) 請表明學校的需要及優先發展項目。

國提升學與教，以促進學生在科目/學習範園/共通能力發展上的知識

( ii)請提供相關的背景 資料以論證(b)( i)中所提及的需要。

國學校發展計劃:
本校今年的關注事項 2為提昇學習動機 、培養主動學習，其中策略三是透
過資訊科技項目，培養學生主動學習。

青年會書院2012年參與民政事務局體育推廣主任計劃，獲政府資助香港
三項鐵人代表駐校推廣體育運動 。 2015年，學校引人實時心跳狀況顯示
器、RFlD長跑計時及計圈器，期望藉賞際數據促進訓練的進展性評估。
作為學界首間結合爪、跳數據及RFID科技作長跑訓練立學校，此計畫Ij有助
椎動科學他運動訓練。



國學生表現評估:

本校在 2015- 2016 學年進行初步探討，發現老師在課堂上收集學生的心跳數據
並實時向學生展示可以引發學生進行運動訓練的內在動機。內在動機( intrins ic
mot ivation) ，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因自己對學習的興趣而引起的動機。如果

我們運用資訊科技系統，讓學生質時看到運動帶來身體的改變，他們對運動的
興趣就會相應提升。

「運用心跳帶作首r(據能有效提升自己的運動質素，西為
它顯示了一屆確質的數據去讓我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

而且數攘的顯示令我不會懶惜，在進行爆炸力訓練持有

濤晰呂標可依從。J

中六級 同學

以上學生就是使用心跳帶作訓練後，明確指出使用心跳帶作訓練可以讓他了
解自己的身體變化。由於原來模糊的運動成效變為可視而具體，因此學生便
有動機多作練習 、從而提升了運動質素。

國相關經驗:

我校一直推動科學化運動訓練。在資訊科技應用於體育訓練上，我校多次獲
邀在學界分享 (見下表)。

日期 分享題目
08/12/2016 “自製360影片(於體育訓練)“

主辦單位:學與教博覽2016
12/03/2016 。‘於體育科滲入創新科技課堂設計以提升學生健康發展質素11

主辦單位r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
08/01/2016 “雲端STEM跨科學習講座"

主辦單位:
13/12/2014 11透過資訊科技系統促進體育學習的進展性評估"

主辦單位:學與教博覽2014

本校亦於2016年以「運用電子仕資訊科技系統以促進體育學習的進展恃評
估l為題獲 大學頒發國際 - 堂皇盤 o

以下亦節錄7幾篇傳媒對本校椎動科學1[::，運動訓練的報導:

r;:è!.ν 一
v 

2016(牛8月30日 | 且通佳l且l旦旦
“一旦聾 l _i _LL 
青年會會院 體育科學他 I STEM時科教學分草

ISBN: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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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請詳述如何以創新的意念或實踐方法來提升、調適、配合及/或補足學校現行
的做法，以促進學校發展，滿足其獨特需要。

本校過去已有推行科學他訓練的基礎。本年八月，本校學生更以r4D健身中心」
為題，嘗試將虛擬實景(VR)、智能家居等技術加入本校的健身中心進行了一次
可行性研究。結果，被多位資訊科技界評判評為可行性高並獲得香港

學校冠軍。

我們希望透過此計劃，讓學生參與並建立「科學他體育訓練中心J ，由於本校
已配有健身中心設備。 因此本計劃集中於改裝健身中心設備令電腦可以讀取
數據並連接VR及智能家居設備。

同時，數據經處理後可為科學化訓練提供有用資訊。

分析及運用所收集的數據:
系統能個人忱地 記錄每名學生訓練過程中的心跳數據，此量他記錄使運動成
果變得可見，從而提升學生做運動的滿足廠和動機。同時，教師亦能利用收集
所得的數據， 調整教學法，幫助同學在體育訓練有更大得益。這樣，收集的數
據經分析及運用後，便能促進科學化體育訓練。

另外，我們會為鄰近學校提供科學他訓練的培訓，讓區內學生體驗「科學化體
育訓練中心」的科學化訓練的好處。

σ1) 計畫同行性

(a) 請描述計劃的設計，包括 :

(i) 方式/設計/活動

由於本計劃已在2016年3-6月期間進行可行性研究，並經由來自香港
會、香港 會及香港 工作的評判評審 ，因此，本計劃可行

性高，惟部分電腦程式及硬件配備非中學生能製作，因此須申請本計劃撥款
方能完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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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透過邀請區內的小學生參與科學化體育訓練中心體驗，讓學校成為社
區推動科學他訓練教育的平台、 並為不同學校提供培訓及借用設備的場地、
作資源共享。

(ii)主要推行詳情
計劃時期:(月份/年份)至(月份/年份)

月份/
內容/活動/節目

受惠對象

年份 /參與者

5/2018 招標並建立「科學化體育訓練中心」 先導小組

( 學 生 30

科學他訓練培訓 人)

先 導 教 師
先導教師培訓 : 10人

將邀請專業健身教訓及科技科教師進行3部分
培訓，第一部份培訓內容主要為健身器材使用
須知以及帶氧運動理論訓練，第二部為 VR拍
攝訓練、電子儀器操作、以及數據分折技巧等。
在第一部，教師將利用第一和第二部分所學，
整合出一套健身器材配合虛擬科技的教學法。

學生先導 小組培訓:

己受訓先導教師將訓練成果應用於學生先導
小組，完成後以問卷形式收集學生的意見，再
調整教學法。

6/2018至 於科學化體育訓練中心進行科學他訓練 本校學生
11I20 18 (350人)

學生訓練的培訓目標及活動:
學生先學習科學化體育訓練理論以及有初步
體驗，然後訂立個人短期和長期做運動目標。
計輩其間，老師定期收集同學運動數據作分
析，並一同商討調整策略。計畫期末，以問卷
收集同學達標情況，及訓練前後對運動的內在
動機的提升。
計劃期間，亦會培訓學生制作不同3D短片，增
加體育訓練的趣味性，以提升做運動的動力。

9/2018至 科學化體育訓練地區培育工作坊 區 內 小 學
1/2019 生

為其他區內學校而設的學生工作坊如何能達 ( 150人)
至計劃目標:

定期開放訓練中心讓小學生參與工作坊，內容
包括體育常識、科學化體育訓練體驗、運動3D
短片拍攝技巧等，亦會邀請正在進行或已完成
訓練的本校學生分享心得。 期望藉此開闊 小學
生的眼界，讓他們從小就體會運動的多冗忙，
提升做運動的內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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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說明教師及校長在計劃 中的參與程度及其角色。
(i) 參與的教師人數及投人程度(時間、類別等):

校長將與區內學校聯絡、 為區內學校提供科學他訓練地區培育基地。

資訊科技科教師及體育科教師各2位(共4人)，將會在課堂及課餘時間
為先導小組組員是供訓練和支援，同時亦會為其他老師作培訓 、 為計劃
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因素。

另有3位體育科教師為科學化訓練地區培育基地及工作坊提供支援，讓
區內學生可以借用相關設備。

本校 、 本計畫。小組及相關教師會參照相關的官方安全指引，以制訂安全
措施。 教師亦會按學生的程度，於訓練 中心/健身室內安排或選擇適切
的活動予學生。 (小學生使用健身室內器材時，教師會特別注意進行相
關活動的安全細則。本校及本計劃小組不會安排小學生使用健身室內的
一些器材進行相關體適能活動。 )

(ii) 老師在計劃 中的角色:
回領袖 回協作者

回開發者

(c) 請詳列計劃的預算和主要開支項目的理據。

申請撥款:港幣113，800元

預算 開支詳情
理接

項目 項目 款額($)
服務 外聘服務， 編寫應 應用程式 (1)由於現時學界欠缺收集運

用 程式以 : (1)收集運動數 動數據的應用程式， 因此
(1)收集運動數據 據編程費用 此計創可為學界免費提供
(2)將健身中心設 $30，000 此類軟件作科學化訓練。

備連接電腦周 (2) 健身中 心設
邊設備 (蒲連接電腦周邊 (2)另外， 現時本校 健身中心

(3)運 動VR程式 設備編程費用 雖有大 量 健體設備， 但未
開 發 $30，000 能善用 數據作科學(七訓練。

(3)流動應用程 應用程式有助發展學界科
式開 發費用 學他訓練模式， 為學界提
$30，000 供參考。同時，完成後本校

(1)至(3):
亦會為地區提供場地支援
服務。

共的0，000

(3) VR程式為近年熱門話題，
但真正用於學與教則不多。
我們相信透過VR技術有助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同時
亦有助學生有興趣地進行
運動訓練、促進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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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舉辦2次培訓 (4)每次500兀包 (4)為學生訓練和為區內學校
工作坊 括場地、培訓資 而設的工作坊在培訓目標

料等，合共1，000 和活動內容相同，只是對象
TC 和培訓時間有異。

(每次約l小時) 教師培訓:
培訓活動是利用單車訓練
機及心跳量度工具作帶氧
運動訓練。而培訓目標是藉
著本計創製作的應用程式l
提供科學他數據、讓學生明
白自己在訓練時實際的身
體鐘。他(如 心跳及運動強度
的關條) ，從而 讓學生有興
趣看到數據的實時改變而
多進行帶氧運動，提升運動
的堅持度，回應本計創的目
標。

培訓人員的資歷及經驗:
培訓導師為擁有教體適能
導師證吉專業健身教練，有l

在校進行體育培訓經驗者l
會獲優先考慮。

(5)舉辦l次公開 (5)包括活動經 (5) STEM發展鼓勵跨科學習，專業交流培訓活 費及宣傳費用合 而科學、資訊科技科和體育動 共 2，000元 的結合是學界少見的。我們
期望是次公開專業交流培
訓 ，能刺激學界更多發揮創
意，跨科多元合作，提升學
生學習進行個人發展的效
能及動力。

$2000的活動及宣傳費用大
致包括 :影印、場刊、活動
物資、宣傳物資等

設 備 將健身中心設備 $3，800 (1)提供360拍攝功能、提供模
(如單車機)連接電 $6，400 擬單車路線。
腦周邊設備(如VR $5，600 (2)接駁健身器材與電腦周邊
眼鏡)之硬件配備 共$15，800 之基本設備。

(3)接駁健身器材與電腦周邊
(1) 360度拍攝攝 之基本設備。

錄機
(2) VR套裝(頭戴

式顯示器、無線

控制器、基地台

等)
(3)基本電腦套裝

一般 審 計費用 $5，000 核數 / 計劃審計
開支

申請撥款總額($):
$1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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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運用計 劃

類 別 項目/說明 數量 總值 建螢的調配計

劃

電腦 (1) 360度拍攝攝錄機 $3，800 用 於 校內體 育
硬件 (2) VR套裝 $6，400 和資訊科技科

教學，以及區內
(3)電腦套裝 $5，600 科 學 化 體 育 訓

練發 展專 業培
訓工具

電 腦 (1)收集運 動 數 據應 用程式 $30，000 作校內和區 內
軟件 (2)運動 VR 程式 $30，000 運 動 訓 練及推

廣之用

。11) 計劃的預期成果

(i) 請說明評估計劃成效的方法，
回 觀察: 在科學化訓練班內觀察同學的學習情況及投入程度。
回 活動前和活動後的問卷調查: 調查科學他訓練地區培育工作坊的學

生參與前後對科學他訓練的改變。
回 學生表現在評估中的轉變:以問卷形式，評估學生在科學仕訓練前後

對運動的投人度， 及他們在體適能和帶氧運動訓練中的進步。期望幫
助至少t成參與同學提升做運動的內在動機。

(ii) 請列明計劃的產品或成果。
回 教材套

類 別 項目/說明 數量 適用年級

文件 (1)科 學 他體育訓練教案

(2)活動 前測及後測問卷 中一至中六
(3)學生活動 紀錄手冊

多媒體 (1)科學化體育訓練投影片

(2) 3D短片制作教學示範短片 中一至中六
(3) 運 動 數 據應用 程式教學短
片

回 其他:科學化體育訓練中心作為社區科學他運動訓練之借用場地

本校聲明:所有計劃成品的擁有權及版權屬優質教育基金擁有，以便與其
他學校分享有關成品。

過交報告時間表

本校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劃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計劃總結報告
1/512018 - 31/1/2019 

報告到期日

30/4/2019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財政總結報告
1/5/2018 - 31/1/2019 

報告到期日

3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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