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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Rugby Union believes that participation in spor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ives of 
youngsters,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try to offer everyone an opportunity to try the sport of rugby.

To this end we have partnered with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 develop a tailor made 
teaching pack that, thanks to the support of HSBC,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o all primary school PE teachers. 
This pack will give a teacher the tools to deliver a touch rugby PE lesson,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an 
experienced player themselves.

Touch rugby provides an excellent introduction to the sport - it is simple, safe, and a lot of fun! It also 
encourages the key values we want our youngsters to embrace, such as teamwork, respect and discipline.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for the work of Kevin Kam Wai Keung, Dr Li Chung, Zanio Yong 
Chi Fung, who have put together this Teaching Pack, and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HSBC for their 
continued support.

We hope that this Pack will encourage everyone to...Try Rugby!

香港欖球總會深信參與運動對青少年生活具有積極的影響，我們致力於為每個人提供嘗試欖球

運動的機會。

為此，我們與香港教育大學合作,由匯豐銀行贊助製作一套度身定制的教學套件，提供給所有

小學體育教師作為教材使用。而這個教學套件將給予老師一項便捷工具讓任何經驗，能力水平的學

生，在體育課內學習非撞式欖球。

非撞式欖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讓青少年初次接觸欖球這項運動 ― 這是既簡單，安全，又深

樂趣！而且藉欖球運動鼓勵年青人的積極價值觀，例如團隊合作精神，尊重和紀律的重要性。

在此謹代表香港欖球總會向編制這個教學套件的甘偉強先生，李宗博士，翁志豐先生，以及香

港教育大學和匯豐的持續支持表示感謝。

我們希望這個教學套件能夠鼓勵大家...嘗試欖球！

序言一

Robbie McRobbie
Deput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 HK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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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of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s 
continuously worked towards developing PE teachers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E 
teachers in Hong Kong. Our teaching team has extensively collaborated with some of our graduates and their 
schools for putting on trial a variety of teaching strategies in developing effective PE lessons. With the joint 
effort of the Hong Kong Rugby Union with the support from HSBC in promoting rugby with this teaching pack, 
EdU Touch Rugby Teaching Pack, primary school PE teachers should find it useful for developing PE lesson with 
safe, fun, and inclusive for every child. 

The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pack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school children. It is designed 
with progressive and game-based lessons by adopting Teaching Games for Understanding and Sport Education 
Model that is suitable for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of all abilities to develop their psychomotor,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potential.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for the contribution of Mr. Kevin Kam Wai Keung, and Mr. Zanio 
Yong Chi Fung in developing this Teaching Pack, and Dr. Li Chung for  his professional review of the content. We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Mr. Hon Ching Lung for his coordination of the project. 

EdU Touch is Rugby for everyone and everywhere!

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系致力孕育體育教師。我們亦持續為香港的體育教師的專業發展作出

貢獻，而我們的教學團隊更與一些畢業生及其任教學校廣泛合作，嘗試各種教學的策略，以建立更

有效的體育課堂。在匯豐的持續支持與香港欖球總會合力推廣欖球的同時，為小學設計的這個教材

套：EdU Touch非撞式欖球教材套，幫助體育教師們，為每個小孩建立安全，具趣味和包容性的體育

課堂。

本教材套的教學內容基於學生的發展需要而設計。它採用漸進式的教學及以遊戲為基礎的課

程內容，採用領會教學和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活動設計適合所有能力的小學生以建立相關的身體技

能、認知及情意的發展。

我們要感謝甘偉強先生及翁志豐先生編制這個教材套，以及李宗博士對本教材套的評介。我們

亦多謝韓政龍先生的統籌工作。

EdU Touch是一項為所有人在任何地方進行而設計的欖球課程！

序言二

Chair Professor of Health & Sports Science
Head, Department of Health & Physical Education
Director, EdUHK Christian Faith & Development Centre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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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多年來與香港欖球總會開展了多項協作計劃:為體育師訓生設立獎

學金，開辦教練培訓課程及提供實習經驗等以推廣及發展欖球運動。為深化彼此合作及擴大推動學

校和社區欖球運動，特意設計了這個教材套 - 「EdU Touch 非撞式欖球教材」，以培養青少年對欖球

運動的認識和參與，促進他/她們健康的成長。

欖球運動在香港學校逐漸普及，為學童們熟悉的運動項目，過往參加校際欖球比賽的學校數目

持續增加，學童對於參與這項活動的興趣也相繼提昇，而由傳統欖球演變出來的非撞式欖球運動，

是一項既簡單，安全，又具有很多趣味性的運動，除可發展青少年對相關運動技能及知識之外，也

可培養他/她們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要達致體育課程的目標，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建議學校應發展一套涵蓋各類體育活動範

疇的校本體育課程，而高小學生於體育課程中應學習到包括不少於四類活動範疇中至少八項不同體

育活動的知識，技能及相關價值觀和態度。欖球是屬於隊際球類運動的一種，故此，教師同工可因

應學生的需要，並配合整體學校的課程目標，選擇欖球活動作為體育課程的內容。這教材套就是建

基於香港的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附以教學理論框架，除闡釋運動技能的建立，更採納領會教學

模式（TGfU），以及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意念，與香港欖球總會共同討論，規劃和設計教學內容及

評核方案，按學童的成長階段所需，為小學體育教師提供體育課堂的設計參考，旨在發展學生的欖

球相關技能和知識；幫助學童體育素養的培育；建立適切的體適能訓練；以及為未來欖球精英運動

員培訓奠下良好基礎。

本教材套除所須器材，包括本書及示範光碟：本書共有十二章，除了最後兩章列出本教材套的

參考資料及聯絡方式外，第一章勾劃兒童成長的特徵，配合運動參與的長遠發展，闡釋兒童階段學

習運動技能的參考；接著第二章描述小學階段體育學習範疇及學習目標，以供教師設計非撞式欖球

課時參考；第三章介紹非撞式欖球的玩法，規則及歷史；第四章闡釋本教材套內課程設計的基本理

論依據，其中包括運動技能的學習，領會教學模式及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第五章描述在教授非撞式

欖球所須的用具，器材及場地設置，以及主要的安全考慮；第六至八章分別就三個不同程度的學生

能力水平而建議的課堂設計；第九章對非撞式欖球課程目標的相關評核內容作出建議；最後，第十

章臚列有關教授非撞式欖球的其他資訊，讓教師參考。

本教材套能夠順利出版，實有賴得到匯豐銀行的資助以及香港教育大學與香港欖球總會的合

作，亦得到保良局蕭漢森小學的張炳堅校長連同鍾配華老師、馬雅文老師及朱欣榮老師的支持拍攝

工作並給予寶貴的意見，謹此致以衷心的謝意。最後在此特別感謝李宗博士在百忙中為本教材套給

予的專業意見，使各章節得以精益求精，謹此致謝。

前言

甘偉強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

翁志豐先生

香港欖球總會

二零一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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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兒童成長與運動參與的長遠發展	

學員的成長歷程及需要是編寫任何體育課程必需考慮的主要依據，一般而言，人的成長及肌動

發展可以分成以下四個發展階段：

•	嬰兒期 ― 指出生後的首兩年。在這段時期，嬰兒學會行、走、說話，並能維持動作的平衡和協

調，身體各部分生長比例開始相稱。

•	兒童期 ― 指兩歲後發展至青少年前的一段時期。骨骼和牙齒開始快速生長，心智能會高速發

展，其生理特點為一般的基礎動作及技能逐漸成熟及豐富，被界定為大部分運動項目如欖球的重

要學習時期。

•	青少年期 ― 一般而言，女性約由十歲、男性由12歲起便進入青少年期，亦為青春期，身體開始

發育，身體的機能日趨成熟，情緒較不穩定，有時會感覺沮喪，其生理特點為體能素質容易得到

改善。

•	成年期 ― 指個體生長至成熟和及後之生長速度會逐漸緩慢下降的人生階段。步入成年期後，人

們都會發生一系列的正常變化，例如頭髮稀疏、骨質流失和肌肉量下降等，30歲過後，年幾越大

身體素質及能力開始下降。

由於兒童期為多數運動項目如欖球的理想學習階段，而本教材套亦針對此段學童的欖球學習，

其生理特點簡列如下:

兒童期的生理特點

骨骼和關節 •	彈性大、硬度小，不易折斷，但易變形。

•	關節窩較淺，關節囊及關節周圍的韌帶較薄和鬆弛。

•	關節伸展性與活動範圍較大，但牢固性較差，在外力的作用下較易脫位。

肌肉 •	肌肉中水份含量較多，蛋白質、脂肪和無機鹽類較少。

•	肌肉細嫩而富有彈性，收縮力和耐力較差。

•	肌肉發育不平衡，大肌肉、上肢肌發育先於小肌肉、下肢肌肉。

•	肌力的增長不均勻。

心、血管 •	心臟的相對重量和容積（每公斤體重）與成年人相近。

•	由於神經調節不夠完善，新陳代謝比較旺盛，故心率較快。

•	心肌纖維收縮力較弱，心臟泵血力量小，故每搏輸出量少，但相對值（每公

斤體重）的心輸出量較大。

•	相對的血液量 (每公斤體重) 較成年人的血液量多，但每體積單位的血液中血

紅蛋白含量與成年人相比則較低。

•	血管因易擴張而較粗，血壓相對成年人也較低。

呼吸 •	由於新陳代謝旺盛，耗氧量大，因而呼吸頻率較快。

•	呼吸肌力量較弱，故肺活量較小。

神經 •	神經系統的抑制過程不完善，較易出現興奮狀態。

•	神經細胞工作能力低，易疲勞，但也容易恢復。

表1.1    兒童期的生理特點 (輯錄自課程發展處體育組（2015）：體育（香港中學文憑）第二部分：

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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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期	-	學習的黃金時期	(FUNdamental	and	Learn	to	Train)

一般而言，運動員的發展及訓練需要配合他/她們的特定年齡和發展階段，無論兒童，青少年和

成年人想成為欖球，足球，舞蹈，游泳或體操等的運動員，他/她們的發展需要適切地配合相應的成

長階段之特性及訓練活動。

加拿大Sport for Life Society (2016) 根據數十年對運動員發展的研究提出7個運動參與者之發展階

段及其應發展的目標(Long-Term Athlete Development- LTAD)，值得本地不同運動項目如欖球作為發展

參考及依據，如能配合兒童，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各發展階段特性目標，提供適切的訓練，他/她們必

能達致保持積極活躍的人生的情操，甚至成為具備卓越成就的運動員。這正是球員的長遠發展模式

（LTAD）背後的邏輯。

七個長遠發展模式的運動參與目標的描述如下：

第1階段 : Active Start活躍啟動 (0-6歲)

第2階段: FUNdamentals趣味基礎 (女6-8歲, 男6-9歲)

第3階段: Learn to Train學會訓練 (女8-11歲, 男9-12歲)

第4階段: Train to Train 訓練準備 (女11-15歲, 男12-16歲)

第5階段: Train to Compete訓練競賽 (女15-21歲, 男16-23歲)

第6階段: Train to Win訓練爭勝(女18歲以上,男19歲以上)

第7階段: Active for Life活躍的生活 (任何年齡組別)

圖1.1  改良自加拿大Sport for Life Society(2016) 提出的 7個運動參與者之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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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和第3階段發生在青春期前，這些階段是學習體育/運動技能的黃金時期，身體素養的發展應

旨在培育兒童具有活躍生活模式的基本知識、技能和態度 ，身體素養訓練主要為發展他/她們往後

所專注之精英體育活動，奠下良好的基礎，其中第2階段 (趣味基礎 FUNdamental)著重趣味性活動為

主，藉以建立兒童的基礎活動技巧為目的，一般建議在這階段的兒童應盡量參與越多種類的運動項

目越好，詳情可參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2007)基礎活動導引。在這階段與欖球相關的學習內容建議如

下:

 

體育技能: 基礎活動技能如跑、跳、平衡等傳接球移動技能空間感等。

認知範疇: 獲取基礎活動的基本知識包括簡單球例及明白體育活動對身體的益處。

情意範疇: 在體育活動中表達自己及發揮創意並培養對參與體育活動的正面態度。 

而第3階段 (學會訓練 Learn to Train) 強調維繫及改善兒童的體適能的各項素質以及基礎活動的技

能外，再加上欖球專項的基本技能、比賽意識及概念，這階段與欖球相關的學習內容如下: 

體育技能: 發展欖球相關的體適能如速度靈敏度等並加上欖球核心技能如傳接球持球跑、簡單的

進攻及防守意識等。

認知範疇: 明瞭非撞式欖球的基本知識包括球例及明白非撞式欖球對身體的益處。

情意範疇: 在非撞式欖球活動中與別人溝通和合作、遵守規則及公平競賽。

第4，5和第6階段則為12歲以後的發展，目標希望專注於精英體育運動的青少年，在高水平競爭

下提供精英訓練，發揮每個運動員身體、精神和情感發展的最大極限。

第7階段是關於通過終身參與具競爭性或康樂性體育活動來保持積極活躍的人生及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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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學習範疇及學習目標
EdU Touch簡易非撞式欖球課程是運用帶有條件的小型比賽，藉以配合小學學童成長及發展的需

要，課程以學生為中心的模式而設計，教材套針對小學的學習階段特別是第 2 趣味基礎 FUNdamental

階段的學童而設。

設計 EdU Touch 課程亦以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 之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為依據，體育學習領

域旨在培養學生之體育技能、健康及體適能、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和態度、安全知識及實踐、活動知

識、審美能力等6個範疇目標的發展，小學的學習階段中所列的各範疇學習目標是互相關連、密不可

分和螺旋漸進的。整個 EdU Touch 課程是以體育活動為中心、學習體育技能作主線，提升體適能為要

務，課程學習目標如下:

第一學習階段

(小一至小三 — 第 2 階段: FUNdamentals趣味基礎)

‧透過基礎活動及體育遊戲，學習和掌握與欖球相關的移動技能、平衡穩定技能及用具操控技

能。

‧獲取基礎活動的基本知識及明白體育活動對身體的益處。

‧在欖球活動中表達自己及發揮創意。

‧培養對參與欖球活動的正面態度。

第二學習階段

(小四至小六 — 第 3 階段: Learn to Train學會訓練)

‧以初階活動及簡易欖球遊戲為主，學習基本欖球育技能。除學習欖球以外，在不少於四類活

動範疇中學習至少其他七項不同的體育活動，並參與最少一項與體育有關的聯課活動。

‧獲取體育活動基本知識和明白體育活動對身體的益處。

‧有效地與別人溝通和合作。

‧遵守規則，公平競賽。

非撞式欖球可貫徹現行的小學體育課程學習目標，實況而言，非撞式欖球已在全球超過40個國

家/地區推廣。簡單而言，非撞式欖球比賽是由兩隊球隊進行，每隊嘗試以欖球通過在對方球隊的達

陣區內達陣得分，以得分較多一隊取勝。

這是一個較少身體接觸的運動，除了可強身健體外，亦促進青少年的溝通，團隊精神和決策的

能力。這項運動適合任何年齡的男和女參加者，並且只需要一個欖球便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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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非撞式欖球介紹
Touch Rugby (非撞式欖球)始於1988年夏天，由George Simpkins (香港欖球總會技術總監)引進香

港，作為將欖球介紹給香港華人的媒體。非撞式欖球聯賽亦於同年開始。

 非撞式欖球於本地越見普及，香港欖球總會於2001年成立了香港非撞式欖球總會，使更集中

推廣及發展。隨著於部份大專院校逐漸開辦非撞式欖球教練班及成立各自的大專院校代表隊，2006

年首次舉辦大專非撞式欖球比賽，比賽主要可分為男子組、女子組及混合組賽事，現時大專比賽已

有13間大專院校、53隊隊伍參加比賽。香港非撞式欖球總會更於全港中、小學作推廣，派出專業教

練到學校作示範。2008年及2009年分別開始舉辦小學非撞式欖球學界賽事及中學非撞式欖球學界賽

事。現時已有超過50間中小學、過百隊球隊參加有關賽事。

 於2006年，香港非撞式欖球總會成立首支香港非撞式欖球代表隊，到外地與不同國家的代

表隊切磋及比賽。香港非撞式欖球代表隊更於2015年歷史性首次參加於澳洲舉行的非撞式欖球世界

杯。

Quick Rules of Touch
1.	 Fields or pitches should be 70M long by 50M wide with marked scorelines, sidelines and a half-way 

line.

2.	 Teams consist of up to 14 players with a maximum of 6 players on the field at any time.

3.	 Players may interchange from the side of the field as often as they wish.

4.	 Team Captains toss and the winner starts the game with a tap at the centre of the half-way line.

5.	 Attacking team has 6 attempts or touches before possession changes unless other rules are infringed.

6.	 If the ball is dropped or knocked-on a change of possession occurs and the game starts with a rollball.

7.	 Attacking players may run with the ball or pass the ball sideways or backwards until they are touched.

8.	 If a player passes the ball forward a penalty occurs for a forward pass.

9.	 If a player passes the ball after being touched a penalty occurs for a late pass.

10.	A tap on the mark is taken by non-offending team for penalties. Defending teams must retire 10M.

11.	A touch is any contact between the player with the ball and a defender. It must be minimum force.

12.	After a touch the player performs a rollball, stepping over or gently rolling the ball between the feet.

13.	Players cannot perform a rollball until a touch has been made or a penalty results.

14.	Players must perform the rollball at the mark or a penalty results.

15.	The attacking player who gets the ball after the rollball is the half, who can either run or pass.

16.	If the half gets touched a change of possession occurs and the game restarts with a rollball at the mark.

17.	At the rollball all defenders must retire or move backwards a minimum of 5M.

18.	Penalties are awarded against defenders who do not retire 5M for rollballs and 10M for taps.

19.	A touchdown is scored when an attacking player places the ball on or over the scoreline.

20.	The team that scores the most touchdowns in the game is declared the winning team.

For the complete rules of the game of touch please visit:

https://www.internationaltouch.org/what-is-touch/basic-rules-of-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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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dU	Touch	非撞式欖球教學模式
運動技能的學習

按照一定的技術要求，完成某種運動動作的能力，稱為運動技能。正確掌握運動技能是獲得鍛

煉身體良好效果的重要保證，是取得運動表現的先決條件。

運動技能的形成與一系列複雜的心理、生理活動有關。心理因素諸如動機、興趣、個性、語

言、思維、人際交往等都能影響運動技能的形成。

而在生理方面，根據前蘇聯生理學家巴甫洛夫（H.H. Habsjiob）的條件反射學說理論，運動技能

與一般簡單條件反射的動作有所不同，它是在本能和簡單條件反射動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更複

雜的、連貫的、本體感受性的肌動動作，學生要熟練地掌握各種運動技能，首先必須通過學習然後

練習，通常經歷過認知階段(Cognitive Stage) 動作階段(Motor Stage) 及自動化階段(Autonomous Stage) 

(Fitts，1964)。 

在認知階段，學員先依據既定的學習目標決定學甚麼，在這階段，教師提供指示、示範、影像

片段及其他語言等信息都顯得非常重要。這時的進度會很快速和明顯，但動作仍會顯得生硬和欠連

貫。部分學員會經常自言自語，以言語來引導自己做出動作。由於這種活動要用上很大的專注力，

令學員，尤其是兒童，難以同時處理其他信息（如策略和姿勢）。所以教授的運動技能須要集中而

且精簡。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學員會進入下一個學習階段，也就是動作階段。這時會替要做的動作建立

起特定的動作程式，動作也漸趨穩定，預測能力和時間的判斷都會有所進步，自言自語的舉動亦逐

漸減少，但表現上的增進會比認知階段略慢。動作階段的持續期一般較語言認知階段長，但每個階

段的實際持續時間因應情況而有所出入，多量及多類型的練習尤為重要。 

經過不斷的關重複練習，學員最終會進入自動化階段，需要投放在動作上的專注力也可以減

少，更多的精神可以被放在策略、技能的應用、比賽意識和姿勢上。由於技能已達至一定的水平，

所以進步可能相對地顯得更緩慢。

故此，大量的練習是建立兒童運動技能自動化階段，特別是建立欖球技能，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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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會教學法Teaching	Games	for	Understanding	(TGfU)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TGfU被建議作為體育教學的重要課程及教學模式。根據Thorpe et al（1986），

TGfU在20世紀60年代末由拉夫堡大學的同工率先推廣，模式著重體現小型比賽和條件遊戲的參與，培

育學員的比賽意識及決策能力。自從Bunker & Thorpe（1982）發表文章“中學中的遊戲教學模式”以

來，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備理論基礎的課程和教學模式，吸引了世界性的實施和討論。不同國家和

地區對此模式有著不同名稱:在英國，此模式被稱為TGfU (Thorpe et al, 1986; Werner et. al, 1990; Werner & 

Almond, 1990; Werner et al, 1996)；而香港則稱之為領會教學法（Liu, 1996; Cruz, 2004; Liu et al, 2006）; 台灣

則以理解式教學為稱號 (闕月清, 2008); 在星加玻，它被稱為遊戲概念法 (Games Concept Approach) （Tang 

& Wong, 2000; Tan et al, 2002）；而澳洲則以遊戲練習(Play Practice) （Launder, 2001）和遊戲概念法(Games 

Sense （Light, 2004; Den Duyn, 1997）; 以及策略遊戲法Tactical Games Approach (Griffin et al, 1997) 在美國

被推廣。

在執行過程中，老師向學員介紹特定的遊戲/比賽形式，以識別預設要解決的戰術問題。其次，

通過參與遊戲/比賽，學員明白及欣賞遊戲/比賽或玩法及規則，根據比賽規則，評分制度，進攻和

防守準則來修改規則，從而確定所需的技能和所構建的戰術問題。第三，學員在遊戲/比賽中評價所

使用或將要使用的策略。第四，學員對“做什麼”和“如何做” 作出決定。“做什麼？”側重於

戰術決策，而“如何做到”則涉及“以什麼是最佳方式及以什麼最適當的選擇作回應是至為重要”

（Thorpe et al, 1986, 9頁）。第五，執行相關的技能主要是描述由老師所設定所需的運動技能。最

後，學員的表現是之前決策過程所感受到的成果(闕月清，2008; 廖玉光,2002)。

在教授非撞式欖球，學員需要體驗欖球中各種各樣的遊戲/比賽，如得分方法、進攻及防守意識

和人數等。各樣的處境提供測試他們解決方案的機會，培育她/他們的決策能力，使他/她們自我感受

在非撞式欖球中取得成功的原因。這種認知為主導的“思考行動”促進學生內化非撞式欖球的概念

和相關遊戲/比賽中所須的意識及策略（Light & Fawns, 2003; Chow et al, 2007）。

圖 1: 領會教學模式的教學流程 (闕月清, 2008; 廖玉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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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運動教育模式

競技運動教育被認為是體育教育的創新課程模式之一，具備特定的教育哲學，意圖，既

定內容，選取的方法和預期的學習成果（Siedentop, 2002; Metzler, 2005; Kinchin, 2006）。根據

Siedentop（2002），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是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在他的博士論文研究中出現，隨後在

學校推廣。自從1994年他的學術文章“競技運動教育”出版以來，這種模式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人們

的注意。從那時起，在西方世界對於這模式在學生和教師的影響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競技運動教育源於遊戲理論，它強調文化的取向多於心理或教授取向，重點應著重具質素的

競技運動經歷多於有效的教學實務」。體育的內涵應以Huizinga（1962）及 Caillois（1961）所倡導的

遊戲哲學及教育加以闡釋。「競技運動應被視為遊戲的一種，它代表文化的演進，標誌着主要和具

意義的人類活動（Siedentop, 2002, 頁 412）」。競技運動經歷提供體育的情境學習以培育學生的競技

運動文化。「競技運動教育是一個過程，體育文化可透過此過程得以發展及優化，影響著民族及其

人民的人性化發展（Siedentop, 2002, 頁 411）」。競技運動教育亦可以理解為肩負著「適應社會的身

體教育」（Education for Sport Socialisation）：學生可透過參與整全的競技運動比賽經歷，領略及認

同現有的社會價值，達致其「社會化」功能（李宗，2008） 。

Sidentop（1994）認為「競技運動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培育學員成為全面的通達（Literate）、

熱誠（Enthusiastic）及具能力（Competent）的運動參與者。Siedentop（2002, 頁411）有以下的描

述：「我所指的具能力是擁有知識的運動參與者 」，他／她們應具備足夠技能及戰術意識以參與比

賽。「通達的運動參與者（Literate）明白運動的價值及能分辨好與壞的運動行為」。熱誠的參與者

（Enthusiastic）是一群「參與及遵守、保護及促進運動文化的人士……」，並能積極參與運動。為了

實現這些目標，體育課須具有充足時間的教學單元以提供情境化學習機會，從而產生歸屬感。正如

圖2所描述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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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記錄保存可跟進學生在賽季內正式比賽中高峰事件的表現。此外，在開幕式和頒獎禮的

形式中積極地創造歡慶的氣氛。比賽型式可以組織小型和帶條件比賽，修改規則，讓學員承擔比賽

內各種角色和任務，例如組織委員會的成員，啦啦隊，裁判，教練，隊長球員等(Siedentop，1994)。

在教學方面，競技運動模式建議教師從使用更直接和以教師為中心的方法轉向更多間接及以學

生為中心的方法，如同儕教學，合作學習和任務分擔。學員應該承擔越來越多的學習責任，同時教

師逐漸轉變為促導者的角色。在這課程模式中通常使用3種教學法來實施，即直接教學，合作學習

和同儕教學。直接指導教育學生所擔任的職務，以及各自所須的技能和知識。合作學習使學員作為

球員和教練所組成的團隊，在民主進程和化解衝突的經歷以促進實現目標的決策和經驗。而同伴教

學，學生同時分配到教學和幫助那些沒有那麼好技能的同儕應該具備更好的技能水平，以促進團隊

的建立，增加團隊凝聚力，及隊友間的協作等。在角色扮演和擔任相關任務時，學生更容易在解決

衝突，自我和社會責任，關心和照顧他人，溝通，協作和解決問題等情景中學習。

固此，以競技運動教育模式作為非撞式欖球的教學，期望學生不只學習到較完整的非撞式欖球

內容，並且也學習了協調和經營管理的運動體驗，同時也學到了個人的責任和有效能的組織團隊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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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器材與場地設置	



11

第六章	

單元及教學計劃（初級）—

與欖球做朋友	
預期學習成效：學生能
•	運動技能:於4對4的小型遊戲中正確地展示基礎技術。

•	認知範疇:能明白非撞式欖球的簡易球例。

•	情意範疇:展示尊重隊友及對手，能與其他人有良好的溝通及協作，服從指令。

教節一：持球奔跑(一)

教節 主題

一 持球奔跑

二 傳接球

三 奔跑中傳球

四 開球及達陣

項目 建議時間 內容 備註

引入活動 5’ 熱薯仔：

雙手持球，像拿熱薯般以手指

頭交替持球奔跑，由起點跑至

對角後把球予下一位同學。

把學生分為四組，每組一球

使用「穿越式」方格：學生排

列在四角

主題發展 10’ 十字傳球：

學生持球跑至中心點後往左跑

至另一角並把球傳予另一位同

學。傳球時須互相呼應。

把學生分為四組，每組一球

使用「穿越式」方格：學生排

列在四角

持球跑動時，同學必須要保持

身體平衡，避免碰撞。

當學生聽到哨子聲後，同學立

刻轉向，即由跑前左轉立刻變

為跑前右轉。

應用活動 20’ 持球奔跑比賽(一)：

持球奔跑，望能不被防守球員

接觸並跑過邊線為進攻成功。

每次嘗試後跑回另一方邊線才

再次進攻。

每位進攻球員記著自己成功的

次數，完成一分鐘進攻後整隊

累計。

器材：每位進攻球員手持一球

把學生分為兩組，一組為防

守，另一組為持球進攻；防守

一方站於籃球場邊線跑動，

以’touch’接觸進攻球員以

示防守成功。

一分鐘時限後攻守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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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4模擬比賽(二)：

進攻球隊以開球展開模擬比賽

(開球：把球放在地上，以腳

輕碰後拾起球後可隨意持球奔

跑)。若能持球避開防守球員

跑進達陣區得一分。(籃球場

邊線後的緩衝區)

開球及達陣得分的介紹。

把學生分為四組，使用半個籃

球場範圍進行4對4模擬比賽，

如持球奔跑比賽(一)方式，一

組為防守，另一組為持球進

攻；防守一方，以’touch’

接觸進攻球員並高呼’touch 

1’，持球者需立刻停下並作

出傳球。若持球一方被防守六

次防守成功，攻守對調。

鞏固 5’ 提示：

雙手持球，置於胸口前方，避

免奔跑時把球置於身左或身

右。

開球及達陣得分的認識。

傳球相互呼應的重要。

若出現此情況，將有機會影響

將來持球奔跑時作出傳球的質

素。

項目 建議時間 內容 備註

引入活動 5’ 有球的同學以雙手持球，在格

內任意跑動，避免與同學相

撞。當聽到哨子聲後，持球同

學把球拋高過自己，下一位同

學上前接球，剛拋球的同學往

隊尾排隊。

•	把學生分為四組，每組一

球；

•	使用「限制式」方格：學

生於格內活動，以一個跟

一個排列；

主題發展 10’ 捕魚(一)：

安排：把全部學生分成四組(

甲、乙、丙、丁)，每兩隊以

1/8個籃球場作賽。甲與乙對

賽、丙與丁對賽。

活動：甲隊先進攻(漁夫)，除

了持球者外，所有人均可任意

跑動，出了界當作違規便輸；

漁夫透過手中的球以輕碰乙隊

成員身軀為成功進攻；被捕的

漁在格外等候。由於持球者不

能移動，需依靠隊友的跑動、

走位及傳接球才能有機會成功

捕魚。

•	使用「限制式」方格：所

有學生只可於格內活動，

出界當作違規。

•	若漁夫跌波，最先被捕的

魚可復活；

•	能與其他人有良好的溝通

及協作。

應用活動 20’ 4對4模擬比賽 •	嘗試增加傳球予隊友次數

及準確度

鞏固 5’ •	持球者需與其他同學清晰

溝通才作出傳球。

•	避免跌球

•	能與其他人有良好的溝通

及協作，服從指令。

教節二：傳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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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建議時間 內容 備註

引入活動 5’ 1對1：

每組於籃球場底線排列兩行，

進攻持球跑至自己一方邊線並

開始進攻，嘗試避開防守球

員，跑至另一方邊線為成功。

•	把學生分成兩組，每組使

用半個籃球場；

•	器材：每組三個欖球；

•	防守一方以’touch’展示

防守成功；

•	完成攻守後，反回隊尾排

隊，攻守互換角色。

主題發展 10’ 2對1：使用引入活動的攻守模

式。

二人一組進攻：持球者嘗試

在’touch’產生前傳球，加強

連續性，接應者嘗試從後跑上

接球及持球跑過對方邊線。

•	使用引入活動的空間；

•	「向後傳球」即代表傳球

者把球傳向自己出發的方

向；

•	接球者需把雙手遞向傳球

者以便接球；

•	接應的同學應高呼「

右/左」，以提示傳球者的

傳球方向；

•	能展示尊重隊友及對手，

能與其他人有良好的溝通

及協作。

應用活動 20’ 4對4對賽(向後傳球)

當有’touch’產生，持球者需

立刻停下並作出傳球，所有防

守者需避免「越位」而反回持

球者後方。

防守球員可以手輕拍持球者

並高呼「touch one」，持球

者需立即停下，並於「touch 

one」那個位置作出傳球，比

賽繼續。若進攻球隊被累積至

「touch 6」，則攻守調轉。

•	提示持球者需向前跑；

•	越位：防守球員不應站於

持球者的「水平後方」。

防守球員則不能超越持球

者的球向左右延伸的越位

線。

•	向後傳球：把球傳向自己

底線的方向；

•	 Touch：可輕拍肩膊或以下

位置；

鞏固 5’ 持球者需向前跑；

注意傳球的落點，應傳球至同

學將跑至的位置；

鞏固開球及達陣得分的認識

「越位」的認識

•	需發聲與組員配合；

教節三：奔跑中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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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建議時間 內容 備註

引入活動 5’ 有球的同學以「開球」方式開

始，在格內任意跑動，避免與

同學相撞。當聽到哨子聲後，

嘗試「達陣」。下一位同學上

前「開球」，剛「達陣」的同

學往隊尾排隊。

•	「開球」：把球放在地

上，以腳輕碰後拾起球後

可隨意持球奔跑

•	「達陣」：把球於得分線

後按在地上，避免令球滾

動；

•	把學生分為四組，每組一

球；

•	使用「限制式」方格：學

生於格內活動，以一個跟

一個排列；

主題發展 10’ 持球奔跑比賽(一)：

持球奔跑，望能不被防守球員

接觸並跑過邊線為進攻成功。

每次嘗試後跑回另一方邊線才

再次進攻。

每位進攻球員記著自己成功的

次數，完成一分鐘進攻後整隊

累計。

•	進攻球員需跑過得分線後

作出「達陣」才當作成

功；

•	接應球員接球後需達陣。

應用活動 20’ 4對4對賽(向後傳球) •	進攻球員：多作傳球

•	防守球員：避免越位

鞏固 5’ 每位同學均需參與開球及達

陣；

•	避免因心急而跌球。

•	加強團體合作

教節四：開球及達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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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單元及教學計劃（中級）—

你達陣、我達陣	
目標：
1.	 運動技能: 學生能於6對6的對賽中正確地展示基礎技術。

2.	 認知範疇: 學生能認知非撞式欖球的發展及球例。

3.	 情意範疇: 學生能於比賽中具紀律地展示良好的團隊合作。

教節一：隊長球
用具：欖球8個、色碟16隻

教節 主題

一 隊長球

二 拾球

三 傳接球

四 奔跑中傳接球

項目 建議時間 內容 備註

引入活動 5’ 熱薯仔：

雙手持球，像拿熱薯般以手指

頭交替持球奔跑，由起點跑至

對角後把球予下一位同學。

把學生分為四組，每組一球

使用「穿越式」方格：學生排

列在四角

主題發展 10’ 十字傳球：

學生持球跑至中心點後往左跑

至另一角並把球傳予另一位同

學。傳球時須互相呼應。

把學生分為四組，每組一球

使用「穿越式」方格：學生排

列在四角

持球跑動時，同學必須要保持

身體平衡，避免碰撞。

當學生聽到哨子聲後，同學立

刻轉向，即由跑前左轉立刻變

為跑前右轉。

應用活動 20’ 持球奔跑比賽(一)：

持球奔跑，望能不被防守球員

接觸並跑過邊線為進攻成功。

每次嘗試後跑回另一方邊線才

再次進攻。

每位進攻球員記著自己成功的

次數，完成一分鐘進攻後整隊

累計。

器材：每位進攻球員手持一球

把學生分為兩組，一組為防

守，另一組為持球進攻；防守

一方站於籃球場邊線跑動，

以’touch’接觸進攻球員以

示防守成功。

一分鐘時限後攻守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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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活動 20’ 隊長球(二)：持球者可持球跑

動最多五步，亦可持球達陣。

可接觸不同的對手；

鞏固 5’ 模擬比賽能提升學生實際運用

技術及增加與同學的配合。

項目 建議時間 內容 備註

引入活動 5’ 無方向傳球：

於半個籃球場範圍內進行活

動，把所有球放於地上，所有

同學任意跑動，當聽到老師的

哨子聲後，最接球近的學生把

球拾起，跑動後把球傳予沒有

球的同學。接球的同學持球跑

動後把球按於地上，等待老師

另一次的哨子聲繼續進行相同

的活動；

•	使用「限制式」

•	沒有球的同學需高聲叫「

左/右」以示與持球者有溝

通；

•	留意傳球的距離，因應自

己能力

主題發展 10’ 爭分奪秒(一)

安排：把所有同學平均分成8

組，每4組一個賽區，把6個球

置於方格中央。

甲跑出並把球拾起，跑過中位

後把球按在地上，甲與乙擊掌

後往對面隊尾排隊，由乙以相

同方式拾球，如此類推。最先

能存有3個欖球的組別為勝。

爭分奪秒(二)

相同模式，但今次甲拾球後可

選擇於跑回時任何位置作出傳

球予乙，乙接球後把球按在地

上便可跑出往拾球，甲傳球後

可返回隊尾排隊。

•	使用「穿越式」及「圍繞

式」

•	每方格為半個籃球場

•	把學生分成八組，每四組

一個賽區，每組站於方格

角位，一個跟一個排列；

•	器材：每賽區6個欖球

•	「拾球」：若想把球在左

方拾起，應以左足靠近欖

球，並以左手從下而上拾

起欖球，並以右手按著使

更穩固；拾球時，雙手像

鏟泥車般把球鏟起。

•	下一位拾球的同學需作即

時判斷往那裡取球；

應用活動 20’ 4對4對賽：

重溫球例如開球、達陣及傳

球，並加入「按球」。

當有’touch’產生，持球者需

作出按球，隊友把球拾起並繼

續作賽。

•	「按球」：當有’touch’

產生後，持球者把球按在

兩腿之間，避免球滾動，

以便隊友拾球。

•	防守隊於同一次進攻累積6

次成功防守以攻守調轉。

鞏固 5’ •	拾球時，避免因心急而引

致跌球；

•	傳球時，與組員要以聲線

溝通。

•	對賽時需尊重對手及注重

團體合作精神

教節二：拾球
用具：色碟32隻(或若使用8個呼拉圈更理想)、欖球1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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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建議時間 內容 備註

引入活動 5’ 捕魚(一)：

安排：把全部學生分成四組(

甲、乙、丙、丁)，每兩隊以

1/4個籃球場作賽。甲與乙對

賽、丙與丁對賽。

活動：甲隊先進攻(漁夫)，除

了持球者外，所有人均可任意

跑動，出了界當作違規便輸；

漁夫透過手中的球以輕碰乙隊

成員身軀為成功進攻；被捕的

漁在格外等候。由於持球者不

能移動，需依靠隊友的跑動、

走位及傳接球才能有機會成功

捕魚。

•	使用「限制式」方格：所

有學生只可於格內活動，

出界當作違規。

•	若漁夫跌波，最先被捕的

魚可復活；

•	能與其他人有良好的溝通

及協作。

主題發展 10’ 捕魚(二)：持球者可跑三步

重溫捕魚(一)，使用1/2個籃球

場作賽，持球者最多跑三步作

捕魚。

•	面積大了，更需要溝通

應用活動 20’ 6對6對賽

按球者可選擇按球後往左/右

踏橫以避免與拾球衝上前的隊

友相撞。

防守一方於’touch’產生後需

後退3米，待拾球者拾球後，

防守球員才可上前，否則當作

越位。

•	教師需提示同學必須待拾

球者拾球後，防守球員才

可上前。

鞏固 5’ •	於’touch’產生，所有防

守球員需後退3米，待拾球

者拾球後，防守球員才可

上前，否則當作越位。

•	具紀律地展示良好的團隊

合作；

•	須服從判決。

教節三：傳接球
用具：欖球16個、色碟12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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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建議時間 內容 備註

引入活動 5’ 無方向傳球：

安排：以1/2個籃球場的空間

活動。

活動：有球的同學以雙手持

球，在跑動時避免與同學相

撞，沒有球的同學於場內作輕

鬆跑動並向持球的同學高聲叫

「左/右」，有此溝通後持球

者可作出傳球。

•	方格系統：限制式

•	讓學生熟習於格內活動；

•	注意球的落點在同學胸口

的高度；

•	可嘗試長傳球。

主題發展 10’ 安排：把所有學生分成四隊，

每兩隊於1/2籃球場活動。

活動：所有學生均可於半個籃

球場範圍內跑動，當持球者需

努力作出傳球，若能成功傳球

六次為勝。

•	使用「限制式」方格

•	提示接球者盡量嘗試奔跑

中接球；

•	防守球員可嘗試偷球及作

出touch防守；

•	跌球為轉發球需重新以開

球形式開球；

•	若沒有跌球，教師可適時

作攻守調轉。

應用活動 20’ 重溫6對6對賽

按球者可選擇按球後往左/右

踏橫以避免與拾球衝上前的隊

友相撞。

防守一方於’touch’產生後需

後退5米，待拾球者拾球後，

防守球員才可上前，否則當作

越位。

•	安排：以整個籃球場作

賽。

•	教師需提示同學必須待拾

球者拾球後，防守球員才

可上前。

鞏固 5’ •	於’touch’產生，所有防

守球員需後退5米，待拾球

者拾球後，防守球員才可

上前，否則當作越位。

•	具紀律地展示良好的團隊

合作；

•	須服從判決。

教節四：奔跑中傳接球
用具：欖球12個、色碟16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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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單元及教學計劃（高級）—

EdU	Touch	錦標賽
目標：
1.	 運動技能: 學生能於模擬非撞式欖球比賽中展示其能力及所需技巧。

2.	 認知範疇: 學生能協作籌辦小型欖球比賽及展示其組織能力。

3.	 情意範疇: 學生能展示體育精神的重要性及其領導才能。

教節一：籌辦欖球比賽
用具：相關片段及播放器及記錄表

教節 主題

一 籌辦欖球比賽

二 基本技術重溫第一屆欖球比賽彩排

三 小組自主教學(一)

四 小組自主教學(二)

第一屆欖球比賽

項目 建議時間 內容 備註

引入活動 5’ 於課室播放盛大運動會的開幕

典禮

器材：相關片段及播放器

主題發展 10’ 籌辦小型欖球比賽

教師把學生分為四組，指派每

組有一名教練，並把學生分為

四個負責的範疇：器材及音

響、典禮及頒獎、裁判及紀

錄、攝錄。教師也可按學生能

力、人數隨意增減範疇

•	講解四個範疇的工作內容

應用活動 20’ 記錄：把各人所負責的工作記

錄及詢問教師的意見。

•	同學需有清晰的分工；

•	互相協作

鞏固 5’ 培養各人的領導及團體合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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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建議時間 內容 備註

引入活動 5’ 無方向傳球：

安排：以1/2個籃球場的空間

活動。

活動：有球的同學以雙手持

球，在跑動時避免與同學相

撞，沒有球的同學於場內作輕

鬆跑動並向持球的同學高聲叫

「左/右」，有此溝通後持球

者可作出傳球。

•	方格系統：限制式

•	讓學生熟習於格內活動；

•	注意球的落點在同學胸口

的高度；

•	可嘗試長傳球。

主題發展 10’ 安排：把所有學生分成四隊，

每兩隊於1/2籃球場活動。

活動：所有學生均可於半個籃

球場範圍內跑動，當持球者需

努力作出傳球，若能成功傳球

六次為勝。

•	使用「限制式」方格

•	提示接球者盡量嘗試奔跑

中接球；

•	防守球員可嘗試偷球及作

出touch防守；

•	跌球為轉發球需重新以開

球形式開球；

•	若沒有跌球，教師可適時

作攻守調轉。

應用活動 20’ 重溫6對6對賽

按球者可選擇按球後往左/右

踏橫以避免與拾球衝上前的隊

友相撞。

防守一方於’touch’產生後需

後退5米，待拾球者拾球後，

防守球員才可上前，否則當作

越位。

•	安排：以整個籃球場作

賽。

•	教師需提示同學必須待拾

球者拾球後，防守球員才

可上前。

鞏固 5’ 於’touch’產生，所有防守球

員需後退5米，待拾球者拾球

後，防守球員才可上前，否則

當作越位。

•	具紀律地展示良好的團隊

合作；

•	須服從判決。

教節二：基本技術重溫
用具：欖球12個、色碟16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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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節三：小組自主教學(一)	
用具：欖球12個、色碟16隻

教節四：小組自主教學(二)	
用具：欖球12個、色碟16隻

教節五：第一屆欖球比賽
用具：視乎學生安排

項目 建議時間 內容 備註

引入活動 5’ 安排：各組小教練因應所學而

自行安排練習及準備所需物資

•	看相關清單

主題發展 15’ 練習：

各組小教練於指定位置安排

練習

•	各組準備所需物資；

應用活動 15’ 第一屆欖球比賽彩排

安排：各所屬單位作簡短商討

並準備模擬相關活動進行彩排

•	嘗試相關運作是否暢順

•	也需要真實進行對賽

鞏固 5’ 教師作總結及回饋。

項目 建議時間 內容 備註

引入活動 5’ 安排：各組小教練因應所學而

自行安排練習及準備所需物資

•	看相關清單

主題發展 15’ 練習：

各組小教練於指定位置安排

練習

•	各組準備所需物資；

應用活動 15’ 第一屆欖球比賽彩排

安排：各所屬單位作簡短商討

並準備模擬相關活動進行彩排

•	嘗試相關運作是否暢順

•	也需要真實進行對賽

鞏固 5’ 教師作總結及回饋。

項目 建議時間 內容 備註

引入活動 5’ 安排：準備所需物資

開幕禮

•	看相關清單

主題發展 30’ 第一屆欖球比賽

安排：各所屬單位作簡短商討

並準備模擬相關活動進行彩排

•	各組準備所需物資；

•	也需要真實進行對賽

鞏固 5’ 閉幕禮及頒獎儀式

教師作總結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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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評核	
教師可因應課節多少及長短設計評核內容, 若要多元化的評系統得以實質的成效, 陳錦雄及李宗

(2003)指出教師應:

1.	 教學過程中與學生一起界定學習的目標, 探討評估指標及制定標準; 

2.	 透過自評及互評, 找出學生的強弱點, 並提供改善方法

3.	 認同努力的付出, 並納入於評估機制之閃

4.	 促進學生的學習及朋輩的支援, 配合現今教改的路向, 以學生為本及協助他們自我建構知識, 

發展技能及培養良好的態度.

所以教師制定本單元的評估計劃時應平衡各評估元素的考慮，如目的範疇等。

在有關欖球技能評核方面(參考康文署(2004)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欖球章別獎勵計劃手冊) 評核的

項目內容及標準舉例如下：

評分等級可因學生程度而自行釐定，如得8完美加1合乎標準以上可得A+；而達6完美加2合乎標

準則可得A，如此類推。評核表格舉例如下：

評核一：

教節 主題

1. 拾球奔跑 球放在離底線外十公尺的地上，學生必須跑前把球鏟/拾起，並保持往前

走。需完成兩次。

2. 接高球 同伴用雙手拋球的方法把欖球拋過橫桿，學生要接穩。需完成兩次。

3. 左手拾球傳球 球放在學生前方地上，學生要向前踏一步，用左手鏟起球並順勢傳球給

在其右後方的同伴。三次中要完成兩次

4. 右手拾球旋轉傳球 如上，要用右手傳球給在其左後方的同伴

5. 奔跑中向左傳球 三人一組，斜線排列，中間一人為考生，三人中以中等步伐一邊跑一邊

傳球。學生要顯示左右傳球純熟。

6. 奔跑中向右傳球 如上今次要從左向右傳球

7. 單左臂接球 同伴在約三公尺以外用雙手拋出高球。學生只可用單臂接球，三次中有

兩次完成

8. 單右臂接球 如上，今次要用右臂

9. 多重傳球 教師安排三個學生橫列在場中，各距約六公尺，第一人的位置在中間比

其餘二人稍前。由中間開始，傳球後向傳球方向繞過接球者，如此類推

用步行速度以8字傳球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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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者姓名：       被評估隊名：     

簽署：      評估日期：     

而教師也可因應學生在非撞式欖球比賽的相關表現而作出整體性的評核，評核表格舉例如下：

學生欖球應用技術整體性評量表

考生姓名：    

欖球技能測試評分

評核二：

評估準則 (表現指標)

動作之純熟性及效能

完美c

合乎

標準

有待

改善

1. 拾球奔跑

2. 接高球

3. 左手拾球傳球

4. 右手拾球旋轉傳球

5. 奔跑中向左傳球

6. 奔跑中向右傳球

7. 單左臂接球

8. 單右臂接球

9. 多重傳球

姓名 球衣號碼 第五級 第四級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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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層次 評估標準

第五級 學生時常能(90%時間以上)合適地，具效果地及合法地應用相關欖球技能及意識於

球賽中，並甚少犯錯。

第四級 學生時常能(75%時間以上)合適地，具效果地及合法地應用相關欖球技能及意識於

球賽中，並甚少犯錯。

第三級 學生經常能(50%時間)合適地及正確地應用相關欖球技能及意識於比賽中，並展示

甚佳的基本技術。

第二級 學生偶然能(25%時間)正確及合法地應用相關欖球技能及意識於比賽中，基本技術

有待改善。

第一級 學生鮮有能應用正確及合法的欖球技能及意識於比賽中，缺乏基本技術。 

評估者姓名： 簽署樣式：

1

2

3

4

5

6

而教師也可因應學生在非撞式欖球課堂或比賽內關於情意範疇的表現而作出量化的評核，評核

表格舉例如下：

被評估者姓名：   隊名：    評估日期：   

在評估項目中，於以下相關空格內簽署：

學生合乎運動道德行為量化評量表

評核三：

評估項目：
評估準則

時時做到 經常做到 有時做到 甚少做到

於球隊中

1. 分擔責任 

2. 服從教練的指示 

3. 鼓勵隊友 

於比賽及訓練時 

1. 根據球例作賽 

2. 避免與人爭執 

3. 接納裁判的判決

於比賽後 

1. 尊重對手

2. 接受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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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有關教授非撞式欖球的其他資訊

非撞式欖球的規則

https://www.internationaltouch.org/what-is-touch/basic-rules-of-touch/ 

Playing for Life - Touch Football Australia
http://touchfootball.com.au/uploads/media/Play_for_Life_-_Touch_Football.pdf

Rugby Canada Implementation Curriculum Guide
https://coach.rugbycanada.ca/pdfs/RC_LTRD%20-%20Implementation-2011.pdf 

Touch New Zealand
http://www.touchnz.co.nz/ 

Coaching Tag and Mini rugby - Scottish Rugby Union
http://www.scottishrugby.org/sites/default/files/editor/docs/coachingminita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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