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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探讨探讨探讨中学体育课程男女分班制的可行性中学体育课程男女分班制的可行性中学体育课程男女分班制的可行性中学体育课程男女分班制的可行性    
 

/ 颜诒胜，梁振聪 
1.1.1.1.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中国教育学者蔡元培说过，“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

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然

后所谓困苦者，仍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健康的体魄，是发展健全

精神面貌的桥梁，只有通过不间断的锻炼和学习。才能摆脱柔弱病痛。由此可

见，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蔡元培教育文选] 

     

    体育课程在国内已有多年的历史，在受到外来知识冲击及人类不断的自

我挑战精神，近些年来，带给体育课程不断的改革与创新，使现今的体育课已

达到已有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然而，在课程不断的创新进度下，课程能否被孩

子们吸收成為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在现今体育课安排中，大部分的学校都是採
取学生混合形式来进行体育课，据我们所知，男生和女生在步入青春期时，其

身体成长，心理都是有著很大的差异，然而一般上占学生人口 3 分之 2 的男生

往往在体育课时占尽优势，几乎垄断了体育资源，导致女生在体育成长方面远

远落后于男生。若合班一起上体育课，将给呈现一门好的体育课带来一定的困

难。 

    一直以来，独中教育方针都是以德育为先导，让德育贯穿智、体、群、

美、劳诸育，平衡发展六育，然而，体被归纳在六育之一。此外，政府也在

2011 年开始落实“一学生，一运动”的政策，将运动纳入正课，并增加体育课

上课时间。以上这两点显示了体育课程在现代教育里富有重要性地位，所以发

展及维新体育课程，成了一位基本的体育工作者势在必行的首要任务。 

 

    尊孔，是马来西亚第二所建校百年的华校（首所为创校于 1904 年之槟城

孔圣庙中华学校）；在全国 60 所华文独中里则是第一所庆祝百年校庆的华文独

中。2002 年中，告别长期动荡与纷争的尊孔独中董事会提出了“让尊孔回到华

社、让教育回归本原”的校务发展总方针，一手抓社会基础的重建，一手抓教

育改革的开展。近几年尊孔进行教育改革的项目颇多计有：强化辅导及柔化训

导、多元化课程与教学评量、推广课外活动、发展体育运动、开展网上教学、

英语教改、户外教学、野外求生营等。 

   

2.2.2.2.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2.1    初中学生正处于少年时期，年龄大多在 12-15 岁，其生长发育

正处于高峰期。由于脑垂体释放生长素的次数增加，身体长高加快，男

孩每年可增高 7～9 厘米，有的可达 10～12 厘米；女孩每年增长 5～7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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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有的可达 8～10 厘米。体重每年增长 5～6 千克，有的可达 8～10 千

克。其中，男孩肌肉增长较多，女孩脂肪增长较多。女生发育比男生早，

女生突增期结束后（约 12 岁左右），男生才开始青春发育的突增阶段。

由于初中男女生身体素质之间的明显差异。 

     

2.2  初中男女生的生理机能有许多差异。一般来说，男生心脏体积大于

女生 10%-15%，脉搏频率比女生慢 2-3 次∕分，血压比女生高 0.67-

1.33 千帕(5-10 毫米汞柱)。每搏输出量比女生多 10-15 毫升，每分输

出量多 0.3-0.5 升,所以女生靠增加心跳次数来弥补小于男生的每分输

出量。此外，女生的红细胞数量与血红蛋白含量均低于男生。这些都是

限制女生耐力能力提高的因素。女生的胸廓、胸围、呼吸差均小于男生，

呼吸肌较弱，以胸式呼吸为主；呼吸频率快，肺活量为男生的 70%，肺

通气量和最大吸氧量均小于男生。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教学项目选择、

器械的大小与重量都应男女生有所区别。男生选择竞技性强，有一定强

度的体育项目，如田径、篮球、足球等，女生则选择韵律性强、节奏明

快、动作优美的体育项目，如体操、艺术体操、健美操等。[初中生体育

课是否适合分班教学] 

    

2.3  初中男女生对户外上体育课的心态也有著相当大的差异。由於现今

社会的审美关系，女生都很避忌晒太阳，因為深怕皮肤变黑，而往往学

校的体育措施都是设在户外，所以很多女生都会选择逃避或敷衍的心态

来完成体育课，若让他们进行户内的体育活动，心态正确则积极参与，

效果来的比户外的好。而男生则比较不会在意自己的皮肤色素，反之，

更喜欢选择在户外进行体育课，这对他们的身体素质增长也起到很大的

帮助。 

 

2.4  初中男女生社会心理行为特征是：由于性成熟而导致身体变化，结

果使少年的性情处于彻底改变的状态。少年的学习动机、对问题的见解，

彼此的尊重，往生育由于突然的情绪波动而失去稳定性。他们的兴趣和

爱好各不相同，并经常转移兴趣和爱好。所以，男生和女生在选择喜好

的运动上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异，男生通常都会选择比较富有竞争力的运

动项目，而女生通常都会选择比较文雅性质的运动项目。[少年期身心发

展特征] 

    

2.5   男女生身体素质之间的差异，大约在 10 岁前并不明显，而大致在

13 岁以后，随著年龄的增长，差异越来越大，大约在 18 岁左右开始稳定。

在初中时期男生的身体素质迅速增长，与女生的身体素质差异非常明显。

另外，女生发育比男生早，女生突增期结束后（约 12 岁左右），男生才

开始青春发育的突增阶段。由于初中男女生身体素质之间的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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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体育教学中，为了男女生身体素质提高的不同需求，应当进行男

女生分班教学。[初中生的生理发育需要和男女个体差异] 

 

2.6   初中男女生的生理机能有许多差异。男生选择竞技性强，有一定

强度的体育项目，如田径、篮球、足球等，女生则选择韵律性强、节奏

明快、动作优美的体育项目，如体操、艺术体操、健美操等。由于男女

生的不同生理特点和不同的项目选择，体育教学中为了有针对性地发展

男女生的生理机能应当男女分班教学。而同班上课不可能照顾得那么细

致，会导致教学内容的弱化和简单化。[北京初中男女生分班上体育争议

中进行] 

 

2.7   男女分班教学是最基本的分组教学方式，一名教师上 40 多名男生

或女生的体育课，由于体育项目统一，学生差异不大，课上的体育活动

就可以统一管理，集中讲解，集中示范，分组练习，个别纠正。教师也

能够集中力量，关照到所有的学生。在男女合班教学中，就会给教学组

织和管理带来难度，有时会顾此失彼，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事故。” 

 

3333....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男女分开实验组经过一年的体育课程训练后的整体素质提升。 

 

4444....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4.1  现今测试身体素质有很多种方法，如：跳绳反映身体的协调能力，

俯卧撑反映身体的肌耐力，耐力跑反映身体的有氧能力及摸高反映身体

的弹跳能力等。而仰卧起坐指标是反映核心肌肉中腹内斜肌、腹直肌和

腹横肌等肌肉的力量和耐力。核心肌力不仅对人体的核心稳定性起重

要作用，而且在竞技体育运动中它能够主动发力，也是人体运动的一

个重要“发力源”。由于测试紧凑的关系，我们只选择了仰卧起坐作为

测试项目。通过仰卧起坐测试，来探考体育课男女分班制的有效性。 

 

4.2  仰卧起坐测试指标 

A） 一分钟能起坐多少。（以次数计算） 

B） 在过程中，两手交叉于胸前/抱着后脑勺/拉着左右耳。 

C） 背部离开地面，躯干需垂直 75 度-90 度。 

D） 背部需完全着地，肩胛骨以上则不需。 

 

4.3 问卷调查法主要是通过问卷询问，抽样式调查孩子们在心理及心

态上能否接纳或接触后所得到的直接感。通过随机抽选的方式，每班分

别为 13 男生，12 女生，进行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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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研究对象    

观察对象包括尊孔独中初一级（J11,J12,J16,J17）（男生 106，女生

85）及初二级（J21,J22,J25,J26）（男生 115，女生 80）的所有同学。 

 

6666....研究结果研究结果研究结果研究结果        

6666.1.1.1.1 仰卧起坐数据分析仰卧起坐数据分析仰卧起坐数据分析仰卧起坐数据分析    

    

    

    

    

    

    

    

    

    

比较初二级的男生仰卧起坐成绩，可以明显看到前后成绩有明显上

升的趋势，从开始的个人平均次数 36.38 提升至 40.62，总体个人成绩提

升 4.23。 

 

比较初二级女生的仰卧起坐成绩，可以明显观察到前后成绩有非常

大幅度的上升，从原先的平均个人次数 24.22 提升至 28.88，总体成绩个

人次数提升 4.65。 

    

比较初一级男生的仰卧起坐成绩，可以明显观察到前后成绩有非常

大幅度的上升，从原先的平均个人次数 29.44 提升至 34.64，总体成绩个

人次数提升 5.20。 

    

比较初一级女生的仰卧起坐成绩，可以清楚观察到前后成绩有微小

幅度的上升，从原先的平均个人次数 26.67 提升至 27.75，总体成绩个人

次数提升 1.08。 

    

老师能更精细化的照顾到一些比较弱的同学，而这些体育比较弱的

同学在不断的鼓励和自身有更多时间接触并加肯以努力的情况下，让自

己体育课业的成绩提升也达到了学校所推广的身心健康之效果。 

 

上课实况人数变少了，运动空间，设施及器材变多了，所以在进行

练习上，学生也获得很多的时间及机会尝试，学生们有更多的场地和时

间，进行个人技术和能力的练习，在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运动下，心

年级年级年级年级    平均次数平均次数平均次数平均次数    

上半年 下半年 

J1 
男 36.38 40.62 

女 24.22 28.88 

J2 
男 29.44 34.64 

女 26.67 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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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不知觉中就变得更爱运动，从中就激发出更多的运动潜能， 

 

当同性同学身在一起，就会彼此产生竞争，而这些竞争都属于良性

竞争，从体育学及体育心理的角度上分析，体育运动的良性竞争，不但

可以提升自己的体育成绩和身体素质，也可以感染身边的朋友一起加入

其行列，使身旁的人也热爱运动起来。    

    

很多女同学由于之前男女合班时呈现出内向害羞的性格，心态上都

不爱及害怕接触体育这门课程，使往往在课堂上呈现懒散和怠慢的局面。

而经过男女分班制以后，由于同性的关系，开始愿意慢慢的接触体育这

门课程，从而对这门课程感兴趣。在没有异性在旁的情况下，少了那份

小孩所谓的尴尬，加上同性朋友时常的鼓励，上起课来心情更放松自在，

也更愿意去挑战新的运动内容及之前不敢尝试的球类运动。在问卷调查

的第 8 题里，在 C 选项上，我们可以发现到，大部分的学生都选上了

“都是同性朋友，比较容易交流上课心得”，反映出女生在上体育课的心

态上，还是比较希望是男女分开的。从观察和问卷上来分析，女生不爱

上体育课的其中几项原因，可能是因为男生在运动上的强势让小女生的

弱小的心灵招架不住或女生觉得在运动上同性生理问题会比较得到彼此

的了解，至于这两推测的准确度，就有待再探考。 

 

女生们在之前的合班体育课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所以在考试时

心态和练习量，往往都成正比，经过分班制后，在班上被授课的人数减

少下，每人获得学习机会平均变多了，使女生们慢慢的开始接触体育这

门课程，相对的，老师也有更多的时间去注意及帮助这帮孩子，并与孩

子们沟通进行交流，并在事后加以指导及引导好让孩子们更喜欢体育运

动这门课程。女生在有充足的练习时间的情况下，慢慢的去揣摩体育运

动技术的要点（仰卧起坐的发力点）来突破自身的标准。 

    

进行分班制后，我们可以观察到初一男生的好玩性格，在经过户外

活动后对体育运动产生的好感，充分的发挥玩，并建立在学习其中以达

到体育运动的技术和要点上的提升，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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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2.2.2.2 各班的数据分析各班的数据分析各班的数据分析各班的数据分析    

 

在初一及初二男生的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数据前后对比之下，

每班都处于上升状态，除了 J22 男生.这是因为 J22 男生在测试中不认真，

没尽百分之一百的力量，在测试前为下课时段，学生都是用过早餐后才

开始测试，所以出来的数据效果显得不够理想。 

  

在初一及初二女生的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数据前后对比之下，

每班都处于上升状态，除了 J16 女生及 J17 女生这两班。这是因为跟初

一编排的体育课程有关（篮球，体能），在问卷第九题，选出一项你最喜

欢的体育运动中，数据分析显示，有 60%的女生选择了羽球，10%的女

生选择篮球，20%的女生选择排球及 10%女生选择田径，从数据观察得

来，女生们视乎比较喜欢运动强度稍微比较小的羽球而不喜欢动作偏大

篮球运动。 

    

6.36.36.36.3 问卷调查分析问卷调查分析问卷调查分析问卷调查分析    

6.36.36.36.3.1.1.1.1 初一级问卷分析初一级问卷分析初一级问卷分析初一级问卷分析    

    

    

    

    

    

    

    

    

0

500

1000

1500

J11 J12 J16 J17

J1 BOY

J1 BOY 

midyear

J1 BOY 

yearend 0

500

1000

1500

2000

J22 J21 J25 J26

J2 BOY

J2 BOY 

midyear

J2 BOY 

yearend

0

500

1000

J11 J12 J16 J17

J1 GIRL

J1 GIRL 

midyear

J1 GIRL 

yearend
0

500

1000

J22 J21 J25 J26

J2 GIRL

J2 GIRL 

midyear

J2 GIRL 

yearend

         选项 

题目 

非常喜欢 

（%） 

喜欢

（%） 

一般

（%） 

不喜欢

（%） 

非常不喜欢

（%） 

2）对今年中学体育课

程内容（如：田径、

篮球等）的评价是？ 

20.2 34.6 40.4 3.8 1.0 

3）你对学校进行体育

课男女分班制男女分班制男女分班制男女分班制有何评

价？ 

10.6 23.1 52.9 10.6 2.9 

7）体育课男女分班，对你是否有收获？ （有）55.3 （无）44.7 



《2012 尊孔独中教育经验分享会暨研习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8 

 

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清楚的观察到初一级学生对于男女分班制心

态上是普遍接受的。从第 2 题观察，只有少数 4.8%的学生呈现不喜欢的

状况，而大部分的学生对于今年的体育课程还是算满意，从中也反映了

对现今体育课的模式的一种认同。而在第三题，有 13.5%的学生不喜欢

男女分班这种制度，经过调查发现这班学生处于还未适应的情况下，由

于在小学 6 年的学校制度下，都没有课程有男女分班制上课的现像，所

以，还需要些时间适应。而在第 7 题，有高达 44.7%的学生认为男女分

班制是无收获的，只所以会有那么多学生觉得无收获，主要的原因在于

现今的体育课程，老师的教学方式都是从玩的基础上开始来吸引学生的

兴趣，并在玩的基础上来提升孩子的运动天赋，所以学生在短期内感觉

到无收获是正常的。 

 

6.36.36.36.3.2.2.2.2 初二级问卷分析初二级问卷分析初二级问卷分析初二级问卷分析    

 

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清楚的观察到初二级学生对于男女分班制心

态上也是普遍接受的。从第 2 题观察，只有少数 6.1%的学生出现不喜欢

课程安排的状况，其余的 93.9%都是处于认可的状态。不喜欢课程的安

排，可能是出现在球类活动安排上，经老师们的了解，今年的初二级女

生特爱排球，而今年上课的主要内容还是环绕在篮球。而在第 3 题，有

16.9%的学生不喜欢男女分班制度，比初一学生高出 3.4%，经过调查原

因在于，某些初二级学生出现情窦初开现象，开始对于异性的仰慕，从

而觉得男女分班后就少了上课的原动力，而此状况都出现于初二级男生

身上。而在第 7 题，有高达 42.6%学生觉得没有收获，此原因和初一级

的解释是一样的，若此课程推行久了，慢慢学生们就会在这制度里找到

学校的乐趣。 

 

7777....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经过数据的分析与问卷的调查，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到，男女分班制在

中学体育教育中施行是利多于弊的。分班制除了让学生带来更多的学习时间与

7）体育课男女分班，对你是否有收获？ （有）

57.4% 

（无） 

42.6% 

         选项 

题目 

非常喜欢 

（%） 

喜欢

（%） 

一般

（%） 

不喜欢

（%） 

非常不喜欢

（%） 

2）对今年中学体育课

程内容（如：田径、

篮球等）的评价是？ 

11.9 29.7 51.2 5.9 1.0 

3）你对学校进行体育

课男女分班制男女分班制男女分班制男女分班制有何评

价？ 

13.9 26.7 42.6 13.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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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也带来了学生们有更强的学习欲望。除此之外，也让老师们有时间与精

力细腻的照顾到每位学生，从而观察学生们潜能并加以激发。教育的改革，顾

名思义是要让教育在学生身上有更好施行教育的本质，在社会不断的进步，时

代不断的变化，人类不断的进化，咨询不断的新化的情况下，教育是不可能一

直停留在原地，而是根据当儿的情况进行研究及改革，然而在体育教育也是如

此。 

 

8888....综合文献综合文献综合文献综合文献    

1. 初中生体育课是否适合分班教学，黄晶晶。 

2. 少年期身心发展特征，中国网。 

3. 初中生的生理发育需要和男女个体差异，龚真观。 

4. 北京初中男女生分班上体育争议中进行，邓兴军，北京青年报。 

5. 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 

 

9999....问题与建议问题与建议问题与建议问题与建议    

1. 在进行分班测试的过程中，往往都会碰到人数不平均的问题，往后的分

班需要关注人数搭配的问题。 

2. 场地是尊孔体育课编排最大的挑战，若要将分班实行的完善，这个困难

必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