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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详细介绍体育游戏在中职学校体育课教学中的具体要求,通过专业的研究与调查,
精准找出其在中职体育课教学中的实际运用,如科学设置游戏内容、灵活改进游戏形式、增加体育
游戏评判、管控体育游戏细节及合理融合信息技术等,从而有效增强体育游戏在体育课教学中的应
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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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ports Games in the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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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sports games in the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n detail, and through professional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accurately find out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such as setting up the game content scientifically, improving the game form flexibly, increasing the judgment of
sports games, controlling the details of sports games and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asonably, so a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ports games in sport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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