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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体育教师教育标准的颁布是引领美国体育教师教育专业化发展的动力，是培养高质量职

前体育教师的重要保障。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比较分析、归纳演绎等方法，以美国 2001 版、2008 版、2017
版《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为研究对象，从标准制定的社会背景、主要内容、演变特征及影响等 4 个方
面进行解析，提出培养我国体育教育专业人才的启示。研究发现，
《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演变的特征
表现为愈发重视将教学过程视作有机整体；更加强调信息技术的运用；逐渐细化评价职前体育教师的依
据；日益彰显反思性教学策略。受标准变化影响，美国各州体育教育专业越来越关注社会公正教育的推
广以及注重综合性学校体力活动计划的开发。启示：重视提高体育教育专业人才信息素养；优化体育教
育专业课程设置；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人才培养评价机制；提倡反思性教学以推进体育教师专业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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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标准是促进国家教师教育的发展，建

述美国体育教师教育标准的出台背景、框架内容及

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推动教师专业化进程的指导

主要特征；二是，不同版本标准的比较研究，尹志华

［1］

性文件 。体育教育作为师范类专业的重要组成

等［5］、段子才［6］、黄汉升［6］、姜志明［7］、王涛［7］、史庆

部分，其教师教育标准的制定既能推动体育教育

玲［8］对比不同级别标准的异同，评析标准变化的特

专业积极参与师范认证，也为职前体育教师的培

征。国外学者对于《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的研

［2］

养提供指导依据 。美国健康和体育教育工作者

究主要集中在标准的演进历程和对职前体育教师培

协会（SHAPE America）下属的全国体育运动协会

养的作用与影响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标准演进

（NASPE）经过潜心钻研，于 2001 年颁发了《体育教

历程研究，Susan G［9］、Gloria E ［10］、Andrea R［11］等学

师教育标准》，分为初级和高级教师标准两个层次，

者相继探讨了评估 3 版《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的

前者定位于本科生层面，后者定位于硕士研究生层

策略，剖析不同版本标准的主要变化内容并预测了

面。经过多年实践运用，
《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

未来标准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对职前体育教师

衍生出 2001 版、2008 版和 2017 版共 3 个版本，成为

培养的作用和影响研究，Weiyun Chen［12］、Timothy

衡量职前体育教师综合能力的重要评价依据，也是

Baghurst［13］、Dominique Banville ［14］等学者主要探讨

培养职前体育教师的基本准则。由于美国的体育教

了《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对培养职前体育教师

师教育标准颁布时间较早，标准体系较为成熟，在

在教学知识、职业信仰、课程设计与实施、实践活动

体育教师教育专业发展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

经验以及专业发展等方面的指导作用以及对体育教

义和研究价值。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国
内外研究各有侧重。国内关于《初级体育教师教育
标准》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标准内容的解
读与分析，王健等 ［3］、张玉宝［4］、詹建国［4］细致地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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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育项目设计的影响。总体而言，国内尚未有对

跃校园计划，希望孩子们通过参加更多的校园体育

3 版标准从演变内容到演变影响进行全面剖析的文

活动，增强体质健康。基于体力活动对儿童青少年

献。基于此，本文以美国《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

身心健康及社会适应的良好影响，2013 年，SHAPE

为研究对象，探微 3 版标准的出台背景、演变内容、

America 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共同发

演变特征及其影响，以期为我国培养高质量的体育

布《综合学校体育活动项目：学校指南》，率先提出

师资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综 合 性 学 校 体 力 活 动 计 划（comprehensive school
physical activity program，简 称 CSPAP），建 议 全 美

1

美国出台《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的社会背景

1.1

K-12 年级（学前至高中）的学校实施该计划，该指南

响应美国“标准化的教育运动”
（2001 版）

指导各学区和学校（幼儿园、中小学）来开发、实施、

19 世纪末，学生成绩较差的现象激发了美国民

评估其综合性学校体力活动计划，同时也成为了青

［15］

，由此，一场“基于标准

少年儿童参与体育活动的潜在解决方案［17］。为促

的教育运动”在美国兴起，教育改革的焦点由“教育

使 CSPAP 计划在中小学顺利推进，SHAPE America

质量”向“教师质量”转变。《国家在危急之中，教育

再度修改与颁布《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整合

改革势在必行》
《教师教育变革的呼吁》
《教师应当

CSPAP 实施经验到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中，以培养职

知道做什么》等系列报告掀起了第一次教育改革运

前体育教师成功实施 CSPAP 计划。

众对教师队伍质量的担忧

动。随后，
《国家为培养 21 世纪的教师做准备》的
颁发引起了美国第二次教育改革。1995 年，NASPE

2

发布了学生成绩评估的标准，美国开始了一场基

变状况

于标准的教育运动以解决中小学生成绩下降的问

2.1 《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的主要内容

题。NASPE 于 2001 年颁发了《初级体育教师教育

美国《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的主要内容及演

美国《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是由 NASPE 基

标准》。

于州际新教师评估与支持联合（INTASC）的 10 项核

1.2

美国儿童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境况（2008 版）

心标准进行制定的，历经多次论证后于 2001 年正式

2001 版《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的颁布提出

发布初版。标准强调高质量的体育教育需要高素

了对体育教育工作者的职业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间

质的体育教师，如何培养优秀的体育教师成为体育

接提升了学生的体育成绩。但是自 20 世纪中叶以

教育改革运动的中心环节。《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

来，美国超重或肥胖儿童的数量一直在增长，与此相

准》在职前体育教师学习专业知识、技能与培养职

关联，心血管疾病、II 型糖尿病、高血压和血脂异常

业素养方面起着关键作用，2001 版标准主要由 10 个

等相关疾病的增加成为了美国显著的公共卫生问

维度、44 项具体细则及 3 个表现评价等级组成（表

［16］

。研究发现，美国儿童青少年的肥胖问题与中

1）。2008 版标准在 2001 版基础上进行修订，减少了

小学体育教师的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一，体育

4 个维度，标准具体细则精简为 28 项，从科学的理论

教师的社会地位不高，薪资待遇较少，导致体育教师

知识、技能和体能、规划和实施、教学和管理、对学

的职业认同感较低；其二，体育教师自身专业能力

生学习的影响以及专业性等 6 个方面规范职前体育

不够，缺乏职业信念，无法确立职业发展的目标。为

教师应具备的专业能力，体现了标准本位的改革理

改变这种局面，NASPE 组织美国著名的学校体育理

念［18］。2017 版标准框架由 6 个维度、25 项具体细则

论研究与实践专家重新修订《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

和 3 个表现评价等级组成，强调职前体育教师应从 6

准》，并于 2008 年发布，以期提高职前体育教师的培

个方面实施与 K-12 体育教育水平结果相一致的适

养质量，进而改善儿童青少年体质下降的问题。

］
宜性教学行为［19（图
1）。

1.3

学校发展 CSPAP 计划的迫切需求（2017 版）

2.2 《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的演变状况

儿童青少年体能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

2.2.1

题

标准框架结构的具体描述

于体力活动的参与度。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

就标准框架组成的角度而言，其变化主要体现

巴马提议发起“让我们动起来！”
（Let's move！）的活

在两个方面：其一，简化标准的维度。标准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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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1

表 1 美国 3 版《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的内容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3rd edition of“Standards for Elementar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in the United States
2001 版

2008 版

2017 版

标准 1：内容知识

标准 1：科学的理论知识

标准 1：内容和基础知识

标准 2：成长与发展

标准 2：技能和体能

标准 2：技能和健康相关的体适能

标准 3：学生的多样性

标准 3：规划和实施

标准 3：规划和实施

标准 4：管理和激励

标准 4：教学和管理

标准 4：教学演示和管理

标准 5：沟通

标准 5：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标准 5：学生学习情况评估

标准 6：规划和指导

标准 6：专业性

标准 6：专业责任

标准 7：学生评估
标准 8：反思
标准 9：技术
标准 10：合作
注：资料来源于 https：//www.shapeamerica.org/accreditation/peteacherprep.aspx？hkey=103 bc087-516f- 4d60- b95b-a3da31a12441

版︽初级体育教育教师教育标准︾
2017

标准 1 ：内容和
基础知识

1.1 描述和运用实施 Pre K-12 体育课程中基础性的知识内容。
1.2 描述和运用实施 Pre K-12 体育课程中专业性的知识内容。
1.3 描述和运用与 Pre K-12 学生的动作技能、身体活动和体适能相关的生理学和生物力学概念。
1.4 描述和运用与 Pre K-12 学生的动作技能、身体活动和体适能相关的运动技能学习和心理学原理。
1.5 描述并运用与 Pre K-12 学生的基本运动技能、动作技能、身体活动和体适能相关的运动发展理论
和原则。
1.6 描述体育教育和立法问题的历史、哲学和社会观点。

标准 2 ：技能和
健康相关的体
适能

2.1 展示所有基本运动技能方面的能力，以及至少在 4 个体育领域的内容中能表现出熟练的技能（如
游戏运动、水上运动、舞蹈和节奏活动、健身活动、户外运动、个人表演活动）。
2.2 在整个课程中实现并保持增进健康的体适能水平。为了帮助有特殊需要的个人去完成标准 2 的
内容，体育教师教育计划允许并鼓励使用各种设备以进行熟练的技能展示（如增强通信设备、多媒体
设备）和增进体适能（如：减重计划，运动日志）。

标准 3：规划和
实施

3.1 计划和实施适宜的 ( 如适合发展的、基于表现的 ) 短期和长期计划目标，使之与地方、州或 SHAPE
America 国家标准的 K-12 体育教育年级水平的结果保持一致。
3.2 计划和实施渐进性内容 , 使之与短期和长期计划目标保持一致，并满足所有学生的不同需求。
3.3 计划和管理资源，提供积极、公平和平等的学习体验。
3.4 计划和实施个性化教学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根据学习情况 , 对所有学生的学习方式实行具体
的调整。
3.5 规划和落实学习体验，要求学生在实现一个或多个短期、长期计划目标时 , 恰当地使用技巧技能。
3.6 规划和落实学习体验，要求学生恰当地使用元认知策略来分析自身的表现结果。

标准 4：教学演
示和管理

4.1 在所有学习体验中传达尊重和感知力，展示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技巧。
4.2 实施与短期和长期计划目标一致的教学示范、教学讲解和教学提示。
4.3 评估学习环境的动态变化 , 并根据需要调整教学任务 , 以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发展。
4.4 实施常规、过渡和积极的行为管理，以创建和维护一个安全的，助人的和有吸引力的学习环境。
4.5 分析动作技能和表现概念 , 以提供具体、一致的反馈来促进学生的学习。

标准 5：学生学
习情况评估

5.1 选择或创建真实、规范的评估，衡量学生完成短期和长期目标的情况。
5.2 实施形成性评估（在长期计划完成之前并在整个过程中监控学生的学习），以吸总结性评估（在长
期计划完成之后评估学生的学习）。
5.3 实施反思循环，以指导针对学生表现、学生学习以及短期和长期计划目标的决策制定。

标 准 6：专 业
责任

6.1 从事反映职业道德、实践和文化能力的行为。
6.2 在学校或专业组织中进行持续的专业性成长及合作。
6.3 描述促进、倡导体育教育和扩大体育活动机会的策略。

图 1 2017 版《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的内容及其具体细则
Fig.1 The content and speciﬁc rules of the 2017 edition of the Standard
注：资料来源于 https：//www.shapeamerica.org/accreditation/upl oad/National-Standards-f or-Initial-Physic al-Education-Teacher-Education-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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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01 版的 10 项减少为 2008 版的 6 项，但核心指标

度，在具体细则上减少为 25 项，显得更加凝练，标准

与关键概念并没有减少，而是重新排列组合，对其中

具体细则的条目虽减少，但关键内容被重新归并组

的细则加以提炼浓缩，优化组成了标准内容。如将

成新的细则。如 2017 版标准 2 将能够达到的运动技

2001 版的标准 4“管理和激励”、标准 5“沟通”融合

术及表现的运动理念融为一体，凸显了职前体育教

为 2008 版的标准 4“教学和管理”；其二，归并标准

师专业技能的重要性（表 2）。

具体细则。2017 版标准与 2008 版相似，分为 6 个维
表 2 2008 版与 2017 版《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中第二条标准的具体细则
The speciﬁc rules of the second article in the 2008 and 2017 editions of the“Education Standards for Primar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ab.2

2008 版

具体细则

标准 2：技能和
体能

2.1 能够在各类体育运动项
目中展现出一定技能。
2.2 能够在运动中达到并保
持健康水平。
2.3 能够在各类体育运动项
目中表现出运动理念。

2017 版

具体细则

标 准 2：技 能 和 健
康相关的体适能

2.1 展示所有基本运动技能方面的能力，以及至少在 4 个体育项目
中能表现出熟练的技能（如游戏运动、水上运动、舞蹈和节奏活动、
健身活动、户外运动、个人表演活动等）。
2.2 在整个课程中实现并保持增进健康的体适能水平。为了帮助有
特殊需要的个人去完成标准 2 的内容，体育教师教育计划允许并鼓
励使用各种设备以进行熟练的技能展示（如增强通信设备、多媒体
设备）和增进体适能（如减重计划，运动日志）。

注：资料来源于 https：//www.shapeamerica.org/accreditation/peteacherprep.aspx？hkey=103 bc087-5 16f- 4d60-b95b-a3da31a12441

2.2.2

准首次提出通过元认知策略来促进学生运动技能的

标准目标领域的具体描述

《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在目标领域表述上

学习，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学生的需求。标准注重

逐渐精炼，突出重点内容（表 3）。其一，在 2017 版标

反馈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并使用沟通、反馈以及

Tab.3

表 3 美国 3 版《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的目标领域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target ﬁelds of the 3rd edition of the“Standards for Elementar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in the United States
目标领域

2001 版

标准 1：职前体育教师能够理解与学生成长有关的体育教育内容和学科概念。
标准 2：职前体育教师能够理解学生如何学习和发展，并提供支持学生在身体、认知、社会和情感上发展的机会。
标准 3：职前体育教师能够理解学生在思维能力及学习方法上的差异，并根据这些差异进行针对性地教学。
标准 4：职前体育教师能够理解个人和团体的动机及行为，并利用其创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以鼓励学生进行积极的社会性互
动、积极参与学习和自我激励。
标准 5：职前体育教师能够使用有效的语言、非语言和媒体沟通技术知识来提高学生在体育环境中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
标准 6：职前体育教师能够规划和设计适合学生在不同阶段进行发展学习的教学方案，以培养出受过良好体育教育的人。
标准 7：职前体育教师能够理解并使用多样化评估，以促进学生在身体、认知、社会和情感领域的整体发展。
标准 8：职前体育教师能在教学中善于反思和总结，推动教育质量整体提高，并积极寻求机会来促进自身专业的发展。
标准 9：职前体育教师能使用信息技术来增强学生的学习效率，并促进个人和专业的发展。
标准 10：职前体育教师能够与同事、学生家庭和社区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2008 版

标准 1：职前体育教师能够理解并应用对学生发展至关重要的体育学科的理论概念。
标准 2：职前体育教师是受过体育教育的个体，具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表现出色的运动技能和增强健康的运动能力。
标准 3：职前体育教师应根据地方、州和国家标准来规划和实施适合发展的学习计划，以满足所有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标准 4：职前体育教师能够使用有效的沟通方式和教学技巧及策略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能力。
标准 5：职前体育教师能利用评估和反思来促进学生的学习并指导教学决策。
标准 6：职前体育教师能表现出作为体育教育专业人员所必备的基本素质。

2017 版

标准 1：职前体育教师能理解基础性和专业性的知识内容，以及根据 PreK-12（学前教育至高中）体育课程内容，有效实施所需的科
学和理论知识。
标准 2：职前体育教师具备体育人文素养，能在体育教育领域和体适能水平上表现出熟练的技能技巧。
标准 3：职前体育教师能够应用课程内容和基础知识来计划并实施与地方、州或 K-12 体育教育水平结果相一致的适宜性学习计
划，通过有效利用资源或提高元认知策略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
标准 4：职前体育教师通过有效运用教学技能，让学生参与有意义的体育活动，并使用沟通、反馈以及教学和管理技能来促进学生
的学习。
标准 5：职前体育教师选择并实施适当的评估，以监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指导与教学有关的决策。
标准 6：职前体育教师能够具备体育教育专业人员的素质。包括能展现出职业道德和实践能力；能持续寻求发展专业能力的机会；
能倡导体育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扩展更多体育活动的机会，以支持具有体育素养个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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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来拓宽体育教育的范畴。其二，2017 版标准中

划、监测和评估等 3 个不同的阶段，在规划阶段，学

的第 6 个目标领域提出职前体育教师能够具备体育

生必须思考如何完成学习任务，职前体育教师应提

教育专业人员的素质，包括创造更多的体育活动机

示学生思考两个问题：
“我了解什么？我需要学习

会，以提高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如培养具

什么？”在监测阶段，学生分析自我表现，思考如何

备体育文化素养的学生能在体育运动中展现相关的

“完善”或提高技能。职前体育教师可以提醒学生

概念原理、展现运动技能、展现出尊重自我和对他人

思考：
“我做了哪些练习？我应该怎样来提高？”在

负责任的社会行为，能认识到体育活动对健康、娱

评估阶段，学生应该反思所学到的知识，以及如何将

乐、挑战、社交和自我表现的价值。体育素养不仅是

所学应用到其他事情中。当学生使用元认知策略

简单的身体活动，更多地包含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

时，他们从“被动学习者转变为主动学习者”。

知识技能体现、体育价值和意义体现以及学生在体

第 三，紧 密 对 接《K-12 国 家 体 育 课 程 标 准》。

育活动中展现的社会适应能力。

1995 年，NASPE 制定《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为美国

2.2.3

学校体育课程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在两次修订后

标准内容的演变

第一，重视职前体育教师专业知识、技能与素养

改名为《K-12 国家体育课程标准》。2017 版标准为

的发展。专业知识、技能和素养作为职前体育教师

体育教师教育计划提供指导，培养既具备专业知识

发展的核心条件在《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中得

和技能又有正确价值观的高素质职前体育教师，以

到充分的体现。2001 版与 2008 版标准要求职前体

保证《K-12 国家体育课程标准》在学校体育教学中

育教师理解并运用体育学科的理论概念，并能展示

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在

优异的运动技能。而 2017 版标准强调职前体育教

内容和基础知识、技能与健康相关的体适能、规划和

师具备体育人文素养，能有效传授科学理论知识，

实施教学过程的 3 个层面中体现出与《K-12 国家体

以及在体育教学中表现出熟练的运动技能，包括以

育课程标准》密切相关。如 2017 版标准 1 要求职前

下 3 个方面：其一，标准规定了职前体育教师应掌

体育教师根据 K-12 年级体育课程的内容，掌握基础

握的基础知识与学科专业知识，强调职前体育教师

性和专业性的知识内容，包括心理学、生理学、教育

需注重学生体育知识的学习与情感、兴趣等非认知

学、哲学等内容；能在 K-12 年级的体育课程中教授

心理方面的密切联系，促使学生更好地吸收体育知

学生所需的科学和理论知识。标准 2 要求职前体育

识。其二，标准还要求职前体育教师至少能展现 4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展现出熟练的运动技能与良好的

项体育技能，将所掌握的专业能力通过教学设计、课

身体素质，并采取多种形式的练习手段为学生展示

堂组织、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与教学反思运用到实践

运动技能的关键点，利于学生更加深切地体会动作

中去，以提升职前体育教师的教学能力。其三，专业

要领。标准 3 要求职前体育教师实施与地方、州或

素养作为体育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专业

《K-12 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相一致的教学目标与计

道德、情操、态度与信念等要素。如 2017 版标准 6 强

划，如制定适合发展的短期和长期计划，为培养学生

调职前体育教师应从事反映职业道德的行为，与人

“终身体育”意识奠定基础。

交流时需传达出尊重和理解，在学校或专业组织中
职前体育教师还应起到体育活动促进者和协调者的

3

作用。

3.1

美国《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的演变特征
愈发重视将教学过程视作有机整体

第二，增强元认知教学策略。元认知策略是运

2001 版与 2008 版标准都重视职前体育教师的

动认知、社会认知和行动的核心结构，可以增强对运

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素养，尤其突出了教学实

动技能练习的理解，并阐明动作的理论概念。元认

践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的

知策略增加了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思考，其目的是监

过程中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对职前体育教师在教学

测、评估和自我调节之间的主要相互作用。在 2017

和管理、规划和实施、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等方面提出

版标准 3 的规划和实施中要求学生恰当地使用元认

具体要求。如标准 3 要求职前体育教师制定与学生

知策略来分析自身的表现结果。元认知策略包括规

学习活动相关的目标（短期或长期），目标包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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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多个领域（图 2），并能利用目标设计教学内

具体反馈等，以此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标准 5 要求职

容与划分教学顺序，指导教学活动；标准 4 规定职前

前体育教师基于各项评估数据（包括学生信息）与

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种沟通形式（如任务

表现对学生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的反映，及时

表、公告板等），创造一个鼓励学生学习的环境，包括

采取教学措施（如建立学生评估档案）来完善教学

选择直接或间接教学法进行有效示范、提示线索、

体系。
3.1 制定与教学目标一致的短期和长期计划以满足学生
需要。
3.2 制定与地方，州或国家标准目标一致的有效（可度量
的、适宜学生发展的）计划。

3.3 实施的教学内容应与课堂目标相一致。
2008 版《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中
第三条标准：规划和实施

3.4 合理规划教学资源，提高课堂教学公平性，激发学生
的参与性。
3.5 基于学生不同的需求，调整教学计划和开展适宜的
教学内容，针对学生的个性实行教育和管理。

3.6 采用渐进式的计划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

Fig.2

图 2 2008 年版《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中第 3 条标准的具体内容
The speciﬁc content of the third article in the 2008 edition of the“Education Standards for Primar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注：资料来源于 https：// www. Shape America. Org/accreditation/upload/National-Standards-for-Initial-Physical-Education- Teac her-Education2008.pdf

3.2

反馈，对不同学生群体的身体活动水平、运动技能的

更加强调信息技术的运用
《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要求职前体育教师

高低以及虚拟技能练习的影响在体育教学中的功能

掌握适当的信息技术以满足课程目标的达成，随着

进行分类，要求职前体育教师能使用包括运动和身

标准的持续修订在信息技术的运用方面呈现出以下

体活动监测工具、在线教室管理系统、身体健康数据

特征：其一，2001 版与 2008 版标准提出使用信息技

管理和报告工具等，以新颖、直观的教学技术激发学

术（如增强通信设备、数字影像、电脑化运动设备、活

生的学习兴趣。

动监控设备、演示软件和社交媒体平台设备、计步

3.3

逐渐细化评价职前体育教师的依据

器、运动手表、心脏监护仪、阻抗棒等）以增强学生的

《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重视基于表现的评

学习效率，并促进职前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此类信

价，有效地防止了仅靠分数来评定职前体育教师的

息技术被强调为初级体育教师的教学工具。其二，

合格与否。2001 版和 2008 版标准的各项具体内容

2017 版标准重视职前体育教师集成开发各类现代

后面都设置了 3 个表现评价等级，并说明可以采取

信息技术并融合到体育教学实践中，在这些项目中

多种评价方式。在每项内容后又具体列出了符合各

引进技术的主要目的与规划、指导和评估有关，包括

个等级的详细要求，以等级三“目标”为培养职前体

身体活动和健康追踪工具、移动设备和应用程序、视

育教师的最高标准。如 2008 版标准 6 的第二条具体

频游戏以及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其三，被引入体

内容要求职前体育教师积极参与各种促进专业成长

育教师教育中的健康监测仪是常用的工具，用于测

的活动，并列出参加专业发展活动的具体要求（图

量课堂时间、观察体育活动参与度和加强与健康有

3）。职前体育教师根据标准提出的详细要求，列出

关的健身概念，能够帮助职前体育教师达到 2017 版

评价材料，包括教学设计、体育活动开展记录、课后

标准 4 的要求。职前体育教师识别和诊断错误动作

反思等，以证实评价的真实性与标准的可操作性，有

时，运动类游戏也能帮助学生分析动作并进行指定

效避免了以单一的卷面成绩来评定职前体育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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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版《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中第六条标准：通过参与活动和加强
协作来促进职前体育教师的发展

不能接受

能接受

目标

职前体育教师能够根据规定参与专业发
展相结合的活动；职前体育教师可能无
法达到专业发展的最低标准；职前体育
教师可能无法按照计划达成与教职工、
家长、监督主管的要求。

职前体育教师利用一切机会参加促进专
业发展的活动，如专业俱乐部、州会议、
健康展览会、
“运动强心”活动，记录了
其与教职工、家长、监督主管的合作过
程。

职前体育教师利用一切机会参加促进专
业发展的活动，包括参加超出计划要求
外的活动，如在专业发展会议中发表演
讲、在学生团体中发挥领导作用并规划
活动。记录了其与教职工、家长、监督主
管的合作过程。

Fig.3

图 3 2008 版《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中第六条标准的第二项具体内容
The speciﬁc content of item 2 of the 6th article in the 2008 edition of“Standards for Primar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注：资料来源于 https：//www. Shape America. Org/accreditation/upload/National-Standards-for-Initial-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2008.pdf

整体能力。

证理事会（NCATE）对体育教育专业进行认证的标

3.4

日益彰显反思性教学策略

准。美国各州高校的体育教育专业以《初级体育教

3 版《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都要求职前体育

师教育标准》和《K-12 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作为顶

教师实施反思性教学策略，其中，2001 版与 2008 版

层设计规划职前体育教师培养项目，如路易斯安那

标准认为反思性教学策略能改变职前体育教师的教

州立大学终身锻炼体育活动实践项目、犹他大学体

学表现。而 2017 版标准提出实施反思性教学策略

育科学系的体育教育项目、特洛伊州立大学健康体

有利于指导学生学习，达成教学目标。因此，职前体

育项目。其中，体育活动实践项目是将大学体育课

育教师不仅是传授者，更是自身教学过程的研究者。

程与社会联系起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渠道，职前体

如 2017 版标准提出职前体育教师能评价自己的行

育教师将在这个学习环境中学到许多重要的知识和

为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如学生、家长、同事等）。根据

职业技能。实践学习活动与 2017 版标准 3、标准 4、

标准的要求，职前体育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其一，

标准 5 有着高度的联系。如标准 3 强调计划和实施，

启用循环反思的程序，包括描述教学过程、评价教学

所有实践学习项目都需要在教学前进行培训，并在

表现、改正教学表现（如教学方式、教学态度、教学批

指导教师的监督下认真实施。标准 4 侧重于教学演

评、目标设定等）、实施改变等，职前体育教师需运用

示和管理。在实践学习过程中，职前体育教师根据

基础方法教授课程，并从多种角度看待和理解教学；

自己的课程将管理任务运用到教学内容中。标准 5

其二，注重同行（如同事、专业协会等）监督与评价，

强调了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职前体育教师利用评估

监督过程对于提高职前体育教师的反思能力至关重

和反思来促进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此外，美国许多

要，培养职前体育教师应更多地关注反思过程，包括

学校体育课程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新体育”的概念

如何提高反思能力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其三，强调

被融入课程，同时，也增加了体育教师的责任。因

视觉形式的反馈，通过观察教学视频，使用评估策略

此，应对照《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的具体内容并

和软件程序进行教学分析。通过对职前体育教师教

结合实际情况来培养职前体育教师。

学表现的评价，将反思性策略付诸在教学实践中，以

4.2

提高职前体育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

对职前体育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影响
《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和《K-12 国家体育课

程标准》在体育教育课程中起到引领指导作用。美
4

美国《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演变对各州体育

国诸多学者认为社会公正教育应该在《初级体育教

教育发展的影响

师教育标准》中得到更多体现。具体落实到最新修

4.1

订的 2017 年版标准中，有 6 个部分涉及体育教育中

对职前体育教师培养计划的影响
《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是全美教师教育认

社会公正的主题。包括标准 1 内容和基础知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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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3 规划和实施中满足所有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与公

5.1

重视提高体育教育专业人才信息素养

平的学习体验；标准 4 教学演示和管理中传达尊重

2018 年，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

和感知力；标准 6 新增的内容重点强调专业责任，强

划》的通知指出，持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

调社会正义教育，这是制定更具社会包容性和公正

合，教育信息化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的高阶演

性标准的表现，该标准还侧重宣传职业道德、职业发

进［20］。第一，由于运动技术的特殊性，在课堂教学

展。在美国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体育教师

中学生只能通过观察法看教师的示范，进而通过本

教育更应注重文化能力的发展，将社会公正教育合

体感觉器建立自己的动作模式，而运用信息技术中

理纳入《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中。

图、文、声、像与体育教学相结合，让学生重复观看、

4.3

对职前体育教师实践教育的影响

比较、学习技术动作，能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美国各州体育教师教育计划是《初级体育教师

性，帮助学生在大脑中建立准确的动作表象，从而有

教育标准》的细则展开的，目的是解决职前体育教

效提高掌握运动技术的能力。第二，信息技术与体

师在整个培养过程中发展与专业相关的教育学知

育教学融合能够促进师生互动，提高体育课堂教学

识和技能。标准中的规划和实施能够指导体育教

效果。学生通过视频观看体育教学图像，教师通过

育专业人才培养，有助于职前体育教师掌握教学技

讲解、讨论、分析运动技术，增加师生之间的交流与

能。根据人才培养评价的要求应建立教育实习档案

互动，改善学生的学习状态。因此，可以将体育教

袋，涵盖实践理论学习、教学管理、教学课程多样性、

学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纳入学业成绩考核中，推动

评估和反思等，档案袋的内容又反馈给职前体育教

职前体育教师积极创新与融合新型教学模式，使体

师，推动职前体育教师对教学过程进行反思与改进。

育教育专业培养的人才能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建

2017 版越来越重视职前体育教师的实践教育课程，

设教学课程，促使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深度融入体

通过增加校内校外的体育活动机会，扩展新课程等

育教学。

方式将综合性学校体力活动计划（CSPAP）的系列课

5.2

优化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

程纳入到体育教师教育中，期望职前体育教师在体

在人才培养的环节中课程设置是达到《初级体

育教学、校内身体活动、上学前和放学后的身体活

育教师教育标准》的根本保障，应突出职前体育教

动、教职工参与、家庭和社区配合等 5 个方面开展体

师需要掌握的理论知识、专业技能与开展教学过程

力活动，从而取得优质的实践经验。因此，在体育教

的能力。其一，整合课程科目，调整开设比例。系统

师教育中开发 CSPAP 课程，培养职前体育教师开展

梳理通识类、学科专业类与教师教育类课程，整合专

CSPAP 计划的能力更有利于职前体育教师实践教

业必修课程内容，注重文理渗透，增添选修课程科

学能力的提高。

目，开拓职前体育教师的知识面，培养职前体育教师
成为“受过完整教育的个体”。其二，更新与完善课

5

对我国培养体育教育专业人才的启示

程内容。对照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的人才培养目

美国《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是高校体育教

标，细化与更新课程内容，保障课程内容的时效性，

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准则，以标准理论为引领，提升职

体育教育专业应丰富课程体系，在课程中融入中小

前体育教师教学实践能力为目标而制定的评估职前

学阶段体育教学实际案例，提升职前体育教师教育

体育教师合格与否的量尺。近年来，我国高校体育

的经验。其三，强化实践环节，规范实践课程要求。

教育专业在人才培养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

体育教育专业必须重视实践类课程环节，保障实践

是，我国尚未制定体育教师教育标准，各高校办学水

课程的开设条件，包括实践次数、时间、场地以及指

平存在一定差异，部分高校还需进一步细化、改进和

导教师等。加强职前体育教师教育实践能力及综

提升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过程。该标准在规范体

合素质的早期培养，使其真正体会到“教学”和“教

育教育专业的建设、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等方

会”的重要性。总之，在体育教育人才培养的整个

面，为我国体育教师教育提供有益借鉴与启示。

过程中，课程设置总体特征为综合化、选修化与实
践化。
·90·

常娟，文静：美国《初级体育教师教育标准》演变的解析与启示

5.3

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人才培养评价

范类专业认证的推力，汲取美国 3 版《初级体育教师
教育标准》中的经验，有益于优化我国体育教育专

机制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

业建设的布局，为我国体育教师教育的长期发展奠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坚持加快完善

定坚实的基础。既是完善和提升我国体育教师教育

［21］

学校评价标准，促进人才培养评价方法多元化

。

其一，评价主体为多元主体参与评价，主要由教师、

质量的良好途径，也是落实《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
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的有力保障。

评估中心以及社会认证机构和用人单位组成，尤其
是应充分重视用人单位的评价，建立健全评估监测
机制。其二，在评价内容上分为能力与素质两个方
面，能力方面包括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运用能力、专业
教学实践能力、实施与开展体育活动的能力。素质
方面包括社会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与创新能力
等。其三，在评价指标上，强调职前体育教师的表现
价值、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包括职前体育教师的社会
服务贡献、初步科研能力、指导实践能力等，在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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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Evolution of“Education Standards for
Elementar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in the United States
CHANG Juan，WEN Ji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12，China）
Abstract：The promulgation of the 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standards is the driving force that lead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t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and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pre-servic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Using literature review，comparative analysis，induction and deduction and other
methods，with the 2001，2008，and 2017 editions of the“Standards for Primar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in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tandards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social background，main
content，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ﬂuence，and put forward the enlightenment for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in my countr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Education Standards for
Elementar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are manifested in the increasing emphasis on the teaching process as an organic
whole；more emphasis on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and the gradual reﬁnement of the basis for evaluating pre-servic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In addition，reﬂ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are increasingly demonstrated. Affected by the changes
in the standards，physical education majors in various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justice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school physical activity plans. The suggestions are shown
as follows：Pay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physic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s；optimize the curriculum
of physical education；establish a talent training evaluation mechanism involving stakeholders；promote reﬂective teaching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Key words：preservic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standards；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process；reﬂec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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