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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适应深化教育改革，培养高质量人才，探讨普通高校体育教师应具备哪些条件、能力、素质和 

知识结构，对 60名体育理论、体育教育专家和全国l5个省市22个城市 105所普通高校 300名体育教师进行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0％以上的体育教师认为2l世纪合格体育教师应是敬岗敬业，具有实际教学能力和有 

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能够进行科学研究，有良好的身心素质且有善于团结协作的能力，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 

学历层次水平。可见2l世纪的体育教师更注重的是实际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 

关 键 词：体育教学；能力；素质；条件；知识结构；深化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807．4；G64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7116(2001)01—0124—02 

Investigation on quality of physical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2 1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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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I[itFli~,．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ability，quality and knowled~ structure for physical teachers in normal universities by 

questionnaire．The subjects included 60 physical theorists and 300 physical teachers from 105 normal universities．80 per— 

cent ofthe subjects thjnk that a~alified teacher in 21 century must be in honor of his occupation，be sound in body and 

rnind，have practical teach’mg ability and a 800d grasp of basic theory， re the ability of research an d coordination，and 

have hi【gh culture quality and record offormal sch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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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999年3月国家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普通高校教学工作 

会议。会议上提出，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调整知 

识 、能力、素质结构，培养能够主动适 应 2l世纪经济和社会 

发展所需要的高质量人才。深化教育改革起决定作用的是 

教师，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关键也是教师。体育是高校教育内 

容之一，在新形式下如何适应深化教育改革，充分发挥体育 

在培养高质量人才中的作用，体育教师是关键。2l世纪体 

育教师具备什么条件，哪些能力，知识结构和具备哪些素质 

是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在于通过 

词查，了解2l世纪体育教师的模式，为现任体育教师的培训 

和未来体育师资的培养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凋查法 

把2l世纪合格体育教师应具备的条件 、能力、知识结 

构、素质等指标制成问卷，共发放问卷 300份，回收问卷 272 

份，回收率为 90．5％；有效问卷 259份，有效率为 95．22％。 

问卷由课题组在事先进行内容效度与信度检验，均符合研究 

要求，问卷发放、回收、统计由课题组统一进行。 

2．2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我国普通高校副教授以上职称体育教师。 

根据研究任务的需要，由课题组统一设计调查样本结构，确 

定抽样方法(按各高校在校生人数分 3个层次)，抽取样本共 

涉及 l5个省市 22个城市 105所高校。 

2．3 专家调查法 

为确立2l世纪普通高校体育教师所应具备的条件、能 

力 、知识结构 、素质 ，采用专家调查法(以特尔菲法为主)，向 

学校体育理论及体育教学专家发放问卷 60份，统计淘汰次 

要指标，集中和优选确定 2l世纪高校合格体育教师资质诸 

方面的主要指标，为本研究提供方法依据。确定指标为： 

— — 具备条件：敬岗敬业、学历、身高； 
— — 具备能力 ：教学能力、组 织能力、训 练能力、创新 能 

力、科研能力、协作能力； 

— — 具备理论知识结构：专业 基础理论、相邻学 科基础 

理论； 

— — 具备素质：业务素质、电脑知识、外语水平、文化素 

质 、身心素质。 

3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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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应具备条件排序及分析 

如表 1所示 ，有 92．27％的体育教师认为在 2l世纪普通 

高校体育教师所具备的首要条件是敬业精神。这可能是因 

为在目前体育未被放在应有的位置上，体育教师的劳动价值 

未被正确评价的社会形势下，体育教师热爱本职工作 ，敬岗 

敬业的精神尤其显得重要。有 74．905％和 71．8l％的教师认 

为学历条件和身高条件也比较重要。作为高校教师一定的 

学历水平意味着接受过一定程度 的高层次教育和具备 一定 

的知识水平。体育教师区别于其它学科教师的最显著的条 

件就是要有一定的身高，一定的身高有利于增加学生对教师 

的信赖感和提高教师的威信。另外，一定的身高在很多教学 

活动中有利于教学任务的完成和增加教学效果。 

表 1 应具备条件及排序 

3．2 应具备能力排序及分析 

教学能力和组织能力是体育教师教学工作最基本 的能 

力。表 2显示有 90％以上的教师认 为这两项能力在体育 教 

师应具备的各能力中占居首位 ，可见绝大部分体育教师更 注 

重实际工作能力和水平。82％以上 的体育教 师认为创新能 

力和训练能力是 2l世纪高校体育教师 比较重要 的能力。创 

新能力是一名体育教师提高教学水平、教学效果 ，进行科学 

研究的基础。合格的体育教师除了能够搞好体育教学以外， 

还必须在课外训练及提高校队运动水平中发挥作业 ，训练能 

力就显得重要了。75％以上 的教师认 为教师之 间的协 同能 

力不可忽视 ，教师之间的团结协作是搞好教学工作和教研室 

建设的重要保证。有 66 79％的教师认为科研能力是 2l世 

纪体育教师的必备能力，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提 

高教师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 

表2 应具备能力及排序 

教学能力 组织能力 创新能力 训练能力 协作能力 科研能力 

3．3 理论知识结构及排序 

表 3 理论知识结构及排序 

如表 3所示，85％以上的教师认为 2l世纪 的体育 教师 

除了具备专业基础理论知识 以外 ，还应重视加强相邻学科基 

础理论知识 ，拓宽知识 面以适应深化教育改革重新调整知识 

结构的人才培养模 式。75％以上的教师认 为体 育教师应该 

掌握电脑知识和一定程度的外语水平，有利于提高体育教师 

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提高师资的质量，也是教师竞争的主要 

内容。从本项调查来看，2l世纪的体育教师要高知识化。 

3．4 应具备素质及排序 

如表 4所示，85．32％ 的体育教 师认为业务素质 是体育 

教师的最主要素质 ，75．67％的教师认为文化素质 比较重要 ． 

文化素质是体现体育教师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 ，人文素养 

的重要方面。也是培养 2l世纪高质量人才的必要素质。 良 

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在工作中发挥最大的热情和潜力。 

表4 应具备素质及排序 

3．5 各项指标分综合排序 

如表 5所示 ，在所调查的体育教师 中有 83．0l％教师认 

为2l世纪普通高校体育教师首先应具备的是实际教学工作 

能力?78．76％的教师认为体育教师 的理论基础知识和科研 

能力比较重要，其次是教 师的敬业精神、业务 素质 和协同能 

力必不可少。此外 ，90．73％的教 师认 为一名合格 的体育教 

师还必须具备高学历和一定的身高条件及外语水平。 

表 5 各项指标综合排列 

4 结论 

调查结果显示，敬岗敬业是一个合格体育教师的首要条 

件，教学能力和组织能力位居各能力指标之首，创新能力、训 

练能力和科研能力必不可少。体育 教师知识结构 的最 主要 

部分是专业基础理论和相邻学科基础理论，专业素质是体育 

教师最基本的素质 ，文化素质是培养 高质量人 才的必要素 

质。本调查结果表明，2l世纪普通高校现代化体育教师除 

了首先应具备较高的实际教学工作能力以外 ，还必须掌握提 

高教学质量和水平的基础理论知识及具有有助于进行科学 

研究的知识结构。此外，合格的体育教师还应具有培养高质 

量人才的文化品味，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及善于协同工作的 

能力和良好身心素质。高学 历和一定高度的身材也是高校 

体育教师所应具备的主要条件。总之，新世纪高校体育教师 

应是高能力、高知识 、高素质的高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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