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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体育学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影响体育学法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内部因素

和外部因素，不同的内外因素对体育学法的影响各不相同，外部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是教师的教法，

内部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是学生的学习态度。了解和掌握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对教师做好有效的学

法指导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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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studied factors affecting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approaches.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approaches, including internal factors and external factors. Different internal fac-

tor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approaches.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 among external 

factors is teacher’s teaching approaches, while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 among internal factors is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Knowing and controlling the level of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for 

teachers to give effective learning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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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体育学法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运动

技能学习阶段，受到对动作的认识和理解力的影响；

对不同项目类型的学习，还受到项目特点和难易程度

的影响；采取不同教法和具有不同技能水平的教师所

教授的学生，其体育学法也有所不同。因此，体育学

法不是某一方面的因素所决定，而是多个因素协同作

用的结果。 

 

1  体育学法的来源 
体育学法是学生自我学习经验的总结，或是来源

于教师的指导，或是同学的交流等，通过对学法主要

来源问题的调查(多项选择)发现，有 79.3%的学生都认

为学法主要来自于教师的指导，15.6%认为是家长指

导，有 48.9%的学生认为同学之间的交流对自我体育

学法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作用，有 48.8%的学生将学法

归属为自己学习经验的积累。除此之外，有 26.8%的

学生认为主要从多种媒体学习获得。学生在进行体育

学习时所采用的方法，是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  体育学法产生所需的内外条件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和学习实验心理学家加涅认为

“学习受外部和内部两大类条件的制约。外部条件主要

是输入刺激的结构与形式，内部条件是主体以前习得的

知识技能、动机和学习能力等。”[1]加涅还认为，教育

是学习的一种外部条件，其成功与否在于是否有效地

适合和利用内部条件。加涅的学习条件论提醒教师，

提高教学质量要重视学习者的内外条件，并应创造良

好的教学环境和条件。按照加涅对学习过程所需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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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条件的阐述，体育学法产生与形成过程也受诸多

内外部条件的影响。本研究将体育学法产生所需的内

外部条件归纳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只有满足了一定的内外部条件

后，各种类型的体育学法才有产生的可能。而且不同

的学法视内外条件的不同，发挥的作用有一定的差异。

基于此，为了使学生在体育学习时掌握有效的学法，

体育教学中，一方面教师要努力把握各种外部条件刺

激；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和善于思

考、积极探讨等习惯的养成。 

 

表 1  不同类型体育学法产生所需的内外部条件 

学法类型 可能的内部条件 重要的外部条件 

听讲类 

1.具有相对明确的听讲目的
2.相对固定的思维习惯 
3.积极的听讲态度 
4.具有正常的听觉系统 

1.使用言语激活注意——清晰的讲解 
2.积极的语言引导 

观察类 

1.具有明确的观察目的 
2.相对固定的思维习惯 
3.积极的观察态度 
4.具有正常的视觉系统 

1.提供视觉感知信号刺激——准确的示范 
2.根据需要配合多种视觉信号刺激 
3.积极的语言引导 

模仿类 
1.具有一定的模仿动机 
2.具有健全的动觉系统 
3.强烈的学习兴趣 

1.提供听觉与视觉的感知信号刺激 
2.积极的语言引导 

练习类 
1.具有明确的练习目的 
2.积极的练习态度 
3.相对固定的思维习惯 

1.提供一定非自主和自主练习的时机 
2.适时的指导措施 

提问类 
1.具有一定的问题意识 
2.积极的提问方式 
3.发现问题的能力 

1.提供有待解决问题的情境 
2.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或方案 

讨论类 
1.具有探究精神和能力 
2.积极发言参与讨论的习惯

1.给予目标设置 
2.提供讨论课题 
3.给予适当的启发引导 

展示类 1.基本掌握一定运动技能 
2.具有表现欲 

1.提供直接而精炼的反馈 
2.提供展示时机并创设氛围 

 

3  体育学法的影响因素 
体育学法的形成受到各种因素的直接或间接的影

响，本研究对理论专家和一线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按照影响性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在

前 10 位的分别是：教法、学习态度、兴趣爱好、学法

指导、学习目标、学习经验、学习习惯、学习内容、

场地器材和教师的责任心。 

1)教法。 

李秉德[2]在《教学论》指出：“在教学方法运用过

程中，教师教的方法制约着学生学的方法，学生学的

方法也影响着教师教的方法；教师的教法必然通过学

生的学法体现出来，学生的学法实际上是教师指导下

的学习方法。”教法对学法的影响还体现在，教师的教

学必须适应学生的认知规律，必须与学生的学法相契

合。例如钱梦龙[3]提出的“自读六步法”，既是教师的

施教方法，又是学生的学习方法。“自读六步法”有相

应的 6 种自读方式：疏通式自读、提要式自读、提示

式自读，质疑式自读、评点式自读、评论式自读。由

此形成 6 个训练步骤：认读、审题、辨体、问答、质

疑、评析。可见，教法对学法的影响是很大的。体育

学科更是如此，学生对运动技能的掌握几乎都是一步

一步按照教师教的方法去学的，即使有自主学与练的

成分，但必须以一定的教法为参照，正如在访谈中，

部分理论专家、一线教师和学生都有相同的认识：“还

有学法？老师怎么教学生不就应该是怎么学吗？” 其

实，在体育教学活动中，需要教师根据学生学的方法

而施教。 

2)学习态度。 

态度是指对事物的看法和采取的行动[4]。有什么样

的态度就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和策略，学生学习态度

的好坏与其能否自主学习成正相关，而是否会自主学

习则又直接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学习态度与学习

方法关系非常密切，一定程度学习态度支配学习行动。

体育学习中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消极的学习态度将导致

差异性相当大的学习行为方式。如有的学生学习态度

很端正，不论对某项技术是否感兴趣，都会认认真真

地听讲、观察，并积极思考，认真练习。而如果学生

的学习态度不好，即便是平日非常感兴趣的项目，也

会在听讲或观察等学习活动中“溜号”。从学生对听讲

和观察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虽说观察的积极性相对比



 
第 12 期 于素梅等：影响体育学法的因素分析 61  

 

听讲的积极性高，但是两种学习活动中的学习积极性

都不是很高。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关注学生的学法，

尤其对学生的学法进行指导的时候，引导学生形成良

好的学习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3)兴趣爱好。 

兴趣是一种带有趋向性的心理特征，是一个人接

触和认识某种事物的积极态度[5]。对于学生来说，兴趣

则是推动他们进行学习活动的内在动力。学生一旦对

某一学科产生了浓厚兴趣，就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

课堂上会专心听讲。孔子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爱因斯坦所说“热爱是最好的

老师”，都是这一道理。所以，学生学习的兴趣，在任

何一个学科的学习中都至关重要。对于学生的体育学

习而言，由于教师所安排的运动项目并非人人都感兴

趣，即便是感兴趣，所喜爱的程度也会有一定差别，

这将决定着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去听讲、观察和练习。

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模仿活动，如果学生对老师所讲授

的内容或所做的技术示范很感兴趣，就有可能不由自

主地进行模仿。但是，从本研究对学生的体育学习兴

趣的调查中发现，仅有 46.3%的学生对体育学习感兴

趣，有 48.5%的学生兴趣一般，有 5.2%的学生不感兴

趣。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

便对学生有效学法产生积极的影响。 

4)学法指导。 

正确的方法历来被看作是通向成功的桥梁。学生

一旦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学习起来会更加主动，

求知的欲望也会大大增强，日复一日，迁移内化，逐

步形成独立获取知识的技能。有了这种技能，提高学

习效率便有了可靠的基础。因此，教师在教学中教会

学生“怎样学习”，切实加强对学法的指导将是学生产

生有效学法的重要前提。古语有“授人以鱼，只借一

餐；教人以渔，终生受益”的说法，足见学法指导意

义之深远。体育学习中的学法指导，往往是以“要求”、

“提示”、“注意”等方式提出。在对体育课的观察中

发现，既有有声无形的指导，也有无声有形的指导，

更有有声有形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学生无形中就

受到了耳熏目染，逐渐产生自己稳定的学法。 

5)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是学习者预期达到的学习结果和标准。

作为学习者，及早地明确自己应该学会什么，并确信

这些内容值得一学，他们就会自觉地、努力地学习。

国内外的学习实践证明，学习目标具有导向、启动、

激励、凝聚、调控、制约等心理作用。有明确的学习

目标比没有目标对学生学习活动安排、学业成绩提高

都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有人打过形象的比喻：“没有

目标的学习像是饭后散步，有明确目标的学习像是运

动会上赛跑。”由此可见，体育学习有明确的目标一定

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如有的学

生听讲目的非常明确，很快就领会了教师所讲的技术

关键，在练习的时候十分认真刻苦，且不厌其烦。观

察时也是如此，为什么有的学生非常会观察，而有的

学生不知道观察什么，只是看热闹，有时对好的示范

鼓鼓掌，对不成功的示范付之一笑，而不顾及成功与

失败示范的原因何在。本研究在对学生是否有明确的

学习目标所做的调查中发现：学习目标明确的占

75.8%，一般的占 21.9%，不明确的占 2.3%，因此，

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的时候，仍须加强对学生的目标

感的培养。因为，有无明确的学习目标，不但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着什么样的学习方略，还与学习的效果呈

正相关关系。调查显示，学生听讲时的目标是否明确

与听讲效果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听讲目标非常明确的学生听讲效果最好，全部记

住的占 50.4%，不太明确而能全部记住的仅占 22.1%，

听讲时目标不明确的，能够全部记住听讲内容的仅有

6.3%，说明听讲时目标是否明确影响有效学法的产

生，从而间接影响到学习的效果。 

 

体育学法的产生既不完全源于主体，也不完全源

于客体，而是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体育

学法的形成不是来源于学习者自身，也不是由体育学

法形成的外部影响因素决定。正如加涅所说，需要必

要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只有这些条件被满足，各种有

效的学法才有可能产生。另外，影响产生不同体育学

法的诸多因素中，教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学生的学

习态度在内部影响因素中起着决定作用。除此之外，

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学法的指导以及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是否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对有效学法的产生也有着最

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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