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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高校的课程设置直接与市场需求接轨，这是美国大学实行就业教育的显著特点。

美国休闲娱乐治疗的教科书内容和学生就业去向充分体现了该专业教育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的。通

过对我国部分城市的健身俱乐部、户外运动俱乐部等的调查发现具有较强的社会需求，我国部分

高校已具备开设休闲娱乐治疗课程的条件，通过借鉴国外课程和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可以在短

时间内开设休闲娱乐治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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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set up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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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iculum setup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directly connected to market 

needs, which is a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of employment education implemented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tents of textbooks for leisure entertainment therapy in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embody that 

the education for this specialty is orientated for employment. By investigating fitness clubs and outdoor sports clubs 

in some cities in China, the author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re is a high social demand for such clubs; 

some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have been provided with the conditions for opening a leisure entertain-

ment therapy curriculum, and can open such a curriculum in a short time by referring to foreign curriculums and 

considering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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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许多大学里，休闲娱乐治疗作为一门应

用性很强的课程深受学生青睐。这门课程应用运动、

艺术、音乐、心理辅导、医学等学科的知识，以课堂

讲授和户外活动相结合的形式，教给学生如何通过休

闲、娱乐活动来帮助那些身体或心理有问题的人们进

行康复。学生学习了这门课程之后，可以胜任社会上

的很多工作职位，如在社区、特教学校、康复中心、

残疾儿童福利院、医院、监狱等。目前中国个别高校

也在尝试开设休闲娱乐类课程。 

本研究收集了美国的肯特州立大学、密西根大学、

北依阿华大学、西北大学等 4 个权威版本的“休闲娱

乐治疗”教科书[1-4]，对教科书的内容、结构框架进行

了研究。利用“2008 运动休闲与健康国际论坛”的机

会对美国密西根大学、肯特州立大学、北依阿华大学、

西北大学、西北密苏里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达拉

威尔大学和西伊利诺伊大学等 8 所大学的休闲娱乐治

疗专业的教师进行课程内容及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

和访谈。并了解北京、石家庄、天津、青岛、广州等

地的健身俱乐部、户外运动俱乐部等与休闲娱乐相关

的机构需求，认为我国部分高校体育学院在所开设的

运动休闲相关课程的基础上可开设休闲治疗课程。 

 

1  美国高校“休闲娱乐治疗”课程内容及学

生就业去向 



 
第 7 期 罗雪莲：美国大学“休闲娱乐治疗”课程介绍及启示 37  

 

美国高校的课程设置直接与市场需求接轨，这是

美国大学实行就业教育的显著特点之一[5]。在本研究收

集到的所有版本的教科书中，“休闲娱乐治疗”课程的

就业去向和工作岗位成为教科书中的首要内容。即在

教科书的第 1 章就着重介绍“休闲娱乐治疗”课程的

学科内容和学习本课程后能从事那些工作、目前社会

上有哪些岗位需要“休闲娱乐治疗”课程相关人才。

这样的内容安排突出体现了美国大学的办学宗旨，即

以学生的就业为导向，从一开始就贯彻学为所用的主

导思想。其次，作为一门学科，“休闲娱乐治疗”课程

的历史及发展是教科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了解一门

学科的历史对于了解学科的发展和未来趋势，对于建

立对该学科的兴趣具有重要作用。最后，“休闲娱乐治

疗”课程的教学过程与组织方法是教科书的核心。此

外，休闲娱乐与儿童发展、休闲娱乐治疗与心理健康、

老年问题、药物滥用、犯罪等等都是这门课程的主要

内容(见表 1)。 

 
表 1  美国 4本“休闲娱乐治疗”教科书的主要内容 

《娱乐治疗基础》 《娱乐治疗》 
《治疗性娱乐方案设计：

原则和程序》 
《娱乐和休闲治疗应用》 

休闲娱乐治疗的工作岗位 

休闲娱乐治疗的历史 

休闲娱乐治疗的原则 

休闲娱乐治疗的过程 

社区的休闲娱乐 

休闲娱乐与精神健康 

休闲娱乐与残疾人的发展 

老年问题与休闲娱乐治疗 

休闲娱乐治疗的相关就业岗位

战争与国家紧急状态下的休

闲娱乐治疗 
人本主义的休闲娱乐治疗 
全球休闲娱乐治疗展望 
休闲娱乐治疗活动的组织 
休闲娱乐治疗过程 
特殊人群的休闲娱乐治疗

(案例) 
休闲娱乐治疗从医院到社区

休闲娱乐治疗：一个年轻

的学科 
休闲娱乐治疗的就业机会

休闲娱乐治疗的场所与治

疗模式 
身体康复中的休闲娱乐治疗

心理康复中的休闲娱乐治疗

老年与终身休闲娱乐 
身体活动与全人健康 
休闲娱乐与国家福利、经

济政策 

休闲娱乐治疗的历史 

休闲娱乐治疗的原则和过程 

心理异常的休闲娱乐治疗 

特殊职业的休闲娱乐 

残疾人的休闲与娱乐治疗 

社会压力与休闲娱乐治疗 

休闲娱乐治疗的案例 

休闲娱乐治疗中的医学 

 
从表 1 可知，以上 4 本教科书的共同特点就是将

休闲娱乐治疗的过程与方法作为教科书的核心内容，

注重可操作性，使学生学习后能够学以致用，充分体

现了该专业以就业为导向的特点。 

学生就业去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休闲治疗中心。加州一个休闲治疗中心收容一

些无家可归、贫穷、滥用药物的人，甚至一些有暴力

倾向的人。该中心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这些人走出困

境。 

(2)福利中心。有些学生毕业后在残疾儿童福利中

心工作，通过专门设计的休闲、娱乐活动来帮助这些

儿童培养自身生活能力，提高自信心。 

(3)康复训练中心。纽约一家康复训练中心的工作

是帮助脑卒中和心脏病人恢复力量、关节活动度、协

调性，重建自信与自尊。 

(4)社会工作站。Settlement House 就是美国政府建

立的一个旨在帮助居住在贫民窟的人们的社会工作

站，工作站人员居住在贫民窟，与贫民交往、共同从

事或组织活动，并帮助贫民窟的居民表达心声，向社

会呼吁维权等。这是从社会角度而设立的休闲治疗。 

 

2  我国高校开设休闲娱乐课程的必要性 
随着运动健身在我国成为一种时尚和热潮，健身

俱乐部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各俱乐部纷纷努力拓

展业务范围，运动康复与治疗已成为俱乐部未来发展

的新业务。许多客户走进俱乐部，目的就是寻求自身

慢性病的康复，或者为了寻找一种轻松、健康的氛围，

以改善自己的情绪、释放压力。然而，大部分的俱乐

部并没有专门针对情绪调节、心理康复的业务，也就

是我们所述的休闲娱乐治疗。在受访的俱乐部中，每

个俱乐部都表明，有超过半数的会员有康复和治疗的

需求；有超过 25%的会员直接以康复和治疗为目的而

走进俱乐部；有 45.3%的客户对现行俱乐部所开设的

项目不满意，认为项目单调，缺乏娱乐性。在所有的

受访俱乐部中，会员年龄都以中、青年人为主。从城

市公园和公共运动场所来看，老年人和少年儿童又是

活动的主要人群。这表明，在我国有运动健身需求的

人群跨越各个年龄段，这是休闲娱乐治疗的潜在市场

所在。事实上，很多老年人从事运动锻炼都是带着康

复与治疗的目的。 

在调查的所有高校中，还没有一所大学开设休闲

娱乐治疗课程，但有许多课程可以作为休闲娱乐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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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基础课程或组成部分，如运动医学、体育保健

学、体育游戏、户外运动、运动训练学等。从美国休

闲娱乐治疗的课程内容来看，休闲娱乐治疗的手段与

方法多种多样，没有固定的模式，重要的是对休闲娱

乐活动的设计和过程控制，而这种设计是基于运动生

理学和运动医学原理，对活动过程的控制则与我们现

有课程中的户外运动和体育游戏有共同之处。因此，

我们开设休闲娱乐治疗课程可以在吸取美国课程内容

的基础上，积极组合我们现有课程的内容，建立适合

我国国情的休闲娱乐治疗课程体系。同时要培育市场，

使学生、社会和民众都能从休闲娱乐治疗课程中受益。

近年来，许多院校开设了运动休闲与管理相关专业，

但对该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还处于探索阶段。

引入休闲娱乐治疗课程可以帮助运动休闲专业丰富课

程设置，增加培养方向，对丰富运动休闲专业课程体

系也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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