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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教学设计的研究，有利于做到因材施教，因地、因校

制宜，突出培训教学的实践性特点，切实提高培训效果。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教学设计可分

为学习需要的分析、制订教学目标、选用教学内容、设计教学策略、设计成果及过程评价等 5 个

基本步骤。教学策略的设计是中小学体育教师教学设计的核心环节，其主要内容包括教学组织形

式、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的设计 3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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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teaching design of further educ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ele-

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is conducive to teaching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eachers, taking measur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schools, highlighting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training, and effectively enhancing 

training effects. Teaching design of further educ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can be divided into such 5 basic steps as learning need analysis, teaching objective establishment, teaching 

content selection, teaching strategy design, evaluation of design achiev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eaching 

strategy design is the core link in teaching desig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its main contents include the design of teaching organization form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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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学设计专家罗伯特·加涅[1]认为，教学设计

是一个系统规划教学的过程，以获得 优化的教学效

果为目的。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学设

计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不少学者对教

学设计的原理和方法展开了许多颇有创意的研究。由于

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在教学对象、教学目标及体育

学科本身等方面的特殊性，只有加强教学设计的研究，

才能切实提高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效果。 

 

1  加强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教学设计研究 

1.1  从教学对象的主体需要出发，做到因材施教 

美国有效教学论专家加里·D·鲍里奇[2]认为，每

个课堂上都存在着大量的个体差异。不管你多么熟练

地传播知识，这些差异都会影响你的教学效果。 

从宏观上来讲，继续教育不同于学历教育的一个

重要特点是其教学对象的在职性和成人性；从中观上

来讲，继续教育可以按培训对象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

层次，如新任教师岗前培训、在职教师岗位培训、骨

干教师提高培训等；从微观上来讲，即使是在同一个

培训班级，培训对象在思想素质、专业态度、业务水

平、能力特长、兴趣爱好等方面必然存在差异。因此，

只有加强教学设计的研究，充分了解教学对象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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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才能切实提高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教学工

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2  从课程管理的实际需要出发，做到因地因校制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基础教育课程管理呈

现出权力集中和权力下放两种趋势，各个国家和地区

都在探索符合时代特点和本国、本地区实际的课程管

理方式。在世纪之交，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也迈出

了实质性的一步，出台了三级课程管理政策，确立了

地方和学校参与基础教育课程管理的权力主体地位，

从而为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优势，确保基础教

育的高质量和适应性提供了制度保证[3]。三级课程管理

包括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它们在我国课

程体系中分别具有不同的地位，也分别有着各自的课

程开发主体。 

三级课程管理模式的实施，要求中小学体育教师

要从课程教材的执行者转变为课程开发的参与者，这

对继续教育的教学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强中小学

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教学设计的研究，是适应新课程管

理模式的需要。特别是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实施，

需要培训者根据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性质和特点，

充分考虑本地区和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合理地进行教

学设计，做到因地、因校制宜，才能提高培训工作的

效果。 

1.3  从体育学科的特性出发，突出培训教学的实践性

特点 

体育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实践性。在体育学习

的过程中，每个学生自身既是学习的主体，同时也是

学习的手段和对象；没有身体力行，体育学习就无法

进行；体育学习的效果是通过学生自身身体和行为的变

化而表现出来的。在体育学习中当然也有知识的学习和

道德品质教育等，但这些也主要是在运动实践的过程中

进行并完成的。这是体育课程的 大特征[4]。无论是健

身价值还是育人价值抑或是其它价值，体育学科都必须

通过运动实践去达成，这是体育学科的本质特征。 

实践性是体育学科区别于其它学科的一个重要特

征，也要求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教学活动不能

简单照搬其它文化学科的教学方式。加强教学设计的

研究，有助于设计出那些能够真正提高体育教师教学

技能技巧和课程开发能力及实际管理能力，且形式生

动活泼、实践性很强的教学方案，改变过去那种停留

在课本、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教学的现象，突出体育教

师继续教育的实践性特点。 

1.4  践行“体验学习”，切实提高培训的实效性 

教学设计实际上是指教育实践工作者以各种学习

和教学理论为基础，依据教学对象及学科的特点，运

用系统的观点与方法，遵循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对

教学活动进行的规划和安排。从不同的学习和教学理

论出发，就会设计出不同的教学活动方案，也会表现

出不同的教学实践活动。事实上，各种学习和教学理

论都有着各自的优越性，也相应地有着各自的局限性。 

体验学习源于著名教育家杜威的“经验学习”，但

大卫·库伯[5]把它推向了另一个境界，认为体验学习既

区别于传统的理性主义教学理论，又不同于行为主义

学习理论，它具有如下特征：体验学习是一个以体验

为基础的持续过程，而不是结果；体验学习是在辩证

对立方式中解决冲突的过程；体验学习是个体与环境

之间连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4]。正如其它学习理论一

样，对体验学习也存在着一些质疑和争议。体验学习

在基础教育阶段特别是文化课的教学中，也许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但就中小学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而言，

体验学习还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根据体验学习的

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尝试构建基于体验学习的继续教

育、个人发展及工作实践的循环关系。立足于体验学

习，跳出从理论到理论的纸上谈兵式的低效培训方式，

有助于设计出 优化的教学方案，促进继续教育、个

人发展和工作实践的良性循环，进而提高培训的实际

效果。 

 

2  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教学设计的基

本步骤 
教学设计是以获得 优化的教学效果为目的，以

学习理论、教学理论及传播理论为理论基础，运用系

统方法分析教学问题，确定教学目标，建立解决教学

问题的策略方案、试行解决方案、评价试行结果和修

改方案的过程。从教学设计过程的一般模式上来看，

教学设计过程包括很多环节，涉及到诸多要素，其中

学生、目标、策略和评价是构成教学设计的 4 大核心

要素。因此，常规的教学设计一般分为学习需要的分

析、制订教学目标、设计教学策略、设计成果及过程

评价等 4 个基本步骤。不过，由于中小学体育教师继

续教育并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可用，也没有固定的教学

内容体系可供参考，因此，很有必要增加选用教学内

容这一重要环节。也就是说，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

育的教学设计应该包括 5 个基本步骤。 

2.1  学习需要的分析 

学习需要的分析是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教学

设计的起点，要达到教学效果的 优化，必须重视对

培训对象学习需要的分析。在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

育中，教师的教始终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教学目标

的完成情况往往体现在学员学习效果及行为和情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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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方面。学习需要的分析是制订教学目标、选用教

学内容、设计教学策略、开展教学评价的重要依据。 

教学设计是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只有发现了问

题，认清问题的本质才能着手对它进行解决。中小学

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学习需要的分析主要是进行 3 方

面的工作：一是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中小学体育教师

在职业态度、知识能力、专业技能、兴趣爱好等方面

的基本情况，分析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二

是通过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确定教学目标的

重点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三是分析现有的资源条

件和制约因素，明确设计教学方案以及可行性。 

2.2  制订教学目标 

在教学设计的理论与方法中，设计的目的是为了

优化实现预期的目标，因此教师在具体实施教学前必

须明确“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师生的活动、教学资

源和媒体的设计与选择、教学策略的确定及应用，均

要围绕实现教学目标来进行。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

育的教学目标，首先要服务于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

程改革的需要。体育新课程的全面实施要求中小学体

育教师要尽快实现角色转变，从课程教材的执行者转

变为课程开发的参与者，由运动技能的传授者转变为

学生健康成长的促进者，由体育教学的控制者转变为

学生主动学习的引导者，从教材的传习者转变为教材

的使用者[6]。 

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教学目标，必须坚持

实用性、针对性，突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着眼于提升

教师的综合素质，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如果参照布

鲁姆教育目标的分类理论，可以把中小学体育教师继

续教育的教学目标划分为知识、态度、技能 3 个基本

维度。在知识目标方面，主要是完善体育教师的知识

结构，拓宽学术视野；在态度目标方面，主要是帮助

体育教师树立与新课程相适应的教学理念，确立以“学

生发展为本”的全新教学观；在技能目标方面，主要

是增强体育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和教学研究意识，培

养对体育教学实践的反思能力等。 

2.3  选用教学内容 

在常规的教学设计中，教学内容的选用虽然也被

认为是教学设计的一个环节，但并没有与学习需要的

分析、制订教学目标、设计结果及实施过程评价这些

环节视为同等重要。然而，具体对中小学体育教师继

续教育的教学设计而言，教学内容的选用就显得十分

重要，因为迄今为止我国并没有组织编写这方面的教

材，也没有发布教学内容体系的指导性意见，培训机

构和培训教师往往是“摸着石头过河”。 

从基础教育的现状来看，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

育的教学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体育课程改革类、体

育教学研究类、大课间体育活动类和学校体育科研类

4 大模块。课程改革模块主要精选体育新课程的相关

理论知识，帮助体育教师了解课程改革的 新动态；

教学研究模块主要精选基于新课程理念的体育教学方

面的新知识，帮助体育教师树立新的教学观念，不断

改进教学技巧；大课间体育活动模块主要选择大课间

体育活动的意义和方法等内容，以促进大课间体育活

动的推广；体育科研模块主要选择体育科研的理论和

方法，培养学员的科研能力，达到以研促教的目的。

这 4 大模块构成了培训内容的总体框架，具体到某个

专题的教学内容，还需要根据学员主体需要和教学目

标进一步细化。 

2.4  设计教学策略 

教学策略是教学设计的核心环节，它是指在教学

过程中，为完成特定的目标，依据教学的主客观条件，

特别是学生的实际，对所选用的教学顺序、教学活动

程序、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等的总体

考虑。有效的教学需要有可供选择的策略来达到不同

的教学目标，而且需要在运用过程中不断予以相应的

监控、调节和创新。 

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教学策略的选用包括策

略选择和策略运用两方面。策略选择是指对教与学的

活动程序、组织形式、方法和媒体等的相对 优的选

择，即在主、客观条件可能与可行的前提下，尽力在

更广泛的有关教与学策略等系列中，找到科学的、更

具有实效性的教学策略。策略运用又可分为策略监控、

策略调节和策略创新 3 种形式。策略监控是指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应随时注意策略运用的效益、缺

漏等，使策略过程与认知过程同步。策略调节和策略

创新主要是指由于教学活动的复杂性、多种因素的交

叉干扰，如教与学、师与生、知与行等矛盾之中交织

着矛盾，需要随时及时给以相应的调整、补充以至创

新等。对中小学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而言，教学策略

的创新尤其重要，因为培训对象的差异性很大，而且

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适用各种培训的教学

策略。 

2.5  设计成果及过程评价 

评价是评判教学设计成果及其实施过程、检验教

学效果和调整教学过程的重要手段，因此，确定评价

理念及实施方式是教学设计的必要一环。教学设计的

根本目的是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形成优化学习的方案，

并在实施中取得 好的效果，也就是说要促进学习以

取得更佳的学习效果。从教学设计的角度来看，评价

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初步完成后的教学设计



 
60 体育学刊 第 17 卷 

 

方案本身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进行相应的修改

和完善；另一方面则是对教学设计付诸实践后的分析

评判，相当于教学反思，为下一次进行类似的教学设

计时提供参考。 

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教学设计成果及其实施

过程的评价，应坚持以“发展性评价理论”为指导，

强调评价的目的在于促进教学设计的不断完善、教学

效果的不断提高及教师的专业成长。对教学设计的成

果要发挥评价的反馈调节功能，以及时修订教学设计

方案；对教学设计付诸实践的实施过程要发挥评价的

反思总结功能。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教学设计的

评价主要从学习需要分析是否准确、教学目标制订是

否合理、教学内容选用是否恰当、教学策略设计是否

有效等入手。 

 

3  新教学观念下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

的教学策略 

3.1  设计教学策略要树立“交往互动”的教学观念 

在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教学工作中，在既

定教学对象、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的情况下， 终的

教学效果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教学策略的选用。教学策

略实质上就是要解决“怎样教”和“怎样学”的问题，

而不同的教学观念对这一问题会有不同的回答。因此，

作为教学设计的核心环节，培训教师在设计教学策略

时必须及时更新教学观念。 

21 世纪以来，随着教学观念的更新，教学过程被

认为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没有

交往，没有互动，就不存在或不发生教学，那些只有

教学的形式表现而无实质交往的“教学”是假教学。

把教学本质定位为交往和互动，是对教学过程的正本

清源，是对传统教学观念的重大突破[7]。 

由于教学对象的成人性及体育学科的实践性，中

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更应该树立基于“体验学习”

的“交往互动”的教学观念，并全面渗透到教学策略

设计的整个过程中。从体验学习理念来看，应该注重

把教师的理论传授与学员的实践体验结合起来，让培

训成为促进学员专业成长的过程，致力于构建实践工

作——继续教育——个人发展的良性循环。从“交往

互动”的教学观念来看，教学是教师与学员的交往和

互动，师生双方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

互补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员分享彼此的

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彼此的情感、体验与观念，

丰富教学内容，求得新的发现，从而彼此达到共识、

共享、共进，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 

3.2  教学策略设计的基本内容 

1)教学组织形式的设计。 

教学组织形式是教学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

目标的完成、教学内容的实施、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运

用、教学过程的贯彻都要综合、集结、具体落实到一

定的教学组织形式中。教学组织形式是否科学合理，

对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教学效果具有直接的影

响，培训组织机构和相关人员要善于在适当的时机选

择适当的教学组织形式。 

在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实践工作中，常用

的教学组织形式包括课堂讲授式、问题情境式、校本

研究式、自我反思式等形式。课堂讲授式采用教师讲

－学员听的形式，主要适用于集中培训；问题情境式

围绕某一特定问题展开研讨与交流，把问题解决的过

程变成学员成长的过程，主要适用于课题研究和教学

研究；校本研究式是基于学校的一种培训形式，它是

在职教师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展开学习的一种形式；

自我反思式是在职教师通过反思自己的教学活动，自

觉改进教学行为、提高教学水平的一种组织形式。不

同的教学组织形式适用于不同的教学对象和教学目

标，它们之间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教学方法的设计。 

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为实现

教学目标而采取的教与学相互作用的活动方式的总

称。“教”与“学”的关系是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

教学方法设计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培训教学的过

程中，教须依从于学，学要受导于教。教学方法的设

计不仅要求从学的角度审视教的问题，还要求将教学

方法设计的重心由教法向学法转移、由教授向指导转

变。总之，教学方法的设计要贯彻新的教学观念，注

重让体验成为学员学习和发展的源泉，注重“做中学”，

即使是教师讲－学员听，也应该致力于唤起学员主动

学习的热情，激发学员已有的实践智慧，充分发挥认

知性学习的重要作用。 

教学方法的设计与选用，要以学员的学习需要、

教学目标的达成及教学内容的特点为依据，从教法与

学法的有机结合及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上考虑教

学方法的有机融合，从而谋求教学整体效益的 优化。

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中常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

专家讲座式、学习指导式和自学等。不同的教学方法

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教学组织形式，专家讲座的方法主

要适用于课堂讲授，学习指导的方法主要适用于问题

探究和校本研究，自学的方法比较适用于学员的自我

反思。 

3)教学手段的设计。 

教学手段的设计，是指在一定的教学要求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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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计出一种或一组适宜可行的教学手段。对于某

一特定的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来说，教师只有选择和

设计出适宜有效的教学手段，才可望取得 佳的教学

效果。教学手段的设计要注重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各

种教学资源，有效利用是指现有教学资源要做到物尽

其用，合理开发是指发挥教师的教学智慧，挖掘教学

资源，主动创造和改善教学条件。 

教学媒体是一种条件性教学资源，它直接沟通着

教与学两个方面，影响着培训教学的进程和效果。在

选用教学媒体时，设计者既要考虑媒体的物质属性，

又要考虑体育教师培训本身的特色。“各种媒体之所以

不同，就在于它们可以用来呈现沟通的物理特性的不

同，例如，有的媒体可以呈现视觉的效果，但有的则

不能……当在学习动作技能时，对于学习者不论正确

或错误的反应提供适当的反馈，可以说是 能增进教

学效果的关键”[1]。例如，在进行“如何设计和运用情

境教学”的培训时，结合视频展示出的不同案例进行

剖析，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自 1999 年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

定》至今已有 10 余年，然而，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

育的实践工作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教

学设计的种种缺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说 10

年前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教学设计尚属新生事

物，那么，时至今日，学校体育界就应该责无旁贷地

对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教学设计展开系统深入

的研究，以期为我国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发

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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