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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国是世界上较早建立师范教育的国家，其实行的教师考核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和

发展逐步趋于成熟，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与借鉴。法国身体和运动教育教师资格证考试特征

体现：高学历的要求保证体育教师队伍的质量；明确专业技能规定关注体育教师专业水平；跨学

科、涉及广的考试内容促进体育教师知识多样化；紧密结合现实的考试方式考察体育教师的实际

教学分析、设计能力；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考试流程强调体育教师的信息素养；系统的实习考核

增加体育教师的实际教学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我国体育教师资格考试的优化策略，

旨在为提高我国体育教师质量、推进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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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ance is one of the earliest countries establishing normal education in the world, and its teachers’ 

assessment system has becoming gradually mature with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which was attracted and 

took pages widely by other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The present study holds that the examination for french 

teachers’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in physical and sports education shows: the requirement of high-educational 

background ensures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specifying the criteria of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professional level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cross-disciplinary and wide[ranging 

examination content promoting the various knowled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closely combing real 

examination means to examine the practicable teaching ability to analyze and desig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deeply integrating the examination procedur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mphasize the informational literac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he systematical practice and examination to enhance the practicable teaching 

experien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Combing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suggests som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qualifying examination for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order to supply some 

benefits to improve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qualit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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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央 7 号文件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1] (以下简称《意见》)，

这是学校体育相关文件中规格最高、实践理念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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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性文件。《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2 年，配齐配

强体育教师，开齐开足体育课，办学条件全面改善。

严把教师入口关将是“配齐配强体育教师”的必要保

障。因此，只有充分发挥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资格考

试筛选人才的作用，才能保证合格“新鲜血液”进入

体育教师队伍，为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人才保障。

纵观教育发达国家，法国是最早建立师范学校的国家

之一，经过多年来不断改革与完善，已建立相对成熟

的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其中，身体和运动教育教师资

格证考试(CAPEPS)是专门针对体育教师设立的考试，

为法国体育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提供入口保障。借鉴

法国 CAPEPS 制度，有助于完善我国体育教师资格考

试制度。 

 

1  法国体育教师资格制度概述 
在法国若想获得体育教师资格，需经历大学本科

与硕士阶段学习、参加国家教师资格的考试及实习考

核 3 个环节，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体育教师资格考

试体系。 

1.1  学历教育   

为迎合欧洲普遍的教师“硕士化”趋势，在 2008

年法国教育部颁布新的相关教育法规，全面提升对教

师的学历要求。在此背景下，体育教师迎来学历“硕

士化”改革，换言之，大多数人必须拥有硕士文凭，

才能获取体育教师资格。本科阶段需进行 3 年的学习，

前两年不划分专业，在 STAPS(体育科技与运动学)专

业学习相关理论课程和体育活动课程。第 3 年开始选

择不同专业，有志向从事体育教师职业的学生需选择

体育教学专业。通过 3 年本科学习，获得 180 个学分

后，将可获得学士学位[2-3]。获得学士学位后，有志向

从事体育教师职业的学生需向国家高等教师教育培训

学院提出入学申请，在 MEEF(教学、教育、培训)专业

进一步深造。硕士阶段学习第 1 年结束时获得 60 学分

后方可参加 CAPEPS，通过考试的学生在第 2 年继续

学习理论课程，并将重心转移至教学实习，同时需完

成硕士毕业论文，毕业获硕士学位证及身体和运动教

育教师资格证。 

1.2  身体和运动教育教师资格考试 

法国教师资格制度规定，所有进入国家高等教师

教育培训学院进行硕士阶段学习的学生，在第 1 学期

末将迎来各方向的教师资格考试，从任教方向上大致

可分为 7 个类别的考试，主要包括小学教师资格证考

试、公立普通中学教师资格证考试、公立高级中学教

师资格证考试、技术教育教师资格证考试、职业高中

教师资格证考试、身体和运动教育教师资格证考试，

外加私立学校教师资格证考试[4]。且每一类别的考试都

拥有不同的考试方式，主要包括：第 3 类别考试，面

向在教育机构已有 5 年实际教学经验的人群，无文凭

要求；内部竞争(也称内部第 2 晋升考试)，面向具有 3

年教学经验的人群，但需要获得学士文凭；外部竞争，

面向硕士 1 年级、2 年级及获得硕士学位(或同等文凭)

的考生。对体育教师而言，外部竞争是普通学生获得

体育教师资格的主要渠道。 

1)考试资格。 

法国体育教师除高水平运动员或身为至少 3 个孩

子的父亲、母亲外，绝大多数都要参加 CAPEPS，且

还需满足相关条件才可参加考试。首先是学习经历，

在本科时必须选择 STAPS 专业进行学习，在毕业后还

须有进修 MEEF 专业的经历才可报考；其次是学历要

求，考生必须是硕士学位，但若是政府公职人员或者

在某些教育机构有足够的任职时间，此要求可适当放

宽；最后是个人技能，除要拥有自己的运动专长外，

还需熟练掌握游泳技能及拥有教育部门认可的水上救

援能力证书，同时还要拥有医院提供的可从事体育教

学的身体健康证明[5]。此外，体育教师还必须具备一定

的现代信息与通讯技术能力，不仅要掌握 C2i(法国针

对信息和网络技术水平进行评估认证的国家性等级考

试)二级水平的信息理论知识，还需熟练使用 ICT(信息

和通讯)技术进行教学[6]。 

2)考试内容及流程。 

CAPEPS 分为两大部分，即笔试和面试[7-8]。 

笔试有两场，考试形式均是撰写 1 篇以体育为主

题的论文。第 1 场笔试的论文主题是体育活动与艺术、

文化间的关系，要求考生必须结合历史学、人类学、

经济学及社会文化知识进行论述，主要考察学生知识

面的广度以及是否能以不同学科视角审视体育活动。

第 2 场笔试的论文主题是体育教育与个人发展，要求

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出发，论述体育活动

带给学生的个人影响，着重考察学生体育专业性知识

的深度，紧紧围绕体育学科自身的影响效应，分析、

挖掘体育项目的自身价值。 

面试有两场，第 1 场面试内容是考生需向学校提

出自己的建议。要求考生根据陪审团所提供的指定文

件，结合当地的公共教育机构背景，就学校、教师、

学生层面分别提出建议，并借助信息技术设备向评委

阐述。第 2 场面试主要包括针对性体育课程设计、自

选运动技能展示、随机运动技能展示 3 个环节。第 1

个环节中考生需根据评审团提供的一个随机的班级群

体，进行对象分析后，设计一堂针对性的课程并进行

讲解，其设计的内容也需通过电脑、投影等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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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评委进行讲解。第 2 个环节是考生在 APSA(体育和

艺术活动指南)计划中，自选一项技能进行展示，并要

结合 APSA 理念阐述与技能相关的技术战术问题。第

3 个环节是由陪审团在 APSA 计划中随机挑选一项技

能，考生进行技能展示，并须在展示结束后与评委进

行交谈，回答此项技能生理、心理等层面的相关问题。

在面试中，除运动技能展示环节以外，考生需将所有

内容借助信息技术设备展示给评委。考生是否能熟练

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学，也是该环节中评委着重

考察的一项内容。 

1.3  实习考核 

在通过笔试、面试环节之后，将要面对实习考核。

2013 年前，实习考核经常是根据某些学校教学的需

要，填补一些临时教师空缺，往往已经作为“准教师”

进行授课，而缺少经验丰富教师的指导。在 2013 年《重

建共和国学校方向与规划法》颁布后，实习考核方式

出现巨大的变化。2013 年后，在为期一年的实习考核

过程中，实习目标转变为适应今后的工作岗位，并在

实习中积累一定的教学经验，逐渐由一名学生向教师

身份转变。实习的内容也由单一的实习授课，扩展至

实习研讨、经验交流、个人反思总结等。实习以多种

形式系统展开。以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为例，实习

形式有听课实习，即在教师教育高等学院学习课程、

听取经验丰富教师的指导；观察实习，即在教师陪同

下进入学校观察教学，了解未来的工作环境；陪同实

习，即在指导教师的陪同下，有限开展教学实践活动

并辅助教师进行日常教学；责任实习，即在教师的指

导下，独立开展教学实践活动[9]。在实习过程中，学生

需定期返回就读学校学习第 2 年的理论课程；同时，

还要参加实习经验研讨会、个人经验总结会等。在研

讨会上要对教学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

讨论、分析、总结，将理论与实践反复结合，为下一

步实习更好开展做准备[10]。最后，评委会针对实习各

个阶段的表现进行综合考量，决定考生是否能获得教

师资格。以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为例，实习考核结

束时要接受教育管理机构的持续评估和最终评估[11]，

评估内容包括教育实习报告、教师教育高等学院培训

课成绩和硕士论文[12]，若无法得到肯定的评价，将无

法获得教师资格。 

 

2  法国体育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特征分析 
2.1  高学历要求保证体育教师队伍的质量 

法国对于体育教师学历设置较高要求，一方面是

为适应欧洲教师普遍“硕士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是

为保障教师队伍质量。法国通过设置教师职业高学历

门槛，使教师队伍质量在源头上就有良好的保障。此

外，对体育教师需要学习的课程、进修的专业有明确

的规定，例如本科必须进修 STAPS 专业、研究生必须

进修 MEEF 专业。系列措施保证所有体育教师都能接

受到较为统一培养，提升整体体育教师队伍的素质，

很大程度上避免缺乏教育学习、知识积累不达标的教

师出现在体育教师队伍之中。同时，由于所学习的课

程、进修的专业具有高度相似性，有利于体育教师在

今后工作环境中与教学伙伴形成共通的教学文化，对

于自身职业也更易于达成共性认知。 

2.2  明确的专业技能规定关注体育教师的专业水平 

在法国获取体育教师资格，不仅要达到相应的学

历要求，对体育教师需掌握的运动技能也有明确规定，

如法国政府为减少青少年溺水事故的发生以及本国水

系丰富利于开展游泳运动的地貌特征，全面实施“蓝

色课程”计划，在各学段广泛开展游泳课程[13]，要求

体育教师必须精通游泳项目，还需在获取教师资格证

书之前，必须获得水上救援能力证书。此外，体育教

师必须拥有至少一项体育特长，并需在教师资格面试

环节进行特长展示，且需针对此项目回答相关生理学、

心理学问题。同时，健康的体魄也是获取体育教师资

格证书的必备条件，体育教师需得到医院开具的健康

身体证明，以证明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进行体育教学

等。系列规定不仅对体育教师应具备的专业技能有明

确规定，且对所学的理论知识在专业技能中的应用也

有明确的要求，有利于体育教师在职前培养阶段学习

中有效进行“学”“术”融合，有助于体育教师在专业

实践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2.3  跨学科、涉及广的考试内容促进体育教师知识的

多样化 

无论在 CAPEPS 笔试环节，还是在面试环节，都

涉及跨学科的考试内容。如在笔试环节中，需要考生

结合其他学科知识完成一篇以体育学科为主题的论

文，这就要求体育教师拥有多样化的知识储备，在创

作论文时要调动跨学科能力，站在其他学科视角，分

析、解释体育学科的问题。在面试环节，体育教师要

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给出自己关于体育教育改

进的建议，这就要求关注现实的体育教育发展状况。

此项考察关注的便是考生对教育发展、社会环境是否

很好掌握。考试内容的设置具有“风向标”的作用，

当其呈现明显跨学科特点，体育教师便需随之积累、

掌握其他学科的知识内容。这一方面避免个人知识体

系过于单一，还可帮助体育教师在今后教学过程中利

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并找到结合各学科内容的共同点，

实施多学科、广交叉的教学方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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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紧密结合现实的考试方式考察体育教师的实际

教学分析、设计能力 

为体育教师具备不同实际情况教学的能力，在

CAPEPS 面试环节中，首先要求体育教师根据本地的

社会情况提出相关教学改进建议。这就要求体育教师

除需要了解本地的教育发展状况，包括熟悉各年级的

教学大纲、知晓学校教育相关文件，还需跨出教育领

域了解本地的社会背景，才可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

建议。其次，体育教师需根据特定班级群体，针对性

制定一堂课程。在课程设计之前，体育教师要对指定

的教学对象进行分析、对学生群体进行充分掌握、考虑

所指定的学生群体的学习过程特点以及心理特征[15]，之

后才能开始制定合适的教学课程。这项考试内容关注

的重点则为体育教师能否将个体差异性纳入课程设计

之中、是否具有结合实际的分析能力，根据实际的教

学对象，在尊重学生多元化特征的基础上设计合适的

教学课程，以体现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此

举措不仅帮助体育教师更加了解实时的教育要求、教

学环境，促使今后工作能更具科学性、针对性，还能

帮助教师养成分析实际情况的能力，当工作地点、授

课学校发生变化时，教师能凭借此能力更快融入新的

教学环境中。 

2.5  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考试流程强调体育教师的

信息素养 

CAPEPS 对于信息技术的考察并非单纯依托考

题，而是将实际的信息技术操作变为考生考试、成果

展示的方式，不仅考察学生是否具备基本的信息素质，

还与实际操作结合，检验学生是否能将学到的信息技

术知识合理运用到现实教学中。此外，信息技术与考

试方式结合，大大增加考生对于信息技术素养的重视

程度。面对书面考题中的题目，若无法正确解答，只

会对最后的考试结果产生影响。面对需结合信息技术

进行的考试流程，若不具备合格的信息素养，便难以

完成考试，自身的答题成果也难以呈现给评委。因此，

这种形式的考察无形增加掌握信息技术的强制性要

求，促进体育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 

2.6  系统的实习考核增加体育教师的实际教学经验 

实习作为 CAPEPS 的最后一个板块，仍继续贯彻

“考、学、思”3 种理念，且合理的相互深度融合。

实习被视为考试的一项组成部分，各种评价环节的设

立都是对学生在实习中的表现进行评定；实习中仍要

进行理论课程的学习，“学”与“教”有机结合；实习

中定期返校总结、研讨，促使学生要对自己的表现频

繁反思、思考。通过这些举措不难发现，实习本身的

重要性在整个考试流程中被极大强调，扮演着成为正

式教师前的“最后预演”。 

 

3  对我国体育教师资格考试的启示 
我国教师资格考试实行“国考”以来，对考试内

容、考试环节进行统一，以较为一致的评价标准、考

核方式进行人才的筛选，不仅扩充我国教师后备队伍，

同时增加教师资格本身的权威性，提高了社会各界对

于教师资格考试的认可度。但纵观我国体育教师资格

制度的践行过程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现，我国体育教

师资格考试暴露了些许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

2017 年正式实施师范类专业认证后，通过二级、三级

认证的院校将有资格自行组织教师资格审核，此举也

意味着我国在原有教师资格考试的基础上，增加了获

取教师资格的渠道。而专业认证的实施不仅为我国体

育教师资格考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同时也因其

与体育教师资格考试同处我国社会大背景之下，成为

体育教师资格考试有力的对比、参照对象。因此，借

鉴 CAPEPS 中各环节的优势，同时参考专业认证实施

过程中有价值的指导理念，旨在完善体育教师资格考

试制度，遴选合格人才进入体育教师队伍，为提高我

国体育教师质量、推进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助益。 

3.1  设置合理的体育教师学历门槛 

根据我国现行的教师资格规定，担任小学体育教

师，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担任

初中体育教师，应当具备大学专科及其以上学历；担

任高中体育教师，应当具备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

担任高校体育教师，则要具备研究生或者本科学历[16]。

法国在 2010 年颁布新的教师资格法规后[17]，体育教师

大多都要具备硕士学历，较高学位要求保证了体育教

师队伍的质量。相较于法国对于各学段均实施的高学

位要求，可发现我国除了高中阶段以外，对于小学、

初中体育教师的学位要求均在本科学历以下，对于体

育教师的学历要求较低[18]。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国家、

社会对于体育教师的要求呈现逐渐提高的态势，尤其

是近年来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学历层次呈逐年上升

的趋势，高学历体育教师占比逐年增加，表明体育教

师队伍整体水平将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19]。近

年来，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已经成为中小学教师队

伍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生力军[20]。因此，我国可依靠拥

有丰厚基础的本科生、研究生两大群体，针对性设置

体育教师学历门槛，小学老师需具备本科学历，中学

老师需拥有研究生学历。此类设置不仅仅可以整体提

高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学历层次，并且能促使本科阶段、

研究生学段“各司其职”，针对性培养小学、中学教师；

各学段的课程设置会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避免出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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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课程内容“混杂”现象；培养目标也会更加明确，

有利于培养出针对性强的后备体育教师人才。 

3.2  结合地域特征针对性设置体育技能要求 

法国境内水系丰富、水流平缓，非常适合游泳运

动开展。因此法国政府在不同学段均开展游泳课程，

同时也由此对体育教师设置明确的技能要求，即擅长

游泳项目且具备水上救援能力，以实际社会环境为参

考对体育教师设置针对性强的技能要求。 

我国在实施专业认证之后，一批具有实力的师范

类院校有机会通过二级甚至三级认证，从而可以自行

组织教师资格的认证与培养，拥有较大空间设置更具

针对性的考核内容、采取更具灵活的考核方式，根据

所在地区的特征自行对体育教师开展认证，筛选出适

合所在地域需求的体育教师[21]。 

体育教师资格考试，作为我国大多体育教师主要

的资格获取渠道，在技能要求方面趋向“统一化”，虽

保障了体育教师的整体综合素质，但筛选出的体育教

师难以适应不同地域的特殊需求。因此，体育教师资

格考试实施过程中，除考察考试大纲内应掌握的体育

项目，还应根据不同的地域特征，相应设置针对性的

技能要求。如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接触游泳项目概率较大，应考核体育教师掌握良好的

游泳技能，为学校开展游泳课程、学生掌握游泳技术

创造前提；具有开展雪上项目自然条件的东北地区，

应检验体育教师对雪上运动的熟悉程度，是否拥有雪

上项目技能，针对性地选拔师资力量。设置针对性强

的技能要求，不仅使考察的内容与今后将要教授的体

育课程建立紧密联系，还反向帮助体育教师可根据自

身特长，针对性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任教地区，使自己

的特长技能在今后教学中能更好发挥作用。 

3.3  增加笔试环节中跨学科的考试内容 

CAPEPS 的笔试环节结合其他学科知识、借助其

他学科内容进行论文撰写[22]，此举利用考试自身的导

向作用，促使考生在学习时注重其他学科知识的积累，

使个人知识领域不仅局限于体育学科知识，还涉及多

样化的其他学科内容[23]。鉴于此，我国在体育教师资

格考试笔试环节可合理增加跨学科考试内容。同时，

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社会实际需求，并结合当下对教师

提出的新理念，对笔试部分跨学科内容开展贴合实际

的选择。在实施专业认证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格外重

视“产出导向”，即从人才培养质量角度，反向要求各

类院校以教师专业发展需求为基准，制定符合现实社

会需要的培养计划，进而培养、筛选出一大批与时代

紧密“接轨”深度“接洽”的体育教师。而作为我国

更为主要筛选后备体育教师的渠道，体育教师资格考

试更应强调“产出导向”理念，根据教师发展需求、

社会实际需求制定考核内容。又如在健康中国战略背

景下，提出大力培养健康教育师资、将健康教育纳入

体育教师的职前培养之中[24]，在笔试部分应加入与个

人卫生健康知识相关的内容，以考核体育教师对健康

领域知识的掌握程度，从而筛选出符合当下健康教育

理念的体育教师。 

3.4  增加面试环节中对考生实际能力的考查内容 

受考试条件和考试时间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体育

教师资格考试的面试环节以模拟试讲为主，即并没有

真实的学生群体参与，在试讲时考生不需根据学生群

体调整自己的教学行为，这就难以对其结合实际的能

力进行有效考察。反观在专业认证中通过第 2 级、第

3 级认证的院校，其拥有自主组织面试考核的权力，

时间、场地、设施等外部因素对其面试实施产生的限

制会明显小于体育教师资格考试。如在考核过程中，

设置地域特色体育项目考核或安排真实课堂教学考核

等，会拥有更大空间结合地域情况对体育教师的实际

能力进行考察。  

为了能在体育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环节中，提升对

实际能力的考察并充分结合社会实际，可尝试借鉴

CAPEPS 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增加面试环节、引入“真

实”学生群体以及结合所在地区实际情况。首先，可

尝试增加面试考核环节，如针对基础教学技能、个人

体育技能设置对应的面试考核，不仅合理分配每场面

试的考核内容，还能减少因单次面试考核时长限制造

成的对于考核内容无法考察透彻的现象，考官将有更

多时间在每次面试考核时全面考核相应内容；其次，

在面试考核中引入“真实”学生群体。事先向考生提

供虚拟班级群体的基本信息，例如学生年龄、发育状

况、健康情况、男女比例等会对实际教学产生影响的

因素，促使考生在模拟试讲前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规

划，再进行模拟试讲。此举不仅能引导考生形成“以

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还与体育教师今后的实际教

学情况紧密贴合，更可以直接考察考生的实际能力；

最后，在面试考核中应贴合所在地区的社会实际背景

对考生进行考察，例如所在地区的特色体育项目、传

统体育文化，以及考察考生是否能结合当地的实际情

况解决与体育相关的问题，这不仅有利于考察考生对

所在地背景是否熟悉，还将有助于推动考生形成日后

真实教学中分析社会背景、结合地区特色的思维能力。 

3.5  增加对信息素养中实际操作能力的考察 

信息技术本身直观性强、资源量大的特征，不仅

能将抽象的体育动作理论转换为直观的影像视频素

材，增进学生的感性认知，还能克服传统体育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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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设施、环境的限制，让学生了解到无法在课堂

中开展的体育活动，扩充学生对体育项目的了解[25]。

在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今，课程教学与信息技术产

生深度融合，已成为未来教育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26]。

因此，在体育教师资格考试中合理考察信息素养，对

于筛选出满足未来教育趋势的合格体育教师具有关键

的意义。但现如今体育教师资格考试对于信息素养的

考察集中于笔试环节，仅以书面考题形式对信息技术

理论知识进行考察，侧重于考核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

况，而对于实际操作能力尤其是在教学中的信息技术

使用能力考察不足，无法对考生的信息素养开展全面

的检验。佐证这一现象的有力证据，即是在我国针对

教师职后培养而实行的“国培计划”中，经常会涉及

有关信息设备的实际操作培训，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

教师在信息素养“实操”板块仍有欠缺。为了更好筛

选合格的后备教师，在教师选拔环节则应将实际操作

能力纳入考察范围。因此，在体育教师资格考试中不

应单一的考核理论知识，更应针对实际操作设置考核内

容[27]。如尝试参考 CAPEPS 的做法，在面试环节融入

对信息素养的考核：考生在面试环节中将模拟授课内

容制作成电子课件形式，并结合信息技术设备进行模

拟试讲[28]。此举不仅有利于考察对于信息技术设备的

实际操作能力，还将考核建立于实际教学的背景之下，

检验是否能在实际教学中合理运用信息技术。同时，

考核内容的选择应遵从教学需求，如因“新冠”疫情

而受到广泛关注的线上教学相关领域知识、有利于提

高学生对体育活动直观认识的视频制作知识以及如何

利用网络设备进行信息整合、搜集的相关知识，都是

与体育教师日后的教学工作紧密联系，值得纳入考核

范围的内容。 

3.6  增加对个人实际教学经验的要求 

法国体育教师通过 CAPEPS 后，法国政府设置“实

习考核期”，在这期间以循序渐进的实习方式(听课实

习、观察实习、陪同实习、责任实习)丰富体育教师的

教学经验，且规定在最终获取体育教师资格之前，需

完成“实习考核期”内的各类任务。而我国体育教师

资格考试并未设置与实习教学相关的考核环节，同时

对于实际教学经历也未做相应的要求，在通过笔试、

面试环节并完成后期的教师资格认定后，基本就可以

获得体育教师资格证书，从而成为“准体育教师”[29]。

增加体育教师的实际教学经验、扩充实际教学经历是

当下重要问题。自教育部、财政部于 2010 年实施“国

培计划”以来，我国在不断改革与摸索中已形成多种

有效实施形式，对此我国可以选择适宜方式灵活运用，

同时借鉴 CAPEPS 实习考核时遵从的“听课、看课、

陪同授课”顺序，在考生通过体育教师资格考试后，

规定其需按要求完成一系列的与实际教学相关的学习

任务。如“准体育教师”可与参加“国培计划”的教

师共同学习线上网络课程，进一步学习具有高度“专

业化”的教学知识，并了解、熟悉我国最新的教育政

策、教育理念，同时利用网络设备线上观看参训教师

的授课、评课环节，以听课、看课的方式积累教学经

验；其次，推进“准体育教师”参与线下培训，此举

为“准体育教师”提供机会近距离观察、了解在职教

师的授课、备课过程，并便于同在职教师进行直接交

流，学习其授课经验，以“观察者”“参与者”的身份

熟悉真实的教学活动；最后，推进“准体育教师”融

入置换脱产培训，在参训教师接受“国培计划”期间，

安排专门的陪同实习教师协助“准体育教师”负责参

训教师的正常在校教学任务，此举不仅能为“准体育

教师”提供宝贵的亲身实践教学机会，同时由于大量参

与“国培计划”的教师来自偏远、欠发达地区，“准体

育教师”的自身综合素质也能借此得到极大磨练。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

的出台，为新时代高质量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强

有力的政策保障。因此，在入口处严把关口，贯彻落

实相关文件精神，旨在为新时代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

提供质量保障。法国体育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历经几十

年不断完善，积累丰富的经验，为我国体育教师资格

考试实施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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