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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于 1988年首次实施中小学“国家课程”标准。现行的“国家课程 2000”是经过 1994
年和 1999年两次修改完善而于 2000年颁布实施的课程标准。英国国家体育课程作为国家课程的
一部分，也经过了较大的改动。英国国家体育课程的发展过程、价值取向、课程结构与特征给予

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启示：体育课程应体现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体育与健康是两门性质不同的

课程，应开设单独的健康教育课程；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讲求灵活性与统一性的结合；课程实

施与评价由学校、家长和师生共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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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standard was implemented in middle and elementary schools in Britain in 

1988 for the first time. The existing “National Curriculum 2000” is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that was revised and 

perfected in 1994 and 1999 and issued and implemented in 2000. Major changes were also made to British n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s a part of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value orientation as 

well as curriculum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ritish n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mpart the follow-

ing enlightenment to the reform of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hould 

embod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are two curriculums with differ-

ent characteristics, so a separate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should be opened; with regard to the sele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tents, we should seek for the combination of flexibility and unification; curricu-

lum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should be monitored jointly by the schools, par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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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现代教育共经历了 3 次重大的变革。自从

1944 年英国教育法颁布以后，英国的教育体制一直没

有多大的变化。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

经济的转型、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加上社会公众

对基础教育水平下降的不满，促使英国教育与世界接

轨。为此，英国政府启动了影响深远的国家基础课程

改革计划。作为国家课程的组成部分，国家体育课程

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本文对英国国家体育课程的目

标、结构、内容和特点进行系统分析，以期对我国中

小学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完善现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提供借鉴。 

 

1  英国国家体育课程的发展历程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至中期，随着英国国内对

提高教育质量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撒切尔夫人领导

的保守党政府制定并通过了《教育改革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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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Reform Act 1988），法案规定在公立中小学

校为 5~16 岁的学生设立“国家课程”。法案规定，“国

家课程”由 4 个部分组成：(1)学科，共设置 10 门必

修学科，其中英语、数学和科学 3门学科是核心学科，

体育等其余 7 门学科是基础学科；(2)学习目标

（attainment target，用 10 个成绩水平详细说明的目

标）；(3)学习纲要(各科教学大纲）；(4)评定方案[1]。但

当时的体育、音乐和艺术课程却没有具体的学习目标

水平描述，也没有标准考试，教师只是根据每个阶段

学习目标的概述对学生进行评价[2]。该法案授权英格

兰教育与科学大臣和威尔士事务大臣组建工作组为

每门学科制定“学习目标”和“学习纲要”。对体育

课程“学习目标”和“学习纲要”的制定于 1990 年 6

月开始，1992 年 4 月结束，同年 8月 1~3 阶段开始执

行，第 4阶段于 1995 年 8 月执行[3]。 

尽管英国政府和社会对国家课程寄予厚望，但国

家课程实施不久后就陷入了困境。当时的国家课程非

常强调对知识的吸收和理解，学科要求过高，内容过

多、过难；教学目标和学习纲要不一致，学生学业负

担过重；没有开设在英国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宗教课

程；考试制度也不合理，过于复杂。1994 年，梅杰政

府对国家课程进行了修订，以削减课程内容，并简化

考试形式。体育课程也做了些小的调整，如规定第二

阶段必须上游泳课[4]。但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1997 年布莱尔的工党政府，由《1997 教育法案》

（Education Act 1997）授权，把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NCVQ）与学校课程与评价局（The School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SCAA)合并成立资格与课程

局（The 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QCA），

负责国家课程和各种资格认证的管理。1998 年 1 月，

英国教育大臣布伦基特（David Blunkett）要求资格与

课程局就国家课程的改革进行广泛的咨询。1999 年 8

月，资格与课程局完成并向布伦基特提交最终研究报

告[5]。1999 年 9 月 9 日，英国政府宣布，由国家拨款

的公立中小学（Grant-maintained school）将从 2000 年

9 月起开始实施新的国家课程，新的国家体育课程也

同时执行。 

 

2  英国国家体育课程的价值、目标与具体目的 
近年来，英国学校体育开展情况不容乐观。学生

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肥胖儿童却越来越多。随着职

业体育和体育商业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学校体育有被

边缘化的趋势。因此，国家课程非常强调学校体育的

重要性及价值。 

1988《教育改革法案》阐述了国家课程实施的目

标：“促进学生在精神、道德、文化、智力和体质方

面的发展；为学生未来的工作生活作好准备。”国家

课程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根据儿童的年龄、能力、智力

和特殊教育的需要，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广泛的基础

课程。其目的是确保中小学生学习和自我发展的权

利，具体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课程标准；保证连贯

性和一致性；促进公众理解；发展学校课程[6]。新国

家课程引入了学校课程及评价局成立的教育和社区

价值观国家论坛（The National Forum for Values in 

Education and the Community），1997 年 5 月论坛发布

了价值观宣言（Statement of values），该宣言被写入新

国家课程，成为国家课程的价值取向。但是，国家课

程并不强制性要求执行该价值观宣言，只是推荐学校

和教师在教学中实施。各学校和教师也可自行解释和

增减宣言内容[7]。该宣言有 4部分，即自我（The Self）、

关系（Relationships）、社会（Society）和环境（The 

environment），也就是国家课程的价值在于帮助学生完

善自我，加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培养社会责任感，并关注环境。 

体育课程作为国家课程组成部分，它的价值取向

是与国家课程是一致的，当然，学校和教师在实施的

过程中可以根据体育的特点灵活实施。体育课程也明

确了课程目标：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使学

生发现自己的才能与喜好，并决定如何从事终身体育

活动[8]。体育课程的具体目的是： 

1)通过体育促进学生精神、道德、社会、文化方

面的进步。 

2)通过体育促进关键技能（Key skills），如交流、

数字应用、协作、学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3)促进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如思考能力、社会

角色与能力学习、可持续发展教育等。 

 

3  英国国家体育课程结构 
英国国家体育课程由“学习纲要”（Programmes of 

study）和“学习目标”（Attainment target）组成。学习

纲要阐明了应教学生什么，而学习目标则描述了学生

学习活动应达到的预期标准。它们为学校怎样选择和

设置课程提供了依据。新体育课程规定包括体育课和

课外活动在内，中小学每周至少要有 2小时高质量的

体育活动，并应贯穿于整个基础教育阶段。 

3.1  学习纲要 

学习纲要根据学生年龄共分 4 个关键阶段（Key 

Stage），每一阶段阐述了体育课应教授的内容，也指

出了设计教学计划应遵循的原则。其中，竞赛性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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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则是 1~3 阶段的必修课程，虽然在 4阶段学生可

以自主选择其他活动，但课程设计者还是希望他们能

继续从事竞赛性的集体和个人项目。除了遵循一般的

体育教学要求外，其他如语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使

用，健康与安全的教育也贯穿于整个纲要。 

每一阶段又由两部分组成：知识、技能和理解力

（Knowledge，Skills and Understanding）；学习范围

（Breadth of Study）。 

1)知识、技能和理解力。要求体育教学在评价和

改进学生的活动能力时，要确保技能、战术的发展，

选择和运用与综合能力，健身和健康之间的有机结

合，不能过于强调某一方面。国家课程要求每个阶段

的学生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进步：技能习得和发

展，技术、战术及其组合的选择和运用，评估和改善

活动能力，健身和健康知识的了解和理解。这 4方面

在教学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通过各种活

动来实现的。这 4个方面的要求随着学生年龄增长而

逐渐提高。 

2)学习范围。每一阶段应教授的具体的知识、技

能和理解力。每一阶段的学习范围是不同的，难度随

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内容也可灵活选择。每阶段学习

科目如下： 

阶段 1：舞蹈活动、竞赛性活动、体操活动、游

泳及水中安全为可选科目。 

阶段 2：舞蹈活动、竞赛性活动、体操活动、游

泳及水中安全（如阶段 1没选择此科目，阶段 2则必

须选择此科目）、田径活动、户外探险活动。 

阶段 3：竞赛性活动（必选），其中舞蹈活动、体

操活动、游泳及水中安全、田径活动、户外探险活动

等 5门中选 3门，但必须有 1门是舞蹈活动或体操活

动。 

阶段 4：在此阶段，学校只需在舞蹈活动、竞赛

性活动、体操活动、游泳及水中安全、田径活动、户

外探险活动选择 2门课程。 

另外，资格与课程局和英国教育与技能部（DfES）

为每个科目编写了详细的、不同阶段的教学大纲

（Schemes of Work）供学校和教师选择。 

3.2  学习目标 

国家体育课程学习目标是指每一阶段学生在知

识、技能和理解能力的 4个方面预期取得的进步。每

个阶段的学习目标由难度递增的 8个水平（Level）以

及 1个优异水平（Exceptional Performance）共 9 个水

平组成，它们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学习评价的依据。这

9 个水平是对每个阶段的学生应达到能力的类型和范

围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它们也是学习纲要中关于知

识、技能和理解力的学习进度。 

国家课程实行全国统一成绩评定制度，对学生在

7、11、14 和 16 岁 4 个阶段的成绩做出评定，包括全

国统一考试（tests）和教师评价（Assessments），教师

评价又包括测验、平时档案和成绩记录。学生在 16

岁时参加“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GCSE）”[9]。除了

阶段 1 的考试由学校执行，阶段 2、阶段 3 的考试在

每年 5月全国统一进行，但不同阶段评价和考试的科

目不同。而国家体育课程只在阶段 3进行水平评价，

且不进行考试。 

 

4  英国国家体育课程的特征 

4.1  赋予学校和教师更大的课程设置主动权 

学校有责任为学生提供形式多样、均衡的体育课

程，以满足学生需要。新课程还对女生和残疾学生的

体育学习做出详细的规定。为此，1996 年教育法同意

学校可以选择国家课程以外的教学内容，但学校在选

择体育课程时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0]：(1)设定适当的

学习挑战；(2)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要；(3)对学生个

人或小组的学习与评价不能有潜在的障碍。 

4.2  明确了国家体育课程的价值、目标和目的 

   2000 年以前的国家课程缺乏明确的目标和价值

取向，曾遭到广泛的批判。在现行的国家课程中，除

整个国家课程有明确的价值取向陈述外，每门课程也

有自己明确的目标与具体目的。国家课程把认识人类

自我、人际关系、社会责任和保护环境作为价值取向。

而国家体育课程则把通过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生活

态度；使学生发现自己的才能与喜好，并决定如何从

事终身体育活动作为体育课程的目标。以最终促进学

生精神、道德、社会、文化方面的进步；通过体育促

进关键技能、促进学生未来发展作为课程目的。国家

课程为英国基础教育规划出总的发展方向。体育课程

则是在总的价值取向的指导下，以体育自身特有的价

值，为教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4.3  体育知识、技能与理解力有机结合 

在新课程中，学生应掌握的知识、技能与理解力

不再分开陈述。尽管知识、技能与理解力是每门国家

课程学习纲要的组成部分，但每门课程都有符合自身

特点和规律的陈述。知识、技能与理解力的学习贯穿

于 4个学习阶段，并随着学习阶段的上升，要求也越

来越高。 

4.4  与学生的后续学习和就业相结合 

2000 年，新国家体育课程实施时，阶段 4没有开

设体育课程，阶段4是于2001年开始开设的体育课程。

阶段 4主要是为 14~19 岁的学生设置的。英国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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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机会与卓越”报告中提出：阶段 4 就是为

了激发学生所有的能力，鼓励学生追求成功，鼓励学

校选择适合学生的课程[11]。因此，学生在阶段 4 应继

续学习体育，但重点放在健康与健身方面的技能与知

识。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DCMS）2003 年在“通

过体育学习”的报告中指出：阶段 4是为了促进身体

和社会的需要、健康和成长发育、身体形象与自信的

建立[12]。 

4.5  课程内容更精炼、选择性强 

新国家体育课程并没有设计大纲性质的内容，学

校与教师对课程的自主选择权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学

校与教师可以任意选择课程内容。新课程共提供了 6

类法定课程：舞蹈活动、竞赛性活动、体操活动、游

泳及水中安全、田径活动、户外探险活动。正如前文

所述，国家体育课程对每一阶段的课程内容也作了限

定。英国教育与技能部也出台了指导性的教学大纲供

教师选择。 

4.6  国家体育课程评价更系统更合理 

1)简化评价。体育课程只有在阶段 3 才对学生进

行评价，相当于我国初中末期才进行一次评价。学生

在阶段 4则参加全国的资格证书考试。课程评价是根

据年龄，而不是根据年级评价，保证了评价的公平合

理。 

2)注重教师评价。教师评价是整个体育课程评价

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教师是体育课程的直接

实施者，只有他们才能对学生的综合情况进行评价。

当然，为了保证评价的统一性与科学性，资格与课程

局为教师提供了评价的范本作参考。 

3)成绩的记录、报告与公布。资格与课程局要求

学校记录每位学生的情况，并把学生学习成绩，知识、

技能和理解力的发展情况等信息要报告给数据中心。

学校每年还要给家长一份书面报告。报告里不仅要说

明学生的各科的考试成绩、优势与不足、学会了什么、

没有学会什么，还要突出学生的个性。 

 

5  对我国体育课程建设的启示 

5.1  体育课程应体现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 

英国 1988 年和 1995 年的国家课程由于没有明确

的价值取向，而受到批评。“国家课程 2000”吸取教

训，除了制定总的国家课程价值取向，还制定了每门

学科的价值目标。“国家课程 2000”强调学生在精神、

道德、智力和身体方面的发展，强调对人的认识，强

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而国家

体育课程则把促进学生的精神、道德、社会和文化的

发展，促进学生沟通能力、团队精神、学习能力、解

决问题能力、思考能力、继续教育准备作为体育课程

的价值目标。可以看出英国国家课程比较注重学生人

文精神、公民意识的培养。 

我国的《体育课程标准》在前言列有“课程价值”

和“课程基本理念”两部分。其中，课程价值表述为

“增进身体健康，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强社会适应

能力，获得体育与健康知识和技能”。课程基本理念

表述为：“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

健康成长”、“激发运动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

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关

注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确保每一个学生受益”。看

得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是课程标准的主要价值取

向。但这并不能完全体现学校体育在我国当前社会发

展过程中应有价值[13]。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学校体育

应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独特

而又重要的作用。体育课程应提倡人文精神，培育体

育文化，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提倡人与社会、自然的

和谐发展，加强学生的公民意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 

5.2  体育与健康是两门性质不同的课程 

英国国家体育课程也强调健康，在每个阶段的

“知识、技能和理解力”学习部分，都有关于健身和

健康知识了解和理解的学习要求。但是英国体育课程

更强调通过学习体育技能与方法来促进健康，而不是

通过体育课教授健康知识，同时也强调运动卫生和运

动安全。对于健康教育，英国开设了“人、社会与健

康教育课程”（Personal, Social and Health Education）。

由于我国中小学目前还没有开设专门的健康课程， 

体育与健康课程又只好无奈地承担着主要的健康教

育任务。但要认识到这是违背体育本质属性与自身规

律的，因为体育与健康教育是两门性质不同的课程，

它们有各自学习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并应

有各自受过本专业培训的师资任教。所以，体育教学

内容中添加一部分健康教育的内容，并不能很好地贯

彻“健康第一”的思想，反而会影响学校体育的健康

发展。因此，建议国家教育部门开设单独的健康教育

课程。 

5.3  体育课程内容选择应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英国国家体育课程通过规定法定课程，让每位学

生都能得到全面的锻炼。为了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规定 4个学习阶段都必须开设竞赛性活动。不仅如此，

布莱尔政府 2002 年 10 月发起的“体育、学校竞赛运

动与俱乐部联合国家战略”(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Physical Education，School Sport and Club Links PESSCL)

行动，加强学校竞赛性运动的开展，提高每周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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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体育活动学生的比例，2006 年的目标是达到

75%，2008 年达到 85%，2006 年的目标已达到。该行

动于 2003 年 4 月执行，布莱尔政府为此拨款 9 亿 7

千 8 百万英镑作为 2003 年至 2008 年的行动经费，国

家彩票基金也为学校体育设施投入 6亿 8 600 百万英

镑[14]。资格与课程局和英国教育与技能部还出台了相

关配套的、非常详细的指导性教学大纲，为各地、学

校、师生选择教学内容提供依据，使体育课程具有统

一性。体育课程的教学内容选择应是统一性与灵活性

相结合，不能只强调灵活自主性而失去统一性，这会

使我国的学校体育教学陷入混乱。 

5.4  课程实施与评价应建立学校、家长、师生监测网 

体育课程评价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很多看似设计

很好的课程标准，由于监控不到位，评价体系的设计

缺陷而陷入困境。英国国家体育课程的评价体系也是

经历了不断的修改与改进，既便如此，现在也出现一

些新问题。英国《独立报》2007 年 5 月 6 日报道称，

英国中小学生考试西方国家最多，在前一天举行的英

国全国中小学生校长协会的会议中，校长们要求结束

政府的考试制度[15]。因此，任何一个课程标准及其评

价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可能出现问题。但英国体育

课程实施与评价机制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英国

资格与课程局（QCA）经英国教育与技能部授权，负

责对国家课程的实施进行监测、评估及修改。每年除

公布课程考试情况外，还发布有关国家课程实施的调

查报告。并且各个学校除向资格与课程局报告课程实

施情况外，还向学生家长提供书面报告。如学校给家

长的报告中既有孩子的评价与考试结果，还有学校同

年龄组学生的结果，以及前一年全国的情况。通过这

些措施，可以由全社会来及时地发现课程实施过程中

的问题，并反馈给有关部门，对课程进行修正。而我

国自 2001 年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教育部基础

教育司分别于 2003 年 5 月和 2007 年 4 月下发了《关

于开展对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及课程标准实验情况调

研和修订工作的通知》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对

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征求意见工作的

通知》，对基础课程实施情况进行调研。但这种调研

没有制度化，不能不及时发现问题，有滞后性。今年

我国将全面启动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

的修订工作，如何对课程实施情况的监测、反馈并及

时修正是体育课程不断完善的保证。因此，由政府职

能部门、学校、家长、师生共同形成一个常态的、制

度化的体育课程实施信息的监测网是非常必要的，这

样才能确保我们的体育课程不断修正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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