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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美国 28 所综合大学运动科学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研究与剖析，揭示其课程体系与

课程内容设置的特点。研究认为：美国大学以人的教育为主要目标，专业教育以通识教育为基础。

多数大学要求学生获得 120~130 学分方能获得科学学位；多数学校通识教育课程占总学分的比例

为 30%~50%。各个学校专业必修课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往往根据自身情况开设不同方向的专

业，以应对社会需求。各校运动科学专业计划有 3 种不同的组织形式，课程数量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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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studied and dissected the teaching programs for the sports science major in 28 comprehen-

sive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eal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tup of their curriculum systems and cur-

riculum contents,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 orientated educa-

tion is the major objectiv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bases on common education. Most universities require students to 

earn 120-130 credits to get a degree of science. In most universities, the proportion of credits for common education 

courses in total credits is 30%-50%. The universities have roughly similar required major courses, but open different 

major orientation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ircumstances, so as to meet social demands. The sports science major 

programs of the universities have three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a relatively big number of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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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科人才培养的质量与规格需通过相应的课

程体系来实现，而课程体系的制定应该与培养目标紧

密结合。培养目标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一定时期

内进行调整和更新。自 1999 年本科专业目录调整后确

立运动人体科学专业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该专

业人才的需求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因此运动人体科学

专业的课程设置也应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我国

运动人体科学专业课程体系发展较晚，课程门类相对

较少，课程的设置及改革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通过

对世界一流大学与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相似的专业课程

体系与课程设置进行剖析，汲取其先进的专业知识体

系，对我国运动人体科学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提供参

考。 

根据美国运动与体育教育科学学会 2006 年对美

国大学运动科学博士点的综合排名，在 64 所具有博士

点授予权的大学中选取排行前 32 位中的 28 所开设运

动科学本科专业高校作为研究对象，这些高校均能颁

发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1]。 

根据美国 2002 年出版的 CIP2000 专业目录，其中

与体育学科相关的大类有教育、生物与生物医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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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娱乐休闲健身研究、健康相关知识与技能休闲娱乐

活动、健康职业与相关临床科学 6 类。本次研究所选

取的专业为归属在体育学科(编号 31)大类下的共有公

园娱乐休闲研究、公园、娱乐与休闲设施管理、健康

与体育、体育与健身管理、运动科学、健康与体育/

健身相关、公园娱乐休闲研究相关等 7 个专业[2]。本研

究选取编号为 31.0505 的运动科学专业(Kinesiology and 

Exercise Science)专业培养方案为主要研究对象。 

本研究运用了文献资料法，收集了美国 28 所高校

的运动科学专业(本科)的教学计划，获得各校专业培

养目标及课程设置的情况，从院系设置，培养目标，

课程设置，教学评价等环节进行分析和研究。 

 

1  院系设置 
体育科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内外的研

究中始终存在争议，但认为体育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

却未有任何异议。选取的 28 所综合性大学中，只有密

歇根大学将运动科学学院单列，其他 27 所大学均把运

动科学设置为系，分属不同的学院。综合大学将运动

科学系划分在教育学院编制下的有 11 所，划分在以健

康为学院名称的有 10 所，3 所大学将运动科学系设置

在文理学院，密西西比大学设置在应用科学学院，爱

荷华州立大学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设置在人体科学学

院。 

美国体育相关专业经过发展，已经表现出不同的

发展方向，与我国体育学科集中在体育院校及师范院

系不同，各个学科在 CIP2000 的统计数据中，是归属

在同一个学科门类中，但在实际的专业设置中确分散

在不同的教学单位。美国体育学科由最初关注运动的

效果及生理反应，到关注学生的健康，再到关注人身

心的整体发展；从关注少数人群到关注各类人群；从

学校领域到整个社会系统，都体现美国体育学科以人

为中心发展路线，以及学术的独立性[3]。 

 

2  培养目标 
1)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 

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即是全人教育。美国大

学的理念是培养人，人的基本素质是是专业的基础，

即掌握专业知识的前提下，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在所选取的 28 所高校中，均提出了大学通识教育的目

标，反映了大学对本科生基本能力的认识和理解。从

通识教育的教育目标发现，这些大学无一不将通识教

育作为专业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人才培养的课

程体系。包含在通识教育结构中的课程，其目标不是

专业的知识与技能，而是作为人在社会生存，以及自

身发展所应该培养的基本素质。任何专业知识运用都

无法在独立的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进行，通识教育获取

的能力必然成为发挥专业知识的基础。美国人眼中的

大学功能是教学、科研、服务。大学实施的教育应是

职业教育、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本科教育目标以实

现通识教育为目的。大学提供的课程旨在传授通才和

发展通才智力的课程，学科通识教育课程有别于专业

性、职业性的课程。美国的通识教育课程就是不同阶段

对大学目标不同理解而进行的。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是

一种在大学本科教育中提供给学生一定程度的知识以

培养具有综合判断能力人才的教育培养方式。它融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为一体。通识教育不是对教

育的否定，恰恰是通过通识教育课程的学习更好地促

进了专业能力养成[4]。 

2)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专业教育目标是指运动科学专业为社会培养何种

技术人才，需掌握何种知识来应对专业问题。不同的

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不同的方向，然而不同的学校对相

同的专业确有不同的培养方向。这体现出各个院系对

运动科学专业培养的人才有不同的认识。有从应用角

度出发，培养应用人才的，也有从学术的角度出发，

培养研究型人才的。相同的专业可以有不同的培养方

向，为学生今后的职业选择提供方便。课程设置使学

生能在生物医学、健康相关领域进行更广阔的职业选

择，还能使学生在应用医学领域，如物理治疗、医生

助理、作业治疗、脊椎推拿疗法、心脏病康复、医学

预科等方面为读研究生做准备。运动科学主要集中使

学生在生理学的背景下分析体育和运动成绩。学生也

可以通过学习为从事医生助理、物理治疗等职业做准

备。不同的职业方向，均由课程的选择来实现。在美

国大学新生第 1 学期即有导师，帮助其熟悉学校的课

程，并给予指导，使学生在学习初期树立目标，确立

专业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学校的要求制定学习计

划。这极大提高了学习的效率，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

教育资源。 

 

3  课程设置 
1)教学计划总览。 

在美国大学学分制度非常成熟，学生获得学位均

以获取学分来衡量。不同大学制定的教育计划不同，

总体分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专业教育中部分大学

还设立专业公共课，要求选择该专业的学生全部必修

的课程。专业方向课程要求不同专业方向学生必修的

课程。除此以外还有专业选修课及公共选修课，在不

同学校有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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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研的 28 所大学中，获得学位所必须的学分

数，在同一所大学内各个专业之间均是相同的，最少

的要求 120 学分，普遍不超过 130 学分。只有俄勒冈

州立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要求的学分数比较高，但

是从课程门数来看，与其他大学基本相当，区别在于

每门课的学分普遍比其他大学高出 1~2 个学分。从课

程比例来看，在 28 家院校中，通识教育课程学分在

40 以上的占 23 家，只有 5 家在 40 个学分以下，其中

一所院校只要求 6 个学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举

已经成为美国综合大学的共识。在 28 所院校中均能授

予的学位为理学士(Bachelor of Science)，也有个别院校

同时还能颁发文学士学位(Bachelor of Arts)。 

2)通识教育课程设置。 

不同的学校根据其培养的目标，将通识教育课程

划分成不同的类别。不论如何划分，其出发点均一致，

即要求学生掌握必需的基础知识，如语言能力、写作

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在此基础上增加对物质环境的

认识，即对自然科学世界的认识，最后再对学生的艺

术、文化及社会学领域提出要求，以此来实现对人的

教育。课程分类最少是爱荷华州立大学，只分成 3 个

领域，艺术与人文、自然科学与数学、社会科学。分

类最多的是普渡大学，分为写作与口语、外语(非英

语)，数学与统计、西部遗产、美国传统风俗、世界文

化、审美意识、个体与社会、种族与民族多元化、妇

女问题、社会伦理、环球瞭望、自然科学共计 13 个分

类。其余大学均介于 5~9 种分类。各个学校将写作、

口语均放在重中之重，一般情况都在 6~8 个学分，其

次是数学或逻辑思维课。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学语文

和逻辑思维。这被当成是基本技能的训练。纵观我国

大学教育培养的本科生，在基本的中文写作与语言交

流沟通上均存在严重障碍，多数大学的大学语文只有

3~4 个学分，课程数量较少。而在数理逻辑方面更是

空白，在文科专业中鲜有设置。自然科学类的课程包

含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这类课程也是必需选。

美国人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主导世界进程，美国是个

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世界文化的学习也是必修的

课程。 

3)专业教育课程设置。 

不同大学课程设置采用不同的类型，本研究将其

总结为单一课程类型、分向课程类型、预选课程类型

3 种形式： 

(1)单一课程类型。单一课程类型是指本科生专业

课程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专业选修课程 3 部分组

成。没有特定的专业方向，只给学生一些选课的建议。

此类大学有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马萨诸塞大学等。以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运动科学专业为例，其基础课程及

专业课程全部为必修，学生没有选择的权利，在专业

选修课阶段限定了学分，要求学生选择。在选择课程

过程中和学生与导师商议确定学习计划后提交[5]。 

(2)分向课程类型。分向课程类型是指专业课程由

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等 3 部分组成。

这类大学将运动科学专业分为不同的专业方向，即学

生必须在列出的专业方向中选择，才能继续完成学业。

把部分课程列为所有方向都必须选择的课程，称为专

业必修课。把课程按照专业方向进行分类，称为专业

方向课。此类大学有：康涅狄格大学，马里兰大学等。 

马里兰大学把体育与美国社会、美洲体育史、数

学、生物力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神经发展，运动神

经控制与学习等共计 22 学分的课程，设置为专业核心

课。在具体职业发展方向上又分为 4 类，在不同领域

中规定学生和自己的导师商议来决定选择 4 门具有相

同职业方向的课程。学生选择一定的方向后需要提交

相对应的选课计划，并由校方备案保存[6]。 

所供学生选择的课程有：体育管理、运动心理学、

儿童与体育、运动训练科学基础、青年管理项目、运

动与体成分、运动神经基础、运动与代谢、运动与疾

病预防、分级运动试验、运动与遗传、体育市场与媒

介、体育好莱坞、体育全球化、工作场所运动、性别

与体育、老年人运动、健康与运动心理学、运动障碍

理论与实践、运动应用评估、间歇运动原理与方法、

视觉运动神经控制与学习、高级运动神经学进展、体

育与公民权利、高级应用生理学。 

(3)预选课程类型。预选课程类型是指学生入学后

只进行通识教育课程及专业进阶课程的学习，在完成

学习并达到规定的学分才能进入专业学习阶段。在每

个专业都有预备课程供学生选择，在完成这些预备课

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和 GPA 成绩后，才能申请相应的

专业，之后再开始更高层次的专业学习。以明尼苏达

大学为例，进校的一二年级学生没有专业，被称为专

业准备阶段，要获得申请运动科学专业学习的资格必

须完成 60 个学分，并且 GPA 不低于 2.5 分。其中必

须在规定的 5 类基础课程中各选择一门课程，并且达

到考核要求[7]。在进入专业学习后又设置 4 个方向，分

别是临床运动科学、运动与健康科学、体育教师资格

证预备、体育科学。各个专业方向设置了不同的必修

课及选修课。 

与此相同，威斯康辛大学要求获得 60 个学分，

GPA 不低于 2.75 分才能申请运动科学专业。密歇根州

立大学规定获得 56 学分，GPA 不低于 2.0 分。俄亥俄

州立大学要求是 45 个学分，GPA2.7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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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8 所高校来看，不同高校对运动科学专业的教

学计划认识没有大的分歧，体现在必修课程设置上，

表现出一定的相似及趋同性。同时也说明运动科学专

业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解剖学、生理学、生物

化学、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营养学、统计测量学、

运动神经控制等是众多高校选择的必修课。但在不同

的细分专业方向上又有不同要求，体现出在基础知识

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发展各自的优势。 

选修在美国大学并不是一种划分课程类别，而只

是一种选择课程的形式。其选修课均在专业必修课及

专业方向课的领域内进行选择，课程选择需要一定的

要求及逻辑关系。形成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真正意

义上的选修课程最少的只有 2 个学分的要求，最多也

只有 18 个学分。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专业必修课以及专

业方向课程上的限制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学分，在总

学分一定的情况下，选修课要求的学分自然减少。但

这并不意味着各个学校提供的选修课数量很少，相反

很多大学选修课是全校通选，不分专业，部分学校提

供的选修课达上千门。 

在美国大学导师制的体制下，学生的学习计划制

定是在大学一年级就完成的，确定后需提交备案。课

程设置前后呼应，环环相扣。不会造成学生选课漫无

目的。课程体系明确并完整地体现了大学最终要培养

怎样的人才这一目的，这种思路值得深思及借鉴[8]。 

体育及其相关专业的地位是伴随着美国体育产业

的发展而蓬勃向上的。对自身完美的追求使美国人对

体育及健康相关专业非常重视。从学生的角度来说，

可以把运动科学专业看作应用专业，毕业后直接工作。

同时也可以作为研究性专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还

可以作为其他职业资格的准备。这些都给学生以广阔

的职业生涯来进行选择，保证运动科学专业的发展。 

 

4  教学评价与教材 
1)教学评价。 

美国大学实施学分制度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已

经非常成熟。相同的学分表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付

出相同的努力。美国大学通常每个学分的概念为每个

学期每周 1 个小时的学习为 1 个学分，从这个比例来

看学生的课堂学习的时间比国内大学要短一些，但是

实际学习的难度要大很多，单纯比较数据，美国学生

的课堂教学可谓轻松，但实际不然，在学生分数评定

上，采用分次累积的计分方法，避免单一指标的评定，

一般成绩构成是由课堂表现、平时测验、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和事例分析等几部分组成，根据课程的特点，

按比例计算成绩或由数次考试共同决定成绩。指定作

业与口头报告也是教师参考评分的一种手段，通过学

生平时在课堂上的讨论、研讨课上的表现(能否在自己

阅读和调研的基础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以及

参加社会实践的反馈、学期论文中所体现出的调研能

力等，按照比例综合评定学生成绩。获得学分后还要

折算成 GPA，不同的学校对不同的专业和课程有不同

的要求，如果低于学校的规定，会造成留级或影响其

课程的选择，留级意味着要多付出学费。基础课程不

通过，会造成后续的选修课不能按选课计划正常进行。 

在考试评价的同时，美国大学从招生环节开始，

就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经历，关心教师对考生

的综合评语、了解考生是否合群、是否积极参与文体

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等。在求学过程中，对学生的评

价更是包括社会调查、家庭作业、实验、科研项目，

以及平时课堂上小组讨论时的参与程度等各个方面。

无论是哈佛大学还是美国其他大学，都在竭尽全力为

更好地传承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而努力。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高校学生评价更多地表现为质性评

价占主导地位，并注重在情境中评价学生[9]。 

2)教材。 

美国 28 所大学中有个别运动科学系编写了学生

用书，仅有一本综合刊物。多数学院没有专业的教材。

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国家教育部对大学不行使行政权

力，也没有统一的官方组织来确定大学专业建设，各

个州有独立的自主权来决定大学的办学方向和专业的

设置。在这种情况学术委员会成为专业发展和建设的

不可或缺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促进学科进步

及相互交流学习的任务。比较著名的运动科学学术组

织有，AKA、AAKPE、NAKPEHE 等。这些学术组织

的成员多来自运动科学相关领域，尤其以大学的教师

为多[10-11]。在选取的 30 所大学中，每所大学至少是其

中一个学术组织的会员。 

虽然没有统一的教材，但是运动科学的专业书籍

并不匮乏，在美国除了一些专业的学术委员会以外，

很多机构也出版专业的书籍。如美国运动医学学会，

在售的编写出版的专业书籍 27 种。美国体能协会编写

的在售的专业书籍 18 种。这些书籍的应用性非常强，

与运动健康的实践结合紧密，并非单纯的理论教材。 

 

总览 28 所美国综合性大学，无一不将学生的基本

素质培养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专业素质的培

养，专业课程的设置也体现出相同基础下的多样性。

2008 年 5 月 11 日，由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联合发起举办的“面对

时代挑战的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大学通识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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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隆重开幕。来自大陆和香港地区 46 所高校

的校长和知名学者对在通识教育理念下，大学如何发

挥传承中华文化的作用、如何理解大学在和谐社会构

建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如何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完善人

格进行了交流，并共同呼吁，我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

大学应当在本科教育阶段大力发展通识教育，并以此

作为发展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的助推器。在我国高等

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的时代，仍在如何确定运动人体

科学专业主干课程下纠结，是否能符合高等教育的时

代发展，值得体育学人认真思考。研究如何开展体育

学科的通识教育，确立各个二级专业统一的必修课程，

才是体育科学发展的大方向，才能在体育产业大发展

的时代中，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才能真正使体育科

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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