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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性体育教育在学校特殊教育中起举足轻重

的作用ꎬ可以极大程度地满足特殊学生的体育教育需

要ꎬ提高身体素质、完善人格ꎬ增强社会适应能力[１] ꎮ
我国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事业起步晚、发展慢ꎬ还处

于被动和自发阶段ꎬ无法保障特殊学生的体育教育权

利ꎮ 港澳台地区与大陆具有一样的文化背景和社会

属性ꎬ但他们的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又吸收了大量欧

美元素ꎬ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都得到了应用和检验ꎬ
已经成为其学校特殊教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２] ꎮ
本文通过对港澳台地区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的发展

进行述评ꎬ对比大陆现状ꎬ提出发展策略ꎬ以期为我国

大陆地区普通学校开展适应性体育教育ꎬ建立学校适

应性体育教育学科体系ꎬ发展残障学生教育事业提供

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ꎮ

１　 适应性体育教育概念解析

１９５２ 年美国卫生、体育及休闲协会使用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概念ꎬ 取代原来使用的矫正体育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和修饰体育(ｍｏｄｉｆｉｅｄ)ꎬ定义为ꎬ为可能无

法安全或成功参与普通体育教育课程的残疾学生而

设计改编的多样化计划ꎬ目的是为了适应残疾学生的

兴趣、能力和缺陷[１] ꎮ ２００２ 年ꎬ国际体育科学和教育

理事会对适应性体育教育做出最新的认定:适应性体

育教育是一个应用广泛的跨学科术语ꎬ包含体育教

育、休闲娱乐、运动以及受损个体的适应和康复[２] ꎮ
适应性体育教育与传统特殊体育教育的区别在于“适

应性”ꎬ即不过分强调残障学生与普通人的差异ꎬ而是

强调残障个体通过与周围环境的融合ꎬ“正常的”从事

体育活动ꎬ享受体育教育权利ꎮ 由此可见ꎬ适应性体

育教育并不是特指残疾人体育或传统意义的特殊体

育教育ꎬ更多的是强调残障学生的不同以及个体与环

境的相互作用ꎬ这种不同和相互作用影响了学生的身

体、心理和社会挑战ꎬ从而影响生活方式和运动休闲

的完整获得ꎮ
笔者认为ꎬ适应性体育教育包含 ２ 层含义:狭义的

适应性体育教育是指在普通学校为特殊学生开展的

适应他们享受体育活动权利的体育教育ꎻ广义的适应

性体育教育是指通过适当的环境和资源配置ꎬ让体育

运动能力显著低于正常同龄人的特殊人群(包括残障

人士、肥胖患者、智力异常、老年人和忽视锻炼的人

群)ꎬ能与普通人一样平等地参与各种体育活动ꎬ从而

改善身心健康ꎬ提高生活质量ꎬ正常融合社会的活动ꎮ
本文中适应性体育教育主要是指在普通学校为特殊

学生开展的适应他们享受体育活动权利的体育教育ꎮ

２　 港澳台地区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发展

２.１　 台湾地区适应性体育发展　 台湾地区的教育理

念和手段深受美国影响ꎬ尤其是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

更是直接引用美国的经验和方法ꎬ在教育法令、教学

理念和教学手段等方面发展很快ꎬ居亚洲前列ꎮ 具体

发展历程如下ꎮ
第一ꎬ起步阶段(１９６０ 年以前)ꎮ １８９１ 年ꎬ英国牧

师甘雨霖在台南创办了针对聋童的训育院ꎬ成为台湾

地区最早的特教学校[３] ꎮ 随着台北盲哑教育所、台北

盲童育幼院和台北儿童心理卫生室等特殊教育机构

的陆续创办ꎬ台湾地区的特殊教育进入了起步阶段ꎮ
但这一时期的特殊教育机构并不重视学生的体育教

育ꎬ而是一般以日常生活技能培训代替体育活动ꎮ
第二ꎬ初步发展阶段(１９６０—１９９２ 年)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ꎬ台湾当局开始颁布法令ꎬ为残障学生提

供平等的教育权利[４] ꎮ １９６８ 年ꎬ台湾地区颁布«九年

国民教育实施条例»ꎬ首次出现 “ 特殊教育” 字样ꎮ
１９７０ 年颁布«特殊教育推行办法»ꎬ将身体残障、智力

异常的学生以隔离式教学的方式ꎬ编为体育特别班进

行体育教育ꎬ并在 １９７６ 年明确规定残障学生不能免修

体育课ꎬ鼓励学校开设体育特别班ꎬ为残障学生提供

体育服务[５] ꎮ

４４６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第 ３８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５



第三ꎬ成熟发展阶段(１９９３—１９９８ 年)ꎮ １９９３ 年

台湾地区教育部门为加强特殊体育教学ꎬ颁布了«发

展与改进特殊教育五年计划»ꎬ标志着适应体育教育

开始进入有计划、正规化的发展时期[６] ꎮ 对学校适应

性体育教育提出改革方案ꎬ大力推进适应性体育教育

的研习班ꎬ强化基层教师相关知识和能力ꎬ提供各类

残障人士的学习资源和环境ꎬ整个适应性体育教育理

念在台湾得到良好发展ꎮ １９９８ 年ꎬ台湾行政院体育委

员会设置“身心障碍国民运动委员会”ꎬ开始通过特殊

教育学校、特教班、资源班和巡回辅导等形式促进学

校适应性体育教育的推广和发展[７] ꎮ
第四ꎬ国际化、科学化和精细化发展阶段(１９９９ 年

至今)ꎮ １９９９ 年ꎬ台湾地区教育部门召开“改进特殊体

育教学中程发展计划”会议ꎬ正式将“特殊体育教育”
改为“适应性体育教育” [８] ꎬ颁布了«适应性体育教学

中程发展计划»ꎬ提出要以 “零拒绝”的融合教育为目

标ꎬ保障各级各类残障学生享有与普通学生一样的体

育教育权利ꎮ ２０００ 年ꎬ台湾师范大学开设了适应性体

育教学的研究生课程ꎮ ２００２ 年ꎬ国立体育学院成立适

应性体育学系ꎬ并每年举办国际适应性体育教育研讨

会ꎬ保证了台湾地区适应性体育教育的不断创新和进

步ꎮ ２００４ 年ꎬ台湾地区颁布«增进适应性体育发展方

案»ꎬ健全适应性体育教师资格准入、师资进修和培训

制度ꎬ整个台湾地区适应性体育教育越来越国际化、
科学化和精细化[９] ꎮ

笔者将台湾地区适应性体育教育的特点归纳为

以下方面:一是法律健全、理念先进、体系完备ꎮ 台湾

地区适应性体育教育的法律立法层次较高ꎬ对残障学

生的体育教育权利做出了细致规定ꎬ充分尊重残障学

生与普通学生的差异性ꎬ保障了残障学生的体育教育

特殊需求ꎮ 二是适应性体育教育建设手段丰富多样ꎬ
具有本土化特色ꎮ 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根据实际情况ꎬ
通过个别化教育计划、十二年就学安置、费用减免以

及特殊教育学生奖助学金等手段ꎬ大力推进适应性体

育教育开展ꎮ 三是具有人文关怀和全民教育的特点ꎮ
台湾地区将残障学生细分为 １３ 种类型[１０] ꎬ采用“障而

无碍”“尊重差异性”的理念ꎬ避免对特殊儿童的歧视

和偏见ꎬ体现了人文精神ꎻ而社区和社会人士、残障学

生家长的共同参与ꎬ对适应性体育的发展也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１１] ꎮ
２.２　 香港地区适应性体育教育发展　 香港地区曾作

为英国的殖民地ꎬ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理念和教学手

段与英国基本一致ꎬ大体可分为隔离式教育阶段、统
合式教育阶段和融合式教育阶段ꎮ

第一ꎬ隔离式教育阶段(１９７７ 年前)ꎮ 早在 １８６３
年ꎬ香港就出现了第一所特殊学校———加诺萨盲女

院ꎬ但直到 １９６０ 年以前ꎬ香港的特殊教育都是由教会

和慈善机构完成的[１２] ꎮ １９６０ 年ꎬ香港教育司成立了

特殊教育组ꎬ开始管理特殊教育事业[１３] ꎮ 此时的香港

特殊教育与英国一样ꎬ采用隔离式教育方式ꎬ残障学

生在特殊学校进行体育教育ꎬ直到 １９６９ 年ꎬ才开始在

普通学校开设听力障碍学生聆听班ꎮ
第二ꎬ统合式教育阶段(１９７７—１９９２ 年)ꎮ 随着适

应性体育教育在全世界的传播ꎬ隔离式教育方式受到

了质疑ꎬ香港开始逐步采用统合式教育方式ꎮ １９７７
年ꎬ香港颁布了«群策群力协助弱能人士更生康复白

皮书»ꎬ鼓励残障学生融入普通学校ꎬ这是香港特殊教

育开始融合式教育的基本政策文件[１３] ꎮ １９８６ 年ꎬ香
港教育署推出融合教育主导计划ꎬ协助残障儿童融入

普通学校的普通班级进行学习ꎬ但当时的普通学校并

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思想观念、教师培训、课程教

学、校舍环境)来接纳特殊学生ꎬ因此出现统而不合的

现实[１４] ꎮ
第三ꎬ融合式教育阶段(１９９３ 年至今)ꎮ １９９３ 年ꎬ

香港政府颁布«香港学校教育目标»ꎬ明确学校要让特

殊学生的潜质得以发展ꎬ普通学校开始“全校参与”试

点改革ꎬ提倡“全人教育” [１５] ꎮ １９９５ 年ꎬ出版了«平等

齐参与ꎬ展能创明天»的康复政策白皮书ꎮ １９９６ 年ꎬ颁
布了«残疾人歧视条例»ꎬ倡导融合教育ꎬ教育要适应

残障学生的实际需求ꎬ得到正常发展ꎮ １９９７ 年ꎬ香港

政府成立了教育局ꎬ下设 ２ 个特殊教育服务中心来为

特殊教育提供服务和支持ꎬ推出 «融合教育先导计

划»ꎬ要求普通学校“全校参与”ꎬ为特殊学生提供适应

的学习环境[１３] ꎮ ２０００ 年ꎬ香港颁发了«全校融合教育

方案»ꎬ大力推广融合教育ꎬ并为普通小学提供学习支

持津贴ꎬ帮助每个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ꎬ到了 ２００８
年ꎬ该方案已经推广到各级普通中学[１６] ꎮ ２００４ 年ꎬ真
铎聋哑学校还招收了 ２ 个班的正常学生ꎬ与残障学生

一起接受教育ꎬ成为融合教育新的突破ꎮ
总结香港地区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的特点ꎬ发现

香港并没有像台湾那样将适应体育教育明确写入法

律法规中ꎬ但其政策法规更加的具体和具有可操作

性ꎮ 如全校参与模式、共融校园指标等ꎬ为适应性体

育教育在香港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１７] ꎮ 香港适

应性体育教育的目的是为残障学生提供适当的体育

教育ꎬ帮助他们发挥潜能ꎬ融入社会ꎬ成为一个独立正

常的人ꎮ “融合观”“全人教育” “挖掘潜能”是香港学

校适应性体育教育的原则ꎬ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

先进的融合教育理念ꎻ二是尊重残障学生特殊的体育

教育需求ꎻ三是为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提供丰富的资

源、先进的教学设备和专业的师资队伍进行支持ꎻ四
是政府为残障学生提供多样化的特殊教育服务[１８]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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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澳门适应性体育教育发展　 与香港一样ꎬ澳门地

区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ꎬ主要由宗教机构向残障人

士提供教育服务ꎮ 直到 １９７８ 年ꎬ澳门政府才逐步加大

对特殊教育的重视ꎬ创办了第一所特殊学校———路德

会圣保罗学校ꎬ并随之开办了一些特教班、特教学校

和训练中心[１９] ꎮ 而适应性体育教育也在这些教育机

构开始萌芽ꎬ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成绩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澳门政府在教育司成立特殊教育发展委员会ꎬ颁布

«澳门教育制度法»ꎬ将特殊教育正式纳入教育制

度[２０] ꎬ界定了残障人群的类别ꎬ设立了特殊教育工作

小组ꎬ帮助残障学生获得适合其发展的教育计划ꎬ包
括康复治疗服务、生活教育及生活技能教育等ꎬ并正

式在各级公立学校实施融合教育ꎬ标志着澳门学校适

应性体育教育的正式开始[２１] ꎮ １９９６ 年ꎬ澳门政府颁

布了«特殊教育法令»ꎬ对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的适用

范围、指导原则、特殊设施、学校硬件配备、课程安排

和质量评价都做出了规定和要求[２２] ꎮ ２００２ 年以后ꎬ
教育暨青年局每年都为学校提供特殊教育津贴ꎬ以协

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融入普通学校ꎬ并开展师资

培训和适应性体育教育教学指导[２３] ꎮ ２００６ 年ꎬ澳门

政府又颁布了«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ꎬ将残障学生

扩大为智力超群和身心障碍的学生ꎻ对学校适应性体

育教育进行评估ꎻ将特殊教育的主体确定为残障学

生ꎻ在普通学校推行融合教育ꎮ 该法规的颁布ꎬ对新

世纪澳门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

力和制度保障[２４] ꎮ
综上可知ꎬ澳门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发展的特

征:一是注重立法ꎬ通过法律手段推进适应性体育教

育的发展ꎻ二是特殊教育的途径多样化ꎬ澳门的残障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在特殊学校、融合班、特殊教育小

班进行体育教育ꎬ保证更有针对性的促进不同类型残

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ꎻ三是通过倡导融合教育ꎬ满
足残障学生对于体育教育的需求[２５] ꎻ四是课程设置多

样化、人性化ꎬ使每个残障学生的潜能都能得到最佳

发挥ꎻ五是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团队专业化ꎮ 澳门政

府在学校设立专业团队为残障学生提供完整的适应

性体育教育服务ꎬ成员包括特殊教育教师、资源教师、
学生辅导员、心理辅导员、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及语

言治疗师等[２６] ꎮ

３　 港澳台地区适应性体育教育比较

通过上文可知ꎬ虽然港澳台地区都积极开展了学

校适应性体育教育ꎬ且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ꎬ但三者

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ꎬ笔者从政策法规、教育手

段、政府支持和自身特点等 ４ 个方面ꎬ对港澳台地区的

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发展进行比较ꎬ从而更好地了解

他们的发展现状ꎬ并为大陆地区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

发展提供借鉴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港澳台地区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对比

地区 政策法规 教育手段 政府支持 自身特点

台湾 特殊教育法、身心障碍教育专业团队设置与实施

办法、身心障碍成人教育及终身学习活动实施办

法、特殊教育学生申诉服务办法、特殊教育学生奖

补助办法、特殊教育法施行细则、增进适应体育发

展方案、适应体育教学中程发展计划、

加强适应性体育推广、健全适应性

体育师资进修和培训、强化适应性

体育课程与教学、改善适应体育性

学习环境、落实适应性体育辅导机

制

个别化教育计划、十二年就学安置、
学费用减免、特殊教育学生奖助学

金

法律健全、理念先进、体系完备ꎻ建设手段丰富多

样ꎬ具有本土化特色ꎻ人文关怀和全民教育

香港 «群策群力协助弱能人士更生»白皮书、«平等齐参

与ꎬ展能创明天»白皮书、残疾歧视条例、香港康复

计划

全校参与、全人教育、全纳教育 政府为残障学生提供多样化的特殊

教育服务、设特殊教育服务中心为

特殊教育提供服务和支持、为普通

学校提供学习支持津贴ꎬ帮助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先进的融合教育理念、尊重残障学生特殊的体育

教育需求、提供丰富的资源、先进的教学设备和专

业的师资队伍、多样化的特殊教育服务

澳门 澳门教育制度法、特殊教育法、批准特殊教育制

度、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

公立学校全面推行融合教育、教师

培训课程

融合教育资助计划、推行«本地学制

正规教育课程框架»ꎬ进行适应性体

育教育课程改革

注重立法ꎬ通过法律手段推进适应性体育教育的

发展ꎻ特殊教育途径多样化ꎻ满足残障学生对于体

育教育的需求ꎻ课程设置多样化人性化ꎻ教育团队

专业化

　 　 由表 １ 可知ꎬ港澳台地区在政策法规、教育手段、
政府支持上各有自身的优势ꎬ３ 个地区在政府支持上

基本相同ꎬ都有当地的教育部门对学校适应性体育教

育给予经费支持ꎮ 区别主要存在于政策法规和教育

手段上ꎬ香港和澳门地区主要是在特殊教育法规中附

带了对适应性体育教育的规定ꎬ而台湾地区有专门的

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的政策法规ꎬ对于适应性体育教

育给出了详细具体的法规ꎬ从而能更具体、更有针对

性地开展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ꎻ教育手段方面ꎬ台湾

地区更有针对性ꎬ对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的发展更加

具体ꎬ更接近美国的适应性体育教育理念ꎬ而香港和

澳门地区则在教育理念上更加贴近欧洲ꎬ更贴近融合

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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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大陆地区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发展现状

我国大陆从 ２１ 世纪初开始使用适应性体育概念ꎬ
虽然注重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和训练手段ꎬ
但没有形成独特、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历ꎬ与
港澳台地区还有较大的差距[２７] ꎮ 本文将从政策法规、
政府支持和教育手段 ３ 个方面对大陆学校适应性体育

教育进行介绍ꎬ并和港澳台地区进行对比ꎮ
政策法规上ꎬ到目前为止ꎬ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

针对适应体育教育的法律或法规ꎬ没有对学校适应性

体育教育的师资培养、课程模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

及考核与评价提出要求[１３] ꎮ 与港澳台地区对比ꎬ存在

以下不足:(１)指导思想落后[２８] ꎮ 很多政策法规直接

规定残疾或特殊学生可以免修体育课ꎬ与融合教育的

理念背道而驰ꎮ ( ２ ) 指向对象不明ꎬ 条文内容相

悖[２９] ꎮ 首先ꎬ大陆的特殊教育对象并未能包含所有有

着特殊体育教育需求者ꎬ导致部分学生被政策法规所

忽略ꎻ其次«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规定特殊学生可以免

除体育考试ꎬ与«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

作的试行办法»规定的“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学

习、活动ꎬ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要求相

悖ꎮ (３)法律措施笼统、缺乏可操作性[３０] ꎮ 造成了大

陆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处于一种可学可不学ꎬ可以随

班就读ꎬ也可以另设体育保健课的局面ꎬ且我国绝大

部分适应性体育教育教师从未参加过任何培训和进

修ꎮ (４)立法层次低ꎬ法律体系不完备[３１] ꎮ 现有的法

律和法规都是在特殊教育政策或学校体育等政策方

面有所涉及ꎬ 并没有实质性的或可操作性的法律

规定ꎮ
政府支持上ꎬ虽然大陆规定了应从多渠道筹措特

殊教育经费(包括国家拨款、地方政府投资、社会捐

资)ꎬ并规定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３２] ꎮ 但绝大多数地

区没有常规性的随班就读经费拨款制度ꎮ 此外ꎬ大陆

适应性体育教育志愿者支持系统仍处于空白状态ꎬ导
致特殊学生想参加体育活动ꎬ却得不到相应的支持和

服务[３３] ꎮ 与港澳台地区的政府支持手段相比ꎬ大陆地

区明显有很多地方急需改善ꎮ
教育手段上ꎬ大陆地区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推

行随班就读政策ꎬ标志着大陆地区开始尝试融合教

育[３４] ꎮ 但与港澳台地区相比ꎬ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

只考虑到了特殊学生随班就读的数量和入学率ꎬ忽略

了学生享受教育过程的平等和效率ꎻ二是在体育教学

中没有相关的教学制度和标准ꎬ甚至还同意特殊学生

免修体育课ꎬ导致普通学校的特殊学生体育教育长期

处于低水平状态ꎻ三是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师资不

足ꎬ研究水平低下ꎮ 没有专门的适应性体育教育专业

的研究生课程和人才培养方案ꎬ完全不能满足大陆地

区 ６ ０００ 万特殊儿童的体育教育需求[１３] ꎮ 总体来看ꎬ
大陆地区急需借鉴港澳台地区的适应性体育教育课

程建设经验和人才培养方案ꎬ建立自己的适应性体育

教育课程框架和高水平、 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建设

方案ꎮ

５　 大陆地区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发展策略

５.１　 转变传统特殊体育教育理念　 学校适应性体育

教育要求在融合教育的理念下ꎬ让残障学生拥有与普

通学生在普通学校一起享受体育教育的权利ꎮ 随班

就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融合教育模式ꎬ也是我国目前

发展特殊教育的主要形式[３４] ꎮ 国务院颁发的«全民健

身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明确指出ꎬ特殊教育机构和普

通学校要重视做好残疾学生体育工作ꎬ提供适合残疾

学生特点的体育健身与体育康复项目[３５] ꎮ 适应性体

育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正常组成部分ꎬ但与传统的特殊

体育教育不同ꎬ更多强调残障学生的不同以及残障学

生与学校、社区环境的相互作用ꎬ需要转变传统体育

教育理念ꎬ树立融合教育思想ꎬ提供适应性体育教育

的资源[３６] ꎬ打通阻碍适应性体育教育的环境ꎬ为残障

学生参与体育锻炼提供更多的帮助ꎬ 从而更好地

成长ꎮ
５.２　 健全适应体育教育法律　 应该积极参考港澳台

地区的先进经验ꎬ对特殊人群体育教育相关的法律法

规进行制定和健全ꎬ才能顺利推动学校适应性体育教

育的开展ꎬ真正保障残障学生的体育教育权利ꎮ 我国

目前还没有颁布专门的特殊体育教育法律ꎬ有关残障

学生体育教育的规定都零散的分布在各项法律法规

之中ꎬ由于缺乏对残障学生享受体育教育权利的重

视ꎬ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衔接和整合ꎬ学校和教育

机构就无法用法律武器保障残障学生的体育教育权

利ꎬ颁布专门的特殊体育法律势在必行[３７] ꎮ
５.３　 促进适应性体育教育教师专业化　 适应性体育

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适应性体育教师的专业性ꎬ我国

目前还没有专门的适应性体育教育专业ꎬ一般是在特

殊教育专业下开设体育教育方向ꎮ 适应性体育教师

数量和质量明显不足ꎬ严重阻碍了适应性体育教育学

科发展和专业化的进程[３８] ꎮ 首先ꎬ应借鉴港澳台地区

的先进经验ꎬ在高等院校中的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开办

适应性体育教育方向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ꎬ以满足适

应性体育教育专业人才的需要ꎮ 其次ꎬ必须按国际惯

例ꎬ推动适应性体育教育教师资格的准入制度ꎮ 第

三ꎬ推动双证制度ꎬ即从事适应性体育教育的教师不

仅可以考取适应性体育教师的资格证书ꎬ还可以参加

普通体育教师资格考试ꎬ获得普通体育教师资格证

书ꎬ从而拓宽就业渠道ꎬ吸引更多的学生选择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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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方向ꎮ
５.４　 提高适应性体育教育教学质量ꎬ加大学科研究力

度　 要提高适应性体育教育的教学质量ꎬ首先应该建

立适应性体育教育学科体系ꎬ国际上已统一采用适应

性体育教育的概念ꎬ我国应将传统的特殊体育教育转

变为独立的适应性体育教育专业[３９] ꎬ加强适应体育的

科学研究ꎬ从而更好的处理特殊人群身体活动和运动

有关的问题ꎮ 其次ꎬ目前我国的特殊教育在融合教育

背景下正在大力发展随班就读政策ꎬ学校应主动接收

残障学生ꎬ让残障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在无障碍环境

下积极参加体育活动ꎬ这就要求学校对现有环境和资

源进行优化ꎬ调整传统体育教学过程ꎬ更新体育教学

理念和手段ꎮ 再次ꎬ派遣适应性体育教育教师外出学

习和访问ꎬ加强与国外的交流合作ꎮ 我国残障学生学

校体育教育的实际需求和适应性体育教育的短板形

成了很大的矛盾ꎬ应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ꎬ结合

我国国情ꎬ加大对学校适应性体育教育的投入和研

究[４０] ꎮ 最后ꎬ建立适应性体育教育指导机构ꎬ为适应

体育教育提供设备和资料ꎬ进行教学咨询ꎬ提供个体

化康复服务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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