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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素质教育的推行下,高职院校的教学改革也进入了加速阶段。体育教育作为高职院校教学工
作中的组成部分,更应进行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的创新。体育课作为高职院校学生集体参与课外活动的
主要方式,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锻炼结实体魄,也可以为学生以后的工作和学习奠定良好的基
础。因此,本文选取高职院校体育教学课程改革与创新研究为题目,明晰了高职院校进行体育教学课程改
革的意义,对目前高职院校体育教学课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终对高职院校如何对体育教学课程
进行改革与创新的路径做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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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also entered the accelerated stage. Physical education, as a part of the teaching work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innovate the course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 Physical education, as the main way for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participate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can not only improve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and exercise a strong body, but als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future work and study. Therefore, this
paper selects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the
topic, clarifies the significan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path
of how to reform and innovat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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