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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高等教育教与学的“教学法为先模式”。文章认为在决定把何种技术工具应用于教

学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教学法问题（我们打算如何施教）。文章首先阐述当今高等教育常见的几种

不同教学方法，并从教学法视角提出如何选择不同技术工具支持我们所选择的教学方法。文章重点阐

述如何创设主动、协作和真实的学习体验，尤其是借助技术手段向远程学习者或混合式教学模式学习

者提供（与面授教学）相当的学习机会，如果不能说是更好的学习机会的话。文章介绍了一些好的案

例，展示这种教学模式的实际应用情况，希望其他教育工作者能从中得到鼓励和启发。

【关键词】 教学法；技术促进学习；高等教育；教学法为先模式；主动学习；协作学习；真实学习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ｘ（2020）5-0046-08

以教学创新引领技术应用
□ ［澳］迈克尔·桑基

张永胜 译 肖俊洪 审校

教学法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大法”，相信没有哪一位教师会说自己不懂教学法，哪怕对

何谓教学法说不出一个所以然。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反思，或许很多人会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是真的懂教学

法，就像本文开头作者以一个假设的身份所描述的普通高校教师的“窘况”一样。这个问题在越来越强调基于

技术开展教学的今天显得更为突出，诚如文中所述，“因为我们许多教师，至少在高等教育（大学）从事教学

工作的教师，并没有接受任何正式的教师培训，他们只是因为对某个领域有深入研究而成为学科专家，因此被

认为适合从事教学工作”。在线教学或混合式教学在普通高校日趋常态化，尤其是以慕课为代表的技术促进教

学模式“势不可当”。然而，诚如一些研究者所言，主导今天普通高校在线教学或混合式教学的是技术，或者

说是技术决定论，而不是学习理论或教学法理论。

鉴于此，作者认为作为教师，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教学法。文章在第二节首先指出，现在我们往往

会根据教学实际“对教学法采取一种更为折中的态度”，而不是固守某一种“正统教学法”。这是技术日益应用

和社会发展的结果。但是，不管如何“折中”，一切教学策略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比如行为主

义、教学主义、认知主义、结构主义、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情景学习和联通主义等一般性的理论和一些

专门针对不同背景学习者的理论，比如成人教育学、自我决定学习教育学和同伴学习教育学等。一般学习理论

能使教师更好地了解学习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帮助学生学习，至于那些专门的理论，则更有助于教师设计适

合新学习环境使用的教学策略。文章对这些理论逐一简要说明。

本文第三节介绍了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的“教学法为先模式”。毫无疑

问，教育技术能够促进教与学的开展，也有提升教与学效果和质量的潜能。然而，在实际中最为流行的做法是

“先选择一种技术工具（因为我们喜欢这种工具），然后才想方设法使我们的教学意图适应这种工具的用途，而

不是根据拟采用的教学法选择某一种技术工具（因为这种工具有助于这种教学法的实施）”。作者认为这是本

末倒置之举。“教学法为先模式”就是要纠正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避免对教学法进行“削足适履”，实现以教

学创新引领技术应用，使技术促进教与学的潜能得到最恰当、最充分的发挥。本节以格里菲斯大学的“探究教

与学”（Explor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xLNT）数据库所收录的案例为基础，以主动学习、协作学

习和真实学习为例子，阐述如何运用“教学法为先模式”。“探究教与学”平台展示能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学习

投入的各种教与学实践、技术工具和策略。这些内容均是格里菲斯大学教师创建和分享的。我们从中可以了解

到格里菲斯大学教师所使用的教学策略和技术工具以及他们分享的各种教学创新实践。主动学习、协作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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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假设我是一名从事视觉艺术教学的讲师。我曾就

读于艺术院校，成绩优异，所以后来留校任教并成为

一名讲师，我现在是高级讲师。通常，我沿用老师教

我的方法去教我的学生，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我的

大部分学生似乎也学习得不错。我在画室里上课，通

常采用一种类似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教学模式

（mastery model）（我站在学生面前滔滔不绝地授课）。

但是，学校现在要求我把课程改成在线形式。我经常

听到系里其他老师说我们需要考虑诸如“建构一致

性”（constructive alignment）之类的教学法（我不

大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今后某个时候想申请

晋升职称，那么我必须非常清楚我自己使用的教学方

法（我怎么解释都行），尤其我转而使用一种更加体

现混合式特点的授课方式时，清楚所使用的教学方

法很重要。

习惯于更为传统教学方法的大学教师置身于上述

处境时都会感到迷惑——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

现象。因此，如果我们打算要求教师以教学法为先，

那么首先要帮助他们理解教学法的含义，尤其在不同

学科背景下教学法的含义，在他们面对林林总总的不

同教学方式、理论和方法时帮助他们明白其中哪些适

合自己的情况。之所以有这个必要，主要是因为我们

许多教师，至少在高等教育（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的

教师，并没有接受任何正式的教师培训，他们只是因

为对某个领域有深入研究而成为学科专家，因此被认

为适合从事教学工作（Cervini, 2014）。
因为我们这些高等教育教师是思想家，爱论理，

喜欢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所以实际上有必要了解

在教学法上我们所采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换

言之，有必要了解我们如何理解（相对于世界而言）

概念、范畴、学科以及我们所教授的知识领域之间的

关系，即所谓“本体论”（Sugumaran, 2016）。但

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理解的角度在很大程度上归因

于我们对有关知识的理论所采取的立场，尤其当他们

与我们有意（或无意）采用的教学方法相关时。因

此，我们应该明白确证信念（justified belief）和观点

（opinion） 之间的不同，即所谓“认识论”（Steup,
2018）。简而言之，我们要从元认知的角度理解我们

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我们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以及我

们为什么要（选择）用某一种方式实现这个目标。

近年来，上述过程已经被笼统地称为“教学法”

（pedagogy）。教学法通常是指学生、教师、学习环

境以及在这个环境下与之相关的学习任务之间的交互

活动 （Beutel, 2010）。广义上讲，它是指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所使用的教学方法。

真实学习三小节采用相同的结构，首先简要说明目的是什么，然后列举一些有助于达成其目的的教与学活动和

有助于提升这些活动效果的相关技术工具，并附上“探究教与学”的链接，最后以一个假设的视觉艺术教师身

份创设一个相关的教学情境，说明如何运用“教学法为先模式”达成这个教学情境的教学目的。

我认为格里菲斯大学的经验不但值得普通高校借鉴，对于远程开放教育机构而言同样富有启发意义，有很

多值得学习之处。有兴趣者不妨详细浏览“探究教与学”平台的资源。

本文作者迈克尔·桑基（Michael Sankey）博士是格里菲斯大学教授，有三十年的高等教育经验，对新

兴技术、技术促进学习、课程改革、e-Learning质量、多模态设计、数字素养、视觉素养和多元素养等领域

素有研究。2019年4月初，他在澳大拉西亚计算机在高等教育学习中应用学会（ASCILITE）网站上发表了一

篇如题的博文，于是我建议他以此为基础给本刊“国际论坛”写一篇文章，介绍该校“教学法为先模式”。本

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实践性很强，作者没有花很多笔墨阐述“教学法为先模式”的理论基础。这也是我最中意

的一点，其实我在给作者提修改意见的时候再三强调要突出实践性。在我看来，不管是因特网+教育，还是教

育信息化2.0，抑或是其他突出高精尖技术应用的教育模式，其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坚持以相关理

论引领教学创新，立足教学实际，以教学创新引领技术应用，而此时的技术应用反过来也能促进教学创新和理论

发展。换言之，唯有建立在一定教育教学或学习理论基础上的技术应用才能发挥其促进教学创新的潜能。

桑基教授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还是接受了我这个朋友的邀请，在暑期完成了这篇文章。我们谨向他致

以衷心感谢！（肖俊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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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么是教学法

如果我说“我们的课程应该使用某种教学法”，

如今我们谈到的教学法是否主要是指20世纪60年代

后期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非常流行的“建构主义”呢

（Amineh & Asl, 2015）？答案是肯定和否定兼而有之。

我认为现在的教学法融合了许多不同的教与学的方法

和理论，我们可以按需要选择使用它们。事实上，我

们根据需要对教学法采取一种更为折中的态度（尽管

一些人仍然坚持采用正统教学法），这与“后现代”不

再是一个正式哲学构念的情况相似（同样，仍然有一些

人坚持后现代这个构念的原来意义）。原先这些（更传

统）理论现在已经由新技术和当代各种社会因素的压力

使然的权威和知识新范式取而代之（Kirby, 2006）。
这种折中教学法有点类似一整套高尔夫球杆的

使用。我知道，如果球洞/旗杆在球道 260米之外，

要先使用2号球杆，然后根据击球的情况使用5号或者

6号铁头球杆把球打到果岭草坪。如果幸运的话（运

气胜过精湛球技），我将使用推杆并以标准杆数4杆
成绩完成。下一个球洞仅仅180米远，因此我会使用

不同的球杆组合，但总会用到推杆。到结束时，我已经

灵活使用了整套高尔夫球杆应对各种不同情况。因此，

如何打高尔夫球犹如在某种教学法中如何使用不同技

巧，但是如果停留在打高尔夫球的层次，我的创造性

会受到很大束缚。因此，我们可能有必要考虑其他方

面的问题。

教学策略（教学设计者热衷谈论的那些策略）建立

在一般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包括行为主义（Behavior⁃
ism）、教学主义（Instructivism）、认知主义（Cognitiv⁃
ism）、结构主义（Constructionism）、建构主义（Con⁃
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o-Constructivism）、
情境学习（Situated Learning）和联通主义（Connec⁃
tivism）等。它们有共同之处，即解释人们如何学习

以及如何让（帮助）他人学习。但是多年来我发现，我

们常常用一个包罗万象的名称（建构主义）把这些理论

囊括其中，但是这些理论的内涵远远比建构主义丰

富，正如“教学法”其实不仅仅涉及教学问题一样。

此外，我们还有如何教授不同背景学生的理论。

一般而言，我们用“教学法”（Pedagogy） 指学校

的课堂教学，而如果是面向成人的课堂教学，则称为

“成人教育学”（Andragogy）。但是，近来教学越来

越多地呈现混合式特点并在线进行，必须用新术语来

描述我们需要在这些新学习环境中使用的教学策略，因

此开始出现诸如“自我决定学习教育学”（Heutagogy）
和“同伴学习教育学”（Paragogy）这些新术语（概念）。

表1和表2简要概括有关现代教育的各种“……

主义”（…ism）和“……学”（…ogy），我们现在漫

不经心地使用的这些理论在20世纪广泛用于描述学

习行为和流行的学习策略。

表1 一般学习理论

理论

行为主义

教学主义

认知主义

结构主义

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

情景学习

联通主义

定义
行为主义是一种基于心理学的教学模式，主张学习仅受到客观变量的影响（比如环境或者物质基础），自由意志是一种假
象，反应是可以计划并受到条件影响的（Reimann, 2018）
教学主义主张学习者必须理解外部世界，它赖以建立的两个重要观点是：① 教师是学习的首要推动者，教学建立在教师知
识的基础上；② 教学的目的是改变学生的行为（学习），使其提升到一个新的、公认的更好状态（Crosslin, 2016）
认知主义认为学习是通过形成思维过程或把影响我们思维方式的各种事物联系在一起而发生的。信息的组织和加工促使
有意义的学习得以发生，教师在此过程中会通过启发性问题帮助学生提高思维能力或使他们认识到可能在什么地方出错
了（Ertmer & Newby, 2013）
结构主义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通过建构心智模型来理解客观世界，运用我们掌握的信息去学习更多知识。
结构主义强调亲身实践，通过基于项目的活动主动参与制作真实世界实物。教师发挥（学习）促进者或教练的角色，而
不是（知识）传授者（Alesandrini & Larson, 2002）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和意义的建构源于我们自身的体验，学习是一种主动行为。换言之，我们主动建构或创建自己对客观
现实的主观表征。新信息与已有知识联系在一起，已有知识是新信息的基础，因此思维表征具有个性化特点，并且为学
习者个人所拥有（Crosslin, 2016）
社会建构主义强调在文化和社会情境下开展协作学习，认知源于社会交互、围绕社会交互进行。因此，学习不仅仅是吸
收新知识，学习者必须融入知识社区并参与知识共建（Amineh & Asl, 2015）
情境学习强调如何获得专业技能，类似学徒模式，通过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成为实践社区的一员。情境学习强调学习和学
习环境之间的关系（Lave & Wenger, 1991）
作为一种学习理论，联通主义旨在阐释基于因特网的技术如何为我们创造学习和分享信息的新机会。联通主义认为学习
通过在线同伴网络发生，教师引导学生寻找信息、分享信息并自主学习（Crossl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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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学策略的设计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运用到这些

一般学习理论，而且还要运用到专门的理论，比如自

我决定学习教育学、同伴学习教育学和成人教育学等

（见表2）。这些专门针对不同学习对象的理论有助于

我们了解如何借助不同技术达成不同教学目标。

表2 三种专门的学习理论

理论

成人教育学

自我决定学
习教育学

同伴学习教
育学

定义
成人教育学是阐述成人与儿童在学习方式上有何不
同的一种成人学习理论。比如，成人往往更能自我
指导，内驱力更强，更乐意学习。教师可以运用成
人教育学理论提高成人学习课程/专业的教学效果
（Blondy, 2007）
自我决定学习教育学是由成人教育学发展而来的一
种自我决定学习理论，主张学习者高度自主，强调
培养学习者处理职场复杂情况的能力，尤其适合用
于指导基于新兴技术 （比如社交媒体） 的教学
（Blaschke, 2012）
同伴学习教育学是旨在解决同伴共同建构自我指导
学习环境所面临的挑战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数字
时代同伴之间的联系为基础，重点在于分析同伴教
育环境和创建同伴教育环境，彼此分享学习情景和
体验（Herlo, 2014）

三、教学法为先模式

得益于上述学习理论的指导，教育技术已经成为

设计新教学策略的推动力，其基本假设是教育技术能

够促进教学活动的开展。但是，我们通常却是先选择

一种技术工具（因为我们喜欢这种工具），然后才想

方设法使我们的教学意图适应这种工具的用途，而不

是根据拟采用的教学法选择某一种技术工具（因为这

种工具有助于这种教学法的实施）——这其实是本末

倒置之举（见图1）。

图1 本末倒置——马车（技术）焉能拉动马匹（教学法）？

比如，如果我们在讨论如何在网络空间创建主动

学习的机会时，首先我们要弄懂主动学习的含义以及

弄清实施主动学习策略的目的，然后再决定我们要怎

么做和使用什么样的技术工具。我们不能先选择好技

术工具，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选择的工具也可能

适合采用主动学习策略。因此，如果我们采用主动学习

策略的目的是让学习者投入到学习过程中并开展反思，

那么我们会想到一些教学活动，比如主动讨论、实时辩

论、解决问题、案例学习、模仿、角色扮演、同伴教学

和小组项目等，这些可能是可供选用的教学方法。如果

以此为出发点，那么接下来我们便可以去寻找有助于开

展这些活动的技术工具。表3对此进行了简单概括。

表3 主动学习的活动和工具

主
动
学
习

活动

主动
讨论

实时
辩论

解决
问题

案例
学习

模仿

角色
扮演

同伴
教学

小组
项目

技术工具
O365 Teams、讨论区（文字和语音）、Zoom视频会议
系统、聊天（比如Yammer）和即时消息（比如What⁃
sApp）等

视频会议系统、Zoom、Blackboard Collaborate和 Skype
（或类似软件）等

思维导图工具、O365 Teams、维基、Padlet和 Answer
Garden等
O365 Teams、视频分享、社会化书签、视频会议系统
和Evernote（印象笔记）等

360 Video、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技术/扩展现
实、 Smart Sparrow平台和H5P交互式内容创建系统等

ePortfolio（电子档案袋）、VoiceThread和视频分享等

O365 Teams、学习管理系统、视频会议系统和维基等

O365 Teams、Google Doc（谷歌文档）、VoiceThread和
ePortfolio（电子档案袋）等

在在线空间的教学实践中，如果我们想采用更加

主动、真实和协作性的方法帮助学生更有效地为将来

从事的工作做好准备，则必须首先清楚我们想要达到

的目的，然后寻找合适的工具帮助我们实现目的。

本节拟对此做较为详细的阐释，以便呈现实

际应用情况。下面将以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

（Griffith University） 开展主动学习、合作学习和真

实学习为案例，说明如何以教学策略为先，以此为出

发点考虑与教学策略相适应的技术工具。这三个案例

均来自“探究教与学”（Learning and Teaching，简称

“ExLNT”）数据库（详见 https：//app.secure.griffith.
edu.au/exlnt/）。ExLNT 收录了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

学学习未来系负责维护的300多项在线数据目录，这

些材料是为大学教师量身打造的，旨在帮助他们提升

教与学实践水平，并向公众免费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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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动学习

在主动学习中，教师要使学生学会分析问题。主

动学习旨在帮助学生主动吸收教学材料以及其他方面

的相关知识，而不是通过传统授课形式被动吸收知识。

虽然目前存在多种主动学习的定义，但是密歇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6） 的定义非常具有启

发性——主动学习是学生投入到学习活动之中的学习过

程，比如阅读、写作、讨论或解决问题等学习活动，

目的是培养他们分析、综合和评价的能力。学生在主

动学习的过程中会使用更高阶的思维技巧。通过设计

这些能调动学生积极性的任务，可以鼓励学生进行深

度学习，产生积极学习效果。

有许多方法能够促进主动学习，比如学生可以：

•创建、分享和评价图像、Powerpoint演示文

稿、视频文件、音频文件、文档和PDF文档等。

•共同促进有意义的讨论，以此共同建构知识。

•有机会自我反思和反思他人作品。

•自己组织小组讨论或通过与同学（而不是教

师）的互动一起学习，掌握一些关键知识点，达成课

程学习目标。

通常我们可以借助技术手段提升这些活动的效

果，比如：

•使用诸如VoiceThread之类的工具开展虚拟空

间的问答活动（详情可访问https: //app.secure.griffith.
edu.au/exlnt/entry/5186/view）。

•使用 PebblePad （或者 ePortfolio） 支持主动

学习的反思活动，有助于使学习更有个人意义，学生

也在学习中更有主人翁意识（详情可访问https: //app.
secure.griffith.edu.au/exlnt/entry/4305/view）。

•使用诸如Echo360 （ALP）之类的投票工具，

帮助发现疑难知识点或者进行反思活动，使教师能

够满足学生的即时需求，创设深度学习的机会（详情

可访问https: //app.secure.griffith.edu.au/exlnt/entry/
5207/view）。

•使用H5P创设交互活动，学生既要学习相关

内容也要参加形成性学习任务。这些活动有助于学生

在学习情境中进行批判性思维。H5P交互活动与动

态网页上看到的无甚差别，但是它们是在学习管理系

统上进行的（详情可访问 https: //learningandteach⁃
ing-navitas.com/using-h5p-active-learning-op⁃
portunity-content/）。

例如，假设我是视觉艺术教师，我想让学生使用

异步交流方式对其他学生的作品做出经过深思熟虑、有

帮助作用的评价，这样可以避免对方难堪。因此，

我需要寻找一种工具，既能让学生展示他们的作品，

也能（以语音和/或文字）附言介绍自己的作品。这

种工具还必须能允许同组其他学生（以语音和/或文字）

点评该作品，并且积极回应其他学生的点评。一旦学

生有机会相互评价作品，作品的作者也可能已经据此

修改了自己的作品，此时我便要求他们用日志的形式

反思这种学习体验。学生能够看到彼此的这种反思，

而且更重要的是学生可以提交反思给教师评分。要实

现这些教学目的，我可能会选择两种工具，即Voice⁃
Thread 和 PebblePad 的日记工具，因为这样一来我

们在查阅学生的反思时还可以了解其他同学对作品的

点评，反之亦然。这种工具的组合可以让学生在多个

层面上积极参与共建新知识。

（二）协作学习

协作学习通常以小组形式进行，支持学生共同学

习的同时也让个人学习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协作学

习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学习的一种教学方

法，旨在使学生能互相利用彼此的资源和技能（Chiu,
2000）。我们可以将下列策略整合到教学计划中，鼓

励学生投入到学习中，这样做反过来又可以成为学生

重要的学习动力之源，例如（但不局限于这些）：

•同伴示范，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

•开展线上或线下Scavenger Hunt（寻宝游戏）

活动，寻找与本周学习主题相关的内容。

•就所给话题进行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辩论。

•开展Pass the Problem（问题接龙）活动：第

一个学生回答问题的一部分，然后传给下一个学生补

充回答。以此类推，直到获得完整答案。

•开展创意小组活动，学生通过头脑风暴集思广

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诸如此类的活动，很多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线同

步或异步开展，比如：

•使用Collaborate Ultra（或者其他在线虚拟教

室工具）组建小组，允许教师和学生分享文档，组员

添加注释，举手提问，向全体发送通知或者彼此留

言，使用视频进行聊天和组织投票活动。学生可以使

用这种工具进行角色扮演，教师则可以用它做示范练

习 （详情可访问 https: //app.secure.griffith.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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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lnt/entry/847/view）。
•教师要求学生寻找内容与本周话题相关的5~10

个网站，学生必须分享这些链接，并从与课程学习是

否相关的角度进行点评。这个活动可以在学习管理系统

上的维基页面或者诸如 Office 365 Teams和One⁃
Note这样的工具上进行（详情可访问https: //educa⁃
tion.microsoft.com/Story/Lesson?token=ZXwlI）。

•正式或非正式辩论可以通过各种系统开展，比

如使用 Zoom或者Collaborate可以开展同步辩论，

使用VoiceThread则可以开展异步辩论。辩论最重要

的是鼓励学生探究自己对现有知识的假设和信念

（认识论），并且能够清楚地向他人表达自己的观点，

同时也能够考虑别人的观点，此时学习才有可能发生

（详情可访问https: //app.secure.griffith.edu.au/exlnt/
entry/8548/view）。

•在 Pass the Problem活动中，首先要组建在

线小组，给每个小组分配一个案例或问题，要求他们

确定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需要做什么，然后把它传给下

一个小组，要求他们确定下一步要做什么。以此类推，

一直传递下去，直到完全解决问题。这种活动可以

在学习管理系统的论坛或者其他可以组建小组的工

具上进行（详情可访问https://app.secure.griffith.edu.
au/exlnt/entry/4565/view）。

•Padlet是一种可以开展创意小组活动的工具，

即组织学生头脑风暴，集思广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是一款Web应用程序，有一堵虚拟墙，学生可以

在墙上开展协作和发布内容，因此有助于在教学中鼓

励协作和分享（详情可访问https://app.secure.griffith.
edu.au/exlnt/entry/5306/view）。

例如，假设我是视觉艺术讲师，我想让我的学生

围绕一名“早期大师”作品的特点进行辩论。在这个

案例中，我让两个校区的学生组成两队进行协作，就

像教室里的辩论一样。因此，我需要一种工具帮助学

生可以分别在自己的团队里进行协作，首先是计划采

用什么策略，然后按安排时间在线进行实时辩论。我

还希望能够录下辩论实况，以便学生可以再次观看并

反思正反的观点。这意味着我选择的工具必须具备分

组讨论功能以方便学生开展第一步活动——计划采用

什么策略，配有计时器并允许我录下辩论实况。市场

上许多工具可以满足这些要求，可以使用 Black⁃
board Collaborate，也可以使用Microsoft Teams的

文本和实时视频。两种工具都好用，但是Microsoft
Teams还允许开展后续的反思活动。小组活动显然具

有协作性特点，而通过重新观看辩论实况，事后对辩

论进行批判性分析，既可以提高协作能力，也有利于

学生更好地掌握辩论双方的主要观点。

（三）真实学习

真实学习是通过体验进行学习，即“做中学”，而

不是“听讲中学”或“观察中学”（Pearce, 2016）。
真实学习使学生能够讨论和探究概念、建构概念，发

现与学生相关的真实世界的各种关系。因此，一般来

说，真实学习的活动是与真实世界相关的学习活动，

是学生能够并且被鼓励对信息和数据进行批判性思考

和评价的学习活动。真实学习使学生既能学到知识，

又能培养职业认同感、参加有意义的活动，因此能提

升学习效果。面对多样化的情景、活动和观点，对学

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给学生提供协作机会和在各种

环境中操练技能的机会，这些也能够提高学习效果，

提升他们的能力。真实学习活动有以下特点：

•与真实生活相关。

•需要解决没有明确界定且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

•包含需要开展持续调查的任务。

•允许多种来源的信息和多种观点并存。

•开展协作（如上所述）。

•组织反思活动。

•需要多学科视角。

•考核与学习融合在一起。

•创建作品。

•包含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和结果的问题。

以下是教学中可以采用的一些基于技术的真实学

习活动的例子：

•解释学习活动与现实生活的相关性，让学生有

机会使用常常有一定挑战性并且需要丰富经验才能保

证成功的技能——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为了

帮助学生完成实验室的任务，可以先通过一系列视频

提高学生的意识，然后才让他们动手操作。学生可以

随时观看这些内容的视频（详情可访问https: //app.
secure.griffith.edu.au/exlnt/entry/7528/view）。

•ePortfolio包括学习日志或者实验日志，有助于

学生分享真实的反思。学生每周记录对从讲座和实验中

学到的概念的反思，以巩固所学。ePortfolio的这些反思

日志可由教师评分并提供反馈评语（详情可访问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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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ecure.griffith.edu.au/exlnt/entry/7148/view）。
•Wikipedia（维基百科）的内容通常是多人完

成的。学生使用诸如O365、OneNote或学习管理系

统的维基之类的工具，可以学习科研、书面交流以及

文献引用的技能。重要的是，这些内容必须是有据可

查、有理可辩。这个活动适合用于给一些耗时较长且

更重要的学术性任务提供支持和指导，也可以被用

作考核作业（详情可访问https: //app.secure.griffith.
edu.au/exlnt/entry/8268/view）。

•使用组合多种技术的工具，比如Collaborate
Ultra（视频会议系统），使身处异地的学生能够与同

组同学一起实时参加活动，如果与社交媒体工具（比

如O365 Yammer）结合使用的话，还可以异步参加

活动，培养一种社区归属感。给每周的话题标注主

题标签（#），方便学生查找课程出现的某个话题（详情

可访问https: //app.secure.griffith.edu.au/exlnt/entry/
6345/view 和 https: //app.secure.griffith.edu.au/ex⁃
lnt/entry/7169/view）。

•航空专业的学生在使用微软飞行模拟器Micro⁃
soft Flight Simulator X Steam Edition的过程中，使

用PebblePad（ePortfolio）对支架式学习体验进行反

思 （详情可访问 https: //app.secure.griffith.edu.au/
exlnt/entry/7128/view）。

例如，我最后一次假设自己是视觉艺术教师，我

想让学生知道他们该如何接触有可能帮助他们而且将

来也可能销售他们作品的画廊老板。为此，我要求每

个学生用师生共同协商的一整套问题去采访一位画廊

老板，然后与其他同学分享这个采访视频，同时总结

他们对画廊和工作流程的了解，给将来可能也要完成

类似任务的学生提醒一些注意事项。他们还需要准备

一份作品集给画廊老板（电子形式更为可取）。诸如

PebblePad这样的 ePortfolio工具能够适合此目的，

当然还有其他工具同样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学生可以

把视频上传到自己的主页，这样其他学生也可以看

到。这个工具也允许他们对采访活动进行评论。当

然，电子档案袋是他们创建在线作品集的最好工具，

这可以让画廊老板通过一个安全的链接（以便对外保

密）随时浏览他们的在线作品集。学生随后反思这种

现实生活体验，其成果作品则可供将来参考。

上文所述仅是借助技术手段解决教学问题，使学生

能通过远程方式或混合式教学方式参加学习的一些例子。

四、结束语

采用教学法为先模式支持高等教育教与学活动的

重要性自不待言。本文探讨了各种应用情况，说明必

须先考虑拟采用何种教学方法，即我们打算如何教学，

再选择教学中打算使用何种技术。文章首先简要回顾

支撑各种教学方法的理论模型，其中一些理论应用于

不同教学范式中能给我们提供一种视角，帮助我们选

择不同技术支持我们所选择的教学模式。本文重点强

调提供主动、协作和真实学习体验的重要性，尤其是

借助技术方案向远程学习的学生或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学生提供与面授教学相当的学习机会。教学与技术往

往被本末倒置，即以技术为先，而非以教学创新引领

技术应用。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些技术能

够很好地解决学生和教师在教与学和协作过程中所面

临的难题。正因为如此，有时我们甚至忽视或不考虑

为什么要使用某种技术。本文从实践出发，列举了教

学法为先模式的许多实际案例，也提供相关网络资源

的链接，希望其他教师能从中获得鼓励和启发。

从视觉艺术教师这个假设身份出发，我发现也许

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实现教学目标，这些方法对在线

学生或混合式教学模式学生可能更有帮助。于是，我

进一步思考在原来词汇库中的“教学法”也许还可以

从其他方面进行理解，我想现在真的需要考虑其他可

能更适合当前学生的方法。这种新的意识让我更加清

楚地了解我的教学方法（因为现在我了解它的含义），

尤其在开始在在线和混合式教学模式中使用更多技术

手段时，我更加了解所采用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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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omputer-based interactive assessment: the case of sciDevelopment of computer-based interactive assessment: the case of sci--

ence inquiryence inquiry

Feiming Li, Hao Zhang, Lijuan Lin and Yi Huang
Computer-based interactive assessment presents subject knowledge and its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n

the form of computer simulation, enabling innovative forms of interaction. The assessment of student sci-

ence inquiry competency involves not only designing task-based scenarios but also collecting and ana-

lyzing data concerning student behavior and task completion. It is argued that computer-based interac-

tive assessment is a tool fit for this purpose. After introducing the ECD approach, the study uses a sci-

ence inquiry project as a case study to deconstruct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ve assessment for science in-

quiry competency in terms of learning objectives (tasks to be completed), task design and data analysis.

It also discusses assessment criteria, functionality, non-cognitive factors and co-development as well as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evidence-centered design (ECD); computer-based interactive assessment; process data; sci-

ence inquiry; task analysis; task scenario; data analysis

Putting the pedagogic horse in front of the technology cartPutting the pedagogic horse in front of the technology cart

Michael Sankey
This article explores what a pedagogy first model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looks

like. It suggests that it is the pedagogy (the way we are going to teach) that we need to consider be-

fore we decide on the technology that we are going to use to enact our teaching. It first explains the

different pedagogical approaches that are typically enacted within higher education today and then looks

to see how, through that lens, we can choose different forms of technology to support our chosen teach-

ing approaches. There is a strong emphasis placed on providing active, collaborative and authentic

learning experiences, particularly with the aid of technology, to afford those students studying at a dis-

tance, or through blended modes with comparable, if not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engagement. The article

provides some great examples of what this can look like in practice, in the hope that others will find en-

couragement and inspiration from this.

Keywords: pedagogy；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higher education； pedagogy first model； active

Learning；collaborative learning；authentic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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