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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面面观

主编　 特里·安德森， 戴维·威利

无论是在正式的还是在非正式的教学、 培训与学习中， 远程教

育都是发展最快的模式。 它存在许多变体， 包括在线学习、 移动学

习、 沉浸式学习。 本套丛书介绍了远程教育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提供了丰富详尽、 通俗易懂的综述与分析， 探讨了远程教育在当下

存在的问题， 并且探索了远程教育中使用的技术和服务模式。 丛书

的每一卷均围绕远程教育的关键问题和新兴趋势展开讨论， 与此同

时， 也注意到这种特殊教育和训练模式的不断发展的历史， 追溯其

根源。 本套丛书的目标读者较为宽泛， 覆盖远程教育教师、 培训

师、 管理人员、 研究人员和学习者等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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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书聚焦于高等教育中混合式学习方法和教学设计的教学实践。

此前， 我们出版了 《高等教育的混合学习》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 Ｖａｕｇｈａｎ，

２００８） 一书。 在该书中， 我们将混合式学习定义为 “经过深思熟虑

的选择， 以面对面作为补充， 综合地运用在线的方式和技术”

（ｐ １４８） 指导我们实现学习目标。 作为混合式学习研究领域的第一

部著作， 该书在出版问世后， 相关的反馈表明， 这项研究工作的独

特之处在于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并由此去探索混合式学习这一具

有变革意义的理念。 在就混合式学习展开演讲或者举行研讨的过程

中， 我们可以说是无一例外地收到了这样一条始终不变的信息， 那

就是真正理解在高等教育中采用混合式学习并能迎接混合式学习在

实践中的挑战是多么富于价值。 在混合式学习环境的教学中， 在此

前的框架与理念之上， 我们将创建探究性学习社区， 并使之得以持

续运行。

本书的编写背景是， 社会对高等教育教学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教师的传统身份是作为学科专家， 其职责主要是选择学习内容， 然

后通过讲授的方式将这些选定的学习内容传授给学习者。 不幸的

是， 大多数教师恰恰就是这样做的， 因为他们对教育学的相关知识

了解得十分有限， 而且对参与社会调查的重视程度刚开始呈现出不

断上升的趋势。 本书为高等教育的教学实践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个较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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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的操作观念， 可以说是为未来的高等教育描绘了一幅整合面

对面教学和在线学习于一体的蓝图。
我们将目光聚焦在教学过程上， 因为它涉及当代高等教育中混

合式学习的设计与开发、 推动与促进、 引领与导向、 测定与评价等

诸多方面。 虚拟现实的交流和在线学习社区的变革与创新为教师和

学习者提供了彼此接触、 互动进而促进学习的全新途径。 当这一新

颖的学习环境与面对面的交流相结合时， 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将需要

做出重大的调整， 教学临场感的概念也需要得到深刻理解， 唯其

如此， 才能获得深入的、 有意义的学习成果。 本书将 “教学临场

感” 定义为旨在实现个人意义和教育意义， 在学习社区中围绕设

计与开发、 推动与促进、 认知导向与社会化过程而展开的各种行

为活动。
将教学临场感这一复杂的现象引入混合式学习环境中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 除了用技术讨论教学之外， 本书阐释、 考察、 描述了一

种与高等教育截然不同的方法———这种方法恰恰体现了混合式学习

的时代要求。 我们认为， “当前， 无论是教育的目的、 方法， 还是

接受教育的人群， 与历史上的常规教育相比， 均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可言。” （Ｐｏｎｄ， ２００２）。 相对于过往而言， 当前在教育领域出现这

些变化， 也应该包括新的教育构想和供给方式。 本书的必要性， 也

可以说是本书出版的目的在于， 当前高等教育的背景、 技术和学习

者与过往相比均存在诸多变化， 这些变化则要求高等教育体系在教

学实践中应去主动适应 （Ｄｚｉｕｂ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为了使这些变化彼此相关且更接近于实际情况， 本书着重介绍

混合式学习环境下的教学实践。 除了在高等教育中解决教学和学习

的新方法外， 还涉及两个核心思想。
第一， 信息和通信技术提供了一个创建学习社区的可能， 参与

其中并彼此交流互动的学习者能够得到技术支持。 由加里森

·６·



序　 言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安德森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阿彻 （Ａｒｃｈｅｒ） 于 ２０００ 年提出

的在线咨询理论框架， 引领了这一想法。 他们的理论框架之所以对

创建学习社区这项任务有价值， 是因为教师作为核心存在， 积极致

力于让学习社区的所有参与者在活跃的学习行为中获得认知临场感

和社交临场感。 既区别于教师在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模式中传授广为

人知的知识 （ “舞台上的圣训”）， 也区别于教师在传统的远程教育

中传授知识 （ “站在一边”）， 在混合式学习环境中教师投身于教学

设计、 学习促进和学习体验引领等诸多学习环节。
第二， 在混合式学习环境中阐明 “教学临场感” 是对实践原则

的界定。 我们定义了反映新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实际情况的七项原

则。 此外， 认识到 “仅仅将面对面学习与信息技术相结合， 却无法

提供有效的教学和高效的学习解 决 方 案” 也 是 极 其 重 要 的

（Ｈａｄｊｅｒｒｏｕｉｔ， ２００８）。 反复地、 多变地面对面交流与在线活动需求

揭示了这些原则的重要性。 正是这些原则， 使我们能够充分利用信

息和通信技术的潜力。 这些原则为本书提供了组织架构。

一、 内容和组织

利用科技提供的所有教学和学习机会不仅仅是调整面对面教学

的原则 （Ｃｈ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 Ｇａｍｓｏｎ， １９８７）。 旨在发展混合式学习社区教

学临场感的实践原则， 必须考虑新出现的各种可能性及其不同作

用。 本书为高等教育的混合式学习设计提供了新的教学原则。 这七

项新的原则是在适应一个协作性、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

体的需求的过程中产生的。 在这一得到有效设计、 促进、 引导的探

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里， 学习者通过协作共同承担责

任， 学习活动在目标明确的探究中展开。 本书接下来的七章将分别

探讨这七项原则及其所依托的基本概念。
在第一章中， 我们将阐述混合式学习， 描摹作为本书结构支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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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ＣｏＩ）

这一理论框架， 并概述为本书提供实践指导以至成为全书核心的混

合式学习的七个原则。 成功的混合式学习依赖于创建一个协作性的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也依赖于理解用以指导、 参与

和成功地获得有价值的教育经验的教学临场感原则。

第二章将描述教学临场感的第一阶段： 一个协作社区的设计和

组织。 本章侧重于课程体系、 学习氛围、 起始任务、 时间节点和评

价量规的连贯整合。 本章将详细描述成功的案例， 并举例说明如何

最大限度地发挥混合式学习方法和技巧在批评与反思过程中的

潜力。

第三章将探讨促进学习的社会认知原则。 推动与促进是一个探

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动力核心。 协作性的探究性学习

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的目的、 共同的活动和彼此互动

才开始出现并得以维持的。

为了促进协作性的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方方面面

的发展， 学习者的共性必须在教师的引导下得以明确、 强化和培

养， 社交临场感的出现和认知临场感的形成都需要推动与促进才能

实现。 推进社会化的互动进一步培养了社交临场感， 这为持续开展

协作活动奠定了基础， 这是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得以

存在和发展的关键。 然而， 如果是超越社会化的互动， 批评性话语

将影响认知临场感的存在。 我们需要将认知临场感转移到更具深度

和更有意义的学习上来。 本章借助实例描述， 分析了促进社交临场

感和认知临场感的策略。

第四章阐述直接指导的使用。 直接指导包括帮助学习者管理协

作关系， 以承担不断增多的学习责任， 并确保学习者在课堂讨论和

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 直接指导是关于学术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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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领导能力的， 它体现的是教师的组织引导能力， 要求教师能够为

学习者提供学科焦点、 知识结构以及学习脚手架， 但同时也为学习

者提供选择机会以便对其自身的学习承担更多的责任。 直接指导指

令更倾向于 “从旁指导”， 而不是 “台上舞蹈”。 直接指导是一种社

会共享学习的方法， 是通往有意义、 有系统、 有价值的教育经历的

途径， 学习者在取得预期的学习成果的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参与度

和专注度。 本章将提供在混合学习环境中指导社交临场感和认知临

场感的理论策略和实用指南。

第五章论述关于评价的最终原则。 教育研究人员 （Ｔｈｉｓｔｌｅｔｈｗａｉｔｅ，

２００６； Ｈｅｄｂｅｒｇ ＆ Ｃｏｒｒｅｎｔ⁃Ａｇｏｓｔｉｎｈｏ， １９９９） 陈述了评价对高等教育

学习的推动作用。 评价活动和反馈设计影响了学习行为的类型

（Ｅｎｔｗｉｓｔｌｅ， ２０００）。 本章的目的是展示、 论证自我评价、 同伴评价

和教师评价的技术类型， 这些技术可以用来支持在高等教育学习过

程中评价混合式探究性的学习方法。

第六章将分析、 讨论可用于设计协作性的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

说学习共同体的数字技术和教学策略。 这一章重申了社会、 认知和

教学临场感等相互依赖的要素， 并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媒体应用实例

和相关的协作学习活动， 详细说明和深入讨论在混合学习环境中使

用这些工具来支持协作社区的策略。

第七章总结了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核心思想和教学策略。

总的来说， 本书是在将面对面教学和在线学习整合基础上形成

的集成观点， 是以混合式学习的实践为基础的。

二、 结论

本书的主要读者， 首先是在混合学习环境中对高质量教学感兴

趣的大学教师和研究生。 其次是教育技术专业人员、 教学设计人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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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教学和学习开发人员， 以及教学助理———所有为开展混合式教

学进行媒体设计和资源开发的参与者。 其他潜在读者可能还包括高

等教育行政人员、 教育研究人员和对高质量教育问题感兴趣的政府

官员。 虽然本书视角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的混合式学习上， 但在

Ｋ －１２①语境中， 这些原则也可以经过简单调整而得以有效应用。

·０１·

① Ｋ －１２， 是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ｗｅｌｆｔｈ ｇｒａｄｅ 的简写， 是从幼儿园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通常 ５ ～ ６ 岁）
到 １２ 年级 （Ｇｒａｄｅ Ｔｗｅｌｖｅ， 通常 １７ ～ １８ 岁） 的学段总称， 是美国和加拿大免费教育的第一个到最后一

个年级， 此外也可用作对基础教育阶段的通称。 ———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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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念架构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也许是最具希望、 最有前景的模式，

它鼓励了作为高阶思维的批判性和创造性认知过程的彼此融合。 （ Ｌｉｐｍａｎ，

１９９１）

一、 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在学习和教学过程中的广泛应用， 混合式学习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事实上， 高等教育的所有课程都在一定程

度上结合了信息和通信技术。 这些技术为学习者与他们的同龄人、
教师乃至学习内容的互动创造了全新而丰富的机会。 信息和通信

技术对高等教育的渗透， 使人们对混合式学习的理论和实践更加

关注。
混合式学习在本质上要求对既有的教育经验进行根本性的反

思， 并对传统表象化、 直观化的简报式教学法提出了挑战。 如果我

们要从混合式学习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并处理教育经历相关理论与实

践的复杂性， 那么第一个挑战就是提供一个超越教条的逻辑秩序。
这一秩序对于那些没有充分认识到新兴技术在刷新教育体验过程中

吸引学习者参与其中的实践者来说， 显得尤为重要。 在我们看来，

一个概念框架势必具有最宏大的实用价值， 它足以帮助从业者在复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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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教育形势下把握前进方向， 在高深的技术领域中应对复杂

问题。

本章的目的在于简要地描述混合式学习， 然后建立理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探讨在高等教育中实施混合式学习要面临的实际挑战。

这一理念是在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理论框架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１） 下予以实施操作的。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

习共同体” 特别注重教学临场感。 基于这一理论框架， 我们衍生出

了构成本书基本框架的七项混合式学习原则。

（一） 混合式学习描述

虽然混合式学习的核心在于面对面教学和在线学习活动的整合

与集成， 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但重要的是， 要认识到仅仅为面对面

教学添加一个在线组件并不一定能达到我们所定义的混合式学习的

阈值。 在为这项工作奠定了基础的 《高等教育的混合式学习》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ｎｇｈａｎ， ２００８，） 一书中， 我们提供了一个简洁的定

义， 将混合式学习界定为 “基于深思熟虑、 精挑细选的面对面教学

和在线学习的有机整合与互补”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 Ｖａｕｇｈａ， ２００８）。 通过有

机的———我们的意思是根植于实践并且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与结合，

我们想要表明对我们应该如何接近学习体验的一个深刻的反思。

出于慎重的考虑， 我们特别强调排除无法显著提高学习者参与

度的传统做法。 也就是说， 我们不希望借助定量的方式， 通过提供

严格的参数来限制混合式学习的创新设计， 比如面对面教学或在线

学习在混合式学习中所占时间的百分比。 我们选择提供一种定性的

方式， 将混合式学习作为一种方法来区分课程或对课程的需求， 通

过精挑细选的最好的、 最合适的面对面教学和在线学习活动， 进行

深思熟虑的整合与互补。 关键是要不惜一切代价， 在课程完全失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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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学生没有时间去思考意义， 也没有时间进行交流， 以达成共识

之前， 避免简单地对活动和责任进行分层。

在高等教育中， 混合式学习是许多创新的灵感来源。 无论是在

教学上还是在技术上， 都是如此。 通过创新———我们指的是对学习

者极具吸引力的教学和学习方法进行重新思考和重新设计， 混合式

学习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拓展思维和话语的基本功能。 在高等

教育中有相当多的关于参与重要性的华丽表述， 但绝大多数机构的

主要践行方式仍然是通过讲课或自学课程模块来提供学习内容。 混

合式学习旨在通过有目的的在线学习活动真正提高学习者在学习过

程中的参与度。

面对面的同步交流和基于文本的在线异步交流整合集成于一

体， 对从根本上实现高等教育目标来说， 提供了强大的互补。 混合

式学习的目标是将这些结合起来， 以通过其中任何一种方式均不可

能实现的方式对学习者进行学业上的挑战。 当我们将口头和书面的

交流方式结合起来时， 会产生明显的乘数效应。 当然， 混合式学习

还可以维持持续不断的学习交流与互动。

此外， 学习者有时间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做出反应。 最后， 虽然

通过混合式学习设计 （访问、 维持、 校园空间、 教学资源） 获得了

显著的管理优势， 但这里的重点是通过混合式学习获得了高质量的

学习体验。

下面我们将探讨与高等教育理念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参与和探究

的理念。 这些理念是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固有的思想

观念， 为实现混合式学习提供了理论基础。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

学习共同体提供了在面对面教学和在线学习环境中讨论、 谈判和达

成协议的条件， 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连接到其他人并获得所需要的

信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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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要描述的这样一个社区群体， 构成了本书的基本

框架。

（二）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李普曼 （Ｌｉｐｍａｎ， １９９１） 认为教育是一种探究。 他认为， “探

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也许是最具希望、 最有前景的模

式， 它鼓励了作为高阶思维的批判性和创造性认知过程的彼此融

合” （Ｌｉｐｍａｎ， １９９１）。 批判性思维通常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的标志。

因此， 我们将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视为最能抓住高等

教育理想的概念。 我们的信念是， 实践者可以通过参与一个探究性

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为获得批判性思维、 进行理性判断与

理解创造条件。 社区或者说共同体意识和对探究过程的承诺， 这二

者必须到位， 缺一不可。

在我们探讨混合式学习在高等教育中的实际应用意义时， 探究

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理论框架是独一无二的， 它也是十

年来被广泛研究和验证的重点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１）。 该框架的前提

是， 高等教育既是一个个人的又是一个协作的建构主义学习经历。

因此， 对我们而言， 在独立性认知和社会性依赖之间存在着表面上

看似矛盾、 本质上实则一致的深刻联系。

我们认为， 每一个个体所做出的反应以及他在群体 （社区或者

说共同体） 中所分享的话语是高等教育成立的必要条件。 而且， 实

际上， 这最容易在一个具有教育性质的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

共同体中得以实现。 一个理想的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应该是 “学习者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 互相挑战， 为其他不受支持

的观点提供理由， 在互相协助中从业已陈述的旧识中推衍出新论，

并试图得到彼此的认同” 的空间 （Ｌｉｐｍａｎ，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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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框架的三个关键要素或者

说维度是社交临场感、 认知临场感和教学临场感 （如图 １ － １ 所

示）。 正是这三个相互强化的要素的融合， 才实现了协作建构主义

的教育经历与体验。 其中， 社交临场感创造了彼此信任、 自由沟

通和向心凝聚的环境。 认知临场感被定义为 “学习者在一个探究

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通过持续做出反应并凭借话语表

达意见来建构和确认自身意义的程度”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Ａｒｃｈｅｒ， ２００１）。

图 １ －１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框架

教学临场感是第三个也是最有凝聚力的因素， 它在探究的发展

阶段———触发事件、 探索、 整合和解决就开始了运转。 教学临场感

和教学设计、 推动与促进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创建

与运行密切相关。 教学临场感所具有的这种凝聚、 整合的力量将社

交临场感和认知临场感糅合在一起， 使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

共同体既能彰显个人的价值， 又能成就教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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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有助于获得对每一种类别的临场感更全面的评价 （如

表 １ － １ 所示）， 我们提供了与每一种类别的临场感相关的有意义的

活动指标和实例。 卓有成效的混合式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

同体应该能够反映这些活动。 对不同类别临场感的发展变化本质做

出评价是很重要的。 例如， 教学临场感始于一个设计阶段， 然后发

展到推动、 促进和直接指导， 从而确保学习者能够成功地解决学习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完成相应的任务。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

程， 而且这个过程应该贯穿于课程学习的始终。 在认知临场感探索

阶段， 其作为一种临场感的发展变化和循环往复的本质可能更为明

显。 社交临场感同样也有属于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

表 １ －１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要素类别和指标

要素 类别 指标 （仅提供示例）

社交临场感

个人 ／情感

自由、 开放的沟通与交流

群体凝聚力

自我投影 ／表达情感

学习氛围 ／无风险的表达

群体认同 ／协作

认知临场感

触发事件

探索

整合

形成决议

困惑感

信息交换

交流观点

发掘新思想

教学临场感

设计与组织

旨在推动与促进的激励话语

直接指令

设置课程和方法

引导建设性的交流

关注并解决的问题

建立社交临场感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促使学习者意识到自身在探

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对身份认同的需要 （学术目标），
而不应过于强调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可以而且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发展， 而自由开放的沟通与交流和群体凝聚力的问题， 则必须成

为探究式学习过程开始时关注的焦点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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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学临场感

将教学临场感这一复杂的理念引入到混合学习环境中是一项

艰巨的任务。 除了讨论教育技术， 这项任务还需要阐释、 考察和

描述高等教育新时期的教学新方法。 我们认为， 当今时代对高等

教育的需求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因为 “今天教育的目的、
方法和受众， 可以说与历史上的传统教育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Ｐｏｎｄ， ２００２）。 这些变化涵盖了新的构思、 供给、 教学和学习等方

方面面。
我们把重点放在教学临场感的构建上， 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 教学的重要性对于一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成

功是十分重要的 （Ａｋｙｏｌ ＆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０８； Ａｒｂａｕｇｈ， ２００８； Ｅｏｍ，
２００６； Ｓｈｅａ， Ｌｉ， Ｓｗａｎ ＆ Ｐｉｃｋｅｔｔ， ２００５）。 我们提出的概念框架需要

思考教师角色和学习者角色的全新方式。 混合式学习在为教育工作

者和参与者提供扩展可能性的同时， 也设置了障碍， 比如如何做出

更合理的选择与决策。 虽说教学临场感的责任被分布在学习共同体

内， 但责任并没有减少， 其重要性和可能遭遇到的挑战只会被放

大。 当参与者对自己的认知过程的思考变多并被鼓励在探究过程中

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控制他们自身的学习时， 教学临场感必然会得到

加强。 如果我们要创造和维持高阶学习的条件， 就必须把注意力集

中在教学临场感上。
这一共同责任的问题表明， 每个参与探究式学习的人都必须对

社交临场感、 认知临场感和教学临场感承担起一定的责任， 这就是

为什么第三个元素被标记为 “教学临场感” 而不是 “教师临场感”
的原因。 说白了， 并不仅仅是教师承担社交临场感和认知临场感构

建的问题。 事实上， 协作学习环境中的所有参与者必须根据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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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发展水平和能力高低承担不同程度的教学责任。 从认知临场

感的角度来看， 教师和学习者为了澄清期望、 谈判要求、 参与批评

的话语， 诊断错误的概念， 评价理解的程度， 必须做好相应的准

备。 参与者还必须意识到社交临场感的问题， 确保每个人都觉得自

己是属于自己的、 不受他人控制的独立存在， 并且乐于为群体探究

话语的表达与陈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然， 与此同时也应准备

好积极面对来自群体内不同观点的挑战。
虚拟沟通和社区需求的开拓创新， 要求不论是教师还是学习者

都能以新的方式在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参与、 互动

和促进学习。 其挑战在于， 仅仅提供互动和协作的机会并不能保证

学习者以深刻和有意义的方式完成学习。 学习者在混合学习环境中

的角色是多重的， 责任也是多元的， 这就势必造成了角色的复杂

性， 因为参与者在学习过程中必须不同程度地承担监控和规范学习

社区中动态学习行为的责任， 这与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

体共享学术目标和学习过程的本质保持高度一致。
超越共同责任的前提是什么， 即在混合学习环境中教学艺术体

现了怎样的要求呢？ 教学临场感必须忠实于主体的学习目标， 同时

兼顾学习者的需求和能力。 然而， 在混合学习环境中有效教学的方

式是不同的， 而且更加复杂。
我们清晰地描绘了有效教学在混合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为深入

和有意义的学习创造了条件。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变化将出现在教

室里， 改变在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我们通过创建混合式学习社

区来重构高等教育教学的过程时， 我们还必须认真审视教学前提，
调整高等教育教学中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 以适应教师和学习者角

色的变化， 选择适用面对面教学和在线学习相结合的教学原则， 并

相应地变更评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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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则

原则对于将理论框架转换成前后连贯且实际可行的策略以及技

术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在应对并处理新兴通信技术无限潜力所带来

的复杂性时， 原则变得更具价值。 虽然与传统课堂相关联的优秀的

实践原则也具有价值， 但它们并没有充分考虑到高等教育中逐渐采

用的协作建构主义方法和通信技术。
在持续的探究中展开学习的原则， 让我们超越了传统的课堂教

学， 这在高等教育中是很普遍的。 形成本书结构并同时赋予教学临

场感框架的系列原则， 旨在鼓励学习者在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

习共同体进行学习时承担更大的责任并控制其自身的学习行为与体

验。 为了便于把这里讨论的原则置于具体的背景之下， 我们首先简要

地考察高等教育中最突出的一套教学和学习原则。 这些都是由奇克林

和加姆森 （１９８７） 提出的被认为在本科教育中应用良好的实践原则。
具体来说， 这些原则主要涵盖如下方面：
·鼓励学习者和教师之间的接触。
·倡导学习者之间的互惠与合作。
·鼓励主动学习。
·给予及时反馈。
·规定任务完成的时间。
·期待彼此沟通。
·研究学习者的不同禀赋和学习方式。
在过去 ２０ 年的高等教育实践中， 在教学和学习的研究中产生了

奇克林和加姆森的原则。 然而， 这一原则是基于传统的教学和学习

实践， 主要集中在讲座和课堂上， 产生于也更适用于面对面的教学

环境。 此外， 在很大程度上这原则也仅仅是以一种理论的方式达成

·９·



　 　 　 混合学习环境中的教学———探究性学习社区的创建与维持

共识。 这些原则往往被解释为一种提高演讲规格的手段， 而并不一

定适合我们如何更好地使学习者积极主动地参与、 投入合作建构学

习的过程。
尽管这些原则在引导人们关注良好的教学和学习实践方面对高

等教育很有帮助， 但我们认为这些原则亟待更新， 以满足高等教育

中不断变化的需求， 使之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质素， 也就是说这

些原则必须与当今无处不在的互联互通保持一致。 现在是创造一套

新原则的时候了， 新原则应该更好地反映高等教育经验的理想， 使

学习者具备认识和利用新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能力。 虽然这些原

则与混合学习环境并不矛盾， 但在以技术为介质的学习环境中出现

了条件、 假设和属性变化的新形势下， 我们需要对这些原则进行及

时的更新。
协作建构主义的方法不仅仅是指互动和参与。 这里讨论的协作

方法和原则与接触、 合作、 主动学习、 反馈、 任务时间和尊重等原

则一样有价值， 其解决了 ２１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学习的新要求。 今天

需要的教育方法是通过有目标的合作来分析论题、 解决问题， 或者

提供新的理解。 这里所概述的教育过程是在一个学习者群体的背景

下进行的， 该群体关注的是有目的的探究， 学习者协作承担更多的

责任， 分析论题， 进而解决问题。
本书的七项原则是根据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理论

框架推导出来的， 这些原则围绕教学临场感的三个要素类别， 即设

计、 促进和指导展开。 在教学临场感的这三种功能和责任范围内，
我们讨论了社交临场感和认知临场感的要素。 鉴于协作性混合式学

习行为与体验的复杂性， 相当多的关注和思考必须聚焦于设计、 促

进和指导。
以下原则为创建和维持有目的的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

同体提供了路径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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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现彼此信任、 开放沟通的计划。
２ 做出批评性反应并进行话语表达的计划。
３ 建立社区并形成凝聚力。
４ 创建探究动态 （有目的的探究）。
５ 彼此尊重和承担责任。
６ 持续探究， 进而解决问题。
７ 确保评价结果与预期的流程保持一致。
前两项原则对设计协作性混合式学习的社交临场感和认知临场

感进行了说明。 接下来的两项原则解决了社交临场感和认知临场感

方面的问题， 这与推动、 促进社区的探究式学习密切相关。 最后三

项原则用于指导探究式学习过程中的社交临场感、 认知临场感的调

整和评价责任的落实， 以确保学习能够成功地达到预期的目标。 这

七项原则提供了具体、 实际的指导方针， 是协作性混合式探究性学

习在设计、 促进和指导方面迈出的第一步。

四、 结论

此刻， 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系统地探索将面对面教学和在线

学习融合在一起的策略和技术， 然后建立有目的的探究性学习社区

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提供对教学和学习来说既有深度又有意义的方

法。 在考虑这些原则的时候， 我们需要充分探索面对面教学和在线

学习的优势和劣势。 这将在接下来的聚焦于设计、 促进、 指导、 评

价等混合式学习行为与体验的章节中予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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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避免网络的潜在无政府状态和 “业余爱好者的狂热崇拜”， 评

价教学临场感就是一项无比艰巨却至关重要的设计挑战。 （Ｋｅｅｎ， ２００７）

一、 引言

在混合学习环境中， 我们该如何设计一个包含交互和协作在内

的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接下来的探讨将指导教师对

实现混合式学习课程的潜力所必需的关键元素进行设计。 在这里探

讨的设计原则， 将指导教师设计和交付出一个迷人的和协作的混合

式学习课程。
不过， 在展开探讨前有必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 我们认为， 教

师对其设计和交付的课程享有最终的控制权力并需要为此承担相应

的责任。 与此同时， 互联网和通信技术为学习者的主动选择、 灵活

安排和自由互动提供的巨大的可能性， 已经使教育领域呈现出一种

“扁平化” 的状态。
然而， 教育的这种扁平化状态并不意味着教育教学过程中责任

在减少。 如果我们要避免网络的潜在无政府状态和 “业余爱好者的

狂热崇拜”， 评价教学临场感就是一项无比艰巨却至关重要的设计

挑战 （Ｋｅｅｎ， ２００７）。 如果将教育教学的目标定位在话语表达、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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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反思和深刻理解上， 那么， 放任互联网对教学临场感产生不可预

测的影响， 势必会造成严重的错误。
我们的教育工作在当下所面临的最核心的挑战是如何利用互联

网的潜力来设计目标明晰的教育教学过程， 并以持续、 连贯的方式

将教师和学习者聚集在一起， 而不是失去教育教学的重点和方向。
更具体地说， 我们怎样设计一种将异步在线和同步面对面交流的潜

力结合起来的教育教学过程？ 在此过程中， 学习者拥有足够的时间

展开深入的思考， 而不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被灌输大量的信息。 在目

标既定的面对面学习环境中， 教育者如何平衡学习者自由灵活的在

线学习活动与专家的指导活动之间的关系？ 本章将讨论混合式课程

设计并直面在设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 混合式课程设计过

程中遇到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将互联网与高等教育批判性探究文化

相结合。
增加过多的课业负担或者简单地缩减课堂时间， 将无法满足在

这个通过互联网即可获取大量信息的时代开展更有意义的学习的需

求。 我们也难以看到教师通过运用最新的教育技术所能够带来的学

生满意度的任何改善。 社会的教育需求正在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化，
如果我们希望在教育教学过程的质量上取得显著的进步， 那么， 我

们必须把重点放在教育教学基本策略的重新设计上。
设计是释放混合式学习潜力的核心， 也是本章的重点。

二、 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一个包括考虑诸多与预期学习结果相关的学习内容

和学习过程等问题在内的规划过程。 这里所要描述的规划过程是根

据假设、 原则和目标等因素形成的理念。 在课程开始之前， 教学设

计要对尚未开始的学习过程就假设的学习场景和学习方法给予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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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这就为原则和指导方针提供了基本框架。 在这一课程框架内

的原则和方针， 将决定内容的选择、 协作和交互性学习者学习活动

的创建， 以及评价程序的确定。 精心的教学设计是在这个为内容和

过程决策提供方向的框架指导下展开的。 这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方法

很重要， 如果仅仅关注内容， 在构建知识的过程中几乎找不到任何

方向。 教学设计将对学习者的学习方式产生实际影响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Ｉｎｎｅｓ， ２００５）。

由于教育和技术存在诸多可能性与限制， 教学设计规划过程是

在实际工作展开过程中进一步形成的。 既要关注概念上的元素， 又

要关注实践中的元素， 这是教学设计规划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挑战。

我们的目标是找到一种解决方案， 对由参与有目的教育教学活动的

学习者所组成的协作社区做出最小的妥协与让步。 本章阐述的设计

方法是将重点放在教育教学目标和策略上， 并让它们决定对实现相

应的目标、 运用相应的策略来说可行的、 适宜的教学技术。 教学设

计的过程事实上是将教育教学的目标与技术的功能属性相结合的

过程。

灵活性是教学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教育背

景下， 教学设计作为一个过程， 应该构建一个具有灵活性的计划。

这项设计必须对各种意想不到的事物开放， 并允许在教育教学目标

设定的参数范围内适度变化、 调整方向。 教学设计不能是决定性的

和死板的。 教学设计是由教学理论决定的， 但在实施过程中根据不

断变化的条件需要做出相应的教学决策予以应对。 随着环境的变化

（不可避免的） 和预期的谈判与协商， 教学设计也应随之得到相应

的调整。 因此， 教学设计无法与实施分离。 在实施阶段， 教学设计

需要继续进行。 教师也是一名课程设计人员 （不像大型远程教育机

构的工业方法）， 就此而言， 教师应当既掌握学科专业知识， 又拥

·４１·



第二章　 设　 计　 　 　

有教育教学知识。 教学设计应该是一种资源， 一种重要的资源， 但

它更应该是开放的、 可以通过教师的经验和判断得到不断的调整与

修改的， 从而有效地达到预期的教育教学目标。

教育教学过程是一个必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的复杂而动态

的过程。 教学设计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 并允许大量的定制， 以

满足特定群体的学习需求。 为了帮助处理这种复杂性， 设计师和讲

师需要相应的原则来指导设计和实施决策。 形成探究性学习社区或

者说学习共同体的原则是以协作建构主义的学习观为基础的。 教学

设计质量的高低取决于这些原则。 在第一章中概述的诸项原则超越

了运用技术来获得和传授知识内容。 我们认识到， 在学习过程中能

够得到什么与我们用怎样的方式来学习是分不开的。 我们讨论的话

题是设计出一种让学习者能够参与其中， 目标明确， 相互协作， 支

持话语表达和行为反应的教育教学活动。 在这方面， 技术是一种推

动者： 如果我们想要实现有价值的教育教学过程并有所收获， 那么

促进协作参与的教学设计是第一个挑战。

通常的挑战是重新设计一门课程或学习项目， 以便在混合学习

环境中产生效果、 提高效率并呈现灵活机动的性质。 这要求从参

与、 协作和社区的角度对当前的教学设计进行评价。 对与当前教学

设计相互关联的不足之处 （如交互） 与受限之处 （如内容属性），

我们必须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并从新的视角予以审视。 归根结底，

教师和设计者 （通常是同一个人） 将决定产品的最后样态。 探究性

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理论框架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实现上

述这一切 （Ｖａｕｇｈａｎ， ２０１０）。

综上所述， 挖掘混合式学习的潜力需要在教学设计过程中深思

熟虑并全身心地投入。 精心地整合面对面教学和以计算机为媒介的

教学， 使得教学对设计的需要十分明确。 这样做将会在教育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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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方面得到充分的回报， 不过其本身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每

一个预期都指向在这个更严格的教学设计过程中更多地使用深度学

习方法， 并获得更高层次的认知临场感 （Ｓｈｅａ ＆ Ｂｉｄｊｅｒａｎｏ， ２００９）。

我们必须避免的是一种渐进的设计方法———简单地将额外的活动，

例如讨论板， 放到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中去， 而这一过程采用的却

是存在某些缺陷的教学或学习的方法 （如一节讲授课）， 这样只会

导致挫折、 不满和学习成果的减少。

适用于所有混合式学习课程设计的最佳教育教学实践是不存在

的。 被归类为混合式学习的可能性和变化性不允许存在一般意义上

的最佳教育教学实践。 基于这个原因， 我们围绕与高等教育理念相

一致的七项原则， 组织了关于教学临场感的讨论。 ＣｏＩ 框架是构成

本书体系的系列原则的起源。 在本章中， 我们关注的是前两个原

则———社交临场感的设计和认知临场感的设计。

当我们为了减少复杂性而分别对待每一种临场感和原则时， 我

们必须记住， 这其中存在着相当大的重叠， 并且对其中一个方面的

建议同样可能解决另一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 社交临场感

在课程开始之前， 设计一种混合或在线学习过程需要投入相当

多的时间和精力。 这是因为我们在试图融合两种截然不同但又互相

弥补的交流和互动模式。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 以一种与教育目标和

语境约束相一致的方式， 将同步和异步通信功能融合在一起， 这意

味着我们需要在丰富多样的教育活动和媒体中做出明智的设计决

定。 混合式学习的设计阶段需要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

花费一定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创建一个深思熟虑的、 连贯的课程体

系， 将会在课程交付和实现预定目标时为我们节省出更多的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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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 虽然在混合式教学和学习过程中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 但它

确实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特别是在最初的设计阶段， 对教

师来说尤其如此。

第一个设计原则着眼于社交临场感。 正如第一章所定义的， 社

交临场感不仅仅是一个 “感觉良好” 的问题。 社交临场感为高等教

育提供了环境条件。 研究表明， 社交临场感是教学临场感和认知临

场感之间必不可少的中介变量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Ｉｎｎｅｓ ＆ Ｆｕｎｇ，

２０１０； Ｓｈｅａ ＆ Ｂｉｄｊｅｒａｎｏ， ２００９）。 社交临场感与感知学习、 坚持不

懈联系在一起 （Ａｋｙｏｌ ＆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０８； Ｂｏｓ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与鼓

励质疑与反省的学业目标也有联系， 并且还为批判性话语创造了一

个安全的氛围。

原则： 计划营造一种支持自由沟通并且彼此凝聚的氛围。

建立并维系住一个学习者群体是第一原则的重点所在。 我们必

须注意情感问题， 创造自由沟通、 紧密联系、 和谐相处的条件。 在

创造这些条件时， 社交临场感直接与认知临场感、 学习过程联系在

一起。 所有的临场感都是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的。 社交临场感的焦

点是支撑情感、 沟通、 人际关系和凝聚力， 支持学习过程和认知临

场感所需的深层学习方法。

此处使用的设计策略有三个元素： 组织、 传授和评价。 每个设

计元素都需要被落实以支持上面描述的原则。

（二） 组织

课程的组织结构必须将社交临场感和建立信任的动力视为自由

沟通、 开放交流和彼此凝聚的基础。 信任必须在第一堂课之前就要

开始建立。 信任是通过消除对其他群体成员的未知而建立起来的。

例如， 通过让组群内的所有成员提供简短的个人介绍， 这个组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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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之间就会变得更加熟悉。 这既可以在面对面的课堂上进行， 也

可以在在线课堂上进行， 或者两者都可以。 在第一节课中， 学习者

应该花费时间与其他学习者和教师进行互动， 以减少对小组成员和

教师的生疏感甚至误解， 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 并开始发展关系。

小组内的自我介绍和互相介绍等形式， 可以提供这样的契机。

在组织阶段， 团队内部的凝聚力可能由于与技术相关的偶发情

况而趋于复杂化。

学习内容的选择和学习活动的设计必须与贯穿整个课程的教学

方法和教学技术相匹配、 相适应。 例如， 人们普遍认识到， 面对面

的经历和体验， 可以加快营造氛围和发展社区的进程。 在这方面，

在规划第一次讨论交流时， 需要在面对面或在线的情况下以不同的

方式了解讨论的兴趣并布置介绍任务。 在面对面的环境中， 第一次

讨论交流可以按照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组织， 探索讨论的兴趣与期

望， 并提供彼此了解的机会。 但是， 在在线环境中就应该提供支

持、 指导和示例， 让参与者创建一个自我介绍的页面， 通过参与一

些初步的活动， 让学习者讨论课程， 并逐渐熟识。 然后， 需要通过

诸如讨论板和协作任务等形式或活动来谋求发展， 以继续增进群体

凝聚力、 形成共同目标。 协作活动建立了社交临场感， 这种理想状

态是如何出现， 又是如何持续的呢？ 一个精彩的策略需要一个团队

项目。 混合课程的学习者可以面对面或在线见面， 也可以使用基于

网络的会议软件， 如 Ａｄｏｂ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 或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后者

同样也有助于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一旦学习者

进入某一个课程或学习项目， 那么， 一个在线论坛或维基空间

（Ｗｉｋｓｐａｃｅｓ） 就可以被用来构建演示文档 （如图 ２ － １ 所示）。

社交媒体技术不同于最初的平面的信息推送网站， 其目的是吸

引互联网用户。 它们通过互动， 对构建、 维系、 发展社区来说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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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益。 这些无所不在的技术为用户提供了一系列异步和同步的在线

通信工具。 对教育教学而言， 关键是要了解这些工具在实现教育教

学目标方面所具备的功能， 以及它们在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

共同体中维持学习者社交临场感的能力。

图 ２ －１　 在维基空间 （Ｗｉｋｓｐａｃｅｓ） 中协作构建的在线讨论论坛摘要

技术是一个 “赋能者”， 提供了保持联系和实施真正的协作建

构活动的推动力。 我们必须考虑到学习使用技术的努力 （无论是从

教师的角度还是从学习者的角度） 与教育教学效益之间的比较。
表 ２ － １ 提供了利用社交媒体工具的潜力以创建一项支持自由沟通、
开放交流并营造凝聚氛围的活动案例。 本书第六章将进一步介绍应

用社交媒体的其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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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　 创建支持自由沟通与团结凝聚氛围的活动示例

活动 描述

介绍信

或视频

考虑写封信或创建一段欢迎学习者的 ＹｏｕＴｕｂｅ 视频， 简要地描述你的教学理

念， 并陈述你在这门课程中为学习者设定的角色。 这封信或这段 ＹｏｕＴｕｂｅ 视

频可以在一个学习管理系统 （例如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的一个介绍性讨论论坛上发

布， 学习者可以在这里评论你的介绍活动， 也可以介绍他们自己

学习经

验讨论

在上课的第一天， 让你的学习者参加一个活动， 在那里他们每个人都回想起

一段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影响力的学习经历———这段经历可能与学校有关， 也

可能与学校无关。 首先， 让学习者们分别记录他们自己的想法； 其次， 组成

小组分享他们的学习经历与体验， 讨论他们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强大。 作为一

个完整的课程， 讨论什么使学习经验更加丰富， 并将这一讨论与为课程所设

想的混合式教学和学习方法联系起来

学习偏

好清单

让学习者制作学习偏好清单 （在网上可以找到一些）， 并对他们的学习偏好进

行反思， 如 “哪一些具体的学习策略和学习行为能够帮助我在这门课程的学

习过程中收获更多？” 学习者个人的书面陈述可以被提交、 张贴到一个讨论论

坛或分享到小组中

与先前

的学习

者讨论

邀请上一节课的学习者参加面对面的介绍会， 或者参加在线讨论， 共同讨论

课程的性质。 先前的学习者可以分享自己觉得对学习过程有帮助的方法， 并

就如何利用混合学习环境的优势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取得成功给出建议

（三） 传授

当我们专注于提供教育经验时， 我们就进入了探究性学习社区

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中心： 它讲述了一个协作建构主义教育环境的

理想， 以及我们如何创建和维系目标明确的学习活动。 学习者应该

被鼓励在专门为社会共享而设计开发的论坛中发展个人的社会关系

（如图 ２ －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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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　 黑板学习管理系统中的课程咖啡厅和常见问题 （ＦＡＱ） 讨论论坛

当我们从教学的角度来审视社交临场感时， 促进自由交流、 开

放沟通并在群体内部营造一种团结凝聚的氛围是至关重要的。
设置群体内部行为的边界有助于实现社交临场感。 为了规范课

堂和在线讨论， 必须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 为了鼓励、 促进学习者

在学习过程中参与学习活动， 制定指导方针是最好的协作方式。 这

里既包括教师制定的关于鼓励学习者参与活动的指导方针， 也包括

要求学习者参与学习活动的某些指导方针。 后者针对的是不参与小

组讨论的学习者。 以下是我们在网上讨论过程中所使用的指导方针

的示例：
１ 在赞同与否之外， 你可以做得更多， 证明并支持你的观点。

最具说服力的观点需要证据、 例子、 理由和事实的支持。 如果你不

同意某件事， 那就说出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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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在参加讨论之前， 请适当做一些准备工作， 比如阅读文献材

料或者参加相关的课堂活动。

３ 尽量让你的评论保持简短。 一两个段落已经足够丰富了， 除

非你是在发布一些必须用更长篇幅才能说清的信息———比如讲述一

则短篇故事。

４ 在提交或者发送之前请再次检查你所提供的信息。 注意你的

拼写和语法， 确保你的信息能够清晰、 简洁地表达你想要表达的意

思。 记住， 其他的学习者和老师都有可能也都可以阅读你提交或者

发送的信息。

５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推动讨论。 在参与讨论的时候， 先认真

阅读别人的观点。 也可以引入新的想法， 但要建立在别人的想法之

上 （附着在他人的观点中）。

６ 在整个过程中要跟上讨论的进度。 在你对一个主题发表了看

法，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之后， 你可以回顾几次， 看看讨论是如何一

步一步演进、 变化的。 别人的评论会让你对自己的观点再次斟酌吗？

７ 与同学分享你的经验。 或许你有能力为参与学习的新人提供

有价值的建议。

８ 尊重他人的想法和观点。 即使不同意， 也要以尊重他人的态

度和方式来表达你的不同意见。

９ 提建议时要积极。 如果你的一个同学发布了一篇文章需要修

改， 或者征求你对一篇文章的看法， 请你在评论中予以鼓励吧。 如

果你发现某人的写作或想法有不足之处， 那就专注于描述你的长

项， 为对方提供可以获得进步的机会。 在讨论过程中， 可以尝试把

自己放在其他人的位置上， 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１０ 接受建议与意见时态度要真诚而亲切。 当你提交或者发布

你的作品时， 你在期待其他人会告诉你 “你做得很好” 的同时，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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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期待其他人对你的作品提出一些如何做得更好的建设性意见与建

议。 当别人在评论的时候， 应假设他们在试图提供善意的批评意

见， 而不是恶意的指责和诋毁。 即使他们看起来并不像他们自己以

为的那般专业老道， 你也要亲切地予以回应。

为了鼓励学习者参与， 在讨论的开始阶段， 我们认为应强调教

师的促进作用。 但要意识到一个共同的初始风险： 如果教师主导讨

论， 学习者可能会被吓到， 因此， 我们不鼓励教师先行提出自己的

想法。 一旦学习者理解了讨论的期望， 教师仅需要在场， 而不应在

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在讨论的早期阶段是至关重要的， 其目的

在于对学术话语进行建模。 虽然社交活动是至关重要的， 但探究性

学习的参与者必须在一个正式的讨论主题中专注于学习目标。

在此， 我们提供了一些额外的策略来帮助完成这个任务。

１ 教师适时的关注与提醒对学习者来说是有意义的。 教师应在

面对面课堂或网上做出及时的回应。 在与学习者互动的过程中， 教

师做出可资借鉴的即时行为， 并鼓励学习者也这样做。

２ 与学习者分享你与课程相关的学习经验和对于课程的信念，

并支持和鼓励学习者提供他们自己的关于课程学习的体验与感受。

３ 长期以来， 课程的参与程度完全由学习者决定。 使学习者参

与进来， 成为课程要求的一部分， 这对在线学习是有价值的， 而且

这对面对面的教学也同样有价值。 参与课堂讨论和参与在线讨论的

情况， 应该是课程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４ 通过定期总结讨论进程， 教师可以展示参与度和临场感。 一

旦学习者们自主地投入其中， 教师可以选择一些学习者来总结讨论

进程或者思路。

５ 在线环境中有关学习内容和学习进程的讨论文档， 在发布过

程之外也依然是有价值的， 教师应当鼓励学习者在作业中加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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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材料。

６ 自由交流、 开放沟通有助于营造和谐的协作氛围， 反过来也

有助于促进团队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团队整体的凝聚力。 教师应

当为学习和评价设计诸如问题解决、 项目实施和团组报告等协作性

学习活动。

７ 混合环境允许实时参与和交互。 这种参与与交互也可以在网

上使用聊天功能、 网络摄像头、 协作白板和交互式视频等互联网应

用程序来实现。

在构建社交临场感的早期阶段， 在线学习者常常需要一定的时

间来适应主要基于文本这一特殊环境的交流， 并且必须适应在没有

视觉或其他语境提示的情况下表达情感、 公开交流。 为此， 教师应

敏感、 细腻地体察， 并且主动支持、 鼓励在线学习者； 教师作为引

导者， 其表达过程中呈现出的开放性和舒适性为课程学习者在讨

论、 交流中如何表达营造了氛围、 奠定了基调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Ｉｎｎｅｓ ＆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０９）。

（四） 评价

教学设计的第三个方面是评价。 我们必须从设计的角度考虑评

价， 评价作为第七项原则， 我们将在第五章予以深入讨论， 在此，

我们将简单地梳理在设计阶段需要考虑的关于评价的一些关键性

问题。

首先， 我们必须区分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的

目的在于诊断误解并提供建设性的反馈和指导意见， 以确保学习活

动能够持续推进。 形成性评价作为一种反馈在创造和维持社交临场

感方面特别有效。 学习者在参与到一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

共同体之后必须得到相应的反馈， 其作为群体一员的角色和行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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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增强与固化。 一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是一个

充满挑战的环境， 学习者在沟通模式、 协作效率方面必须得到相应

的反馈。 如前所述， 教师的反映和关注是这个反馈的关键部分。 在

社会临场的基础上， 学习者将能够在团队中获得身份认同， 自在、

舒适地参与公开讨论， 并开始互相给予反馈。 这表明， 个体之间彼

此信任和群体内部的凝聚力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学习者要在一个探

究的社区中有效地发挥作用， 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从有关深度学习的文献中可以得知， 教育情境， 尤其是评

价， 对学习效果有显著影响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Ｉｎｎｅｓ ＆ Ｅｍｅｓ， ２００５）。 协作

和建构主义思想的分级活动会激发学习者为此而努力， 这些活动包

括小组项目推进、 同伴评价、 演讲、 理论和模型构建， 以及有组织

的学术辩论。

三、 认知临场感

第二个设计原则的重点是教育教学过程的目标： 深刻而有意义

的学习。 与此相关的哲学和理论假设是基于协作建构主义的。 从这

个角度来看， 每个学习者都是在与一个学习者社区协作， 负责构建

和确认意义。 这种深刻而有意义的学习， 其情境和本质是由一个探

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概念以及所有参与者在有目的、

有纪律的互动与协作中参与其间来界定的。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

学习共同体在界定问题、 探索、 整合以及通过系统探究讨论、 陈述

观点和总结反思来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开始建立。

原则： 设计支持系统地探究讨论、 陈述观点和总结反思的学习

活动。

在课程学习的早期阶段， 对探究学习过程明确的期望和逐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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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应当被提出并得到广泛的讨论。 在此之后， 课程活动开始转向与

教育教学过程的目标相关联的具体活动项目或者学习任务， 这些活

动项目和学习任务包括了批判性话语和内省反思的机会。 讨论活动

在问题界定和探索阶段特别有效。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将讨论探究通

过集成、 整合， 然后转移到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中， 那么就需要精

心设计的教学临场感。 最好的支持探究式学习的任务是那些有明确

的期望和结果的任务 （例如问题或案例）。 学习者在这些探究讨论

阶段达到的对自身的认知， 或者说对自身认知过程的清楚表达， 可

以作为活动的一部分。 在探究过程中， 自我认知及其表达通常成为

高级思维中一个被忽视的组成部分。 教师应正式向学习者告知探究

过程， 并期望他们在完成手头的任务过程中呈现自身对探究学习过

程所做出的贡献。

学会学习的过程， 并分享个体的学习故事， 应该是设计阶段的

一个明确的方面。

（一） 组织

设计一个混合式学习过程应该从组织学习内容和设计学习活动

开始。 此外， 对学习内容和学习成效的明确期待， 将确保一个富有

成效的教育过程。 为了实现这一优势， 课程大纲、 作业和评分规则

在课程开始之前就应该向学习者公布， 这一点至关重要。 当学习者

对学习目标、 学习成效不太清楚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产生困惑和挫

败感。 因此， 在课程开始时， 对有关课程教学大纲、 学习预期成效

的讨论和协商进行规划是非常重要的。 其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了混合

式学习设计的课程， 涵盖了关乎所有学习内容的挑战。 随着大多数

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呈指数级增长， 人们必须认识到， 即使是最狭

隘的话题， 也没有一门课程能够涵盖所有内容。 其挑战在于， 如何

·６２·



第二章　 设　 计　 　 　

围绕关键概念组织相关内容， 而并未遗漏什么； 因此， 在设计阶

段， 教师应注重关键概念， 并提供内容的组织模型。 既可以让学习

者来构建自己的组织模型 （如概念图）， 也可以由提供概念框架的

教师来完成学习内容的组织结构。 学习者对此有效使用， 有助于他

们在更深层次探索主题的细微差别。 构建这样的模型将为学习者提

供逻辑秩序， 将其引向对学习内容更深层次的理解。 因此， 要更多

地考虑探究学习的过程， 避免简单的知识传授。
过量的学习内容必然导致沉重的学习负担， 教师在组织学习内

容的设计过程中应该避免选择那些与主题 （核心部分） 无关或被认

为是可有可无的学习内容。
作业的数量应让学习者有足够的时间实现个体认知， 并通过话

语陈述来予以确认并证实。 从构建知识到确认知识， 这是往返于群

体探究讨论与个体内省反思之间的一个迭代过程。 经过深思熟虑的

书面话语表达是严谨且需要大量时间的， 因而为学习者提供足够的

时间来处理相关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 在线讨论不能仓促进

行， 应该至少持续一个星期。 另一个实际问题是确保探究讨论的主

题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结论， 否则讨论将在探索阶段失去焦点并举步

维艰甚至停滞不前。 并且， 教师要安排设置具体的办公时间， 让学

习者知道他们在多长时间内能得到老师的回复也是很重要的。 自由

沟通、 开放交流虽然并不意味着作为教师的你总是要在场， 但它确

实意味着你应当适时地做出反应并且经常出现———由于既定的时间

安排， 对学习者而言教师的存现也可以说是可以预见的。 对教师来

说， 确保他们已然承诺支配给学生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组织设计还必须考虑如何在面对面教学和在线学习两种场景中

构建课程。 这一阶段的设计包括精心地整合同步的面对面教学和异

步的在线学习过程。 面对面的交流和在线交流需要了解自发的口语

交流和应激的书面交流的力量 （如图 ２ －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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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３　 整合口头交流和书面交流的力量

组织问题还包括将学习内容与传授方式相匹配。 某些学习内容

可能比较适合面对面教学环境， 而另一些学习内容则可能比较适合

在线学习环境。 其风险在于， 在线活动会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训练，

可能不会被认为与面对面课堂上发生的事情有很大的相关性或者具有

同等的重要性。 在线活动必须与后续的面对面课程中的预期学习目标

保持一致， 也就是说， 面对面的课程必须建立在在线活动的成果之

上， 并与课程的学习成果和评价程序相一致 （如表 ２ － ２ 所示）。

表 ２ －２　 调整、 修正学习成果、 评价活动、 面对面和在线学习机会以及技术工具

学习成果
你想让你的学习者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完成了你的课程 （例

如核心的学习成果———知识、 技能和态度）？

评价活动
你和你的学习者如何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取得了这些学习成

果 （例如自我评价、 同伴评价和教师评价的机会）？

在面对面交流之前 （在线）
你将如何帮助学习者在评价活动中确定他们已经拥有的知

识和经验？

在面对面交流过程中 学习者如何参与评价活动并同步互动？

在面对面交流之后 （在线） 评价活动的哪一部分需要利用反思时间来进行互动和沟通？

技术工具 哪些工具可以用来帮助组织、 促进和指导这些评价活动？

此外， 表 ２ － ３ 还提供了条理化、 成体系的探究讨论、 话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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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思内省的活动示例。

表 ２ －３　 条理化、 成体系的探究讨论、 话语表达和反思内省的活动示例

活动 描述

学习者

主页

让学习者在一个学习管理系统 （例如黑板） 中建立一个主页， 在那里他们张

贴个人图片， 附上一则简短的传记以及他们的课程目标。 破冰船的活动和开

放式讨论可以作为第一次面对面交流的设计， 据此可以收集到学习者的信息

并在学习者的主页上分享

课程大

纲活动

在首日课堂， 分发你的课程大纲， 并利用简短的演示文稿来呈现大纲要点。

给学习者 １０ ～ １５ 分钟的时间来阅读课程大纲， 并使用下划线来突显他们所遇

到的任何问题或者是困惑担忧。 接下来， 让学习者组成小组讨论他们的问题，

并试着帮助对方解决问题。 此时， 教师表明你将在他们的小组中成员第一次

尝试回答他们的问题后， 来回应他们。 务必要留出适当的时间让学习者完成

这个过程。 然后问学习者， 有多少人的问题在小组探究讨论中得到了满意的

回答。 提醒学习者， 他们的同伴经常可以帮助他们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事物，

并明确他们应该经常与其他学习者共同探究讨论学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

问题。 建议他们与其他学习者交换姓名、 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 并将这些同

学作为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分享笔记、 完成习题、 复习备考诸多环节的第一梯

队支持者。

注意： 整个过程也可以在课程的第一个星期内完成。 在此之前， 教师可以在

学习管理系统中发布课程大纲， 创建并发布一篇概括阐述课程大纲的演示文

稿 （例如 Ａｄｏｂ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 并建立小组讨论论坛， 以方便学习者讨论和解决

与课程有关的问题、 话题以及他们关心或困惑担忧的事项。 教师可以在课堂

上或在学习管理网站的主要讨论区域内回答其他依然存在的问题

初步

调查

在第一节课之前， 教师应当向学习者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表明将使用一个学习

管理系统 （例如黑板） 来支持课程， 而学习者必须登录网站并完成一个为课

程学习而设置的初步调查 （可能集中在评价学习者与课程学习相关的知识背

景上， 或者集中在分析学习者希望通过课程学习实现怎样的学习目标上）。 教

师可以将调查结果发布到学习管理系统上， 并安排学习者在第一节课上分小

组来讨论这一调查结果。

在附录中， 我们提供了初步调查的问卷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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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传授

设计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对传授动态的考虑。 从认知临场感的角

度来看， 讨论活动通常有必要对误解进行诊断， 提供相关的信息或

见解， 并鼓励学习者提出某种形式的解决方案， 这将要求更直接的

指令。 从简单迁移到直接指导的过程可能在整个课程学习过程中不

断被重复， 并且在完成主要任务时尤为重要。
在第二个原则的基础上， 通过整合话语表达和反思内省可以提

供有意义的学习过程。 在口头或书面的交流中， 这是很复杂的。 话

语表达在同步的语言环境中有许多激励的优点， 如果它能得到很好

的运用， 学习者就会达到预定的目标。 然而， 在批评性话语中， 异

步通信有一个明显的优势： 学习者在参加一个非同步的在线讨论论

坛时， 能够对相关评论进行反思内省。 头脑风暴就是关于同步通信

和异步通信各自优势及其应用的一个很好例子。

在面对面的环境下开展的头脑风暴会充满活力， 令人兴奋， 并

且富有成效。 而在网络环境下进行的头脑风暴， 通常会更加聚焦， 产

出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更为切题、 具有向心力 （更富于质量） 的想法。

在线讨论为那些不愿意自发参与面对面对话和辩论的学习者提

供了机会。 有些人可能还是不情愿， 虽然社交临场感可能会缓解这

一状况， 但学习者更有可能由认知临场感提供的契机而参与到探究

与讨论中来。 使用一种深思熟虑的、 更为严谨的沟通方式———书面

交流则有可能鼓励更多的学习者进行高质量的互动。 需要提请注意

的是： 当根据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反应频率给定成绩时， 学习者

所做出的反应质量很有可能会被削弱。 虽然可以为参与程度划分等

级， 但高质量交互的关键是确保探究讨论以教育教学目标为核心，
并且学习者能够有意识地考虑他们自身的行为对探究讨论过程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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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也就是说， 教师需要认真考虑给学生分类贴标签。 从探究过程

这一角度来看， 学习者所做出的反应的本质应是一个探索性的贡

献， 一次整合的尝试， 或者一条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以下技巧将鼓励和培养混合环境中的认知临场感：
１ 确定、 展示并不断地回顾你希望学习者从课程中获得的核心

概念。
２ 明确学习者应该学习和发展的知识、 技能和态度。
３ 使用三角测量法来提供多重表征和多项活动以达到既定的

目标。
４ 开启具有争论性的、 开放式的苏格拉底式提问， 以鼓励不同

的尝试， 特别是在正在进行的在线讨论中引导发散性思维和多元

视角。
５ 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到知识的实际应用过程中去， 分享共同

探究讨论的结果。
如前所述， 在线活动必须很好地融入面对面的活动中， 面对面

的活动也需要与在线活动相结合。 面对面的时间必须得到重视， 而

不是浪费在仅仅传递内容上， 这个时间最好用于参与、 交互和高阶

学习。 例如， 在面对面的环境中最好去探索复杂的概念， 然而这并

非禁止学习者们阅读内容； 而在面对面的教学活动开始之前， 最好

通过在线讨论的方式确定困惑之所在。 此外， 还必须考虑到后续活

动。 如果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是有益的， 那么思考和讨论可以在一

个反思内省的在线环境中得以延续下去。 某些主题活动， 如指定阅

读， 可以在网上得到妥善处理， 先由一个学习者提供一份摘要， 然

后再由其他学习者予以评论。

（三） 评价

评价体系一方面揭示了学习过程的价值之所在， 另一方面也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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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学习者的学习方式。 评价必须与深入而有意义的学习过程保持

一致。 如果学习者仅仅是通过机械性地回忆事实材料和完成沉重的

学习任务来获得较好的评价， 他们就会抵制那些旨在鼓励批判和反

思的学习方法。 他们期望指导教师以一种反馈及时、 结构清晰的方

式对自己的学习过程予以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采取怎么样的

传授方式， 深层次学习的方法不仅与相应的评价相关联， 而且也与

促进教学临场感的手段有关系 （Ｅｎｔｗｉｓｔｌｅ ＆ Ｔａｉｔ， １９９０）。 评价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学习质量和教学质量。 简而言之， 学习者更愿意去

开展那些能够在评价过程中获得肯定或者奖励的学习活动， 因此，
我们必须确保肯定或者奖励那些激发深入且有意义的学习活动。

无论是面对面还是在线环境均能有效地提供定性反馈， 在线

讨论板是一种反馈途径。 在线的定量形成性评价具有效率优势，
例如， 形成性的在线测验可以在学习者需要的时候提供反馈， 而

不需要老师的干预或评分。 在线测验可以仅供学习者使用或记录

成绩。
总结性评价则是关于能力的评价。 总结性评价基于定量和定性

的数据， 评判与预期学习结果相关的学习成就。 如果预期的学习结

果是深刻而有意义的学习， 那么评价必须基于鼓励批判和探究的作

业。 这样的作业可以是对案例的分析、 对文章的评论、 个人或协作

完成的项目等。 对协同完成的作业进行评分时需要特别慎重地予以

考虑， 因为在这一份作业完成的过程中参与其中的每个人所做出的

贡献会存在轻重多寡的差异。 出于这个原因， 我们可以考虑让学习

者们在探究学习的过程中一起努力， 然后让学习者根据一个更大问

题的不同观点或其中的组成部分提交个人作业。 即使学习者提交了

由个人独立完成作业， 小组也可以共同完成一份协作报告。 教师可

以为每一小组判定一个分数或者等次。
自我评价必须谨慎使用。 虽然自我评价可能有助于激发动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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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习者获得满足感， 但与学习本身的联系却是有限的 （Ｓｉｔｚ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因此， 使用自我评价来进行总结性评价， 将会带来有

效性问题。 根据这些忠告， 我们使用自我评价的目的需要非常谨慎

地加以考虑。 当然用自我评价来形成反馈可能是有利的， 在这方

面， 我们可以通过评价一个人在学习过程中的反应来鼓励和促进其

自身的认知临场感。

（四） 课程评价

学习者评价可用于验证、 衡量混合式学习课程设计有效性的有

无与高低。 这一评价考量学习内容、 教学和学习过程、 学习者评价

方法， 最重要的是， 课程设计是否能够适当地安排面对面授课和在

线学习方式。 混合式学习课程的优点在于严谨的设计结构， 且能够

实现对全面评审和等级提升的永久记录。 这种改善、 提升的机会可

以优化课程， 并提供学习有效性的相关证据， 而且在设计自己的混

合式学习课程时， 也可以为他人提供一个参考示例。
在评价混合式学习设计时， 有一些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收集重要

的数据。 一个有用的手段是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ＣｏＩ） 调查 （Ａｒｂａｕｇ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ＣｏＩ 调查基于 ＣｏＩ 框架， 可以

全面衡量社交临场感、 认知临场感和教学临场感。 这些调查将共同

提供对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评价， 并确定该门课程

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或在哪些方面需要重新设计。 正如我们前面

所阐述的， 混合式学习的优势在于提供积极、 专注和协作的学习。
出于这个原因， 另一个用来评价混合式学习课程设计的手段是关于

学习者课堂参与情况的调查， 它是基于 “全国学习者参与度调查”
课程的进一步调查， 侧重于调查学习者积极主动参与协作学习的数

量、 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特定课程的学术挑战水平 （Ｏｕｉｍｅｔ ＆
Ｓｍａｌｌｗｏｏｄ，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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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

投入一定量的时间和精力是混合式学习课程设计的鲜明特征。
现实状况是混合式学习课程设计面临诸多挑战， 需要探索相应的对

策， 如果我们想要整合面对面交流和在线交流的差异化优势， 就必

须在前端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鉴于混合式学习课程设计固有的

复杂性， 让事情尽可能简单是明智的。 这意味着， 我们需要控制学

习内容， 有选择地运用方法和技术， 同时又要确保实现预期的教育

教学目标。 此前探讨的目的是提供策略， 确定如何组织学习内容、
指导信息的传授以及评价学习成果———所有这些都需要与面对面交

流和在线交流的特点及可能性相匹配。

·４３·



第三章　 推动与促进

你可以教一个学习者一天的课程， 但如果你能通过创造好奇心来教他学

习， 他就会在有生之年一直学下去。 （Ｂｅｄｆｏｒｄ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Ｇｅｅｒｄｉｎｋ， ２０１３）

一、 引言

本书的出版既说明了人们对混合学习环境的兴趣， 也说明了混

合学习环境自身的价值。 人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教师所扮演的角色，
这个角色是一个成功的混合学习环境的关键。 促进学习这一特殊要

求是混合学习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 通过添加课程文档

和内容材料的在线访问， 进而创建的混合学习， 因为缺乏教师的存

在和促动， 最多算是内容的 “混合”， 而算不上真正的学习过程。
教师必须学会 “在日益网络化、 技术丰富、 数字化 （和面对面） 的

教室中进行教学和学习”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Ｆｒｉｅｓｅｎ， ＆ Ｌｏｃｋ， ２００４）， 虚拟

教室已然成为混合式学习的教学、 学习空间。
根据邦克 （Ｂｏｎｋ）、 金 （Ｋｉｍ） 和曾格 （Ｚｅｎｇ） （２００４） 的说

法， “混合式学习通常比完全在线或单纯面对面的学习更加复杂和

多元……教师必须知道什么时候更换文档或增加新的任务或资源，
以及何时让学习者学会在知识漫步中探索出自己的兴趣”。 这说明

了在在线和面对面的课堂上， 混合式教学是一种推动与促进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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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 学习活动。 作为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处于

重要位置的学习活动， 学习者和教师之间的行为对学习本身产生了

推动与促进作用。 在学习者和教师的共同努力下， 各种推动与促进

之举营造了和谐氛围， 支持了话语表达， 并监控、 督促了学习活动

的发生与发展， 进而才有可能产生临场感并引发更深一步的探究。
在促进学习者紧密联系、 互动协作的过程中， 教师一方面应参与到

学习内容的选择与安排中去， 以知识掌握者与提供者或者专家的身

份出现在学习者认知临场感产生的过程中， 另一方面应对这一探究

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发展和维护发挥核心作用。
本章将重新审视教学临场感这一概念及其核心要素， 探讨在混

合学习环境中如何将教学临场感与其他元素相结合。 我们将详细探

讨社交临场感和认知临场感的推动与促进策略， 以及在混合学习环

境中发挥推动与促进作用的基本原则。 就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

习共同体组织框架的各个方面而言， 推动与促进活动都是最关键

的； 安排、 组织与落实等推动与促进行为处在三种临场感的交叉重

叠区域， 是一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动力核心。

二、 教学临场感的重新审视

教学临场感可以理解为围绕设计、 推动与促进展开的， 最终导

向认知临场感和社交临场感的各种努力， 其目的是在探究学习过程

中， 落实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教育本身来说， 都有价值的学习

行为。
在一个探究式学习活动中， 其他活动均围绕这一中心元素而展

开。 教学临场感的几个要素———教学设计和教学组织、 学习推动与

促进———虽然说是截然不同的， 却不是相互排斥的。 教学设计和教

学组织应当包括适合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学习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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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导活动， 业已构建完成的学习环境， 以及学习者、 教师的积极

参与。 推动与促进是教学临场感的一个方面， 它确保了探究性学习

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成员之间能够建立起社交临场感， 而认知过

程则被导向对个人和教育教学均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学习成果。 推

动与促进与直接指令不同， 因为教师在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

共同体里过多地进行控制会对学习者造成压力， 进而会减少彼此之

间的接触与交流。 不过， 直接指令为学习内容的准确性和学习行为

的界限提供了必要的约束与保障。 只要学习者能够实现预定的学习

目标， 存在着细微差异的推动与促进行为， 均是可选项。
推动与促进一般被描述为为学习者开展探究性学习提供必要的

支持和指导。 虽然主要是为了便于思考和讨论， 但在探究性学习社

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混合式学习过程中， 推动与促进行为逐渐变

得错综复杂。 第一， 它要求适当地、 面对面地创建为推动与促进在

线探究式学习活动的开展所必需的组件 （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Ａｒｃｈｅｒ， ２００１）。 第二， 问题的关键体现在它处于一个探究性学习社

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所必需的各种临场感交叉重叠的节点位置

上———营造氛围， 鼓励、 支持话语表达， 监督、 调节学习———无论

是处于面对面环境， 还是处于网络在线环境， 学习者都需要得到适

当的推动与促进。 第三， 通过推动与促进， 在线探究性学习社区或

者说学习共同体的学习者将体验到在面对面学习社区中产生的那种

接触、 联系感； 虽然在线学习与面对面教学可以分离， 单独出现，
但在混合学习环境中， 它们必须汇聚成一个整体。 需要强调的重点

在于， “教学临场感” 这一术语是指教学、 学习行为及其作用， 而

不局限于记录教师教学行为这一单一内涵。 我们必须承认并支持教

师在学习者当中所发挥的推动与促进者的角色。
在一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里， 学习者们在他们自

身和同伴那里进行某种形式的自我调节与自我监督。 正是由于这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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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我们把这个因素称为 “教学临场感”， 而不是 “教师临场感”。
换句话说，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习者， 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推动

与促进行为或者直接指令在探究性学习过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

一个混合环境中， 教师作为推动与促进者， 必须提供机会允许学习

者之间开展近似的对等交互或者在线学习。 当然， 其挑战在于当允

许学习者之间开展这样的活动时， 教师必须与学习者保持密切的联

系， 以便调整任何特定学生的任何不适当的行为方向。 处理这个问

题， 可以未雨绸缪， 在课程开始时通过采取行动来预先设定适宜

的、 彼此尊重的学习氛围。

（一） 推动与促进的原则

在线和面对面交互的组合或混合会构建全新的学习环境， 因此

需要对教师进行角色的重大调整； 理解教学临场感的概念是有必要

的， 唯有如此， 才能获得深刻而有意义的学习成果。 我们把在线环

境和面对面环境视为混合学习环境的必备要素， 而事实上， 混合学

习环境又是新型社会开展教育教学的必要条件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Ｉｎｎｅｓ ＆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１； Ｋｅｌｌｅｒ， ２００８）。 以下推动与促进混合学习环境中社

交临场感和认知临场感的一系列原则， 正是随着新型社会的到来而

需要随之变化的一部分。

（二） 社交临场感

对学习者来说， 他们必须有机会进行互动。 社交和学术互动对

学习者学习经历的重要性首先体现的是社会性。 社交临场感经由认

知临场感对深度学习所能产生的重要影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Ｉｎｎｅｓ ＆ Ｅｍｅｓ， ２００５）。
原则： 建立社区并形成凝聚力。
通过有目的的参与、 互动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关系， 一个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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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产生并得以维持。 推动与促进者通

过鼓励、 建模和支持等一系列活动形式开展每个学习社区的工作，
唯有如此， 组群内的每个成员才有可能找到该组群内其他成员的链

接， 彼此逐渐熟悉起来。 成员之间联系的强度和稳定性成为衡量每

个组群内部凝聚力的尺度， 这将决定该组群能否发展成为一个探究

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参与和互动越是发展和有意义， 成

员之间的联系就会越紧密， 凝聚力就会越强。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

说学习共同体一旦形成， 学习者就会开始更深入、 更有意义的学

习。 在一组学习者的首次聚会上， 推动与促进者将会在确保社区形

成与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在混合学习环境中， 无论是面对面交

流还是在线交流， 类似于建模和鼓励这样的推动与促进活动都是必

不可少的。
认为社交临场感不需要面对面的培养和管理， 无疑是一个严重

的错误认识。 在真实环境中培养起社交临场感， 可能要比在社交网

络环境中更困难， 也更充满挑战———在大课堂上尤其如此。 因此，
在混合环境中在线互动的好处体现在在支持社区形成的过程中， 正

好弥补了面对面交流的不足。
社交临场感要求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 在表达情感时， 能够以

一种真诚的方式有效地展现自我。 在教室中， 教师往往会在不同时

间和不同人群中展现出不同的风度， 教学临场感与社交临场感出现

了至关重要的交叉重叠。 在这一过程中， 探究性学习氛围得以形

成。 首先， 就教师这一角色而言， 教师应当为此奠定一个公开、 公

平、 和谐、 友善而又充满辩论意味的基调。 在混合式学习课程或者

项目中， 这种氛围基调的形成以及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

体的发展， 无论是在面对面教学环境中， 还是在在线学习环境中，
均可以得到培育。 表 ３ － １ 提供了一系列推动与促进在面对面和在线

环境中形成社交临场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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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　 推动与促进在面对面和在线环境中形成社交临场感的策略

策略 面对面环境 在线环境

为最初的介

绍和持续的

社交互动提

供机会

如前所述， 在学习者人数众多的环境， 这近

乎一种挑战。 首先， 在承认课堂互动重要性

的同时， 也将在网上专门培养这种互动。 其

次， 如果可能的话， 至少在前几个班级提供

小组互动的机会。 “说头儿” 越少 （由教师

播送）， 学习者的参与度越高

请求创建包括文本、 图片、

音频或视频剪辑在内的适

当的虚拟空间。 明确了解彼

此的需要， 鼓励开展在线社

交与互动 （但需要与专门

意义的学术讨论区分开来）

在探究性学

习社区或者

说学习共同

体中， 整合

出一套一致

认可、 群体

共享的操作

规范

在一些学习者已经展开了一对一的互动之

后， 最好在第一堂课整合出这一套操作规

范。 让学习者回顾一下他们觉得最宝贵和最

令人满意的课堂经历与体验， 并思考在这一

场景下， 哪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规范发挥了

作用。 询问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记录。

运行以下群体规范：

１ 每个人都到场。

２ 每个人都参与。

３ 活动准时开始。

４ 服从时间调度。

５ 尊重个人观点。

６ 允许不同意见。

对个人或团体没有恶意的、 伤害性的评论。

在记录这些规范的同时， 需要询问是否有人

对其中的任何一条守则存在严重的顾虑。 在

必要的时候， 需要对规范进行适当处理或者

加以改写。 告知学习者这些规范同样适用于

在线环境， 而且这些规范将以列表的形式被

张贴到虚拟教室。 在学习周期开始的时候，

教师就应当提醒学习者每堂课的规范； 在学

习过程中， 还要视具体情况适时地提醒学习

者遵守群体规范

确保学习者了解在线环境

同样适用面对面环境中的

规范， 也要厘清在线环境

的独特性。 在那里有多少

帖子？ 都是哪种类型的帖

子？ 多少才算多？ 在虚拟

课堂上， 教师应发布和强

调彼此商定的规范。 必要

时， 教师要提醒学习者注

意这些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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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策略 面对面环境 在线环境

讨论每一种

学习模式的

独特性， 以

及不同模式

之 间 的 交

叉性

明确面对面环境和虚拟环境之间的异同。 让

学习者明白在两种环境中他们都应该在场。

在适当的情况下， 逐条罗列出学习者在场或

参与活动的每一条标记。 及时处理学习者在

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或者存在的顾虑

组织学习者在线讨论面对

面环境和虚拟环境的异

同， 并发布讨论结果。 重

申对学习者在两种环境中

均应该在场的期望。

在适当的情况下， 在网上

发布学习者在场或参与活

动的每一条标记

列出规定的

活动， 并提

供对学习者

所承担角色

的 需 求 的

支持

记录学习者遇到的问题以及他们关注或存

在顾虑的问题。 当学习者在网上学习时，

他们会经历重大的角色调整； 当他们进入

混合环境中开展学习活动时， 情况也同样

如此。 在网上进行重大的接触之前， 在面

对面环境中先行讨论这些可能遇到的问题

或者存在的顾虑， 可以预先提供解决方案，

通过调整， 进一步提升在线学习的舒适

度。 数据显示， 学习者的新角色身份、 学

习技术的使用、 新的学习活动的设计， 如

基于文本的讨论、 增加的互动水平以及在

线教师的角色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Ｉｎｎｅｓ，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

Ｋｉｎｓｅｌ， ２００８） 都将对学习者开展学习活动

带来挑战

讨论学习者在在线环境中

开展学习活动时可能经历

重大角色调整的可能性。

为学习者提供机会， 让他

们表达对在线学习环境的

任何顾虑， 或者任何与课

程有关的事情。 在网上创

建一 个 ＦＡＱ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ｓｋ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常 见 问

题） 区域， 以提供有关技

术运用或在线学习过程中

需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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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策略 面对面环境 在线环境

讨论每一种

学习模式的

独特性， 以

及不同模式

之 间 的 交

叉性

在传统的面对面的课堂上， 社交互动是不受

欢迎的 （课堂上不需要交头接耳或传递纸

条）。 而在线环境则提供了一个让社交互动

与基于学习内容的学术讨论分离开来的机

会， 如果可能的话， 为学习者提供面对面进

行自我介绍的机会。 强调在适当的场合或讨

论区， 社交互动是被允许的， 甚至是被鼓励

的。 随着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的发展， 学习者们可以利用课前或者课后的

时间彼此问候、 互相交流

将与社交互动以及与探究

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

同体的发展相关的讨论区

域和与学习目标以及学习

内容相关的重点问题的讨

论区域区分开来。 在开课

之初， 要对学习者明确表

达这些要求与期待

为所有课程

活动提供明

确的 指 令；

简要介绍课

程内容、 学

习技巧和活

动目标以及

期望

利用课程伊始面对面的时间来简要介绍关于

学习活动、 阅读、 作业以及日程安排表， 并

回答学习者提出的相关问题。

创建一个明确的教学大纲， 包括详细的预期

成果、 期望、 任务和日程安排表。 这份文件

材料可以印发给学习者， 也可以在网上同步

发布

在网上发布有关学习活

动、 阅读、 作业和日程安

排的问题与回答。 在网上

发布包括详细的预期成

果、 期望、 任务和日程安

排表等信息在内的明确的

教学大纲

明确学习者

选择灵活性

在可能的情况下， 为学习者在学习活动、 学

习任务、 学习内容和领导方面提供不同的选

择。 在第一节课上就要让学习者清楚地知道

他们拥有这些选择的机会

明确在线环境中的学习者

在学习活动、 学习任务、

学习内容和领导方面也可

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例如，

教师可以提供机会让他们

去推动与促进讨论， 或者

发布感兴趣的问题， 或者

上传与课程主题相关的有

趣味的、 有价值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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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策略 面对面环境 在线环境

为教师和学

习者提供交

流经验和相

互 支 持 的

活动

为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互动提供机会———安

排一对一或者基于小组的社会性的或者学术

性的互动与交流。 学习者和教师之间的互动

培育， 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信任， 减少了学习

过程中的障碍。 社会性的交往活动让人们能

够呈现出真挚热忱、 情感丰富的性格。 随着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发展，

社会性的交往将会变成学术性的交流话语

（Ａｋｙｏｌ， Ｖａｕｇｈａｎ ＆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１）

使用同步和异步的工具来

支持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

一对一或者基于小组的社

会性的或者学术性的互动

与交流。 在虚拟空间为同

步交流安排工作时间。 确

保学习者知道如何使用这

些工具。 在网络环境中，

呈现出真挚热忱、 情感丰

富的性格

（三） 认知临场感

推动与促进性的社会交往鼓励了参与行为， 培育了一种彼此信

任、 安全可靠和互相熟识的感受， 在这种情况下， 社交临场感就有

可能产生， 这是为严肃的辩论、 讨论和协作活动设定氛围的核心。
在超越社会性的交往与互动之后， 学习者之间进入学术性互动和批

评性交流的阶段， 这就将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从社交

临场感引向认知临场感， 开始更加深入和有意义的学习活动。
原则： 激发探究动力 （有目的地探究）。
探究性学习过程既可以说是预设一个有凝聚力的学习者群体，

也可以说造就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学习者群体。 探究性学习的动力是

具有多重意义的、 复杂的参与和互动。 作为认知临场感的基础， 实

际的探究过程需要越来越多的也更为复杂的认知层面的投入与努

力。 从触发事件到探索， 再到集成整合， 以致获得解决方案， 这种

复杂的认知变化过程必须通过恰当的话语表达行为来推动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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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互动的最初阶段， 推动与促进是最关键的； 随着认知复杂性

的增加， 直接指令变得更加重要。 换句话说， 在调动探究性学习的

最初动力这一点上， 推动与促进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在运用直接指

令之后， 话语表达行为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将无法进一步地把探究引

向旨在整合信息与解决问题的更深、 更高层次。
增加互动、 及时反思和在线持续辩论的机会为保持甚至强化探

究性学习的动力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 下面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

支持在面对面和在线环境下推动与促进深入的探究性学习的策略：
１ 保持舒适的学习氛围。
２ 把讨论集中在具体的问题上。
３ 识别区分一致与分歧。
４ 寻求达成共识或相互理解。
５ 鼓励、 承认并强化贡献。
６ 吸引参与者， 引发讨论。
７ 明确探究过程的效果并予以评价。
８ 提供参考教科书、 文章、 互联网信息、 个人经历等资料。
９ 总结探究性的学习讨论活动。
上述种种以及其他的一些策略， 可以用于满足支持培育、 形成

认知临场感的需求。 表 ３ － ２ 提供了在面对面和在线环境中， 推动与

促进认知临场感形成的策略。

表 ３ －２　 在面对面和在线环境中推动与促进认知临场感形成的策略

策略 面对面环境 在线环境

推动与促进相互协

作和话语表达； 在

小组讨论和联合项目

中使用协作学习原则

通过触发主题的问题来支撑维

持探究动力。

触发事件必须先关注对问题做

出回答所需的信息或者学习者

话语表达指的是具有互动特征

的在线讨论或者对话。 要开展

话语表达的协作工作， 教师就

必须抛弃专家的角色， 转而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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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策略 面对面环境 在线环境

对问题的好奇心。 教师可以通

过将注意力集中在关键点上，

将学习者的阅读和其他自我调

节的活动带入生活中。 这可以

通过视觉、 故事、 问题和信息

的呈现来实现。 学习活动的协

作可以包括大组的指导 （例如，

提出问题， 展示图像分析， 展

示视频片段进行讨论）。 它还可

以包括教师介入其中或者被排

除在外的组群工作。 触发协作

学习的事物可以扩展到探索问

题、 整合信息、 解决问题的范

围之外 （例如， 即将发生什么，

可能发生什么， 应该发生什么）

程引领者和学习支持者的身份

进入学习过程。 将学习者的评

论链接到学习内容、 学习案例，

或者将学习者的评论彼此关联

在一起。 在任务和活动中创建

小组讨论， 提供协同合作的

机会

在与学习者互动的

过程中， 为学习者

做出及时反应的表

率， 鼓励学习者在

互动过程及时反应

提前到场， 为领导这个班级做

好充分的准备。 对有眼神接触、

点头、 微笑和互动的学习者要

有反应。 立即处理学习者的任

何疑问或顾虑， 即使只是为了

进一步分析问题或讨论议题

即便不展开讨论， 也应该定期

在线。 对在线讨论进行综合并

予以鼓励， 而不仅仅是孤零零

地回复一条条的帖子

通过在讨论中分享

经验和信念， 做出

示范， 鼓励学习者

表达情绪

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教育

环境中情绪是客观存在的， 尤

其是在成就动机和激励参与方

面。 适度的情绪表达是可以接

受的， 对学习而言甚至可能是

有益的

应该真挚热忱、 感情丰富， 而

不是冷漠装酷或者斤斤计较。

处于在线环境中的学习者需要

适应缺乏明确情绪信息功能的非

语言交际。 在适当的情境中， 就

适宜的学习内容， 应该积极、 主

动地分享你的想法、 感受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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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策略 面对面环境 在线环境

通过让学习者总结

讨论， 来分享、 体

验对话与交流的推

动与促进作用

通过允许学习者组织讨论或者

表达观点， 提高学习者在认知

层面参与其中的可能性。 让学

习者在面授课堂上能够分享、

体验作为组织者、 领导者的

感受

这在网上有些棘手， 如果学习

者所做的总结不符合标准， 这

将以文字形式近乎被长期地留

存下来。 因此， 学习者必须在

网上总结讨论时仔细检查和

纠正

在讨论中通过提出

具有挑战性的开放

式问题， 为学习者

做出示范， 鼓励批

判性的质疑和发散

性的思考

在课堂上提出具有反思意味或

者具有批判性质的问题： 那么，

这意味着什么？ 缺少了什么？

还有什么会对此产生影响呢？

在网上， 你也可以提出具有反

思意味或者具有批判性质的问

题。 由于学习者们不能要求澄

清并得到立即的回应， 材料的

链接变得更加重要。 开放式的、

抽象的问题可以用明确的内容

或例子来补充。

开放式的、 抽象的问题也可以

通过对相关内容或示例提供具

体而明确的参考材料得到补充

在小组讨论过程中，

为学习者示范对知

识的实际应用或制

定方案， 也可以解

决一个问题

在大中小不同规模的群体活动

中， 运用基于问题的方法， 提

供机会去探索、 应用， 并将核

心知识内容与为人熟知的、 有

意义的话题结合起来

在线环境也适用这一策略。 将

超越直观事实的知识用于实践。

纯文本在此时很容易变得单调

而乏味， 要尽可能穿插相关的

音频或视频。

推动与促进问题的解决———学

习者认为应该做什么或者可以

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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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策略 面对面环境 在线环境

通过触发事件、 探

索、 整合解决方案，

鼓励支持在讨论和

小组活动过程中进

行探究

让认知过程更加清晰明确。 通

过触发事件、 探索和整合， 帮

助学习者在分层活动中学会解

决问题。 学习过程应强调相对

主义， 由于权威知识包含多个

层次， 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接受，

因此， 可以要求学生采取某一

立场并为之进行辩护 （ Ｐｅｒｒｙ，

１９８１）

在线环境下的学习让认知过程

再一次变得清晰、 明确。 学习

者通过触发事件、 探索和整合，

在分层活动中学会了如何解决

问题。 再次强调相对主义， 由

于权威知识包含多个层次， 可

以从不同角度去接受， 因此，

可以要求学生采取某一立场并

为之进行辩护 （Ｐｅｒｒｙ， １９８１）

利用对学习内容的

开发和学习过程中

脚手架的搭建， 来

支持从信息集成与

整合到获得问题解

决方案这一过程中

的学习者之间的对

话与交流

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质疑、 辩论、

引用和举证， 向学习者展示多

种论证策略

佩里 （Ｐｅｒｒｙ） 所坚持的相对主

义观念是开展探究讨论的重要

原则。 教师在网上发布问题，

并在不同程度上鼓励学习者提

供合理、 可靠的证据来展开辩

论， 可以为学习者展示多种辩

论策略

使用讨论摘要确定

知识创建过程中的

程序和步骤

反思学习者对学习过程和学习

内容的重要看法———什么发挥

了作用， 什么需要发挥作用

这在网上更容易做！ 然而， 总

结必须是包容性的 （试着从每

个学习者的帖子中找到一些东

西）， 并认真地改正

使用讨论材料来阐

明课程内容， 并鼓

励学习者在他们的

作业中加入讨论的

相关内容

在确定链接能够返回到课程内

容的前提下， 利用学习资源，

获得包括学习者的学习经验和

额外学习资源在内的额外支持

当论坛中的内容比较精准而具

有一定的学术性时， 它可以成

为课程的学习内容。 确保学习

者在参与学习活动和完成作业

的过程中能够认识并使用有价

值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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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策略 面对面环境 在线环境

利用同伴评价， 让

学习者参与到一个

探究实践的循环过

程中去

一旦探究实践的循环被学习者

理解和使用， 应当允许学习者

给对方提供对等或相近水平的

反馈。 仔细观察并提供支持。

将类似于例如问题解决、 项目

合作和小组讨论等学习者之间

的协作活动最大化。 随着时间

的推移， 减少教师在讨论中的

存在， 并不断推动与促进学习

者成为学术讨论的主导

这在网上也有些棘手。 回顾在

线学习的操作规范， 这样同伴

评价就会得到学习者的尊重和

支持。 为学习者提供推动与促

进他们自己的论坛的机会。 将

类似于问题解决、 项目合作和

小组讨论等学习者之间的协作

活动最大化

通过包括聊天、 协作

白板、 互动视频、 博

客、 维基、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Ｆｌｉｃｋｒ、 ＭｙＳｐａｃｅ 等

在内的同步通信工

具或者手段， 将虚

拟空间的联系与协

作最大化

纯文字会变得非常枯燥！

使用技术工具可以增强在线环

境下学习者之间的互动， 但必

须确保学习者有能力结合自身

情况做出选择和调整———不要

假设所有的人都有能力使用技

术工具， 也不要假设一个学习

者会使用所有的技术工具

（四） 推动与促进混合

长期以来， 面对面的学习环境一直被一种类似于演讲的授课形

式所主导， 学习者们被动地听着教师讲授， 这被诟病为在推动与促

进学习方面的一种无效形式。 许多策略已经或者正在被提出来， 旨

在改变这一局面。 在网络环境中的互动、 讨论和辩论越来越被证明

是有意义的。
互动、 讨论和辩论并不仅仅针对在线环境。 将学习环境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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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相结合的主张在本书的其他部分也有讨论。 审视混合环境中的

推动与促进行为， 对面对面和在线环境而言， 虽然这些行为发生在

不同环境中却是同等重要的。 我们分享两个关键的策略： 一是对从

一种模式到另一种模式的活动进行明确的链接； 二是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 将面对面活动的音频或视频链接到在线活动中。 换句话

说， 要在面对面的环境中参考当前在在线环境中发生的关键活动，

反之亦然。 这弥补了可能出现在两个环境之间的不足， 使探究性

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在混合环境中发生的行为实现无缝

对接。

我们可能很难将推动与促进不同环境的混合看作在每个环境中

执行相同的操作， 事实上， 这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 在每个

环境中都必须考虑与形成社交临场感和认知临场感相关的理想结

果。 换句话说， 我们不能期望在在线环境中形成社交临场感和认知

临场感的学习者在面对面环境中采取相同的做法， 反之亦然。 这就

意味着， 虽然教学活动可能一样也可能不一样， 但是在每个环境中

以及在混合环境中我们都必须有意识地推动和促进每种临场感。

虽然在每个环境中不需要做相同的事情———事实上这可能也是

非常困难的———在每个环境中做一些相同的事情， 并明确提及其他

环境、 其他时间内的活动， 将为混合环境下的探究性学习提供连续

的支持。

也许我们在网上比在面对面的环境中更清楚如何形成、 培育社

交临场感和认知临场感， 这是因为在网上我们有机会开展不受时间

限制的互动； 只要学习者和教师愿意， 他们都可以表达自己观点或

者思考。 以上就是在面对面环境和在线环境中可以运用的推动与促

进探究性学习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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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论

协作社区出现了， 并通过共同的学习目的、 共同的学习活动和

互动交流得以维持。 这些共性必须通过处于核心地位的教师来确

定、 阐明和培养， 在此基础上才能通过推动与促进社交临场感、 认

知临场感来维系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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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指令提出了对一个有经验和负责任的教师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持续需

求。 这个发出指令的教师能够识别值得学习的想法和概念， 提供概念秩序，

组织学习活动， 指导对话交流， 提供额外的学习资源， 诊断错误的概念， 并

适时地介入乃至干预学习过程。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１）

一、 引言

首先， 让我们明确一下什么是直接指令。 直接指令不是说教，
虽然它可以提供信息、 建议和方向， 但它与协作建设性学习 （参
与） 的方法并不矛盾。 直接指令确保学习者及时达到预期的学习成

果， 而不必遭遇不必要的挫折。 如果我们要保证有价值的学习成果

按预期实现， 那么就应使直接指令成为任何正规教育过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
直接指令是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教学临场感的

关键组成部分。 事实证明， 学习者对社区内部的组织和领导是有期

待的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Ｉｎｎｅｓ， ２００５）。 此外， 混合式学习课程

设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复杂性也需要社区内部存在组织结构 （教学

设计）， 尤其是学术上的领导与管理。 在给定组织结构的情况下，

直接指令提供对某一讨论话题的直接引导， 如果单就推动与促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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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则并不需要这样做。 在规范正式的教育学习环境中， 人们总是期

望话语交流具有目的性、 严谨性且富有表达成效， 这是直接指令的

功能。 有力的证据表明， 感知学习和成就感与强大的领导力有关

（Ａｋｙｏｌ ＆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１；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１）。

教学临场感表现为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 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

所探讨的， 设计、 推动与促进的责任在我们创建探究性学习社区或

者说学习共同体时， 往往需要我们给予最多的关注和最大的投入。

然而， 我们在试图维持开放沟通、 团队凝聚力， 开展集中探究的过

程中， 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发布直接指令， 予以直接指导的问题。 这

些任务直接用于维持一种建设性的社交临场感， 这是一个探究性学

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得以维系并不断得到发展的基础。 从社交

临场感的角度来看， 直接指令是为了保持教育和学术的基调和方向。

当然， 直接指令也涉及关注和解决认知临场感的问题。 直接指

令提出了对一个有经验和负责任的教师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持续需

求。 这个发出指令的教师能够识别值得学习的想法和概念， 提供概

念秩序， 组织学习活动， 指导对话交流， 提供额外的学习资源， 诊

断错误的概念， 并适时地介入乃至干预学习过程 （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１）。 通过这些直接的接入与干预， 我们可以确保教育教学过程

的高效性。 也就是说， 教师提供直接指令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经验丰富的教师扮演着重要角色， 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也

必须提供机会， 鼓励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参与者在

必要时参与指导。 只有在出现重大问题时， 教师才应该介入， 阻止

事态的发展。 如果希望参与者能够获得学习过程中对自身的认知，

能够承担责任并自我控制 （自我监督和管理）， 那么教师在学习过

程中的介入乃至干预必须是有限的。 没有什么能比指导教师过度的

直接干预更快地终止沟通交流、 削弱群体凝聚力了。 我们应当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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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临场感的形成看作一种分散的责任， 并意识到学习的最终目标是

学习者自己学会思考和学习， 这是理解教学临场感的核心。

在前几章中， 我们探讨了教学临场感原则对混合社区中教学设

计、 推动与促进行为的实际意义。 我们现在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

和维持一个混合式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直接指令原

则上。 一个成功的混合式探究性学习社区将不仅仅是处于被动的指

导状态中， 它需要学科和教育领域专业知识的掌握者或者专家来主

动营造学习的氛围， 并实时预测学习的走向。

（一） 社交临场感

直接指令的第一个原则是维持一个支持性的学习环境， 并解决

有可能破坏群体内部信任感和归属感的问题。

原则： 保持尊重感和责任意识。

这一原则与社交临场感有关。 我们需要提醒自己， 社交临场感

是与开放沟通、 群体凝聚力和人际关系紧密相关的。

保持一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开放性和凝聚

力， 需要敏感和持续的关注。 维持和谐的氛围， 致力于合作过程，

发展人际关系是这一原则的精髓。 在推动与促进学习的过程中， 挑

战正在于培育一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这些特质。

这些特质一旦形成， 接下来的挑战在于确保它们不断发展， 并不断

解决可能影响学术对话气氛的问题。

从社交临场感的角度来看， 直接指令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积极有

效地确保开放沟通、 自由对话不被冷漠的个人评论或过于苛刻、 毫

无意义的帖子所破坏。 必须鼓励参与者质疑消息的实质， 但这必须

以尊重、 建设性和富于学术洞察力的方式进行。 在网络环境中， 沟

通和信任是一个特别的挑战。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社区或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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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希望以协作的方式专注于某项任务， 那么他们必须保持和谐的

合作氛围。 也就是说， 他们始终信任并认同团队 （保持目标清晰和

团队凝聚力）， 以确保成功地完成协作任务。

团队凝聚力也可以通过人际关系得到加强。 如果问题在它们出

现时就得到了解决， 那么参与者自然会保持联系， 并发展人际关

系， 这将支持学习期间和学习时间之外的学习。 当在网络上异步工

作时， 需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 在在线虚拟环境中解决关系冲突更

具有挑战性 （Ｂｉｅｒｌｙ， Ｓｔａｒｋ ＆ Ｋｅｓｓｌｅｒ， ２００９）， 并且需要直接的教学

干预以确保有效的协作。 此外， 在面对面的环境中可以采取很多措

施来缓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出现的社交临场感问题。 在面对面的

环境中， 人际关系冲突可以得到缓解。

参与是混合式学习过程的核心所在。 混合式学习的力量在于能

够在一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引发并维持学习者的

参与。 发布直接指令的教学应当被视为对学术参与、 交流的强化与

提升。 一开始，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维持有价值的、 建设性的对话

和认知临场感需要适当的、 平衡的社交临场感。 太多的社交活动会

削弱探究性学习的力度。 至关重要的是， 直接指令可以确保人际关

系不会妨碍学习者接受有挑战性的想法， 并提供建设性的替代方

案。 要注意的一点是， 个人或社会关系阻碍了学习者对彼此工作进

行真实的评判。 在面对面的环境中， 这可能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相

反， 在在线虚拟环境中， 交谈可能是更有可能出现的挑战。

获得更多的独立判断和反思内省的机会是在在线虚拟环境中学

习的一种优势， 但同时也是一种挑战。 如果我们意欲确保开放沟通

（氛围 ／信任）、 凝聚力 （专注 ／协作） 和积极的人际关系的不断发展

（彼此熟识能力 ／信念）， 这将势必提高直接指令在混合式学习过程

中的重要地位。 直接指令既可以强化面对面和在线学习的优势，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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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避免面对面和在线学习的劣势。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和

提高学习效率， 以收获更丰富的学习成果。

与此原则相关的指导方针也应是支持性的、 建构性的， 学习者

应该能够自我指导， 并与同伴协作完成任务。 从教学临场感的角度

来看， 将会有一个在团队动力方面出现紧张和冲突的阶段。 至关重

要的是， 教师要直接处理这些情况， 通过谈判、 协商或纠正学习者

的错误 （例如， 使用过度或过火的信息） 来化解冲突。 学习者也应

该形成这样的感受， 即他们可以质疑老师， 并得到应有的尊重。 团

队建设活动将使学习者有机会建立联系并形成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

说学习共同体来协作完成指定的任务。

这一直接指令原则的有效教育策略包括： 为学习者提供机会，

通过使用探究性的项目工作指南、 遵守契约和开展评价活动， 来讨

论和阐明对团队成员的期望及每个成员的角色和职责。

探究性学习作为一项工作， 其内容涵盖一组学习者对有价值的

问题、 话题或想法的探究。 那些在规程中工作的人实际上承担着对知

识构建的任务， 这是真正基于探究展开学习的工作形式， 这些工作涉

及学习者的积极参与和认真探究。 我们发现了两种具有特殊价值的资

源， 可以用来指导基于探究的学习项目， 这两种资源是基于团队的学

习协作和伽利略教育网络① （Ｔｈｅ Ｇａｌｉｌｅｏ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基于团队的学习协作包括对个人任务、 小组工作和即时反馈进

行排序， 以创造一个教育环境， 让学习者们对彼此的学习和学习成

果相互负责。 伽利略教育网络已经开发了一个基于探究的学习项目

的评价量规， 这一评价量规由八个维度组成， 表 ４ － １ 中突出显示了

这一评价量规的关键组件并分别予以描述。

·５５·

① 伽利略教育网络是加拿大一个非营利性的教育研究和培训机构， 其针对教师和学生提供专业

的教师培训和学生学习课程、 学习方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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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　 基于探究的学习项目的评价量规的关键组件

探究的维度 描述

１ 可靠性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源于对学习者有意义的问题、 探询或者话题。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源于一个问题、 探询、 话题或主旨， 它提供了构建有助

于认识世界知识的机会。

诸多探究任务或其中一项任务需要多种角色或视角

２ 学术严

谨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引导学习者建立知识， 从而加深理解。

学习者可以使用对问题、 困惑或者话题的核心问题进行探究的方法， 通过

多种灵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困惑， 展开话题。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鼓励学习者养成思考习惯， 鼓励他们提出以下问题：

▷证据 （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

▷观点 （谁在说？）

▷模式和关联 （什么导致了什么？）

▷假设 （情况会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它很重要 （谁在乎？）

３ 评价

即将展开的评价在前期已经被预设进该探究性学习项目的设计中， 并利用

包括同伴评价和自我评价在内的一系列方法， 提供及时的描述性反馈。 评

价指导学习者的学习计划和教师的教学计划。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为学习者提供了机会， 让他们能够根据辅助设定的明确

标准来反思自己的学习。 学习者利用这些思考来确立下一步的学习目标，

并制定有效的学习策略。

教师、 同伴、 来自课堂外的专家以及学习者参与了对该探究性学习项目的

评价

４ 超越学

校与课堂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要求学习者以学习和课堂以外的生活和工作为基础， 解

决与课程学习成果相关的半结构化的问题、 困惑或者话题。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要求学习者能够培养自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技能， 以完

成学业。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引导学习者获得并使用在高绩效工作组织中开展工作被

期望具备的能力 （例如， 团队工作、 问题解决、 沟通、 决策和项目管理）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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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探究的维度 描述

５ 使用数

字技术

技术被有目的地运用， 这展示了对新思维方式和行为的欣赏。 这项技术在

完成该探究性学习项目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不可或缺的作用。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要求学习者确定哪些技术最适合这项任务。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要求学习者开展研究、 分享信息、 做出决定、 解决问

题、 生成意义， 并与课堂内外的各种受众进行交流。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充分利用了数字资源。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需要综合使用多媒体或超媒体软件、 视频、 会议、 模

拟、 数据库、 编程等

６ 积极主

动地探索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要求学习者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实地考察， 设计规划，

在实验室、 工作室开展工作， 进行访谈、 建构等。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要求学习者使用各种媒体、 方法和资源进行真实、 可靠

的调查。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要求学习者通过演讲、 展览、 网站、 维基、 博客等方式

与不同的受众进行交流

７ 联系专

家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要求学习者在各种情况下关注拥有相关领域专门知识和

丰富经验的专家， 并与之进行互动。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中的各种具体任务是与专家直接或间接合作设计的。 项

目要求专家能够与学习者开展合作， 并与学习者一起设计和评价该探究性

学习项目

８ 展开各

种交流

学习者在就相关概念的理解展开磋商时， 拥有了更多的机会来支持、 挑战

和回应彼此的想法。

学习者有机会在小群体和大群体等各种不同的场合就某一问题展开交流和

讨论。

学习者有机会选择某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理解。

该探究性学习项目为学习者提供了与各种受众交流学习内容的机会

　 　 改编自伽利略教育网络 （２０１１）。

此外， 学习契约可以成为帮助学习者制定规划和最终完成探究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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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习项目的有用工具。 这些契约应该由学习者本人完成制定， 并

由指导老师审阅， 以得到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和修改建议。 学习者和

教师都应该在学习契约的最终版本上签名。 然后， 契约可以作为该

探究性学习项目的纲领和评价过程的辅助性文件。 随着学习过程的

推进， 学习契约可能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与调整。 修改后的契

约应该得到学习者和教师的共同认可， 并再次签名确认。 表 ４ － ２ 是

一份根据诺尔斯 （Ｋｎｏｗｌｅｓ） （１９８６） 的文本改编而成的学习契约的

参考示例。

表 ４ －２　 学习契约参考示例

你打算学什

么？ （目标）

将如何学习

它？ （资源

和策略）

完成目标的

期限

你怎么知道

你 学 到 了？

（证据）

你将如何证

明你学到了

它？ （验证）

教师的反馈

（评价）

逐条列出当

学习结束的

时候， 你打

算了解或者

掌握的内容。

为了满足每

个 预 定 目

标， 你需要

做什么？

你打算到什

么时候完成

每 一 项

任务？

为了说明学

习事实， 你

要完成的具

体 任 务 是

什么？

谁将收到你

的 学 习 成

果， 他们将

如何评价？

学习任务完

成得 如 何？

提供一个评

价结果。

我已经审阅并领会了以上的学习契约。

日期： 学习者： 教师：

　 　 改编自诺尔斯 （１９８６）

对一个探究性学习项目或活动而言， 评价方法是否适宜并且能否

与课程的学习成果保持一致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伽利略探究性学习评

价 量 规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ａｌｉｌｅｏ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ｕｂｒｉｃ ｐｄｆ ）

所展示的那样， 教师应该提供一系列评价学习者的的方法和机会。

第五章将提供具体的关于自我评价、 同伴评价和教师评价策略的

示例。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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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认知临场感

直接指令的第二个原则重点探讨认知临场感这一话题， 这关系

到学术掌控， 并与实际探究阶段的批判对话、 反思内省和发展进步

相联系。
原则： 为解决问题持续探究。
直接指令在确保探究性学习的系统性、 原则性方面被赋予了特

殊的使命。 维系目标明确的探究性学习， 是几个方面相互重叠交叉

的责任。 其中， 直接指令的主要职责在于确保参与者在探究阶段及

时地参与其中， 这是早期探究性学习研究框架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１）
所提出的挑战之一。 除了在任务设计过程中存在不足之外， 直接指

令在转向提供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也是有缺陷的。 在协作探究的范围

内， 混合式学习应确保直接指令进展到提供解决方案阶段， 要求参

与者保持对任务的专注， 并快速地解决问题。 虽然专注和发展是探

究性学习最重要的话题， 但不应该排除探索预设之外的有价值的学

习途径， 然而， 这必须在确保预期的学习目标能够达成的范围内进

行管理和运作。
为了确保探究性学习的连续发展进程， 需要持续关注一些相关

问题， 如诊断错误的观念， 提供必要的内容， 必要时提供概念秩

序， 有时可能需要重新协商预期学习成果。 同样， 以一种合作而非

专制的方式进行干预， 以纠正错误的认知或者终止无意义的探究，
对于保持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参与热情

和群体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让参与者在探究过程中分担责任

是有好处的， 但正如大家所期望的那样 （仍然忠于教学临场感的本

质）， 其不可避免地会要求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教学

经验。 混合式学习绝不能以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名

义， 错误地抛弃教师的直接指令。 在看似矛盾的情况下， 一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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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社区、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非常依赖教师的直

接指令。
在面对面和在线的环境中管理对话会面临不同的挑战。 在面对

面的讨论中， 时间是一种宝贵的元素， 根据特定的任务， 时间要被

谨慎地监督和管理。 在全体讨论时， 教师在管理和建模对话的过程

中发挥主导作用， 对探究性学习而言可能是更为有利的。 然而， 在

分组讨论时， 参与者应该被期望承担更大的责任来促进和推动对话

与交流。 当然， 网络对话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可能也要求参与者在促

进和推动讨论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是参与者培养自身基本

能力的大好机会， 然而， 这不应该在教师完全缺席的情况下进行。
在这两种情况下， 参与者需要对任务目标和时间限制有一定的认识。

直接指令在提高学习者的元认知意识和行为能力方面起着重要

的作用。 分享学科专家的思维过程将展示反思过程和模型话语。 开

始时， 学习者需要被引入探究性学习过程， 以提高他们对探究性学

习过程的认识， 并讨论为什么监控和管理对探究性学习来说是至关

重要的。
阿克约尔 （Ａｋｙｏｌ） 和加里森 （Ｃ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１） 提供了一种元

认知结构， 包括了解知识、 监督和调节在探究性学习社区框架内的

认知语境。 他们在报告中还指出， “学习者通过解释、 质疑、 澄清、
证明在一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相互提供策略来实

现元认知的成熟”。 对学习行为进行监控 （评价） 和管理 （计划），
要求学习者提供概念性的理解， 并为深入和有意义的思考和学习提

供一种对话模式。 反过来， 当参与者具有这种元认知意识并被鼓励

承担开发、 监控和管理的责任时， 顺利通过探究性学习阶段的可能

性将大大提升。
然而， 元认知在一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是带

有挑战性的，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个人和共享的监控和管理。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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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学习社区的元认知被定义为一组监督和规范自我和他人

（重点补充） 的认知过程的更深刻的知识和更高端的技能”。 元认知

需要反馈， 而责任必须通过对话交流来分担， 这再次说明了包括直

接指令在内的教学临场感所具有的协作性和分配性等本质。 我们必

须鼓励学习者们解释他们的想法， 并从策略上解释它将如何推动与

促进解决方案的获得。 提高元认知能力的实践是同伴评价、 集体反

思和建模元认知的过程。 作为策略之一， 学习日志可能有助于鼓励

学习者对学习过程进行元认知。 对学习者而言， 对讨论的主题进行

规范的监控和管理也可能是有利的。 课程的教师可以采取一些策略

监督学习者使其参与在线讨论。 例如， 学习者可能需要使用表 ４ － ３
中所提供的自主编辑论坛帖子的应用探究模型， 将他们的讨论帖子

用在认知临场感的形成上。

表 ４ －３　 自主编辑论坛帖子的应用探究模型

阶段 描述

触发事件

这一阶段通过一个精心的、 经过深思熟虑的活动发起探究过程， 以确保

学习者全面支持和积极参与。 这在涉及学习者评价知识和产生非预期但

有建设性的想法方面有若干积极成效

探索
这一阶段首先关注于对问题本质的理解， 然后寻找相关的信息和可能的

解释

集成与整合
这一阶段进入了一个更加聚焦和结构化意义生成的阶段。 决策是关于各

种想法的整合， 以及如何以谨慎的方式构建秩序

决议

无论是通过构建一个有意义的框架来减少复杂性， 还是发现一个针对于

特定场景的解决方案， 这一阶段是要破解困境或解决问题。

无论是处于确定不移的、 不可变更的状态， 还是仅仅处于测试环节、 有

待调整完善的状态， 这一阶段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行动来完成

另一个策略是与学习者共同创建一个关于讨论等级的评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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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这样他们就可以自我评价自己帖子的质量。 表 ４ － ４ 提供了一个

可以用来实现这一目标的论坛评价量规的例子。

表 ４ －４　 论坛评价量规

绩点 阐释 评分标准

４ 优秀 （Ａ）

发帖准确； 内容与话题紧密相关； 内容是原创的； 它教给我

们一些新的东西， 而且写得很好。 具有以上四项特质的该评

论为课程增加了大量的教学内容， 并引发了对所讨论问题的

额外思考

３
良好 （高于平均

水平的） （Ｂ）

上述四项特质中， 帖子至少缺少了其中一项， 但高于平均水

平。 具有三项特质的该评论对我们理解正在讨论的问题做出

了重要贡献

２
一般 （处于平均

水平的） （Ｃ）

该评论缺少两到三个必要的特质。 基于个人观点或个人经验

的评论通常属于这一类

１
最小 （低于平均

水平的） （Ｄ）

该评论很少或没有新的信息。

当然， 仅具备某一个特质的条评论至少可以提供社交临场感，

有助于学习氛围的形成

０ 不可接受 （Ｆ） 该评论对讨论没有任何价值

不予

惩罚
出色的主题范围

主题栏传达了帖子的主要内容。 读者在阅读之前清楚地了解

帖子的要点

１ 点

惩罚

最小限度的主题

范围
主题栏只提供关键词。 读者仅能了解帖子探讨的大致范围

２ 点

惩罚

不可接受的主题

范围
主题字段很少或发布了无信息的帖子

　 　 改编自佩尔茨 （２００４）

由学习者主持的讨论也能有效地促进元认知能力的发展。 我们

可以使用以下几种方法来确保讨论成为一个成功的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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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我们建议教师在课程中主持第一次在线讨论。 通过这种

方式， 教师可以演示、 建模并总结、 汇报、 讨论主持人应当具备的

条件。
其次， 重要的是要为学习者提供作为在线论坛讨论主持人这一

角色的明确而详细的说明。 表 ４ － ５ 为在线主持讨论教材的某一章节

提供了示例。

表 ４ －５　 在线主持讨论示例

标准 描述

概述

从教材的这一章节中拟写一个讨论问题。 阅读已经发布的问题， 不要重复其

他学习者提出的问题。 你的问题应该与文中讨论的话题直接相关， 并需要深

思熟虑才能作出回应。

不要提出一个可以通过教材就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 态度、 观点和应用问题

通常能够得到精心的、 经过深思熟虑的回答

指令

参与由学习者主持的讨论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１ 发布你的原创问题。 这必须在模块激活的头两天内完成。 这将是你的工作

程序， 而你将成为讨论的领导者。 你的工作是推动与促进讨论， 从其他参与

者那里获得与你所提出的问题有关的尽可能多的信息。

２ 阅读其他学习者提出的问题， 并对其中至少三个学习者做出回应。 从中选

择你认为最有趣、 最有益的问题作为线索。 你自己也将成为这一工作程序落

实过程中的参与者。

３ 回应每一个对你有所回应的学习者。 在你自己的工作程序和你参与的其他

工作程序中执行此操作。

４ 继续参与其他的工作程序， 直到模块结束

额外提醒

如果其他学习者没有参加你的工作程序， 也许是因为你的问题太复杂、 太混

乱、 太无趣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尝试用另一个问题来替换吧

　 　 改编自佩尔茨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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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为了记录和反思在线讨论中所发生的学习行为， 我们鼓

励作为主持人的学习者对讨论进行总结。 为了推动与促进这一过

程， 我们再次推荐使用应用探究模型。 表 ４ － ６ 说明了如何使用该模

型来指导对讨论的总结， 而在第六章中， 我们将演示如何使用各种

类型的技术来支持这个过程 （例如， 维基）。

表 ４ －６　 在线讨论的应用探究模型

阶段 关键问题

触发事件 讨论中确定的关键问题或话题是什么？

探索 讨论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集成与整合 你能从讨论中得出什么建议和结论？

决议 ／应用程序
我们如何将从这次讨论中学到的经验和教训应用到我们的课程作业和

未来的职业规划中？

关键资源
我们能借助什么来找到关于这个话题的更多信息和想法 （例如， 网

站、 文章、 书籍）？

二、 结论

综上所述， 我们必须持有审慎的态度， 在探究性学习过程中，
教师所发布的直接指令既不要太多， 也不能太少。 过多的直接指令

将很快成为学习者参与的阻碍， 使他们不断减少提出新的想法或解

决方案的冲动与意愿。 直接指令太少的风险则在于难以解决探究性

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而且， 如同出现了太多的方向一样， 也会

终止学习者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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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发现一个教育教学系统的真相， 我们必须研究这个系统的评价

程序。 （Ｒｏｗｎｔｒｅｅ， １９７７）

一、 引言

高等教育的学期评价总是使人产生不同的感受和情绪。 拉姆斯登

（Ｒａｍｓｄｅｎ， ２００３） 指出， 从教师的角度看， 评价应该包括 “了解我

们的学习者和他们学习的质量”。 相反，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 学习

者被要求用一个词来描述他们对评价的看法 （Ｖａｕｇｈａｎ， ２０１０）， 最常

见的四个词是： 恐惧、 压力、 焦虑和审判。 教师和学习者对评价的看

法之间的脱节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教育研究人员

已经明确地将学习者的学习方法与评价活动的设计和相关反馈联系

起来 （Ｂｉｇｇｓ， １９９８； Ｈｅｄｂｅｒｇ ＆ Ｃｏｒｒｅｎｔ⁃Ａｇｏｓｔｉｎｈｏ， １９９９； Ｍａｒｔｏｎ ＆
Ｓａｌｊｏ， １９８４； Ｒａｍｓｄｅｎ， ２００３； Ｔｈｉｓｔｌｅｔｈｗａｉｔｅ， ２００６）。

例如， 提供最小反馈的标准化测试往往导致死记硬背和学习表

面化， 而小组协作项目则可以鼓励对话， 提供更丰富的反馈形式，
构建更深层次的学习模式 （Ｅｎｔｗｉｓｔｌｅ， ２０００）。 本章旨在说明如何将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框架应用于混合学习环境， 以便

为高等教育的学习者提供更有意义的评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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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价原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越来越重视形成性评价实践 （Ｇｏｒｓｋｙ

Ｃａｓｐｉ ＆ Ｔｒｕｍｐｅｒ， ２００６； Ｇｉｂｂｓ ＆ Ｓｉｍｐｓｏｎ２００４， Ｇｉｂｂｓ， ２００６；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６）。 帕

斯克 （Ｐａｓｋ） （１９７６） 的学习对话理论认为， 学习是通过我们的内

心 （内心的声音） 和人际 （他人的、 外部的声音） 的对话来进行

的， 而形成性评价实践有助于形成和规范高等教育课程中的对话与

交流。 尼科尔 （ Ｎｉｃｏｌ ） 和麦克法兰 － 迪克 （ 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Ｄｉｃｋ ）
（２００６） 基于帕斯克的工作， 提出了以下七个良好反馈的评价原则：

１ 有助于阐明什么是好的表现 （目标、 标准、 尺度）。
２ 推动与促进了自我评价和学习反思。
３ 为学习者提供高质量的学习信息。
４ 鼓励教师和学生之间围绕学习展开对话。
５ 鼓励积极的动机、 信念和自尊。
６ 提供机会来缩小当前状态和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
７ 为教师提供可用于帮助调整教学的信息。
这些评价原则显然与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这一概

念相一致， 后者是 “由一群人组成的， 通过协作的方式进行有目的

的批判性对话和反思， 以建构个人认知并推动相互理解” 的群体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１）。 当这样的社区组建在混合学习环境中， 就出现

了以提供自我评价、 同伴评价和教师评价作为教育教学反馈的各种

各样的形式。

（一） 自我评价

阿尔维诺学院 （Ａｌｖｅｒｎ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００６） 将自我评价这一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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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定义为 “学习者在相关标准的基础上观察、 分析和判断自己的

表现， 并决定如何改进的能力”。 阿克约尔和加里森 （２０１１） 最新

阐述了这种调整自我学习行为或元认知 “在一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

者说学习共同体中是一个内部和外部条件不断被评价的协同过程”。
此外， 他们还描述了包括认知原理、 认知监控和认知调整在内的元

认知的三个维度。 认知原理指的是对自身作为学习者的认知， 还包

括与探究性学习过程、 学习纪律和学习期待等相关的入门知识和原

初动机。 认知监控意味着对学习过程进行反思的意识和意愿。 认知

调整则主要集中在学习过程中的行动方向上， 涉及运用策略来获得

更有意义的学习成果。
利用评价量规和在线日志的自我评价活动， 可以在混合学习环

境中支持学习者的元认知过程。

（二） 评价量规

教学、 学习和技术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ＬＴ） 集团 （２０１１） 将评价量规定义为 “用于评价某一特定类型的

工作或表现的一套明确标准”。 评价量规通常还包括在每个标准之

下学习者有可能达到的潜在的水平， 有时还包括可以作为该级典型

代表的成果样本。 在一个混合式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中， 只有当学习者积极参与到他们的共同建设中， 评价量规对于明

确学习任务、 实现评价目标才是有作用的。 在一节先导服务性的学

习课程中， 学习者们表示， 如果没有学习者参与， 评价量规 “也许

就会成为一张简单的检查列表， 确保你已经完成了老师想要你完成

的学 习 任 务， 而 不 是 你 真 正 想 要 去 做 的 和 学 习 到 的 东 西 ”
（Ｖａｕｇｈａｎ， ２０１０）。 很不幸， 这一评论表明， 如果没有学习者参与，
评价量规很有可能沦落为一个支持表面行为而不导向深入学习的鸡

肋。 有几种数字技术可以用来支持在一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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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共同体中共同构建评价量规。 这些应用程序包括： Ｒｕｂｉｓｔａｒ
（ ｈｔｔｐ： ／ ／ ｒｕｂｉｓｔａｒ ４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Ｔｅａ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ａ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 ／ ｗｅｂ ＿ ｔｏｏｌｓ ／ ｒｕｂｒｉｃｓ ／ ）， 以 及 Ｇｏｏｇｌｅ Ｄｒｉｖｅ
（ｈｔｔｐｓ： ／ ／ ｄｒｉｖｅ ｇｏｏｇｌｅ ｃｏｍ ／ ）。 图 ５ － １ 展示了一个为评价课程计划

（教案） 而共同构建的评价量规的示例。
此外， 我们应该为学习者提供练习或实践的机会， 将以前的课

程章节中完成的共同构建的评价量规应用到学习者作业中， 并且为

了获得对该评价量规的所有权， 应该为他们添加一个独特的评分规

则或标准 （如创造力）。

图 ５ －１　 共同构建的课程计划 （教案） 评价量规 （ｈｔｔｐ： ／ ／ ｔｉｎｙｕｒｌ ｃｏｍ／ ｌｅｓｓｏｎｐｌａｎｒｕｂｒｉｃ）

数字技术也可以用在混合学习环境中， 为学习者提供开展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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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更多选择。 例如， 学习者可以使用 Ａｕｄａｃｉｔｙ （ ｈｔｔｐ： ／ ／
ａｕｄａｃｉｔｙ 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ｇｅ ｎｅｔ ／ ） ———一个开源的音频工具， 来创建自我

评价的叙述， 讲述他们是如何实现在评价量规中所列出的各种学习

成果的。 自我评价音频反馈的使用， 可以成为学习者内化学习的一

种有效方法 （Ｉｃｅ， Ｃｕｒｔｉｓ，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 Ｗｅｌｌｓ， ２００７）。

（三） 在线日志

专业课程如教师教育和护理专业的学习者经常被要求维护一门

课程或课程日志。 在线博客工具， 如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ｏｒｇ ／ ） 和谷歌的 Ｂｌｏｇｇｅｒ （ｗｗｗ ｂｌｏｇｇｅｒ ｃｏｍ ／ ） 通常被用来支持这种

类型的自我评价活动。 图 ５ － ２ 提供了一个学习者关于课程计划作业

反馈的在线日志的示例。

图 ５ －２　 关于课程计划作业反馈的在线日志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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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教师教育项目的学习者表示， 在线日志对自我反思颇有

裨益， 但正如一个学习者所写的那样， 当他被要求回答一组有指

导意义的问题时， 这往往会变成一种 “枯燥和重复的活动”。 通常

情况下， 他只是把自己认为老师想听到的或者想看到的而不是其

真正所想的东西发布出来。 同样， 如果没有学习者的参与， 在线

日志这种自我评价活动仅仅是强化了一个表象， 而不是一个引向

深入学习的路径。

在一个混合式探究性学习社区中， 我们应该对学习者的在线日

志进行高度的控制， 以便他们讨论和发展自己的元认知策略。 这可

以通过设计在线日志作业来实现， 这些作业集中于以过程为导向的

帖子， 从而实现最终的学习成果， 比如学期的自我反思报告。 这份

报告可以由教师使用与学习者在一个数字格式 （如谷歌驱动器） 下

共同构建的评价量规来评价。

（四） 同伴评价

基金联合会 （２００２） 指出， “同伴评价允许学习者在课程学习

过程中评价其他学习者 （他们的同伴）。 同伴评价还可以提供数据，

进而为在团队承担任务的每一个个体评定成绩。 “法国伦理学家、

散文家茹贝尔 （ Ｊｏｕｂｅｒｔ） （１８４２） 的名言是： “一遍教胜于两遍

学”， 而在一个有效的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 所有

的参与者既是学习者又是教师。 教学临场感， 并不是教师临场感，

这个概念意味着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里的每个人都

有责任为教学过程的设计、 推动与促进以及导向提供意见、 承担

责任。

在一个混合式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 同伴评价

活动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找到一个适宜的地点和时间让所有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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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室之外碰面。 从类似于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这样的团队领域的学习管理

系统开始， 数字技术可以用来克服这一障碍。

这些小组区域可以用来交流和分享关于个人和团体项目的同伴

评价的文件。 它们通常能够提供包括异步 （如电子邮件和讨论板）

和同步 （如聊天） 交流， 以及文件交换功能。

协作编写工具， 如谷歌驱动器， 也可以用于提供有价值的针对

书面作业的同伴评价反馈 （如图 ５ － ３ 所示）， 这个应用程序允许学

习者控制谁对他们的文档进行评论或者编辑的权限。

图 ５ －３　 在谷歌驱动器上针对书面作业展开同伴评价的示例

此外， 在线日志应用程序 （如 Ｂｌｏｇｇｅｒ）， 可以用于提供对参与

单个项目协作的同伴进行评价 （如图 ５ －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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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４　 使用谷歌 Ｂｌｏｇｇｅｒ 应用程序对单个项目工作进行同伴评价的示例

此外， 维基 （ｗｉｋｉ） 工具 （如 Ｗｉｋｉｓｐａｃｅｓ） 可以用来共同创建

并评论在线讨论摘要 （如图 ５ － ５ 所示）。 维基摘要的历史文件清楚

地展示了该项目的每个成员所发表的评论及其所做出的贡献。

数字工具， 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伴评审标准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ＰＲ） （ｈｔｔｐ： ／ ／ ｃｐｒ ｍｏｌｓｃｉ ｕｃｌａ ｅｄｕ ／ ） 也被开发出来，

用于帮助学习者学会如何在一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中为其同伴提供具有建设意义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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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５　 在维基空间 （Ｗｉｋｉｓｐａｃｅｓ） 上创建并评论在线讨论摘要

在教室设备中， 个人回应系统 （如点击器） 可以作为开展同伴

评价的一种手段 （Ｃｒｏｕｃｈ ＆ Ｍａｚｕｒ， ２００１）。 这个评价过程始于老师

提出一个问题， 学习者们开始独立地研究一个解决方案， 并通过在

他们的点击器上选择所需的编号或字母作为响应来投票表决他们认

为正确的答案。 结果可以通过投影提供给整个班级查看。 学习者对

于一个好问题通常会作出广泛的反应。 然后， 学习者们被要求在教

室里与旁边的人进行比较和讨论他们的解决方案， 以达成协议。 再

次投票表决时， 每个学习者将只有一次回应的机会， 或者只有每个

小组的点击器可以使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 需要做出回应的范围会

不断缩小， 通常会逐渐趋近于正确答案。 在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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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共同体中， 作为上述过程的另一种选择， 教师可以在课堂集中

讨论之前为每组学习者提供机会来生成测试题。

虽然数字技术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交流机

会来完成同伴评价活动， 但在课堂之外依然存在一些额外的担忧。

首先， 学习者往往缺乏同伴评价的经验； 他们强烈建议， 在探究性

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 教师应该 “提供关于学习者如何对

彼此进行有价值、 有意义的学习评价的指导， 并为学习者提供书面

和口头对等评价、 互相反馈的机会” （Ｖａｕｇｈａｎ， ２０１０）。 在混合学

习环境中， 这些学习者还建议教师应该 “提供课堂时间来开始和结

束同伴评价活动， 以帮助学习者建立同伴评价过程中的信任感和责

任心” （Ｖａｕｇｈａｎ， ２０１０）。

（五） 教师评价

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 教师评价实践往往拘囿于高风险的总

结性评估活动， 如期中和期末考试 （Ｂｏｕｄ， ２０００）。 教师在探究性

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提供持续而有意

义的评价， 来作为学习者学习的反馈， 以帮助学习者发展必要的元

认知技能和策略， 进而为他们自己的学习负责。

在混合学习环境中， 教师可以使用多种数字技术为探究性学习

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学习者提供诊断、 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

价。 例如， 教师可以使用协作编写工具在检查节点以及个人或小组

项目里程碑之处提供形成性评价作为反馈 （如图 ５ － ６ 所示）。 这

样， 学习者就可以在整个学习项目持续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来自教师

的评价， 而不是仅仅关注最终学习成果的总结性评价。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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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６　 教师使用谷歌驱动器提供形成性评价反馈意见的示例

在混合式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 我们还应鼓励

教师采用组合方式对学习者进行评价， 这意味着学习者有可能获得

对他们的课程作业进行第二次总结评价的机会。 例如， 学习者会在

最初各提交一份关于每一项必修课程的作业并接受教师的评价。 经

过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 在学期结束的时候， 学习者有机会根据教

师最初提供的评价和反馈修改这些作业， 并将其发布到他们的课程

或项目中， 以供指导教师进行最终的总结性评价。 从 ＬｉｖｅＴｅｘｔ 商业

应用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ｉｖｅｔｅｘｔ ｃｏｍ ／ ） 到免费谷歌网站工具 （ｈｔｔｐ： ／ ／
ｓｉｔｅｓ ｇｏｏｇｌｅ ｃｏｍ ／ ） 的一系列 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电子学习档案） 工具， 都

可以支持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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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数字技术也可用来为外部专家提供评价的机会。 例如，
学习者可以通过使用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和 Ｂｌｏｇｇｅｒ 等博客工具来公开评论学

术文章。 这些文章的作者可以被邀请在学习者的博客上发表评论。
博客应用程序将在第六章中得到更详细的描述。

外部专家还可以通过使用基于网络的视频技术对个人或小组的

学习报告提供评价反馈。 这些类型的学习报告可以录制成视频， 也

可以通过视频进行直播 （例如， 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ｉｖｅｓｔｒｅａｍ ｃｏｍ 上

进行直播）， 或上传至 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视频分享网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ｃｏｍ ／ ）。 然后， 外部专家可以向学习者提供同步 （如实时音

频） 或异步格式 （如在线论坛） 的评价反馈。
在策略方面， 在教师教育项目研究中， 学习者建议教师应该

“专注于为学习者持续性地提供形成性评价作为反馈， 而不是仅仅

止于总结期中和期末考试” （Ｖａｕｇｈａｎ， ２０１０ｂ）。 他们还建议， 教师

应该努力 “除了做出书面评价作为反馈之外， 还要提供口头评价。
例如， 教师可以要求学习者在办公时间内与其会面， 口头汇报作业

完成情况” （Ｖａｕｇｈａｎ， ２０１０ｂ）。
最后， 这些学习者强调说： “让我们在整个学期中为教师提供

更多关于他们所布置的作业和教学实践的反馈， 而不仅仅是在结束

时———评价应该是学习者和教师之间不断推进的双向对话”
（Ｖａｕｇｈａｎ， ２０１０ｂ）。

三、 结论

自我评价、 同伴评价和教师评价应该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以帮

助学习者发展他们自己的元认知技能和策略， 而不应是一系列彼此

孤立的事件。 例如， 一个在教师教育研究项目中学习的学习者评论

说： “我用自我反省来检查我的学习， 确保我掌握了自己希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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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收获的一切。” “我通过同伴评价获得审视我学习的不同角度，
我用教师的评价弄明白接下来该如何进一步提高我的学习水平”
（Ｖａｕｇｈａｎ， ２０１０ｂ）。 在同一研究项目中的另一个学习者指出： “自
我反省向我展示了我喜欢学习什么和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同伴评

价告诉我哪些方面我应该做得更好， 至于教师评价则告诉我关于如

何修改作业以获得更高分数的点子” （Ｖａｕｇｈａｎ， ２０１０ｂ）。
此外， 这些学习者强调， 由数字技术支撑的一个探究性学习社

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有助于他们将这三种形式的评价整合成一种

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 （如图 ５ － ７ 所示）。 这一方法包括学习者首先

使用评价量规、 博客和在线测验来为自己的课程作业提供自我反思

和反馈。 然后， 他们可以通过使用诸如 Ｗｉｋｉｓ、 Ｃｌｉｃｋｅｒｓ 以及其他同

伴评价工具的数字技术来获得有关他们学习的进一步的同伴评价。
最后， 教师和一些外部专家可以审查学习者的电子学习档案， 使用

数字视频技术来观察学习者的表现， 诊断学习者的错误观念， 并提

供额外的评价反馈。

图 ５ －７　 在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使用数字技术开展三位一体的评价

教育研究文献 （Ｙｅｈ， ２００９） 的详细记录表明国际上越来越关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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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学习的评价， 而不是仅仅关注对学生表现的测量和问责。 在混

合式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使用数字技术来支持对学

习者进行评价， 可能会实现哈蒂 （Ｈａｔｔｉｅ） （２００９） 对可视化教学和

学习框架的愿景， “教师通过学习者的眼睛看到学习， 学习者则将

自己视为自己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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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科技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合作和分享的方式， 以及人们分享的资

源的质量时， 我认为技术正在改变一切。 （Ｔｉｎｎｅｙ， ２０１３）

一、 引言

本章的目的是描述数字技术和教育策略如何被应用于设计、 推

动与促进以及指导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本章首先概

述了协作学习的内容， 接着介绍了各种类型的技术如何应用于设

计、 推动与促进以及指导高等教育中的混合式学习环境。
在知识建构和知识确认方面的持续合作代表着教育实践的新时

代。 新媒体联盟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和教育学习计划 ２０１０
年地平线报告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ｕｓ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０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Ｌｅｖｉｎｅ， Ｓｍｉｔｈ ＆ Ｓｔｏｎｅ ２０１０） 指出 “学习者的学习越来越

自然地被视为一种协作……出现了大量新的 （而且通常是免费的）
工具， 使得学习协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实现”。

他们认为合作和交流是拓展学习和培养创造能力的重要趋势。
社交媒体技术的出现是这种学习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

这些技术的确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机会与可能， 但面临的挑战在

于熟谙如何使用如博客、 维基、 在线社区和同步通信技术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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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ｏｂ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 等社交媒体工具优化教学设计和实践。 这些工具的

真正潜力在于设计、 推动与促进并指导同步和异步探究性学习社

区， 以支持高阶学习活动， 实现更有价值的学习目标。
我们认为， 所有的教育都正在经历从访问和分享信息到设计探

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转变， 正是在这一社区里学习者

们积极参与更加深入且更有意义的学习活动。 应用社交媒体的目的

是利用网络的最大优势： 将人们聚集在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

共同体中， 在那里， 参与者 （学习者和教师在教育语境下） 会产生

共同的兴趣， 可以在有目的的活动中进行互动和协作。 布朗

（Ｂｒｏｗｎ） 和阿德勒 （Ａｄｌｅｒ） （２００８） 认为， 社交媒体工具的能力已

经 “将注意力从获取信息转向接触人群”。 正是这些应用程序为人

们在协作学习社区中走到一起提供了可能。
一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是一群人合作进行有目

的的、 批判性对话和反思， 以建构个人认知并推动相互理解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１）。 从历史上看， 这一直是高等教育中理想的学习

环境， 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随着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长， 这

一实践因为更大的课堂和被动的讲座而减少了。
随着社交媒体工具的不断涌现和发展， 教育工作者有机会认识

到在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探究性、 协作式的学习是

高等教育历史的理想状态。

二、 协作

社交媒体应用具有支持开展协作学习活动的潜力。 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 我们必须首先退后一步， 重新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教

育与学习过程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我们如何将评价学习活动、 学习

成果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结合起来， 使他们能够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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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协作环境中有效地开展工作？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教育者们越

来越认识到， 我们必须提供更多的包括互动和参与在内的学习活动

（ Ｂａｒｋｌｅｙ， ２００９； Ｋｕｈ， Ｋｉｎｚｉｅ， Ｓｃｕｈ， Ｗｈｉｔｔ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２００５）。
在更加深入和更有意义的学习活动中吸引学习者的关键是学习共同

体中的协作探究， 而不是目前主导高等教育的被动的说教方式。 正

如前面提到的， 参与协作性的对话和反思历来是高等教育的标志。
社交媒体工具可以作为一种催化剂， 重新设计我们的混合式学习课

程， 以帮助学习者获得更积极主动和彼此协作的学习过程与体验。
我们的第一课是避免将这些数字工具简单地放在有缺陷的教育设计

上 （例如， 只关注学习内容组织与展示的信息传递模式）。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特点是通过对话实现个人

认知， 并对自己的理解和认识进行验证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１）。 在哲学

上， 这种学习方法建立在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传统之上。 学习

者们既被期待着在理解新的概念和观点的过程中承担起个人的责

任， 又要得到来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的同伴和教

师的支持与反馈。
探究是协作学习过程的核心。 在混合课程学习过程中， 社交媒

体的广泛应用可以支持这种协作式、 探究性的学习。

三、 社交媒体应用和教育策略

蒂姆·奥赖利 （Ｔｉｍ ＯＲｅｉｌｌｙ） 被誉为 “Ｗｅｂ ２ ０” 这个词的创

造者， “Ｗｅｂ ２ ０” 是用来描述旨在提高创造力、 信息共享尤其是用

户之间协作的 Ｗｅｂ 技术及应用趋势。 最近， 这个概念被定义为社交

媒体： “一组基于Ｗｅｂ ２ ０ 理念和技术的互联网应用程序” （Ｋａｐｌａｎ ＆
Ｈａｅｎｌｅｉｎ， ２０１０）。 这些应用程序可以用于支持各种形式的协作学

习。 例如， 社交书签应用程序可用于共享基于 Ｗｅｂ 的资源的个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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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以完成小组项目。 博客可以推动与促进学习者的自我反思以及

对课程作业开展同伴评价。 学习者可以用维基百科来总结课程讨

论， 改进研究论文， 甚至共同创建在线书籍。 社交网络系统， 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脸谱网） 和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领英）， 可以用来拓展课堂的边

界， 创建在线社区， 在包括过去的学习者、 潜在雇主和学科专家在

内的范围里展开交流和辩论。 通过 Ｐｏｄｏｍａｔｉｃ、 Ｆｌｉｋｒ 和 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社

交应用程序， 音频、 图形和视频文件现在也能被创建并实现共享。
然后， 这些文件和其他数据源可以被重新组合， 通过使用诸如 Ｉｎｔｅｌ
的 Ｍａｓｈ Ｍａｋｅｒ 和 Ｙａｈｏｏ Ｐｉｐｅｓ 等混搭应用程序来创建新的含义、 提

供新的解释。 同步通信技术， 如 Ｓｋｙｐｅ 和 Ａｄｏｂ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 允许学习

者实时地在教室之外进行交流和协作。
此外， 虚拟现实应用程序， 如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ｉｆｅ， 提供了在三维沉浸

式世界中进行多样化的同步交互的机会， 以支持基于项目的各种协

作性和探究性的工作。
我们现在将研究以下八个类别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如何被应用

于设计、 推动与促进以及指导在混合课程或项目中的协作式、 探究

性学习活动。
１ 社交书签

２ 博客

３ 维基 （Ｗｉｋｉｓ）
４ 社交网络

５ 社会评价

６ 混搭

７ 同步通信和会议

８ 虚拟现实

相关的维基网站上 （ｈｔｔｐ： ／ ／ ｔｉｎｙｕｒｌ ｃｏｍ／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提供了其他可以用于开展协作学习活动的想法与案例。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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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交书签

社交书签背后的大意是， 用户不用在 Ｉ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或

火狐 （Ｆｉｒｅｆｏｘ） 等浏览器中为网页保存书签， 而是将书签保存到一

个可公开访问的网站 （如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ｃｏｍ）。 在理想状态下， 其他人

可以看到书签， 可以接触到一些他们不会遇到的东西。 此外， 一些

社交书签网站还采用了一个投票系统， 允许用户指出他们发现的有

趣的书签 （如 ｒｅｄｄｉｔ ｃｏｍ）。 作为一个书签， 当它获得越来越多的选

票时， 它在网站上的关注度就会随之增加， 反过来， 这又会有助于

它吸引越来越多的选票。
最终的目标是让书签出现在社交书签网站的首页上。
这种分享和借鉴他人资源的能力有助于开发高等教育课程或项

目， 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 社交书签应用程序可用于学习者生成的

课程阅读清单、 辩论以及个人或者团体项目中。

（一） 课程阅读清单和作业

例如， 在每学期开始的时候， 教师可以安排学习者小组去寻找

与特定课程概念或话题相关的资源， 而不是预先确定阅读清单。 然

后， 可以通过使用 ｄｉｉｇｏ ｃｏｍ （如图 ６ － １ 所示） 这样的社交书签工

具来共享并进一步解说这些资源。
这些资源也可以作为课前预习的阅读作业， 习惯上， 这项活动包括

对教材的研读。 现在， 像 ＣｉｔｅＵＬｉｋｅ 和 Ｅｄｔａｇｓ 这样的社交书签系统可

以为学习者提供相关的、 引人入胜的基于 Ｗｅｂ 的文章以及其他资源。
尽管学习者能够轻松地获取相关的学习材料， 但教师依然面对着

让学习者参与课前有意义活动的常规挑战。 诺瓦克 （Ｎｏｖａｋ）、 帕滕森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加夫林 （Ｇａｖｒｉｎ） 和克里斯蒂安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９９９）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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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调查或测试工具， 在同步讨论会召开之前为学习者创建了触发事

件。 他们创造了 “即时教学” （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ＪｉＴＴ） 这个术

语， 用来描述让学习者阅读一篇基于网络的文章的过程， 然后在课前

对在线调查或测验做出回应。 然后， 教师会对学习者提交的 “即时”
回应进行评审， 根据这一在线调查或测验的结果调整后续课程。

一个典型的调查或测验包括四个基于概念的问题， 其中， 最后

一个问题是问学习者： “你对所要求的阅读还有什么不明白， 你希

望我 （老师） 在下一次同步讨论会上集中讨论什么？”

图 ６ －１　 在 ｄｉｉｇｏ ｃｏｍ 中共同构建的课程阅读清单

·４８·



第六章　 技　 术　 　 　

（二） 辩论

教育研究表明， 课堂辩论和在线辩论是让学习者更深入学习的

有效途径 （Ｋａｎｕｋａ， ２００５）。 学习者可以使用社交书签应用程序，
为辩论活动收集资源， 并对这些资源予以相应的解说。

例如， 在混合式课程中， 学习者团队可以被指派到课堂之外去

收集一系列资源， 这些资源支持特定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在课堂

上， 学习者可以被要求与辩论的另一方进行辩论， 并利用其他学习

者团队收集的资源来支撑他们自己的观点。

（三） 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

像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美味书签） 这样的社交书签系统可以让学习者创

建自己的私人图书馆， 然后他们可以与同伴分享。 使用这种服务的

好处是， 学习者可以在他们的大学经历中不断地建立和分享自己搜

集、 整合的资源。 这允许学习者在不同的课程中， 在各种项目和作

业之间有意识地建立联系。

（四） 博客

博客是一种基于网络的个人日志， 它包含回应、 评论以及该网

站的作者定期访问其他博客的超链接 （Ｄｏｗｎｅｓ， ２００４）。 人们可以

通过使用 Ｒｅａｌｌｙ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ＳＳ， 简易信息聚合） 来订阅博

客， 并接收其自动的内容更新。 博客可以为学习者提供获得外部评

价与反馈的机会， 并为他们在学习领域的对话发挥作用。 在混合

式学习课程中， 博客可以被用来支持自我反思和对课程作业的同

伴评价， 让学习者通过公开他们的学习过程与成果来更深入地开展

学习 （Ｖａｕｇｈａｎ，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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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我反思

在学期开始的时候， 教师可以要求每个学习者使用 Ｂｌｏｇｇｅｒ 或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等应用程序创建一个博客。 学习者可以使用这些博客来

记录他们在学期中学习的成长和进步。 例如， 在课程开始的第一

周， 学习者们会在最初的日志中写下他们的个人学习目标， 以及他

们对课程概念的了解。 在课程结束时， 学习者们创建了一个最终的

日志条目， 它反映了学习者们所学到的知识， 以及他们在整个过程

中是如何改变、 成长和进步的。 博客也可以用来让学习者自我反思

自己的课程作业。 这些条目的目的是让学习者们有意识地思考他们

在完成评价活动过程中所学到的知识， 以及他们如何将这些知识应

用到他们未来的课程学习或职业生涯中。 以下问题可用于指导该

活动：

１ 在完成这项作业或者任务的过程中， 你学到了什么？

２ 你将如何将你从这份作业或者任务中学到的知识应用到下一

个课程作业、 其他课程或你的职业生涯中？

（六） 同伴评价

博客也可以用来支持展开同伴评价过程。 学习者们可以在他们

的博客上发布课程作业的草稿， 然后其同伴可以查看这些文档， 并

在作者的博客上发表评论 （如图 ６ － ２ 所示）。

这个同伴评价过程的指导问题包括：

１ 你从审查这份文档中学到了什么？

２ 文档的优点 （如内容、 写作风格、 格式和结构） 是什么？

３ 你能提供什么建设性的建议来提高这份文档的质量？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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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　 同伴评论一篇博客文章

（七） 维基 （Ｗｉｋｉｓ）

维基 （Ｗｉｋｉｓ） 是一组网页的集合， 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对其进行编辑。 使用维基作为协作项目平台的可能性，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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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一个人的想象力和时间的限制 （Ｌｅｕｆ ＆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２００１）。
在混合式学习课程中， 学习者可以使用维基协作创建课程笔记、 在

线讨论摘要、 小组论文甚至课程教材。

（八） 课程讲义

许多高等教育的学习者现在把笔记本电脑带到课堂上， 而像谷

歌驱动器和 ＴｉｔａｎＰａｄ 这样的维基应用程序可以用来共同构建一套课

程笔记。 这可以是一个单独的活动， 也可以是一项由教师指定学习

者团队为特定的课程创建笔记的任务。 使用像 ＴｉｔａｎＰａｄ 这样的应用

程序的优点是， 学习者可以同时在相同的文档上工作， 而不会覆盖

彼此的工作。 学习者还可以为他们的维基贡献指定一个特定的文本

颜色， 以便跟踪自己的工作。

（九） 在线讨论总结

学习者主持的在线论坛可以用来促进混合式学习课程中的个人

反思和面对面讨论时彼此之间展开的关键对话。 例如， 在学期开始

时， 一组学习者 （３ ～ ５ 人） 可以自主选择一个与课程关键概念或话

题相关的主题， 每个小组负责调整和总结他们选定的在线讨论时间

（通常为 １ ～ ２ 周）。 学习者可以使用加里森、 安德森和阿彻的

（２００１） 的应用探究模型作为指导来创建反思的讨论摘要。 例如：
１ 触发事件———本周确定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２ 探索———讨论了什么机遇和挑战？
３ 集成与整合———你能从讨论中得出什么建议和结论？
４ 决议或应用———我们如何将从这次讨论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应

用到我们的课程作业和未来的职业规划中？
５ 关键资源 （如网站、 文章、 书籍）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

源来找到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多信息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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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可以根据这些问题， 由学习者和课程教师依据指导原则

共同创建文档 （参见图 ６ － ３）， 利用维基拟定在线讨论草稿和完成

最终总结 （综合和分析）。

维基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一个协作的工作空间来创建小组论文。

使用像谷歌驱动器这样的应用程序的优点是， 学习者可以通过互联

网登录任何计算机或移动设备来访问这组文档。

图 ６ －３　 维基在线讨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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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可以轻松地编辑或者修改彼此的作业， 而不需要考虑软件

或计算机平台的兼容性问题 （如Ｍａｃ 和 ＰＣ）。 最终的学习成果可以用

各种格式 （如 ＰＤＦ、 Ｗｏｒｄ 和 ｈｔｍｌ） 导出， 并提交给同伴或教师评价。

（十） 维基教科书课程

学习者使用维基来共同创建课程教材的可能性也存在。 在

Ｗｉｋｉｂｏｏｋｓ （维基教科书） 网站上有很多这样的教科书。 维基教科书

可以用多种方式创建和开发。 例如， 学习者小组可以被指派来开发

新课本的新章节， 而其他小组则可以承担同伴评价或者现有教材章

节的编辑任务。

五、 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系统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ＮＳ） 允许用户在各

自的网络中分享想法、 活动、 事件和兴趣， 这能让那些分享共同兴

趣和活动的人们发展起在线社区。 在混合式学习课程中， 像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和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这样的应用程序可以被用于学习小组和在线讨

论板的活动。

（一） 学习小组

多项教育研究已经进行了多年， 已经清楚地表明， 无论主题是

什么， 在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小组中开展学习， 学习

者所主动学到的知识往往比他们在被动灌输过程中所得到的知识要

多， 而且就相同的知识内容而言， 他们在这一协作探究过程中所学

到的知识， 比他们在其他学习模式获得的知识能够在记忆中延续更

长的时间 （Ｂｅｃｋｍａｎ， １９９０； Ｃｈ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 Ｇａｍｓｏｎ， １９９１；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１； ＭｃＫｅａｃｈｉｅ， Ｐｉｎｔｒｉｃｈ， Ｌｉｎ ＆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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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许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习者往返于校园与宿舍之间， 因此要

求他们在课堂以外的时间和地点组成现实的学习小组开展学习是有

难度的。
最近， 由教育应用研究中心和皮尤 （Ｐｅｗ） 互联网和美国生活

项目 （Ｓｍｉｔｈ， Ｓａｌａｗａｙ ＆ Ｂｏｒｒｅｓｏｎ Ｃａｒｕｓｏ， ２０１０） 展开的研究表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是目前在高等教育中最流行的社交网络系统， 很多学习者

已经开始使用这一应用程序来支持虚拟
∙∙

学习小组。 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
学习小组应用程序让学习者可以发布信息、 进行讨论和交换文件。
使用这些虚拟学习小组的好处是学习者们可以在课堂之外互相支

持、 学习和社交。 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缺点是， 这个应用程序旨在促进

社交互动， 而不是营造一个学习空间。

（二） 在线讨论版

如前所述， 在线讨论版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催化剂在课堂之

外促进个人反思和批判性对话。 通常， 机构学习管理系统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ＭＳ）， 例如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被用于支持这些反思

和对话。 这些机构应用程序经常会遭遇协作方面的挑战， 因为其很

难让访客参与讨论 （例如， 必须让信息技术管理员在学习管理系统

中登记访客）， 并为学习者提供主持人 （如讲师） 的身份。 像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和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这样的社交网络工具， 则可以通过创建一个课

程群空间来解决这些问题 （如图 ６ － ４ 所示）。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群组的成员资格可以由主持人 （如课程教师） 开放或

控制。 任何拥有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账户的人都可以被邀请成为会员， 并参与

在线讨论。 这可能包括过去的学习者成员 （如校友）、 外部专家，
甚至是家长。

小组的任何成员都可以主持小组论坛， 当一个帖子被发布提供

讨论时， 这个人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头像也会出现， 这有助于形成一个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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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社区感觉。

图 ６ －４　 由学习者主持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的在线讨论版

六、 社交内容

社交内容工具允许创建和交换由用户生成的内容 （如文本、 音

频、 图像和视频），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Ｆｌｉｋｒ、 ＳｌｉｄｅＳｈａｒｅ 和 Ｐｏｄｏｍａｔｉｃ 等应用

程序为学习者和教育者提供了丰富的可反复使用的媒体资源。 这些

资源可用于支持课前活动、 提供课程学习内容、 开展个人陈述和小

组研讨。

（一） 课前活动

教师和学习者都可以在课前使用社交内容工具来创建、 发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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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数字学习内容。 例如， 教师可以使用播客 （如 Ｐｏｄｏｍａｔｉｃ）， 讲

述 ＭＳ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演示文稿 （如 ＳｌｉｄｅＳｈａｒｅ， Ａｄｏ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ｒ） 或视频

（如 ＹｏｕＴｕｂｅ）， 以便在上课前与学习者交流课程概念、 脚本和研究

案例。 使用这些类型的学习内容的好处是， 它们允许学习者在课堂

之外， 按照自己的节奏， 聆听和查看与课程相关的材料， 并尽可能

经常使用从而能达到理解的程度 （如图 ６ － ５ 所示）。

图 ６ －５　 讲述数学解题练习

（二） 学习内容

学习者还可以使用社交内容应用程序创建学习内容， 以描述和

解释课程入门概念。

例如， 学习者个人或团体可以被分配任务， 来创建关于核心术

语， 或者与课程相关的概念图、 简短的播客或 ＹｏｕＴｕｂｅ 视频。 这些

资源可以被发布到课程网站或者链接到学习内容库。 例如， 学习与

在线教学多媒体教育资源 （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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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ＲＬＯＴ ） 网 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ｒｌｏｔ ｏｒｇ ／ ｍｅｒｌｏ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与 ＭＥＲＬＯＴ 相关的学习内容是按学

科分类的， 许多这样的学习内容在用户社区也有同伴评价， 并有如

何在课程作业中使用这些数字资源的相关建议。

（三） 个人陈述和小组研讨会

个人陈述和小组研讨会通常是混合式学习课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不幸的是， 这些活动往往侧重于信息传播 （如说教） 而不是讨

论， 而且它们还常常耗费了大量宝贵的课堂时间。 为了避免这些问

题， 一些教师已经开始要求学习者使用各种社交内容工具来创建他

们个人或小组演讲的叙述性的自我陈述。 这些叙述性的陈述可以被

张贴或链接到一个在线讨论板， 其他学习者需要在课堂或同步会议

之前查看和评论他们 （如叙述性的 ＰＰＴ 演示文档或者 ＹｏｕＴｕｂｅ 视

频）。 课堂时间则被用来有针对性且更卓有成效地讨论和辩论有关

论坛中发布的自我陈述的问题或话题。

七、 混搭

Ｍａｓｈｕｐ 工具允许非技术用户组合或 “混搭” 不同类型的数据，
以发现新的含义， 或者简单地以非传统的样式呈现信息。

例如， 音乐混搭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来源的歌曲混合而成

的。 混搭应用程序可用于绘图和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的活动， 对

学习者项目和研究工作的演示， 对班级和在线讨论的分析， 以及用

数据讲述故事。

（一） 课堂分析和在线讨论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 许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习者现在把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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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和移动设备带进了教室。 他们通过使用像 ＴｉｔａｎＰａｄ 这样的维基

应用程序， 来进行协作课堂笔记。 然后， 可以将这些笔记复制粘贴

到一个类似于 Ｗｏｒｄｌｅ 这样的 ｍａｓｈｕｐ 应用程序中， 以创建 “单词云

（ｗｏｒｄ ｃｌｏｕｄ）” （如图 ６ － ６ 所示）。

图 ６ －６　 显示在 Ｗｏｒｄｌｅ 中的课程头脑风暴结果

单词云对帮助学习者识别与课程基本概念和核心话题相关的关

键主题非常有用。 例如， 在一节课开始的时候， 老师可以让学习者

在谷歌文档中对他们已经知道的课程概念进行头脑风暴。 为了创建

一个单词云， 教师将这个文本复制粘贴到 Ｗｏｒｄｌｅ 中， 更高频率的单

词和短语可用其他不同的颜色和较大的字体来显示。 然后， 教师可

以促使学习者对这些关键词或者短语进行讨论， 并解释它们是如何

与一个特定的课程概念相联系的。
这个活动也可以在课程结束或课程模块结束时予以重复， 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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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学习者在概念理解上出现的改变。 教师在课堂开始和结束的时候

展示单词云， 然后让学习者在课堂讨论后， 在一个在线论坛上对关

键词进行对比。 相反， 教师也可以先在论坛上发布帖子、 创建单词

云， 然后在课堂上组织学习者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二） 数字故事讲述

为 Ｍａｃ 和 ＰＣ 的电脑开发的一系列 ｍａｓｈｕｐ 应用程序 （Ｍａｃ 如

ＧａｒａｇｅＢａｎｄ， ｉＭｏｖｉｅ； ＰＣ 如图片故事、 电影制造商）， 允许用户组合

和混搭图像、 文本、 音乐和视频， 以创建一个数字故事。 学生可以

单独或分组完成这些故事， 并结合各种形式的媒体， 在多种途径中

收获创意和成功。
一些网站已经被开发出来帮助学习者创建他们自己的数字故

事。 休斯顿大学数字故事讲述的教育用途网站 （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ｕｓｔ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ｔｏｒｙ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 网址为 ｈｔｔｐ： ／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ｃｏｅ ｕｈ ｅｄｕ ／ ） 提供了案例、 工具、 教程， 以及数

字故事的评价量规， 对此我们予以强烈推荐。

八、 同步通信和会议

在高等教育中使用同步通信工具 （如短信、 音频和视频） 的情

况越来越普遍， 一些教师正在使用这些应用程序来取代课堂会话

（如在线混合学习方法）， 而学习者们正在使用这些工具来支持实时

协作项目的工作。

（一） 同步课堂会话

在许多机构中， 像 Ａｄｏｂ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 和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协作这样的同步

通信应用程序， 已经被集成、 整合到了学习管理系统中 （如图 ６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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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 ６ －７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协作会话

教师可以使用这些工具来创建学习资源 （例如， 在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上记录一个包括图解和例证的小型报告）， 在课堂上主持外部嘉宾

演示， 或者用虚拟课堂代替实体课堂。 这些会话的重点不应该是类

似于授课一类的信息传播， 而是用来诊断学习者的错误观念， 促进

批判性对话， 并支持同伴的指导与评价。

（二） 学习者团体工作

学习者还可以使用 Ｓｋｙｐｅ 和 ＷｉｚＩＱ 等同步应用程序进行实时交

流、 协作和共同构建项目或者完成研究论文。 因为当今许多高等教

育的学习者都是在学校学习的， 使用同步工具的优势在于， 他们可

以随时随地通过计算机与成本低廉的互联网建立联系， 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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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工具 （例如，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协作） 也允许学习者共享桌

面应用程序， 并记录他们的会话， 以防止小组成员缺席。

九、 虚拟现实世界

虚拟现实世界应用程序， 如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ｉｆｅ、 Ｃｒｏｑｕｅｔ 和 Ｐａｌａｃｅ 允许

在三维沉浸式的虚拟世界中同步交互。 这些工具支持基于项目的协

同合作和创造性的工作， 超越了基于文本和音频的交流。 许多基于

校园的学习活动， 如讲座、 辅导和实验， 都可以在虚拟现实世界的

应用程序中得到复制和增强 （如图 ６ － ８ 所示）。

图 ６ －８　 学习者们在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ｉｆｅ 中参加虚拟课堂

例如， 学习者可以参加虚拟角色扮演、 模仿和实验。

他们可以访问教育 “岛屿”， 在那里他们可以接受来自当地专

家的指导和建议 （例如，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学习者也可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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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外国的教育 “岛屿”， 在那里他们可以学习不同的语言和文化。

十、 技术的未来趋势

预测未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而且在技术及其

可能的应用方面有可能更没有效率。 出于这个原因， 我们将重点关

注可识别的趋势。 由于与混合式学习密切相关， 这些趋势在不久的

将来很有可能会持续影响教育实践。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趋势是， 在高等教育中采用协同合作的教

学方法。 这不仅仅涉及简单的交互和共享信息。 合作需要学习者和

教师通过有目的的协同合作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它为检测概念和验

证个人构建的知识提供了环境。
第二个趋势是， 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探究性学习社区

或者说学习共同体可以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得以建立并维持下

去。 布朗和阿德勒 （２００８） 认为这将营造一个 “学习 ２ ０” 的环

境， “除了免费提供传统课程的学习资源和教育工具， 还将创造一

个支持学习者社区的参与式架构”。
第三个趋势是， 社交媒体工具具备支持多种教育目的、 方法和

受众的能力， 这为学习者在混合式学习课程中取得成功提供了多种

途径。 虽然我们可以确定趋势， 但教学和学习过程的去中心化将不

可避免地带来更多的学习样态和学习机会， 选择学习什么以及如何

学习对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来说只能变得更加有利。
随着社交媒体技术的普及， 互动和协作的机会越来越多， 教育

机构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协作建构主义方式的采用， 会让学习者参

与到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去。 协作学习超越了被动

地分享信息， 因此， 社交媒体技术无论是在正式的还是在非正式的

学习环境中， 都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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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结论

高等教育的理想状态是在协作式的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

共同体中开展学习活动 （Ｌｉｐｍａｎ， １９９１）。 本章展示了利用社交媒

体技术和教育策略来实现这一愿景的潜力， 即使在大型的本科入门

课程中也是如此。 关键是要重新设计我们的混合式学习课程， 使学

习者能够通过与同伴的研讨和辩论来对他们的学习负责， 并通过彼

此之间的研讨与辩论来验证他们自身的认知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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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根据农业时间表在工业环境中教育学习者， 并告诉学习者他们

生活在数字时代。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

一、 引言

采纳我们在本书中所探讨的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

原则， 在本质上说是一种变革。 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教育范式， 对

那些在信息传播方面投入巨资的高等教育机构将产生颠覆性的影

响。 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范式代表着显著的变化， 它

更好地映射了一个互联知识经济社会的需求。 它是一种与传统的

（无论是通过演讲还是自学材料分发、 传播信息） 做法均有所不同

的教学和学习的样式与形态。

由于新兴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 像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

说学习共同体框架这样的新模式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今天的技术革命， 其数量级的提升与进步使得几乎所

有的生活都在发生变化， 对大学再次 “重塑” 自身提出了

公开挑战。 事实上， 可以这样认为， 如今大学所面临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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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比 以 往 任 何 一 个 历 史 时 期 所 面 临 的 压 力 都 要 大。

（Ａｍｉｒａｕｌｔ ＆ Ｖｉｓｓｅｒ， ２００９）

与新兴信息和通信技术相关的社会变化的性质和速度对教育的

适应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这可能是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 特

别是这种挑战可能出现在采用适当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课堂上时。
新兴的社交媒体技术是使我们重新思考在高等教育课堂上所做事情

的催化剂。 要记住， 技术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尽管它很强

大）， 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教育目标。
我们认为， 在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环境展开的

混合式学习提供了一种连贯的方式， 可以利用社会的结构变化。 混

合式学习提供了一种深思熟虑的通信技术， 可以应对在高等教育中

提供更多参与式学习体验的挑战。 一旦我们弄清楚在混合式学习过

程中如何妥善地整合技术， 就必须了解如何领导和管理这种不可避

免的转变， 关键是要有意识地、 有目的地引导这一不可避免的变化

趋势。 如何应用这些技术并定义我们的教育目标， 应该是各方面协

同合作的结果。

二、 协作领导

就其内在本质而言， 教育是一项目标明确、 协同合作的事业。
这一点在前几章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然而， 在领导力方面， 教育

社区的相互依赖并不常被认同或付诸实践。 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

大缺陷是在建立远景规划， 制订战略行动计划以及尤为重要的、 以

可持续的方式实施这些规划方面缺乏实质性的合作。 协同合作的领

导会向机构灌输共同的目标， 培养彼此之间的信任和认同感。 这些

是与高等教育领导有关的一个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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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规划公开交流和反思话语， 建立社区和有目的的探究， 确保

能做出有意义的决议并予以应用， 构成了合作领导的模板， 这远远

超越了个人魅力和公众形象。 这意味着合作领导在幕后的努力工

作， 会让人们聚集在一起， 关注有意义的变化。
高等教育机构一般没有表现出要改变的承诺， 因为改变具有不

可避免的破坏性。 虽然课堂上正在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但教育领

导者还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变化的全部意义。 一个愿景必须通过

适当的原则来被告知。 不幸的是， 大多数领导人都不准备花相应的

时间来理解我们所面临的范式转变， 尤其是在本科教育方面。 我们

不禁要问： 高级领导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参与探究、 彼此协作的方

法， 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实现高等教育理念方面的影响。 正是在

这一点上， 我们提出了将高等教育引入知识经济时代所需要的协同

合作领导的问题。
很多时候， 领导者们对教学与学习的看法往往与大社会的技术

发展不符。
当前的课堂实践是不可持续的。 领导者必须把注意力更多地集

中在教学和学习上， 并达成一个合作的、 开放的、 持续的共识， 承

诺用同样的原则创建活跃的学习社区， 这些原则是探究性学习社区

或者说学习共同体的基础。 我们所描述和讨论的变化涉及重大的技

术变革， 但这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真正的话题在于改变的目

的是什么。
迄今为止， 应用技术为管理服务一直是重点， 而这笔投资未能

以任何明显的方式进入课堂。 高级领导层既没有充分意识到技术对

学习的深刻影响， 也没能明白重构课堂的迫切需要。 这不是对领导

的直接批评。 弄清楚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中各种协同

合作的方法， 并考虑到混合式学习设计的复杂可能性， 对高级领导

层而言， 是很高的要求。 然而， 领导者必须准备好质疑传统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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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参与并致力于在数字社会中转变教学和学习的模式。 高层领

导者必须是创建和维持探究性学习社区或者说学习共同体而进行数

字设计的参与者， 挑战在于他们要真正了解自己的角色和职责。
协同合作式的领导既不是自上而下的， 也不是自下而上的， 这

是两者的融合， 正如协作建构主义的学习方法是对圣人在舞台上示

范和在旁侧引导的融合。 协作式领导是对这种二元独立论调的否

定， 是一种基于共同目标和努力的产物， 领导人必须表现出开放的

胸怀和胆略。 过去的教训告诉我们， 领导力往往会屈服于不安全

感， 让自己沉醉在歌颂阿谀之中。 而且， 会避开需要根本变革之

处， 通过煞有介事的举措， 点缀以微不足道的变化， 做表面文章。
远见和洞察力是通过对组织及其挑战的深刻理解而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 最重要的是， 他们必须通过持续的合作获取最新的信息。
当视野和勇气汇合时， 真正的承诺和实际的改变才有可能得以

实现。
领导力还需要做出持续的承诺并予以诚实的反馈。 随着时间的

推移， 对评价和适当调整所做出的承诺是真正改变的核心， 这意味

着对战略愿景诚实且做出相应的反馈。 这意味着， 我们必须把重点

放在实现能够改善成果的战略目标和行动上以取得较快进展。 这就

不可避免地会触动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 对此， 只有通过对话才能

解决。 只有通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持续的合作行动， 才能实现

制度变革。
我们在这本书中提到的改变是一种变革。 客观地说， 教学和学习

转变方面， 缺乏战略重点和郑重承诺。 有人认为， 这很大程度上可以

归咎于金斯伯格 （Ｇｉ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１１） 所称的 “全行政化大学”， 正是

它造就了高级领导层与高等教育目标———学习过程及其体验的疏离

与隔绝。 高等教育需要改变课堂的教育方法和组织结构来启动和维

持这些改变。 如果要进行有效的范式转变， 资源将不得不从行政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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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移到课堂变化上来。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如果要在协作建构

主义范式中充分发挥混合式学习的潜力， 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和结

构必须成功转型。 我们在本书中探讨的教学和学习转变的关键， 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协作领导和治理结构的承诺———每个人都必须

身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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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混合式学习课程： 入门调查问题示例

这项调查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对我们的背景、 计算机水平、 学习

目标以及对本混合式学习课程学习期待的共同认识。
１ 性别

□女

□男

２ 年龄

□ １５ ～１９ 岁

□ ２０ ～２５ 岁

□ ２６ ～３０ 岁

□ ３１ 岁以上

３ 工作状况

□我有一份全职工作。
□我有一份兼职工作。
□我目前尚未工作。
４ 数字技术工具或应用程序的使用经验。 请选择尽可能多的

项目

□我拥有一部智能手机 （例如， 可以访问互联网的手机）
□我有一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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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 Ｔｗｉｔｔｅｒ 账户

□我有一个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账户

□我有一个 ＹｏｕＴｕｂｅ 账户

□我有一个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ｉｆｅ 账户

□我拥有一台个人笔记本电脑

５ 计算机操作水平

□新手 （使用计算机不太熟练）

□中等 （能够熟练地使用计算机）

□高手 （已经具备相当的经验， 能娴熟地使用计算机）

６ 家庭是否连接网络

□是

□否

７ 课程目标

你学习这门课程的目标是什么？ 你想在这一混合式学习过程中

解决什么问题？

　 　 ８ 每周课堂集中讨论

在每周一次的课堂集中讨论中， 你期望会发生什么？ 你希望老

师在课堂上做什么？ 你自己将会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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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学习环境中的教学———探究性学习社区的创建与维持

　 　 ９ 课堂之外的学习预期

如果可能的话， 你希望在课堂之外开展怎样的学习？

　 　 １０ 学习评价

你认为应该怎样评价你在这门课程中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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