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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MOOC 的快速发展凸显了学生权利主体地位,使学习重新回归到学生手中,推动了学习生态系统

的构建,对完善高校学生学习权保障体系有重要作用。 通过对高校学生学习权保障发展现状调查,本研究发现

MOOC 等网络学习对高校学生学习权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高校体制机制限制,学习权保障缺位,
MOOC 资源利用率低、辍学率高、学习效果欠佳等问题,难以发挥在线教育的潜在优势。 基于此,本研究从以下

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第一,积极破除传统发展惯性的阻碍;第二,提高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第三,推
动网络教育发展,完善在线学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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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学习权是高校学生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保障高

校学生学习权不仅受高校整体自治水平与自律状况

的影响,同时也受时代背景的影响。 Coursera 创始

人达芙妮·科勒认为,MOOC 的出现意味着三点:教
育成为人们基本的权利、终身学习成为可能及打开

了教育创新之门(王左立,2013)。 MOOC 摧毁了学

校对学习资源的垄断,学校已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来

源,各种超文本知识可以通过校外的许多途径获得,
为高校学生学习权保障带来新的机遇。

一、MOOC 在学生学习权保障中的价值

摇 摇 “21 世纪是人人享有‘学习权爷的世纪,学习权

不是为未来生活积蓄的文化奢侈品,它是国际发展

和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手段冶 (钟启泉,2001)。 学

习权是高校学生最重要的权利,MOOC 对完善高校

学生学习权保障有重要作用。
(一)权利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

首先,MOOC 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业成绩。 其次,
MOOC 促进学校教育更加重视以人为本,满足学生

自由且自主的学习要求,突显学生学习权利的主体

地位,支持学生自主学习和协作式探索学习。 《新
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4 高等教育版)》指出,
“随着网络在线教育和免费教育内容变得普及,教

育机构的利益相关者必定会关心哪些是传统大学所

不可替代的功能,并从学生的角度重新思考高等教

育的价值(张铁道等,2014)。 最后,MOOC 鼓励合

作学习,激发了师生之间互动积极性,有助于改善师

生关系,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二)学习本质的回归

佐藤学在《静悄悄的革命》中这样描述,学习不

是孤立的个人活动,也不是没有教师介入而进行的

活动。 “学习冶的本质是在教师的介入下,学生自立

地、合作地进行的活动(张自福,2009)。 伴随着新

理念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MOOC 平台迅速发展,与
大学课程整合日益深入,为教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

供了新思路,为学习者构建起个性化、协作式的学习

环境。 MOOC 丰富的学习资源赋予了学生自由选择

课程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先进的学习工具记录了

全部学习过程,学习者可以随时查看学习反馈,提高

学习积极性和效率。
(三)学习生态系统的构建

约翰·布朗将学习生态系统( learning ecology)
描述为开放且动态的、相互依赖且具有自组织适应

性功能的、由交叉重叠的兴趣团体构成的系统(张
建同等,2009)。 其中,学习者个体是最基本、最活

跃的生态“细胞冶 (孙树芳,2009)。 “信息时代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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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不再仅仅停留在学校,更多的是校外的学习,终身

学习是信息化社会对每个生存个体的要求冶(刘尧,
2013)。 MOOC 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稳定的高校学习

系统,迫使高校及时整合教育教学资源,推进学校教

育与 MOOC 学分的衔接,为高校学生构建开放自

由、和谐共生的学习生态系统。
MOOC 是信息技术在教育中更深层的应用,不

仅能满足高校学生学习需求,提高学校国际知名度,
还有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和学习型社会的建

设,推动我国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跨国传播。

二、MOOC 背景下高校学生学习权保障新发展

摇 摇 为进一步明确信息化时代对大学生学习权保障

的影响,本研究结合实际编制问卷并选取东部地区

两所大学、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各一所大学发放问

卷。 为了获取更大的样本,提高调查的准确度,本研

究还对大学生展开了在线调查,并抽取部分学生进

行后续访谈。 研究共发放问卷 719 份,回收 719 份,
其中有效问卷 670 份,有效率 93. 18% 。 研究数据

采用 SPSS 20 进行统计分析,问卷信度系数 Cron鄄
bach爷s 琢 0. 89>0. 70,说明问卷的信效度较高。

(一)高校学生学习权保障新发展

对学生网络学习的调查可知(见表一),网络学

习已成为大学生学习的一种主要方式,尤其是智能

手机的普及推动了移动学习的发展,使学习不再受

时空限制,随时随地的交流沟通增进了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对大学生持续学习、提高学习兴趣有很大作

用,但也存在移动客户端学习成本过大及手机运行

缓慢等问题,学习软件功能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表一摇 高校学生学习权保障新发展

题项 总是 经常 偶尔 从来没有

Q1 是否通过网络帮助
学习

14. 8% 40. 4% 43. 7% 1%

Q2 是否安装有关学习
的移动客户端 APP 74. 9% 20. 9% 4. 2% 0

Q3 是否参加网络课程
学习(例如 MOOC) 9. 7% 45. 5% 44. 8% 0

Q4 网络课程的学习方
式(例如 MOOC) 57. 84% 14. 33% 23. 78% 4. 05%

对网络课程学习的调查显示,学习资源丰富、学
习时间自由及学习方式灵活是大学生参加网络课程

学习的主要动机,学习内容新颖、能充分互动和有足

够时间思考理解知识难点等优势也较为突出。 此

外,调查还显示,大学生参加网络课程学习的动机还

包括能自由表达观点、疑难问题能及时得到回应和

补救及评价方式多样等(见图 1)。 访谈中有同学还

表示,网络学习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学到一

些前沿知识和实用技能,学习没有太大压力。 可此

可见,网络学习受到学习者的欢迎。

图 1摇 大学生参加网络课程学习的动机

对网络学习目的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参与网络

学习最主要目的是拓展其他专业领域知识和加强本

专业学习,而完成学校课程要求位居第三,提升英语

能力也是不少同学选择网络课程的原因之一,还有

同学表示想通过网络课程证明自己的自学能力或结

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少部分同学是为了打发时间。
这说明,网络已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大学生学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见图 2)。

图 2摇 大学生参加网络课程学习的目的

(二)网络学习平台体验

对“网络学习平台体验冶四项指标的调查结果

显示,网络学习虽初具规模,但由于大学生长期受传

统学校教学的影响,在线学习习惯和文化氛围尚未

形成,在不受监管的网络学习中,较易受到网络纷繁

复杂的信息干扰,难以高效学习,大学生网络信息素

养亟待提高(见表二)。
(三)网络学习内容体验

对网络学习内容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高校

学生认为网络课程有明确的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

教学活动设计合理,符合学生学习习惯,课程测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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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摇 网络学习平台体验评价

题项
完全不

符合(% )
不太

符合(% )
不清楚
(% )

比较
符合(% )

完全
符合(% )

Q7 容易掌握
网络学习平
台使用技巧

4. 86 18. 11 19. 46 45. 14 12. 43

Q8 方便访问
和下载学习
资源

5. 14 20. 81 21. 35 41. 35 13. 78

Q9 容易与学
习伙伴交流
沟通

5. 14 27. 57 27. 28 32. 43 7. 57

Q10 能 有 效
管 理 学 习
进度

6. 76 28. 92 23. 24 32. 43 8. 65

式合理,学生也敢于表达观点,然而也有不少学生不

同意上述观点,认为由于难以控制网络其它信息的

诱惑,导致网络学习时间过长,学习效率低,效果不

理想;也有学生认为,网络学习内容较浅,仅可作为

课堂学习的辅助,尤其是理工科的相关实验课程较

突出。 这说明网络学习作为新型学习方式,对学习

者有较高的信息素养要求,但网络学习与课堂学习

各有优势,同时又有相应的缺陷(见表三)。

表三摇 网络学习内容体验评价

题项
完全不

符合(% )
不太

符合(% )
不清楚
(% )

比较
符合(% )

完全
符合(% )

Q11 课程目标
明确,教学内
容设计合理

7. 03 16. 76 25. 14 44. 59 6. 49

Q12 课程学习
活动合理,符
合学习习惯

4. 05 21. 35 29. 46 39. 73 5. 41

Q13 课程测评
形式合理

4. 59 21. 35 34. 59 33. 78 5. 68

Q14 敢于表达
观点

4. 32 21. 35 30. 27 36. 22 7. 84

(四)网络学习社群体验

网络学习除不受时空限制外,最大的特点就是

学习群体复杂多样,学习者不仅包括高校学生,还有

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社会人员。 对“网络学习

社群体验冶三项指标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

对网络学习社群比较赞同(见表四)。 这说明社群

在网络学习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学习者不仅通过

教师学习,更通过同伴之间交流进行学习。
(五)网络学习成果

对网络学习结果的调查显示(见表五),虽然多

数大学生表示网络对学习帮助较大,然而相关成果

难以有效转换为学校学分,甚至有学生明确表示,学
校不仅不认可学分转换,有些老师还不愿意让学生

进行网络学习,认为在网络学习耗时过长,没有学到

实用技能。 可见,学分互认制度成为大学生网络学

习的最大障碍。
表四摇 网络学习社群体验评价

题项
完全不

符合(% )
不太

符合(% )
不清楚
(% )

比较
符合(% )

完全
符合(% )

Q15 互动讨论
有利于学习

5. 68 14. 86 28. 65 42. 16 8. 65

Q16 遇到困难
能得到帮助

4. 59 18. 38 31. 62 38. 11 7. 3

Q17 学员之间
能够 互 相 帮
助、互助学习

4. 32 17. 57 31. 08 38. 65 8. 38

表五摇 网络学习成果评价

题项
完全不

符合(% )
不太

符合(% )
不清楚
(% )

比较
符合(% )

完全
符合(% )

Q18 通 过 网
络学习到非
常有用的知
识和技能

3. 51 18. 11 20. 27 47. 84 10. 27

Q19 网络课
程能转换为
学校学分

1. 62 9. 46 11. 62 53. 24 24. 05

三、面临困境

摇 摇 由上述调查可知,MOOC 背景下高校学生学习

权保障仍受传统体制、教育理念及学习思维等多方

面因素的制约,突出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高校体制机制限制,学习权保障缺位

劳凯声(2003)认为,学校应确立学生的权利主

体地位,建立尊重人权的学校制度。 然而到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之前,我国高校基本处于封闭运行状态,
学生几乎没有机会和权利参与学校管理,高校并轨

之后才逐渐开始重视学生参与权,并赋予高校一定

的管理权,但仍呈现出管理层次低、程度浅、途径少、
方式简单等不足,主要以学生会、学生社团、学生申

诉委员会、教育教学评价、相关部门接待日及校长热

线、邮箱等形式参与,未形成普遍的长效机制和管理

规范,对保障学生学习权实质意义不大。
课程是大学教育的核心,是教学活动开展的依

据,大学课程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 近些年我国课程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

存在专业性与综合性、规定性与选择性、学术性与实

践性等固有矛盾。 此外,虽然在线课程呈现出课程

内容新颖化、课程种类多样化、课程选择综合化、课
程传递创新化、课程评价多元化、课程实施人文关怀

化等进展,但众多高校未将 MOOC 纳入高校课程体

系,未构建有效的学分转换制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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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积极性(曹辉,2009)。
1978 年,我国高校开始实施学分制改革,到

1983 年学分制开始被我国大多数高校采用,经过 30
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应用,学分制因其灵活、高效得到

高校的认可和沿用。 它不仅方便了学校管理,促进

了教学改革,是高校课程改革的有效运行机制,同时

也使教育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

生学习自由和个性发展的需求,但学分制对高校优

化专业和课程设置及课程质量提出了很高要求,由
于一部分高校未具备一定规模的课程和教师资源,
使选课制度流于形式,学分制也难以真正开展。

相比学分制,弹性学制更具人性化,但实施弹性

学制,必须以多样化的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为前提。
国外知名高校一年开设 20000 门课程,而我国大学

一年开设课程仅约 2000 门;不少高校因缺少一定规

模的、高质量的课程和教师资源,使弹性学制流于形

式。 此外,相比国外灵活的学分学费制度与柔性教

学管理制度,我国高校依旧普遍实施学年学费制,教
学管理也以学年制为基础,刚性的学费制度与传统

的教学管理制度阻碍了弹性学制的顺利实施。
双学位制度是对我国现行学位制的补充和完

善。 1985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决定》提出,“积极进行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

于狭窄的状况,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冶;1998 年颁

布的《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 21 世纪需要的

高质量人才意见》提到,“要积极为学生提供跨学科

选修、双学位、主辅修等多种教育形式,培养大批复

合型人才冶。 双学位制度满足了学生个性发展及全

面发展的需要。 金劲彪等(2012)认为,专业选择权

是大学生学习权的重要内容,保障大学生专业选择

权是高校的重要义务。 双学位制度给予学生较大的

学习自由,学生有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修专

业并取得相应学位,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主动性和

终身学习意识,但由于缺乏法律政策上的规范和质

量上的严格监管,双学位人才培养质量参差不齐,成
效也有待探讨。

(二)MOOC 利用率低,难以发挥在线教育优势

积极的学习自由权指学生在学习中有权自主做

的事;消极的学习自由权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免于

被强迫的自由。 不难看出,若想满足高校学生充分

的学习自由权,一方面应提供充足的学习资源,即自

由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为学

生提供充足的自主学习空间。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高

速发展,高校学生从网络查询并获取知识已成为习

惯,但不少高校课堂依然存在着教师唱独角戏现象,
未能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网络学习未能有效转

换为学校学分,致使很多学生学习自主性难以有效

发挥,学习自由权难以得到保障。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是社会知识生产量

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知识与技术的迅速老化

(周宏仁,2009)。 网络教育资源规模化、可扩充性

将持续推动在线学习的发展,学校教育教学也越来

越体现出信息化、多媒体化、网络化特点。 因此,高
等教育机构面临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开发和应用更

多的学习工具,构建有效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设计,发
挥在线教育的优势,帮助学生提高信息素养和能力。

(三)MOOC 辍学率高,学习效果欠佳

MOOC 是当前在线教育发展的新阶段,是互联

网背景下全新的大学课程组织实施模式。 然而,我
国 MOOC 平台发展主要依托高水平大学,面临如何

跨出学校的疆界并维持持续成长,如何找到合适的

教育商业发展模式等巨大挑战。 此外,从 MOOC 学

习效果看,大规模、开放性既是 MOOC 的优点,也带

来很多问题。 MOOC 平台主要依靠学习者的自觉

性,且多数通过自动作业评分系统进行评分,对学员

考试考核过程无法有效监督,课程低完成率及信任

问题逐渐浮现,使学校和社会对网络学习证书产生

了信任危机。 因此,简单地利用新技术难以满足大

规模学习需求,必须通过新的工具和服务吸引学生

深层学习,提高教学质量。

表六摇 MOOC 的优势与不足(Sidorko,2013)

优势
学生

没有先修条件;没有规模限制;开放;免费;学生
主导

大学
完成大学的使命;低成本;有潜在回报;提升大学名
望;产生巨量学生学习数据

不足
学生

没有规模限制;没有正式的学分认证(只有课程完
成证书);几乎没有师生互动;评价问题;学术诚信;
高注册率-低完成率;得到的支持有限

大学
没有先修条件;评价问题;学术诚信;第三方平台
问题

有学者指出,基础设施建设、开放教育资源、在
线参与学习文化是世界开放教育三大发展趋势,而
最困难的正是在线参与学习文化的形成 ( Bonk,
2011)。 可见,在线教育不只是将教学资料数字化

并提供存储、查询和发布,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基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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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技术的教学设计,教学过程不仅要有人机互动,
更需要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以诱发学生创

造性和创新精神的释放,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模式。 教师不能过于关注信息技术、网络教学平台

的掌握和使用,而忽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创新。
因此,如何利用 Web 2. 0 理念推进以学习者为中心

的新型课程理念,形成完善的在线学习文化,加强对

学习者的学习支持是 MOOC 平台发展之路。

四、建议

摇 摇 MOOC 的兴起与快速发展,扩充了大学教育功

能,从根本上触动了传统高等教育的根基。 为适应

这种变革,世界教育改革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保障

高校学生学习权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 正如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张大良司长所言,MOOC 具有不受时

间空间限制、利于实现个性化学习、增加课程授课范

围、增强吸引力、增强教学互动等五大特色,是解决

优质教学资源缺乏、教师教学投入不足、师生互动交

流较少、传统授课方式效果不好、学生学习需求难以

满足等问题的重要手段,为高校学生学习权的保障

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北京大学,2013)。
(一)破除传统高校发展惯性的阻碍

教育的目的是为未来培养人才,但教育变革与

发展却又总是滞后的,其中结构惯性延续是变革中

最大的阻力。 美国政府 2010 年 11 月颁布的《国家

教育技术计划》(简称 NETP)指出,想要看到教育生

产力的显著提高,必须从进化式的修修补补转变为

技术支持的重大结构性变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也把改革创新

作为今后十年我国教育工作基本方针的重要内容,
提出以改革创新促进教育发展。

MOOC 的出现对高等教育提出更高的创新要

求,赋予了高等教育时代发展的使命,对高等教育教

学质量的提升、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的构建及多样

化人才的培养有着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等名校已经深刻认识到网络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危

机,担心无法跟上高等教育变革的步伐,在未来的大

学格局中失去重要地位。
首先,高校必须通过在线课程构建以大学为主

体的教育联盟,实现在线学习和学校教育的有效衔

接,推动学校体制机制新一轮大规模改革。 MOOC

提供了随时随地的学习机会,创造了指尖上学习资

源的共享。 相比传统教育,MOOC 具有富媒体内容、
碎片化时间利用、不同地区教学资源整合三大优势,
学员可以通过灵活方便的网络学习,有效弥补传统

面授教育的不足,然而要想实现在线教育与传统教

育的无缝对接,必须具备完善的在线教育学分制度

与转换机制,实现不同学习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
MOOC 响应了人们对教育个性化、多样化、终身

化的需求,为学分银行、教育立交桥的建立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架构。 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简称 ACE)2013 年通过立法提案,表
示将接受 MOOC 学分,通过学分制实现在线教育与

传统教育接轨。 学分银行制度是有效衔接在线教育

与传统学校教育的桥梁,是 MOOC 发展对高校提出

的现实要求。 2014 年我国广东省首次推行“完全学

分制冶,积极探索 MOOC 等互联网学习平台应用,推
进师资、课程共享与学分互认。 完全学分制是高校

在原有学分制基础上,推动网络在线教育学分制实

施,衔接在线教育和学校学分制之间互认、转化,建
立适合学生个性化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学分制管理制

度。 广东省“完全学分制冶的推行是学分银行制度

建设的一大跨越,将推动学籍、学分、学制及学习证

书等学校制度改革,是完善高校学生学习权保障体

系的重要举措。
其次,教师必须转变教学理念,探索新型教学模

式,落实因材施教。 MOOC 汇聚了众多优质教育学

习资源,课程学习群体庞大,为教师教学模式改革、
提升教学水平和推进课程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
MOOC 平台学习资源更新快、视频易于保存等特点,
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的“不可逆性冶,学生通过视频

讲座、博客、网络资源及同学间互相讨论,完成基本

学习任务,在课堂上则更专注难题,通过与教师、同
学之间的互相讨论,更深入地理解并吸收知识。
MOOC 将知识获得的控制权置于学习者手中,改变

了师生之间的关系,推动以授课为主的教学模式向

互动为主的教学模式转变,对教师教学提出了更高

挑战。
针对这些变化,教师必须转变教学理念,把教科

书内容作为教育教学的基本素材,将课堂作为学生

创设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和合作学习的基本环境,课
后坚持正面引导与鼓励学生,从知识传授者转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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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组织者和辅导者,逐步建立学生自主学习意

识,尊重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二)提高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教育部部长助理林蕙青指出,教育部高度重视

在线教育改革发展,它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

势、新动向,将会带来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学方

式、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唐景莉,
2013)。 因此,高等教育机构必须紧跟发展潮流,开
发、应用更多学习工具,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

共享,为学生构建良好的学习生态系统。
首先,将开放教育资源纳入大学发展战略。 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的发展,不仅扩

大了受教育机会,还为学习者创造了宽松、平等、相
互尊重和信任的学习环境。 MOOC 平台是信息技术

与教育发展高度融合而产生的新型教育发展模式,
它不仅弥补了传统教育的不足,还为高校学生提供

了个性化、多样化和全面化的发展渠道,对深化教育

观念、教育模式、教学方法等全方位教育教学改革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我国顶尖高校已深刻认

识到 MOOC 对高等教育改革和学校未来发展的重

要作用,积极探索在线教育。 北京大学 2013 年发布

《关于积极推进网络开放课程建设的意见》,计划在

5 年内建设 100 门网络开放课程;清华大学借助加

入 edX 的契机,成立大规模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全
面推动课程教学改革,将传统课堂与在线教学相结

合,推行混合式教学模式。
其次,加强信息化专业队伍建设,构建优质信息

资源共享平台。 完善的学习权保障离不开良好的软

件教学环境,因此必须加快大学信息化专业队伍建

设,成立学校信息化战略发展项目,统筹、协调学校

资源和力量,设立专门的大学信息化管理与服务机

构,其主要职责是开发、建设和维护学校优质教育教

学资源,定期开展教师信息技术应用培训,督促教师

参与国际教育信息化研究活动,学习分享其他大学

信息化建设经验和做法,从而培养一批高质量信息

化应用人才,提高学校教育教学信息化水平。 此外,
学校还应积极与国内外企业、高校展开合作,推动类

似于“中国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冶 “C9 联合在

线开放课程冶等项目的发展,建立健全课程遴选、课
件制作、跨校选课、教学管理、成绩考核、学分互认、
教学效果评价等模块,保障高校学生学习权。 当然,

政府也应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及设立专项资金,鼓励

高校、企业参与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建立政府引导、
学校参与、企业支持的合作模式,推动优质信息资源

共享平台的构建和完善。
(三)完善在线学习文化,推动网络教育发展

首先需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谋划我国在线教育

发展战略,寻求政府、企业、高校合作之路,共同完成

在线学习开发建设。 例如,中国大学 MOOC 平台是

国内权威的 MOOC 联盟,通过官方微博正式推出实

名认证服务,证书发放需由中国大学 MOOC 平台、
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校、老师四方确认成绩合格方有

效。 其次要督促高校尽快出台网络信息安全制度管

理规范,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保障机制及资源开放

共享方法,加强在线教育监督管理,将网络信息监管

列为教育督导的日常内容,切实有效维护校园网络

安全,推动在线学习文化的形成。 最后,教材的撰写

也必须渗透信息化理念,注重知识的系统化和新颖

性,适时提供辅助性网络学习资源,实现教材与网络

课程资源的互通与共享。 此外,教师还可借助现代

信息技术,通过网络随时随地指导学生,与学生进行

意见、观念、价值的交换和沟通,帮助学生掌握信息

化资源共享与学校学习间和谐模式,引导学生建立

自我约束和控制机制,实现一体化教育资源、智能化

教学管理及基于大数据的科学分析与评价机制。
发展和完善网络教育,首先必须清楚传统面授

教育问题到底在哪儿? 在哪些方面可以弥补传统学

校教育的不足? 不同于以往的网络在线教育,MOOC
通过完整的教学模式,实现学生学习自由选择权,补
充学生在实体教育机构中难以获得的知识和经验。
MOOC 的优势毋庸置疑,但也存在低完成率等现实

问题,SPOC 的出现正是 MOOC 发展的结果,SPOC
将 MOOC 资源用于特定人群,是小规模、高质量的

教学方式,是 MOOC 与校园课堂教学的有机融合。
SPOC 教学模式不仅改善了软件工程教学效果,还
增加学生课程投入时间,激发学术兴趣,增进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徐葳等,2014)。 SPOC 提高了课程的

完成率,提升了教学质量,并且成本较低且能用来创

收,提供了 MOOC 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康叶钦,
2014)。 但无论何种教学理念,教师都一定要以学

生为主;无论何种教学模式,教学都一定要立足教育

的本质;无论何种教学设计,都要基于课程特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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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学者指出,“一些不恰当的 SPOC 教学设计反而

会加重教师和学生负担的同时影响教学质量,不结

合学生实际情况而盲目使用 MOOC 资源也会起到

反效果(徐葳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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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Right Protection in the MOOC Area

LI Cuicui
(Education Depart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MOOC has been tremendously improv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environment, enriching learn鄄
ing resources, breaking the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learning space and time, meeting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zed
learning needs, stimulating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and learning initiatives, and expanding the function of univer鄄
sity education. These are all essential in helping protect college students爷 learning right. It also fundamentally im鄄
pacts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OC sets up an ecological system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students爷 learning right, and sets up a good
foundation for protecting college students爷 learning right and improving the learning right protection system. Using
questionnaires in four universities in Chongqing, Hangzhou and Xi'an, as well as through the Internet learning plat鄄
form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Internet learning platforms improve students爷 legal awareness and information litera鄄
cy, and college students爷 learning rights protection achieved great success.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s three problems.
These include the absence of learning right safeguard due to universities爷 institutional limitation, the limited impact of
MOOC resources, and the poor learning outcomes because of the higher MOOC dropout rate. Based on analyses of th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causes of problem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break
traditional inertial barriers in colleges, to improve 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to enhance the
network education development model, as well as to develop an online learning culture.
Key words:MOOC;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right;learning right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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