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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年来随着大量信息技术被引入教育领域，教师掌握及应用相关技术知识的研究成为热点。整
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就是在此情境下产生的教师知识研究概念。ＭＯＯＣ的兴起，吸引了国内一批高校积极投
入这场教育浪潮中，其独特的课程环境为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以此为背景，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某大学参与ＭＯＯＣ的三位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运用勒温的心理动力理论进行深入
分析，构建了教师ＴＰＡＣＫ发展的心理动力模型，同时对心理空间各维度的重要因素进行提取和阐释，并结合案
例说明各要素在ＴＡＰＣＫ发展不同阶段发挥作用的程度，最后提出促进教师ＴＡＰＣＫ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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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舒尔曼教授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Ｐｅｄ
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简称 ＰＣＫ）认为，学科内
容知识（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和教学法知识（ｐｅｄａｇｏｇｉ
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是最基础的教师专业知识，是使学科
教师区别于学科专家和一般教育学者的知识（Ｓｈｕｌ
ｍａｎ，１９８６）。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推
进，技术知识亦成为教师专业知识的内容，整合技术

的学科教学知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简称 ＴＰＡＣＫ）概念应运而生，其核心是
学科知识、教学法和技术三者的动态平衡（Ｍｉｓｈｒａ＆
Ｋｏｅｈｌｅｒ，２００５）。ＴＰＡＣＫ要求教师深刻理解技术，
对已形成的教学理念、方法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在

新技术环境中寻求三者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平衡。研

究教师ＴＰＡＣＫ发展及影响因素，对促进教师实现
ＴＰＡＣＫ知识整合和教师专业成长，进而推动教学改
革意义重大。本文以 ＭＯＯＣ为例，探究高校教师
ＴＰＡＣＫ发展的路径及其影响因素。

一、研究设计

尼斯等人基于数学学科开展研究，将 ＴＰＡＣＫ
发展历程划分为认知、接受、适应、探索、提升五大

阶段，并提出了发展 ＴＰＡＣＫ的四个核心要素：１）

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目的的统领性观念；２）技术
与学科教学整合的教学策略和教学表征知识；３）
学生用技术理解、思考和学习学科主题的知识；４）
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课程和课程材料知识

（Ｎｉｅｓｓ，２００５；Ｎｉｅｓｓ，２００９）。袁智强（２０１２）基于
尼斯的理论，结合实践将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

识四个核心要素重新定义为：１）信息技术与学科
教学整合目的的统领性观念；２）信息技术与学科
教学整合的课程资源和课程组织知识；３）信息技
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教学策略和教学表征知识；

４）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学生理解和学生知
识。在四核心要素的表述上，袁智强的观点更清

晰，易于界定。

本研究以尼斯 ＴＰＡＣＫ发展阶段模型理论和袁
智强对ＴＰＡＣＫ的界定为理论基础，结合研究对象特
点，将ＴＰＡＣＫ发展分为认知、适应、探索和提升四个
阶段，各阶段的内涵如表一所示。未采用尼斯

ＴＰＡＣＫ发展模型中“接受”阶段的原因在于：本研究
基于某大学要求开设的第一批 ＭＯＯＣ，鉴于工作需
要教师必须接受ＭＯＯＣ技术环境，因此没有必要加
以讨论。而进入 ＭＯＯＣ环境后，教师对技术的认
识、适应、探索和提升才是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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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ＴＰＡＣＫ发展模型的阶段及内涵

阶段名称 内涵

认知
教师在从未接触ＭＯＯＣ的情况下，对课程技术环境形
成初步认识。

适应
教师开始从传统面授课程向ＭＯＯＣ转变，但对如何有
效开展课程未进行深入思考，课程处于机械实施
阶段。

探索
教师已经掌握相关技术，开始自主思考课程内容、
ＭＯＯＣ特点、专业课程特点与相关技术的整合问题，
探索提升课程整合效果。

提升
教师有意识地对自己将技术知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进行整合程度进行评估，尤其注重评估原有 ＰＣＫ
基础上整合ＭＯＯＣ技术知识的程度。

基于 ＴＰＡＣＫ发展的四个阶段，本文的研究问
题为：

表二　个案研究对象简介

研究对
象编号

课程
性质

课程特点 研究对象个性特点

Ｈ 通选课
通选课程。学生规模大，知识水平低，将课程内
容作为欣赏而不是学术

青年教师，对 ＭＯＯＣ态度积极，善于交谈，教学理念受自身专业和成长
过程影响，教学内容丰富有趣

Ｃ 专业课 专业课程，强调应用性
中年教师，强调从了解到理解再到应用的过程，对课程的探索和研究意
识强

Ｚ 专业课
较难的专业课程，经验性、建构性内容多，应用
性差

青年教师，积极推进 ＭＯＯＣ发展，能独特思考，技术和观念走在大多数
教师前列

１）在ＭＯＯＣ教学过程中，教师在 ＴＰＡＣＫ发展的认
知、适应、探索、提升四阶段有何表现？它们的发展

轨迹是怎样的？

（２）在ＴＰＡＣＫ发展的各阶段中，教师受到哪些
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对它们的发展路径产生怎样的

影响？

在研究影响因素如何对教师ＴＰＡＣＫ发展路径
产生作用的问题上，本文选择勒温拓扑心理学作

为理论支撑（勒温，２０１１），并以其中的心理动力分
析模型为主要分析工具。该模型认为个体行为由

所处情境决定，而情境对个体的实际影响为其发

展的动力来源，个体发展的轨迹构成其运动模型。

心理动力分析模型基于心理学的微观层次研究，

对于分析 ＭＯＯＣ中教师 ＴＰＡＣＫ发展的影响因素
及发展路径有较强的操作性。研究框架如图 １
所示。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包括访

谈法和实物收集法。研究对象为某大学参加国内第

一批ＭＯＯＣ的五位教师，每位教师的访谈持续２～３
小时。

图１　研究框架示意图

基于对研究对象的半结构化访谈内容，以及他

们发表的关于 ＭＯＯＣ的教学论文，本研究选取
ＴＰＡＣＫ发展较明显的三位教师作为研究个案（见表
二），深入描述他们的 ＴＰＡＣＫ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
素，进而探寻发展过程中的动力关系。

二、个案研究

ＭＯＯＣ开发需要课程资源及技术、摄像、视频编
辑等的协调配合；课程上线后，教师及其团队仍需要

完成解答学生问题、组织讨论、评判作业等。教师作

为课程的设计者、实施者和管理者，一系列的教学方

式变化要求他们掌握相应的教育技术（汪琼，２０１３；
邢小军等，２０１４；叶俊民等，２０１４；莫甲凤，２０１４），并
将技术知识与学科知识、教学知识相融合，提升课程

效果。在个案研究中，为清晰地展现教师ＴＰＡＣＫ发
展所受到的心理动力因素影响，本研究将因素分为

个体内部动力因素和外部动力因素，并依据勒温心

理动力关系绘图要求，为每个个案绘制了ＴＰＡＣＫ发
展过程的心理动力分析图。

（一）Ｈ老师
Ｈ老师教授通选课，学生来源广泛、专业知识薄

弱，这些特点与其面授课程学生特点相似，因此能较

好地把握学生需求。其内部动力因素包括教育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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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责任感、事业心和教育理念。

１）教育态度。Ｈ老师教育态度积极，“在教学
上很少叫苦”“确实想了很多办法面对（问题）”“喜

欢教书，自己又愿意投入”。这些态度和行为一直

贯彻在Ｈ老师的ＭＯＯＣ教学过程中，成为其克服难
题、推进ＴＰＡＣＫ发展的重要因素。
２）责任感。Ｈ老师强调 ＭＯＯＣ开展过程是“教

师主体行为”，各环节亲力亲为，睡沙发、熬通宵是常

态。“中间没有一个环节能不关注，必须投入时间和

精力”，正是基于对教学的强烈责任感，Ｈ老师在繁重
的工作和强大的压力下坚持完成ＭＯＯＣ教学。
３）事业心。Ｈ老师认为：“老师的勤奋肯定与

其学术追求的事业心搭在一块的。”向前看、不断谋

求发展让Ｈ能够积极面对ＭＯＯＣ。
４）教育理念。“教育是场预谋”是 Ｈ老师信奉

的教学理念。教师作为“预谋”的创造者、管理者，

对课程设计、教学环节、学生反馈、课程效果都应把

控，坚信用心经营教育的过程自然会获得“水到渠

成”的教育结果，“预谋”和“水到渠成”相融合的教

学理念贯穿其ＭＯＯＣ教学始终。
图２展现了 Ｈ老师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动力关

系，其中横坐标表示 ＴＰＡＣＫ发展阶段，纵坐标表示
由ＰＣＫ发展为ＴＰＡＣＫ的知识层次变化。每张拓扑
图表示某一时段Ｈ老师所受的动力作用。

图２　Ｈ老师外部心理动力因素

在认知阶段的拓扑图中，Ｈ老师所受的外部动
力因素较简单。学校对其课程的认可及信心，给予

他积极参与ＭＯＯＣ的正向动力，同时学校组织的助
教培训帮助他了解ＭＯＯＣ，促使其向目标Ｇ移动，开
始ＭＯＯＣ课程实施阶段。

Ｈ老师的ＴＰＡＫＣ发展受到前期经验影响，因而
超越了适应阶段，直接由认知步入探索阶段。在探

索阶段，其外部动力包括校方管理、助教团队、前期

积累和外部评价四个要素。图中用圆圈标示出校方

管理因素，表示该因素在教师ＴＰＡＣＫ发展中起阻碍
作用，主要体现在校方管理团队对于什么是ＭＯＯＣ、
如何开展ＭＯＯＣ没有清晰的认识和思路，同时所提
供的课程录制、软硬件条件难以满足高质量课程的

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授课教师及团队开展

ＭＯＯＣ教学的热情。对 Ｈ老师而言，助教团队是最
关键的正向动力。

进入ＴＰＡＣＫ提升阶段后，随着各项能力增强和
外部环境趋于稳定，Ｈ老师更加关注 ＭＯＯＣ教学环
境中各要素的整合。他的心理空间的外部动力包括

技术特点、ＭＯＯＣ特点、教学内容和事业环境四个因
素，而技术特点、ＭＯＯＣ特点、教学内容三者正是 Ｈ
教师ＴＰＡＣＫ发展的三个具体表现。

从个案的ＴＰＡＣＫ发展轨迹、发展阶段的表现可
以发现Ｈ教师已经逐步获得 ＴＰＡＣＫ：１）在“教育是
场预谋”的教学理念指引下，他非常重视课程效果，

形成以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相整合为目的的统领

性观念；２）通过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对课程
进行模块化处理，说明 Ｈ老师具备课程组织知识；
３）利用“捆绑式习题技术”、选择适当的教学技术形
式则是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教学策略的表

现；４）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效果方面，Ｈ老师
不仅顺利完成课程任务，课程内容质量也获得了学

校、学生的认可。

（二）Ｃ老师
Ｃ老师是在学校启动 ＭＯＯＣ项目前对所选课

程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重新定位，并结合 ＭＯＯＣ特
点为课程设置了非常高的标准。ＭＯＯＣ实施并不是
在原有面授课程基础上进行简单的知识裁剪或课件

调整，而是重新建设。在技术方面，Ｃ老师每次录课
时都采用不同方法探索最合理的做课方式，从动画

人物到电子配音，再到纯 ＰＰＴ动画制作，这说明从
课程实施开始，Ｃ老师就已经超越了ＴＰＡＣＫ的适应
阶段，直接进入探索阶段。

Ｃ老师的内部动力因素较为丰富，主要包含参
与动机、教学态度、教育理念和成就感。

１）参与动机。参与动机是教师 ＴＰＡＣＫ发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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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动力因素，对其发展起重要作用。Ｃ老师在项
目开始前初步了解 ＭＯＯＣ，将它作为课程改革的促
发因素，构成参与动机中的拉力，对教学趋势的判断

则构成参与动机中的推力。

２）教学态度。访谈内容和实物资料显示，Ｃ老
师对ＭＯＯＣ教学质量的重视远超课程进度。
３）教学理念。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将

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多个领域，做到“举一反三”是 Ｃ
老师的课程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导下，课程效果成

为衡量目标实现与否的重要标准，因此 Ｃ教师探索
在ＭＯＯＣ环境中的新授课模式，对课程效果的追求
成为其教学理念的重要内容。

４）成就感。此因素分两个层次：一是学校成就
感，Ｃ老师认为ＭＯＯＣ向世界开放，不仅代表教师的
教学水平，更代表大学的水准；二是自我成就感，使课

程让别人眼睛一亮。

综合分析Ｃ老师的个体内部心理动力关系，参
与动机、教学态度、教学理念和成就感都在一定程度

上为 ＭＯＯＣ的开展和 ＴＰＡＣＫ整合提供了正向动
力，使他能够花费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课程制作上，并

勇于开展课程改革，尝试应用新的教学技术手段。

但“教学态度”“自我成就感”两个因素使其强调课

程细节而忽视课程进度，以至于导致课程停滞。

图３　Ｃ老师外部心理动力因素

从 ＴＰＡＣＫ发展阶段看，Ｃ老师大体经历了认
知和探索两个阶段（见图３）。在学校ＭＯＯＣ项目开
始前，Ｃ老师已对 ＭＯＯＣ有所了解，完成了 ＴＰＡＣＫ
的认知阶段。课程开始后，Ｃ老师主动调整课程内
容，探索 ＭＯＯＣ环境中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教学
方法呈现教学内容，专业技术知识、教学方法和学科

教学知识在新的课程环境中进行了调整和整合，从

而进入了ＴＰＡＣＫ探索阶段。
探索阶段的外部动力因素主要包括前期积累、

ＭＯＯＣ特点、专业课程特点、其他任务、学生反馈和
团队缺乏。相对于其他研究对象将多年的课程积累

作为开设ＭＯＯＣ的重要基础，Ｃ老师选择了重新设
计课程。但之前积累的高水准教学技术为其在

ＭＯＯＣ中不断尝试多种教学形式、学习新的教学软
件、探索更合理的做课方式提供了技术保障。专业

课程自身的难点，迫使 Ｃ老师对重新进行教学设
计，同教学改革动力、教学理念相融合，为 ＭＯＯＣ开
展和ＴＰＡＣＫ发展提供了推动力，但专业课程的难点
和课程重建中的多重困难也成为 Ｃ老师的沉重负
担。学生反馈的匮乏不仅造成了 Ｃ老师动力的缺
失，也让其坚定地将“展现课程水准而不是完成课

程进度”设定为课程目的。缺乏团队支持也是导致

课程停滞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强团队建设是 Ｃ老师
获得的经验教训。在探索阶段的后期，箭头并没有

指向目标Ｇ，而是发生了偏离，说明Ｃ老师没有获得
进一步提升ＴＰＡＣＫ的动力，无法进入下一个发展阶
段。对照ＴＰＡＣＫ的核心四要素，Ｃ老师具备将信息
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统领性观念；拥有ＴＰＡＣＫ整
合的课程组织知识和资源；采用了将信息技术与学

科教学整合的教学策略；注重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

整合的课程效果，因此他实现了ＴＰＡＣＫ知识整合。
（三）Ｚ老师
Ｚ老师教授专业基础课。近二十年的教学经历使

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善的课程内容、网络教学资

料，为其ＭＯＯＣ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其内部心理
动力因素有参与动机、高水平ＰＣＫ整合和教学理念。
１）参与动机。Ｚ老师积极主动参与 ＭＯＯＣ项

目，强烈的参与动机为其课程开展、ＴＰＡＣＫ知识整
合提供了内驱力。参与 ＭＯＯＣ对 Ｚ老师来说是项
“志愿工作”。同时，Ｚ老师认为“在研究型大学，教
学是科研驱动的”，希望通过参与 ＭＯＯＣ获得相关
研究数据。

２）高水平 ＰＣＫ整合。Ｚ老师为课程撰写了多
部教材和习题集，开发了网络教学平台。长期的课

程教学经验使其将该课程的教学方法和内容高度整

合，从而为课程开展提供了良好基础，但也因此产生

教学惯性，阻碍了ＴＰＡＣＫ的发展。
３）教学理念。Ｚ老师认为在 ＭＯＯＣ学习中，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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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术语、定义等基础知识可以让学生提前预习，翻

转课堂教学的重点是针对学生的疑问、课程难点深

入剖析。因此，ＭＯＯＣ＋翻转课堂的形式更契合 Ｚ
老师的教学理念。

Ｚ老师的 ＴＰＡＣＫ发展大体可以分为认知和适
应阶段（见图４）。Ｚ老师积累了丰富的在线教学经
验，具有ＭＯＯＣ环境的 ＴＰＡＣＫ认知。在 ＴＰＡＣＫ发
展的适应阶段，Ｚ老师的外部心理动力因素主要有
前期积累、助教团队、ＭＯＯＣ特点、学校管理和专业
课程特点。课程的前期积累为 Ｚ老师的 ＴＰＡＣＫ发
展提供了条件，助教成为其课程开展的重要力量。

对他而言，ＭＯＯＣ特点与其教学理念的吻合促进了
课程的开展，但教师主导理念导致其难以接受

ＭＯＯＣ这种“批量化生产”的教学模式，转而回归到
高层次的面授教学———翻转课堂。

图４　Ｚ老师的外部心理动力因素

由于Ｚ老师过分依赖原有授课模式中的教学
手段，没有深入思考学科内容、教学方法和技术三者

的整合，并探索提升课程效果的方式，他的 ＴＰＡＣＫ
发展止步于适应阶段。

三、结论与讨论

综合访谈资料和实物内容的基础上，本研究对被

调查教师ＴＰＡＣＫ发展的共性影响因素进行了逐一分
析，以呈现这些要素对教师ＴＰＡＣＫ发展的影响。

（一）个体内部动力因素

１．参与动机：最初的影响因素
从访谈资料可以看出，ＭＯＯＣ教师开课的代表

性动机是“教书育人的教育责任感”。将已有的课

程资源公开化，让更多学习者获得高水平教育的机

会，努力改善教育资源不均衡，是他们共同的想法。

２．责任感：坚持的力量

开设ＭＯＯＣ，教师不仅要增加工作量，还要面对
众多评论甚至批评，承受沉重的精神压力，因此对教

学和课程的责任感成为他们坚持的重要因素，从而

努力将课程知识完整呈现，完成教学任务，对学习者

负责。

３．教育理念：最根本的影响因素
受访教师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大体可分为“课程

主导”论和“教师主导”论，前者对课程效果高度重

视，认为课程设计的理念、内容、技术是影响课程效

果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课程设计提升ＴＰＡＣＫ水平
并积极探索；后者认为教学充满教师个人特色，技术

能够提高教育的普及程度，但不能提高教育质量。

教育理念的差异，到ＴＰＡＣＫ发展的后期阶段发挥的
作用很大。

４．教师既有ＰＣＫ知识水平：造就复杂性的因素
教师既有的ＰＣＫ知识是逐步积累形成的，具有

明显的个人特色。高水平 ＰＣＫ为 ＭＯＯＣ开展奠定
了基础，但从教师的动力关系分析可以看到，已有

ＰＣＫ知识既可能成为 ＴＰＡＣＫ发展的有力跳板，打
破原有 ＰＣＫ结构，积极整合技术知识实现 ＴＰＡＣＫ
高度整合，也有可能成为阻力。

（二）个体外部动力因素

１．学校管理
学校管理涉及设备管理、资金支持和专业团队

服务等。由于学校对ＭＯＯＣ的认识是逐步形成和深
化的，管理经验的缺乏和相应准备不足，成为教师提

升ＴＰＡＣＫ的阻力。
２．ＭＯＯＣ特点
访谈中教师们集中探讨的 ＭＯＯＣ特点有：１）学

生来源广泛，知识基础参差不齐；２）新型教育技术
环境为教师提供了整合学科内容、教学方法和技术

知识的课程环境；３）课程以视频教学为主，对课程
视频的质量要求高；４）课程教学环节完整，不仅有
视频学习，还有习题、测验、考试、讨论等；５）课程逻
辑严密。教师认为最大的收获是对课程重新审视，

促进对新问题的思考。

３．专业课程特点
如何将ＭＯＯＣ和专业课程融合，成为ＴＰＡＣＫ发

展的重要内容。ＭＯＯＣ的开放性和学生来源的广泛
性决定了受欢迎的课程是通识性、浅显性的，专业性

强、难度高的课程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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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助教团队
助教是开设 ＭＯＯＣ教师的左膀右臂。除在课

程团队承担基础工作外，助教还积极推动课程进程，

主动学习相关软件，为课程设计建言献策，促进教师

的ＴＰＡＣＫ发展。
５．外部评价
外部评价也会引发教师对 ＭＯＯＣ发展趋势的

思考，为ＴＰＡＣＫ发展提供正向动力。
６．前期积累
多数教师在教授 ＭＯＯＣ前已有丰富的教学经

验，积累了诸多素材、议题等。这些积累是 ＭＯＯＣ
内容设计、课程开展的坚实基础，很多教师因此才能

对ＭＯＯＣ提出高要求，做到“精益求精”。
（三）动力关系因素在ＴＰＡＣＫ发展阶段的作用
在认知阶段，参与动机、责任感、学校管理、前期

积累和教育理念都发挥着较强的作用。在接触新的

教育技术环境时，强烈的自主参与动机、学校提供的

支持和培训、丰富的前期积累成为ＴＰＡＣＫ发展阶段
的强大动力。责任感为完成课程任务提供保障，在

认知和适应阶段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ＭＯＯＣ特点
是否与教师教学理念相符对 ＴＰＡＣＫ发展发挥关键
作用。若两者相悖，则ＴＰＡＣＫ难以继续发展。

在适应阶段，除外部评价影响作用较弱外，其他

因素都发挥了较强的作用。ＭＯＯＣ项目开始时，教
师熟悉课程环境需要时间，新旧教学模式交替、ＰＣＫ
知识初遇技术知识，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可能终结

教师 ＴＰＡＣＫ的发展，也可能激发教师深入思考，进
入下一发展阶段。

表三　动力关系因素在ＴＰＡＣＫ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

ＴＰＡＣＫ发展阶段
动力关系因素

认知 适应 探索 提升

个体

内部

参与动机 强 强 强 弱

责任感 强 强 强 弱

教育理念 强 强 强 强

既有ＰＣＫ水平 弱 强 强 弱

个体

外部

学校管理 强 强 强 弱

ＭＯＯＣ课程特点 弱 强 强 强

专业课程特点 弱 强 强 强

助教团队 强 强 强 弱

外部评价 弱 弱 强 强

前期积累 强 强 强 弱

　注：“强”“弱”指要素发挥作用的程度。

在探索阶段与适应阶段，影响教师ＴＰＡＣＫ发展
的要素基本一致，外部评价作用增强。区别于上一

阶段的被动适应，教师开始根据学科内容、教学方

法、技术知识，有意识地探索符合自身教学理念的课

程模式，整合自身特色的ＴＰＡＣＫ知识。
提升阶段的特点是教师从众多外部因素影响

中，更加聚焦于对课程教学和自身发展的思考，教师

自主性更强。

教育理念是在ＴＰＡＣＫ发展阶段始终发挥作用。
它不仅直接作用于教师自身，还通过外部动力因素

间接影响教师群体。例如，教育理念会影响教师对

ＭＯＯＣ特点的认识和态度，从而影响 ＴＰＡＣＫ发展。
因此，教育理念是教师ＴＰＡＣＫ发展中最根本和关键
的。教育理念与新的教育模式、教育环境是否匹配，

将决定教师心理动力方向、ＴＰＡＣＫ发展水平和
路径。

四、若干建议

（一）加强学校管理

高校ＭＯＯＣ项目的推进是校方主导的，教师及
其课程深受学校课程理念和相关行为的影响。受访

教师学校管理存在的问题，高校应重点做好以下几

点：１）加强项目的宣传，使更多教师了解 ＭＯＯＣ的
内涵，明确发展意义及趋势；２）加强前期培训，让教
师加深对新课程环境特点的认识；３）加强课程硬件
环境建设；４）强化课程管理及服务。除专业技术团
队之外，学校还应加强课程相关管理制度的建设。

（二）正确认识ＴＰＡＣＫ发展的复杂性
在新的课程环境中，教师的ＴＰＡＣＫ发展并不必

然发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教师对于新教育

模式、课程环境难免产生抵触心理，同时课程开展也

需要教师有极大的耐心、责任感和毅力。其次，内部

动力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会

形成教师各自不同的ＴＰＡＣＫ发展路径及水平，没有
统一的发展模式。对于教师 ＴＰＡＣＫ发展中出现的
复杂问题，学校管理团队应该及时提供针对性的指

导和帮助。

（三）正确认识教育理念所发挥的根本性作用

学校和教师应当正确认识教育理念在 ＴＰＡＣＫ
发展中的根本作用。校方和教师应有意识地思考教

育理念与新教学环境是否相符，通过积极利用新教

·７１１·

岳群智，王爱华教师ＴＰＡＣＫ发展的心理动力分析 ＯＥＲ．２０１６，２２（６）



学环境和技术来实现教育理念，或者思考是否开展

ＭＯＯＣ或通过体验式培训、经验型探讨等扩充、调整
教师教育理念，进而消除可能出现的阻力，为

ＴＰＡＣＫ发展提供正向动力。
（四）将ＴＰＡＣＫ发展与教师专业发展相融合
学校作为项目的主导者、推动者，应当明确

ＴＰＡＣＫ对教师发展的影响，将其与教师专业发展、
学校发展有机融合。本研究所关注的这所大学结合

自身的发展目标和现有状况，将 ＭＯＯＣ与翻转课堂
相结合，确定为教师教学发展的方向。学校应使教

师明确这一发展趋势，引导他们将ＴＰＡＣＫ发展视为
教学发展的必然过程，为教师的主动参与和积极探

索提供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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