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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暗指其做出任何认可。本出版物所用名称和材料编排方式，并不意味着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任何
国家、领土、城市或其当局法律地位，或者对其疆域或边界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本教学指南是为授课教师提供的资源。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教育促进正义”举措是“执行《多哈宣言》全球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本
教学指南是在该举措下开发的，构成“教育促进正义”反恐怖主义大学模块系列的一部分。全套“教育
促进正义”材料包括关于反腐败、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网络犯罪、枪支、有组织犯罪、贩运人口/偷
运移民、廉正和道德以及反恐怖主义的大学模块。

所有“教育促进正义”大学模块均就课堂练习、学生评估、幻灯片和其他教学工具提出了建议，授课教
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并将其整合到现有的大学课程和方案中。每个模块都介绍了三个小时课
程的大纲，但也可用于时间更短或更长的课程。

所有“教育促进正义”大学模块都涉及现有的学术研究和讨论，可能包含各种来源（包括新闻报道和独
立专家）的信息、观点和说明。在模块发布时已测试过外部资源链接。然而，由于第三方网站可能发生
变化，如果您遇到链接失效的情况或被重定向至不适当的内容，请与我们联系。如果您发现某个出版物
被链接到非官方版本或网站，也请告知我们。

虽然已尽力确保各模块和教学指南的翻译准确无误，但请注意，其原始英文版本是经批准的版本。因
此，如有疑问，请参考相应的英文版本。

关于使用条款和条件，可参见“教育促进正义”举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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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教学指南和相关的反恐怖主义大学模块是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在其“教育促进正义”举措下根据“执行《多哈宣言》全球方案”编制的。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感谢联合王国全球安全和灾害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 Katja Samuel 博士在

起草本指南和相关模块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起草所使用的部分材料直接来自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的《反恐怖主义法律培训课程》培训单元 3：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和培训单元 4：

人权与反恐刑事司法对策（约占当前本课程全部内容的 10%）。此外，美利坚合众国米勒斯维

尔大学灾害研究和教育中心的 Sepideh Yalda 博士协助 Samuel 博士编撰了每个模块中的创新教

学练习，并撰写了随附创新教学策略指南（附录 1）中教学和技术方面的内容。Philip Divett 先

生、Arturo Laurent 博士、Julia Pilgrim 女士、Bianca Kopp 女士、Michael O’Keefe 先生（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实习生）、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与腐败和

经济犯罪处）的其他实质性专家，以及 Jonathan Ammoun 先生（全球安全和灾害管理有限公

司实习生）也都为本项目作出了贡献。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感谢各方面人士对这些大学模块系列材料的编写提出的实质性宝贵意见

和建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特别感谢两个模块草案同行审评专家工作会议（由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东非区域办事处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于 2017 年 11 月分别在肯尼亚内罗毕和新加坡

主办）的以下与会者以及无法亲自参加这两个专家工作会议的若干其他学术专家在设计和审查

程序中建言献策： 

 

孟加拉国达卡大学国际关系系 Imtiaz Ah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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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法理学和国际法系 Morakinyo Adedayo Ayoade 

突尼斯马纳尔大学法律和政治学学院 Basma Beyaoui Ep Ouenniche 

厄瓜多尔旧金山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法理学学院 Hugo Cahueñas-Muñoz 

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法学院 Sedfrey Martinez Candelaria 

联合王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诺丁汉法学院 Elizabeth Chadwick 

巴西马拉尼昂州公共部和马拉尼昂州联邦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法学院/法学院和司法系统

院校研究生课程 Cássius Guimarães Chai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 Mark Find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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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委员兼巴基斯坦拉合尔金奈德女子学院纳迪拉·哈桑法律系客座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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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法学院 Emmanuel Kasimba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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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教学指南以及 15 个反恐怖主义大学模块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其“教育促进正义”举

措下编制的。大学模块系列包含以下模块： 

 

模块 1：国际恐怖主义简介（基本模块） 

模块 2：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 

模块 3：国际反恐法律框架概述 

模块 4：反恐刑事司法对策 

模块 5：区域反恐方法 

模块 6：以军事或武装冲突的方法打击恐怖主义 

模块 7：反恐怖主义和公共紧急状态 

模块 8：生命权 

模块 9：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模块 10：逮捕和拘留 

模块 11：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模块 12：隐私权、侦查手段和情报收集 

模块 13：不歧视和基本自由 

模块 14：恐怖主义受害者 

模块 15：当代问题 

 

本教学指南为正在使用或有兴趣在课堂上使用上述模块的授课教师提供相关的背景信息和教学

指导。在简要介绍“教育促进正义”举措和各模块后，本教学指南下文包含四个实质性章节。 

 

第一节解释围绕 2006 年《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制定的反恐怖主义模块的设计。这些模块着

重探讨借鉴作为《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主要法律基础的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国际难民

法和国际/国家刑法等领域而制定的具有约束力和不具约束力的国际、区域乃至更小范围的国

家文书，同时也采用了跨学科视角。这些文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相关优缺点则通过探讨说明

性判例法和案例研究以及学术评论加以分析。第一节还会介绍各模块的结构以及支持每个模块

议题的可用资料，包括所选择的阅读资源、案例研究、练习及其他可用工具。 

 

第二节的讨论则转向就如何将教材纳入课程以丰富现有学术模块的材料或作为新模块、课程或

方案的基础提供指导。这一节还会解释可如何将其他“教育促进正义”举措大学模块系列中的

材料与这些反恐怖主义模块“混合搭配”，为授课教师和学生开发独一无二的创新定制课程。 

 

在第三节中，本教学指南将介绍每个模块的概要及其学习成果。这些概要将初步介绍各个模块

的内容和方法，并概述整个反恐怖主义大学模块系列。 

 

最后，第四节将介绍并解释基本教学原则，包括构成这些模块设计基础的相关教育理论。授课

教师不妨在设计和讲授自己的课程时了解这些内容。然后，这一节还会介绍并解释如何准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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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创新性教学练习，这些练习是每个模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旨在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

为了兼顾多样化的需求、授课教师的教学偏好及可利用的资源，本节还会介绍各种类型的练

习，其中部分练习需要使用技术。 

 

导言 
 

“教育促进正义”举措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推出的“教育促进正义”举措是“执行

《关于将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纳入更广泛的联合国议程以应对社会和经济挑战并促进国内和国

际法治及公众参与的多哈宣言》全球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多哈宣言》由 2015 年第十三届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第 70/174 号决议核可。该宣言承认，

普及儿童和青年教育对预防犯罪、恐怖主义和腐败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教育促进正义”举措支持《多哈宣言》，旨在在儿童和青年中间培养一种守法文化，方法是提

供专题与刑事司法、预防犯罪和法治有关且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材料，并将这些材料纳入各

个教育阶段的课程当中。“教育促进正义”举措还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密切相关，该议

程强调了教育对于消除贫困、保护地球和确保全人类共享繁荣的重要性。 

 

在大学一级，“教育促进正义”举措旨在推动并促进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任务领域有关问

题的教学，包括反腐败、有组织犯罪、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反恐怖主义、网络犯罪、预防犯

罪和刑事司法、枪支以及廉正和道德。作为这些工作的一部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已编制

关于上述领域的大学模块和教学指南，授课教师可对其进行改编并融入自己的课程。 

 

目标市场 
 

“教育促进正义”举措反恐怖主义大学模块系列和教学指南的主要目标受众是大学等高等教育

机构的学者和其他教师。所设计的材料同时适合本科生和研究生，可针对他们的情况加以调

整。  

 

虽然各个模块围绕与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相关的法律框架编写而成，但它们也融入了若干跨

学科视角，包括：历史、国际关系（包括安全化研究）、计算机科学、受害者心理学、犯罪学

和创伤学。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性别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视角也被纳入本课

程中。这种跨学科特点旨在促进广大学术科系、学院和院系以及其他高等教育和专业机构采用

这些模块。此外，大学模块系列的跨学科元素旨在帮助授课教师通过接触不同的视角来提升学

生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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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各模块的全球相关性和对所有地理区域具有吸引力，编撰者虽受语言限制等因素的制

约，但已尽可能努力借鉴区域观点和部分说明性的国家观点。除了在本反恐怖主义大学模块系

列中纳入区域和国家文书以及学术研究成果之外，各个模块还列举了若干当代问题，它们至少

反映了当前的一些区域和国家优先事项、挑战、政策和做法。 

 

可在“教育促进正义”举措网站上免费查阅这 15 个模块。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将它们作为

开放式教育资源，以协助授课教师准备和讲授关于反恐怖主义的大学课程。用户可访问“教育

促进正义”举措网站，下载和复制资料、文件和材料以用于非商业用途。为便于跟踪调查，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会欢迎使用者告知其这些材料的使用方式和上课学生人数（信息应发送至

unodc-e4j@un.org）。使用者还可联系“教育促进正义”举措的相关工作人员或在“教育促进

正义”举措网站上注册以接收最新动态。 

 

第一节：教学方法 
 

如下文模块概览所述，反恐怖主义大学模块系列围绕 2006 年《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框架

和主要目标设计而成。它着重探讨借鉴作为《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主要法律基础的国际人权

法、国际人道法、国际难民法和国际/国家刑法等领域制定的具有约束力和不具约束力的国

际、区域乃至更小范围的国家文书。这些文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相关优缺点则通过探讨说明

性判例法和案例研究以及学术评论加以分析。 

 

每个模块都包含旨在进一步加强和促进学生学习的练习，包括一项创新教学练习，其形式可以

是在线测验、手机调查、画廊漫步教学法、拼图法或模拟法庭。考虑到许多高等教育机构都会

遇到的资源限制问题，例如缺乏信息技术设备和互联网或经常停电等情况，各模块中提出的许

多创新教学方法都不依赖于技术，使用最少的资源（例如纸笔）就可以顺利开展。许多建议使

用的练习都便于调整，以适合于不同的班级规模、目标学习成果或教室布局。为了帮助应用这

些创新型教学方法，第四节会有一个创新教学策略指南，探讨良好的教学法的益处，并就纳入

各个模块中的各项创新教学练习的教授方式提供技术指导。 

 

就每个模块的议题都列出了建议阅读的大量核心和高级阅读材料。所有核心材料都是开放资

源，可在线免费获取，无需订阅。模块中还有若干可公开获取的报告，涵盖了已探讨的大量问

题，授课教师在教授这些模块时也许会发现它们很有帮助。例如： 

 

•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2009 年）。《恐怖主义、反恐怖主义与人权问题知名法学家小组的

报告：评估损害，敦促采取行动》。日内瓦：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 Katja L.H. Samuel、Nigel D. White 和 Ana-María Salinas de Frías（2012 年）。《多国反恐

专家网络：关于法治和反恐的主要发现和建议的报告》。诺丁汉大学，1 月。 

• 每个模块理论上都包含约 12 小时的学习时间（约 6 小时备课时间、3 小时上课时间和

3 小时评估/作业时间）。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99e76822.html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99e76822.html
https://www.nottingham.ac.uk/hrlc/documents/projectsummaries/pdfs/wjp-project-report-on-counter-terrorism-feb-12-final2.pdf
https://www.nottingham.ac.uk/hrlc/documents/projectsummaries/pdfs/wjp-project-report-on-counter-terrorism-feb-12-final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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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模块所含材料都已足够充分，因此每个议题在无需延伸阅读和大量准备的情况下便可教

授，尽管在实践中，许多学者和教师都希望根据自己的教学情况进一步延伸和改编议题及其

注释说明。 

 

所有模块都将实践和理论方法结合起来探讨特定议题，并遵循相同的基本结构： 

 

• 模块所涉主要议题的概述和介绍； 

• 模块的预期目标和学习成果清单； 

• 课程结构细目（课程约三小时）； 

• 阅读材料清单，其中包含关于模块专题的指定核心文献和进一步推荐的可用于深入探

讨相关议题的资源，重点是可公开获取的材料； 

• PowerPoint 演示文稿； 

• 模块所涉每个议题至少要有一项相关学生练习； 

• 明确显示与其他模块的关联。 

 

第二节：模块的改编与整合 
 

在不同教学环境下，可以通过最有用、最合适的多种灵活方式使用模块材料。以下列出部分建

议采用材料的方式： 

 

• 各个模块以及整个大学模块系列都可按照其当前顺序和（或）形式进行教学； 

• 许多模块，包括第三部分所有模块，都包含对不同区域方法的讨论，可以有助于对国

际/区域方法进行对比性教学，从而进一步加强学生对特定议题的理解和学习； 

• 部分模块所含材料比一节课可能或希望教授的内容多（例如关于区域反恐方法的模块

5），可选择那些与课堂所在地理环境最相关的材料； 

• 为适应不同的教学风格和方法，一个模块的材料可以与其他一个或多个模块的材料相

结合（例如，第二部分的一些材料可以与第三部分的体题相整合）； 

• 本反恐怖主义大学模块系列的材料可与“教育促进正义”举措的任何其他八个大学模

块系列的议题和教材相结合。 

• 本反恐怖主义大学模块系列的材料可作为一门专业的“独立”课程加以教授，也可纳

入到高校现有教学模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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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模块概览 
 

以下模块基于概念框架编写而成： 

 

• 第一部分：确定关键问题和背景 

o 模块 1：国际恐怖主义简介（基本模块） 

o 模块 2：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 

• 第二部分：适用的国际和区域框架 

o 模块 3：国际反恐法律框架概述 

o 模块 4：反恐刑事司法对策 

o 模块 5：区域反恐方法 

o 模块 6：以军事或武装冲突的方法打击恐怖主义 

o 模块 7：反恐怖主义和公共紧急状态 

• 第三部分：具体问题 

o 模块 8：生命权 

o 模块 9：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o 模块 10：逮捕和拘留 

o 模块 11：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o 模块 12：隐私权、侦查手段和情报收集 

o 模块 13：不歧视和基本自由 

o 模块 14：恐怖主义受害者 

o 模块 15：当代问题 

 

反恐怖主义模块 
 

第一部分：确定关键问题和背景 

模块 1：国际恐怖主义简介（基本模

块） 

向学生介绍与恐怖主义现象有关的国际文书和机构所

提出的主要概念和原则以及如何打击恐怖主义，概述

恐怖主义的历史和现代恐怖主义。 

模块 2：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 
在模块 1 的基础上，模块 2 探讨与激进化和暴力极端

主义有关的主要概念。通过确定暴力极端主义的主要

推动因素和有利条件，该模块进一步向学生介绍联合

国关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框架以及相关的国际和区

域方法。 

表 1：第一部分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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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适用的国际和区域框架 

模块 3：国际反恐法律框架概述 
以《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为框架，确定并讨论主要

概念、法律文书和相关文件资料的复合组合，以及构

成支撑该战略的全球法律架构的各种法律制度。 

模块 4：反恐刑事司法对策 
重点介绍支撑《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所设想的刑事

司法方法的主要概念、原则、文书和机构，探讨缺乏

恐怖主义普遍定义的部分基本原因和与之相关的影

响，还向学生介绍国际刑法的概念，并探讨基于条约

的恐怖主义犯罪。 

模块 5：区域反恐方法 
以模块 4 的关键议题为基础，向学生介绍参与全球反

恐工作的主要区域和多边组织，这些组织在促进实现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目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模块 6：以军事或武装冲突的方法打击

恐怖主义 

重点关注武装冲突背景下与反恐工作特别相关的问

题，尤其是审议近期和目前非国家行为体出现的具有

争议的问题，例如有关不同冲突类型的分类及适用的

规则体系；以及将人员归类为战斗员、受保护人员或

罪犯的做法和影响。 

模块 7：反恐怖主义和公共紧急状态 
探讨国际法允许在恐怖主义活动造成的公共紧急状态

下暂停某些权利的情形，以及在此类情况下随之而来

的对保护法治构成的风险及相关保障措施。 

表 2：第二部分纲要 

 

第三部分：具体问题 

模块 8：生命权 
研究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背景下与生命权有关的国际

和区域法律框架，还讨论了若干当代问题，例如任意

剥夺生命、使用死刑、强迫失踪和生命权的域外适用

等问题。 

模块 9：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探讨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背景下与禁止酷刑等有关的

国际和区域法律框架，以及若干具体问题，包括使用

非法胁迫审讯手段和对恐怖主义相关罪行判处死刑涉

及的“死牢现象”。 

模块 10：逮捕和拘留 
研究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背景下与逮捕和拘留有关的

国际和区域法律框架，以及若干当代重大问题，例如

对与逮捕后拘留以及在整个刑事司法程序中拘留恐怖

分子嫌疑人有关的基本正当程序标准的规定；以及哪

些行为可以构成非法任意拘留。 

模块 11：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研究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背景下与获得公正审判的权

利有关的国际和区域法律框架，具体讨论了侦查、审

判和量刑阶段的国际和区域公正审判及正当程序的原

则和标准，以及这些原则和标准在反恐背景下可能遭

到损害的方式。 

模块 12：隐私权、侦查手段和情报收

集 

探讨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背景下与隐私和情报收集有

关的国际和区域法律框架，以及一些相关的法治问

题，还讨论了若干当代问题，即特别侦查手段、监视

和通信拦截（尤其是通过元数据和全球定位系统监

视）以及问责机制。 

模块 13：不歧视和基本自由 
考察了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背景下与不歧视和基本自

由有关的国际和区域法律框架，以及在恐怖主义和反

恐背景下此类权利可能遭到损害的情况。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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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具体问题 

除不歧视原则外，还讨论了宗教自由、表达自由、集

会自由和结社自由。 

模块 14：恐怖主义受害者 
考察了与恐怖主义受害者权利有关的国际和区域法律

框架，包括提供补救办法。具体而言，讨论了“受害

者”和“正义”这两个关键概念的含义等问题，并力

求更好地了解恐怖主义受害者的需求及其面临的相关

共同司法或支助方面的挑战。此外，还讨论了为恐怖

主义受害者提供国家援助计划的一些实例。 

模块 15：当代问题 
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与暴力极端主义、生命权、禁止酷

刑、逮捕和拘留、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不歧视和基

本自由以及恐怖主义受害者有关的若干当代问题。此

外，还讨论了反恐问责和赔偿机制。 

表 3：第三部分纲要 

 

第四节：教学法与创新教学策略 
 

教学法简介以及教学法对教学和学习的影响 
 

教与学是复杂的过程。各级教育工作者一直都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改善教学与学习以及提供各

个学科的优质教育的方法。成功教学并非偶然事件，它需要教师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教学策

略或者说教学方法取决于若干因素，例如学生个人发展水平、教师的目标、意图和目的、教学

内容以及包括物理情境和资源在内的教学环境。教与学的方式正在改变，日渐从以授课为主的

教学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活动，后者已被证明可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使教师在职业上有

所收获。 

 

要回答除有效教学外优质教育还有哪些标准这一关键问题时，我们需要提供有效教学的定义。

给有效教学下定义并非易事。正如杰罗姆·布鲁纳所言，“教学是巧妙的智力诱惑艺术”，我

们可以将有效教学定义为能够提高学生成绩的教学。教育研究结果表明，要判断教学是否有效

且值得信赖，必须根据学生取得的进步加以检验（Coe 等人，2014 年）。 

 

多年来，人们已经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高质量的教学做法的重要性，以及教育工作者在落实这些

最佳做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所有关于有效教学的讨论中，经常会提及“教学法”一词。

这就需要我们明确了解“教学法”的含义，以及如何将其应用于不同的教育情境。教学法的定

义包含但不限于教学的功能或教学工作：教学艺术或科学、教育教学方法等。它还被定义为

“……促进学习的教学技巧和策略。它指的是教师/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过程，它还

包含提供学习环境的某些方面（包括具体的学习环境以及家庭和社区的行动）”（Siraj-

Blatchford 等人，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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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由一系列因素发展而来，包括理论和研究证据、政治推动因素、实践证据、个人和群体

的反思、教育工作者的经验和专门知识以及社会期望和要求。它对课程（所有互动、体验和活

动）和教学工作有启发作用。它反映并帮助实现教学初衷的原则和欲达到的成果（澳大利亚儿

童，2017 年）。教学法也指学习、教学和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教育环境中，教师与学习

和教学有关的行为由其教育观念和价值观支撑。教学法与学生和学习、教育工作者和教学以及

课程的相关观念相互作用，并将这些观念凝聚在一起。它还涉及对学习和教学发生的环境的考

虑。教学法往往受到教师自身学习经验的影响。对许多人而言，这仅仅只是教师在传授知识，

而作为学生，他们处于被动地位，不会提问或进行其他互动。这种方法无法给如今的学生提供

他们在 21 世纪学习和工作所需的经验和技能，例如批判性思维、有效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Livingston 等人，2017 年）。因此，学习是在改变一个人体验某些现象的方式，而教学则是

在创造催生此类改变的情境。 

 

已有多项研究（例如，Livingston 等人，2017 年；Lafountain，2010 年）给出了良好教学法的

一些要素。有效教学法的这些要素包括但不限于考虑学生的输入、教师的知识储备和行为以及

他们所采取行为的原因。另外，还强调兼顾长期学习目标与短期学习目标。有效教学法还包含

嵌入式评估这一要素，并且力图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和元认知。这往往是通过有效利用对话和

提问来实现的。此外，大多数教学法都包括支架式学习体验，它指的是用于推动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逐步提高理解力和独立性的各种教学技巧（2014 年教育改革）。 

 

教育研究结果还表明，有效教学法包括涉及整个班级、有组织的小组工作以及有指导的学习活

动等一系列技巧（Husbands 和 Pierce，2012 年）。关于成功教学法的一项重要发现是，不存

在效果最佳的单一策略。因此，即使有研究证据表明某些策略会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很少有研

究对不同方法进行了严格的对比（Muijs 和 Reynolds，2001 年）。值得注意的是，更为复杂的

研究表明，许多教学策略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它们的内在影响，而在于执行这些策略的

有效性和严谨性（Galton 和 Hargreaves，2009 年）。关键是它们与特定教学法的目标以及教

师选择、计划和实施教学法的能力的契合度。只有将各种教学策略结合起来并一起运用，才能

带来有效的教学与学习体验。 

 

教学法原理关注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中最有前景的方面，并有助于展示教学法在提高学生

学习质量方面的作用。本文将重点介绍的一项教学法原理是学生参与的重要性。所有的学习机

会都应该具有吸引力，并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必须认识到哪些因素可以激励学生，因

为这可能会因不同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在此情况下，基于学生现有的知识和技能是关键。当

学习方面的挑战不断发展但仍在学生适当的能力范围内时，它们是有效且最具激励性。资源方

面的限制（例如人数众多的班级）以及文化和教学传统意味着在个人层面落实这一进程可能不

适合或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基于我们通过研究了解到的人们的学习方式来看，在课堂上提供对

话机会至关重要。为学生设定表达意见和参与课堂的情境，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获得学生认知

发展方面的证据。当学生能够将其所学信息应用于社会和经济领域等不同情境时，学习就是最

高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被引导着去应对特定情况，例如冲突引起的情况（Livingston 等

人，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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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中包含和讨论的教学法的另一项应用在一些文献中被称为高级教学法。高级教学法涉及

教学与学习的创新方法和技术整合。它是提升教学和学习效果的手段。将技术融入教学与学习

方法中有可能增强学生的课堂体验，因为它让学生接触到不同类型的激励因素，并且往往会使

教学材料更有趣。技术为学生参与课堂提供了机会，使教师能够创建更为多样化的课程材料扩

展内容（Khainar，2015 年）。 

 

无论教师的专门知识程度如何，皆可实现技术整合。对于那些刚开始使用技术的教师而言，技

术有可能带来一种获取课程内容教材的新方法。而那些使用技术时间较长的教师则会发现，许

多教学应用可增强教学效果以及学生与教材的互动。此外，这还使教师能够通过信息管理和批

判性分析来思考学生所需要的新能力。技术使学生成为积极的学习者和研究人员，从而全面提

高学生的参与度（Sibley，2003 年）。举例来说，这些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博客、社会基准分

析、截屏视频、维基、课程录制（Lecture Capture)、Moodle 和问卷调查工具。  

 

任何不影响主要教学目标的教学策略都可被视为创新型教学方法。教育研究人员认为，教学的

核心目标是与学生分享信息和知识。多项技术都可改进教学过程，并为学生提供可吸引并鼓励

其运用创新思维方式的工具和体验，从而达成短期和长期目标。正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言，“所有的学习都是在我们的习惯性想法变得不够用时开始的”（Dewey，日期

不详），与以往相比，目前尤为关键的是，让我们各个学科的学生都能充分掌握有助于他们解

决 21 世纪问题和挑战的应用知识和各种技能。本教学指南基于并关注若干教学法原理，并分

两个部分着重论述创新教学策略。第一部分将特别关注不涉及技术使用的策略，第二部分则重

点论述利用免费技术工具的教学技巧。每种策略都将得到详细介绍，包括获取相关工具的信

息、在课堂上实施这些策略的建议以及这些策略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潜在影响。 

 

创新教学策略 
 

创新教学会为学生带来各种各样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教育体验，从设计教育游戏到研究实际影

响，从而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它对当下和未来教育而言都是有必要，可帮助学生

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培养他们所需的批判性思维和更高水平的思维技能。创新教学将为学生的

长期知识需求创造环境，例如，为学生提供新的分析方法使其获得新的见解，开辟新的智力激

发渠道，或增强学生基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创新教学是所有教育工作者满足新一代教育需求

之必需。已有大量的研究得出了与学习方式相关的结论性结果。虽然对文献进行总结已超出了

本文范围，但此处提出的几点涉及支持实施和实践创新教学策略以改善学生体验。2000 年，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出版的《人是如何学习的》一书明确指出，一个人必须主动学习。人们在

积极参与观察、发言、写作、思考和分析时，学习效果最佳。此外，当学生看到教材内容得到

应用以及这种应用如何惠及他人时，他们的学习会得到改善和显著提高。 

 

为通过学生的参与来促进其学习，教学策略应包含能够让学生积极参与并与教学材料和其他学

生进行互动的情境。这样，学生更有可能学会并记住相关信息。设计和实施创新教学策略，并

让学生参与到探索课题的应用和影响的活动中，这将有助于促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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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技术要求的创新教学策略 
建议进行以下练习的模块是：模块 2 和 13（画廊漫步）、模块 3 和 11（辩论）、模块 4（模

拟法庭）、模块 5（拼图法）、模块 6 和 15（翻转课堂）、模块 10（角色扮演）以及模块 14

（反思性写作）。 

1 画廊漫步 
 

1.1  工具简介 

 

画廊漫步是一种讨论技巧，能让学生不用坐在课桌前就进入积极参与的模式。画廊漫步可借助

计算机、课桌上的纸张或张贴起来的图纸进行。可安排进行 15 分钟（画廊跑步）或多次进

行。 

 

1.2  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画廊漫步让学生有机会在更加亲密、更有帮助的环境中而非千篇一律的大型班级中分享他们的

想法。它还有助于教师评估学生对特定概念的理解程度以及考查学生是否存在错误认识。画廊

漫步有助于课堂讨论和辩论、高阶思维（分析、评估与综合）、合作和协作式学习以及团队建

设，并让学生接触到不同的视角，从而鼓励其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此外，它还能消

除学生的不安情绪，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观点、想法和经验受到了重视。它可以起到破冰的作

用，因为它能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鼓励学生活动，并打断有时因久坐而导致的昏昏欲睡的状

态。 

 

1.3 通过何种方式将此练习融入课堂教学以及操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 

 

拟定问题：围绕课堂上的核心概念想出四到五个问题。通常有三到五个学生小组参与画廊漫

步练习。所以，对于一个共有 20 人的班级，可以写四到五个问题。对于人数更多的班级，可

以写更多的问题，或者重复使用同样的四到五个问题，然后将同样的问题张贴在教室的不同位

置。 

 

写出问题：上课前，把画廊漫步的问题写在面积较大的纸张、便贴纸、活动挂图或白板上，

或者只是把问题写在普通纸上。白板的优点是可以重复使用。一张纸上写一个问题。 

 

张贴问题：将写好的问题张贴在教室四周的墙面上，并且在每两张纸之间留出足够的间隔空

间。或者，写好的问题也可以放在分散于教室各处的课桌上。 

 

准备工作：第一次做画廊漫步练习时，向学生说明应该如何进行。如果画廊漫步练习有正式

的口头和书面评估，需告知学生相关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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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生分组并分配角色：将学生分成三到五人一组。为每组学生提供不同颜色的记号笔或钢

笔。让每位小组成员作自我介绍。如果要使用合作学习方法，请分配组长、报告员、监督员和

记录员等角色。每个小组成员之间应轮换角色。若要使小组结构更具合作性，可为每个小组添

加一名“使者”。“使者”负责向教师传达任何疑问或问题。添加的这一角色使小组成员通过

组内另一个成员来引导他们的讨论。 

 

开始画廊漫步：指引各小组前往不同的图纸或“站点”。每个小组在到达各自站点后就站点张

贴的问题写下评论意见。为避免图纸内容混乱和评论意见杂乱无章，建议记录员从最靠近图纸

顶部的位置开始用项目符号的格式写下内容。 

 

轮换站点并添加内容：较短时间后（比如三到五分钟，不过确切时间还将取决于问题的性质）

宣布轮换站点。然后，各小组轮换至下一个站点。到达新站点之后，各小组添加新的评论意

见，并回应前一组留下的评论意见。为确保所有小组成员都参与进来，在每个站点更换记录

员。 

 

教师监控进度：当小组轮换站点时，教师鼓励学生进行讨论，并确保所有小组成员都参与讨

论。如果学生不理解或误解问题，要做好重新表述问题或给出提示的准备；随时准备为那些依

旧不明白如何进行画廊漫步的学生提供指导。为了激励学生展开讨论，可以这样提问，比如

“关于这个问题，你们小组似乎认为……你们会怎样重新表述或总结到目前为止讨论过的内

容？”或者“你们觉得你们组在本站点给出的回答和在上一站点的总结有什么相似和不同之处

吗？” 

 

回到起始站点：各小组接着查看前几组留下的答案，并添加自己的评论意见。这一过程一直进

行到各小组都去过了所有站点并返回至各自的起始站点。指导学生记录他们最初（开始）的问

题，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坐好，开始进入“汇报”阶段。 

 

汇报：在“汇报”阶段，小组综合其最初讨论问题的相关内容。给各小组约十分钟时间来综合

评论意见。之前选好的“报告员”在其他小组成员的帮助下总结小组的评论意见，并使用黑板

或高射投影仪向全班作口头陈述。口头报告时间不超过五分钟。学生也可以单独或以小组为单

位写一份书面报告。 

 

评估学生的理解情况：在“汇报”阶段，教师应强化学生正确表达出来的概念，并纠正误解和

错误的概念。例如，哪些内容是学生似乎比较容易理解的？哪些内容是他们觉得难理解的？该

怎样调整教学来帮助学生？ 

 

1.4 画廊漫步技巧的变体 

 

画廊跑步：“画廊跑步”是“画廊漫步”的加速版本。每个站点张贴的问题都是涉及知识或

理解的低难度问题。与那些更为开放的问题不同的是，此类问题通常不需要太多的讨论和辩

论。为避免小组在某个站点填完所有可能的答案，让学生以更快的速度在各站点之间轮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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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后续小组可以贡献新的内容。在“汇报”阶段，各小组仍然可以在综合、评估其图纸上总

结的内容时使用高阶思维技能。 

 

电脑巡游：“电脑巡游”的进行方式与“画廊漫步”相同，唯一区别在于，每个站点要讨论

的问题或图片会显示在电脑上，而非张贴在墙面的纸上。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快速公布用于

讨论的图片。 

 

参考资料：行动中的教学法（Pedagogy in Action）。  

 

2 辩论 
 

2.1  工具介绍 

 

辩论被描述为一种争辩形式，它“有严格的行为规则和相当复杂的争辩技巧”（ACT 辩论联

盟，1996 年）。辩论必须有一个具备争辩余地的话题，也就是说，这个话题必须至少有两

面。被分配到赞同这一话题的小组称为“正方”；而持相反意见的小组称为“反方”。 

 

2.2  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辩论使学生有机会进行小组协作与合作。学生通过讨论并组织各自的论点可发现新的信息，并

将知识付诸实践。辩论还有助于学生通过友谊赛学习，探讨有争议的话题，并加强领导力、人

际影响、团队建设、小组问题解决和口头陈述方面的技能。 

 

2.3  通过何种方式将此练习融入课堂教学 

 

在课堂上进行小组辩论可取得不错的效果，但也可以进行一对一辩论。教师可按照特定目标和

目的调整以下辩论形式。如果增加较短的第三轮辩论，小组可进一步为各自论点辩论。也可以

让所有学生为某一节课准备正反立场。然后在这节课上，随机选择两个小组陈述各自论点。其

他学生将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使课堂讨论更加活跃且准备得更充分。 

 

第一轮 

小组 1 

正文论点陈述 

 

10 分钟 

小组 2 反方论点陈述  10 分钟 

小组讨论时间 小组在这段时间准备反驳内容  5 分钟 

第二轮 

小组 1 
正方攻辩 

 
5 分钟 

小组 2 反方攻辩  5 分钟 

全班讨论 

https://serc.carleton.edu/sp/library/gallerywalk/index.html
https://serc.carleton.edu/sp/library/gallerywal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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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进行讨论，以确定哪个小组的论点最有说服力。可进行投票，也可使用更为详细的评价表

来评估每个小组的表现。（10-15 分钟） 

 

注意：向学生解释开展课堂辩论的成功与否不在于输赢，而在于各小组是否做了充分准备以及

如何表述各自的论点，且可能得到持相反观点一方的认同。 

 

2.4  操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 

 

• 准备指导方针和一套规则，以帮助学生为辩论做准备。 

• 规定好辩论准备的时限以及如何展示各自的内容。 

• 让不参与辩论的学生担任评委，使他们学会如何客观地评价同学的表现。 

• 提供有助于学生了解辩论及其结构的资源。 

• 考虑举办一场辩论预热练习，帮助学生了解辩论过程。 

• 考虑让学生写一份简短的“立场书”，其中还包括他们对辩论过程有何反应以及他们

在小组论点上是如何达成共识的。 

• 选择计划采用的辩论形式：小组、一对一或者全班形式。 

• 研究具有争议性和突发性并能引起兴趣的话题，以激发课堂讨论的活力。当辩论话题

与学生有联系时，他们就更可能呈现真实表现。 

• 在辩论当天回顾先前确立的辩论过程并询问学生是否有疑问和需要教师澄清的地方。 

• 制定评分规则，并在辩论开始前分发给学生评委。 

• 开始辩论，给学生尽可能多的自主权。 

• 在辩论结束后，推动开展课堂讨论并听取辩论过程汇报。 

• 将学生和教师的评价结果分发给各小组。 

• 备好方案，以防辩论过于“激烈”而演变成了争吵。 

• 在辩论开始前检查指导方针，以便尽量减少不恰当的讨论和行为。此外，观察和积极

倾听学生在课堂上的对话来了解学生，这也有助于为选择具体的辩题提供参考。 

 

参考资料： 课堂辩论。  

 

3 模拟法庭 
 

3.1  工具简介 

 

模拟法庭是对有争议的法律要点的模拟上诉。典型的模拟法庭需要选择一个具有双方都有争议

的法律要点（“争论点”）的司法判决或假设问题。它与庭审辩护不同，因为它仅限于法律论

据。因此，它完全是一种上诉辩护。没有证人，也不用提供证据。模拟问题通常设定在尚未解

决或受到最近事态发展影响的法律领域。它们通常涉及两个上诉理由，由双方争辩。模拟法庭

的程序模仿真实法庭的程序：法官入场，辩手和法官相互鞠躬，书记员宣读案情，辩手出庭后

需要依次发表辩护意见，法官向辩手提问，休庭，最后法官返回法庭作简短判决并提供一些反

馈意见。 

https://www.niu.edu/facdev/_pdf/guide/strategies/classroom_debat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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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如何促进学生学习 

 

模拟法庭使学生能够： 

• 深入理解并思考引起关注的热门法律问题； 

• 提高辩护、法律研究和写作能力； 

• 彼此密切合作并互相学习； 

• 向未来的雇主展示他们对辩护的兴趣以及作为辩护律师的能力。 

 

3.3  通过何种方式将此练习融入课堂教学以及操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 

 

确定问题：典型的模拟法庭问题仅涉及一个（或多个）法律要点。通常情况下，它采取的形

式是下级法院提出上诉并明确说明上诉理由，然后对此上诉案件进行审理。 

 

选择小组：模拟法庭通常由四名发言人组成，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首席律师和一

名初级律师组成。两组分别代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评判可针对辩手个人，也可针对整个团

队。 

 

模拟法庭：模拟“法庭”应尽可能反映现实中的法庭场景。模拟法庭由至少一名法官主持，负责

在模拟结束后根据相关法律和模拟本身的结果作出判决。该法官由模拟法庭的书记员辅佐，书

记员还负责为模拟法庭的发言计时。两组辩手分桌入座，轮流起立向模拟法庭陈述各自论点。

模拟“发言”的时限通常为 15 到 20 分钟。 

 

参考资料：  《模拟法庭终极指南》 

                    如何模拟？  

 

4 拼图法 
 

4.1  工具简介 

 

拼图法是一种组织学生小组活动的教学策略，有助于学生相互协作和相互帮助。这种教学策略

对同时完成多项任务非常有效，能让学生产生一种更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在拼图法中，参与者

被分成若干团队，每个团队各自准备不同却又相关的任务。在所有团队成员都准备完毕后，参

与者被重新分成混合小组，即各团队的各个成员被分在不同的小组中。小组中的每个人都向本

组其他成员教授自己了解的学习内容，然后，小组一起处理一项任务，就像将所有碎片拼凑成

一副完全的图画一样，这就是“拼图法”这个名称的由来。 

 

拼图法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既能让学生尽力理解教学材料，也能让他们了解彼此。这种同

伴教学法需要每位学生都充分理解材料，以便将其教授给其他人（个人责任），并需要每位学

生对解决小组问题（小组目标）以及比较分析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http://www.youblawg.com/law-school/ultimate-guide-to-mooting
https://www.york.ac.uk/law/current-students/student-led/m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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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对该方法以及其他合作型学习技巧的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在学习层面以及社会和态度上的积极

效果方面都对学生有显著的好处。它还促使学生学会倾听和积极参与，并为运用比较和对比学

习方法提供了一种情境。此外，这项教学技巧还基于促进互动和关注每位参与者贡献价值这一

主要信息。 

 

4.3  通过何种方式将此练习融入课堂教学以及操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 

 

• 将学生分成 3 到 4 个（或 5 到 6 个，视小组规模而定）拼图小组。这些小组应尽可能

地多样化。 

• 将议题（领域、立场等）分成与小组数相同的若干部分。 

• 让每位学生都负责研究一个部分（学生必须有机会直接接触各自部分内容，并且小组

中的每位成员单独研究其中一个议题）。 

• 给学生时间仔细阅读并熟悉分配到的部分（也可在课前完成）。 

• 不同小组分到相同部分的成员集合起来组成临时“专家小组”。给各专家小组成员一

定时间讨论其研究部分的重点，并排练他们将向各自拼图小组作出的陈述。 

• 让学生回到各自的拼图小组。 

• 让每位学生向所属小组陈述其负责的部分（鼓励其他学生提问以阐明问题）。 

 

 

拼图小组视图（根据 2013 版拼图法策略制作） 

参考资料： 拼图法教学策略。 

  

http://www.teachhub.com/jigsaw-method-teaching-strategy


 
 

 20 

5 角色扮演 
 

5.1 工具简介 

 

在这项教学策略中，学生从角色的角度研究各议题，角色会影响这些专题，也会受到议题的影

响。教师介绍情境和角色，而学生则必须自行决定角色台词和思路。一般而言，学生需要进行

一些研究，以便从角色的角度作出合理的决定。这种研究机会很容易成为一种探究型研究。 

 

5.2  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 此练习的创造性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 比起通常面临的那种备考压力，为角色解决问题或解决冲突的压力更能激发学生的积

极性，而且这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会面临的更典型的压力。 

• 让学生从新的角度研究教学材料。教师要劝导学生转变对世界的认知，而非仅仅将自

己的认识填塞进去。 

• 角色扮演练习表明世界非常复杂，充满了各种难题，而学生很难用自己之前记住的某

个简单的答案解决这些难题。 

• 学生可以知道，他们掌握的不同技能（例如定量分析技能和沟通技能）往往可以结合

起来用于完成现实世界中的许多任务。 

• 强调人及其观点的重要性的练习极其重要。 

• 学生在生活中需要了解周围人的需求和观点，也需要了解自己。 

• 鼓励学生开展研究或解决问题，这样，相较于非课堂上简单传授的知识，他们更可能

掌握自己构建的知识。 

• 引入道德伦理问题。 

 

5.3  通过何种方式将此练习融入课堂教学以及操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 

 

• 教师确定自己所需的以下方面的详细信息：议题、时限、对学生作业的期望、加入挑

战或冲突元素的可能性等。 

• 选定一个与议题和角色设置相关的问题。 

• 为学生提供角色背景信息，并说明收集此类信息的方法。 

• 通过描述情境和问题来吸引学生。概述你的期望以及你希望学生学到什么会很有用。 

• 给学生时间审视并了解各自的角色。重要的是做好准备，帮助学生理解每个角色，解

决他们可能对某个角色有所保留的问题。 

• 在角色扮演任务完成后，教师应为学生组织一场任务汇报，以确定他们学到了哪些内

容并对之加以巩固。汇报形式多样，包括反思性论文、个人书面作业末尾的总结性段

落或者课堂讨论。 

 

参考资料：起点（Starting Point）。  

https://serc.carleton.edu/introgeo/roleplaying/reasons.html
https://serc.carleton.edu/introgeo/roleplaying/reas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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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翻转课堂 
 

6.1  工具简介 

 

翻转课堂策略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在课前首次接触到特定知识并注重对知识的处理

（综合、分析、问题解决等）。学生通过课堂上进行的知识处理活动收获有用的反馈，从而使

教师不太需要对学生作业提供大量书面反馈。学生通过课外学习课程材料、使用阅读材料、观

看预先录制的视频讲座或完成研究任务来控制学习过程。在课堂上，教师通过帮助学生单独以

及分组学习课程材料来促进学生的学习过程。 

 

6.2  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 让学生有机会在课前首次接触知识； 

• 鼓励学生预习功课； 

• 提供评估学生理解情况的机制； 

• 开展以侧重于高阶认知活动为主的课堂活动； 

• 加强学生对概念的理解； 

• 帮助学生更好地记住知识点；“在同伴指导下就自己对科学概念的理解积极争辩并作

出解释的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得更牢”； 

• 提高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和加强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记忆； 

• 提升学生参与度，因为与向教师提问相比，学生往往更愿意向同伴寻求指点，因此，

当有机会获得同伴指导时，学生会更加积极地参与课程。 

 

6.3  通过何种方式将此练习融入课堂教学以及操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 

 

• 协作型学习：让学生结对或分组讨论概念或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这往往在学生已通

过课前阅读或观看视频资料和（或）通过教师讲课了解课程材料后的某节课上进行。

许多教师发现，同伴指导有助于学生在解决误解和澄清错误观念的过程中相互指导。 

• 案例型学习：案例型教学法有助于学生通过阅读和讨论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的情景来培

养分析思维和反思性判断的技能。 

• 问题型学习：这既是一种教学方法，也是一种课程设置方法。它由精心设计的问题组

成，考查学生对解决问题的技巧、自我指导的学习策略、团队参与技能和学科知识的

使用情况。 

• 同伴指导：同伴指导是一种结构化的教学做法，需要学生去审视自身以及同学对教学

内容的反应和分析，这是一种能让学生参与课堂的简单有效的方式。教师不再只是讲

课和让学生讨论，而是定期让学生探讨精心设计的“概念”问题，这类问题与已知的

常见困惑或误解领域有关。学生要花几分钟时间组织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然后以

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最后达成共识。这种小组讨论模式的结果往往是：学生解释概

念，并向起初可能回答有误的组员澄清错误（这就是“同伴指导”这种做法名称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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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最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全班开展讨论，再进行另外的概念建模并根据需要作进

一步澄清。 

 

用于翻转课堂的 Verso 免费版应用软件  

参考资料：教学中心（Center for Teaching）。  

 

7 反思性写作  
 

7.1  工具简介 

 

教育研究中已有文献记载了职业教育中的反思性写作教学法。反思过程和反思性写作可为现实

中的复杂教学实践提供必要技能。反思性写作关注写作者的学习体验本身，并试图发现某一特

定学习体验的意义和价值。它被定义为，基于支撑任何观念或任何假定的知识形式的理由以及

其希望进一步得出的结论，积极、持久和认真地思考这些观念或知识形式（Dewey，1910

年）。 

 

7.2  如何促进学生学习 

 

反思性写作既有可能促进自我反思，又有可能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它还可以帮助学生深入

了解自己的偏见，并展现出在实践中将知识与具体应用相结合的能力。 

 

7.3  将此练习融入课堂教学的方式 

 

• 写一篇关于经历、观点、事件或新信息的反思性文章； 

• 写一篇回应思想和情感的反思性文章； 

• 就获得自我认识的某次机会写一篇反思性文章； 

• 为明确并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写一篇反思性文章； 

• 为理解教学内容信息的意义，写一篇反思性文章。 

 

7.4  操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 

 

反思性写作练习至少应包括分析和个人反思两个关键部分。 

 

个人反思——该部分可考虑以下内容： 

 

• 最初反应：了解某一专题时的初始想法，包括印象。 

• 哪些内容让你有共鸣？这种内容在哪些方面符合你的观念体系和理念？你喜欢哪些内

容？ 

https://versolearning.com/
https://cft.vanderbilt.edu/guides-sub-pages/flipping-the-classroom/
https://cft.vanderbilt.edu/guides-sub-pages/flipping-the-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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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内容没有让你产生共鸣？该专题在哪些方面不符合你的观念体系和理念？你不太

同意哪些内容？ 

• 个人生活中的例子：生活中你在哪里或者何时见过该专题？关于该专题的亲身经历，

你有哪些具体实例？你是否曾经考虑过该专题和你的生活之间的联系？有哪些具体实

例与该专题相矛盾？如果你的生活中没有关于该专题的实例，请说明理由。 

• 融入个人生活：这可能会对你未来的想法、感受和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你如何利用

该专题中学到的知识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你从该专题中学到了什么？它对你有何影

响？你会如何将该专题融入你的生活？请举例说明。 

 

分析——该部分可考虑以下内容： 

 

• 描述：专题是什么？发生了什么？有谁牵涉其中？该专题何时发生？是否需要描述其

形式？观察到了哪些行为？关于这个专题你知道多少？它与课程效果有何联系？ 

• 利益：该专题对社会、人们的想法信念、未来、现在都有何贡献？是什么使得它如此

重要？它有哪些优势？为什么它（对你）很重要？谁可能会从对它的探讨中受益？有

哪些具体实例？ 

• 限制和逻辑不一致：该专题哪些方面可以改进？它有哪些劣势？所提出的论点是否有

漏洞？该专题会如何危害或不利于人、社会或其他领域？有哪些具体实例？ 

• 应用：该专题有哪些现实意义？这种知识或专题可用于哪些具体领域？如何应用该专

题？该专题为何有用？有哪些具体实例？ 

 

参考资料： Lisa McGuire、Kathy Lay 和 Jon Peters（2009 年）。“职业教育中的反思性写作教学法”。《教学学术

研究学刊》，第 9 卷，第 1 期，第 93-107 页。 

 

有技术要求的创新教学策略 
 

建议进行以下练习的模块是：模块 1 (Kahoot)、模块 7（维基百科页面）、模块 8（概念图）、

模块 9（plickers 和手机民意调查）和模块 12（制作播客）。 

 

1 维基 
 

1.1  工具简介 

 

最著名的维基工具是维基百科。维基可被定义为允许一人或多人创建和编辑一组相互链接的网

页以构建一套知识体系的系统。它是一种用户直接从网络浏览器协作添加/删除/修改内容的网

络工具。本节除介绍如何为维基百科创建内容外，还将论述关于维基使用和实现的总体思路。 

 

 

https://www.iupui.edu/~josotl/archive/vol_9/no_1/v9n1la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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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 维基为协作型学习提供支持，因为它可允许学生多人合作以解决问题、完成项目等； 

• 使用维基可帮助学生获得高阶技能，例如，内容制作、评价等； 

• 维基可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积极参与写作、讨论等教学活动； 

• 维基有助于创造互动式学习环境； 

• 维基有助于促进公开对话，助力团队建设； 

• 维基可帮助学生培养数字素养技能； 

• 维基可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1.3  将此练习融入课堂教学的方式 

 

• 开展用维基来记录学生作业的微型研究项目； 

• 创建可在其中添加课程阅读材料相关总结和评论的协作性注释书目； 

• 编写与课程相关的有用词汇或概念手册或者词汇表，甚至是主要课程概念指南； 

• 设立一系列让教师和学生可在其中发布内容、进行评论、对课程相关链接分组或分类

的链接； 

• 构建在线课程文档库，供教师和学生发布相关文档； 

• 创建学生作业电子档案袋。 

 

1.4  操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 

 

免费维基工具各种各样且易于使用，这使得维基入门变得相对简单。以下工具可用于入门： 

 

• PBWORKS  

 

选好工具后，你还需要作： 

 

• 提供清楚的操作说明并提出明确的期望 

• 留出练习时间 

• 公布多阶段项目的各个截止日 

• 在尝试大型协作项目之前，先从简单的维基任务开始 

 

提供有关如何创建维基百科内容的其他信息： 

 

• 维基指南（WikiHow）：如何创建维基百科内容 

• 维基百科：撰写内容的基础知识 

• 参考资料：维基。  

 

 

 

http://www.pbworks.com/wikis.html
https://www.wikihow.com/Contribute-to-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Contributing_to_Wikipedia#The_basics_of_contribut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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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图 
 

2.1  工具简介 

 

概念图是指用简短语句作简要注释的草图或图表，而这些语句会描述草图中显示的流程、概念

和相互关系。让参与者制作自己的概念图是学生处理概念并将其传达给其他人的一种有效方

法。  

 

2.2  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 帮助视觉型学生掌握教学材料（但所有的学生都能从教学活动中受益）； 

• 帮助学生了解想法、概念或提出者之间的关系； 

• 有助于唤醒记忆； 

• 有助于理清和组织思路； 

• 有助于培养高阶思维能力（创造、分析、评估等能力）； 

• 帮助学生综合并整合信息、想法和概念； 

• 鼓励学生创造性地思考问题； 

• 允许学生对信念、价值观、社会化等作出自我评价； 

• 帮助学生评估假设。 

 

2.3  将此练习融入课堂教学的方式 

 

• 用作课上预评估。在讨论某专题之前，要求学生创建概念图。在经过一番信息讨论

后，学生可添加或修改各自的概念图，以反映个人对该专题的理解。 

• 以小组活动的形式进行。向学生提出一个难题、案例研究或关于主要概念的问题。把

他们分成 4 到 5 人的小组。要求每组学生在新场景中分析和综合已学信息时创建一张

概念图。让小组陈述各自结论。 

• 以全班活动的形式进行。全班一起创建一张概念图，并以此为出发点讨论图中所列概

念和想法之间的关系。 

• 填补空白。课前，为要在课堂上讲授的教学材料创建一张概念图。然后去掉部分概念

和标记。向全班学生展示部分完成的概念图，并让他们填补空白内容并标注关系。 

• 组织调研。使用概念图来构建和组织想法以及图层详细信息，并找出以前可能从未思

考过的联系和关系。 

 

2.4  操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 

 

课堂上，上述教学策略可在纸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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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概念图示例（http://ctl.byu.edu/tip/concept-mapping） 

还有一些免费的在线工具可帮助制作概念图： 

Bubbl.us  

Mind42 

 

概念图示例 

参考资料：绘制概念图。 

https://bubbl.us/
https://mind42.com/
http://bubbl.us/
http://ctl.byu.edu/tip/concept-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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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机民意调查 
 

3.1  工具简介 

 

手机民意调查工具利用现有手机技术，实时评估学生的理解情况。 

 

3.2  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 提供一种可判定学生对教学材料的理解程度的机制。 

• 可深入了解哪些教学方法有效，哪些教学方法无效。 

• 让学生明白自己有话语权，从而帮助他们参与学习。 

 

3.3  将此练习融入课堂教学的方式 

 

• 可用来了解学生对所展示的教学材料的看法（对材料进行评价）。 

• 获取学生对即将到来的小组决策的反馈。 

• 判定学生对所教内容的理解程度。 

• 在所教授材料范围内确定学生的预测。 

 

3.4  操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 

 

此类教学策略有若干工具可供选用。以下是一些免费的工具： 

 

• Socrative  

• Verso 

• Plickers     

• FreeMobilePolls.com  

 

 

 

https://www.socrative.com/
https://versolearning.com/
https://www.plickers.com/
http://www.freemobilepol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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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LICKERS  
 

4.1  工具简介 

 

Plickers 是一种评估工具，可用以快速简单地检查学生的理解情况。该在线工具可为学生提供

选择题。每位学生都会拿到一张带有唯一图形码的卡片。这种图形码有 4 个边，各标字母 A、

B、C、D 四个选项。学生拿着卡片，在回答问题时将所选答案向上，教师就可使用智能手机上

的 iOS 或安卓应用程序对其进行逐个扫描以正确辨认。这款应用程序可识别卡片，记录教师分

发卡片的学生，并捕捉学生选择的答案。它只会记录一次每位学生的答案，所以不必担心二次

扫描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 

 

4.2  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Plickers 让学生可以参与并投入学习而不用感到不自在。该工具还有助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练

习或回顾信息。  

 

4.3  将此练习融入课堂教学的方式 

 

• 可用于形成性评价，让教师告别纸笔。教师还可将 plickers 用作形成性评价工具，以取

代学生举手回答问题的模式。 

• 教师可以在不透露正确答案的情况下分享其他学生的回答，以便学生重新思考自己的

答案并立即作出更改。 

• 在传统模式下，教师每次点名不同学生回答问题或者部分学生根本无法参与，但

plickers 就可以确保所有学生都可以得到形成性评价。 

• 教师可利用该工具在上课中途提问，以实时检查学生的理解情况，从而对教学作出立

即调整。 

 

4.4  操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 

 

Plickers 是一款免费工具，可点击此处获取。每位学生都会拿到一张带有唯一图形码的卡片。 

 

这种卡片可在线购得，但也可点击此处获得免费电子版。 

 

请参阅附录中包含分步说明的 Plickers 相关文档。 

参考资料：plickers.com 

 

 

 

 

 

http://www.plickers.com/
https://www.plickers.com/
https://www.plickers.com/PlickersCards_2up.pdf
https://www.plick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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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播客 
 

5.1  工具简介 

 

播客是有关于某专题的音频文件（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是视频或 PDF 文件）的数字流，可

下载到计算机或各种媒体设备上。它们可以具有教育意义，通常比较简短，而且主要围绕某个

专题展开。播客可以报道新闻、时事、历史，或者创作者想要报道的几乎任何事物。 

  

5.2 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 播客可使听觉型学生受益，帮助他们学习。 

• 创建播客可以让学生培养几项重要技能，例如研究、写作、有效讲话、解决问题、管

理时间、抓住注意力以及提高对关键术语的熟悉程度等能力。 

 

5.3  将此练习融入课堂教学的方式 

 

• 作为另一种提供研究内容或教学材料的方式。 

• 学生可创建自己的播客，以便与在其直接学习环境之外的他人相互交流学习经验。 

• 教师可录制播客，向学生提供额外材料和复习材料，供他们在方便的时间下载查看。 

• 举行一场班级辩论。提前录好内容，让其他学生听播客并发表意见。 

• 制作嘉宾发言人的播客与学生分享（可存档到课程播客库中）。 

• 学生可在讨论某个关键概念的播客片段中安排相互采访环节。 

• 学生可用制作播客来代替写论文。 

• 学生可根据具体情况实地采访主要利益攸关方。 

 

5.4  操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 

 

第一步是使用麦克风和录音软件录制播客。每款软件都有指导录制过程的说明。例如，免费的

录音编辑软件 Audacity. 

 

播客可上传至公共播客目录，例如 iTunes Store 音乐库、PodCast.net、OurMedia.org、Podcast 

Alley 或 Podcast Pickle。 

 

有关其他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链接： 

播客创建分步教学 

 

 

 

 

 

http://www.audacityteam.org/download/
https://www.thepodcasthost.com/planning/how-to-start-a-podcas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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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AHOOT 
 

6.1  工具简介 

 

Kahoot 是一款免费的课堂问答工具，用于管理测验、促进讨论或收集调查数据。它是一个基

于游戏的课堂问答系统，可供全班学生实时运行。当问题被投射到共享屏幕上时，不限数量的

玩家可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计算机回答问题；从而营造出一个社交化和游戏化的环境。

使用 Kahoot 可设计选择题测验，以及输入现场数据的民意测验和调查；测验问题和民意调查

可促进快速教学决策和全班讨论。 

 

6.2  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基于游戏的学习被认为是教育中的最佳做法。作为教师在课堂上使用的一种有效工具，研究和

实证数据为游戏学习提供支持，因为它能让学生参与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和复习内容知识等

方面。 

 

6.3  将此练习融入课堂教学的方式 

 

• 复习专题，强化知识，总结学习。 

• 打破沉默，恢复课堂活力。 

• 测试个人知识，评估理解情况或创建 Kahoot 以帮助进行形成性评价。 

• 调查意见和见解，促进讨论以及发起辩论。 

• 帮助学生培养沟通和团队合作的能力，促进协作。 

• 进行自我挑战，挑战既有的知识，评估进步，并在不断重复中强化学习。 

• 介绍新概念或预览教学内容。 

• 考查学生独立或分组创建 Kahoot 的能力，以深化理解、对内容的掌握和学习目标。 

• 与同事协作，介绍相关概念，并共享知识。 

 

6.4  操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 

 

• 点击此处获取免费应用程序。 

• 转至 Kahoot 下载信息页面，注册免费帐户。在 Kahoot 界面中选择 Kahoot 类型，以便

重新创建 Kahoot，或者也可以直接复制其他的 Kahoot。 

• 如果要编辑他人的 Kahoot，请先复制。 

• 如果要新建 Kahoot，请使用测验/讨论/调查按钮。 

• 描述 Kahoot。无论你选择测验、讨论或是调查形式，你都会进入新 Kahoot 的描述页

面。添加标题、描述和受众信息，然后点击“确认”。 

• 添加至少包含两项答案的问题，并将至少一项设为正确答案（绿色对勾）。在准备好

返回总览页面以及保存或添加另一个问题时，点击“下一步”。你可以随时调整答题时限

以及编辑、复制或删除问题。 

https://kaho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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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和修改。返回总览页面后，你将在“添加问题”按钮的正上方看到你的问题。你可借

助 Kahoot 界面上的工具编辑描述文本/标签、封面图像和简介视频。 

• 回顾、开始、分享！如果你对自己制作的内容感到满意，可点击总览页面顶部的“保存”

按钮。选择编辑、预览、开始或共享新的 Kahoot。如果浏览器宽度小于 1200 像素，

“预览”按钮将不可用。 

 

请参阅附录中包含分步说明的 Kahoot 相关文档。 

 

参考资料：kahoot.com. 

 

结论 
 

“教育促进正义”举措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来探讨反恐问题，而反恐对于应对当今时代一些最为

紧迫的挑战非常重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希望世界各地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能够

利用反恐大学模块系列，并期待它为新课程或现有课程的授课教师和学生增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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