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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化教学是实现教育信息化的重要途径袁教师则是信息化教学的实践主体袁其教学执行力的高低决定着信

息化发展愿景的达成度遥 研究在剖析信息化教学执行力内涵的基础上袁依据模型构建的方法袁从学校组织管理与个体发展

两个层面出发袁构建出了由信息化教学愿景尧信息化教学执行能力尧信息化教学实践路径三维构成的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

力立体模型袁并对模型进行了阐释袁期望能为组织管理者与教师个体信息化教学实践改革提供新的思考与发展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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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教育信息化日益成为助推学校教育教学变革的

重要动力遥 学校作为一个组织团体袁校长是组织管理

者袁 对于校域信息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遥 自

2014年教育部启动 叶中小学校长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项目曳以来袁野校长信息化渊教学冤领导力冶更成为

学术界与实践领域中的热门话题遥相关研究从校域信

息化发展的整体视野出发袁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内

涵尧特征尧发展路径尧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

述袁为整体推动教育信息化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遥

但不可忽视的是袁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核心在于信

息化教学变革袁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前瞻的组织性发展

愿景尧使命也只有为教师有效执行袁才能落实于课堂

场域遥教师能否有效执行学校信息化教学共同体的理

想愿景袁 成为制约学校信息化教学发展的关键环节遥

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是教师对于学校教学发展愿景的

实践贯彻执行袁也是对于组织管理者理念思维的一种

反馈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已有诸多研究对教师信息化教

学能力内涵尧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索袁但对于教师信息

化教学执行力的研究则寥寥无几遥研究欲从学校组织

管理与个体专业能力双重视角审视教师信息化教学

执行力袁构建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袁为信息化

教学改革发展提供新的思路遥

二尧相关概念尧理念及模型构建基础

渊一冤执行力

执行力的研究来源于企业管理领域袁并成为管理

组织的核心要素遥 对其研究可追溯至 20世纪 90年代

初野经营管理之父冶法约尔提出的管理五项职能野计

划尧组织尧指挥尧协调尧控制冶[1]遥 戴明的 PDCA循环理论

渊计划尧执行尧检查尧措施冤可看作是执行思想提出的另

一范例袁 指出系统的每一次循环都是为实现预期目

标袁对质量的持续改进[2]遥2002 年袁拉里窑博西迪等在其

著作中首次系统提出执行力理论袁认为企业组织没有

实现预期目标的主要原因是执行力不够袁并认为执行

力是整套系统的流程袁通过提出问题尧分析问题尧采取

行动的方式来实现预期的目标[3]遥 此外袁保罗窑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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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认为袁执行力是一整套行为和技术体系袁是企业组

织形成竞争力的重要因素[4]遥 国内以周永亮为代表的

研究人员对执行力理论本土化研究较早且较成熟袁认

为野执行是企业成长的关键冶袁并从执行心态尧执行工

具尧执行角色尧执行流程尧执行原理尧执行力评估以及

组织等方面提出了执行的核心要素[5]遥

对于执行力的概念尚未有统一认识袁 但从国内

外管理界袁如保罗窑托马斯与大卫窑伯恩[源]尧王介明 [远]尧

杨振姣[7]尧高丽莉 [8]以及以上关于执行力的阐释中可

以发现袁其具有共同特征院其一袁执行力都是以企业

或组织目标为导向袁关注最后的执行结果曰其二袁执

行都是执行者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奋斗最终达到预期

执行结果的过程袁体现了执行者执行能力的重要性曰

其三袁 执行力的提升是个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

同发挥作用的结果遥 执行力就是执行者以组织愿景

为导向袁充分利用外部条件的支持袁凭借自身的努力

和执行措施袁以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遥 执行力是组织

中的成员对组织战略意图的贯彻袁是一种实践力遥

渊二冤教学执行力

较早在教育教学领域中探讨相关执行力研究的

学者袁国内以崔允漷教授为代表袁指出教育组织与个

体课程执行力的提升是提高课程改革质量的关键因

素袁执行力的提升有助于保证理想的课程在进入现实

场域的过程中依然保持理想[9-10] 遥姚志敏等认为袁教师

课程执行力是教师在课程标准的指引下,有效实现课

程目标的能力[11]遥 陈萍等则认为袁课程执行力是教师

在学校内外条件的支持下袁依据课程标准袁有效实现

课程目标的能力袁并从谋略尧驾驭与评价能力三方面

提出了发展思路[12]遥 在直接阐释教师教学执行力的研

究中袁 有的认为教师教学执行力是教师实现教学目

标尧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任务所具有的能力[13]曰也有

的认为教学执行力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尧教学团队或

者个体按照教学规律与学校的管理制度袁系统尧坚定尧

创新地执行学校教学政策和完成教学任务的能力[14]遥

教师教学执行力已然成为教育教学领域中的重要性

研究议题袁然而袁对于教学执行力的理解袁站在野教师

个体发展冶维度上考虑的较多袁对于教师作为学校组

织中个体存在的考虑较少袁且未有对教学执行力构成

内在结构要素的实质性深度进行阐释遥

结合上述教育领域对执行力的理解袁 依据执行

力的管理学特征袁 教师教学执行力就是指在学校教

育教学改革的整体愿景下袁教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袁

通过系统尧坚定地完成教学工作袁达成教学目标的实

践能力遥

渊三冤信息化教学执行力

信息化教学执行力不同于信息化教学领导力袁

也不同于信息化教学能力和信息化教学实施能力遥

领导力的研究者认为袁教师既是领导者又是执行者[15]袁

既注重教师影响力又重视教师实践力遥 信息化教学能

力强调的是教师运用信息技术解决教学实际问题尧完

成教学活动和教学任务的能力袁是教师自我主体的能

力曰信息化教学实施能力是教师在教育思想与理念的

指导下袁 完成信息化教学设计与教学资源开发后袁即

将进入教学关键环节袁即通常所理解的实施信息化教

学活动的能力遥 而信息化教学执行力强调的是教师运

用信息技术手段袁将学校的信息化教学发展愿景落实

到实践袁并保证实现该目标的实践力遥 学校将宏观信

息化发展规则与学校教学诉求相结合袁转化为学校信

息化教学发展愿景袁 教师作为愿景转化的实践者袁经

过系列的执行过程最终达成愿景期许遥 这一动态过程

不仅仅强调信息化教学的实施袁还注重于教师信息化

教学执行力的执行意愿以及执行过程中所必备的系

列能力要素遥

信息化教学能力与实践能力更多地凸显教师个

体主观发展袁而信息化教学执行力则将学校认定为一

个组织袁校长是组织的领导者袁是学校信息化教学发

展愿景的建立者袁教师是以组织的发展愿景为目标导

向袁 将学校信息化教学发展愿景落到实际的执行者遥

目标导向是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的显著特征遥教师信息

化教学执行力可以理解为院为贯彻落实学校信息化教

学发展愿景袁 教师组织整合各种信息技术和资源袁制

订具体可行的行动方案袁并身体力行袁进行有效的管

理尧评价尧沟通尧反思袁以实现信息化教学发展目标袁达

成愿景的实践能力遥

渊四冤模型构建流程

模型是对现实问题或问题解决方式的表征袁是对

事物内在结构尧联系的抽象化表达[16]遥 模型构建的目

的在于以一个特定视角把握事物的内部逻辑结构及

本质[17]遥 为保证模型构建的科学性与决策的可靠性袁

结合信息化教学特征和执行力领域的相关研究袁借鉴

Reigeluth模型构建方法[18]和 Delphi统计评估法[19]袁研

究形成构建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理论模型的方法

流程:渊1冤提出基本假设袁梳理执行力研究领域的文献

资料袁参照叶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渊试

行冤曳袁结合信息化教学基本特征袁提出教师信息化教

学执行力模型要素袁形成执行力模型构成假设曰渊2冤初

步建立模型袁在假设的基础上袁探索模型假设间的内

在联系袁 初步构建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的理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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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曰渊3冤循环校正模型袁拟定调查表袁以函件的方式向

专家组成员进行征询袁经过多轮循环袁使意见逐步趋

于集中统一曰渊4冤模型最终确立袁在获得专家的一致性

认同后袁确立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遥

三尧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的构建
渊一冤模型构成假设

依据上述模型构建的方法流程袁 首先需提出相应

的假设作为建立模型的基础遥实质上袁信息化教学执行

力是一个明确任务尧设定目标尧达成目标的动态过程遥

执行力不仅要求教师具备相应的执行意愿袁 更需具备

达成目标所需的各种能力袁 并最终将能力贯穿到信息

化教学实践中曰执行动机则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尧实

践活动的产生与持续发展起保障作用袁 具有组织愿景

转化的驱动性功能遥依据执行力产生的意愿目标尧构成

要素与实践路径袁模型分为目标愿景尧能力要素和实践

过程三个部分袁 并将执行动机作为能力要素与实践过

程的外围驱动纳入模型遥 执行力的产生源于管理学领

域的企业组织目标定向袁 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则是

立足于学校作为组织体系的信息化教学发展愿景袁并

将组织愿景转化为自身教学发展愿景袁 将其自动纳入

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中遥在此袁重点对教师信息化教

学执行力的能力要素与实践过程进行分析假设遥

1. 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的能力要素

教师具备一定的执行意愿和动机之后袁需要具备

将愿景落到实际所必需的能力遥构建教师信息化教学

执行力模型需要确定该模型的能力要素遥 由于对野教

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冶研究很少袁研究借鉴企业界对

执行力能力要素的相关阐释渊见表 1冤袁总结归纳出教

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的能力构成要素遥

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是执行力的下位呈现袁分析上

述关于执行力构成要素的阐释袁具体表达方式虽不尽

相同袁但对执行力基本能力要素的阐述具有诸多共同

点袁主要包括理解力尧计划力尧指挥力尧控制力尧判断力

等遥 结合信息化教学特征袁研究初步选取了信息化教

学理解力尧规划力尧整合力尧控制力尧评价力尧创新力作

为模型构建的能力要素遥

2. 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的实践行为

实践行为是教师在具备了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的

意愿和能力之后所要开展的具体执行行为袁是教师信

息化教学执行力有效实施的过程性体现遥 本质上袁教

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的实践行为就是教师在充分理

解学校信息化教学的发展愿景和课程标准的基础上袁

将学校信息化教学发展愿景转化为具体可实现的教

学目标并为实现该目标进行的一系列的教学过程遥分

析信息化教学能力构成的相关研究渊见表 2冤袁可总结

出信息化教学的一般过程遥

表 1 执行力能力要素相关阐述

表 2 信息化教学能力构成相关阐述

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尧实施能力尧评价能力和监

控能力多次被提及袁而这四种能力恰恰构成了信息化

教学的过程袁分别涉及了信息化教学前准备尧实施过

程和教学评价尧监督控制遥突出执行力的特点袁将教师

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的实践过程作出如下假设院渊1冤明

研究人员 提出时间 信息化教学能力结构

顾小清等 2004

基本信息技能尧 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尧

信息化理念/职业道德/伦理及信息化教

学实施能力[31]

彭立 2007
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尧实施能力尧监控

能力[32]

李天龙 2009

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尧信息技术与学科

课程整合能力尧 资源设计与开发能力尧

实施能力尧监控能力尧评价能力[33]

王卫军 2009

信息化教学迁移能力尧融合能力尧协作

教学能力尧交往能力尧评价能力尧促进学

生信息化学习能力[34]

提出者 提出时间 基本的能力要素

魏中龙 2003

领悟能力尧判断能力尧计划能力尧

控制能力尧指挥能力尧授权能力尧

协调能力尧创新能力[20]

周永亮 2004
领悟能力尧指挥能力尧协调能力尧

判断能力和创新能力[5]

Leighton 2005
沟通能力,一是与内部员工沟通袁

二是与客户沟通[21]

Nelson袁Economy 2005
目标设定能力尧授权能力尧监督能

力尧培养员工责任感的能力[22]

Neiman 2005

领会与设计能力尧 按原则办事的

能力尧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尧学习

能力[23]

冯兆田 2008
领导力尧激励力尧协同力尧凝聚力尧

内驱力和约束力[24]

肖军 2009 心态尧工具尧角色尧流程[25]

陈慰萱 2009
理解力尧判断力尧变通力尧领导力尧

协调力尧控制力[26]

柳士顺, 凌文辁 2010
领悟能力尧计划能力尧指挥能力尧

督导能力和创新能力[27]

陈京水袁凌文辁 2012
理解能力尧计划能力尧责任心尧沟

通能力尧自我控制[28]

占绍文袁林 忱 2012

理解力尧计划力尧创新力尧财力尧资

源力尧文化力尧组织力尧信息力尧监

控力[29]

刘雪明袁禹黄姣 2014 理解力尧向心力尧领导力尧协同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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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息化教学目标曰渊2冤 制定信息化教学计划曰渊3冤整

合信息化教学资源曰渊4冤 实施信息化教学计划曰渊5冤评

价信息化教学效果曰渊6冤调整信息化教学计划遥

渊二冤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的初步建立

在确定了构成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的发展

愿景尧能力要素和实践过程的基础上袁根据能力要素和

实践过程等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和时序性袁 初步建

立起了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的模型渊如图 1所示冤遥

图 1 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预设图

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是通过构成要素之间的

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统一体遥执行动机是教师将学校信

息化教学发展愿景最终落到实际所必备的驱动力袁能

力要素贯穿于教师执行过程之中袁推动着教师信息化

教学实践过程不断前进袁以达到学校所期望的信息化

教学发展愿景遥

渊三冤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的校正

1. 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的循环评定

通过德尔菲法对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进行循

环修订遥 研究选择了 10名长期从事教育教学信息化

研究的高校科研机构专家与 15名来自市尧 县电教馆

和教育局教研室的地域专家作为意见征求对象袁以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函调文档袁 征询专家组成员的意

见袁根据意见对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的能力要

素尧实践过程及各部分间的关系进行修改袁再次形成

新的函调文档袁进行新一轮的评定袁最终通过多轮的

循环评定袁专家组意见达成一致袁模型最终建立完成遥

循环校正内容见表 3遥

第一轮修改意见院 在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的整体架

设中袁建议将野学校信息化发展愿景冶改为野信息化教

学愿景冶袁这是因为执行力的主体是教师袁改为信息化

教学愿景可以双重体现组织规划与个体追求意愿遥教

师信息化教学执行过程中的野评价反馈冶应修改为野监

控评价冶遥教师要想获得最真实有效的反馈信息袁不能

仅仅依靠实施结束之后的评价袁更应注重教学实施过

程中的监控评价袁而野评价反馈冶更着重强调教学实施

后的评价袁无法体现教学的过程性特征袁因此袁建议将

野评价反馈冶修改为野监控评价冶遥

第二轮修改意见院信息化教学执行力能力要素中

野规划力冶修改为野计划力冶遥规划强调的是个人或组织

制定的比较全面长远的发展计划袁是对未来统筹性发

展问题的考量遥 计划强调的是依据对内外条件的分

析袁所提出的尧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要达到的目标及实

现目标的方案尧途径遥 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是以学

校信息化教学发展愿景为目标导向袁将该目标分解为

一个个可以具体落实于实践的教学目标袁通过分目标

的实现而最终实现学校信息化教学的发展愿景遥 野计

划力冶更加符合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的要求袁是针

对未来短期目标制订的具体可实现方案和途径遥 野创

新力冶修改为野反思力冶袁创新强调的是利用现有的条

件和知识袁创造一种新的事物尧路径尧方法等遥 教师的

反思是指在教学过程中袁将教学活动本身作为意识的

对象袁主动对自我及教学过程进行计划尧检查尧评价尧

反馈尧控制和调节的能力[31]遥 反思是为了更好地改进

实践袁通过总结和冷静的思考袁不断修正尧调整袁使之

进入更优化的教学状态以取得更佳的教学效果遥重点

不在于创新袁而在于反思性发展遥

表 3 专家循环校正步骤表

第三轮修改意见院该轮重点是对于教师信息化教

学执行力的执行意愿尧能力要素和关键环节之间的逻

辑关系进行了修正遥 专家们认为袁执行动机不仅能够

激发教师将信息化教学愿景落实于实际的教学中袁转

化为一系列具体可操作的执行过程袁而且能够维持并

调节教师执行的行为袁因此袁执行动机应该贯穿于教

师执行力的始终遥 同时认为袁六个能力要素与实践过

程应该进行循环袁 因为两者均具有系统综合性特征袁

能力与过程的各自要素互相形成影响遥 基于以上建

议袁对模型的结构形式进行调整袁凸显各部分之间的

关联循环特征遥

学校信息化发展愿景

明确目标

执行动机
内在动机

反思调整评价反馈开展实施整合资源制定计划

外在动机

执行过程

要素

能力
学理

化教
信息

解力

信息

化教
学规

划力

信息 信息 信息 信息
化教 化教 化教 化教
学整

合力

学控

制力

学评
价力

学创

新力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专

家

意

见

淤野学校信息化

发展愿景冶改为

野信息化教学愿

景冶曰于 执行过

程中 野评价反

馈冶修改为野监

控评价冶

淤能力要素

中 野规划力冶

修改为野计划

力冶曰于野创新

力冶 修改为

野反思力冶

淤执行动机应贯

穿于能力要素和

实践过程中曰于

能力要素与实践

过程应不断循

环袁 但具有阶段

性发展特征

专家意

见达成

一致

模

型

修

正

采纳并修正
采纳

并修正
采纳并修正

模型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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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轮修改意见院三次循环校正后袁专家组对信

息化教学执行力的执行愿景尧能力要素和实践过程的

选取达成了一致袁并对模型的结构形式的修改也达成

了统一的意见遥 模型的循环校正结束遥

2. 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能力要素的验证

经过以上的循环校正后袁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

模型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袁 为了保证模型的实用性袁

编制面向教师的能力要素评价量表袁 进行调查验证遥

教师依据自身经验对能力要素进行评价袁验证能力要

素选取的合理性遥 研究选取了来自广东尧山东与甘肃

等地的 100名中小学教师作为调查对象袁能力要素评

价调查量表通过电子邮件尧QQ尧 微信等形式发放袁回

收 100份遥 具体分析情况见表 4遥

表 4 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能力要素验证分析表

教师们对于理解力尧计划力尧整合力尧控制力尧评

价力和反思力这六个信息化教学执行能力要素认可

度均较高袁完全认同和基本认同的总比例均达到 85%

以上遥可以认为袁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袁这六个因素对

于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贯穿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渊四冤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的建立

通过以上模型假设尧模型初步建立尧模型循环评定

和能力要素的验证袁 最终完成了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

力的模型建立渊如图 2所示冤遥该模型主要由三层构成袁

图 2 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

顶层是学校信息化教学发展的愿景袁具有统领作用曰中

间层是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的六个能力要素袁居于核心

位置曰 底层是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的六个实践行

为袁是执行能力的对应性具体体现遥

四尧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的阐释

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由信息化教学愿景尧

能力要素和实践过程三个部分组成遥愿景尧能力要素尧

实践过程之间互相影响袁执行动机驱动能力发展与过

程实践可持续性袁指向课程信息化教学实践袁共同构

成了执行生态遥能力要素是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的必备

条件袁六个能力要素共同构成执行力的内核袁能力要

素隐性存在袁无法直接观察袁但通过实践过程环节得

以体现遥 实践过程呈现一定的时序性袁与能力要素呈

现出对应性遥 能力要素与实践过程系统循环袁呈现螺

旋改进发展特征遥

渊一冤信息化教学发展愿景与执行动机

学校信息化教学愿景与教师信息化教学愿景相辅

相成袁 前者作为组织系统的目标感染熏陶并引领教师

个体教学愿景的产生尧发展袁对后者具有统摄尧包容性袁

而后者则以个体发展的方式丰富前者袁 强化其系统整

体性的引领功能遥 执行动机是信息化教学愿景得以贯

彻的前提条件袁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袁内在动机主

要来源于教师对信息化教学本身的兴趣袁 以及由学校

发展愿景所传递的自身信息化教学愉悦感与成就感遥

外在动机主要存在于信息化教学活动之外袁 诸如信息

化教学评比尧课题需求尧职称晋升等外在驱动遥

渊二冤信息化教学执行能力要素

执行力的强弱由教师所具备的相关能力要素所

决定遥 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是信息化教学理解力尧计划

力尧整合力尧控制力尧评价力以及反思力等各种能力要

素所构成的合力袁同时袁信息化教学执行力又反作用

于各种能力要素袁形成了相互作用尧相互制约的网络遥

信息化教学理解力院信息化教学理解力在信息化

教学执行力的六个执行过程环节中均有不同程度的

体现袁 但是侧重于对学校信息化教学发展愿景的理

解遥 教师要准确理解学校制定的信息化教学发展目

标袁结合具体学科的课程标准及自身教学经验袁与其

他教师共同将其转化为具体教学目标袁 作为实践指

引遥通过一系列教学目标的实现保证学校信息化教学

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袁推进学校信息化教学进程遥 因

此袁信息化教学理解力是学校信息化教学发展目标最

终实现的必要前提袁教师只有在充分领悟尧理解信息

化教学内涵和信息化教学的发展目标的基础上袁才能

能力要素 完全认同
基本

认同
一般

基本

不认同

完全

不认同

理解力 76% 19% 5% 0 0

计划力 57% 36% 7% 0 0

整合力 62% 38% 0 0 0

控制力 41% 46% 5% 8% 0

评价力 92% 8% 0 0 0

反思力 73% 25%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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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息化教学理念的核心思想贯彻到教学中袁实现学

科内容尧学科教学法和技术的有效整合袁将信息化教

学效果达到最优化遥

信息化教学计划力院野计划力冶是指对具体项目或

事情的计划和统筹能力遥 信息化教学计划力是指教师

在准确理解校域信息化教学发展愿景的基础上袁 根据

已有教学经验袁遵循信息化教学的规律袁选择适当的教

学媒体袁开发合适的教学资源袁设计合理的教学过程袁

以形成科学可执行的信息化教学计划的一种基本能

力遥信息化教学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袁而信息化教学

计划力贯穿于信息化教学过程的始终遥 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要根据实际的教学环境和学生反应袁 及时改变先

前的计划袁即实时地计划尧策划袁以适应变化的环境袁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遥一般而言袁信息化教学计划力充分

体现在教师对学生学情的把握尧教学目标的理解尧内容

的设计尧情境的创设尧资源的开发等方面遥

信息化教学整合力院信息化教学资源是教师开展

信息化教学和学生进行信息化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条件袁因此袁建设和整合信息化教学资源对有效实

施信息化教学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遥整合力贯穿于信息

化教学的始终袁是教师建设信息化教学资源必备的能

力遥 既包括信息技术与学科的整合袁使学科知识以合

适的方式呈现袁 也包括信息化教学中各种资源的整

合袁如将搜集到的资源碎片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整合

及应用遥

信息化教学控制力院 借鉴管理学中的控制力理

论袁信息化教学控制力是指按照事先制定好的信息化

教学计划标准去衡量实际教学的完成情况袁以发现信

息化教学计划实施中的偏差袁 采取有效的调整措施袁

确保信息化教学计划顺利实现的一系列活动遥信息化

教学控制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院 一是预先控制袁即

在信息化教学计划开展实施之前的控制袁在信息化教

学计划实施之前袁对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和问题进行预测袁并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曰二是过程

控制袁即在信息化教学计划实施过程中袁对实施过程

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实施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和教学活

动的开展进行指导和监督袁以保证信息化教学计划有

序有效地开展实施曰三是结果控制袁即对信息化教学

实施结果进行监控和分析袁并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对

信息化教学计划做出调整袁以保证后序信息化教学的

顺利进行遥

信息化教学评价力院是指以学校愿景为引领袁依据

一定标准袁 运用技术手段对教学过程及结果进行测量

及价值判断的过程遥 其贯穿于信息化教学实施与执行

过程之始终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院一是对信息化教学

过程中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曰 二是对信息化教学过程

中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价曰 三是对信息化教学过程的评

价袁 包括前期的信息化教学设计以及使用教学方法策

略等遥信息化教学评价实际上是发现问题的过程袁一般

经由教师自我评价或教师互评袁 以发现信息化教学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遥

信息化教学反思力院 是指教师以本身主体以及

自己的信息化教学活动作为反思对象袁对自己的教学

决策尧教学行为尧教学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教学结果

进行审视尧分析袁并以此为依据对信息化教学计划进

行调整的能力遥信息化教学反思是继信息化教学评价

之后的解决问题的过程袁对信息化教学评价中发现的

问题进行反思并适当调整遥信息化教学反思力主要表

现为两大方面袁一是教师对自身的反思袁主要是指教

师对教学过程的把控尧突发状况的处理尧学生提出问

题的解决等曰二是对信息化教学目标的理解尧教学方

法策略的选择尧教学效果的评价等遥

渊三冤信息化教学执行实践过程

信息化教学执行力的实施过程是教师信息化教

学执行能力在教学中的具体实践行为袁主要包括明确

目标尧制定计划尧整合资源尧开展实施尧监控评价和反

思调整遥 在整个过程中袁教师充分深入地理解和把握

信息化教学的具体目标袁并将目标转化为具体可执行

的信息化教学计划袁包括教学目标的设定尧教学策略

的选择尧教学活动的设计等遥根据信息化教学计划袁选

择适当的资源进行整合尧应用和创新袁以丰富信息化

教学计划袁保证信息化教学效果的最优化遥 在信息化

教学目标尧计划和资源准备就绪后袁进入信息化教学

的具体实施阶段袁在本阶段中教师要具有一定的控制

能力袁把控好教学进度以及突发状况的处理等遥最后袁

对信息化教学实施过程尧实施效果进行评价袁及时发

现问题袁通过后续的自我反思找到问题原因所在并及

时进行相应调整袁进一步改进和调整信息化教学的计

划袁并根据目标进入下一个循环遥

五尧总结与展望

研究依据模型构建的方法袁完成了教师信息化教

学执行力模型的构建遥 一方面袁这一模型为学校管理

层宏观推动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提供借鉴遥管理

者依据该模型袁 从学校信息化教学发展愿景出发袁思

考经由科学的发展路径袁激发学校群体与个体的信息

化教学执行动机袁整体与分布式培养教师校域环境下

的信息化教学执行能力袁这是对学校管理组织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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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遥另一方面袁站在教师个体的角度上袁遵从学校整

体发展导向袁教师通过合理的思维与行动袁将个体融

入学校组织体系中袁使自身成为整个学校信息化教学

团体中的有效一员袁向学校团体靠拢袁为实现学校集

体信息化教学发展愿景而开展教学实践遥研究给出了

教师信息化教学执行力模型袁 从组织团体的角度袁为

学校信息化教学发展提供借鉴袁但如何将模型中的要

素切实地在实践中进行内生性关联袁则依赖于后续的

研究与实践遥 此外袁模型可为教师个体信息化教学执

行力生成提供参照袁但执行力是教师个体在学校组织

系统中的实践力袁受管理尧心理尧评价等多维因素的影

响袁这种影响机制也需进一步探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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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For

teachers are the main practitioners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their instruction execution determines

the achievements of inform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instruction execution, and then according to the approach of model building, builds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that contains the vision, execution ability, and practical route of informatization

instruction in terms of school management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Finally, this model is explained. This

study hopes to provide some new thoughts for the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practice reform of school

managers and individual teachers.

[Keywords] Teachers; Informatization Instruction Execution; Model

渊上接第 84页冤

as the guidelines of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project of Space-

classroom of Famous Teachers (SCFT) aims to realize the docking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contents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a regional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Hunan Province.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background of SCFT, and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project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oject and other online classes as well. The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the projec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space

classroom in detail. Fin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the SCFT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Based on cyber learning space, the SCFT builds the construction system of online courses, gives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space interconnection and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and makes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The SCFT will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future space-based classroom construction.

[Keywords] Space-classroom of Famous Teachers; Cyber Learning Space;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2.0;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 Skills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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