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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nhance faculties’ ability in coping with teaching challenges is an important role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eply explore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faculty of
Chinese colleges. This study conducted 12 one-to-one face-to-face interviews with faculties of Chinese colleges. After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data obtained through interviews, it was found that
faculties in Chinese colleges facing four aspects of teaching challenges: lesson preparation, student
learning, school system and self-develop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llege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policy maker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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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高教师应对挑战的能力是高校教师发展工作的重要内容，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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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临的挑战，为高级院校开展教师发展工作提供依据。本研究对12位高职院校教师进行一对一当面访
谈，经过对访谈资料的质性分析后发现，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中面临教学准备、学生学习、学校体制和
自身发展四个方面的。本研究的结果可为高职院校教师发展工作提供新的思路，亦可为高职院校教师发
展政策和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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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职业技术教育在一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
视程度不断增加，“十三五”期间中国政府计划继续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教师
是教育发展中的关键因素，教师素质的提升是教育质量改进的重要保证。“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中明
确指出将继续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作，加强将专任教师培养培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升
教师教育教学水平作为重要工作[1]。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速，产业升级日新月异，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要求不断提高，社会发展对高
等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生活在网络时代的学生，被称为“网络原住民”，在学习风格和思维方式
上不同于以往的学生[2]。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以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
和较强实践能力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教学与辅导的知能，还要兼具自身
学术和职业技能领域的专长。所有这些都让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中面临重重挑战。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是
教师发展工作的主要内容，而深入了解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中所面临的挑战，才能发挥教师发展工作的
更大作用。
现有文献中关于中国高职院校教师所面临教学挑战的讨论较少，不利于教师发展人员了解高职教师
的教学状况及教师发展工作的开展。是故，本研究拟以质性访谈的方式，深入探索中国高职院校教师在
教学中面临挑战的具体表现，为高职院校教师发展相关政策制定者及工作人员提供参考意见。

2. 研究方法
质性现象研究是描述若干个体对某个概念或现象的经验表述的意义[3]。Miles、Huberman 与 Saldana
[4]认为现象研究关键在于“将个体对现象的描述缩减成为现象的本质”。本研究选取若干拥有职业教育
的教学经历高职院校教师作为访谈对象，经由访谈搜集这些个体对于高职院校教学挑战，从这些讲述中
找出共同点，得出中国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中普遍面临的挑战。
根据以往的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年龄、教学年资、所教授的课程性质及以地域的教师所感知的
教学挑战有所区别[5]，故本研究以受访者性别、年龄、教学年资、学科性质及服务学校所在省份的兼
顾为原则选取研究样本。研究者利用承办“高职院校教师暑期培训」的时机，邀请参培教师自愿参与访
谈。
本研究最终受访者为 12 人，其中男性 3 人(25%)，女性 9 人(75%)；30 岁以下 1 人(8.33%)，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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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8 人(66.67%)，41~50 岁 3 人(25%)；教学年资 <= 4 年的 3 人(25%)，4~10 年 4 人(33.33%)，超过 10
年的 5 人(41.67%)。为方便资料分析，研究者根据访谈的先后顺序将其编号为 T01~T12，研究对象的人
口学数据如表 1。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调查法搜集资料。研究者通过根据事先确定的访谈大纲和访谈问题与受访
者对话的方式搜集数据。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受访者所感知的高职院校教学中面临的挑战观点比较集中，
几个主要的问题一直重复被提及，当访谈进行到第 8 个受访者时，已经没有新的构念出现，为了谨慎起
见，本研究继续访谈了 4 位受访者，直到确认不再出现新的构念，遂终止研究一的深度访谈。
本研究主要参照 Creswell 的现象研究数据分析方法，同时借鉴其他学者的建议进行数据分析。为了
提升研究的效度，研究者将访谈稿或研究结论摘要，送给研究参与者确认研究者的意见和他们的一致。
研究者将逐字稿交请另一位教育专业博士班同侪编码，比较其编码与研究者本人编码的一致性，以确保
资料分析的信度。

3. 结果
本研究将访谈产生的录音资料转成 10 篇逐字稿(本研究的最后一次访谈由于受时间限制，安排三位
受访者同时参与谈话，所以本研究一共进行了 10 次访谈)，共计 78，680 字，由于每篇逐字稿的篇幅较
大，为方便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快速找到相应的文字位置，本研究对每篇逐字稿中的主要文字段落进行
编号。编号的规律为 Tm-n，T 为 teacher 之首字母，m-n 表示第 m 位访谈者之逐字稿中的第 n 段文字。逐
字稿形成后，通读每篇逐字稿若干遍，熟悉资料内容。
根据 Creswell 的现象研究资料分析方法，研究者在在逐字稿中标示出受访者关于他们在教学中所面
临的挑战的重要陈述,建构这些陈述所蕴藏的概念，并标注在旁边，在本研究共标示出重要陈述 85 处。
重要陈述和概念举例见表 2。
接着对上述概念进行归类整理后形成以下四个主题，概念与主题的对应见表 3。
Table 1.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表 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编号

性别

年龄

教龄(年)

学校所在省份

所授课程

访谈时间

T01

男

35

3

云南

游戏杆技术

29 分钟

T02

女

32

5

山东

大学生创业

30 分钟

T03

女

24

2

云南

宝玉石检定

25 分钟

T04

女

50

27

四川

高级护理技术

28 分钟

T05

女

39

19

云南

珠宝加工工艺

25 分钟

T06

男

36

12

四川

临床护理

34 分钟

T07

女

36

4

云南

市场营销

30 分钟

T08

女

34

9

山东

手工制作

30 分钟

T09

男

38

10

云南

机械原理

60 分钟

T10

女

46

21

山东

俄语基础

T11

女

40

9

山东

思想政治理论

T12

女

50

27

山东

大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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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xamples of important statement and conception
表 2. 重要陈述和概念举例
重要陈述

概念

学校的硬件设施不太完善，实训的东西不太有……以前办过一个实训的(工作室)，好像和
社会的接轨性不强(T9-4)

学校实训条件不完善

这个事实是一门实操性很强的课程，但是老实说，哪些设备我自己也只是见过，根本没
用过(T8-1)

教师对自己的操作能力没有信心

平时又要做科研，又要管学生，还要上课，也很难抽出精力来真正做好一件事件(T7-5)

教师觉得工作很杂

Table 3.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mes and conceptions
表 3. 主题与概念的对应
主题

概念

教学准备

教师不熟悉企业操作技能 T8-1；教材内容不符合生产实践 T4-4；课程内容枯燥 T3-5、T6-1；教材陈旧 T3-3；
教授的课程不是自己的专业 T3-1、T3-2、T8-1；上新课 T3-1、T8-1、T11-1；教师专业知识不足 T1-9，T2-1，
T2-3，T4-1，T5-1，T8-1；教材内容不符合生产实践 T4-4; 课程内容枯燥 T3-5，T6-1；教授的课程不是自
己的专业 T3-1，T3-2，T8-1；教材陈旧 T3-3；上新课 T3-1，T8-1，T11；教师专业知识缺乏 T1-9，T2-1，
T2-3，T4-1，T5-1，T8-1；教师与产业脱节 T1-8，T4-1，T9-5

学生学习

学生学习兴趣不持久 T9-1；学生课堂纪律差 T6-2；学生不参与课堂活动 T5-1；学生学习习惯差 T4-1；学生
学习能力差 T4-1；学生接受能力差 T4-1；学生没有学习积极性 T3-5，T5-1，T9-1；学生基础差 T1-5，T9-1；
学生参差不齐 T1-4；教学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T1-4，T7-1

学校体制

实训条件不足 T6-4，T9-3；班级人数太多 T5-1，T6-1，T6-6；没时间备课 T4-1，T5-1；教学时间不够 T4-1,T6-1；
未实施分层教学 T1-4；老师少 T1-3，T6-7；杂事多 T1-1，T1-11，T7-1；课多 T1-1

自身发展

教学方法的使用 T8-1；难以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 T6-5 T6-5，T4-3；教学基本技能弱 T5-1; 课堂管理能力弱
T3-4，T3-5；没有成就感 T1-4；教师缺乏改革动机 T1-6，T7-1，T9-4

主题一：教学准备
通过对访谈数据的分析发现，受访者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教学的准备上。在准备教学的过程
中，教师自己首先要熟悉课程内容，接着他们考虑用有趣的内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高职院校的教学
中，更要注重提供并且在职业岗位中有用的内容。
熟悉课程内容——很多老师(T3，T2，T8，T11)表示“上新课”是最令他们痛苦的事情。为了准备新
课的教学，T11“整个暑假，每天备课到晚上 11 点……推掉了所有朋友聚会等活动”。T2 在大学所学的
专业是中文，由于课程调整，语文课被缩减，T2 不得不承担起“市场营销”课程的教学，虽然花了很多
时间准备教学内容，但是 T2 觉得自己的课是“干巴巴的”、“离开 PPT 就不会上课了”。T8 拥有 10
年教学经验，在专业调整中，作为专业负责人的他主动承担了一门最难上，没人愿意上的新课，从第一
年“照本宣科”到逐渐“开始关注方法”，经历了 4 年，可是这门课程的教学还是让他感觉“没底气”、“没
信心”、“最头痛”、“上完课有很强的挫败感”。
现在还要去上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东西，哪怕是上了 4 年下来，毕竟比专门学这个的要没有底气，上这些课的
时候学生不怎么听，我都不好意思叫他把注意力提高，因为会想是不是自己上得不好。然后，每次上完这个课都很
难受。然后我同事讲得很夸张的就是，进课堂之前要深吸一口气，感觉跟上刑场一样。那种教学挫败感很强，上自
己熟悉的课就会好一点。(T6-3)

提供有趣的内容——在实现了上课时“有内容”可讲这个最低保障后，教师会要求自己讲些“有趣
的内容”，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T2，T11 都表示她们大部分备课时间都在网上“找案例”，可是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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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感到挫败的是，这些案例故事在讲的当下也许能引起学生的注意，短时间内“提高学生的抬头率”，
案例一讲完，学生又开始“该干嘛干嘛”了。T2 教授的“市场营销”课程并非她大学所学的专业，在“市
场营销”的教学中，虽然找了很多“最新的案例”，但是由于自身专业知识的匮乏，无法“像老教师那
样从案例中发掘出很深的东西”(T2-3)，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而随着网络新媒体的普及，学生获得
信息的速度和管道不输教师，教师要靠“新”、“奇”的案例博得学生的注意已非易事。
我觉得反正每次上课之前呢，因为我教市场营销或者是创业，他都需要就是更新案例吗，我都会从网上查阅相
关的案例，然后把他梳理一下，然后放到我的课堂当中。因为我们这个这两个课吧他和那种什么公共课什么数学语
文不一样，每年的案例变化是特别快。比方说共享单车，可能去年还没有呢，今年就有了，我就会把这种新鲜的东
西加到我的课堂当中，然后以此来提高同学们的兴趣。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因为过多的关注案例而忽视了一些
其他的东西。(T2-3)

提供有用的内容——职业教育提倡“知识够用”的原则，所谓“够用”是指所教的知识能够用于工
作并且在工作中够用即可，这是与研究型大学要求知识体系完整最大的区别。在高职院校，学生的“实
用主义”倾向也更为明显，他们常常会质疑老师讲的内容在他们日后工作岗位上的用途。所以，给学生
提供“有用的内容”是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内容准备中的另一个自我要求。内容“有用性”的判断标准
来自于实际的工作岗位的需求，这就要求教师对实际职业岗位上运作有良好的认知。本研究中很多教师
(T1，T4，T8，T9)表示他们与企业的合作和联系并不密切，所教授的内容和企业实际操作之间存在明显
的落差。T1 表示自己因为和企业有很多合作，把这些合作项目带进教学，效果还不错，而有些老师因为
“长期和企业脱节”，导致“肚子里没货”，“无论用什么教学方法，效果都不会好”(T8-1)。T9 表示
她毕业于工业设计专业，现在担任学前教育专业的“幼儿手工制作”课程的教学，可是入职 5 年来，学
校从未安排她到学前教育相关岗位上实践或考察，直到靠着自己的人脉关系利用寒假去一个幼儿园实习
后才发现“自己原来的教学内容完全不符合学生将来要从事的幼教工作的需求”(T9-5)，觉得很有愧疚感。
T4 从事医学护理专业的教学，发现教科书的内容和编写体例都与医疗机构的实际运行存在落差，曾设想
将护理行业的操作指南作为教学内容，但是在具体实施并不容易。
我曾经想把指南的内容的话就是引入到我们教学过程当中去，后来这个问题的话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的原因，
因为指南的话他相当于一个手机的说明书，这个手机其实我们要用手机的话很容易很简单，但是把说明书读完，几
乎没有人去认认真真地把说明书读完。所以因为鉴于太多的内容，比如说我们通过印数据，然后通过发电子文文件
这种方式让学生去看的话，没有考核，没有检测，也没试过，我们就自己估计他们不会看。(T4-4)

综上所述，“有内容”、“有趣的内容”、“有用的内容”是高职院校教师在准备教学时的三个自
我要求，三者之间存在逐步递进的关系。首先保证自己上课时“有内容”可讲，不至于“冷场”，这是
完成教学任务的最低要求。在达到最低要求后，教师会开始关注学生的反应，希望用“有趣的内容”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接着，教师对教学有更高的追求，希望自己能够给学生提供“有用的内容”，能提升
学生的就业能力。然而，由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开发及师资的特殊性，实现以上
三条要求并不容易，教学内容的准备也就成为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主题二：学生学习
在访谈中发现，“学生难教”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T1-4，T5-1，T3-5，T4-3，T6-5)，而经由
对资料的分析得出，教师认为“学生难教”主要表现为“缺乏学习动机”、“不听从教师安排”、“先
备知能不足”、“个体差异大”。
缺乏学习动机——T3 教授的课程理论性较强，内容很枯燥，T3 认为这种课程“只能是讲(述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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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有什么活动可以做……什么角色扮演、案例分析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她的课上，“学生积极
性非常低”，不管讲什么，学生都没兴趣(T3-5)。T5 觉得“大部分学生都不爱学习，没有学习热情，懒
散”(T5-1)。T9 由于家庭的原因，从一所本科院校调到高职院校，她发现“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兴趣没
本科学生的学习兴趣高”(T9-1)，主要表现为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持久，老师改变上课方式，刚开始学生会
“爱听一阵子”(T9-1),马上就有不感兴趣了。
虽然说有一些课程能够调动起他们，但是不能整个学期贯穿下来都能把他的积极性都调动的很好，可能有那么
几节课，他们爱听感兴趣了，然后爱听，然后让让他一个学期上下来就每节课都很好的话，很难(T9-1)。
开始的时候效果不错，但是的话过两天，然后学生已经适应了，你这个东西又有免疫力了，可能你又难组织下
去了，所以可能需要根据你的内容各种方法综合利用，我感觉是要让学生琢磨不到你什么时候要用什么。(T1-12)

不听从教师安排——访谈中，不少教师(T4，T5，T6，T8)表达了他们在教学管理中的困扰。T4，T6
提到他们所服务的学校学生逃学现象严重，学校为了保证到课率，要求老师每堂课都要点名，于是他们
要“浪费”(T6-5)大量的时间在点名上，对于本来就觉得课时紧张的老师更是雪上添霜。T5 在教学中想
通过提问上次课所学内容的方式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可是听到的答案多半是“我不知道”、“我
没复习”、“我忘了”。T3 是位温和的新教师，她表示“管不住学生”、“学生一点都不怕我”，她上
课的时候学生在下面“嗡嗡嗡”的声音远远高过老师的声音。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拥有 10 年教学经历的
老教师 T8 身上，他每次上课都要佩戴扩音设备“小蜜蜂”才能压过学生的吵闹声(T8-1)。
课堂把握不好，就管不了学生，然后学生好像也不太怕我。管不住。然后也像那个很多老教师求助了很多方法，
然后也试着管了一下，但是还是觉得有点力不从心的。(T3-5)
学校会搞 70~80 个人一个班，那个也很恐怖，一个是老师嗓门可能都罩不住，解决的办法就是挂扩音器，也叫
小蜜蜂或唱戏机，很搞笑。(T8-1)

先备知能不足——T4 从事护理专业的教学，认为她的学生“接受能力比较差，理解能力比较差……
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也比较差”(T4-1)，要让他们学会需要花很多的时间。T4 表示医学上很多知识还是
要靠学生课后记忆和背诵，学生不愿意课后花时间学习，学习效果受到很大的影响。T1 发现一些学生虽
然从职业高中升学到高职院校，可是基础还是很差，甚至高中阶段的课程好像没学过一样，需要从头讲
起，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对正常的教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T1-5)。T12 是英语教师，她发现有为数不少
的学生英语基础大概只有小学水平，甚至有学生不能完整说出 26 个英文字母。
个体差异大——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在专业选择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愿倾向，一部分是基于对
专业及对象职业的兴趣，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大学入学考试失利而进入高职院校，这两类学生在学习动机
上存在明显的区别。T9 则发现在高职院校，男女生在学习行为上各有不同。男生大多思维活跃，比较具
有创意，但是不太愿意服从老师的指令，也比较不喜欢传统的知识学习；女生大多比较“听话”，能按
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但是思维通常没男生开阔(T9-1)。高职院校的生源主要来自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
两个管道，而有些高职院校为节省运营成本或因师资短缺，抑或因为招生数量不足等原因，尚未实现两
类生源学生的分班教学，导致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上存在很大差异，给教学造成很
大的困扰(T1-1)。
特别快的那种学生十多分钟做完了，但是慢的学生下课了还没做完，就会这种参差不齐，差异性很大。然后现
在我们那边情况特殊，也没采取分层教学，职高来的和普高来的一起上课。(T1-1)
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行为直接影响到教师在教学中农的体验和感受。上述高职院校学生“缺乏学习动机”、
“不听从教师安排”、“先备知识不足”、“个体差异大”的状况，使教师在教学中感觉“没有成就感”(T1-1),“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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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感很强”(T8-2)。

主题三：学校体制
除了上述教学内容和学生给高职院校的教学造成困扰之外,最让高职院校教师感觉无奈的是来自学
校层面的限制，具体表现为：
课多事杂——不少受访者表示他们平时教学工作量太大(T1,T4,T5,T6,T7),T1 谈到“同时上 3 门课，
每星期 25-30 节课”(T1-1)在他们学校很普遍。T4 表示因为课多，所以没时间备课，更不可能研究教学
法，只能采用最简单的讲述教学(T4-1)。T1 和 T7 认为困扰他们的不仅因为课多，而且与教学无关的“杂
事”也很多。T1 曾经担任两个班级的班主任工作，“各种各样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这些事情占用了
老师太多的时间和精力。T7 认为学校没有给老师明确的定为，导致老师“教学”、“科研”、“服务”
三头忙，三头都做不好(T7-5)。
那平时就要做科研，要管学生，要上课，也很难抽出精力来说真正的做好某一件事情。其实现在我们老师大多
情况都是什么都没做好，然后几头都在忙。感觉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定下心来做的。(T7-5)

班级规模大——访谈中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在注重技能训练的职业教育中，班级人数太多是影响教
学效果的主要因素。T8 表示在他服务的学校，为了节省运营成本，每班人数都在 60-100 人之间，甚至少
于 55 人的班级，授课教师的课酬还会处以八折支付。班级规模太大，给教师的课堂管理带来很大困扰，
T6 表示假如他用点名来确认学生的到课情况，“全班同学的名字念一遍就已经 20 分钟过去了”(T6-6)。
受访者认为班级规模大也是阻碍教师改革教学方法的主要原因，班级人数太多，做活动或者组织小组讨
论，总会“乱哄哄”、“控制不了”(T3-4)。
但是学校为了节约成本的关系，他就要求一个班必须要够 55 个人，不够 55 个人的话就要扣系数，就是这个课
时上面要扣系数，可是人一多的话，就实践性的课程，比如分个组，发个标本，每个组走完一圈可能差不多就下课
了，就是根本没办法关注到那么多人，这个是一个难点。(T8-1)

实训条件不足——职业教育以训练学生职业技能为主要教学目标，而职业技能的提升必须有充足的
实训条件作为保障。T6 任教与医学护理专业，由于学校没有条件安排学生到医院见习，单凭来自书本和
课堂的知识，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学生理解病例特征和建立起体恤患者的职业精神(T6-1)。
T9 任教的幼教专业，需要有个手工制作的工作室，向学校申请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麻烦。
学前教育专业已经上了有五年了，硬件设施还是不行，就是像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手工制作室是都没有……跟
学校申请的时候学校说就说有困难，没有教室，没有场地，后来好歹挤了一个场地，就一个，可是我们一个年级都
得六七百学生 6，这一个教室，怎么来轮流让他们使用这个地方呢？(T9-3)

T9 所在的广告策划专业，虽然配置了专业的制图设备，成立了模拟广告公司，可是因为来自市场的
真实业务，机器都成了闲置(T9-2)。
受访者在谈到学校层面的教学挑战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无奈的神情。上述教学准备的问题，抑或
是学生学习的问题，教师或多或少可以想出一些办法，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可是面对学校层
面造成的课多事杂，班级大，实训条件不足等问题，他们除了接受没有其他办法。
主题四：自身发展
从以上内容、学生、学校三个方面已经可以看出高职院校的教学并非易事，这更要求教师自身有强
大的教学热情和够硬的教学能力才能应对。本研究发现高职院校教师最自己的教学热情和教学能力并不
十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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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动机不强——C1，C7，C9 都坦言虽然自己已经发现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改革的动机却
不是很强。“在教学生花的心思还是太少的”(T7-1)，“没有全方位地想办法解决”(T1-6)、“创新的积
极性不高”(T9-4)，甚至有受访者表示“大家都那样，你一个人改革会觉得怪怪的”(T7-5)。
教学方法不精熟——对于入职不久的新老师而言，设计教学活动、撰写教学大纲、课堂板书、课堂
管理等基本教学技能是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T3-4，T5-1)。对于具有一定教学年资的教师而言，在处理学
业评价、大班教学等问题上仍存在诸多困惑。如 T6 表示他了解只用期末考试成绩衡量学生学习成就有失
偏颇，但是他一直不知道过程性考核该如何设计与实施。
T5 和 T8 都是拥有 10 年以上教学经验的老教师，
参加过很多关于教学方法的教师培训，却发现这些方法很难在自己的教学中实施，导致多年来一直采用
单向的传统讲述教学(T8-1)。
综上所示，高职院校的教师在教学中面临重重挑战(表 4)。他们需要为熟悉课程内容，上课有内容讲，
并且提供有趣、有用的内容苦苦奋战，备课到深夜；他们需要担忧“缺乏学习动机”又“不听从教师安
排”的学生，需要为提升学生的能力绞尽脑汁；他们又受困于学校的机制，默默承受巨大的工作负担；
他们也会陷入工作倦怠或对自己的工作效能信心不足。

4. 讨论和建议
(一) 讨论
本研究以质化研究为取向，以 12 位高职院校教师为访谈对象，通过面对面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搜集
数据。经过对资料的分析后发现，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中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教学准备、学生学习、
学校机制和自身发展四个方面。
教学准备是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本研究的受访者也表示他们需要在教学准备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教师准备包括教学内容的准备和教学方法的准备，本研究受访者对教学内容的重视程度高于对教学
方法的重视程度，熟悉教学内容、准备有趣、实用的教学内容是受访者教学准备的重点，相比之下，教
学方法的选择应用，教学活动的设计规划以及课堂管理等问题并未来引起较多的关注。可见教师还是将
自己视为教学内容的源头，向学生传递知识和技能是他们的主要职责。根据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知识
并不是通过他人传输而获得，知识是个体在自身原有知识架构的基础上，通过有意义的探索而获得的。
所以，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是帮助学生建立起原有知识架构和新知识之间的桥梁，激发学生探索的欲望，
而不是致力于将自己脑子里或是书本上的内容倾倒给学生[6]。
学生缺乏学习动机是全球教育面临的问题。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海量信息随
处可得，当今的学生习惯于通过各种网络终端获取信息。学校教育如果还是以教师“一言堂”的形式展
开，很难提起学生的兴趣。这一代学生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敢于挑战教师的主导地位，教师不再被视
为“站在神坛上的圣人”，教师需要走下讲台，走到学生中间，经营平等的师生关系。随着高等教育的
普及，坐在大学课堂里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不同认知能力，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不同学
习动机的学生聚集在同一个课堂，将成为常态。传统“以一适百”的教学方式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材
Table 4. List of teachers’ teaching challeng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表 4. 高职院校教师教学挑战一览表
来源

教学准备

学生学习

学校体制

自身发展

具体
表现

熟悉课程内容
提供有趣的内容
提供有用的内容

缺乏学习动机
不听从教师安排
先备知能不足
个体差异大

课多事杂
班级规模大
实训条件不足

参与改革动机不强
教学方法不精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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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是教育真理，教师需要根据不同学生的特质提供适合的教学，让每个学生都有平等的受教权利，
这实践中虽然会遇到很多阻碍，但也应该作为每个教育人共同拥有的信条。
教师的教学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教学改进仅凭教师个人所得实现的效果是有限的，外界环境对教
师的教学改进可以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繁重的工作负担是各国高校教师共同面对的问题，Sorinelli，
Austin 和 Eddy [7]的调查也发现，40%的受访者认为，承担多元的工作任务是高校教师面临的主要挑战，
而且这个挑战是部分教师任教年资的，新教师和资深教师都感觉肩负了许多的责任，像一个拿着“超载盘
子”的服务生。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大学入学门坎降低，班级规模不断增
大，教师需要学习应用大班教学的技巧。
(二) 建议
本研究的结果说明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中面临重重挑战，值得引起政策制定者和教师发展人员的重
视，因为这些挑战弱不能妥善处理，可能转变为教师的职业压力，进而引起教师的职业倦怠。
1) 政策制定者。合理配置高职院校招生计划，对各校的招生计划进一步予以审核，避免师生比失调。
在高中阶段设置相应的课程，使学生做好心理和知能上的准备，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模式。校方也可在
新生入学教育时设置相关的内容和环节，让学生了解大学学习和高中学习的差别，培养自主学习的意识。
关注高职院校教师工作环境，制定或调整相关措施，减轻教师工作负担，缓解教师工作压力。
2) 教师发展部门。创新教师发展模式，根据教师的差异化需求，为教师教学改进提供多元渠道。如
为教师提供一对一的咨询，解决教师个性化的问题；组建教师学习社群，让有相同需求的教师共同学习。
3) 教师。当今世界，培养学生的能力远比交给他们知识重要。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记忆复制前人
创造的知识，而是让学生具备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具备批判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转变
观念，转变角色，将自己定位与学生学习的帮助者，而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和传递者。教师可以不是内容
的专家，但一定要让自己成为学习的专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使教师的首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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