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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教育要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既符合本专业教

育的统一性，又正确定位，扬长避短，体现学校的办学特色„„   

关键词：教育技术；本科专业教育；复合型人才培养；基本素质与核心能力 

 

Abstract: Bas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trend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natur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s a field of study and practice, the writer 

proposes a model for training undergraduate ET major students at SISU … 

Key Word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undergraduate academic program; training 

of cross-disciplinary students; professional foundations and core 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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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模式研究 

 

教育技术学 2009 级  潘 宇  学号 0091128011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自 1986 年建立至今已有 18 年了。2004 年 5 月，

国家教育部对我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进行了评估，评估专家充分肯定了本校各相关专

业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方向、学科交叉的办学特色与所取得的成绩（丁勇，2004），也

希望我们加强对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 

一、全球化时代要求培养的人才目标 

在发展一个专业时，考虑本校的学术资源和“我们能做什么”的问题，这无疑是

必要的。但有关专家（Heinich, 1995; Kaufman, 1997）指出：这仅是对手段的考虑，

同样重要的是要关注“社会要我们做什么”的问题，这是对目的的考虑。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诸如高新科技大发展、全球经济大开放、多元文化大

汇合和经济体制大转轨等严峻的挑战„„ 

二、对教育技术的基本认识 

教育技术是技术，其目的是促进人的学习和改进人的绩效（Reiser, 2002; Seels and 

Richey, 1994a）。尽管教育技术运用的资源（包括各种理论、方法和媒体技术）在发

展，“但它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的基本原理没有改变”（Heinich, 2004, p.15）。

根据目前的文献资料，我们认为教育技术领域的主要研究与实践及其知识基础包括如

下方面（表 1）： 

表 1 教育技术领域的主要活动及其知识基础 

子领域 主要研究与实践 知识基础 

分析 
需要的分析（前端分析） 

教学/绩效改进目标的确定 

行为科学 

认知科学 

设计 
教学系统设计（计划） 

传播讯息设计 

一般系统理论 

学习理论 

             （资料来源：Seels and Richey, 199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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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教育技术实践的特性，我们提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

学生应培养如下专业基本素质与核心能力： 

（一）专业基本素质 

1. 崇尚科学，重视应用理论指导实践，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 

2. 有职业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能正确处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 

（二）核心能力 

1．分析与设计 

能开展绩效分析或学习需要的分析；能因地制宜地选用教学（培训）设计的模

型„„能分析教学（培训）环境的特点等。 

2．开发与制作 

„„ 

综上所述，我们把教育技术专业基本素质和核心能力的培养与英语教学加以整

合，拓宽专业口径，以发展“基础厚、特色强、口径宽”的办学特色„„图 1 反映了

这一思路。 

 

 

 

 

 

 

 

 

图 1 教育技术核心能力的部分应用领域 

 

本文总结（或结束语） 

我们认识到，教育技术是一个发展中的领域，它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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