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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著作《掌握综合认知技能》( 1997) 概述了四元教学设计模式( 4C /ID) ，另一本专著《综合学习
的十个步骤》( 2007 年第 1 版，2012 年第 2 版) 提供了一种面向综合学习的系统化研究型设计环
境。他已经发表了 150 余篇有关学习与教学的学术论文，担任着《学习与教学》杂志的副主编和另
外几家高级学术刊物的编委，他是《培训杂志》提名公认的一位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世界领军人物，
曾获得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颁发的“国际贡献奖”。

本文主要讨论的议题是两位作者最近出版的

一 本 专 著 涉 及 的 综 合 学 习 十 个 步 骤 ( van
Merrinboer ＆ Kirschner，2007) ，它作为“四成分教

学设计”( 4C － ID) 的改进，更加突出了操作性。综

合 学 习 设 计 最 初 是 由 范 梅 里 恩 伯 尔 ( van
Merrinboer) 在 1997 年首次提出的。综合学习设

计的十个步骤是一种处方性的理论，旨在为教师、
教学培训设计专家和教学设计新手等提供有关四

成分教学设计的操作版本。本文所阐述的模式特

别适用于开发教育与培训项目，其培训时间跨度可

以在数周到几年不等，用以帮助学生掌握综合认知

能力( 即 本 文 所 说 的 综 合 学 习 所 期 望 达 成 的 结

果) 。

一、综合学习

综合学习旨在整合知识、技能与态度，协调不

同性质的组成技能，重在将学校和培训课程所学的

知识迁移到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去。许多已研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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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设计模型推动了综合学习的研究，例如有“认

知学 徒 制”( Collins，Brown，＆ Newman，1989 ) ，

“自然学习模式”( McCarthy，1996) ，“教学对话”
( Andre，1997) ，“协作问题解决”( Nelson，1999 ) ，

“建构型学习环境”( Jonassen，1999) ，“做中学”
( Schank，Berman，＆ MacPerson，1999) ，“多元理

解方式”( Gardner，1999) ，“STAR 财富”( Schwartz，
Lin，Brophy，＆ Bransford，1999 ) ，还有“四元教学

设 计 模 式 ” ( van Merrinboer， 1997; van
Merrinboer，Clark，＆ de Croock，2002 ) 自身的贡

献。这些理论都把聚焦真实的学习任务视作学习

与教学的驱动力，因为这些任务能够帮助学习者整

合知识、技能与态度，协调好各种组成技能成分来

解决问题或者完成任务，推动学习者将所学知识迁

移到新的任务和问题情境中( Merrill，2002b; van
Merrinboer，2007; van Merrinboer ＆ Kirschner，
2001) 。

虽然前两个目标对于教学与培训来说是必不

可少、不能低估的，但是教学设计者所面临的根本

问题是在实现第三个目标，即促进学习迁移上束手

无策。在日新月异的真实社会情境下，教学设计

( ID) 理论需要设计并开发那些帮助学习者获得并

迁移专业能力或复杂认知能力的课程。综合学习

的十个步骤( van Merrinboer ＆ Kirschner，2007) 认

为，要达到促进学习迁移的目标，就亟需开辟教学

设计理论的新方式。下面，我们将对此作一简要

阐述。

二、整体化设计

整体化设计与还原式教学设计方法相对。在

还原式方法中，综合的内容和任务被逐级分解还原

为最简单的元素或者成分，以便分解的元素可以通

过呈现( 如: 讲解教学) 或练习传递给学习者。尽

管在元素间相互作用不明显时，这一方法可能很管

用，但是当出现元素间联系紧密、互动频繁的情况

时，还原式教学设计方法就会失效。因为在这种情

况下，整体是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化设计方法试

图把握好这种综合性，既能顾及相对独立各个组成

部分，又不会忽略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采用

整体化设计方法可以解决教育领域中三种痼疾，即

分割化、碎片化和迁移悖论。
分割化

教学设计模式通常是面向一个特定的学习领

域，比如认知、情感或者心理动作领域。而进一步

的区分，比如在认知领域，还可以体现为陈述性学

习模式和程序性学习模式的差异。前者是强调建

构概念性知识的教学方法，后者则是强调获取过程

技能的教学方法。这种分割化的做法———将整体

划分为截然分开的部分和类别———在职业和专业

教育领域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优秀的实践者往往具有高度发达的认知技能

和操作技能，对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别有洞见，具有

端正的态度，并能够不断更新这些知识、技能与态

度。换句话说，这些专业能力的各个层面不能在难

以彼此守望的学习领域中支离破碎地呈现。因此，

为了克服分割化的弊病，综合学习的整体化教学设

计模式倡导整合陈述性学习、程序性学习以及情感

性学习，促进学习者建立一体化知识基础，提升实

现学习迁移的可能性。
碎片化

即便不是全部，绝大多数教学设计模型都免不

了有碎片 化 之 嫌。传 统 的 教 学 设 计 模 式 视 碎 片

化———将客体分解为细小的、不完整的、彼此割裂

的部分行为或者过程———作为一种基本的手段来

使用( 参见 Ragan ＆ Smith，1996; van Merrinboer
＆ van Dijk，1998 ) 。碎片化教学设计模式的典型

特征是先分析既定的学习领域，然后再将它分解为

不同的学习目标或者行为目标( 例如记住某个事

实，运用某个程序，理解某个概念，等等) ，然后选择

不同的教学方法实现各个独立的目标( 例如机械学

习、技能应用和问题解决等等) 。对于综合能力而

言，每个具体教学目标都会对应一个子技能或是组

成技能，如果要想统揽全部教学目标的话，自然会

采用局部任务排序的方法。因此，学习者每个时段

只能学一个或几个有限的组成技能。新的组成技

能是逐步添加进来的，学习者很少有机会练习整套

综合技能，即便有的话，也是出现在教学的最后

阶段。
这种碎片化的方法的问题在于，大部分综合能

力或职业胜任力，在完成任务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之

间存在着大量的交互，对彼此协调有着很高的要

求。将一个综合的领域或任务分解成一系列独立

的元素或者目标，而后分别对这些目标开展教学，

并不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必要的协调，如

此做法是难以成功的，因为学习者最终无法在迁移

情境中将分离的元素整合起来并使之协调( Clark
＆ Estes，1999; Perkins ＆ Grotzer，1997; Spector ＆
Anderson，2000; Wightman ＆ Lintern，1985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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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修正这一缺陷，整体化教学设计模式聚焦于达成

一组高度整合的目标，特别是在完成真实任务的过

程中协调地达成这些目标。
迁移悖论

教学效率常常是教学设计者常常主动追求或

者被要求实现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往往设

法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 1 ) 减少练习题数

量，( 2) 压缩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 3) 降低学习

者为了实现学习目标所付诸的努力。举个例子，假

设学习者需要学会诊断某技术系统中的三种不同

类型的故障( 分别用 e1，e2 和 e3 表示) ，同时又假

设学会诊断每个故障至少要做三次练习，那么，通

常情况下教师可能会训练学习者先诊断故障一，再

诊断故障二，最后诊断故障三。于是，学习任务常

常就是按照 e1，e1，e1，e2，e2，e2，e3，e3，e3 的

顺序排列。
尽管这样的序列安排可能对于达成这三个具

体教学目标来说是最有效率的，但它也带来学习迁

移效果差的不利影响。其原因在于所选定的教学

方法引导学习者针对诊断每个特定的故障建构了

高度专门化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只能以教学目标所

限定的方式运用，无法灵活运用。如果设计者旨在

促进学习迁移，其目标是帮助学习者能够诊断出技

术系统中不同种类的故障，那么让他们以一种随机

的顺序练习诊断三种故障，就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因而调整后的学习任务序列可能如下: e3，e2，e2，

e1，e3，e3，e1，e2，e1．
对于实现三个孤立的教学目标来说，第二种学

习任务序列安排可能不如第一种效率高，因为它增

加了练习时间，或者需要学习者付出更多的努力。
甚至对单独某一个教学目标而言，它可能需要更多

练习才能让学习者达到前面用三次练习就能获得

的掌握水准。但是从长远计，它确实体现了更出色

的学习迁移效果。迁移增强的原因是这种教学方

法建构了一般的、抽象的知识，而不是完全局限于

三个具体的、特殊的故障，因此能让学习者顺利地

诊断新的、之前不曾遇到过的故障。这种现象———
对于实现孤立的，特定的目标来说最管用的教学方

法，通常不是实现整合的目标和学习迁移的最好方

法———就被称为“迁移悖论”( van Merrinboer ＆ de
Crook，1997) 。整体化教学设计方法考虑到了如

何才有利于解决迁移悖论问题，确保了学习者在遇

到新问题时，不仅拥有特定的专门知能应付问题的

熟悉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拥有必要的一般知

能或者抽象知能来处理问题的不熟悉方面。

三、四成分与十步骤

十个步骤( van Merrinboer ＆ Kirschner，2007)

是“四 元 教 学 设 计”( 4C － ID; van Merrinboer，
1997) 的处方式说明，旨在为教师、参与培训设计的

某领域专家以及教学设计人员提供一个实用的版

本。它通常用来开发那些耗时较久的学习或培训

课程，其长度从几周到几年不等。在课程设计中，

这一模式通常可以被用来设计课程的核心部分，以

培养一种或多种职业能力或综合能力。“四元教学

设计”和“十个步骤”有这样一个基本假设: 即综合

学习的培训蓝图总是可以用四种基本成分来加以

描述，即: 学习任务，相关知能，支持程序和专项操

练( 参见表 1) 。
“学习任务”这一术语是在较一般意义上使用

的，它可以指学习者要学习的案例，或者要实施的

项目，要解决的问题，等等。其共同的标志是基于

现实生活的完整任务，旨在整合学习者的知识、技

能与态度。一组完整的学习任务是按照从易到难

的任务类别加以排列的，在每一个任务类别中提供

的学习者支持力度是逐渐减少的，这些都反映了学

习任务的变式度。
表 1 综合学习设计四个基本成分与十个步骤

基本成分 十个步骤

学习任务

1． 设计学习任务

2． 排序任务类别

3． 设定学业目标

相关知能

4． 排定相关知能

5． 厘清认知策略

6． 确定心理模式

支持程序

7． 设计支持程序

8． 明晰认知规则

9． 弄清前提知识

专项操练 10． 安排专项操练

“相关知能”是指帮助学习者学会完成学习任

务的非常规方面，通常包含问题解决和推理。它说

明了某一个领域的知识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如何才

能学会解决问题等。对每一个任务类别来说，所需

要的相关知能必须得以明确，并且应该让学习者掌

握起来得心应手。相关知能架起了学习者已知什

么和在学习任务中要真正掌握什么这两者之间的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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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程序”让学习者学会掌握任务的常规方

面，也就是学习任务中每次都以相同方式进行的方

面。它具体规定了究竟如何去做一件事情，并且最

好是即用即学，即学即用。一旦学习者能够做到娴

熟于心的时候，那么就要及时撤除支架。
最后，“专项操练”指的是当学习者需要十分

熟练地掌握学习任务中某些常规方面时，所进行的

额外练习，帮助他们对学习任务的常规层面达到高

度的自动化。专项操练一般来说就是指大量重复

训练。不过，专项操练要在引入了完整的、有意义

的学习任务之后才开始。
如表 1 的右边一列所示，四个基本成分与其中

四个设计步骤是直接对应的: 分别是设计学习任务

( 步骤 1) ，排定相关知能( 步骤 4 ) ，设计支持程序

( 步骤 7) 和安排专项操练( 步骤 10) 。另外六个步

骤是以上四种设计步骤的补充，只是在确实必要的

时候才加以实施。步骤 2 将任务类别进行排序，按

任务类别从易到难的顺序组织学习任务，以确保学

习者从简单的任务开始，而后逐渐增加难度。步骤

3 中明确了学习目标，确定可接受的掌握标准。这

对于评估学习者的表现并向他们提供反馈来说是

必要的。步骤 5 和 6 用来对相关知能做深入的分

析，这对掌握学习任务的非常规方面会有帮助。而

步骤 8 和 9 则用来对支持程序做深入分析以掌握

学习任务的常规方面。

四、设计四个基本成分

图 1 展示了四个基本成分( 与表 1 左栏相同)

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图 1 综合学习的培训蓝图

学习任务

学习者是通过归纳型学习过程来逐渐形成一

种综合知识体系的，归纳型学习能够保证学习者在

学习中从具体的经验内部抽象出相关知能来。因

而，每一项学习任务都应该提供完整的任务体验。
这就意味着学习者面对的学习任务全部或者几乎

全部都应该来自于现实生活中要完成的任务所包

含的重要技能，以及整合与此相关的知识与态度。
正是在这样一个完整的学习方式中，学习者很快就

能形成一种学习任务的全局观，这样的全局观对把

握学习过程的层层相依性质是大有好处的。学习

任务的序列对综合学习的培训课程方案提供了一

种基石，如果用图示加以表征，大概像下面的样子:

变式度

鉴于上述已经讨论过的“迁移悖论”问题，培

训蓝图必备的要求是学习任务在各种维度上呈现

必要的差异，就像它们在复杂多样的现实生活本来

就有差异一样。业已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有没有

练习的变式度，这是实现学习迁移的重要保障———
对相 对 简 单 的 任 务 ( 如 Pass ＆ van Merrinboer，
1994b; Quilici ＆ Mayer，1996 ) 和 复 杂 任 务 ( 如

Schilling，Vidal，Ployhart，＆ Marangoni，2003; van
Merrinboer，Kester，＆ Pass，2006) 来说都是如此。
因而，学习任务序列具有差异性特征无疑将成为综

合学习培训课程方案的基石。如果用图示加以表

征，大概像下面的样子:

任务类别

教师不可能在培训课程一开始就呈现十分困

难的学习任务，甚至要求学生有高度的协调运用能

力。常用的对策是请学习者一开始先接触相对容

易的完整任务，逐渐过渡到难度加大的完整任务

( van Merrinboer，Kirschner，＆ Kester，2003 ) 。在

学习任务的分类中，代表特定难度任务版本的每一

个具体任务，组成了任务类别。同一任务类别中各

个学习任务，都能依靠相同的一般知识基础来完

成，在这种意义上说，这些任务是等价的。不过，正

像前面所论述过的那样，同一学习任务类别中的不

同具体学习任务之间，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差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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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才和复杂多样的现实生活相符。要想学业表现

更加出色，安排在后面出现的任务自然应该比前面

出现的任务难度更大一些，更加“血肉丰满”一些。
我们在后面讨论培训设计蓝图时，学习任务的组织

就是按照任务类别的定制序列出现的( 即用圆点围

起来的方框) ，代表了完整任务从易到难的排序方

式。如果用图示加以表征，大概像下面的样子:

支持与指导

当学习者进入新的、难度更大的任务类别时，

重要的是必须得到支持与指导以便能够协调应对

学业表现的不同方面要求。所谓“支持”，更确切

地说是“任务支持”，主要是向学习者提供有关学

习结果方面的帮助，也就是说帮助明确已知条件是

什么，目标求解是什么，从已知条件到目标求解的

解决方 案 有 哪 些，等 等 ( 即 它 是“结 果 定 向 型 帮

助”) 。所谓“指导”，更确切地说是“学习过程指

导”，主要涉及同成功地解决问题本身有关的过程

帮助( 即它是“过程定向型帮助”) 。
当学习者慢慢地积累经验更有胜任能力时，支

持与指导本身应该在一个搭建脚手架的过程中逐

渐撤除。从学习任务的高支持到学习任务的无支

持可以通过所谓的支持方式连续体得以体现，具体

来说 是 从“案 例 学 习”到“补 全 学 习”( van
Merrinboer，1990; van Merrinboer ＆ de Croock，

1992) ，再到“常见学习任务”( 详见 van Merrinboer
＆ Kirschner，2007 ) 的变化。在一幅培训蓝图中，

我们将看到每一个任务类别中都有一个或者多个

得到高支持力度( 圆圈中的灰色部分) 的具体学习

任务，逐渐过渡到低支持力度的学习任务，最后结

束于无支持力度的常见学习任务。如果用图示加

以表征，大概像下面的样子:

再生性与创生性的组成技能

组成技能并不全都相同。有些组成技能是受

控型的和有图式差异的，即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

另一个问题的套路很不一样。而在技能层级链中

处于较低位置的其他组成技能，在解决问题时从一

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是高度一致的，套路没有什么

大的变化，这就是基于规则的加工。这种组成技能

涉及到在一个新的情境中“相同的知识的相同应

用”。甚至我们不妨说这些技能是不依赖于“知

识”的，因为相关知能本身已经完全镶嵌在规则中

了，因为规则已经完全熟练了。
组成技能可以被归为两类。一类是“创生性技

能”，这体现为培训之后要求表现出基于图式加工

的能力，指向行为中的解决问题和推理方面。另一

类是“再生性技能”，这体现为在培训之后要求表

现出基于规则的加工能力，指向行为中的常规方

面。把技能分为再生与创生两个方面对于十个步

骤( van Merrinboer ＆ Kirschner，2007) 来说非常重

要，因为面对不同类型的知识技能所采用的有效教

学方法也是迥然相异的。
相关知能与支持程序

相关知能对于“创生性组成技能”非常重要，

它向学习者揭示了某一个学习领域是如何加以组

织的以及在这个领域中如何学会解决问题。呈现

知能的教学方法应该有助于促进图式建构，以鼓励

学习者深层次加工新信息，尤其是将新信息与记忆

中已经贮存的原有图式联系起来，这一图式建构的

方法被称之为“精细加工”。由于这样的知能对处

于相同任务类别的所有具体学习任务来说都是直

接相关联的，因此最好在应对新任务前就予以讲解

到位，同时保证在掌握该类学习任务时随时可以调

用。如果用图示加以表征，大概像下面 L 型条状

样子:

支持程序则对于掌握“再生性组成技能”至关

重要，它具体规定了学习者如何完成学习任务中的

常规方面，最好采用直接的、按步就序的指导方式。
呈现技能( 程序) 的教学方法应该有利于促成规则

熟练，并且在完成学习任务时随时能够调用，以便

能很容易地镶嵌在认知规则中，这一规则熟练的方

法被称之为“知识编辑”。由于技能( 程序) 是同学

习任务的常规方面直接相关的，所以最好在学习者

完成任务时第一次需要的情况下才出台( 即“即用

即学”) ，在此后的学习任务中逐渐撤除。如果用

图示加以表征，大概像下面黑棍条状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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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操练

学习任务本身只提供了整体操练。这种从局

部任务向整体任务转型的范式，可能会有利于克服

分割化和碎片化的缺陷。不过，仅此还是不够的。
在一个培训课程中有时候可能有必要包括额外补

充的专项操练，通常这是在需要掌握某一学习任务

时涉及高度熟练的再生性技能的情况下出现的。
此时，学习任务的系列本身没有提供足够的重复已

达到娴熟于心信手拈来的程度。针对这些需要熟

练掌握的再生性组成技能的学习任务，教师可以提

供专项操练，就像孩子在熟练乘法表或者操练弹奏

乐器技巧时一样。
用于专项操练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促进规则熟

练，尤其是有助于“强化”这一子过程。强化是一

种在多次成功实践中促使认知规则每一次都逐渐

得到巩固的过程。对某一个学习任务的特定再生

性技能进行专项操练，只有在把握了整体学习任务

的意义之后才能实施。只有这样，学习者才能在一

个丰富的认知情境下开始操练。如果用图示加以

表征，大概像下面加框的小圆圈样子( 如: 练习题

目) :

五、十个步骤

图 2 展示了综合学习的完整设计过程。灰色

的方框指的是设计综合学习的十项活动。这些活

动特别能够帮助设计者达到教学的效果、效率与吸

引力。下面，我们自上而下地解释这幅图的每一个

细节。
图的下半部分与前一章里的培训蓝图的图示

基本相同，包含与“四元”相对应的四项活动。“设

计学习任务”是培训蓝图的核心。对于掌握每个任

务类别来说，都为学习者设计特定的难度水平的多

种完整任务练习，直到他们达到了预先规定的这一

层级的标准时，再进入下一级更难或更复杂的任务

类别。“排定相关知能”是指为学习者提供信息，

帮助他们掌握特定任务类别中有关问题解决和推

理( 即创生性的) 方面的学习任务。“设计支持程

序”指的是对如何完成学习任务中常规的( 即再生

性) 方面提供非常具体的信息。最后，如果特定的

再生性方面要达到很高的熟练水平就需要“安排专

项操练”了。
图的中间部分包含五项活动。居于中间的活

动———“排序任务类别”，是对学习者将面对的学

习任务种类按由易到难的顺序进行排序。它以最

能促进学习的方式将任务组织了起来。难度最低

的任务类别对应学习者的起始水平( 即他们在刚参

加培训课程时已有的知识) ，复杂或困难的任务类

别则与最终成就水平相对应，这一水平是由整个培

训课程的最终表现目标所规定的。

图 2 综合学习设计的十项活动

认知策略和心理模式( 图中间靠左侧) 对帮助

学习者完成任务的创生性方面是必要的。“厘清认

知策略”要回答下述问题: 那些高效完成任务的人

是如何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一任务领域中的问题的?

而“确定心理模式”要回答的问题是: 这一领域又

是如何组织的? 能系统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以

及相关领域的心理模式，都被用作给某一特定任务

类别“设计相关知能”的基础。对任务的创生性方

面开展分析，与确定任务类别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互

作用: 困难的任务类别比简单的类别需要更加细致

精巧的认知策略和心理模式。
认知规则和前提知识( 图中间靠右侧) 对帮助

学习者完成任务的再生性方面来说也是必要的。
“明晰认知规则”要求确定条件和行动的配对，使

得熟练的人在实施任务的常规方面时不需要劳心

费神( 如果满足条件，那么就采取行动) 。而“弄清

前提知识”则确定需要了解些什么东西才能正确地

运用那些“条件———行动配对”。这两类分析的结

果共同构成了“设计支持程序”的基础。另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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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行动配对确定下来也有助于为专项操练

设计练习题。
图的上部只有一项活动，即“设定学业目标”。

因为综合学习面对的是一系列高度整合的目标，所

以焦点是将综合能力分解为一个能涵盖完成现实

任务所需的各个方面，或者说全部组成技能的目标

层级。换言之，我们感兴趣的是细化学业目标，为

每种组成技能都确立标准，说明怎样的学业表现是

可接受的，并将目标内包含的技能分为创生性和再

生性两大类。学业目标为对技能的创生性和再生

性方面进行分析提供了起点，也确定了学习者要达

到怎样的学业表现水平。
如箭头所表示的那样，有一些活动为其他活动

提供作为前提的输入。这意味着综合学习设计的

最佳顺序会是先设定学业目标，接下来排序任务类

别，分析创生性和再生性方面的要求，最后再设计

培训蓝图的四个成分。事实上，之前十个步骤确实

是以 这 种 分 析 顺 序 来 加 以 说 明 的 ( 如 van
Merrinboer ＆ de Crook，2002 ) 。但是现实的设计

工作中，各项活动都彼此影响，互相牵扯。因此，以

何种顺序开展这十项活动才最有效的，这本身是一

个开放性的问题，很难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六、动态模型

上文所呈现的模式对教学持一种系统动态性

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了构成教学系统的元素之

间的相互依赖性，认识到其所具有的动态本质，这

种动态性质使系统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

种设计方式既是“有序”的又是“整体”的。说它是

有序的是因为依循输入———处理———输出范式是

其内在的固有特征。在这一范式中，系统的特定组

成部分的输出会作为其它组成部分的输入，而某一

设计活动的输出又会作为其它活动的输入。举例

来说，分析的结果会作为“排定相关知能”的输入。
与此同时它还是整体的，因为它相信每个组成部分

的作用或功能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其它组成部

分，也受到其它组成部分影响———因此设计过程是

高度动态和非线性的。例如，刚才提到的对技能的

创生性方面的分析可能还会影响到任务类别的选

择和排序。

七、投石击水: 从活动到步骤

戴维·梅里尔( 2002a) 提出了与十个步骤完全

一致的“波纹环状教学设计模型”。它将确定学习

内容作为优先考虑的事情，对传统教学设计进行了

扬弃。也就是说，将要学习的内容而不是抽象的学

习目标，成为最先确定下来的东西。在波纹环状教

学设计方法中，设计者要设计一个或数个这一类型

的学习任务( 这是指要通过教学帮助学习者学会某

种类型的任务) ，作为丢入湖心激起一串涟漪的那

颗鹅卵石，启动一系列设计活动。这一处方式教学

设计对教师和教学设计领域的其他实践者来说是

可行且有用的。
由学习任务构成的主干: 步骤 1、2、3
前三步旨在开发一系列学习任务作为整个培

训蓝图的主干:

步骤 1:设计学习任务
步骤 2:排序任务类别
步骤 3:设定学业目标
第一步，投出那颗鹅卵石，就是要确定一个或

几个学习任务。这些任务要相当典型，体现学习者

在接受了教学之后能够掌握什么样的完整复杂技

能。这样的任务在过去曾经被有些教学设计专家

被称为“摘要”，这是一个充分体现该技能的最具

包摄性的、最基础的任务( Reigeluth，1987b; Reige-
luth ＆ Rodgers，1980; Reigeluth ＆ Stein，1983 ) 。
这样，从一开始就在一个相当具体的层面上很清楚

说明了培训课程要达到怎样的目的。通常，仅仅向

学习者提供几个学习任务还不足以帮助他们形成

掌握完整任务所必需的复杂技能。因此，波纹环状

方法的另一特色是，在把第一个整体学习任务这颗

石子抛进教学设计的池塘之后，要排定难度逐步提

升的一系列同类任务。如果学习者能完成所有这

些任务，那么就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要教的知识、
技能和态度。设计之池里泛起的这一波，也就是步

骤 2，是要将学习任务归入难度不同的各任务类

别，并安排出合理的顺序。最简单的任务类别中的

任务符合学习者的起点水平，而最难的任务则是在

学习者将结束学习历程前出现的。为了给学习者

的学业表现好坏提供必要的反馈，也为了确定他们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一个类别任务的学习继续前行，

有必要明确可接受的学业表现所要达到的标准是

什么。设计池里的下面一波，也就是步骤 3，要确

定学习者若想以合乎要求的方式完成任务的话，需

要达到哪些标准。这一步的主要工作是设定学业

目标。波纹环状方法以此种方式避免了一种常见

的设计问题，即在开发过程初期设定的目标不得不

在后来为迎合最终的教学内容而做出调整，甚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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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
知识，技能和态度: 步骤 4 到 10
设计之池中接下来的层层波痕确定了在逐步

进行各学习任务的时候，完成每个任务所必需的知

识、技能和态度。这就引出了培训蓝图余下的组

分，它们紧跟在学习任务这一主干之后。我们把相

关知能、支持程序和专项操练各自所对应的步骤分

开来谈。接下来的步骤中旨在设计和开发相关知

能的有:

步骤 4:排定相关知能
步骤 5:厘清认知策略
步骤 6:确定心理模式
相关知能是那些能帮助学习者完成学习任务

中与问题解决和推理相关的创生性方面的信息。
各组相关知能与各任务类别相对应。通常，相比简

单的任务类别，综合任务类别需要更加详尽和精细

的相关知能的支撑。如果已经有可用的教学材料

了，步骤 4 只需重新组织现有教学材料，将它们与

任务类别对应起来即可。那么步骤 5 和步骤 6 就

可以忽略了。但是如果需要从零开始设计和开发

教学材料，可能就要用第五步来分析该任务领域中

的熟手会用哪些认知策略来解决问题，也可能要用

步骤 6 来分析那些描述了该领域的组织结构的心

理模式。步骤 5 和步骤 6 的结果为设计相关知能

提供了基础。而同相关知能的设计和开发类似，与

设计、开发支持程序相关的步骤有:

步骤 7:设计支持程序
步骤 8:明晰认知规则
步骤 9:弄清前提知识
支持程序是指执行学习任务的再生性方面所

需的信息。它精确地规定如何执行这些方面( 因此

被称为“程序”) ，而且最好是“即用即学”，即当学

习者完成某个学习任务的过程中确实需要这些信

息的时候再呈现。而在接下来的学习任务中这些

支持程序很快将被撤除，通常被支持新程序的新信

息所替代。如果已经有诸如岗位辅助，快速参考指

南，甚至是电子绩效支持系统之类的有用教学材

料，那么步骤 7 仅限于将这些材料更新并恰当地和

学习任务关联起来就可以了，就可以跳过第八步和

第九步了。但如果要从零开始设计支持程序，就要

通过步骤 8 分析认知规则，确定驱动常规行为的

“条件—行动”配对; 通过步骤 9 分析正确运用认知

规则的前提知识。步骤 8 和步骤 9 的分析结果为

设计支持程序提供了基础。最后，依据任务的属性

以及完成任务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可能还需要进行

第十步，也是最后一步:

步骤 10:安排专项操练
在特定的条件下，还需要对复杂技能的某些再

生性方面进行额外的练习以达到较高的熟练水平。
比如，在有些情况下再生性组成技能非常重要，因

为不正确的操作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或者造成巨大

的财产损失以及不可逆转的材料或仪器损坏。假

如需要设计专项操练，步骤 8 的分析结果( 也就是

“条件—行动”配对) 将会是有用的输入。相关的

详 细 论 述 可 以 参 考《综 合 学 习 设 计》( van
Merrinboer ＆ Kirschner，2007) 一书。

八、教学系统设计情境下的十个步骤

“十个步骤”通常会在教学系统设计( ISD) 的

情境中予以应用。教学系统设计包含的范围较广，

通常将教学设计过程分为五个阶段: ( 1) 分析，( 2)

设计，( 3) 开发，( 4) 应用，( 5) 总结性评估。在这种

所谓的 ADDIE 模式中，形成性评估贯穿于各个阶

段。十个步骤的范围较窄，集中在教学设计过程的

前两个阶段，即任务与内容的分析和设计。十个步

骤将精力集中于对要培养的综合能力或职业胜任

力进行分析以及转化分析的结果，分析过程中同时

关注了任务和内容，而分析的结果则转化为可以进

行开发和应用的培训蓝图。“十个步骤”最好与教

学系统设计模式一起运用，以支持那些在“十个步

骤”中没有涉及的活动，比如需求评估和需求分析，

教学材料的开发、实施与传递，还有实施培训项目

后的总结性评估等。
［责任编辑 向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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