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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can influenc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for several teaching cycles, it is found 

that in addition to some important subjective factor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lots of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curriculum setting, campus atmosphere,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should not be ignored either. In particular, the stable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site, 

reasonable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learning campus culture will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and high-skilled talent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mobilize 

all forces to help teaching within the visible and touchable range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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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因素颇多。通过多个教学周期的观察、调查和访问，

发现除了教师与学生个人主观因素之外，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校园氛围与教学环境、课堂

教学设计等客观因素也不容忽视。尤其是稳定而且专业的教学场地、合理的课堂教学设计以及学习型

校园文化将对学生学习效果将起到较大的影响作用。为了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高职院校需要调动

全部力量在学生可视、可触范围内助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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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社会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需要日益增大。在李

克强总理 2019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从 2019
年起要对高职院校实施扩招，人数是 100万人，旨在于让

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从客观需求到政策

保障两方面来看，高职院校中学生的数量稳中有升，同时

来源途径丰富。面对教育背景各异、学习目的不同的学生，

如何提高教育教学效果是各所高职院校老师都需要思考

的问题。本文将重点讨论影响高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点客

观因素。

2. 影响学习效果的主观因素

2.1. 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发挥程度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主观能动性指的是人的主观意识和实

践活动对于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主观能动性一方面指人

们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则指在认识的指导下能

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毋庸置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挥出

的个人主观能动性是影响学习效果的最大比重因素。这主

要表现在：学生有长远的人生规划和学习目标比漫无目的

的学习效果要好；自己要学习与被迫学习相比，前者学习

效果要好；自己认为可以通过努力思考解决问题与遇到问

题就萎靡不振相比，前者更易高效进步。教育界的各专业

的人士都无不承认，教学中必须千方百计调动学生主观能

动性这一中心，教师致力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

育教学工作才可以高效进行，才能进一步地取得教学成果，

提高教学水平[1]，这是学生提高学习效果的可靠保证。

2.2. 教师人格魅力及教学能力的影响力度

作为教学活动中第二主体的教师其教学风格及个人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的表现程度是影响学习效果的另一大因素。

教师的人格示范效应是由其劳动特点决定的。教师劳动具

有示范性、复杂性、创造性、长期性等特点，教师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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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由教师的任务和职业角色等多重性所决定，其中示范

性包括：在教育过程中教育的基本手段与教育者融为一体；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直接榜样，他的思想行为、求知精神、

科学态度、思维方法等都对学生起示范作用。教师劳动手

段的特殊性，决定了教师的示范作用[2]。
“亲其师，信其道”，良好的学习效果离不开学生的努力，

但也离不开老师的言传身教。《左传》提出了为人处世的

最高标准，即“立德立功立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在教育教

学中，老师要表现出乐于献身专业、献身科学、献身祖国

的道德情怀；要展示出与时俱进、精益求精、勇于探索和

实践的立功精神；要体现出兼具国际视野与文化自信的立

言风格[3]。教师的这些特点将在学生学习过程中逐渐形

成无言之教，更深远地影响其学习效果。

3. 影响学习效果的客观因素

3.1.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契合
度

在“职教 20条”中明确指出，职业教育要“摆在教育改

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牢固树立新发

展理念，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

就业需要，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完善职业教育

和培训体系”。由此可见，无论专业，构建面向工作岗位

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是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核心任务。

高职教育应围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目标，以社会需求为依据，以强化实践能力、设计能力与

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工学结合为切入点，以培养能力和技

能为主线，强基固本、提质增效，为社会输送大量的合格

人才。

3.2. 专业课程标准与学生可接受程度之间的关
系密切度

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导下制定出的专业课程，一方面

应符合社会市场需求变化和人才规格的动态要求，参照相

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恰当融入企业、行业标准，保证专业

结构优化，突出职业能力培养；另一方面要结合学生情况，

适当调整课程体系，规范课程教学要求，提高课程教学质

量，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在专业技能方面达到既定水平。

课程设置既不能脱离社会需要也不能与学情脱节。如果只

考虑社会需要而舍弃学情，专业学习效果将成为空中楼阁；

相反则无法达成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

3.3. 稳定而专业的教学场地落实程度

在以技能型人才为培养对象的高职教育中，教学场地尤其

是实践场地的稳定性与专业性的落实程度也会较大程度

影响学生学习效果。

稳定的教学场地一方面可以保证教学可持续，另一方面可

以使学生的学习保持一致性。首先，对于教师教学而言，

稳定的教学场地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教师在熟悉的教学

场地中便于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从而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其次，学生在稳定的教学场地中实践，

有利于减少因场地更换而带来的一系列时间和精力成本，

此外，由于稳定而带来的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等也有

利于学生提高其学习效果。

在专业性较强的教学场地中，教师更容易设计真实的教学

情境。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下进行学习，可以充分利用自己

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经验去同化和索引当前学习到的

新知识，从而赋予新知识以某种意义。

3.4. 因材施教式教学设计的科学度

因材施教的核心思想是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与学活动。特

别是对于高职学生，他们的成长背景各异、学习习惯欠佳、

学习动机不一，只有因人而异的教学设计方案才能满足其

需求。

在教育理论中，皮亚杰提出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亦强调以

学生为中心，认为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

建构者；教师只对学生的意义建构起帮助和促进作用，并

不要求教师直接向学生传授和灌输知识。所以，借鉴建构

主义的教学设计原则与方法更加能够实现因材施教的目

的。

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原则中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情

境”对意义建构的重要作用；强调“协作学习”对意义建

构的关键作用；强调对学习环境（而非教学环境）的设计；

强调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来支持“学”（而非支持“教”）；

强调学习过程的最终目的是完成意义建构（而非完成教学

目标）[4]。
科学的因材施教式教学设计应该：首先，以教学目标分析

为基础确定“学习主题”。然后，创设与主题相关的尽量

真实的情境。第三，确定学习主题所需要的信息资源种类

和每种资源在学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应从何处获取

有关的信息资源，如何去获取以及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资

源等问题，在学生遇到困难时，教师应给以适当的帮助。

第四，根据学生的情况，遵照“发挥学生的首创精神、 将

知识外化和实现自我反馈”的原则，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并对学生的自主学习作不同的设计。第五，设计协作式学

习环境，以便在个人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开展小组讨论、协

商，以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对主题的意义建构。第六，设计

评价方案用来确切反映出每个学生学习效果，设计强化练

习，以纠正原有的错误理解或片面认识，最终达到符合要

求的意义建构[5][6]。

3.5. 学习型校园文化的达成度

校园文化是以校园为主要空间，涵盖全体院校领导与教职

工，以育人为主要导向，以精神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

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等为主要内容，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

校园精神、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它是学校发

展的灵魂，是凝聚人心、展示学校形象、学校文明程度的

重要体现。积极、健康、向上、丰富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

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对

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方面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果将在学校里通过专业课程中的听、说、练习、实践等

方式学到的内容称之为知识的话，那么其余通过耳濡目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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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熏陶使学生自觉养成的气质、品位、习惯、信念等则

可以称之为文化。

文化与知识最大的区别在于，文化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

表现在人的举手投足之间；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

起来的经验，表现在处理专业知识或问题方面的熟练程度。

从本质上讲,文化属于价值观的范畴，而知识属于认识的

范畴。没有读过《论语》的人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

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言行举止之间表现出“达

礼”；相应地，读过《论语》的人也一定知道“吾日三省

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

乎？”，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也会见到这样的读书人阳奉

阴违、反复无常、鸡鸣狗盗。由此可见，有知识的不一定

有文化，有文化的也不一定有知识，两者之间不具备等同

性。知识可能会被遗忘，但内化其中的文化却是可以一直

加以传承。

“学习型校园文化”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它是一种在以

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强调团体学习，提倡能动创新，搭

建共赢平台，倡导宽容善待，突出敬业进取的价值主张

[7][8]。
爱因斯坦曾于 1936年 10月 15日在纽约州立大学举行的

“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论教育》中说过：

“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

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

如上所述，一个人可以忘掉在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但是

在学习型校园文化中不断地熏陶而培养的积极态度、勤奋

品质、科学方法、良好习惯等却可以终身陪伴。

众所周知，在校期间，如果学生具备端正的学习态度，那

么就会呈现出“我要学”的学习劲头；如果学生认可勤能

补拙，那么就会在学习瓶颈期表现出勇于克服困难的学习

精神；如果学生具备科学的学习方法，那么就会体会到事

半功倍的学习成就；如果学生拥有严谨致学的精神，那么

才会在漫无边境的学海中昂霄耸壑。

4. 结论

影响高职学生学习效果的因素有许多。从教与学的主体来

看，学生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程度与教师个体对学生的

影响力。除此之外，教学环境、教学设计、校园文化等客

观因素也会不同程度上对学习效果影响。在教育过程中，

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妇孺皆知，如果高职院校的全体教职

员工都能在各自岗位体现育人的本位，积极地为营造学习

型校园文化而努力，那么学生的学习效果上新台阶指日可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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