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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lassroom teaching + autonomous learning in SAC” mod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 situational and friendly 

autonom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meet their individual needs and to cultivate their autonomy. In order to bring the functions of 

SAC into full play, a scientific learning resources database must be built . Besides, the teacher must play the role of guide, organizer and 

evaluator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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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自主学习中心的“大班课堂授课+网络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多层次、多渠道、情境化、轻松友

好的英语自主学习环境。这种教学模式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的要求，同时有利于培养学生进行终生学习所需的自主学习能力。要

充分发挥自主学习中心的作用，就要建设科学、恰当的学习资源；教师不再扮演传统的知识传授者的角色，而是充当一位辅导员、促

进者、评估者和组织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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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我国目前的外语教学对学生的学习统一管理过多，从

学习内容、学习进度到教材的选择以及成绩的评定都由教

师统一安排和评定，而对学生的个人语言需求、学习风格

和学习策略的兼顾不足。这种教与学不能满足学生的个性

化学习的要求，同时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自主学

习能力，影响了外语教学的良性发展。培养学生的英语自

主学习能力，关键需要创建适合自主学习的环境，提供丰

富的可供学生自主学习的资源，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学习

策略，帮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同时，学生仅靠课

堂、教材上的语言输入和操练远不足以真正掌握一门外语。

外语学习者必须课后接受更多的语言输入，应该得到更多

的语言学习和操练的机会和环境。而现代信息技术，尤其

是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对提高大学外

语教学质量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一批学

校相继建立了英语自主学习中心，采用“大班课堂授课+网

络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了多层次、多渠道的

英语自主学习环境，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建立自主学习中心的理论基础 

自主学习理论 

自主学习就是指学习者自觉确定学习目的、学习目标、

选择学习方法、监控学习过程、评价学习结果的过程)。简

单地说，自主学习就是“自己负责自己的学习的能力” [1]。

研究发现，学习者积极主动独立地学习会增强学习的动机，

从而会使学习效果更好[2]。是学生为了保证学习的成功、

提高学习效果、达到学习目标，而在学习活动的全过程中，

将自己正在进行的学习活动作为意识对象，不断对其进行

积极自觉地计划、监察、检查、评价、反馈、控制和调节

的过程。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充分的自主学习应具

备以下特征：学习动机是内在的或自我激发的；学习内容

是自己选择的；学习方法由自己选择并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学习时间由自己进行计划和管理；对学习结果能够进行自

我总结、评价，并据此进行自我强化；能够主动组织有利

于学习的学习环境；遇到困难时能够主动寻求他人的帮助。  

人本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理论注重人的价值、人的潜力和个别差异，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CASSR 2015)

© 2016. The authors -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836



强调情感和兴趣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学习自主性等。

该理论认为学习的实质是意义学习，这种学习以个体的积

极参与和投入为特征，是一种自发、自主、自觉的学习，

认为意义学习主要包括四个要素：个人参与性、自发性、

渗透性和自我评价性，提出要废除传统意义上的教师角色，

以促进者的角色代之，促进者的任务就是提供各种学习资

源，提供促进学习的氛围，使学生知道如何学习。自主学

习中心就是为学习者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创造语言学习

的氛围，指导和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真正体现学习者的

中心地位。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核心内容为知识是主动建构的，

而不是被动接受的[3]。没有学习主体的积极主动建构，知

识不可能通过他人的传递就直接被主体所内化。因此，学

习不是学生对教师所灌输的知识简单、被动的接受过程，

而是在一定的情境中，根据个人先前的知识经验，借助他

人（教师和其他学习者）的帮助，对必要的学习资源主动

地进行选择、加工和处理，获取信息，建构新的知识体系

的能动过程。也就是说，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生是学习的

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是学生知识意义建

构的帮助者。教材提供的内容是学生知识意义建构的对象，

多媒体、网络则是学生主动学习、探索的认知工具，用来

创设情景、进行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自主学习中心可以

给予学生最大程度的自主性，充分发挥学生作为认知主体

的作用，对培养学生的英语自主学习能力起着积极的作用。 

 

3．自主学习中心的定义 

自主学习中心（Self-Access Center）是实施或促进语言

自主学习的一个场所或环境，由计算机网络实验室系统和

数字化语言实验室系统有机整合而成[4]。语言自主学习中

心应当包括三个活动区域：图书资料区、电子阅览区、语

言活动区、图书资料区提供各种形式的纸质读物，是学生

阅读全真语言材料和学习辅导材料的场所； 电子阅览区学

生在互联网或局域网内自主选择各类教学和学习软件及各

种媒体资料进行自主学习、以及学生之间在网络环境下进

行自主沟通与交流的要求，同时还为教师对学生的自主学

习进行过程管理、监控和过程性评估提供技术平台。语言

活动区是学习伙伴相互交流、协作学习的地方。这里还有

专业教师值班回答学生有关学习、资料、设备等问题。技

术专业人员负责管理维护那些设备。 

 

4．自主学习中心的作用 

自主学习中心提供丰富的语言学习资源，可以满足不

同层次的学习者的不同需求。Krashen 认为，足够量的、能

够被学习者理解的输入是二语习得的前提[5]。 

自主学习中心配备的电脑、网络、卫星电视、录音机、

影碟机等现代技术设备不仅使学生的语言输入渠道更加广

泛，还可以使学生进入真实的语境，进行体验式的学习，

这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还可以提高学生语言的实际应

用能力。Whitehead 认为思维和学习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中才

有意义，所有的思维、学习和认知都是处在特定的情境中，

不存在非情境化的学习。在脱离情境的条件下获得的知识

经常是呆滞的和不具备实践作用的。Resnick 把非情境化归

结为学校学习中知识迁移不够的主要原因[6]。自主学习中

心的基本目的就是为学习者创建一个情境化的学习环境，

让学习者身处一个真实的情境中，通过构造出真实行为赖

以发生的社会网络和活动系统，促进学习者的知识、思维

和行为间的互动。真实的语言情境可以使学生在英语学习

过程中尽量减少对母语的依赖性，培养英语思维能力，引

发自身的表现力和创造力，进行大量的语言输入和输出的

活动，从而有效增强英语实践能力。 

赋予学生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权力，这有助于激发学

习潜能，发挥自主创造性，从而形成有效的学习方法。“传

统的学习环境中，学习者经常被剥夺了发展决策、自我监

控、注意力调整等技能的机会，而这些技能对于优化学习

经验是十分必要的。相反，在自主学习中心，学生对学习

速度、学习内容及学习方法有充分的控制权、灵活运用权，

从而能够确立最佳的个性化的学习方案，更好地满足了不

同层次学生的个性化要求。可以按自己的水平和需要自由

选择不同级别和水平的学习材料，或侧重词汇语法，或侧

重课文理解，自己设定目标，不断做出调整，决定学习进

度。通过自测反馈信息，可以立即知道自己的学习结果，

发现问题，以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难度和内容。由此产生

的成就感又是高效率学习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心理障碍一直困扰着外语学习者的进步，

成为外语教学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很多学

生害怕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暴露自己的不足，在课堂上表现

出胆怯，被动，焦虑和厌烦等负面情绪。而在使用网络的

学习过程中，由于学习者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

习材料，根据自身特点决定自己的学习进度，他们在课堂

上的焦虑赶可以降到最低水平，就会对即将开始的学习活

动充满渴望和自信，可以达到最佳情感准备状态和最佳情

感激发水平。由于学习者是人和机器进行交流，这种友好

的学习环境使学习者可以轻松地学习，从而使他们的参与

性和学习热情空前高涨。 

 

5．自主学习中心的建设 

要充分发挥自主学习中心的作用，就要做好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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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建设。首先应该建设科学、恰当的学习资源。在材

料的选择上要建立多样的、具有层次性的动态学习资源，

以满足学习者的不同需求和不同的学习动机。 

自主学习中心的建设不仅要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水

平，更重要的是能培养学生的学习策略和学习兴趣。因此，

教师在自主学习中心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7]。在这里，外

语教师不再扮演传统的知识传授者的角色，而是充当一位

辅导员、促进者、评估者、组织管理者和咨询顾问。教师

应对中心的教学资源都很熟悉，在平时的教学中应该将自

主学习中心的学习内容与课堂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根

据自主学习中心的学习内容设计的交际活动。为学生的语

言交际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使课堂教学和自主学习互为

补充。更为重要的是教师要随时为学生提供帮助，让他们

认清自己的语言能力和存在的困难，确定学习目标，制定

学习计划，选择合适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方法。教师还要向

学生灌输自主学习的理论，使学生明白他们在自主学习这

种全新的学习模式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使他们充分认识到

自己是学习的主人，是学习的计划者、组织管理者、自己

和他人学习的评估者，在老师的帮助下学会自我确定学习

目标、选择学习材料、监控学习进度和评估学习成果[8]。

除此以外，教师还应该给予学生情感支持：及时发现并表

扬他们的点滴进步；鼓励遇挫的学生，重燃其学习热情。 

为了保障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心的学习效果，教师要建

立一个多元、动态的评估体系。它既包括评价主体的多元

（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学生互评），也包括评价形式的多

元化（终结性评价、起点评估、形成性评估、诊断性评估

等），还包括评价内容的多元化。形成性评价的主体既可以

是教师，也可以是学生。由于形成性评价的目的是检验学

生学习进步及自主能力发展情况，通过提供反馈来检验效

果，因此采用的形式除了传统的测试外，还可以建立学习

者档案袋和学习周志。这些多元、动态评估体系不仅可以

帮助教师反思和调整自主学习干预方式，提供学生更有意

义和实用的指导，而且可以帮助学生反思自己的问题和差

距，明确努力方向，调整自己的学习计划、进度和学习策

略，约束、指引并促进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质量，达到学习

目标。 

另外，自主学习中心应配备有英语辅导老师和技术管

理人员，他们要随时对自主学习中心进行动态维护。通过

使用记录来了解中心的使用率，同时可以通过记录和问卷

等形式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包括遇到的问题、使用率最

高和最低的资源等），利用这些数据作为中心调整和完善的

依据。另外，技术管理人员还应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遇到

的技术问题。学生在进入自主学习中心时应该接受使用设

备和学习资源的培训，以降低学生刚开始可能因为不熟悉

而造成的焦虑情绪。此外，有的学生自控能力差，一到自

主学习中心就看电影、上网聊天、玩网络游戏等，无法按

时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所以，中心必须配备教师对学生

实施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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