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慕课（MOOCs）自 2008年在全球范围掀起互联网教育

革命以来，各地教育工作者在基于各自教学需求的探索过程

中逐步形成了多种慕课的变体形式，诸如BOOC（Big Open

Online Course，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R（Massive

Open Online Research，大规模开放式研究课程）和 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小型私密网络课程，即私播课）

等等，这些慕课的变体形式适用于不同场合、不同教学需求。

作为与传统课堂教育紧密融合的 SPOC，则可以为税收学课

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全新支持。

一、SPOC：MOOCs与传统课堂紧密融合的代表模式

SPOC最早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慕课负责人

Armando Fox教授发明。国内有人称之为“私播课”，一方面是

取其谐音，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其相对于其他慕课形式的区

别，即“私播”学生人数常控制在十几人到数百人之间。正是

由于SPOC课程的学习对入读人数和入读条件都有了新限制，

且在教学设计、教学理念上与MOOCs基本相同，因此一方

面避免了高校有限的师资无法满足MOOCs大规模学生学习

的互动需求，另一方面将MOOCs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

让MOOCs的资源可以应用于传统班级这样的小规模用户

群，充分地将MOOCs与传统校园课堂教学进行有机融合。

二、税收学课程SPOC教学思路与教师团队建设

税收学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是税收理论，事实性知识

与概念性知识较多，针对税收原则和税制结构等重点与税负

归宿等难点内容宜采用精加工策略设计知识点结构图，并针

对纳税人、负税人、课税对象、税率等部分概念性知识进行翻

转课堂教学。其次，针对各个税种，要求理论和实务要紧密结

合，因此在学生充分理解具体税制概念的基础上，一方面利

用慕课网络平台大量增加案例讨论与应纳税额核算练习，逐

步掌握各类税收程序性知识的实际运用，另一方面利用学校

的税务专业模拟实验室，让学生实际操作税收征管业务系

统，提高实际动手能力。

为了确保税收学 SPOC课程的设计与在线教学顺利进

行，课程教师团队由校内高等教育专业教授牵头，税收学专

业教师主讲，教育技术学专业实验师负责技术支持，另有多

名研究生助教共同完成课程的设计开发与运作。课程教学由

教授牵头，直接领导课程的整体建设，包括确定选题、召集人

力、开展教学等。牵头人直接指定税收学专业教师，由两名研

究生助教协助完成课程内容和试题的设计开发工作，汇集整

理交给技术团队去制作。在课程设计过程中，牵头人会针对

课程中的代表性案例设计邀请同行教授专家提出建设性意

见，在课程设计完成之后，还会组织团队成员先进行线上课

程的测试工作，以确保课程开始后的正常运作。

课程教学过程中，税收学专业教师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

作用，要根据牵头人的设计方案对课程资源建设进行组织分

工，按照设计方案精心备课、讲授，同时负责向技术团队内部

提出制作这门课程的具体要求与进度，并对团队成员进行协

税收学课程 SPOC教学探索与实践

【摘要】对税收学等经济类课程进行SPOC教学改革能够将慕课与传统课堂教学有机融合，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动力、

丰富师生互动形式、提升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水平，增强学生实际业务操作能力，真正超越慕课时代技术复制课程的

阶段，让技术真正提升教与学的质量。但具体教学实践过程中需要在教学内容、教学团队组建、教学资源建设、教学过程设

计等方面对传统课堂做出创新改革，对师生提出更高要求。

【关键词】MOOCs；SPOC；税收学；课堂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33-0118-3

周 艳 1，2，石旭斋 1
（教授）， 李育泽 1

【基金项目】 安徽省重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慕课时代’高校教学组织再造与管理机制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编

号：2014zdjy054）；安徽财经大学校级教研项目“慕课课程评价标准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acjyyb2015013）；安徽财经

大学校级教研项目“基于混合式教学需求的财政学课程知识点碎片化重组设计研究”（项目编号：acjyyb2016134）；安徽

财经大学科研项目（项目编号：ACKY1619）

□教学之研究

□·118·财会月刊2016.33



调和进度控制，接受来自技术团队的反馈意见，及时根据技

术条件优化教学方案。团队中的技术人员负责根据教师团队

提出的教学设计方案，设计教学情境、创作分镜头脚本、设计

多媒体效果，组织技术团队拍摄与编辑视频，同时协助专任

教师与助教解决线上平台与课件制作的各种技术问题。

三、税收学课程SPOC资源建设

税收学作为财经类专业基础课程，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教

学资源，包括前期搭建的网络精品课程资源、各章讲义与教

案、实务案例、习题等，为了能够充分利用现有课程资源，快

速将传统课堂进行转型，通过对比传统课堂和SPOC教学活

动，认真分析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不难发现，在教学资源

方面，SPOC教学中的视频呈现的是传统课堂中教师的讲授、

演示和板书，只是在课程设计过程中，根据知识点的划分将

各类视频进行了再编辑，相应的顺序也根据SPOC教学活动

的需要进行了重新组合。SPOC视频中嵌入的问题是模仿教

师讲授过程中的提问；课后作业通过平台来布置并提交，大

多数练习都是系统自动批改；围绕知识点的各类主题讨论与

课下讨论活动都发生在课程论坛中；根据知识点分解的情

况，部分概念性与程序性知识内容虽然进行了翻转课堂教

学，但教学资源依旧来源于传统教学，只是根据翻转课堂的

需要进行了教学顺序调整。由此看来，教师只需要把自己的

传统教学设计稍加分解，即可快速将传统课堂资源转化成

SPOC教学资源。

1. 课程知识点的分解与重组。按照模块化教学设计的原

则，在SPOC的教学过程中针对税收学课程的知识点按照学

科知识的内在逻辑结构进行分解与重组，将课程内容逐级分

解直至独立的知识点，并根据教学需要设计制作 3 ~ 10分钟

的慕课教学视频，同时将每个知识点的相关学习案例、习题、

作业等辅助资料汇总整理，形成完整的知识点学习资源包，

并配以系统完整的知识点结构图。对于一门课程来说，这是

一项浩大的工程。但是，这种化整为零的方式一方面有利于

减轻学生学习的认知负荷，让学生在学习特定知识点的时

候，避免松散的结构和冗余的信息困扰，将学习聚焦于该知

识点，精炼的模块化资源也便于学生课下通过碎片化学习形

成完整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也便于教师制作短小的慕课教

学视频。同时，模块化的知识点能够让教师灵活地在适当的

位置穿插练习与测试设置，甚至可以为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

不同的学习路径，根据学生的学习实际适时调整教学顺序。

此外，模块化后的知识点也便于教学资源的分享和再利用。

2. 教学视频资源的制作。在对课程知识点进行分解后，

需要大量的慕课教学视频支持，这些视频资源的建设大多来

源于目前已有的视频资源，比如课堂录像、网络精品课程教

学录像、之前制作的微课视频等，这些视频需要专业教师按

照知识点清单标记相应的起始位置剪辑点，然后交由技术团

队根据时间点将视频剪辑成 3 ~ 10分钟左右的慕课视频。同

时根据知识点教学需要，如果有提问，比如为了建立新学内

容与以前已学知识点的联系，或者提醒学生回想刚学到的概

念，则需要在该视频的相应时间点上标记位置，后期由专业

技术人员将这些问题做成嵌入视频的小测验。此外，针对知

识点细化分解后，部分原有教学视频按照新的知识点划分无

法进行剪辑，加上知识点相应的辅助资源增加，原有视频就

无法再直接使用，这时就需要由专业教师与团队的技术人员

配合进行全新的录制。新的教学视频根据知识点内容的特点

制作，可以灵活设计不同的录像形式，例如涉及税收软件操

作的内容就采取录屏方式，如果是陈述性内容的讲解则采取

课堂实录的形式，如果是概念性与程序性的知识教学则综合

采取课堂、现场情境模拟的录制形式。

此外，在自制视频资源的同时，可以充分利用慕课网络

平台上的现有资源，向学生提供视频资料的站内参考链接，

直接在线观看学习。例如教材作者胡怡建本人在该平台发布

的税收学教学视频等。

3. 习题与作业的设计。不同类别的知识点教学，需要设

计不同类别的习题与作业，这些习题与作业主要也是来源于

先前的积累，在课程建设之初即可逐条输入网络平台的题

库，但为了在网络平台上及时向学生反馈学习情况，如果是

客观性质的练习题，需要准备标准答案，如果是主观性质的

作业，需要准备相应的评分标准并在系统平台中进行设置，

同时可以准备一些学生作业作为样例，同伴互评的时候也

可以相互交流。这样，在知识点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随

时从题库中调取相应习题进行练习，在知识点教学结束后从

题库抽取相应习题作为课后作业。

至此，每个知识点的网络资源设计都会有教学视频、拓

展知识包、习题与主题讨论支持，结构如图1所示：

四、知识点教学设计

在前期课程知识点分解与重组后，笔者主要依据修订后

的布卢姆认知教育目标分类学方法对每个知识点进行分类，

根据教学目标与不同类别知识特点，设计教学过程。

1. 事实性与概念性知识点的SPOC教学设计。对于此类

知识的教学要反复采用复述、精加工和组织策略，通过慕课

网络平台讨论与课堂主题讨论等多种形式促进学生主动学

习，将机械复述逐步过渡至主动复述，加深对知识的深加工

与编码，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以便于新旧知识的同化（黄

梅，2009）。

以税收学第一节税收特征为例，教学目标设定为概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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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个知识点教学辅助资源结构



知识学习的理解层级：①阐释税收的定义；②比较税收与其

他财政收入的特征区别。为了帮助学生快速把握该知识点的

结构，首先采取精加工策略绘制该知识点结构图（如图2）。

由于在教学过程中涉及到“财政收入”、“公共品”等其他

课程知识内容，因此在课前教学辅助资料中提供了有关“财

政收入与支出”、“公共品”的相关学习资料，让学生能够提前

复习，并在线做完相关习题。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直接登录

网络教学平台在线播放教学课件，教师首先可以观察学生课

堂对于先前预习知识的学习情况，也可以在教学之前通过慕

课教学系统的信息统计以及习题平台的反馈情况大致了解

学生前期学习情况，灵活安排课堂教学内容，针对不同学习

进度的学生设计不同主题的讨论。然后，按照知识点的逻辑

顺序对各小组讨论结果进行点评。最后通过讲授和练习教学

法对知识点结构进行概括总结，充分利用对学习材料深层次

的理解、具体对比来强化学生对此类概念性知识的理解与记

忆。课后，配合慕课平台的去情境化作业，通过变式练习进行

强化，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

2. 程序性和反省认知知识点教学设计。程序性与反省认

知知识的掌握是在事实性与概念性知识的基础上完成的，通

常来说该类学习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程序化、自动化、策

略化，不同的学习阶段宜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以税收学第

八章增值税第七节应纳税额中销售货物应纳税额的计算为

例，教学目标设定为能够正确运用购进扣税法计算一般纳税

人销售货物应纳增值税税额。这就需要运用前期学到的概念

性知识对现实案例中的各类情况做出正确分类判断，包括纳

税人的认定、征税范围、税率结构、销项税额的计算等，从征

税管理者与纳税人两个不同角色进行教学。

因此，对于本节知识点的教学，首先，通过慕课平台在课

前以复杂的现实情境化案例引入，以习题的形式将第八章前

六节的知识做一个综合性的练习，在新课开始之前，先评价

慕课平台练习的情况对先行知识复习巩固，并绘制本章节的

知识结构图，再引入销售货物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将新旧

知识进行同化整合。然后，利用习题反复练习，通过有目的地

运用练习策略，帮助学生快速进入程序性知识学习的自动化

阶段。最后，教师布置课后任务，以在课后组建PBL小组的形

式完成反向情境案例的设计任务，由每个小组设计一个能够

运用到所有知识点的情境案例，按照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计

算出正确答案，并与其他小组交换案例进行练习。在此过程

中，教师要在网络上辅助引导学生小组的学习，注意学生对

学习结果的自我反思与检测，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通过

变式练习与间隔练习，使此类程序性知识策略化，变成学生

的认知策略，教会学生进行知识的组织与意义加工，更有效

地促进此类程序性知识的运用和认知策略的形成。

3. 考核方式设计。在税收学的 SPOC教学过程中，力求

将传统教育的静态知识传授转变为网络在线学习的动态智

能教育（方鸿琴，2013），这样教师有更多的精力组织学生进

行研讨和答疑。因此，要通过慕课平台给予学生及时的反馈，

利用慕课平台的数据统计功能尽可能从多方面给出学习评

价，激发学生网络自主学习的动力。本课程在实践过程中，根

据慕课平台各类题型的实际情况，从学生在慕课平台的观看

教学视频情况、课程测验、作业、访问次数、参与讨论情况、两

次网络考试情况、项目小组（PBL）学习情况和线下课堂表现

等多方面进行量化评价（如下表），慕课平台综合学习成绩与

期末试卷成绩各占50%，以计算课程最终成绩。

学生
姓名

王策师

学号/账号

442613536@qq.com

学校

安徽财经大学

课程视频
（10%）

8.5

课程测验
（20%）

15.35

作业
（20%）

14.65

访问次数
（10%）

8.43

讨论
（10%）

8.85

考试
（10%）

8.8

PBL
（10%）

9.5

线下学习
（10%）

9.0

综合
成绩

83.08

慕课平台学生各项活动成绩统计汇总表

4. 网络学习过程支持与评价。基于SPOC理念的教学在

教学过程中必须及时给予学生反馈与激励，因此，在开课之

初即告知学生网络平台的评分方式，让学生通过平台提供的

在线学习数据统计评价功能自行查看网络学习成绩，通过精

心设计的各类试题自动评阅功能及时向学生反馈。此外，教

师团队要及时登录系统，通过发布论坛主题讨论、课程项目

小组讨论，及时与学生进行交流。在税收学的教学组织过程

中，教师团队中研究生助理专职负责解答网络问题，根据慕

课平台统计数据记录相关学生学习的进展情况，并反馈给任

课教师，同时不断敦促后进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讨论，整理慕

课平台中的问题并集中发给任课教师。教师针对每次主题讨

论与PBL项目学习，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互动，有针对性地

完成教学中的重难点任务。教师的大量精力则集中在个性化

教学实践与教学合作学习模式的探索上，课堂上的讲授相对

减少，但所花精力却大幅增加，学生个性化辅导增多，从而大

幅改善与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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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税收定义知识点结构

征税主体

国家

税收 居民、企业
规范性
强制性
无偿性

财政（支出） 公共品

课税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