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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发达国家建立大学学习与教学中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批准

号：B-a/2011/01/030） 和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课题“基于学习性投入的本科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研究”（课题批准号：

2013JSJE216）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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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要坚持内涵式发展，巩固本科

教学基础地位。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是质

量，质量的根本是教学质量，提高教学质量是对大

学之道的回归，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教师的教学质

量和学生的学习质量是衡量大学教学质量最核心

的指标，两者又相互影响，这表明影响大学教学质

量的因素在于内部，而不是依靠外在的质量评估

与监控。基于此，国外发达国家高校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就纷纷建立教学发展中心，以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为旨归，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整

个高等教育范式转换的背景下，超越教师发展，关

注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教学发展中心转变为促

进高校教学质量提升的内部保障与支持性机构。

国外高校教学发展中心价值取向的主动变迁、职
能的变换，对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教学发展中

心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大学教育范式转换与教学发展中心

的变迁

马丁·特罗（Martin Trow）的大众化理论从本质

上来说是一种预警理论，指明高等教育随着入学

人数的增加将发生质的变化。大学教育范式转换

是大众化之后教学需求多样化及对高等教育质量

关注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教学发展中心的职

能也发生了相应的转换。
（一）大学教育的范式转换

大学教育的范式转换是由罗伯特·巴尔（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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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和约翰·塔戈（John Tagg）在《从教到学：本科

教育的新范式》一文中提出的。罗伯特·巴尔是美

国圣迭戈区帕洛玛学院（Palomar College）的发展规

划与研究所主任，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时，他认为

应将教学改革目标与大学根本任务紧密联系起

来，推进大学教育范式的革新。于是，结合帕洛玛

学院的教学改革实践，罗伯特·巴尔和约翰·塔戈

将之前一直处于讨论焦点的以学生中心、以学习中

心等教育思想进行了高度的凝练，提出了大学教

育的新范式———“学习范式（Learning Paradigm）”
的理论框架，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广泛的认

可。他们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大学关注的不是“学

习”（Learning），而是“教学”（Instruction），是典型的

“教学范式（Instruction Paradigm）”。长期以来占据

统治地位的教学范式将大学视作一个教学机构

（提供知识的场所），而新的范式转换意在将大学

建设成为产生学习的机构。这种范式转换改变了

大学的一切，这正是我们实际需要的和想要的范

式转换。[1]学习范式是将大学视作一个有组织、有
系统的努力地创造环境，并运用其经验来促进学

生主动发现和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使学生

成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学习共同体中的学

习者，并由此创建更为丰富的学习环境。教学范式

与学习范式相比体现出六个方面的区别：①教学

任务与目的（从提供教学到产生学习的转变）；②

成功标准（从提供学生学分到实现学生学习成果

的转变）；③教学结构（从 50 分钟一节的课程模块

到具有结构灵活学习安排的转变）；④学习理论

（从将学生视为被动的接受者到鼓励学生主动建

构知识的转变）；⑤效率和资助（从注重招生人数

等的投入到注重学生学习结果的转变）；⑥教师和

学生的角色（从教师是知识传授者与学生是知识

接受者的师生关系向师生都是学习共同体中的学

习者的转变）。[2]

由“教学范式”向“学习范式”的转换，高度概

括出美国大学教育变革的核心思想，促进了以学

生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等教育理念的推广。“学

习范式”要求将大学建设成为学习型组织，教师、
管理者、学生，甚至是宿管员都是学习共同体的学

习者，大学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挑战现存的规

则，创造丰富的环境和新鲜的途径来促进学生的

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和有意思学习（signifi-

cantly learning），学习范式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

学习，进而保障大学的教学质量。
（二）教学发展中心的职能转换

为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国外许多

高校都设立了服务教学发展的专门机构，“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Center for Teaching Ex-

cellence”、“Faculty Development”、“Learning Cen-

ter”、“Center for the Studies of Higher Education”等，

这些名称在用词方面有所不同，但其性质和任务

基本相同，本文统称之为“教学发展中心”（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简称 CTL）。1962 年，密歇

根 大 学 的 Promoting Excellence and Innovation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t U- M. University of Michi-

gan（CRLT）是美国第一个大学教师发展机构。此

后，美国大学相继都成立了类似的机构，其成功经

验被世界各国所借鉴。随着大学教育的范式转换，

中心的职能也逐渐超越教师发展，从关注教师的

“教”到关注学生的“学”的转变。
“教学发展中心”最初阶段的职能是关注教师

发展。在美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大学只对博士研

究生开展学科知识和学科方法的训练，但是，这些

未来要从事教师职业的博士研究生缺乏基本的教

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知识，学术水平高的博士研究

生不一定是合格的教师。因此，“教学发展中心”的
设立是为了指导博士生学习教学技能，为将要入

职的教师提供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所需的教育

理论指导和实际训练，发挥着促进教师职前培训

的职能。此后，教学发展中心逐渐演化成为在职教

师教学技能培训和研讨教学的机构，为不同学科

的教师提供一个持续的、宽领域的教学问题讨论

的场所，促进跨学科的教师发展，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是其主要职责。20 世纪 90 年代初，教学学术性

运动及其相关理论表明，大学教师专业发展项目

必须是综合性的，能够为教师提供宽广的发展机

会。1999 年，博耶（Ernest L. Boyer）将“学习”元素加

入教学学术性（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SoT）之

中，重视教学与学习学术性问题（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SoTL），表示对学生学习与

教师教学的同样重视。将学习融入教学，是大学教

学发展的现实需要，意味着教学发展中心职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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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从关注教师的“教”到关注学生的“学”。[3]教

学发展中心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培训，而

是更强调通过营造一个特殊的环境来支持学习

和教学策略的改善，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学生与

学生、学生与教师、教师与教师”的学习共同体，主

要目标有：①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作为促进学习

的手段；②帮助教师掌握教学内容；③帮助教师改

革教学风格和教学方式；④帮助教师成为学习的促

进者。[4]“作为研究者的教师”、“学习共同体”和“多

样化学习”成为在新范式下的教学发展中心的三

个支柱性概念。[5]“作为研究者的教师”是指教师要

用开展科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教学问题，有意识

地用反思性的研究方法来实施教学活动，以提高

教学经验和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共同体”是指

个人加入集体来共同实现学习目标的过程，学习

共同体创造一种环境，参与者可以与其他人产生

有意义的互动，使他们在课程学习中取得成功。在

学习共同体中，学习经验是典型的显性知识和隐

性知识相互联结和协作的过程，与专业课程之外

的学习经历、生活状况相联系。“多样化学习”概念

的前提假设是“卓越和多样性是必然交织在一

起”，提高学习需要依靠学习共同体中的参与者不

同的学习背景、技巧和经验之间的相互影响。学习

不仅仅是鼓励学习者之间通过竞争获得成功，而

是要创造公平的学习环境，让学习者了解多样性，

尊重多样性，丰富所有参与者的学习经验，承认多

样性和鼓励所有学生的学习。教学发展中心主动

适应“学习范式”的变革需求而整体转型，力求在

更广阔的范围服务大学发展，努力将大学发展与

学生的学习联系起来，大学的使命、课程、教育理

念、教学方法、教师聘用、支持教学的学术发展、奖
励与激励、组织架构与流程、信息资源规划、学生

服务及辅助课程活动的资源与设施等诸多方面将

都围绕学生的学习展开。

二、国外高校教学发展中心的理念与

职能

服务教师发展和学生发展是国外高校教学发

展中心的基本理念，从本质上来说，教学发展中心

是高校提升教学质量的内部质量保障机构，担负

着教学研究、教学支持、学习支持、资源服务及教

学评价等多种职能。
（一）国外高校教学发展中心的理念

教学发展中心的建立是国外高校本科教学改

革专业化运动的重要产物。《重构大学本科教

育———美国研究型大学蓝图》是这一时期最有影

响的报告，标志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以质量

提高为中心的时代。根本性变革在于对大学质量

的观点超越了传统的外部监控与评估，转向关注

从大学内部建立质量保障体系，旨在为教师和学

生提供教学与学习支持。从性质上来说，教学发展

中心是覆盖全校范围的内部教学支持机构，而不

是教学管理机构，以提升“教”与“学”的质量为旨

归。因此，教学发展中心体现出的是大学内部教学

质量保障价值观，体现的是激活大学教学主体功

能、完善大学内部教学促进机制、全面提升大学教

学质量的理念。[6]以哈佛大学的博克教学和学习中

心 （Derek Bok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为

例，其核心宗旨是通过向教师提供教学资源、计
划和卓越的教学支持，提升本科教学质量。澳大

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的教学发

展中心的宗旨是通过加强教学与学习基础设施建

设（包括教学与学习方面的政策、资源、实际和虚

拟的环境等）促进教师发展和学生学习，提升学

生的学习参与、学习经验和学习成效，进而提升学

校的教学质量。密歇根大学的学习与教学研究中

心以“创建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文化，改善大学的教

学与学生学习，研究并推广教学研究成果，以提高

学生学习效率”为使命，为教师、助教、管理人员等

提供专业化的教学服务和帮助。[7]

（二）国外高校教学发展中心的职能

国外高校教学发展中心在名称上略有不同，

但基本职能相似，总结起来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教学研究
国外高校的教学发展中心是一个以研究驱动

的内部教学支持机构，教学研究是其基本职能。提

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是教学发展中心的

重要目标。博耶报告提出多元学术生态观之后，教

学学术性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可，教学同样是学术

性问题，需要研究教学理念、课程设计和教学方

法，需要开展教学反思，这些都需要专职的研究

人员来完成。为提升研究水平，国外高校的教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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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心均设有专职的研究岗位，专门开展教学理

论、教育技术、教学方法、教学评估及教育心理学

等领域的研究，出版有关研究报告，为教师、管理

人员与学生提供教与学的知识与信息。为鼓励教

师开展教学方面的研究，有些高校的教学发展中

心还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依据教学学术性的观

点，解决教学问题是教师作为研究者的学术参与

过程，教学问题就是这个学术过程的起点。正如劳

拉·里奇林（Lauria Richlin）所言：“大学教学具有问

题性，在连续生成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研

究者的学术问题谱系，所以，大学教学的问题性是

教学学术活动的起点，是大学教学持续改进的

动力所在。”[8]教学学术性的活动体现了教学的研

究性，教师通过行动研究和主体参与，发现、分析

和解决教学问题，通过反思性总结，将解决教学问

题的策略系统化，将教学经验上升为系统化、规范

化的知识体系，产生学术文本加以推广，无论从内

容或是形式上都是一种学术研究活动。以密西根

大学的学习与教学研究中心为例，其职能陈述

为：“开展如何促进学习和教学的研究，形成相

关成果，对全校乃至全美教师宣传和推广研究成

果，以此支持和改善密西根大学的学习与教学。”[9]

2.教学支持
国外高校教学发展中心的重要职能是为教师

教学提供多样化支持，承担着教师培训的职能，促

进教师专业发展。教学发展中心根据自身的定位，

为教师提供的教学发展项目计划主要包括为年轻

教师配备教学导师、课堂学习、教学策略和教学技

术、微格教学、工作坊、习明纳、同伴支持计划（peer

support scheme）、学习问题研讨会、新教师的教学

指导及针对当前教学主题的非正式讨论等，以多

样化的内容吸引高校教师积极参与这些项目。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工作坊与习明纳是教学发展中

心最常用的教师发展方式，80 年代则转换为同伴

评论与反馈；90 年代之后，专业咨询、工作坊、习明

纳、课程、指导（mentoring）和行动研究成为教师发

展的常用方式。“工作坊”是教学发展中心最主要

的方式，其实质是小组合作工作，体现出做中学的

特点，针对实际教学工作开展研讨，具有较强的针

对性。高校的教学发展中心根据自身的发展定位

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发展方式。例如，哈佛大学博

克教学和学习中心秉承“好教师不是天生的”理

念，强调通过教师培训和自我反思提高教学能力，

促进教师教学专业发展，采取的教学发展方式主

要有：秋季与冬季教学研讨会、微格教学、个人教

学过程跟踪录像、工作坊、主题研讨会、资深教师

的 DVD 教学课件、公共演讲研讨会、新教师培训

等。[10]斯坦福大学教学发展方式主要包括：冬季与

春季入职培训、助教工作坊、小组教学评价指导、
在线教学评价指导、班级教学录像服务、教学中心

咨询、教学中心交流（CTL Liaisons）、教学导师指导

和教学导师午餐指导等。总之，教学发展中心提供

的教学支持项目都是由教师自己设计并满足教师

课堂教学及学校教学需求，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一个显著而又微

妙的变化是，原来关系复杂的不同学科领域的教

师之间更加互相尊重，教学共同体逐渐形成，形成

了明显的教学变革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

即通过教学程序与方法的微小的革新能够为教师

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带来巨大效果。教师只要付

出少量的努力，就可以增加学生达到学习标准的

比例，使学生产生进一步学习的积极动机，学生就

可以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时间内完成课程学习。
3.学习支持
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持是教学发展中心的重要

职能之一，指导学生开展有效学习并取得好的学

习成就是中心的重要使命，提供的支持主要包括

学术支持（academic support）、诊断性学习支持（di-

agnostic support）、个体咨询性学习支持（individual

consultation support）、学习技能及拓展技能的训

练等。以斯坦福大学教学中心为例，近年来，中心

的核心目的已经变成：推进优质教学和学生的优

质学习。在教学卓越的基础上，推动学生学习走向

卓越，是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教学发展中心的

重要使命。创建有效的学习共同体以支持学生的

多样化学习需要是教学发展中心最重要的学习支

持方式。在学习共同体中，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

以学习能力提升为目的；学生之间相互帮助；教师

和中心的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培养学生需要的学习

技能；形成有效的沟通机制，让教师尽可能多地了

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根据学生的学习调整教学

策略，让学生从老师那里获得更多的学习技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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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学习（如小组课程、工作坊）、一对一学习等是教

学发展中心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持最常用的方法。
例如，哈佛大学的博克教学发展中心开设的行动

学习系列课程（Activity-Based Learning）就是为学

生进行公共服务、田野工作、社区研究与实习提供

准备的课程。这些课程的目的是通过理论与实践

的结合，从而加深和丰富学生的学术经验和学习

成果。在此过程中促使学生将理论、方法和概念与

社区的资料和经验结合起来。[11]斯坦福大学的教学

发展中心有专门经费支持本科生的学术服务和学

术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包括学习技能指导、学习资

源获取的技巧、口头沟通课程等。
4.资源服务
教学发展中心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搭建

起支持教师发展和学生学习的综合性资源平台。
对于教师的教学资源支持主要包括：提供教学相

关的图书馆资源、教学指导（Teaching Tips）、推荐

阅读期刊文献、其他推荐的教学中心网站链接、名
师教学视频和教学中可能用到的软件。[12]加州州立

大学的教师发展中心通过信息技术中心（Informa-

tion Technology Center）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致力于

用最低的成本提供高效、高价值的技术服务。[13]教

师可以通过中心网络获取各种课程教学资源和教

学信息，同时也可以将自己所教课程的各种信息

和资源公布在中心信息平台上，及时与学生展开

互动，对学生的学习给予及时反馈。例如，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的教学发展中心为教师提供有关课

程大纲与讲义制作、课堂演讲技巧等在线材料，内

容丰富而又具体，甚至包括大班课程的讲授和组

织小班教学讨论等具体方法这类的教学技巧。教

学发展中心强大的信息资源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全

新的网络学习环境。学生通过个人账号登陆中心

网站，就可及时准确地获知自己所选课程的一切

相关信息，随时获得自己感兴趣的学习资源，并通

过网络平台预约指导教师提供一对一的学习指

导。例如，在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卡大学的教学发

展中心，通过中心网络的 blackboard 平台，整合虚

拟教室、email、聊天室、讨论版、小组在线工作等多

样化的互动方式，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参加课程学

习的在线互动活动，更加迅捷地获取资源掌握动态。

5.教学评价
教学发展中心承担着教学评价的功能，主要

包括对教师的评价和对学生的评价两个方面。教

学发展中心对教师的教学评价是多元化的，评价

形式主要包括教师的自我反思性评价、学生评价

和同行评价，实施方式包括问卷调查、一对一访谈

或小组访谈、课堂录像、课堂观察、微格教学等。其

中课堂录像、微格教学可以用于教师的自我反思

性评价，而课堂观察往往在同行诊断性评价中使

用。评价结果会及时反馈给教师，可以促进教师适

时调整其教学方式。有些评价材料保存在教师教

学档案袋中，为以后的教学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以哈佛大学的博克教学发展中心为例，学生评价

是促进教师改进教学的重要途径，既包括对教师

教学质量的直接评价，还包括基于学生学习效果

的评价，中心开展定期的学生学习效果评估并将

结果反馈给教师，帮助教师改进教学。在评价方式

上，教学发展中心要求所有的教师要通过纸质化

问卷或网上问卷从学生那里获得信息反馈，时间

安排一般在学期的一半或 3/4 时段，对于小班教

学，则要求教师通过讨论的方式获得学生对教学

的评价与反馈。中心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也是多元

化的，选择恰当的方式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定期的

或规定的反馈，重点了解学生的水平与需求，掌握

学生的学习困难，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能力。

三、我国大学教学发展中心的建构策略

逐步引导高等学校建立适合本校特色的教师

教学发展中心，从而满足高校教师个性化专业化

发展和人才培养特色的需要，这是我国高等教育

内涵发展的重要政策举措。目前，我国高校的教学

发展中心尚处于试点阶段，高校应该根据自身情

况，牢固树立内部质量保障观念，超越教师发展的

单一定位，将教学发展中心建设为支持教学的内

部质量保障机构。
（一）发展理念：质量保障内部化

教学发展中心作为教学质量的内部保障机构

在高校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美国约有 75%

的大学和学院设置了类似于教学发展中心的组织

机构。[14]早期的教学发展中心更倾向于反映学校管

理者的意愿，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是其根本宗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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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对学生学习质量的关注使教学发展中心的建

设理念逐渐超越教师发展的单一定位，将提升学

生学习品质和形成优良教学文化纳入发展理念之

中，整合教师发展、学生发展和学校发展，将大学

建设成为一个以学习为中心的学习共同体，实现

由外在的教学评估到内在的质量保障的转变。教

学发展中心是面向师生的教与学的服务性机构，

面向全体师生，促进院系之间、跨学科之间的联

系，将教师发展与促进学生学习联系起来，以学生

的学习成效的反馈来促进教师的教学发展，以教

学质量和学习质量的提高来保障高校的教学质

量。以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教学发展中心

（CTL）为例，CTL 的实践宗旨是，通过生成高质量

的学习环境，把学术性的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学

习，以及与预期学习结果相一致的评价等紧密地

联系起来以推动高质量的学习，为学生的发展提

供多样化支持，以卓越的教学推动学生学习走向

卓越是其重要的使命。[15]在我国大力倡导建设教学

发展中心的政策背景下，应该做到理念先行，教学

发展中心的建立应该适应教学质量保障由外部评

估向内部质量促进的重心转移的要求，做好顶层

设计，主动适应“学习范式”的变革需求，围绕将高

校建立成学习组织的目标，将教学发展中心建立

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内部质量保障机构，加

强学习共同体的建设，促进教师发展、学生发展和

大学发展相互促进与整体提升。
（二）制度设计：组织机构独立化

专注于教师发展的教学发展中心可以隶属于

单一的职能部门，但是，随着教学发展中心职能的

拓宽，教师的教学学术性发展、学生学习以及大学

学习共同体建设等均被纳入中心职能之内，组织

机构的变革也势在必行。从国外高校教学发展中

心的经验来看，在学校层面将教学发展中心的建

立与学校整体的教学变革及教学创新联系起来，

使其扎根于大学观念及其整体发展情境之中。在

机构设置上，教学发展中心一般情况下是一个不

承担行政管理职能且独立运行的服务性机构，其

属性是一个支持教师教学发展和为学生学习提供

支持与帮助的平台，一般直属于分管学术的副校

长 / 教学副校长领导，学院分管教学的院长组成学

习与教学委员会，校—院—系各层次的领导都对

教学发展中心关注有加。中心配备一定数量的专

兼职人员，主要是具有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或从

事高等教育教学研究的人员。国内高校教学发展

中心的建设尚处于试点阶段，一般隶属于教务部

门或人事部门，层级较低，行政管理色彩较重，无

法从学校教学质量提升的高度维系和推动教学发

展中心的发展，更难适应超越教师发展之外的其

他职能的需要。因此，需要强化教学发展中心的制

度设计，在机构设置上将其隶属于分管教学的副

校长直接管理，使其成为一个独立机构，配备熟悉

教学工作且具有较强高等教育理论背景的中心主

任，配备专业化的教学支持和学习支持团队，加大

经费保障，为中心提供岗位编制、工作基础设施等

必要条件。
（三）建设内容：中心功能多元化

借鉴国外高校教学发展中心功能多元化的经

验，我国大学教学发展中心的建设内容应该满足

功能多元化的需要。其一，强化教学研究的基础地

位。教学研究是教学学术性的必然要求，教学发展

中心要重视教学研究，联合各学院及学科教研室

共同构建完备的高校教学研究体系, 增强教师专

业发展的有效性与科学性，引导和鼓励教师对自

身的教学实践进行个性化的教学研究，开展课程

设计、教学问题、教学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提高教

学的有效性。其二，加强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
教学发展中心对教师专业发展属于校本教育模

式，可以促进教师的深度参与, 丰富实践知识,

推动教学的真正变革。[16]工作坊、习明纳、一对一指

导、微格教学及相互观摩等方式是教学发展中心

最为常用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活动形式。提高

教学实践反思水平是提升教师教学学术性的关键

所在，是教学发展中心的重要使命。其三，重视对

学生学习的支持。关注学生的学习是教学发展中

心目前的发展趋势，从国内外对大学生学习投入

调查研究的对比分析来看，高等教育的质量最终

取决于学生的学习性投入，让学生学会学习比提

高教师教学学术性更加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此，

加强学习策略的研究，为学生学习提供个性化的

学习咨询与指导，丰富学生学习资源成为教学发

展中心的重点任务。其四，完善教学资源建设。对

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支持都是建立在一定的

— 82 —



No．5． 2014 比 较 教 育 研 究 2014 年第 5 期
General No．292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总第 292 期）

本文责编：张瑞芳

Beyond Faculty Development：Paradigm Shift and Construction
Of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WU Li-bao，ZHANG Yong-hong
Abstract：Since the 1990's，higher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ed country has obviously had a paradigm shift

and entered a new era with improving the quality as the aim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hich the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CT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Beyond Faculty Development，CTL's function has shifted from a focus

on teaching to a focus on student learning. This meant that these centers address what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would most assist the students in a particular learning environment rather than focusing primarily on

what tools the professor should employ. The CTL in foreign colleges undertakes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research，teaching support，learning support，resources service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which provides beneficial

refere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TL in China.

Key words：the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paradigm shift；faculty development

资源之上的，加强中心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为教师

和学生提供丰富的资源是教学中心建设的重点工

作。其五，拓展教学评价功能。应以评价为手段，会

同校内相关部门，开展学生的学习评价、教师的教

学评价、院系的专业和课程评价。在此基础上，开

展对学校整体的评价，真正实现对大学质量的内部

监控职能，逐步摆脱对外在的大学排名及各种评

估的依赖，实现大学质量的持续跟踪与监控，使教

学发展中心真正成为高校内部质量保障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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