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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cent outbreak of the new type coronary pneumonia virus pushed the universities across China to suspend 
offline teaching activities on a large scale.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model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In order to echo the call 
from Ministry of Education's for " Suspension of classes, but no suspension of teaching or learn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implemented online teaching methods through using online platforms. Carried on the 
vis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previous experienc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online teaching in the Bay Area as well as combines online teaching connectivity theory to specific case 
analysis. Therefore, being able to provide advice for online teaching in the Bay Area. Hopefully, it can inspire some to 
improve the mode of online education and innovate the online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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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粵港澳大灣區線上教育發展：挑戰與機遇，措施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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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雷教育學院，愛丁堡大學，愛丁堡，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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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近發生的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疫情空前爆發，全國高校更開始大規模暫停線下教學活動，傳統課堂模式面臨巨

大挑戰。為貫徹教育部“停課不停教、停課不停學”號召，粵港澳大灣區紛紛利用網路平臺實施了線上教學的方式。

該研究立足於粵港澳大灣區的視域，總結了灣區線上教學的基本經驗，面臨的挑戰和機遇，結合線上教學聯通主義理

論和具體的案例分析，為灣區線上教學提出了建議。希望能夠啟發各界完善線上教育開展的模式，創新線上教育體制。�

關鍵字：粵港澳大灣區；線上教育；高校；新冠肺炎疫情 

 

1.疫情期間粵港澳大灣區線上教育發展背景

簡介

新近發生的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疫情空前爆發，先後席

捲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全國高校更是最早、最大範

圍開始暫停線下教學活動。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社會、

經濟、文化的開放前沿，彙集了一大批高等學府，同時人

群密集、流動性極高。廣東地區高校吸引了來自五湖四海

的學生，且數量龐大。企業復工流和高校返學流牽涉人群

面廣、數多，無疑給防疫工作帶來巨大挑戰。如何在疫情

期間利用線上教學實現“停課不停教、停課不停學”，是

新學期全國高等教育教學的巨大挑戰。該研究立足於粵港

澳大灣區的客觀實際，依據互聯網線上教育教學理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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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聯通主義學習理論，發揮線上教育教學優勢，切實為學

生提供學習資源和線上教學服務。此外，本研究在粵港澳

大灣區的視角下結合現實案例分析，總結疫情期間線上教

育的經驗，對疫情時期粵港澳大灣區高校高效、順利完成

教學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2．疫情期間粵港澳大灣區線上教育面臨的挑

戰�

疫情期間全社會對線上教育的需求呈現爆發式增

加，粵港澳大灣區高校林立，高校服務面廣闊，因此對灣

區高校來說，線上教育的要求更高，挑戰巨大。 

2.1. 從平臺和課程資源角度來看，原創意識及

產權意識不足 

目前，線上教育的資源豐富，平臺湧現如雨後春筍，

高校在選取和使用平臺中，具有多樣性和隨機性，未對平

臺資源的學術誠信和版權進行確認，但立法與市場監管體

系建設步伐未與線上教育發展相匹配，數據的監管和分析

更注重投訴回饋、學習評估、答疑解惑、教學使命，而往

往忽視了對原創的保護和知識產權的確認。當下自媒體時

代的潮流中，越來越多學習者通過微博、抖音、微信等平

臺分享線上教育資源，傳播速度快、經手人群多，帶來了 

難以溯源，以及對侵權難以界定的難題。課件製作者、平

臺提供者、網路教師、學生在學習、二次創作和分享傳播

中都有可能成為間接侵權者。互聯網數位化內容作品易被

快速複製和二次傳播，從而容易損害原創內容輸出者的正

當利益。線上教育作品在傳播過程中主要涉及作品的署名

權、發表權、複製權和資訊網絡傳播權等著作權權力[1]。

因此，高校在平臺選取和資源共用中，不僅要注意對平臺

功能、普及度、操作性進行評估，還要對其授權、來源和

使用權進行考量。 

粵港澳大灣區教育既存在相似性同時也有差異性，港

澳地區的產權意識和維權實踐相對灣區其他地區，起步更

早、意識更突出並且發展更完善，因此線上上教育開展

中，新型的教育合作方式協同發展仍然需要進一步探索。 

2.2. 從教師角度來看，線上教學對教師綜合素

質能力要求提高 

線上教學中，因年齡層和個人學習能力差異也會對線

上教學的品質產生極大影響，因此對教師的綜合能力提出

了極大的挑戰。其一，對線上教育資源的篩選。線上教育

異化現象突出，許多教師能夠充分利用互聯網教學資源，

但在資源取捨和重點選取時，仍保持着傳統的教育互聯網

思維，對教育平臺的篩選不夠“細緻化”、“垂直化”，

未體現互聯網對教育的重塑功能，具體體現在，在不同專

業、科目，甚至是同一專業不同課型和內容在，仍選取同

一種線上教授方式，同時這也與教育的本質的目的相違

背。其二，線上與線下相結合，“同步”教學與“非同步”

教學相適應。在“同步”教學中，教師和學生需使用同一

教學平臺並在同一時間段進入虛擬教室學習，同步教學對

教師的線上操作能力和應變能力要求較高。而粵港澳大灣

區各高校間的教育體制各有差異，因此對線上教育資源共

用中，存在平臺各有偏好、上課時間不統一等問題。其三，

線上課堂語言及文化差異。粵港澳地區因地理位置優越、

社會、經濟、文化開放程度高，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

吸引了一大批國內外學子到灣區高校求學，深圳的外來人

口數量全國第一，廣東省在校大學生居全國首列。無疑在

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線上教育中，存在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

學習者。港、澳地區特別是香港地區受自由主義的影響，

當地青年從小接受較多西式教育，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影

響較小，也讓港澳與內地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異。因此，

如何以新型的教育合作方式協同發展仍然需要進一步探

索[2]。 

 

這些學習者在語言習慣和文化上的差異，必將給線上

課堂帶來課堂效率、溝通效率上的考驗。因此教師在灣區

線上課堂中扮演的角色更複雜多樣，不僅要對平臺學習工

具熟悉，還要對學生背景和文化進行瞭解，因地制宜、因

人而異，進而提供個性化服務，如此才能更好發揮線上教

育的聯通功能。最後，教學資源整合度低。線上教育依靠

“互聯網+教育”和海量資料庫，但數據的篩選和根據學

情的整合需要大量時間和精力，尤其對於授課頻率高、內

容多、難度大的課程，教師的備課量極大，而現有高校之

間教師隊伍的合作還存在面不夠廣、不夠深入、聯合實踐

經驗不足的特點。因此粵港澳大灣區線上教育對教師隊伍

的資源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3. 從學生的角度來看，線上學習對學生的自

主性和規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灣區線上同步教學中，教師扮演的角色尤為重要，

但在非同步教學中，給予了學生之間更多互動。非同步教

學只需要簡單的網路環境，它允許教師與學生在不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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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一特定的討論園地，師生都可以在這討論區中建立議

題發表意見，或對其他人的議題加以回應。教師與學生不

受固定時段的限制，可以依自己方便的時間、地點登入上

線，而且非同步教學上的發言，允許師生有較長的時間來

反思、表達意見，平常怯於在教室公開發言的學生，也比

較願意參與非同步的發言討論[3]。 但在灣區中進行線上學

習的學生來說，他們在與同學的交流討論中，需要適應不

同語言、理解和尊重文化。 

另一方面，線上學習對學生的自主性、規劃性、自覺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學生們需要根據自己的掌握程

度、學習習慣和學習目標，對教學資源進行二次整合。 

22.4. 從高校的角度來看，粵港澳地區高校制度

差異較大，開放性不足 

一是由於三地制度差異較大， 各學院、研究部門的

開放性、流動性的領域和發展程度不一，整合機制存在差

異，與其他地區的線上教學機制整合。 

二是由於高校的優勢領域、相關資源、教學需求存在

差異，大灣區互聯網連通覆蓋區域有差異，部分高校、部

分學院存在線上教學規劃不合理、線上課程儲備不足、教

師紮堆開展直播課、線上教學延遲、卡頓、甚至崩潰的現

象，因此帶來了線上教學體驗感不佳的問題，同時在考試

和作業提交中存在延時等考勤、考核問題。 

三是各高等教育評價系統標準不一，流通認證度低。

灣區各高校的辦學理念、培養目標不同，因此在課程設計

和考核評價中的側重指數和方面不同。而對於選擇了灣區

內其他學校線上課程的學生來說，其學分的認證和轉化又

是一大難題。 

2.5. 從教學平臺的角度來看，平臺有待完善，

需結合灣區各高校特點 

一是灣區各高校正在使用的線上教育平臺多種多

樣，而聯通共享後的灣區高校線上教育如何在眾多線上教

育平臺中做取捨，又如何盡可能地在降低遷移成本的同

時，保留現有的使用帳號，例如登錄關聯帳號亦可能來自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等，若線上教育平臺尚未與

這些企業建立合作，那麼將難以吸引大量港澳使用客戶。

這對教育平臺的平臺資源整合能力和市場吸引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疫情中社會和高校對線上教育平臺的需求激

增，各平臺將在大量的用戶中接受檢驗，因此用戶的體驗

感成為這次線上教育平臺大洗牌中的關鍵因素。而多數線

上教育平臺在這次疫情的“大考”中，暴露出了各方面的

不足，如無簡單、有效、容易上手的平臺使用教程。 

三是平臺欠缺維護，不能及時收集和解決使用者的問

題回饋，或者沒有針對性地收集回饋資訊，例如只收集了

學生客戶端的問題回饋而忽視了教師端的需求回饋等。  

四是各灣區高校的課程特色各種三，線上課堂語言及

文化差異。粵港澳地區因地理位置優樣，而平臺的設計經

驗往往是來自於前期運營的地區，而忽視了灣區高校的特

點，各高校各專業的上課模式、作業形式和考核模式存在

差異，例如語言類專業在課程中對語音品質和即時性要求

較高，而工科、理科專業在課程中對操作和畫圖的課堂應

用功能要求較高，而許多平臺在設計中存在未交互方式單

一，垂直化市場專注不夠的問題。 

3．粵港澳大灣區視角下線上教育的發展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線上教育面臨巨大挑戰的同時，也帶來

了新的發展機遇，有助於灣區線上教育蓬勃發展。這場疫

情大規模、大面積地使傳統面授課堂的與遠程線上課堂接

軌，最終使現代教育觀念發生了改變。儘管線上課堂代替

不了傳統的課堂授課形式，但是居家學習的線上教育將成

為未來資訊化時代的必然趨勢[4]。正如早在2015年，習近

平總書記在 國際教育資訊化大會賀信中就表示：“我們

將通過教育資訊化，逐步縮小區域、城鄉數字差距，大力

促進教育公平，讓億萬孩子同在藍天下共用優質教育、通

過知識改變命運”[5]。 

針對粵港澳大灣區線上教育的發展，有學者提出了疫

情時期高校線上教學“灣區教學平臺-灣區課程資源-灣區

教學形式-灣區保障機制”的“灣區模式”。該模式具有

“輻射粵港澳，跨越制度和治理差異；課程彙聚成群，面

向專業共用；多方有效聯動，提供全方位支持服務”的特

色。對疫情時期粵港澳大灣區高校高效、順利完成教學具

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6]。因此，在粵港澳大灣區視域

下，線上教育面臨諸多挑戰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新的發展

機遇，我們將更詳細列舉。�

3.1. 加強灣區線上教育資源互補和資訊共

用，助力灣區高校交流與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高校數量大，類型多，資源豐富。其中，

在最新2020年QS世界大學排名前100的大學中，香港八

所高校有五所上榜，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

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分別位列世界前100

大學排名。從這一組數據可以看出，香港教育國際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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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育品質較高，學術自由和學術氛圍較好。在內地高

校中身處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山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近年

來一直為衝擊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而奮鬥，紛紛作出改革

措施。據基本科學指標（ESI）統計，目前中山大學有18

個學科領域進入ESI全球前1%，居國內高校並列第2位；

一批學科進入QS、USNEWS、ARWU等學科排名前列[7]。

此外，澳門的高校也有其獨特的優勢，在旅遊業和服務業

以及葡萄牙語專業有其自身的特色和優勢。 

粵港澳地區高校在專業優勢、專案特色、技術領域等

方面各有千秋，各個地區都有其獨特的優勢，如何融合各

地區的優勢，進行資源共用，則成為了重要的問題。例如

香港高校在金融專業、學術自由和自治等方面  有其比較

優勢；澳門高校在小語種葡萄牙語和旅遊專業有其獨特優

勢，但港澳高校也存在辦學規模和麵積較小的問題。因

此，為充分利用粵港澳大灣區三地的高等教育資源的優

勢，2018年11月24日，由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暨

南大學等11所廣東高校聯合成立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線上

開放課程聯盟，不僅得到省內高校積極回應，還得到港澳

高校的積極加入。聯盟現有加盟高校63所（含粵港澳高校

5所），門戶平臺線上課程有800多門，面對灣區高校免

費開放共用，學分互認，有助於構建大灣區高等教育教學

新生態。 

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線上開放課程聯盟的成立有助於

彙聚課程資源，減少線上課程重複分散缺乏規劃問題。目

前，在這疫情背景下，聯盟更應應發揮其作用，升級和整

合平臺現有資源，彙聚更多優質的課程資源，助力灣區線

上教育資源互補和資訊共用，加強灣區高校內部之間的交

流與合作，積極推薦校內模式教學的改革創新，開展多種

形式的協同教學。 

3.2. 完善粵港澳大灣區線上教育教機制建

設，保障線上課堂的穩定與高效 

為應對疫情對高校正常開學和麵授課堂教學帶來的

影響，教育部採取了一些列有效的應急措施。2020年2

月初，國家教育部印發《關於在疫情防控期間做好普通高

等學校線上教學組織與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檔提出採

取政府主導、高校主體、社會參與的方式，共同實施並保

障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間的線上教學，實現 “停課不停

教、停課不停學”的目標[8]。隨後，廣東省教育廳相發佈

一系列指引性檔《關於做好疫情防控期間高等學校和中等

職業學校教學工作的通知》、《轉發教育部關於在疫情防

控期間做好普通高等學校線上教學組織與管理工作指導

意見的通知》、《關於做好疫情防控期間教師線上培訓工

作的通知》等檔，為有效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線上教學

工作展開和提升教學品質指引了重要的方向。 

首先，針對教師而言，線上教育有助於提升教師的專

業素養和教學水準，減輕教師的工作負擔。高校將教師線

上教學承擔的教學任務的計入教學工作量。教師要引導學

生在疫情防控期間積極選修線上優質課程，增加學生自主

學習時間，強化線上學習過程和多元考核評價的品質要

求。制定線上課程學習學分互認與轉化政策，保障學生學

業不受疫情影響。教師採取同步教學如直播授課形式和非

同步教學如課後郵件溝通方式等，依靠線上平臺已有的優

質教學資源，增加了學生自主學習的時間，學生學習方式

多樣，一定程度較少了教師的工作量。 

其次，針對有各大線上教育平臺而言，這是一次升級

和優化平臺，加強校企合作的絕佳機遇。高校依靠線上平

臺給學生授課，據實際教學反映，內地高校使用較多的線

上軟體為騰訊課堂、叮叮等，港澳高校使用較多的教學軟

體為Zoom。平臺使用人數在疫情期間皆達到了一個高

峰，但不同的教學平臺各有其優勢和不足。在面對大灣區

三地不同背景、不同語言、不同制度的學生，以及滿足不

同科目教師上課、檢查課後作業和實施考試等需求，需要

升級平臺，特別是強調面對不同需求者的個性化服務，將

會更好更快的促進平臺的發展。 

最後，針對高校而言，線上授課有助於高校改變授課

形式，增加授課方式的多樣性，促進高校教學模式的改革

創新。灣區內高校積極尋求合作，有助於促進粵港澳大灣

區教學的融合發展。 

3.3. 教育觀念的改革，帶來粵港澳大灣區線上

教育發展新活力 

2005年，加拿大學者喬治西蒙斯提出，學習是連接

專門節點和資訊源的過程。該理論把學習視野放在了網路

社會結構的關係和節點的建立和重構，認為學習是一個連

結的過程，找到知識間的路徑。[9]換言之，該理論認為每

個學習者都有內外兩個網路，一個是內部的知識網路，另

一個則是外部獲取知識的網路，這兩個網路在不停的優化

和構建。該理論產生於網路時代，而在資訊技術不斷發展

的今天，互聯網、人工智慧和5G技術不斷發展，勢必會

帶來教育觀念和教學形式的改變。 

粵港澳大灣區高校在新的時代要僅僅抓住機遇，大力

發展教育創新，積極採用“互聯網+教育”、“智能+教

育”的理念和方法，促進教學模式改革創新，推動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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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方式的變革，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和教育繁榮發展

奠定基礎，更為灣區線上教育發展注入新活力。 

44.疫情背景下，基於案例分析評估粵港澳大灣

區線上教育採取的措施 

4.1. 應用案例——騰訊課堂 

2018年5月5日，騰訊公司與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北京

正式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未來雙方將重點就新技術、新產

品及其在教育領域的應用開展深入研究和推廣，合作內容

包括AR教材、人人通、個性化學習平臺、雲服務、智慧

校園等，共同推動資訊技術教育教學的融合創新。同時將

在教育公益領域加強協作[10]。騰訊多元化的服務包括：社

交和通信服務QQ及微信/WeChat、社交網路平臺QQ空

間、騰訊遊戲旗下QQ遊戲平臺、門戶網站騰訊網、騰訊

新聞客戶端和網路視頻服務騰訊視頻等[11]。騰訊課堂作為

騰訊集團開發的線上教育平臺，由於騰訊集團的QQ社交

應用已經發展多年，僅即時線上用戶都已超過兩億。[12]

因此騰訊課堂已經擁有龐大的潛在用戶群。 

只需要擁有QQ帳號或者微信帳號就可以關聯登錄騰

訊課堂，並且無需下載新應用就可直接在網頁觀看線上課

堂。騰訊課堂可採用實名制進行備註，在進入課堂前可填

寫個人資訊，教師在開課前可選擇是否錄製本節課堂內

容，課堂右側可見進入本節線上課堂的人數、昵稱、名

字、，課後可生成數據表格，表格涵蓋學生序號、授課老

師、授課內容、學生姓名、學生ID、是否觀看直播、進入

直播時間、觀看直播時長、是否觀看回放、觀看回放時間、

簽到資訊（發起簽到時間、是否簽到）直播時間、直播時

長、直播觀看人數、觀看回放人數等內容，不僅方便老師

對學生到位考勤還可為學校教務管理處考勤教師授課情

況提供依據。用時騰訊課堂的功能設置還包括課堂簽到、

學生舉手、老師提問、多媒體端螢幕書寫等功能，能滿足

多數學科的日常教學需求。.直播可以單獨選擇PPT或者視

頻播放，可以不使用分享螢幕，避免學生看到某些廣告或

者新聞彈出的尷尬。能生成回放視頻，方便因特殊情況不

能按時上課的學生查看回放進行學習，同時利於教師對自

己教學資源的收集、反思和改進。學生可以發送課堂彈

幕，老師亦可以連線學生進行互動，盡可能還原課堂，體

驗感較好，學生參與度高。可設定課堂時間限制，防止拖

堂，做到按時下課。 

但在粵港澳大灣區中，騰訊帳號的使用者更多在大

陸，港澳地區高校的用戶來說，仍需申請新的帳號去登錄

課堂；騰訊課堂在使用人數較多的情況下，學生反映更容

易卡頓、退出，尤其對於課堂人數較多的專業相關課程來

說，會導致課堂連貫性差、影響師生互動的問題，並且課

後考勤記錄中，卡退的用戶觀看時間不會累加，而是生成

新的用戶觀看資訊，這給教師的考勤統計帶來了較大的工

作量。並且雖然觀看課堂無需下載騰訊課堂應用，但需要

用到舉手提問功能時，仍需要下載騰訊課堂應用平臺，因

此在灣區線上教育平臺中，騰訊課堂更難吸引港澳地區還

未擁有騰訊帳號的客戶端，並且在上課人數較多的課堂

中，騰訊課堂的用戶體驗感比人數少的小課堂更差。 

4.2. 應用案例——Zoom雲視頻會議軟體 

除此之外，港澳地區高校使用人數較多的線上教育平

臺為Zoom雲視頻會議軟體。Zoom是一款多人雲視頻會議

軟體，是目前國際領先的一款移動視頻會議軟體。用戶可

通過手機、平板電腦、PC與工作夥伴進行多人視頻及語音

通話、螢幕分享、會議預約管理等溝通活動[13]。據疫情期

間港澳高校實際教學反映，在港澳地區使用該平臺實施線

上教育高校較多，操作也較為簡單。首先，教師和學生在

電腦或手機等客戶端下載安裝Zoom。隨後，教師可通過

發送邀請、分享鏈接或會議ID，邀請學生加入會議，進入

課堂，學生亦可無需下載和註冊軟體，通過教師分享的鏈

接即可進入課堂，使用方法簡單便捷。 

從整體來說，Zoom的使用方法較為靈活，對於教師

來說，教師是線上課堂組織者和管理者，教師可選用多種

功能進行教線上教學，例如通過共用螢幕功能播放教學

PPT，白板功能可用於書寫板書和總結教學內容等。此

外，還可通過聊天功能與學生進行線上互動，通過參與人

選項可查看學生的線上人數等，使用較為便捷。對於學生

來說，學生線上是課堂參與者，可以點擊舉手功能提問或

發言，與教師及時交流和互動。還可進行線上課程錄製，

可反復觀看課堂學習並進行資源二次整合。但是，從另一

方面來看，Zoom雲視頻會議軟體原本使用範圍主要為企

業用於視頻開會，而今被港澳高校廣泛使用於教育領域開

展線上課堂，也帶來了平臺有待升級完善的問題。例如平

臺為付費軟體，持續使用成本較高，如要使用更多的功

能，需向平臺支付一定的費用。此外，Zoom的視頻課堂

在一定程度減少師生的互動，線上課堂偏向於單向的媒

介，尤其是以大群體進行的課堂。為了維護網路的穩定以

及課堂的安靜，教師上課通常會採用禁言功能或學生可自

主選擇靜音狀態，待教師提問至學生時學生才會解除靜音

回答問題，而這一過程相對減少了師生之間的交互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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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針對現有問題，如何採取措施，加強平臺和高校的合

作，升級完善現有平臺以滿足不同師生線上教育的需求，

提高軟體的精准個性化服務，這是下一步還有待值得探討

的問題。�

5.疫情背景後，粵港澳大灣區線上教育的建議 

在政府政策指導下，高校與線上教育軟體平臺的合作

對於線上教育的發展起着關鍵的作用，不僅有助於對高校

提升線上教育品質和完善教學方式，更是有利於促進教育

平臺的升級，增加線上教育的核心競爭力，促進線上教育

穩定發展。例如線上教育平臺擁有學生學習的數據記錄和

回饋及評價等，高校有針對性地進行選用，及時回饋師

生，提高線上教學的個性化服務，更好的促進高校提升線

上教學的品質。因此，灣區高校線上課程平臺的選取上應

根據課程設置和課堂人數來選取適合的線上授課平臺。對

此本研究向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線上教育的開展提供以下

建議： 

5.1. 政府層面，主導粵港澳大灣區線上教育的

發展 

在政府層面，政府在粵港澳大灣區線上教育的發展中

起主導作用，通過相關檔和法律制度指導高校部門和組織

應整合三地高等教育力量，基於大數據的分析，利用數據

實現教育的現代化和資訊化，具體通過聯合灣區高校招生

教務管理系統等，初期定下可操作性強、已有合作基礎

的、潛力大的灣區高校線上教育示範專業，從而為其他專

業領域的聯通提供經驗，為其他專業領域的調整提供時間

參考；做到外部聯通核對標準，包括課程開展方式、上課

時間、時長、考勤方式、考核方式、學分換算和認證等；

而內部要聚核，明確各部門各專業教師和教輔人員的職責

範圍，定期彙報、交流教學開展進度、討論問題並且及時

解決問題，進一步做到灣區內聯通、高校、不斷優化的精

品線上教育。 

5.2. 高校層面，加強校企合作，推動粵港澳地

區教育合作 

在高校層面，高校應確保灣區線上教育的聯通及時、

有效，定期組織高校各專業做好線上教學計畫，具體包括

但不限於備課時間、備課平臺、備課分工、上課時間、上

課平臺、考核方式、評價機制等。高校在不同專業、不同

容量的線上課堂中，應針對不同專業學科的教師，對教師

隊伍提前進行線上授課培訓，其內容應包括如何組織線上

授課、如何篩選教材資料、如何保護自身課件、課程視頻

的產權、如何進行課程考勤、課後作業佈置、作業批改、

報告評價、結課考試等的具體操作，提升教師授課水準和

原創知識產權意識，樹立高校課程品牌意識、口碑意識；

有重點地擴大灣區各高校圖書館資源、資料庫、綜合資訊

的分享，由於學生的課後自我學習時間、非同步教學時間

遠比線上課堂時間長，高校文獻、數據的聯通進一步擴大

後，可進一步向灣區高校學生提供高質量的自我學習支

持，推動粵港澳地區高校的合作發展，但在互通機制的建

立中，尤其要注意機制的安全性、有效性、有序性和合法

性。另一方面，健全教育教學品質監控機制，不僅僅做到

課前資源互通，還要有重點、有目的地在專業資源互補的

領域，做到後續回饋延長，例如對畢業生品質的跟蹤回

饋，尤其是灣區內各高校人才培養和人才需求流動方向的

追蹤，聯通市場人才需求資訊，利於灣區高校有重點、有

側重地培養人才，促使人才培養服務於社會發展。 

5.3. 平臺層面，提供更精細和專業的個性化服

務 

在平臺層面，線上教育平臺應提供更精細和專業的個

性化服務，對不同專業學科、不同課程類型，設計針對性、

專業性的課程功能，加深平臺垂直性開發；對教師端、學

生端分別收集用戶體驗問卷、進行電話回饋，提升服務團

隊的服務面和服務跟蹤長度。同時加強平臺內教學資源的

管理，尊重和保護原創，鑒別和確認線上教育資源的產權

和使用權，瞭解粵港澳三地的經濟、政治和法律特色及差

異，雇傭相關法律人才為教育平臺在粵港澳灣區的線上教

育資源整合中提供法律顧問和指導，為粵港澳地區的線上

教學提高更優質的服務，加強校企業合作；技術人員在開

發和設計不同專業的特色平臺功能中，應設計針對教師、

學生的簡單、易上手的使用培訓，進行專場培訓和答疑解

惑，輪崗檢測線上教育環境，對線上平臺問題、該進回饋

作出反應，進一步保障線上教學的順利、高效開展。 

5.4. 學生層面，加強自主學習意識和自我規劃

能力 

在學生層面，要加強自身的自主學習意識，主動與教

師多溝通交流，提升自我的時間規劃和學習能力。正如美

國教育學者格魯梅特（Grumet）認為，“課程從來就不

是一些固定的內容或主題，從來就不只是方法或大綱。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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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人們用來建立事物意義的交流活動，它是學習者與引

領和塑造他的人一起建構意義的一個過程”[14]。因此，

師生之間要增強溝通個交流。同時，學生要重視提升自身

的資訊化素養，適應時代的發展和線上教學的模式，利用

好線上課程的優質資源，即使居家學習，也能不斷提升和

豐富自我。 

66. 結語  

本文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視域下，從政府、高校、平臺

等方面總結了灣區線上教學的基本經驗，面臨的挑戰和機

遇，結合線上教學聯通主義理論和具體的案例分析，為灣

區線上教學提出了建議。希望能夠啟發大家完善線上教育

開展的模式，創新線上教育體制，推動教學和學習方式的

變革。 

此外，我們建議將此次疫情期間利用線上平臺和資源

開展的線上教育，作為高校加強線上課程建設與合作和深

化課程改革的一次變革。加深對“互聯網+教育”、“智

能+教育”的教學理念的理解與運用，促進教學模式的改

革創新和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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