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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规模公开线上课程”（ MOOC） 近年来纷纷涌现并快速发展，这一崭新的知识获取渠
道和学习模式，以其自身独特的教学理念对传统高等教育体系的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产生了巨大
冲击。通过阐释基于 MOOC 的《金融审计》课程教学模式理论框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课程
再造过程中师生特征、课程特征和平台特征影响因素进行甄别 ，实证分析表明教师教学水平和课程
体系设计对《金融审计》MOOC 教学效果的影响最为显著。 最后提出 MOOC 视角下《金融审计 》课
程再造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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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2 年在教育部颁发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 2011—2020） 》中曾明确指出： “促进优质教育资源
普及共享，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现教育思想、理念方法和手段全方位创新。”同年，一种基
2012
于互联网、针对大众人群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
年也被媒体称为“MOOC 元年”。
在教育信息化、教育资源共享化发展的趋势下，传统教学体系中的各种弊端逐渐凸显。 例如，教学文化
缺乏活力、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僵化、教学成果评价单一等。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 ，教育
［1］
信息化将带来对传统教学模式、内容和方法的巨大变革，并直接推动着教育现代化。 MOOC 的出现沿承了
开放教育资源（ Open Educational Ｒesources） 开放共享知识的理念，通过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将优质教育教

学资源送达世界各个角落，不仅提供免费优质的课程资源，还提供全新系统的学习体验。 同时，MOOC 与现
行高等教育体制结合的多种形式 ，为高等教育教学体系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 。 如能将 MOOC 独特的教育观
念、教学理念及授课模式有效地植入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体系中 ，将极大地变革传统教育方式，催生出全新的
教学文化，并将进一步引致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深刻的变革与重构 。
本文通过现有文献的回顾，系统梳理 MOOC 的发展现状与特征，在阐释 MOOC 视角下《金融审计 》课程
再造基础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影响 MOOC 教学效果的因素进行甄别，并据此提出
MOOC 视角下《金融审计》课程再造的策略组合。

二、MOOC 发展现状与特征
虽然 2012 年被认为是“MOOC 元年”，但纵观整个 MOOC 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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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1989 － 2004 年） ，MOOC 在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中发端。早在 1989 年，美国凤凰城大学就开始
［2］
推行在线学位计划，并于 1991 年授予首批在线 MBA 学位。 200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一步提出了开放
教育资源（ OEＲ） ，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向教育者、学生、自学者提供基于非商业用途，可被自由免费查阅、参考
［3］
或应用的各种教育类资源。 在这一阶段，“世界是平等和开放的”、“知识公益，免费共享 ”等教育教学理念
逐渐得到广泛认同，开放教育资源的各类运动也不断深入推进 。
第二阶段（ 2005 － 2011 年 ） ，MOOC 在 连 通 主 义 学 习 理 念 下 兴 起。2005 年，加 拿 大 曼 尼 托 罗 大 学 的
George Siemens 首先提出了网络时代的连通主义（ Connectivism） 学习理念，他认为传统的静态、分类与层级化
的知识发展到网络时代已变成动态的 、网络化的知识流，相应地学习也主要是在动态连结的知识网络中形成
［4］
知识节点的过程。 2008 年，George Siemens 和 Stephen Downes 在曼尼托罗大学联合开设了“连通主义与连
通性知识”课程 （ Connectivism andConnective Knowledge，CCK08 ） ； 同年，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的 Dave
［5］
Cormier 和国家通识教育技术应用研究院的 Bryan Alexander 针对 CCK08，首创了 MOOC 这一术语。
在此阶
段，强调学习者“高度自治”、课程“高度自组织”的教学模式以逐步被广大师生所认知 。
第三阶段（ 2012 年 － 至今） ，MOOC 在行为主义学习理念下繁荣。2012 年，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以
在线开源学习项目 （ MITx） 为基础，合作组建了旨在以开放与免费形式向大众提供优质的在线课程平台
［6］
［7］
（ edX） 。
在此期间，斯坦福大学 Daphne Koller 与 Andrew Ng 还创办了课程时代 （ Coursera） 。 由此，主张
“人人可授课、人人能学习”的在线学习平台相继成立，然而 MOOC 所带来的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冲击才刚刚

开始。
与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相比，MOOC 的特征表现为： 规模化、开放性和在线式三个方面。 首先，MOOC 的规
模化特征不仅是指参与课程学习的学生规模较大 ，而且体现在课程活动的范围覆盖面广。 在计算机与互联
网技术结合并飞速发展的今天，MOOC 中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一方面为更多用户提供了价格低廉的课程，
吸引着海量的求知者积极参与； 另一方面也使其课程内容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 ，并促使更多的学生打破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 。其次，MOOC 实现了一种高端的知识交换模式，在这一开放的教育教学
形式中，所有的资源和信息都是开放的，并能通过网络传播，没有时间、地点、人数的限制。此外，MOOC 由很
多愿意沟通、协作与合作，以便增进专业知识的学习者所共同组成 ，因此能保证学习者的学习环境、信息来源
和评价过程均在一种开放共享的模式中展开 。最后，MOOC 的学习者将更为自主与个性化，可以根据各自的
习惯与偏好使用多种在线工具或平台参与学习 ，同时在课程运行过程中，课程设计团队可根据学生学习数据
进行在线反馈与分析，对课程设计进行螺旋式的动态调整 ，从而实现在 MOOC 教学过程中随时随地、主动学
习、数据挖掘等多维度的网络化。

三、基于 MOOC 的《金融审计》课程再造理论基础阐释
从课程性质分析，《金融审计》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均较强的多学科 、跨专业课程。 一方面，由于理论
性强、学生缺乏审计实践经验，教学中经常出现“难教、难懂、难学、易忘 ”的现象； 另一方面，由于其多学科的
交叉性和政策关联性，以及与实际业务联系紧密，且涉及内容广泛，因此在教学中容易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 ，
教师与学生针对具体问题缺乏有效沟通和交流的现象 。
从课程教学模式分析，国内《金融审计》课程多采用以“传递—接受”为特征，强调教师主导作用，并完全
［8］
驾驭课堂的教学方式， 具体表现为： 在课前教师依据指定教材，对授课内容的教案与课件进行准备； 课堂
上教师运用某种教学方法将课程相关内容传授给学生 ； 课后学生对知识内容进行复习，并完成一定量的习题
作业； 到期末学生参加课程考试，其考试成绩作为判定学生课程学习效果的主要指标 ，并被记录在案，以为其
在校期间评优评先提供参考。显然，在当今社会信息化的环境中，这一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学内容缺乏丰度，
教学方法略显单一，考核方式较为片面。
针对上述跨专业金融课程性质及教学问题 ，国内部分学者提出了重视实践教学以提升教学质量的优化
思路。例如，汪祖杰（ 2005） 提出了金融学本科实践教学改革思路及实现机制，强调高校金融专业较强的应
［9］

用性要求其教学应以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作为双重目标 。 王心如（ 2012） 从现代金融人才培养角度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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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何在金融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加强实践教学从而提高整体教学质量 。 欧璇，周娜 （ 2005） 认为，改革金融
实践教学方法，加强综合性、设计性、分析性的教学内容，是培养能力强、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金融人才的重
［11］
要途径。 另外，卢传锋（ 2000） 基于自身长期对《金融审计》课程教学特点、存在问题的认识，提出了立体化
［12］
改进课程教学方法的思路。

将 MOOC 教育教学模式与高校《金融审计》课程相嫁接，将 MOOC 特征植入该课程教学过程中，理论上
能拓展跨专业课程教学研究的分析视角 ，丰富和完善《金融审计》课程教育教学模式研究的理论框架。 实践
上能解决《金融审计》教学过程中，由于课程性质及传统教学模式等引致的教学质量不理想问题，并为跨专
业课程教育教学方式的改进与创新提供参考与指导 。如图 1 所示。

图1

基于 MOOC 的《金融审计》课程再造理论框架

从图 1 中可以发现，基于 MOOC 的《金融审计》课程再造的核心是将传统教学与 MOOC 教学进行融合与
交叉，最终形成一种针对课程内容与特征的混合教学模式 ，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课程组织形式 、课程内容、课
程学习方式和课程评价方法四个方面 。
首先，在《金融审计》课程组织形式上强调“翻转课堂 ”（ FlippedClassroom） ，即将课堂内外师生教与学的
时间进行重新设定。在这种课程组织形式下，学生课堂外时间从做作业“翻转 ”为在线或线下自主或协作学
习教师预录的 MOOC 教学视频，教师课堂内时间从讲授知识“翻转 ”为引导学生互动研讨，从而以任务驱动
和协作互动等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
其次，在《金融审计》课程内容上需要“体系重构 ”（ System Ｒemixed） ，即针对该课程内容覆盖面广、理论
与实务结合紧密等特征，先行将相互关联的多元学习资料聚集并上传到 MOOC 平台，进而按照一定的教学
目的、内容逻辑对庞杂的课程教学材料进行重新整合 ，形成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课程内容体系，从而保
证学生能高效充分地利用 MOOC 资源，变单向知识传递为多维有的放矢的教学过程 。
再次，在《金融审计》课程学习方式上突出“众包交互 ”（ Crowd － SourcedInteraction） ，即通过线上学习与
课堂教学的结合。一方面，利用 MOOC 平台，使为数众多的学习者构成一群共同解决《金融审计 》课程中未
知问题的群“众”； 另一方面，在课堂上实现以课程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方式 ，形成围绕相关问题进行多元互动
的课堂学习氛围。这一“众包交互”的学习方式能使众多学习者在虚拟或现实的学习环境中 ，利用群体的智
慧互助协作，共同研讨、实施并评估问题的解决方案，以更为有效地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最后，在《金融审计》课程评价方法上强化“自我评价 ”（ Self － evaluation） ，即在课程考核中突出学生互
评与自评的重要性。在一个大规模在线开放的课程体系中 ，面对巨量学生作业时，采用自我评价方法是一种
较好的课程评价策略。实践表明，通过某种激励措施，让学生参与考核的评价过程，能使其认识到课程内容
的系统性，发现自身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容易忽视的知识“盲区”。

四、基于 MOOC 的《金融审计》课程教学效果影响因素评价
1965） ，但最近十年发展却
模糊数学的理论基础是模糊集，模糊集合理论的提出虽然较晚 （ L． A． Zadeh，
非常迅猛，特别是目前在经济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极为广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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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从不同方面对事物进行评价难免带有主观性 ，因此将模糊数学分析方法引入对现实
事务的综合评判中，将提升其评价的效果和客观性。在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有一些具备丰富教学工作经
验的教师，他们常常会将一些难以言传的经验和技术归结于对诸因素的一种优先权重分配方案中 ，而利用模
糊数学原理，可以借助计算机技术对其进行模拟并保存其过程与结果 ，以为相关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科
学的决策依据。因此，本文运用模糊关系方程对基于 MOOC 的《金融审计》课程教学效果影响因素进行评价
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其模糊关系方程可表示为： X  Ｒ = B 。其中 X 表示权重分配矩阵，Ｒ 代表评估判断矩
阵，B 为因素综合评价矩阵，转化成模糊线性方程可表示为：
 （ r11 ∧ x1 ） ∨ （ r21 ∧ x2 ） ∨ … ∨ （ r n1 ∧ x n ） = b1
 （ r12 ∧ x1 ） ∨ （ r22 ∧ x2 ） ∨ … ∨ （ r n2 ∧ x n ） = b2

… …
… … … …

 （ r1m ∧ x1 ） ∨ （ r2m ∧ x2 ） ∨ … ∨ （ r nm ∧ x n ） = b m
在秉持规范性、操作性、针对性和可获性原则的基础上，本文注重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高校课
程教学质量评价规律，不忽视各评价主体在评价活动中的作用 ，并结合 MOOC 教育教学的基本特征，据此构
建基于 MOOC 视角的《金融审计》课程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重点从师生特征因素、课程特征因素和平台
特征因素三个维度，具体包括 8 个二级指标对《金融审计 》课程 MOOC 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具体指标因素如
表 1 所示。
表1

基于 MOOC 的《金融审计》课程教学效果影响因素及其评价值
指标因素

师生特征因素

课程特征因素

平台特征因素

很好

较好

一般

差

教师教学水平 x1

0． 30

0． 45

0． 20

0． 05

学生已有知识程度 x2
课程体系设计 x3

0． 35

0． 30

0． 25

0． 10

0． 30

0． 45

0． 20

0． 05

课程难易程度 x4
课程时间跨度 x5

0． 25

0． 40

0． 30

0． 05

0． 30

0． 35

0． 25

0． 10

平台影响力 x6

0． 15

0． 45

0． 35

0． 05

平台参与度 x7

0． 20

0． 45

0． 25

0． 10

证书颁发规范性 x8

0． 60

0． 35

0． 05

0

0． 318

0． 364

0． 227

0． 091

整个因素集综合评价

由表 1 可以看到，本文将基于 MOOC 的《金融审计 》课程教学效果作为因变量，影响其教学效果的因素
作为自变量，运用模糊关系方程计算相关因素的权重分配矩阵 ，从而了解这些自变量因素对于课程教学效果
的影响程度。这些自变量具体包括： 师生特征因素（ 教师教学水平 x1 ，学生已有知识程度 x2 ） ； 课程特征因素
（ 课程体系设计 x3 ，课程难易程度 x4 ，课程时间跨度 x5 ） ； 平台特征因素（ 平台影响力 x6 ，平台参与度 x7 ，证书
颁发规范性 x8 ） 。
依据《金融审计》课程 MOOC 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从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5 月，对南京审计学院
2011、
2012 和 2013 级金融学专业本科学生，以及金融学院部分教师和教学督导进行实证分析 。 主要采用结
构化问卷与半结构式访谈形式展开调研 ，对象包括上述班级已修完《金融审计 》课程学分或正在学习该课程
的学生，学院内负责《金融审计 》课程教学的教师及校内跨专业课程教学专家 。 为保证调查对象，特别是本
科生能较为熟悉 MOOC 教学的内涵与特征，要求多数被调查者已选修我校所开设《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或
《高级财务会计》两门较为成熟的 MOOC 课程。 此外，在采用现场填写、Email 或电话等形式进行问卷调查
时，《金融审计》课程组教师均全程参与，以提高问卷回收率和访谈质量。 此次为期半年的《金融审计 》课程
MOOC 教学效果评价调研，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 292 份，有效率达到 97． 60% 。
将调查结果汇总，计算问卷评估值的平均值作为各因素比较值的最终取值 （ 具体如表 1 所示 ） ，并据此
结合模糊关系方程测算《金融审计》课程 MOOC 教学效果影响因素的权重分配矩阵 ，可得：
（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 = （ 0． 205，
0． 051，
0． 205，
0． 128，
0． 051，
0． 128，
0． 179，
0． 051）
从《金融审计 》课程 MOOC 教学效果三维评价指标因素权重可以看出，课程特征因素的综合权重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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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达到了 0． 384，说明在基于 MOOC 的课程教育教学模式重构过程中，所选课程内容和体系将会直接且影
响该课程以后 MOOC 教学质量的高低。 进一步对二级指标分析发现，教师教学水平 （ x1 ） 、课程体系设计
0． 205 和
（ x3 ） 和平台参与度（ x7 ） 是影响《金融审计》课程 MOOC 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其权重分别为 0． 205，
0． 179。
究其数据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一方面，MOOC 教育教学模式对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而言还属于一种新
鲜事物，无论是直接采用 MOOC 形式，还是将其与传统教学模式相嫁接，都需要对已有课程体系和内容进行
扩充和调整，使学生更快适应这一规模化、开放性和在线式的教育教学方式。 而针对《金融审计 》课程而言，
其内容涉及广泛，且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特征也要求课程体系设计的科学与合理 ，因此课程体系设计
（ x3 ） 的权重值较高。另一方面，学生选择 MOOC 教学课程，特别是《金融审计》课程作为选修课时，多数学生
是被开课教师的授课能力和教学声誉等方面因素所吸引 ，具体体现在对任课教师教学水平的认可上 ，所以教
师教学水平（ x1 ） 的权重值也较高。此外，MOOC 教学平台的构建需要迎合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平台界面设计
充分人性化，易于师生间的交流互动。而通过 MOOC 形式学习《金融审计》课程，需在线进行课程学习、作业
及考试等多项环节，因此提升平台的参与程度是推进 MOOC 教育教学质量（ x7 ） 的重要因素。

五、基于 MOOC 的《金融审计》课程再造策略分析
对于我国高等院校而言，MOOC 的出现不仅是教育技术的革新，更会带来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学方
［11］
式、人才培养过程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然而，这一创新的教育教学模式对传统教学中“因材施教 ”的教育
理念提出了挑战。传统高等教育环境中，教师通过与学生课堂上面对面的讲授与交流 ，可以有机会了解不同
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学习习惯，因此能开展针对性的教学辅导工作。 而在 MOOC 模式下，学生通过网络资源
学习课程相关知识内容，教师则从“舞台上的智者 ”（ Sage on theStage） 转变成为“一旁的向导 ”（ Guide on the
Side） ，因此很难根据学生的个性、优缺点和知识水平来进行因材施教 ，这也是诸多网络教育所面临的共性问
题。针对这一问题，在高校《金融审计》课程 MOOC 教育教学过程中，应从学生地位、教学生态和评价机制三
个方面对整个课程体系进行思考和再造 。
首先，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课程组织形式上看，MOOC 突破了传统课堂教学的时空限制，改变了教
学课程的组织过程。高校将传统教学模式与 MOOC 方式相结合，应强调将教师“教 ”建立在学生“学 ”的基
础之上，真正体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 具体到《金融审计 》课程而言，由于金融审计理论与实务
联系紧密，课前学生应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网络教辅材料 （ 主要包括，音频、视频和 PPT 等 ） 进行课程相关
内容的学习，通过自己对课程知识的认知、理解与内化后，在课堂上与其他学生和教师进行多元互动与研讨 ，
以加深对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掌握程度 ，课后学生继续采用在线平台交流与沟通 ，充分利用丰富的各类课程网
络学习资源，以对知识结构进行查漏补缺，实现相关课程内容的知行统一，最终获得对课程知识的消化、吸收
与创新。
其次，完善教学生态系统环境。在 MOOC 教育教学环境中，若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在线学习与课
堂教学等系统内各要素之间所构建的学习环境 、教研环境和数字环境能形成一个互联互动、良性循环的体
系，将极大地促进课程教学的效果。基于 MOOC 的《金融审计》课程，应通过 MOOC 平台将传统二元分化的
教研环境与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环境结合起来 ，改变教与学相对分离的状态，使《金融审计 》课程中较为单
调枯燥的会计原理和错综复杂的风险监测模型 ，借助于全方位、多维度和立体化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使其
变得生动、活泼与形象，以较好地改变该门课程的学习氛围与教学效果 ，并有利于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观
能动性。
最后，强化课程教学效果考核评价机制建设 。无论采取何种教育教学模式，在课程评价机制方面最终都
要体现在教学效果以及学生今后的成长等方面 。 目前大部分高校 MOOC 对学生最终课程成绩考核主要包
括： 在线作业测试、平台互动情况和网络试题库考试等。 高校《金融审计 》课程应从中汲取和借鉴相关的考
核评价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可以将 MOOC 平台中金融审计课程网络教学资源的学习与学生该课程学分挂
钩，以体现对学生自主在线学习过程的认可；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 MOOC 网络平台的技术优势，探索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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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 平台建设科学性、标准化的《金融审计 》课程试题库，使学生的学与考都建立在一套规范的课程网络
考核评价范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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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Curriculum Ｒeconstruction of Finance
Audit Based on the MOOC Perspective
LIU Hua， NI Huan
（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1815，China）
Abstract： With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is springing up and develop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this new
channels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learning mode has its own unique teaching ideas，the traditional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process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has a huge impact．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nance
audit teaching mode based on MOOC theoretical framework，this paper employs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screen the affecting factors about teacher － student，curriculum and platform characteristics during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The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eachers’teaching level and curriculum system design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eaching effect of finance audit by MOOC． Finally，the paper puts forward to
the countermeasures on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about finance audit based on MOOC perspective．
Key words： MOOC； finance audit；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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