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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术革新促进了教育变革,教师也应通过学习不断更新自身知识与技能来适应新的教育环境,
学习力的发展是教师学习的核心,也是检验其学习成效的重要一环。当前,教师在学习力方面存在学习意
愿认知模糊、学习需求难定位、学习资源碎片化、学习过程难持续、学习实用性不佳这些现实困境,
基于成人学习理论,提出从坚定教师终身学习理念、基于教师已有经验分类施策、共创共享学习平台与
资源库、内外驱动激励教师变革、加强学习实践转化与应用这些方面来突破以上困境,以此提升教师的
学习力,更好地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及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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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and Strategy of Teacher Learning Ability Based on Adult Learn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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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promote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eachers should also constantly
update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adapt to the new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hrough lea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ability is not only the core of teachers' learning,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to test their
learning results. At present, teachers' learning ability is faced with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vague cognition of
learning intention, difficult positioning of learning needs, fragment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unsustainable
learning process, and poor learning practicabilit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dult learn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reak through the above difficul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teachers' lifelong learning concept,
classifying policies based on teachers' existing experience, co-creating a shared learning platform and resource
library,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ing and motivating teachers to change, and strengthen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practice so as to enhance teachers' learning ability and better promot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self-re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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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新的知识经验来解决实际问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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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加强学习实践转化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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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教师学习合作交流平台,邀请专

的问题将所学知识与当前的教育教学实

习力的发展带来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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