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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凤凰城大学概况
凤凰城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于 1976 年建立

于美国亚利桑那州，是阿波罗集团（Apollo Group, Inc.）
下属的分支教育机构。 凤凰城大学已通过联邦或多个
区域认证机构的认证，有权授予从学士到博士的学位。
凤凰城大学当前注册的学生约 33 万人，其中选择纯在
线学习的学生约为 17万人，已发展为全美最大的私立
大学。凤凰城大学从创业开始就将培养对象定位于在
职成人学生，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提供职业化的、强
实践性的课程， 满足了成人学生的职业期望和提升
社会地位的需求，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因而办学规模
不断扩大。

根据阿波罗集团 2005 年年报的数据，纯利润增长
率为 60.1%，利润额高达 4.45 亿美金，占总收入的 19.
8％。其中凤凰城大学（含凤凰城在线大学）2005年的财
务收入占集团总收入的 89.4％。

凤凰城在线大学作为凤凰城大学的网络校园部
分，于 1989年运营。截至 2000年 11月，注册学生为 1.
85 万人；2001 年 11 月，注册学生已达 3.37 万人，增长
率为 81.7％；2002 年注册学生达 6 万人， 较 2001 年增
幅达 60%， 年收入超过整个阿波罗集团当年收入（10
亿美元）的 1/3。 凤凰城在线大学 2001－2002 年财政年
度第一季度（9-11 月）的总收入达 6434 万美元，净收
入为 1095 万美元， 比 2000－2001 年财政年度同期的
3410万美元、560万美元分别增长 88.7％和 95.5％。200
3 年美国凤凰城在线大学市值达到 11 亿美元，每招收
一个学生，就可以为国家上缴 200美元的税金。

凤凰城在线大学为学生提供 24 小时在线服务，除
博士课程，注册入学、缴纳学费、购买资料、图书馆、教

学研讨、完成作业、考试与评估、课程实验、毕业典礼等
所有环节均可在网上完成。

二、凤凰城大学的成功经验
1. 准确的学生定位和以学生为顾客的服务意识
据凤凰城大学创始人斯波林的观察，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大多数高校并没有把学生当成顾客，也不
是以学生为中心提供教学服务。 在职成人很少有机会
接受高等教育， 即使有机会， 接受教育的过程也不愉
快。凤凰城大学将学习对象定位为成人在职者，这个观
念决定了它的目标、课程、教师、服务等各个方面。凤凰
城大学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 并将职业技能
放在教育目标之首；此外高度注重学生的满意度，认为
每一个学生都是学校表现的评估者， 评估结果直接影
响学生的注册量。 因此“服务为王”的思想体现在其使
命、目标、课程设计、教学组织、学生支持、教师管理、技
术支持等各个方面。 凤凰城大学的学生服务致力于解
决以下几个问题：（1）课程设置：学生们是否知道应该
学什么以及是否学到了他们应该学的内容。（2）支持服
务： 是否在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帮
助。 （3）能力发展：他们是否具备了做那些应该能做的
事情的能力。 （4）学习效果：他们是否达到了他们的职
业目标或人生目标。

2.独特而实力强大的教师队伍
凤凰城大学的教师有约 300 人的全职管理人员，

2.3万名兼职教师，全部都是美国本土人士。 兼职教师
全部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其中有一部分是已退休或
是需要调整工作时间的教师， 但大部分正受雇于与所
教授课程相关的领域， 并且要求平均至少 5 年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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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经验（实际是 16年）。 他们多半是公司总裁、高级
信息主管、财务主管或专业研究人员，拥有最新的工业
理论与应用技术， 从而保证了学生的学习有很强的实
用性。

凤凰城大学对兼职教师采用类似学徒式的管理方
式，以一套有效的招聘、培训、管理、评估系统保证其实

施（如图 1所示）。 对新教师的集中培训一般在 4 个星
期内完成，由全职教师或老教师提供招聘咨询、培训指
导、教学指导、管理指导等；此外，建有内部论坛用于讨
论内部事物的管理和信息的发布， 以保证这支庞大的
教师系统能顺利运作。另外 7×24小时的 call-center也
对教师开放。

3. 强大的学生支持服务系统
（1）功能强大的学生网上行为评估及跟踪系统。凤

凰城大学有一套功能强大的学生网上行为跟踪和分析
系统，可以记录学生在网上的关键行为，如登录次数、
作业完成情况、交互情况等，这是教师、学生支持服务
工作人员赖以提供教学辅导和支持服务的基础。 通过
对学生行为的分析，可以相应地调整课程内容、作业和
考试的难度，决定何时提供辅导、提醒和服务等。

（2）管理严格、高效的学生支持服务人员。 凤凰
城大学拥有 7000-8000 名专职学生支持服务人员，为
学生提供 7×24 小时的 call-center 服务。 支持服务人
员的工作以学生行为跟踪和分析系统提供的数据为

基础，从学生报名注册到完成整个学习过程，都能及
时、准确地为每个学员提供专门服务（如图 2 所示）。
每一个学生可以享受四个专职学生服务人员的服
务，即入学顾问、经济资助顾问、学术顾问、转学分服
务；每位服务人员约服务 300-400 个学生，后台系统
将其服务过程一一记录在案； 凤凰城大学对每一位
服务人员有非常合理的量化评估指标和管理制度，
能保证管理严格、到位、高效。 这种高质量的支持服
务是传统高校所无法做到的。 凤凰城大学之所以能
够向学生收取较高的学费， 也正是因为学生可以享
受到比传统高校多得多的贴身、个性化的服务，即所
谓的“远程手把手的教育”。

图 1 兼职教师的招聘、培训、管理

图 2 学生注册与学习过程图

4.独特的课程资源建设
（1）课程的设计与开发。凤凰城大学的课程设计由

营销、管理、财务、学生就业顾问和教师组成的课程开

发小组共同负责对课程的提纲、 课程内容模块进行建
设，这与传统大学以教授为中心的课程设计完全不同。
课程设计和开发小组内的人员有不同的分工：300 多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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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全职教师负责保障核心课程大纲的质量、 确定目标
和内容、确定设计流程和开发工具，确保课程的内容紧
跟当前市场的需求； 兼职教师兼理论和实践知识于一
身，负责对课程的第一线教学，这样就能确保负责教学
的老师能够将有课程内容模块中包含的有效理论知识
和该领域当前的实践知识结合起来。 学生星期天上课
学习的内容，星期一上班时就能用到。课程开发的过程
由课程开发负责人协调和组织工作， 并对于这个过程
中各方的经验教训、心得技巧、思想火花、注意事项等
进行管理。 因此，当一门课程开发完毕，随之会产生一
套教学备忘录，以提醒、帮助授课教师完成该课程的教
学任务。最后，课程开发小组还要确定并描述讲授该课
程的教师必须具备的学术和技能水平， 为选拔兼职教
师提供依据。

（2）凤凰城大学的课程表现形式不迷信高新技术，
而是以文本文件为主。这样做的好处是，教师可随时对
课程内容进行调整、更新和维护，同时减轻了网络传输
的压力。早在六七年前，凤凰城大学就已经完成了印刷
材料的 E-book 化，在此过程中，课程已经被切分成很
细小的单元， 一门课程的组织结构也不一定像印刷材
料那样严格地按照线性方式，而是可以随时打乱顺序，
按需要截选。

5.独特的教学组织和学习方式
（1）与别的大学互认学分：学生如果在别的大学或

经过承认的机构接受过教育或培训， 其获得的学分或
专业培训证书都被承认或可换成学分。 凤凰城大学的
在线学习按学分收费，每个学分根据专业的不同，收费
在 390–500美元之间。学生可以通过经济资助或分期
付款的方式交纳学费。

（2）随时注册学习课程：凤凰城大学并不像传统高
校那样严格按照一套校历来运作。 新生随时可以开始
注册入学，课堂也是随时开放，没有季节或者学期的限
制。课程几乎是每周都在重新开始，以方便学生随时开
始修课。学生可以不分学期，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
点参加注册、学习和考试。

（3） 单科独进： 研究生课程一般在连续六周内完
成，而本科生课程一般在连续五周内完成。一门课程完
成后，随后的一周才开始下一门课程。这种时间相对集
中的方式可以使学生能够以一种有效的时间管理方式
达到既定目标，对成人在职学习者尤其适用。

（4）小班教学：凤凰城大学采取小班教学，一个班
级的人数保持在 13 人左右，这是保证主动学习、协作
学习、基于任务的时间管理以及保证师生交互的前提。
小班教学的方式保证了学习的质量， 也能帮助学生在
工作和个人责任之间取得平衡。 非在线学生每周要参
加两次教学指导活动———为时 4 个钟头的由教师指导

的研习会和为时 4～5个钟头的学习小组讨论会。 在线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参与
课堂学习，以此完成课程。

（5）学习模式：凤凰城大学提供三种学习方式，即
纯在线学习、纯面授学习、在线和面授的混合式学习。
具体选择哪一种学习方式，完全由学生自己决定。其中
在线学习主要以异步为主， 学生只要能完成相关的作
业，就可以在每周内按照自定的步调安排学习时间。这
克服了时空、时区的局限，给与了学生极大的便捷。 但
是，学生在两个星期内如不上课，就会被踢出，学费也
白交，要想再学只能重新缴费。 凤凰城大学要求“每一
个学生必须回答每一个问题， 每一个老师必须对每一
个学生的每一个问题进行评价”，这是传统的课堂教学
无法做到的， 而这也正是凤凰城大学能够拿到高校认
证委员会授予的资质的原因。

（6）协作学习：学习小组由 4～5 个学生组成，学习
小组鼓励组员之间的相互协作———这种能力正是信息
时代作为一个优秀的雇员所必须具备的， 同时也是凤
凰城大学为学生设定的基本学习目标之一。 教师们通
过审查学习小组的日志和其他书面材料对学习小组的
活动、成果、过程进行密切的监督、管理。小班教学和协
作学习方式能够保证充足的人际交互。

6.恰当地使用技术手段
（1）简洁的前台界面。与学生和教师直接接触的前

台，其设计以简单、简洁、实用为原则，让学生和老师根
本感觉不到复杂后台系统的存在， 流程和网络顺畅无
阻滞。课程的表现形式以简单易懂为前提，不追求技术
的新、奇，反而以文本为主，每门课程有清晰的提纲，学
习目标明确；学习任务以周为单元，时间集中。 直至今
天，凤凰城大学仍然在抵制使用多媒体课程的诱惑，强
调简单的课程而不是多媒体课程， 偶尔辅以适量的
flash仿真模拟。 凤凰城大学使用的网络课程形式称为
rEsource。 它将每一门课程按周分成几部分，课程的组
织和学习材料完全围绕着每一周的目标而展开。 学生
点击每一周的链接，就能看到作业信息、阅读材料、模
拟仿真及其他材料。 rEsource还提供一些基于 flash的
仿真，为学生的角色扮演提供真实情境。

（2）强大的后台流程管理和信息处理能力。凤凰城
大学的后台系统要支持 2.3 万名兼职教师和近 20 万
的在线学生，同时还要支持他们之间充足的交互，这对
后台信息处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根据 2003年的统计
数据，系统每周要处理 170 万条消息；每位学生和教师
都有自己的邮件账户，收件服务器每周要处理 25 万封
邮件。 这足以证明凤凰城大学后台技术支持系统强大
的信息处理能力。 凤凰城大学还雇佣 350 人组成了
24×7 小时服务的电话呼叫中心，教师、学生、工作人

美国凤凰城大学的运营状况、成功经验及启示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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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申请入学者等可以通过免费的咨询电话向他们求
助，这些电话会被导向相应的技术支持部门。技术支持
部门每周要处理 25000 到 30000 个类似的电话， 甚至
有时一个晚上的电话就可能高达 7000个。

7. 精确的评估和质量管理系统
凤凰城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曾遭遇社会多方人士

的质疑，主要来自于教学质量方面。 为此，凤凰城大学
设立专门的部门 IR&E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 Effectiveness)负责此事。 IR&E通过两个评估系统实
实在在地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学质量操作： 成人
学习效果评估系统(Adult Learning Outcomes Assessment，
ALOA) 和 学 校 质 量 管 理 系 统 (Academ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AQMS)，它们能跟踪学生所取得的
进步并且对结果进行测量。

（1）成人学习效果评估系统(ALOA)是一个针对在
职成人学习者关于认知和情感方面的、 全面的评估系
统，保证学生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对学生个人和职业
生涯产生可测量的、 客观的影响。 它实现两个基本目
标：一是在成人学习者注册入学前和毕业时，为他提供
有关当前教育技能（如认知、情感、交流和批判性思考）
方面的有用信息； 二是为凤凰城大学提供有关程序运
作和有效性方面的有用信息， 以保证所采取的措施能
做到持续、有效。 ALOA 由认知测评模块、职业与教育
价值评估模块、交流沟通技能测评、批判性思维能力测
评等几部分组成。

（2）学校质量管理系统(AQMS）为凤凰城大学就教
育质量与运作流程方面提供持续改进的反馈意见，它
由一组精心设计的测量工具和手段组成， 用于监督日
常的教育系统（包括学生、全体教职工、课程开发以及
行政工作人员的服务等）的运行情况。由以下几个部分
组成： 注册报名时的学生调查、 课程结束时的学生调
查、课程结束时的教师调查、教师等级评价、毕业生调
查、校友调查、雇主调查、纵向调查、其他附加的研究调
查等组成。

ALOA 和 AQMS 不仅能够测评学生的学习效果，
还能对学校的教学、课程、服务、管理等各个方面提供
反馈信息， 这些测评结果是持续改进和发展的重要依
据。

三、凤凰城大学对我国远程教育的启示
凤凰城大学虽然是一家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但有

很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1）合理设置专业：远程学习中，某些操作性很强

的课程如何保证学生有动手实践的机会， 这一直是非
常头疼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凤凰城大学不存在，因
为凤凰城大学从来没有设置、 也不打算设置工科专业

和课程，而只提供文科课程以及少部分理科课程。相比
中国当前 68 所网院基本不分文、理、工、医、农等学科
特性的做法，凤凰城大学的做法值得相关部门深思。

（2）课程的实用性至上：远程教育的对象大部分是
在职成人，对成人在职学习者来说，课程的实用性非常
重要。 为了保证课程的实用性，凤凰城大学从教师组成、
课程的设计和开发等方面做足了功夫，而这正是凤凰城
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3）建立强大的学生支持服务系统：远程教育由
于师生的时空分离和人际交互的缺失，使得对学习过
程的关注非常重要。 高度关注学生的学习进程和效
果，并提供充足的人机交互和支持服务，是保证学习
效果的重要途径。 凤凰城大学将支持服务人员和信息
技术系统有机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了人和技术优势，
并以可靠的管理制度作为保证，这是其取得成功的宝
贵经验。

（4）恰当运用技术手段：凤凰城大学能恰当运用技术
手段，表现为前台和后台的不同处理方式。前台的界面和
操作非常简洁，让用户丝毫感觉不到复杂后台的存在；课
程以简洁易懂为前提，而不迷信多媒体和高新技术，便于
更新、修改和网络传输；而后台却使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架
构，足以支持学习支持服务、人际交互所需要的强大的信
息处理能力。 国内的学习平台呈现给学生的往往纷繁复
杂，而后台系统的处理功能反而很虚弱，这与凤凰城大学
的经验正好背道而驰，因而尤其值得改进。

（5）建立强大的师资队伍：远程教育对教师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除了要在教师数量上有所保证外，教师本
身的知识和教学能力也需要得到培训和更新。 凤凰城
大学雇佣了大量掌握最新技术的兼职教师， 并辅以严
格的教学培训， 这就从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两个方面
满足了远程教育对师资力量的要求。

（6）加强学习评估和质量管理：国内的远程教育也
面临着质量问题的困扰。 我们可以借鉴凤凰城大学的
学习评估 ALOA 和质量管理系统 AQMS， 对学生的学
习效果、课程、教师、教学、支持服务等进行评估，以此
作为持续改进工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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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of Phoenix is famous for achieving a great deal of success in work adult learners.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its operating condition, and analyses the experience of success from teaching/learning
model for working adult, online programs and supporting E-learn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Phoenix, along with the
institutional and outcomes assessment tools - ALOA and AOMS. We hope that all of these will do good to web-based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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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n Well-structured and Ill-structured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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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st of problems in schools are well-structured problems, but problems we must face in life are ill-
structured.Well-structured problems solving includes representing problems by schema activation,searching solutions,
and implementing solutions. Structural knowledge and domain-specific knowledge are critical components in solving
well-structured problems. Ill-structured problems solving includes reading problem statement, decid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problem, determining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delineating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 identifing and clariting
alternative options, generating and choosing possible solutions,and evalua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olution.The critical
components of ill-structured problems solving includes regulation of cognition, epistemic cognition and non-cognitive
components including affect,attitude and so on.In sum,there are existing atotof differences in nature of problems,
processes of solving problems and components for solving problems between well-structured and ill-structured problems
solving.
【Keywords】problem solving；well-structured problems；ill-structured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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