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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使用数位工具的效率和整体中文教学的水平提供依

据, 本报告调查了 K-16 中文教师科技数位工具使用的现状, 试图了解

教师的数位技术认知对教学中数位工具使用的影响。初步结果表明：

1) 教师对使用数位工具认知的程度影响教师在课堂中数位工具的使

用; 2) 教师认知越高，教师的数位工具使用的自我认知能力也越高; 3)

自我认知能力越高，课堂中使用的数位工具也就越多。这些结果确认

中文教师在对数位工具的认知程度与数位工具的使用与其他科目的教

师差别不大。本文最后也提出了提高教师数位工具使用认知的建议。 

 

Abstract: This report examines the current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ols 

by the K-16 teachers of Chinese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ools in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It aims to reveal the impacts of the teachers’ perception toward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the actual use of digital tools in the 

classroom.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teachers’ 

perception on the uses of digital tools affects how s/he actually uses these 

tools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2) the high perception teachers have, the 

higher the self perceived ability toward the use of the digital tools; 3) the 

higher the teachers’ self-perceived ability, the more they use digital tools 

in the classroom. These results confirm that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perception of the use of digital tools and that of teachers of other subjects 

are not very different. It also offers suggestions of ways to enhance the 

teachers’ perceptions towards the use of digital tools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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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网络数位技术的不断发展，语言习得的模式变得日趋多样化， 混合式教

学，移动式教学对课堂教学的渗透日益常态化。不可否认数位科技的发展丰富了语

言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移动教学等都在很多方面改变了语言教学的

模式，学生自发的，自我管理互动式的学习方式（student-initiated, self-managed 

interactive learning by students at their own pace）对传统的语言教学提出了挑战

（Kubler 2011）。研究发现合适的教育科技手段的使用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动

机，并刺激学习兴趣 (Kulik 1994, Warschauer 1996)。根据教师信念和数位工具的使

用之间的高相关性，Teo 等学者（2008）提出从教师的信念可以预见教师在课堂上

会实施什么样的教学手段。在实际的教学中，影响数位科技手段应用的因素众多，

包括：教师的因素和外部教学环境的因素，Teo (2011) 认为其中教师的因素尤为重

要。Buabeng- Andoh（2012）的研究指出，教师对数位工具的认知对其是否在教学

中使用数位工具，并对科技手段和语言教学有效地结合起来有着极大的影响，其中

教师对科技积极的态度更能激励其使用数位工具来进行教学。以上研究表明了教师

对数位工具的认知在教学中的重要性。那么在中文教学中，这些研究结果是否适用？

中文教师的认知对数位工具的使用有什么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课题将延续上述的

研究，并拓展与中文教学相关课题。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为： 

 

中文教师对数位工具使用的认知对教学中数位工具的使用有什么影响？ 

 

这一基本问题的解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教师的认知对在中文教学中使用数位工

具的重要性，以及解答如何提高教师使用数位工具的认知，以便进一步探讨提高中

文教师使用数位工具的策略和方法。 

 

 

2. 文献探讨 

 

本文探讨数位工具之于中文教学应用之契机与挑战，并深入检视影响教师使用

数位工具的三大因素：个人因素、环境因素与科技应用因素。此外，并进一步讨论

Teo, Chai, Hung and Lee (2008) 所提出的教师对数位工具的认同与认知对其使用科

技教学的影响。根据 Kubler (2011) 与 Beaty (2003)的观察，科技辅助教学的确帮助

语言教学与语言习得的过程，同时激发了 e 世代学生学习语言的兴趣，但两位学者

也同时指出必须以教学为主导的课程做为科技辅助教学的前提，方能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也就是笔者于 2012 年在费城 ACTFL 年会上发表的“教学至上、兴趣为主、

科技为辅。” (Dai, Ruan and Yeh 2012) 

 

文献探讨的部分包括两大部分：2.1 为影响数位工具使用的因素，2.2 为教师对

使用数位工具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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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影响数位工具使用的因素 

 

影响教师使用数位工具的因素的方面包括两个方面，个人内在的因素和外在的

因素。个人因素包括教育水准、年龄、性别、教育经历、使用电脑的经历和对电脑

的看法都会影响科技手段的使用（Schiller  2003，Teo 等 2008)。外在的因素包括：

电脑网络的稳定性，技术支援，以及校方的支持程度，等等。 虽然外在的因素有

时也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不少研究表明内在因素更重要。Teo (2011) 认为在所有

的有效使用数位工具的因素中，教师为关键因素。Teo 列出了以往相关研究中的五

大要素：对有用性的认知（perceived usefulness)，对使用便利性的认知 (perceived 

ease of use) ， 主观指标 （subjective norm），支援条件（ facilitating conditions）和

对使用的态度（attitude towards use）。Teo 的研究小组更进一步调查了在新加坡的

592 位老师去验证他根据上述五大要素所归纳出的 9 个假设，即以上五个因素对使

用的态度和使用的意愿的影响。从老师的自我报告的问卷中得出的结果是其中 8 个

假设成立，只有有关主观指标的因素对教师的使用态度和使用意愿影响不大，其他

四个因素都有影响。  

 

其他研究则发现教师的工作量影响他们在课堂上使用科技工具。Samarawick- 

rema & Stacey (2007) 调查了在澳大利亚的城市校园中和使用学习管理系统有关的

因素。他们使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有目的地选择了 22 位使用网络方法在校园内

和校园外授课的参与者。结果发现在课程中增加使用技术工具的教学量对于参与者

来说极为困难。主要原因是教学任务不能够按时完成，也就是说使用技术工具并没

有提高教学的效率。 

 

Buabeng-Andoh（2012）也从个人、环境/单位和技术三个层面考察了影响教师

使用数位工具的不同因素。 他提出了教师在使用数位工具中遇到的一些障碍：其

中包括教师缺乏技术能力和自信，缺乏教学培训，缺乏合适的教学软件，没有接触

数位工具的机会，陈旧的传统教学体系，教学大纲的局限等等。其研究指出焦虑、

缺乏自信和使用能力，以及恐惧心理都会阻碍数位工具的使用，因而他认为了解影

响教师使用数位工具的个人因素是切合实际的，了解这些障碍是如何影响教师和教

学单位有助于在中文教学中提高数位工具的使用。 

 

2. 2 教师对使用数位工具的认知 

 

Jones (2001) 认为在教学中，教师常常会被校方（环境/单位）要求去使用数位

工具，而这样的教学效果并不尽理想。研究发现教师的培训才是决定技术手段使用

的有效性，而不是教室里是否有这些数位工具。也有研究指出教师对于科技的态度

极大地影响了教学中数位手段的使用，假如教师对于教育技术的态度积极的话，就

自然而然会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数位手段 (Russell & Bradley, 1997)。Demirci (2009) 

在土耳其的研究项目检视了教师对于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态度，该研究用问卷方式

从 55 所高中采集了 79 位地理老师的数据，结果发现教师的积极态度是使用地理信

息系统课堂教学成功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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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zell 和 Gardner (1999) 的研究也表明，教师电脑的经验和电脑使用的态度是

成正比的。使用电脑的经验越多，教师的态度就越积极。2000 年美国国家教育统

计中心(U.S National Centre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报告考察了教师的教龄与数位

工具使用之间的关系，报告指出，在美国教龄短的教师比资深的教师会在教学中使

用更多的科技手段。根据这份报告，有三年教龄的教师在课堂上有 48%的时间使

用电脑，教龄在四年到九年的教师在课堂上有 45% 的时间使用电脑，教龄在十年

到十九年的教师 47%的时间使用电脑，二十年以上的教师在课堂上使用电脑的时

间是 33%。Lau & Sim (2008) 的研究则有相反的结果, 他们对 250 马来西亚的中学

教师做的调查表明资深教师比年轻教师在教学中使用更多的技术工具， 原因是资

深教师在教学、课堂管理和使用能力方面有更多的经验。这个结果和 2003 年 

Russell,Bebell, O’Dwyer, & O’Connor 所做的研究相吻合，后者发现年轻教师尽管在

技术方面能力较强，但在课堂中使用科技手段并不多。本报告也试图了解资历对中

文教师使用数位工具的影响。 

 

 

3. 研究方法 

 

本问卷调查采用的是描述性的研究方法 (descriptive research method)。通过对

教师的认知和使用数位工具等数据采集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correlation), 使

用的统计软件是 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此一软件为国

际认可的专业统计软件。问卷中的变量基本都是用 Likert scale 的方式分成五等，

并用 1 至 5 代表各个等级，如：不重要（1）、不太重要（2），一般（3）、重要

（4）、很重要（5），然后采用斯皮尔曼序列值相关(Spearman ‘s rho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的方法来统计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斯皮尔曼相关分析用于序列数的数

据，我们问卷中采集的数据大多是序列数数据。 按常规， 我们将斯皮尔曼序列相

关 测定数据有效值定为 p < .05， 就是说当 p 值小于 .05 的话，即得到的相关性数

值错误的可能性小于百分之五，相关性的数值就具有统计意义。由于我们不知道变

量之间的相关方向，正负相关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在统计时，选择的是双尾相关检

验（two-tailed），所有得到的相关数据都是双尾的。我们也因此指导变量之间的

相关方向。 

 

研究中发现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同时在中小学和大学任教的教师之间在认

知和使用数位工具方面存在着些许差异。在得出整体数据后， 笔者再分别以上述

三组为单位，得出三组的数据加以比较。 

 

3.1 确定问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本问卷是采用加州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 Graduate School of Middlebury College, CA）在校园中针对全体教职员使

用过的调查问卷，该问卷的目的是了解教职员在校园和教学中使用数位工具的状况, 

提高教学人员数位工具使用培训的品质，为制定教学政策做依据。笔者根据数位工



阮勇强、戴金惠、叶佩妤                中文教师对数位技术的认知之于中文教学中数位工具使用的影响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5(1), 18-29. ISSN: 1949-260X                         22 

具在中文教学中使用的需要作了相应的修改。  数据的可靠性是用分半方式的 

Cranbach’s alpha 的值来判断， 即将问卷中个变量的数值分半对比，计算其相关值。 

 

3.2 参与者和数据收集 

 

问卷设计方式采用谷歌（Google）文件分享的方式，使用问卷网页的链接，通

过传单或电子邮件发给中小学和大学的中文教师。大部分的通知单是在全国性的中

文教师专业会议期间发给参加会议的教师们，如全美外语教师大会，美国外语教师

年会等，同时也通过各级中文教师协会的成员电邮网发送问卷通知。由于中国大陆

的教师暂时不能使用谷歌，笔者还通过电子邮件将问卷的文档传送给自愿参与者。

参与者完成之后，再通过电子邮件发还。为了方便台湾和其他海外教师的参与，本

问卷还创建了简体字和繁体字两个版本。同样，不方便在网络上完成问卷的教师可

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完成。          

 

3.3 问卷中的变量/因素 

 

1. 参与教师的分类（Groups/categories ）: 本研究根据教师任教的学校将教师

分成三组：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混合教师， 混合教师指的是同时在中

小学和大学任教的教师。 

2. 从事教学的年数/教学资历（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 此项包括以下四

个等级，1 是教学年龄少于 5 年；2 是 6 至 10 年，3 是 11 至 20 年，4 是超

过 20 年。 

3. 教师拥有数码器件的数量（Number of digital devices owned by teachers ）：

教师自己拥有和使用的数位工具，包括：台式电脑、手提电脑、智慧型手机、

电子相机、电子阅读器、便携式多媒体播放器、扫描器等。 

4. 数码器件在课堂中使用的数量（Number of digital devices used in the 

classrooms）：问卷询问了教师在课堂中使用过的数位工具，并统计这些工

具的总数。 

5. 教学中数位技术使用重要性的自我认知（Percep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gital/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eaching）：教师对各个数位工具在教学中的

重要性，分别用五个等级来表示：一点不重要，不太重要，一般，比较重要，

很重要。 

6. 自我认知的数码工具使用能力（Self-perceived computing abilities ）：教师

自我认知的使用数位工具的能力，而非考级或认证过的能力。 

7. 自我认知的数码工具在教学中使用的能力（Self-perceived abilities in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eaching）：教师自我认知的在课堂上使用数位工

具的能力。与上项相同，这个能力不是考级或认证的能力。 

 

 问卷还加入了数码工具使用的焦虑（Anxiety in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的项目， 以进一步检视如何通过教师培训来降低焦虑的程度。但此项不是本研究

的重点，不在本报告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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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的设定，本研究试图考察所提出的问题，即：中文教师对教

学中数位工具使用的认知对教学中数位工具使用有什么影响？通过个变量之间相关

性的考察，来分析这些相关性数据对中文教学中使用数位工具的一些现状。 需要

重申的是本研究并没有试图去考察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分析结果的目的是

解答教师的认知是否在中文教学中也对数位工具的使用有积极影响的问题，并提出

提高教师使用数位工具认知的一些做法，这些结果也为今后研究探讨提高教师使用

数位工具的策略和方法提供数据和参考。 

 

4.1 确定问卷的可靠性  

 

数据的可靠性是用分半方式的 Cranbach’s alpha 的值经过 SPSS 的计算是 76%，

此数值显示本问卷有较高的可靠性。 

 

4.2 问卷回复者的基本情况 

 

本问卷收集到的答卷共 188 份， 其中女性 145 位，占 78%； 男性 42 位，占

22%。见（图一） 

 

 

 

 

 

 

 
图一  教师性别比例 

 

在所有的受访者中，44 位拥有学士学位，118 位老师拥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的有 23 位 （见图二），一位老师接受过教师培训。上述的比例和目前从事中文教

学老师们所拥有的学位比例基本相仿。 在收到的有效问卷中，共有 159 份简体字

问卷和 29 份繁体字问卷。 

 
图二  教师接受的最高教育 

 



阮勇强、戴金惠、叶佩妤                中文教师对数位技术的认知之于中文教学中数位工具使用的影响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5(1), 18-29. ISSN: 1949-260X                         24 

参与的老师年龄分布为 25-35 岁 55 位、35-45 岁 52 位、45 岁以上共 87 位。参

与者在中国大陆任教的 45 位、台湾的有 50 位、美国 75 位，其余各来自澳大利亚、

巴西、加拿大、德国、马来西亚、泰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中小学

（K-12）教师共有 77 位，大学教师共 65 位，既在中小学又在大学任教的共有 44

位，两位答卷者不在学校任教（行政人员或学生）。表一展示了教师背景的数据，

其中包括年龄、教龄和三组教师人数。 

 
表一 教师的背景资料：年龄、教龄和类别 

 
 

4.3 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初步结果显示中文教师对使用数位工具的认知和教学中数位工具的使用有中等

程度相关，而教师的认知和自我认知的使用数位工具能力之间则有较高程度的相关。

以下是笔者从对使用数位工具的认知、自我认知使用数位工具的能力、实际教学中

使用数位工具的数目、以及中文教师个人背景等方面来介绍问卷结果，以及对这些

结果的分析。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结果表明的是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即某一自变量对另一个因变量是否有影响，而不是试图去证明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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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对数位工具使用的认知与课堂上实际使用数位工具数目的相关性 

 

皮尔曼序列相关值（Spearman correlation） r = .396, p < .001, n = 185。这个结

果表明这两个变量之间具有统计意义的中度正向相关，即教师对数位工具使用的认

知越高，教学中实际使用的工具数目越多。这个结果与 2000 年美国教学研究中心

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了中文教师对教学中使用数位工具的认知的程度高低直接

影响到他们课堂上实际使用数位工具数目。如果再进一步分析三组教师的情况，可

以看出，高中组的数据（.261）要低于大学组(.464)和混合组(.427)，而大学组和混

合组的数据则较为接近 （表二）。 

 
表二 三组教师的认知和实际使用数量之间的相关性数据 

高中组 大学组 混合组 

r = .261 

p < .05 

n = 76 

r = .464 

p < .001 

n = 65 

r = .427 

p < .004 

n = 44 

 

4.3.2 对数位工具使用的认知与自我认识的数位工具的使用能力的相关性 

 

Spearman correlation r = .672, p < .001, n = 185。这两者之间具有统计意义的中

度偏强相关，即认知越高，自我认知的能力也越高。这个数据表明提高教师对使用

数位工具的认知对提高使用数位工具的自信有积极影响。混合组和高中组的数据要

高于大学组的数据（表三）。 

 
表三 三组教师的认知和使用能力之间的相关性数据 

高中组 大学组 混合组 

r = .686 

p < .001 

n = 76 

r = .524 

p < .001 

n = 65 

r = .745 

p < .004 

n = 44 

 

4.3.3 教师自我认知的数位工具使用能力和教学中数位工具使用数量之间的相关性 

 

Spearman correlation r = .33, p = .01, n = 174。这两者之间具有统计意义的弱相

关，表明教师自我认知的数位工具使用能力越高，教学中使用数位工具的数量越多，

这也说明了自信对实际使用有直接的影响。高中组的数据低于大学组和混合组的数

据 （表四）。  

 
表四 三组教师的使用能力和实际使用数量之间的相关性数据 

高中组 大学组 混合组 

r = .238 

p < .05 

n = 76 

r = .524 

p < .001 

n = 65 

r = .542 

p < .001 

n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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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教师的资历与教师对数位工具使用的认知的相关性 

 

Spearman correlation r = -.187, p = .013, n = 176。这个数值表明两者有统计意义

负值弱相关。这一结果表明教师的资历和教师对数位工具使用的认知之间是呈现弱

反相关，也就是说中文教师的教龄越久，对数位工具使用的认知越薄弱，而这种相

关性比较弱。这个结果和 2000 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分

三组之后，所得到的相关性数据都没有统计意义， 也就是说误差率都要高于百分

之五。 

 

4.3.5 资历与教师自我认知的数位工具使用能力的相关性 

 

Spearman correlation r = -.241,  p = .001, n = 175。 这个数值表明两者之间具有

统计意义负值弱相关，即教师的教龄越高，自我认知的数位工具使用能力越低。自

信不足可能是实际使用较少的一个因素，而缺乏数位工具的培训可能也是另一个影

响的因素。同上面一项相同，分组后，所得到的数据误差值高于百分之五，因而，

得到的相关值都没有统计意义。 

 

由上面 4.3.4 和 4.3.5 两项的结果来看，教师的教龄对教师的认知和教学中使用

数位工具有着消极的影响，年轻教师在教学中使用更多的数位工具，并且他们的认

知度也高于资深教师。这可能和中文教师的个经历、教育背景和培训有较多的关系。

如何让资深教师也能积极使用数位工具，这是教师培训工作中的一个挑战, 也是今

后中文教师培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4.3.6 资历与教学中数位工具使用的数量之间的相关性 

 

Spearman correlation   r = .15, p = .045, n = 176, 两者之间有统计意义的弱相关。

这表明教学资历对教学中实际使用数位工具的使用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分组后统

计，只有高中组的数据有统计意义，即 r = .224,  p = .05 ., n = 77；这个数据要高于

总体的数据。  表五显示三组教师中各个变量的平均值（mean）和标准偏差

（standard deviation）。 

 
 表五 各组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值的比较 

  高中组 大学组 混合组 

教学年龄 

Years of Experience 

2.09/1.13 

（6 至 10 年） 

2.26/1.13 2.32/1.21 

*平均教龄稍高于其

他两组 

自我认知的电脑技能 

Self-perceived computer skills 

40.89/12.01 39.95/13.14 40.66/16.36 

*三组数值比较接近 

对使用数位工具认知 

Perceptions 

75.96/18.56 70.48/22.50 

* 此组的平均值低

于其他两组。 

75.14/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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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中使用数位工具的数量
Devices used in the classroom 

6.79/2.89 

*此组数值最

高。 

5.66/2.59  

*此组的平均值低

于其他两组。 

6.36/3.42 

自我认知的教学中应用数位工

具的能力 

Self-perceived ability to integrate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64.11/21.22 59.74/20.05 

*此组的平均值低

于其他两组。 

63.77/26.23 

 

 

5. 讨论总结 

 

本研究数据分析结果指出中文教师对数位工具使用的认知对数位工具的使用和

数位工具使用能力有着积极的影响，此一结果与 2000 年美国国家教育研究中心的

有关研究结果相吻合。这也确认了教师对数位工具使用的认知在影响数位工具使用

的诸多因素中的重要地位。虽然研究仍需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做进一步的考证，

其相关性已为我们确认了中文教师对教学中使用数位工具认知的重要性。从研究结

果可以推断出提高教师的认知水平有助于数位工具在中文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我们

认为通过下列的方式可以提高中文教师使用数位工具的认知。 

 

1. 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通过网络视频、论坛、刊物和教学会议，向中文教师

提供使用数位工具课堂教学的实例 （best practices），让老师们体验数位工

具使用在教学中的实际作用，明确数位工具在促进语言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2. 鼓励中文教师分享使用数位科技教学的经验，并鼓励合作教学，由熟悉使用

数位工具的老师与其他老师合作，在课堂教学中让老师体验数位工具的实际

效用，在课堂教学中直接学习数位工具的使用，提高教师使用数位工具的自

信心。 

3. 有系统地在学区和学校里提供教师培训，循序渐进。根据实际教学目的，展

示各种数位工具的使用，使教师们能够提高数位工具使用的认知和能力。 

4. 学区和学校为教师提供更好、更友善的教学环境，全力支持教师在课堂中使

用数位工具。在需要时，为教师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援，消除使用数位工具的

担忧和恐惧。 

 

本研究引起笔者重视的另一个数据是教师资历与数位工具使用和数位工具使用

能力的负相关。在此项问卷中，教师在接受的数位工具使用的培训方面没有显示出

明显的差别。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由于生活的年代不同，年轻教师在使用数位工

具方面要比资深教师更熟练些。从教师培训的角度来看，更多地给资深的老师提供

并介绍一些简单易用的数位工具，更多地关注和帮助资深教师提高他们的认知，引

导资深教师们在教学中更多、更有效地使用数位工具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如何

提高资深教师在教学中更多地使用数位工具也是今后中文教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上述的研究些结果确认了先前其他科目对教师数位工具认知的调查结果，尽管中文

语言教学有很多的特殊性，但是中文教师在对数位工具的认知程度与数位工具的使

用于其他科目的教师差别不大，教学中数位工具使用的共性对中文教学有一定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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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义，可以推断相关的语言教学中数位工具使用的研究结果应该也适用于中文教

学。由于本问卷设计还存在不少局限性，有的方面没有更深入地去了解，如资深教

师使用数位工具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教师如何在课堂中使用数位工具等。这些都

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去更深入地了解，今后的研究也包括教师的认知度与数位工具使

用的有效性之间的相关性，从而提出更具体的提高中文教师的认知度策略和方法，

以便更有效地使用数位科技进行中文教学，提高中文教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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