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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美国，越来越多的语言教学项目和学校提供网上外语课程。

作者通过对相关英文学术期刊的穷尽式搜索来回答几个研究问题：自

2005 年 Hampel & Stickler 提出高等院校外语教师网上教学所需技能

的框架之后，是否已出现对所需技能的新理解？如果出现，这些新理

解是什么？研究者所提出的教师网上教学所应具备的技能是否被成功

传授给教师？在这些培训项目中，使用了什么方法使之得以成功？此

项研究结果显示： 后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而且在培训方

法方面这些研究的结论是：实践中通过反思学习是最有效的方法。作

者最后提出了对培训项目设计方面的一些建议。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ynthesize the research on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to prepare college language teachers to teach online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Hampel and Stickler’s article “New skills for new 

classrooms: Training tutors to teach languages online” in 2005. The 

researcher identified 15 studies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 to review.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new understandings have emerged about the necessary 

abilities and skills that a language teacher needs to acquire to be prepared 

to teach online. Important strategies to prepare teachers to gain these skills 

and abilities include learning by doing, by observation, and through 

reflection and learning from a critical friend’s feedback. Implications for 

designing programs to prepare language teachers to teach online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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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 

 

目前，高等院校外语教师培训面临的一个需持续不断推进的任务，就是网络授

课技能与策略的培养。计算机网络技术为外语教学提供了很多预设用途, 比如说，

无所不在式学习(ubiquitous learning), 多模态学习(Multimodal learning), 因材施教式

学习 (Differentiated learning), 等等。这些预设用途不仅为传统外语课堂教学提供方

便（Chapelle & Hegelheimer, 2004）从而使外语教学更有效率，而且使网络授课成

为可能、变得普遍。再者，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这些预设用途也会使对于网络教学的

需求日益增加（Bauer-Ramazani, 2006; Kessler, 2006, 2006; White, 2006 ）。对如何

培训教师进行网络教学，很多学者做了研究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Baran, Correia & 

Thompon, 2011; Guasch, Alvarez & Espasa, 2010)。然而，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外语

教学对网络的运用不同于其他学科。正如Hampel (2009, p. 7)所指出，“［外语教学

中］所传授的内容与传授所用的媒介实为一体。”在语言教学中，需要特殊考虑的

因素包括：“交际的重要性；形式与内容并重；所教内容在概念上的浅显与学生本

身高认知能力的不匹配；学生运用尚未掌握的语言而容易产生的焦虑” (引同上)。 

这些因素使得网上外语教学特别具有挑战性 (Borg, 2006; Hampel, 2009)，而又不能

将传统外语教学模式照抄照搬到网络教学中（Sun, 2011）。网络外语教学所需要

的是一套全新的教学技能与策略，这套技能与策略应该能够帮助教师应对网络教学

所面临的新挑战。本文主要针对成人学习，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外语教学，但是因为

在培训项目中，受训教师在练习授课的网络课堂里面对的学生可能不仅仅包括大学

生，也有可能包括高中生或者研究生。因为网上外语教师培训文章少之又少，加之

在师资培训的过程中并没有强调大学生、高中生、与研究生的区别对待，所以，即

使文章在网络课堂实践里的学生包括大学生以外的学习者，本文章并未排除。 

 

谈到网上授课或者网上教学，一些说法很容易混淆，所以很有必要在此说明一

下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网络授课）与混合式教学的区别。远程教学(Distance 

Education) 是整个授课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不在同一地点。远程教学包括通过电视授

课或邮寄教学材料，也包括通过网络的交互功能来完成教学目标。网上教学或者网

上授课 (Online teaching or teaching online) 指的是远程教学其中的一种，即不在同一

个地点的老师和学生利用网络的存储及交互功能来完成教学任务。而混合式教学

(Blended and hybrid courses) 则是课程设置里既包括面对面的教学方式又包括利用

网络教学的方式(Caruth & Caruth, 2013; Hyman, 2012; Lei & Gupta, 2010）。本文所

讨论的，不是宽泛意义上的远程教学，而是网络教学（网络授课），但是也包含一

些混合教学中针对网上授课部分的师资培训。 

 

Hampel & Stickler (2005) 提出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技能框架，列出了开展有效网

上教学所需的技能：基本的信息交流技术（ICT）能力、特殊的利用软件技术的能

力、处理不同媒介所特有的局限及其所提供的可能性的能力、网络社交能力、促进

交际能力的能力、创造性和选择能力，以及自己的教学特色（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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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kills pyramid (Hampel & Stickler, 2005, p. 317) (技巧金字塔) 

 

数位技术的发展和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但是，他们所提及的必需技能是否已被

发掘运用？对这些必需技能和知识新的解释及理解是否已经出现？了解这些，需要

进行综合性文献研究。然而据作者所知，至今还没有文献综述研究探讨如何培训外

语教师进行网上授课。因此，通过对过去十余年间研究结果的穷尽搜索和综合分析，

本文旨在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1) 自 2005 年 Hampel & Stickler 提出外语教师网上教学所需技能的框架之后，

对所需技能的新理解是否出现？如果已出现，这些新理解是什么？ 

2) Hampel & Stickler (2005) 和后来研究者所提出的教师网上教学所需具备的技

能是否已被成功传授给教师？若是，这些师资培训项目使用了什么方法才得

以成功？ 

 

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本文将提出对于外语教师网上授课培训的一套设想。 

 

 

2. 文献综述 

 

针对外语教师网上授课培训的文献综述研究，迄今所能找到的唯一文章是

Aguilar (2012)研究教师如何利用混合式 (blended) 教学模式讲授外语课程的研究，

然而其重点并非网上外语教学。Aguilar 就她搜寻到的六篇混合教学模式的文章分

析了其中的外语教学情况，总结出混合教学模式的益处、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混合

教学模式中外语教师的角色。针对此种状况，本文作者专门围绕外语教师网上授课

培训进行了文献综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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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大范围文献搜索工作涵盖了如下五个文献信息检索库: Communication 

Abstracts (EBSCO), Educ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ERIC), J-STOR, Google 

Scholar, 以及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 (ProQuest)。此搜索只包括

同行评审文章 (peer-reviewed articles) 。搜索所用的关键词包括： train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language teachers, foreign language, CMC, online, blended, 

hybrid, teach language teachers to teach online, second language and foreign language。

为确保没有遗漏，作者也查对了上述检索库之外的一些关键学术期刊，比如

CALICO Journal、CALL 和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等过去十一年的目录。

作者还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穷尽式搜索：查找关键文章的引用资料和外语教学领域

关键作者的著作。此外，因为中文的特殊性，为了确保涵盖所有关于网上教授中文

的教师培训研究，作者也对北美中文教学界最为权威的两份学术期刊进行了穷尽式

搜索：过去十一年的《汉语教学研究—美国中文教师学会学报》，和自 2010 年创

刊以来的《科技与中文教学》。 

 

本文文献搜索有三个标准：1）实证性研究或理念分析的文章（为回答第一个

研究问题）和实证性研究文章（为回答第二个研究问题）；2）2005 年之后发表的

文章；3）通过同行评审的文章。此穷尽式搜索的结果是：能够回答第一个研究问

题的文章有六篇，能够回答第二个研究问题的有十一篇，其中两篇与前面六篇重合

（见参考文献）。 

 

本文作者阅读和对文献进行综合的过程如下：研读每篇文章，将相关信息和心

得记录在数据表格中。这些信息和心得包括：每篇文章的研究重点、研究取向（定

性还是定量研究）、研究方法（具体的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参与者等等）、文章

中针对的具体语种、所发现的网上教学技能，以及网上教学侧重同步教学还是非同

步教学。 

 

 

4. 结果分析 

 

结果分析将分别用于回答本文所提出的两个研究问题。首先，自 2005 年

Hampel & Stickler 提出外语教师网上教学所需技能的框架之后，对所需技能的新理

解是否出现？如果出现，这些新理解是什么？ 

 

4.1. 不同学者对外语教师必备技能的理解 

 

搜索结果显示，自从技能框架提出以来，有六组学者在外语教师必须具有的技

能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4.1.1  Compton (2009) 在其文献分析及观点文章中，主要从两方面评析了Hampel & 

Stickler (2005) 的框架。Hampel & Stickler (2005) 在解释他们的金字塔框架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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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技能，一个建筑在另一个之上；先要掌握金字塔最底层的普通技能，然后才

能逐层递进，最后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第316页) 。这个解释意味着技能的培养

要有先后。 Compton (2009) 则认为，不同层面的技能可以同时发展。比如，培养

技术方面的能力和培养应对媒体所带来的不便的能力都与技术相关；网上授课教师

在学习某个软件的同时，可以学习如何处理此软件本身的带来的不便，也可以学习

创新运用的能力。另一方面，Compton (2009)认为，Hampel&  Stickler (2005)框架

中的技能只有一个是网上教学独有的：即促进交流的能力。其它方面的重要技能，

比如应用外语习得理论的能力、网上教学评估能力、任务设计评估能力都没有包括

在内。因此，Compton提出了网上教学所要掌握的另一个技能框架。此框架涵盖技

术、教学、和评估三个层面，在每个层面，技能都分为三个级别，即新手、精通者、

专家。比如，新手水平在技术方面的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能够运用一些软件并能理

解不同软件自身的限制和可能性；在教学法方面的一个指标，是具有建立网上学习

社群和培养学生的网上交往的能力；在对网上语言教学的评估方面的一个指标，是

既具有评估任务设计的知识又有评估课程的知识。而针对专家则有不同指标。比如

在技术上，是能够针对不同教学任务创造性地合理利用技术；在教学法方面，是具

有创造性地运用并改善现有教学资源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在评估方面的，则是

能够运用不同的框架综合评估任务的设计和课程（见图2）。 

 

 
  图 2. Compton (2009：82) 提议的外语教师网上教学所需技能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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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在其举办的一个培训项目中，Hampel (2009) 仔细研究了有关网上外语教学的

全部技能，发现外语教师网上教学必须具备下列具体技能 (参见 Hampel, 2009, 第

13 页)： 

 

1) 应对新的、仍不熟悉的新技术工具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face technical 

challenges of using new and still unfamiliar tools for teaching)（对应于 Hampel 

& Stickler 金字塔框架第二层的技能）; 

2) 应对网上工具本身某些局限的能力(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the constrains of the 

tools)（对应于 Hampel & Stickler 金字塔框架第三层的技能）; 

3) 运用网上工具提供的可能性进行社交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make sure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online tools for socialization)（对应于Hampel & Stickler金字塔

框架第三层和第四层的技能）; 

4) 运用新的学习工具时及时调节情绪和情感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regulate 

emotion and affect when employing new learning tools)（对应于Hampel & 

Stickler金字塔框架第三层和第四层的技能）; 

5) 帮助学生发展网络社群认同感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a 

sense of community)（对应于Hampel & Stickler金字塔框架第四层的技能）; 

6) 鼓励学生独立学习、以及[与此相关的]在激励学生学习与过度“干预”之间找

到平衡的能力（对应于Hampel & Stickler 金字塔框架第五层和第六层的技

能）; 

7) 兼顾学生学习语言形式的期望与交际能力培养的课程要求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design tasks that develop students’ communicative skills and to deal with the 

conflicts between student expectations and course demands（对应于Hampel & 

Stickler 金字塔框架第五层的技能）; 

8) 利用特殊工具达到特殊目的、从而形成自己独特教学风格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use particular tools for particular purposes and thus develop one’s own style)

（对应于Hampel & Stickler 金字塔框架第六层和第七层的技能）。 

 

Hampel（2009）将培养将来学生互动及合作这一技能细分为网上教师需要获

得的四种次级技能：能够运用多模态技术所提供的预设用途；在网络环境中，为了

帮助学生形成学习社群，能够考虑到社交和情感问题；能够鼓励学生“自治” 

(autonomy)；能够设计适合于实际网络环境的学习任务。 

 

4.1.3 与Hampel (2009) 相似，Guichon (2009) 在其实证研究中判断外语教师网上同

步教学需要培养三种能力。第一种是社交情感调度的能力 (the competency of socio-

affective regulation)，即能够与学生建立一种既亲密但又保持适度距离、有学习气

氛的社群感（ Lomicka & Lord, 2007）。第二种是教学方法调度能力  (the 

competency of pedagogical regulation)，即能够设计适合网上同步教学的学习情景并

提供针对不同学习者的反馈，以便同时在情感与认知上调动学生掌握自己的学习体

验。第三种是多媒体调度能力(the competency of multimedia regulation)，即能够合

理利用交际工具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一个 “界面角色” (interfacing role) 的能力

（参见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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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Comas-Quinn (2011) 认为“学习这些技能只是培养外语教师能够有效进行网

上授课的漫漫长途中的一步” （第220页）。Comas-Quinn所作研究中的受训教师

参加了两期动手操作的工作坊。在第一期培训中，一位培训者教他们作为学生如何

使用音频会议软件；在第二期培训中，他们则作为教师来学习使用这个软件。研究

结果发现：技术问题太多，而且缺少将软件运用于教学的整合过程和时间；受训教

师不能将一些非常有用的网络工具（比如博客）运用到教学中。主要原因是，他们

缺乏对于在教学法上将这些工具有效运用到教学中的理解。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将

大量新信息和技术介绍给受培训教师也使得他们难以应对。基于这项研究，

Comas-Quinn指出：培训外语教师网上授课，应该超越提高使用信息交流技术(ICT) 

技能的单纯目标。重点应转移到培养教师如何从教学法角度理解新媒体提供的预设

用途、以及帮助他们适应网上教学教师的新角色和新身份。Comas-Quinn (2011) 的

研究对当前的外语教师网上教学培训很有帮助，因为它指出了教师职业发展培训中

常犯的错误：这些培训项目往往以传授知识为主，却忽略了从传统实体课堂改换到

网上课堂过程中教师自身角色的转变。 

 

4.1.5 在其教学反思描述文章中，Sun (2011)呼吁教师网上授课培训要进行一个根本

转变，即从以教师为中心或者着重技术的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个体和小群体为导向、

多层面的网上教学模式。这一转变，要求教师网上教学培训重点集中于如何利用这

一新模式实施网上教学。 Sun（2011）指出，着重技术的培训方式其不足在于以培

训教师发展管理虚拟课堂的技能为主。这样会误导教师，让他们相信：传统的实体

课堂可以被虚拟课堂取代；他们可以继续墨守陈规，准备一个演讲再设计几个不同

的小组活动即可应对。同时也会让他们认为，网上教学只要学会处理一些技术问题，

比如一些可能会引起焦虑和压力的技术问题（Guichon, 2009），就会万事大吉。由

于网上教学的学生群体及其行为与传统实体课堂的学生群体及其行为不同，教师应

该学会掌握技术新模式的根本能力，即能够针对学生个体，面向小群体，运用多层

面技术来增进学生的学习。也就是说，受训教师应该学会如何在网上教学中转变自

身的角色变成一个辅导者（tutor）教授小班或个体学生, 而不是学习如何将传统实

体课堂讲授大课的做法照搬到同步的虚拟教学空间中去。 

 

4.1.6 Ernest等 (2013) 的实证研究没有泛泛地探讨如何培养教师网上的教课能力，而

是主要集中在如何培养教师帮助学生掌握互助合作学习的能力。他们研究了两组外

语师资班的学员，为他们提供了合作学习的实际操作经验。结果显示，一组学员合

作学习成功而另一组失败。由此，Ernest及其合撰作者总结出网上教学中如何让学

生互助合作的重要技能。这些技能可归类到Hampel & Stickler (2005)金字塔框架中

的第四层的能力（社交能力）和第五层的能力（合作能力）( 见Ernest等, 2013, 第

327-328页)： 

 

1) 计划和管理技能 (The ability to plan and manage)。网上学生合作需要精心准

备。比如，一些组织任务问题便包括如何分配任务（全班还是小组）、小组

怎样组合、时间掌控、如何引导、每个任务最后的成品、用同步还是异步、

如何引入新的网络工具，以及如何引导学生反思等等。这些技能看似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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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需要在培训项目中利用实际操作方式来传授给受训教师。 

2) 设计网上合作活动的技能 (The ability to design online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针对网络环境的预设用途寻求如何能促进学生的合作至关重要。在学期开始，

设计一个每人必须参加的“破冰”活动(ice-breaker)容易让学生有一种归属感

和社群感。在随后的活动设计中，教师须考虑如何使活动设计与每个学生的

实际生活相关，并在合适的时候给学生提供一定的引导，让其有一定之规可

循。而且，对活动的目标须有明确的规定, 并要在活动完成后引导学生进行

反思等等。这些都是网上授课教师培训时必须包括的内容。 

3) 给学生设立基本规则并教给学生在小组内部设立小组规则的技能 (The ability 

to set ground rules for participation)。规则太宽泛会使学生对活动没有“掌控”

感 (the sense of control)，而让学生自己设立很多规则又会使他们感到压力过

大。故在制定活动时，不仅仅需要给学生明确的基本规则，还要教给学生如

何在小组内部自己制定小组合作规则比如责任分配、交流频率、发帖长度等

等。 

4) 监督调节小组活动的技能 (The ability to moderate group activities)。培训教师

时，要使教师能够监督调节小组活动、能够洞悉活动进展情况、预知可能出

现的冲突。学生有问题时，教师要能够及时提供帮助，给予建设性的支持帮

助而又不过分进行干预。 

5) 选择适当的环境和正确的工具 (The ability to use tools and group space)。培训

项目要使教师意识到如何选择同步教学还是异步教学才会推动学生之间的互

助合作，还必须使他们意识到工具的选择取决于每个任务的目标。 

 

最后，Ernest等 (2013)指出：培养教师获得这些技能和动手操作的方法最为有

效，也就是说，一定要给接受培训的老师一个亲自体验网上小组互助合作的机会。 

 

4.1.7 与后来的研究对比，Hampel & Stickler (2005) 提出的外语教师网上教学所需技

能框架，似乎更注重对技术媒介的掌握和自我创新以及建立自己教学特色。2005

年之后，这六组学者并未忽视教师在技术层面上的能力。但是，他们更注重如何培

养教师从教学法角度理解新技术媒介提供的预设用途，如何帮助教师适应自身网上

教学的新角色，以及如何从以教师为中心或者从技术导向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生

个体为中心和以小群体为导向、多层面的网上教学模式。另外，这六组学者所总结

的网上教学技能更侧重了培养教师如何设计网上活动帮助学生交流，建立有效学习

社群，并提高小组合作的技能。这些都是以学生为中心这一教学宗旨的体现。 

 

4.2 网上教学技能培训的有效方法 

 

Hampel & Stickler (2005) 和后来研究者所提出的教师网上教学所应具备的技能

是否被成功传授给教师了？若然，在这些培训项目中使用了什么方法得以成功？正

如 Hauck 和 Stickler 所强调，“我们不停地探索和发展新的网络媒介［以使教学更

加有效］，所以说‘教书实际上也是学习’。这个‘学习’不仅仅是学习怎样利用

网络授课，而且是学习怎样学习网上授课” (第 4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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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献搜索发现，十一篇文章做了有关培养外语教师网上授课方面的研究，

其中四篇的研究对象是外语师资班的学员，七篇的研究对象是在职外语教师。文章

所涉及的外语有德语、法语、日文、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和汉语；其中五篇

的研究项目利用的是网上同步教学，另外五篇的研究项目使用的是异步教学，余下

一篇结合了两种模式。这些研究，多数并没有针对某项技能，而是集中在培养教师

网上授课本身。有两篇包括了如何培训教师设计和发展网上课程，三篇偏重研究教

师的合作技能，两篇验证了一个培训网上中文授课项目的有效性。这十一篇文章所

涉及的实验研究，成功地将所要培养的技能传授给了教师。它们在如何培训外语教

师网上授课方面的主张可总结如下。 

 

4.2.1 在做中学习 (Learn by doing) 。正如 Felix (2005)及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教育需

要最根本的转型，应该从最传统的知识传播模式转变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培训

外语教师如何进行网上教学的传授模式，也应该采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模式。这种

情况下，受训教师便是“学生”，这些“学生”应该在做中学习。在做中学习，可

以有不同形式；比如在他们的研究中，Guichon (2009)、 Lewis (2006)、 Levy 等 

(2009)、 Jauregi 等 (2012) 和 Comas-Quinn (2011)就都要求每个受训教师自己教一门

课，在实际网上教学过程中学习如何进行网上教学。在 Tseng (2017) 的研究中，两

位受训教师组成一组，一位授课，另一位观察并辅助，然后隔天轮替。Hsin, Hsieh, 

& Chang-Blust (2017) 的师资培训研究中，每一位受训教师必须有六到八次机会面

对美国学生进行远程同步教学，每次一个小时。 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在模拟网

上授课的情形中传授技能，使这些受训教师既有机会在虚拟网络课程中直接体验作

为网上授课的老师的角色，又有机会直接体验作为学生的角色  （Meskill & 

Anthony，2007）。 第三种方式，则是针对所要重点培训的网上教学技能来设计专

门的活动，使受训教师亲身体验并从中学习。比如，为了培养教师在网上教学中促

进学生合作互助的技能，Ernest 等(2013)和 Hampel (2009)设计了受训教师要完成的

网上小组活动。在完成这个网上小组活动过程中，这些教师对于如何互助合作、如

何设计网上互助合作活动都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对他们将来帮助学生设计互助合作

以及成功完成活动非常有帮助。 

 

4.2.2 观摩式学习至关重要 (Observational learning is important) 。Hampel (2009) 指出：

与学生需要看到榜样相似，培养外语教师网上授课必须给他们“树立样板” 

(Modeling) ，让他们看到网上成功教学是什么样子、会碰到什么难题、如何解决这

些难题，以及如何有效地让学生学习语言与文化。Meskill & Sadykova (2011) 的研

究发现了如何合理利用观摩式培训 (Fishbowl)的做法成功地培养外语教师的网上授

课技能。通过观摩一个文化专家（同时又是教育技术专家）非同步网上授课（比喻

为观察玻璃鱼缸）的经验并进行反思，受训教师学到如何利用网络所提供的预设用

途来照顾每个学生需求的意识，从而提高了网上授课的技能。需要指出的一点是，

通过观摩行学习并不一定在课堂，也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比如 通过观看以前同步

教学的实况录像，来达到学习目的(Hsin, Hsieh, & Chang-Blust, 2017)。 

 

4.2.3 通过反思进行学习 (Learn through reflection)。这一方法并不能独立存在，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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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述两种方法的一个必需的步骤而存在。 Comas-Quinn (2011)、 Hsin, Hsieh, 

& Chang-Blust (2017)、Jauregi 等(2012)、 Levey 等 (2009)、 Lewis 等 (2006)，

Meskill 等(2007)，和 Tseng (2017) 都提倡：受训教师在教课或者观摩有经验教师授

课的同时和之后要写心得体会，通过对整个学习过程进行反思、并与老师及同学分

享讨论中所学而使自身技能得到提升。Guichon (2009) 则主张用“自我审评” (self-

confrontation)的方法来提高受训教师的网上授课技能。在 Guichon(2009)的研究中，

法语师资硕士班的学员有机会利用电子会议平台给中级法语学习者授课；每次授课

都会全程录像，学员则从中选取可以作为讲解自己授课心得体会和存疑的片段，在

师资培训课中与老师和同学探讨。这种方法，使得受训者能够注意到网上授课中最

关键的方面，也能培养他们的后设能力(meta-competence) ，即适应能力、预测能力

以及创造变化能力的总和。 

 

与写反思文章类似，写教学日记也对提高外语教师的网上教学技能有所帮助。

不同的是，写反思文章往往发生在培训项目的最后，而写教学日记则发生在每一次

教课之后。写教学日记，是在没有职业发展培训项目时教师自我提高教学技能的一

个手段。当然，对教师自我提高，很多学者有很多异议(见 Smith, 2000; Wallace, 

1998; Stenhouse, 2002)。但是抛开这些异议，Lewis (2006)在他的研究中发现，在没

有职业发展培训机会的情况下，边进行网上教学边写教学日记有如下好处：帮助教

师减轻压力、管理对网上教学的情绪、为供现实或将来反思的事件做纪录、并使自

我审视教学成为可能（参见第597-598页)。总之，写教学日记能够提高教师对网上

教学的意识，然而它并不能帮助教师对自己的网上教学做出任何实质性改变。 

 

4.2.4 通过他人的批评进行学习 (Learn from a “critical friend’s” feedback) 。Lewis 

(2006, p. 598) 的研究发现：在职业发展培训短缺时，他所采取的三种自我提高的方

式（写教学日记，在网上和同事讨论网上教学问题，和请同事观察自己教学）中，

以最后一种方式最为有效。也就是，请一位教学和技术都很有经验的可信赖的同事

观察自己的网上授课过程，并给出反馈意见。这种方式，能使教师注意到一些重要

的教学技能，而且得到实际可行的建议，从而能够将新的技能付诸实践。这点与教

学日记一起运用，能够帮助教师自主发展。  

 

4.3  教师网上教学培训研究总结 

 

以上综述各种研究所发现的对外语教师网上授课进行培训的种种有效途径。总

结如下： 

 

首先，培养网上授课技能并不意味着培养教师如何把面对面授课搬到虚拟空间

(Sun，2011)。网上授课可以同步进行，也可以异步进行。现在，很多教师培训很

注重如何传授同步教学，以为网上授课就是将实体课堂移到网络空间，而且很多研

究也探索如何使同步教学更有效以及如何管理网上大课课堂。比如 Guichon (2010)

指出，同步教学中常常发生的技术故障，会使得本来就有限的时间变得更为紧迫。

这种情况，就需要教师运用他们所学的教学法结合对不同技术工具（例如用聊天室

或别的视频工具等等）的了解做出正确的决定 (参见 Guichon, 2009，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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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认这些研究所作努力的同时，Sun（2011）认为，这种坚持培养教师管理网上

大课堂的做法，实际上容易使教师错误地相信网上教学即是传统教学到虚拟空间的

迁移（见同上）。因为技术问题会导致很大的焦虑和压力，教师会自然地把传统课

堂中讲大课、组织相似的小组活动挪到网络教学中，并认为只要学会如何应对技术

问题即可以成功进行网络教学(Guichon, 2009)。现在我们知道，网上教学并非简单

地照搬传统课堂，而是有很多不受教师控制的因素。正如 Sun (2011)所指出的，网

上教学培训需要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才能使受训教师既获得教学技能，又能对网上

教学有一个正确理解。 

 

第一个因素，是网上学生群体与实体课堂的学生群体不同。McLoughlin & 

Lee(2010)提到：现在很大部分学生既工作又学习，网上学生群体更是如此。他们

选择网上课程是由于时间和地点的灵活性，他们不可能把上课时间固定到每周的一

个时间。鉴于学生群体的改变，网上授课应视课堂为一个把不同小组的学生连在一

起的大网，而每个小组又可细分为成对学生或者学生个体。教师应该运用不同的网

上工具和技术给予这些小的群体或个人适当帮助（参见第 440 页）。 

 

第二个因素，则是学生学习行为的改变。Harrison & Thomas (2009)在研究中发

现，网上学生的学习行为和课堂学生的有所不同。网上学生常常选择自己的学习工

具创造出能更好地为自己服务的环境（参见 120 页）。在培养教师网上授课的时候，

这也是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应该使受训教师进行改变，针对新环境做好一对一或

者小组的个别指导。 

 

其次，教师网上教学培训中不应该忽视教师对教学法的理解。仅仅知道如何用

一些网上的教学工具还不够，教师应该进一步熟悉在网上教学中怎样运用这些工具

以使学生的学习更加有效。在很多培训项目中，通常是把教学工具的运用以一种传

授知识的方法教给受训教师；但是如何把这些工具更具体地应用到教学、更有效融

入到教学方法中，都只能靠教师自己摸索(Comas-Quinn, 2011)。显然，那并非易事。 

 

最后，网上教学培训不应该忽视对教师的教学观、教学态度和教学理念的培养。

只有具备一个正确的态度和认识，教师才能拥有内在的动力去对网上教学进行改善

和提高。否则，“教师就没有一个深度学习的机会，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有效的网

上教师” (Comas-Quinn, 2011, 第229页)。比如说，对于那些刚刚接触网上授课的教

师，他们通常有很多面对面教学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他们的教学观教学理念形成的

基础。当他们要转到网上授课时，这些教学理念一方面会促进他们的实践，但另一

方面会起到阻碍作用。当今的教师网上授课培训，大多注意的是新技术的操作，而

忽略了培养教师形成自我特色，对网上教师角色的认识和学生角色的认识，以及如

何通过互动使学生对语言和文化的学习达到最大化。 

  

自 Hampel & Stickler (2005)以后，一些学者在对其认可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一

些其它技能（比如教学评估和教学理论运用），并认为这些技能的培养可以同步进

行，而不认为一种能力必须以另一种能力为基石。更多的学者尤其重视教师如何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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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并管理学生网上互助合作活动的技能，并将这种技能细分成可操作培养的次级技

能。 

 

在培训方法中，最重要的是要从以教师为中心的低效率的套路改变为以学生

（受训教师）为中心的模式（当然，也要教给这些受训教师在将来的网上授课中采

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要培养受训教师运用技术的能力，但是培养他们如何在

教学中运用技术来使学生更高效地学习尤为重要。研究者发现，培训教学技能最为

有效的方法是：在教学实践中进行、让受培训教师在观察中学习、在实践或观察之

中或之后进行反思、在实践中请有经验的教师观察并给予批评反馈。然而，由于网

上教学头绪众多，第一次接触网上授课的受训教师在面对不同的技术问题、教学法

流派、技术运用、设计课程需要考虑的诸多因素之时很容易不知所措。培训项目的

设计应该将这些考虑进去。 

 

 

5. 实施建议：分阶段网授教师培训方案  

 

基于以上对教师网上教学培训文献的综述和讨论，针对高等院校大学外语教师，

可以归纳出一套的网络授课培训的可操作程序：培养应尽早着手，循序渐进，将教

师必学的技能一层层、一步步传授给他们。正如Comas-Quinn (2011)所指出，如果

将所学内容在短时间内都灌输给受训教师，他们往往只选择与实体教学最相近的内

容去学习。所以，如果培训尽早着手，就可以做到从容地按照以下四个不同阶段进

行培训。 

 

第一阶段：使教师意识到网上教学的独特价值 (Comas-Quinn, 2011; Felix, 2005; 

Hsin 等, 2017; Sun, 2011)。首先要意识到网上课堂的学生群体与实体课堂的学生群

体多数情况下有很大不同。网上学生更看重网上教学的灵活性。那么，网上教学如

何利用不同技术给学生提供这些灵活性？其次，与实体课堂比较，网上教学应尽力

弥补由其自然特点所带来的学生缺乏学习社群感（a sense of learning community）

的局限。如果教师意识到这一点，就会更加投入地学习如何设计活动以增强学生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如何建立学习社群。对于认为网上教学就是实体课堂到网络

环境的简单迁移的教师，在培训最开始的阶段改变他们对网上教学的态度和认识是

一项必要而艰巨的任务。 

 

第二阶段：培养教师对教学法和技术利用的认识 (Compton, 2009; Ernest等, 

2013；Hampel, 2009; Hsin等, 2017) 。在教学法方面强调要以学生为中心， 将网上

教学的重要特点讲授给学生；比方如何着手设计课程，如何建立一个学习社群

(learning community)，如何加强学生之间的互助合作，以及如何评估学生的学习和

课程设计。这些培训的重点就是Kirkwood & Price（2015）所指出的，“我们应该把

老师培养成自信的技术应用者，懂得如何应用技术支持学生的学习。不仅仅知道怎

样运用技术，而且知道为什么运用它” (第221页)。 

 

在这一阶段，对课程设计的学习实际上牵涉到语言习得理论。比如说，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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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最终目的是有意义的交际而不是语法。无论是网上、面对面、还是混合模式，成

功学习外语的关键都是学生的参与和互动。“语言学习是学习基本技能而不是内容

(skill-based v.s. content-based)。基本技能的培养，比如听说技能是需要不断的同步

互动才习得的” (Wang & Chen, 2009, 第5页)。教师对语言习得、语言技能发展过程

的基本了解是网授课程设计的必要准备。当然，同步互动是学习语言的一个很重要

的途径，但是异步互动以及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其他方式的互动，比如人机交

流都成为学习语言各种技能的重要手段。 

 

第三阶段：以观察和反思为主 (Hsin等, 2017; Meskill & Sadykova, 2011; Tseng, 

2017)。在对网上教学的价值和设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后，安排既熟悉技术运用又

理解教学理论的有经验的教师网上授课，让受训教师通过观摩的  (Meskill & 

Sadykova, 2011)方式的观察进行反思和讨论。观察应该从课程的准备阶段开始：这

些有经验的教师是如何设计并准备网上课程的，他们从什么角度考虑、做了哪些准

备？在教课过程中做了哪些，为什么那样做？观察，提问，反思会给受训教师提供

一个机会，让他们在大脑中形成一个网上教学思考模式，并扩展加深其对实际网上

授课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认识，从而帮助日后的网上教学。 

 

第四阶段：以模拟教学为主 (Comas-Quinn, 2011; Hsin等, 2017; Jauregi 等, 2012; 

Guichon, 2009; Lewis, 2006; Levy, 2009; Meskill & Sadykova, 2011; Tseng, 2017)。在

通过理论学习和观摩以后，应该安排受训教师实际授课以获得在做中学习的机会。

安排实际授课机会对于一些项目来说可能比较困难，这种情况下可以安排受训教师

组自己给自己进行网上授课。在这个网上课程里，受训教师既当学生又当老师。每

个学员都参与整个过程，包括如何设计网上课程，如何开发教学材料，如何进行实

际教学。参与并负责整个教学过程会使他们获得网授的第一手经验。 

 

这一套四阶段模式，在不同培训项目中可以针对自身具体情况作出调整变化。

与教任何其他课程比起来，网上教授外语课程是一个极端‘耗费人工的’(labor-

intensive)的工作，需要的教师培训时间最多（Ernest  & Hopkins, 2006）。比如，在

Ernest & Hopkins (2006)的培训模式中便包括了这样众多的活动：阅读网上教学相

关资料、面对面教学、使用电子邮件及时给受训教师指导和帮助、教学观摩、培训

人员及时对一系列教师应该做到的得体行为给予反馈、在受训教师的网上讨论室进

行关于教学法的讨论、受训教师互相听课等等。培训需要考虑和试验的具体问题是

多方面的。这些都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研究和交流。 

 

 

6. 结论 

 

本文以文献综述的方式，将过去十一年在美国的数据库能找到的与网授外语教

师培训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整理。通过对2005年以来同行评审文章的总和分析，本文

发现，众多学者不仅重视网上授课教师对技术本身的掌握、创新和树立自己的教学

风格，而且认为网上授课的关键，是培养教师设计网上活动来帮助学生交流与合作，

改变以往教学方法来适应以学生个体或以小群体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文献分析还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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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培训教师网授的有效途径是通过实践、观摩、反思、及他人批评来学习。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十一年间的文献中，有不少跟网上教授中文相关的文章。

比如，关于网上资源系统的建设(Da, 2011), 网上阅读课件的设计（Lee, 2011）, 网

上教授中国文化（Jiang, 2011; Chu & Wang, 2012; Zhang, 2016）, 测评网络参与式

学习工具  (Xu, 2011), 授课网络平台的评估(Chen, 2013; Hon, 2013; Jiang, 2014; 

Sunaoka, 2012; Tsai, 2012), 网上教学实例分析（Cheng, 2011）, 以及交互系统评价

（Liang, Deng, & Au, 2013）。这些研究或多或少都对中文语言以及教学的独特性

有所提及。专门针对培训中文教师网络教学的文章只是最近才出现（见Hsin, Hsieh, 

& Chang-Blust, 2017; Tseng, 2017），他们分别验证了两个不同的中文网授师资培

训项目的有效性。与其他并不是针对中文网授教师培训一样，这两篇文章对关于外

语教师网授所需技能以及如何培养外语教师获得这些技能提出了他们独到的见解并

验证了其可行性，对中文教师的网授培训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中文语言的特性，

比如，它的语音语调及汉字的特殊性，在网络教学中教师也需要特殊的技能。然而

在上述两个中文网授教师培训项目研究里并没有提及中文教学的这些特点。我们期

待将来的中文网授的师资培训研究可以将中文教学的特点容纳进去，特别是，可以

给受训教师学员设计课程的机会。这样，中文教学的特点就可以很自然地融入到网

络教课所需技能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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