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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PACK的华文资讯科技教学
设计思路

陈青焕张君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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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数有机制并且循序渐进

地在全国学校推展教育科技的国家。自1997年

至今，我们已经历了三个资讯科技教育总蓝图

( Masterplans for ICT in Education ） 所指引的

教学探索与开发。华文老师在这段时间里也孜

孜不倦地寻求创新与突破， 希望借 助资讯科技

让学生能更好地学习华文华语。在探索与尝试

的过程中，也有一部分老师可能觉得自己始终
“追不上 ” 科技的日新月异，并感到力不从

心。另外也有老师在尝试把 “科技” 作为备课

焦点时，感到事倍功半。本文尝试结合TPACK

框架与教学设计思维模式，与华文老师－同探

讨在设计资讯科技课时可选择的不同切人点与

设计时的引导问题，以期协 助老师 设计出实

际有效的教学活动，让老师们无论是使用时

下最新的科技，还是把握一些存在多时的“旧

科技” 时，都可以信心满满地设计出让孩子能
“乐学善用” 华文的资讯科技课。

2. TPACK理论何为设计的依据

在进人设计的话题前，这里首先介绍我

们所选用的理论框架。TPACK， 全名为Tech

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可译

为“科技学科教学知识” ，是Mishra与Koe

hler ( 2006） 所提出的教师知识框架。在开展

有效的教学之 前，一名教师其实需具备多方

面的知识， 例如学科内容的知识、 教学的知

识、 课程的知识、 学习者的知识、 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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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等知识（Sh山nan, 1987） 。其中学科知识

和教学知识交织形成的便是 Shulman ( 1986, 

1987） 所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 ） 了。PCK因手斗目

而异，是不同科目教师专业中的专属知识。

鉴于 资讯科技的受重视和普及化，Mishra与

Koehler便在PCK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技学科教学

知识TPACK的概念。

TPACK是 由三种基本知识所构成， 即科

技知识（TK） 、 教学知识（PK） 以及学科知

识（CK） 。各种知识间的交织将形成科技教

学知识（TPK） 、 学科教学知识（PCK） 、

学科科技知识（TCK） ，以及最终专业教师

所 应具备的科技学科教学知识（TPACK)

（图1） 。当教师 把科技融人教学时， 科技

的运用应当与教师原己具备的学科教学知识

( PCK） 相融合。TPACK中的科技知识（TK) 

成分并不是简单地附加于原有的PCK之上，所

以也不能随意地将之分割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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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科技学科教学知识（TPACK)

（英文版源自http://tpack.o「g ) 



让我们从华文老师的角度来理解各种不同

的知识：

1. 学科知识（CK）可包括华文本科的知识，

例如历史、 文学、 哲学 等文化方面的知

识、 语言学方面的知识， 以及语言技能的

知识等。

2. 教学知识（PK）可包括各种教学法、 教学

策略的知识， 例如如何教导聆听会话、 阅

读识字和写作策略等知识。这些教学知识

可能与华文科目相关， 也可以是非华文科

目专属的。非华文科目专属的教学知识可

包括协作学习、 自主学习等教学策略。

3. 科技知识（TK）可包括 对于不同科技产

品的功能、 平台如何操作等技术性为主的

知识。

4. 科技教学知识（TPK）是科技知识和教学

知识的融合体。当华文老师说明运用某科

技产品或平台会对教学策略起着怎样的影

响或作用时， 这展现的便是TPK了。例如

让学生学习说话的技能时， 使用iMTL实现

了同侨间的互评与学习。这是原来没有科

技时难以实现的教学策略， 而展现的便是

TPK的结合。

5. 学科教学知识（PCK）是学科知识与教学

知识的融合体。一般对华文本科知识有涉

猎的人（例如修读中文系的学生）都能够

掌握和华文老师一样的学科知识， 但是华

文老师还能理解学生在学习华文过程中所

可能碰到的问题， 并具备通过不同的教学

法以引导学生学习华文的知识和技能。这

样的学科教学知识便是专属于华文老师的

PCK， 是非华文老师或其他科目教师所无

法拥有的。

6. 学科科技知识（TCK）是学科知识和科技

知识的融合体。科技可以作为语文的载

体， 而不断进步的科技能使语文以更多样

化的形式外现。例如徐志摩的《再别康

桥》一诗， 它负载了诗人对于康桥的思绪

与情感， 在传统书面媒体中， 读者只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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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字， 而原来的情感也需读者的想象与

重新建构。多媒体科技的介人则能让《再

别康桥》原有的字句通过影像具体化；配

上朗诵音频， 读者或许还能通过语音去感

受徐志摩当时的思想情感。当教师选用多

媒体形式将《再别康桥》带人课堂时， 这

反映的正是教师的TCK。

科技学科教学知识（TPACK）是TK、

PK、 CK的融合体， 也可被视为PCK、 TPK、

TCK的融合体。这里边既包含了华文老师对于

华文学习技巧的掌握、 老师对于学生所面对的

问题与其越过障碍的方法的理解， 也包含了科

技如何影响华文的形式外现以及科技对教学策

略所产生的影响和改变。不同科目的老师所拥

有的TPACK会因其专业学科知识的不同、 教

学法的不同等因素而有所差异， 因此华文老师

必须建立专属于华文教学以及华文老师个人的

TPACK， 方能设计出适于华文教学的科技课。

谈过了理论， 下来我们就来探讨如何运用

TPACK框架引导日常的教学设计。

3. TPACK与实际的教学设计

Koehler与 Mishra ( 2009 ）在阐述TPACK

的框架时一再强调科技、 学科与教学知识三者

同步到位以及其相互影响的重要性， 然而在教

学设计中应如何落实这点却似乎不明确。老师

们在教学中应用科技时有不同的习惯， 有些老

师是倾向于“科技本位” 的。所谓科技本位，

即以科技软件或平台作为设计教学时首要的

关注点， 即科技知识（TK）。这 或许是元可

厚非的， 毕竟华文老师可能对于华文的学科知

识（CK）和教学法知识（PK）己极为熟悉，

因此将关注点聚焦于科技。然而在这样的聚焦

下， 老师有时忽略了个人TPACK的建立， 即有

意识地将科技、 学科与教学知识结合与融汇。

为解决此偏差， 我们提出了以TPACK为基础的

引导问题以循序引领老师的设计思路， 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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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真正有效的教学活动。 但当这样的网络日记被带入华文学习中 时，

它的网络形式就促成了让学生互评的能供性

3.1以科技知识（TK）作为设计的开端 (Tan，’Teo, Aw & Lim, 200 5 ） 。

首先关注许多老师聚焦的TK。当老师在设

计教学中接触到新科技时，老师往往首先关注

的是“这项科技有什么功能？” 。 在摸索尝试操

作的过程中，老师逐渐掌握了这项科技的功能

与 局限所在（TK） 。 在TK的基础上，老师接下

来必须要问的是“这项科技如何促进学习？” 。

这第二个问题能带领老师突破科技的范畴，

进入到了科技教学知识（TPK） 的层面。这样

的思考其实涉及了“能供性（affordance ） ” 

的概念（Gibson, 1979; Jonassen & Lands, 

2000） 。不少科技所具备的功能和学习是没有

直接关系的。 当科技被带人学习环境中，学

生 在学习过程中与科技间的互动才产生其能供

性。换句话说，脱离特定的学习环境，一项科

技的能供性可能转变， 也可能消失。 以博客

在TPK的基础上， 老师最后还需要思考
“这项科技的能供性最适于哪些知识点的学

习？” ， 即这样的科技教学法最适用于教授课程

中的哪些知识点？ TPACK在这样的设计思路下

也就逐步完成了（图2） 。

( weblog） 为例， 它原只是将日记挂上网络，
图2：以科技知识（TK）为起点的教学设计思路

以下再列举一些例子供参考（表1） 。

表1：以科技知识（TK）作为开端的教学设计思路例子

设计思路 例一 例二’ 
1. 这项科技有 Google Docs ( Google文档） Socrative 

什么功能？ 多人线上同步编辑 · 多人线上同步回复问题

不同的合作模式（编辑式、 · 显示所收集到的所有回复

建议式）
编辑历史追踪

2. 这项科技如何 多人线上同步编辑的 · 多人线上同步回复

促进学习？ 功能可供： 问题的功能可供：

。 拼凑式地合作写作 。 个人思考及回复

。 协商式地协作写作 。 小组综合意见回复
不同的合作模式功能可供 · 意见、 回复搜集历史追
。 多人写作过程中的内容协商 踪功能可供
编辑历史追踪功能可供： 。 形成性评价
。 多人写作内容贡献追踪 （课上或课后）

3. 这项科技的能供性 写作 · 阅读理解
最适于哪些知识点 · 上课内容的形成性

, 
的学习？ 评价

· 课末学习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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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以学科知识（CK）作为设计的开端
接下来我们尝试以CK作为教学设计的思

考起点。 以CK为开端的情况很多，老师日常

以教学进度为依据时，往往首先关注的就是

教学内容， 即“学生需要学习华文的哪个知识

点（例如： 词语搭配、 句式、 说明文的结构

等）？” 。 在选定教学内容后， 老师紧接着

要思考的是“我应该怎么教导这个知识点？”

或 “学 生 可 以 通 过 什 么方法学习这 个知识

点？”。这两个问题是教学的两面，前者以教

师为本位，后者以学习者为本位。这是另一个

课题， 在这里不多赘述。这样的设计思路其实

是大多数老师日常惯用的， 即PCK的思考。 在

这样的基础上，老师若要使用科技， 那就必须

多问一个关键问题， 即“哪项科技能够最有效

教血、，曰 ：寸画’L、f王于

PCK的设计，TPACK所带动的三种知识的融合

思考至此完成（图3）。

学生需要 学生可以 哪项科技能够
？且々寸T花 通过什 最有效地让学

文的哪个 么方法学 生通过我所设
知识点？ 习这个 定的学习方法

(CK) 知识点？ 学习这个知识

(PCK) 点？ (TPACK) 

地让学生通过我所设定的学习方法学习这个知 图3：以学科知识（CK）为起点的教学设计思路

识点？”。这个关键问题将TK的考量带人了 以下再列举一些例子供参考（表2）。

表2：以学科知识（CK）作为开端的教学设计思路例子

( 
设计思路 倒一 倒二 飞

1. 学生需要学习华文 识写汉字 · 记叙文的顺序

的哪个知识点？

2. 学生可以通过什么 间隔复现 多人协作写作
方法进行学习P 。 整体字形

。 组坷搭配

3. 哪项科技能够让学 线上字卡与游戏 · 线上写作

生通过我所设定的 。 Quizlet

可F 学习方法学习这个 。 Cram
知识点？

3.3.以教学知识（PK）作为设计的开端
从PK出发，老师首先关注的是“学生可以

通过什么方法进行学习？”教学知识除了反映

老师可以如何进行之外， 它其实也反映了老师

对于学习这一概念的信念， 比如多听多读老师

的讲述就是学习了吗？还是要边做边问才是学

习呢？确定教学法后，老师必须选择适宜的科

技以最好地实现其教学法。“通过哪些科技能

。 Google Docs 
。博客

让学生以这样的方法学习？”的提问将带老师

进入TPK层面的思考。最后，老师则必须思考
“哪些华文的知识点适合运用这项科技并以这

样的方法学习？”，以达致TPACK层面的教学

设计（图4）。这样的提问与设计思路将引领

老师清楚明白：并不是任何的知识点都能运用

任何科技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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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需要 学生可以 哪项科技能够
1-」qτ丁T4ι 通过什 最有效地让学

文的哪个 么方法学 生通过我所设

知识点？ 习这个 定的学习方法

(CK) 知识点？ 学习这个知识

(PCK) 点？ (TPACK) 

图4：以教学知识（PK）为起点的教学设计思路

以下再列举一些例子供参考（表3） 。

I 

表3：以教学知识（PK）作为开端的教学设计

思路例子

设计思路 例一 例二 1

1. 学生可以通过什么 · 自主 ·协作

方法进行学习？ 学习 学习

2. 通过哪些科技能 ·博客 · 网上

让学生以这样的 论坛
方法学习？

3哪些华文的知识 · 阅读 ·思维

点适合运用科技 理解 训练
’ 让学生以这样的 ·写作 ·写作

方法学习P

参考书目

结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以TPACK为基础的教学

设计思路，供华文老师参考。 TPACK提醒了

我们在华文教学中融人科技时，三种不同知识

(TK、PK、CK） 是缺一不可的。 而这三种知

识更不是独立独行的。 他们三者环环相扣并

形成不同的融合体， 即PCK、TPK、 TCK，并

最后形成属于华文教师独有的TPACK。 由于
“融合” 的过程可以是多变的，我们在这里为

老师们提供一些设计思路的建议，以不同的知

识为起点，通过三道问题的一一琢磨，逐步形

成TPACK的完整思考。期盼这套设计思路能帮

助老师的教学设计更上一层楼。

（作者是华文教研中心副讲师和宏文学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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