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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aking Chinese Mother Tongue subject face difficulty in 

using the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In the 2010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Review, the recommendations revealed that more emphasis is placed on oral interaction, and 

video-based conversation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Chinese lesson.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creates more opportunity for educational uses. To integrate 

technology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ers need to explore and adjust their teaching 

strategies, methodologies and activities, and to consider the roles that they assume to achieve 

eff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use of the Web 2.0 tool, Padlet, as 

a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ol, to improve Primary 5 students’oral skills. Data was collected 

and analysed from various sources: a comparison between pre and post-lesson oral recordings, 

classroom observations, pre and post-lesson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ith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tudents’ learning when using 

Padlet as a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ol. The students’ oral presentations were vastly improved. 

Padlet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creasing interactions amongst the 

students, supporting the slower progressing students, enhanced learning interest, and 

encouraged self-directed learning. 

Keywords: Or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Video-based Oral, Web 2.0 Educational Tools, Self- 

                    directed Learning 

 

运用 ICT 进行录像说话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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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地小学的华语学习者口语技能较弱，没有信心用华语表达。2010 年母语检讨

委员会提出建议，学校应重视口语互动的教学，看录像说话将成为一项重要的口语教

学板块。资讯科技的长足发展，促使其教育用途受到了重视。为了把科技融入课堂教

学，教师必须探讨并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方法和活动，并思考教师本身应扮演的角

色，以达到有效的教学。在本研究中，作者希望通过使用网络 2.0 科技的网上平台

Padlet 作为教学工具，探讨如何把其功能有效地融入口语教学中，提升学生的说话技

能，并促进其交际能力。教学实验以一所小学的五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看录像

说话的口语教学。实验课以 Padlet 为教学工具，配合不同活动展开，收集课堂观察记

录和师生的反馈，分析出有效的教学方式供教师参考。根据所得数据显示，在课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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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adlet 对学生有着积极正面的作用，也提高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此次研究发

现 Padlet 提供了协作学习的平台，增加学生之间的互动，以强带弱，提高学习兴趣，

促进自主学习。 

关键词：口语教学；看录像说话；网络 2.0教育科技；自主学习 

 

 

一、引言 

    早在 2004 年，新加坡教育部已强调语言的实用性，并建议在教学中注重有效的口

语交际（新加坡教育部，2004）。2010 年的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提议语言教学须着

重让学习者在真实的情境中使用语言，并提出口语互动和书面互动两项综合运用能力

（新加坡教育部，2010）。接着，在 2015 年推出的新小学华文课程标准中增添了学生

在小学阶段达到 “交流情感、传达信息、表达看法” 的教学目标（新加坡教育部，

2015）。新课标提到结合资讯科技，让学生根据录像短片口头发表意见或通过电脑输

入打写电邮，使评价更具真实性，更能反映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交际能力。 

由于本地的语言环境、学生缺乏词汇量、课时、教材等各种种因素，本地口语教

学多以教师为中心，形成“我教你听”甚至是死记硬背的状况。学生很少有练习口语

的机会和让他们累积口语经验并梳理和内化新知识。这影响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

极性，忽略了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培训。笔者在平时课堂教学中，针对看录像口语

教学的话题与学生交流时，看出他们对看录像说话没有什么信心；觉得新题型中特别

是建议和批判性题型很难；有时候无法理解录像中所要传达的主要信息或主题；他们

认为没什么内容可说的，不像“看图说话”，有多种主题和人物可以进行描述。 

因此笔者认为探讨如何结合教育科技和口语教学，让学生互动进而获得说话和内

化的机会是适时的，也希望能对华文教学略尽绵薄之力，从中摸索出一套提高学生口

语能力的方法，为教师在口语教学方面提供一些参考。 

 

二、文献综述 

2.1 二语教学法以 “学” 为中心 

近代中西方二语教学法已逐渐偏向以“学”为中心，“教”则转换成了辅助、支

援的角色（徐晓晴，2004；Kumaravadivelu, 2006；赵金铭，2008）。以学为中心原自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之父皮亚杰（Piaget）。他认为学生是认知的主体，强调

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commodation)的两种过程，

以期达到与外界认知的“平衡”(equilibrium)（何克抗，2002）。这两种过程是不断

循环的双向互动。在过程中，学生在吸收知识时，以自己原有的经验系统为基础对新

的信息进行编码，不断地把新知识融入已有的认知结构，或者重整认知结构。教师所

传授的知识本身没有意义，意义在于如何让学生能更好地进行“同化”和“顺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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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这意味着传统口语课堂需要改变方式，而实践运用以及互动交流是其中两种方

法（温彭年、贾国英，2002)。 

2.2 网络 2.0 在教学中的潜力 

由于网络平台 Web 2.0 在生活中的普及化，现代教育科技能够提升学生之间的互

动频率和集体创建内容、建构知识的机会，实现“学”为中心，例如通过图像或视频

等方式让学生针对所看到或感受到的内容展开口语教学（如郑艳群， 2005；刘香群、

周素江，2007；Warschauer & Grimes, 2007；周云，2014；程玉华，2015）。本地学

者就与教师联合设计出一套基于 Wiki 的集体华文写作历程策略（黄龙翔、高萍、陈之

权、蔡敬新，2010；Wong, Chen, Chai, Chin & Gao, 2011）。Aw, Wong, Zhang, Li & 

Quek （2016）与南侨小学老师利用云端科技和流动器材，比如：手机、平板电脑等，

建立 myCloud 网络平台让学生学习词汇。Wong, Chin, Tan & Liu（2010）的“成语，动

起来！”研究项目也利用流动器材让小学五年级学生在课堂内及课外积极学习成语，

并与同侪用华语沟通及分享学习经验。Tan, Ow & Tan（2006）让学生利用播客

（podcasting）录下自己的华语口试练习，并贴上播客，然后进行同侪评估。陈育焕、

陈成志和张永慧（2009）在一所中学的口语教学中使用有声博客后，学生不但提高了

命题说话的能力，他们的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意识也有所进展。 

2.3 思维训练的重要性         

        由于小六离校会考口试模式在 2017 年全面更新，因此自 2016 年起，笔者的学校

对五年级学生展开“看录像说话”项目的培训。据笔者观察，学生在新项目中的整体表

现缺乏信心。在课堂对话中，一些学生表示不知道该如何以更丰富的内容去描述录像

中的事件。学生指出录像没有什么可以描述的，因为画面转变太快，剧情也过于简单。

由于学生属于华文程度较好的一班，可想而知其他语文能力较弱的班级面临着更大的

考验。基于看录像说话中设置的问题层次是循序渐进的，学生在遇到高层次思维的题

型时，就显得没有信心。因此笔者认为如何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从基本的理解层次

提升至批判性、伸展性以及创意性思维层次，是很重要的。这需要在课堂教学中改变

学生的思维模式，训练学生的认知层次，以期提升他们的表达能力和互动能力。 

 

三、教学实验假设     

    此次教学研究使用的是网络 2.0 平台的 Padlet 进行看录像说话的口语教学。Padlet

的特点在于可供许多学生同时间使用、得到实时的反馈和在网页上能看到所有同学打

写的内容。本研究希望能够取得以下的正面效果： 

1）学生的口语能力能够提高。 

2）学生对教材内容和教学活动的学习态度与兴趣更为积极。 

3）学生的理解思维层次能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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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设计 

4.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是在本地的一所邻里小学进行。 

学生：研究对象是三班五年级学生共 46 位，百分之八十是女生，百分之二十是男

生。16 名来自普通华文班（普华），22 名来自高级华文班（高华）。他们在四年级年

终考试的总平均各为 92.25 分和 92. 32 分。另外还有 8 名普华班的学生在四年级的年终

考试总平均得分为 79 分。总分是以听说读写四个项目技能考试分数相加所得。 

教师：除了笔者外，参与研究的还包括两位教五年级的华文教师。他们俩都具有

15 年以上的教龄，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也在历年的小六离校会考中担任口试考官，

十分了解会考口试内容与评分标准。 

 

五、研究工具 

5.1 电脑辅助教学网络平台 

除了 Padlet（https://padlet.com），研究也使用学校订阅的网络学习平台 Marshall 

Cavendish Online Portal（https://www.mconline.sg）（简称 MC Online Portal）中的社交

学习墙（Social Learning Wall）。“社交学习墙”可以上载视频、录音、文件等资料，

还可以让学生发表评论或者点赞。教学后的录音活动中，学生可以使用任何一种网上

的录音工具，分别是：Voice Spice（voicespice.com）、Vocaroo（http://vocaroo.com）

以及 Speak Pipe （https://www.speakpipe.com/voice-recorder），把录音上载到社交学习

墙上。 

此次研究所使用的录像是以 2017 年的新口试模式为范本而自制的短片。录像时间

不超过 1 分钟，没有对白或声效，只有背景音乐和一两句与主题挂钩的旁述。 

 

六、研究方法 

研究的流程包括教学前的问卷和录音，接着是教学实验，最后是课后录音、问卷

调查，以及教师和学生访谈。课前的调查问卷采取封闭式题型，结合收集到的学生录

音，笔者尝试了解学生对看录像说话这项活动的认知和想法，并分析学生的学习需求，

然后设计教学内容。在课前录音活动中，学生先观看一则录像，然后通过录音回答三

个问题。学生的录音可以用来分析学生的学习需求。 

    教学实验分别在两个班里进行。笔者的 16 人普华班和另一位老师的 8 人普华班合

并进行第一次教学实验，而其他班级的教师随堂观课。经过课堂观察和教师们的讨论，

笔者再调整教学方法，然后在 22 人的高华班进行第二次教学。 

之后，学生进行课后录音。这个活动不但是学习的一部分，也是分析教学效果的

一项重要数据，以便对比课前录音。最后，学生填写了一份课后问卷调查。这份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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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课前问卷一样，亦采用封闭式题型。每一题有“非常同意”、“同意”、“不同

意”和“非常不同意”四个选项。通过问卷，笔者试图了解学生在上实验课的学习经

历。笔者也通过一对一的教师访谈以及随机选择 5 名学生组成小组访谈，以获取相关

的研究数据。 

 

七、研究过程 

通过课前分析，笔者认为学生需要提升他们的思维层次。因此教学针对口试中较

高思维层次的题型进行。 

7.1 课前录音分析     

    课前的录音活动所选用的录像主题为 “友谊”。一分钟左右的录像是笔者在 2015 年

和六年级学生合作录制的，讲述学生之间的友谊和互相帮助的过程。录像中没有对白，

只有一段旁述：“友谊是宝贵的。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帮忙。” 

    观看录像后，学生需要录下三个问题的答案。这三个问题分别是： 

1）说一说录像中发生的一件事。 

2）说一说你或者朋友曾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3）你认为校方怎样鼓励学生互相关怀？ 

这三种题型是笔者根据教育部 2017 年口试范例作为参考而设计的。依照布卢姆

（Bloom’s taxonomy）的认知领域（Cognitive Domain）分类来分析题型，第一个问题

属于“记忆”(Remembering) 和“理解”（Understanding）也就是最低认知层级的类别，第

二个问题属于“应用”（Applying）类别，而第三个问题则属于 “创造”(Create) 类别，为

较高层级的问题（Krathwohl, 2002）。这三个问题的类别明确，考察学生不同认知层

次的能力。 

    从录音分析中，笔者发现大部分学生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内容流于表面，没有

具体说明，比如举办什么活动、何时、如何展开活动等，而且说话时缺乏信心。学生

还没学会如何组织思维、语言，让自己的答案有条理性。下面学生的录音可见一斑： 

S4：“我觉得校方可以举办帮助别人的比赛，我们不应该拿奖。因为如果每个

人拿奖只是为了帮助别人，这样他们就不要帮助别人了，只是为了奖而做。我

为……我觉得校方要举办这个比赛，可是不用给奖品，如果赢。” 

S8： “我认为校方应该……我觉得校方应该举办一个活动给学生们……因……学

生们才会互相关心，互相关怀。” 

S9： “我觉得校方应该……应该主办一个活动让他们自己思考也……也再用一个

活动让别人帮助……有需要的人。那才是助人为快乐之本。有这样的活动大家

才会知道怎么爱护别人关心别人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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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 “我们的建议是这样的，校方说些话跟大家同学说，我们应该做的一

些……一些……人与人……朋友与朋友一起做的事情。(杂音)……有一个更好的

学校。” 

    从课前录音可以看出，学生需要针对高层次思维题型进行培训。他们缺乏辨识题

型的能力，因此建议可以通过教学分析题型，再针对题型去教导有利于组织思维的概

念，让学生不断地练习，让思维模式常规化。 

7.2 教学实验 

在教学实验中，笔者通过分析题型，教导学生如何辨认题型，并以思维模式：

“活动 → 怎么做 → 为什么这样”去回答问题，再鼓励学生联系生活经验，然后在

Padlet 网络平台上打写一个建议。学生必须在 Padlet 上参考其他两位同学的答案，再结

合自己的建议，然后在“俩俩说”的活动中，练习流利地提出三个建议。由于要训练流

利度，笔者采用 Nation (2007) 提倡的流利度练习来进行俩俩说。选用的录像主题是

“环保”，录像内容环绕一户人家如何在家里进行废物利用，比如：把塑料袋收起来

以后再用、还有用报纸擦玻璃、把塑料容器分类，然后放进回收站等。旁述是：“保

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也是热爱家园的一种表现。” 

第一轮的教学是在 7 月 21 日进行的。由于时间限制，笔者尝试在两节课中（一个

小时）进行教学，然后在隔天进行录音和反思活动（半个小时）。第一次的教学过程

如下（表 1）： 

表 1：2016 年 7月 21日第一次教学过程 

步骤 教学过程 目的 

1 • 老师告诉学生今天的课堂要准备看录

像说话的第三个问题。 

• 播放录像之前，明确指示学生注意录

像的主题/要传达的价值观。 

引起学习动机，让学生理解学习

目的。 

 

2 教学活动 1 

• 老师在屏幕上播放录像，让学生观

看。 

• 观看后老师提问： 

1. 录像中的价值观/主题是什么？ 

2. 你从哪里知道这个信息？ 

• 老师利用教学简报进行教学活动，讲

解第三个问题的题型有哪些，并说明

应从不同角度去看问题（比如：学

校、家长等）。 

• 让学生明白抓住主题的重要

性，学会如何通过听旁述，并

结合录像内容捉抓住主题。 

• 让学生掌握问题题型。 

• 让学生学习从不同角度看问

题。 

3 打写活动(Padlet 网络平台)1 

• 老师提问： 

• 训练学生预测问题，熟悉题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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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教学过程 目的 

1. 你认为第三题会是什么问题？ 

• 学生到 Padlet 网络平台上打写答案。 

• 老师点评。 

• 通过 Padlet 网络平台，让学生

比较同侪之间的答案，从中学

习。 

4 教学活动 2 

• 老师进行教学活动。 

• 老师提问： 

1. 你要怎么样回答这个题型？ 

• 然后，老师教导回答模式：“通过

（ 活 动 ） ， （ 怎 样 去 实 行 ） 首

先……，然后……，最后……。（目

的）这样做可以……”。然后要求说

明三个方法(Power of Three)。 

• 教导学生如何回答这类题型。 

• 给予回答句式以及回答的要求

（说明三种方法）。 

5 打写活动(Padlet)2 

• 老师提问： 

1. 如果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学校

要如何让学生养成环保的好习

惯？ 

• 指示：10 分钟打写一个方法，怎么

做，原因。 

• 接着，老师根据 Padlet 打写内容点

评。 

• 学生通过打写的过程，整理

自己思路，吸收内化知识和

概念。 

• 通过即时的打写，较弱的学

生可以参考同侪的答案，并

整理自己的想法，完成任

务。 

6 3-2-1俩俩说 

• 指示：利用 Padlet 平台上的内容，练

习口头上回答第 3个问题。 

• 要求：一个人说三种不同的方法。在

三分钟内说完，然后换伙伴，再在两

分钟说完，然后换伙伴，再在一分钟

说完。 

• 老师选一两位学生来回答问题。 

• 学生参考和分析其他同学的

打写内容，然后融进自己的

演讲里。（前面打写只要求

一人打写一个方法）。 

• 熟悉说话的内容，并训练流

利度。 

7 学习反思与总结 

• 老师把第三题型的概念重复一遍。 

• 若有时间，到 Padlet 打写学习反思。

（问题：你在这堂课中学习到什么？

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 学生在反思中回顾学习过程，

从中获得学习心得，巩固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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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时间和活动的调整     

    课后讨论第一次教学时，教师们反馈由于时间有限，学生并未获得充分的说话练

习机会，认为有必要增加学生说话的时间。因此，隔天在录音前，笔者增添了说话练

习的项目，让全部学生能够得到练习说话的机会。2016 年 7 月 22 日教学过程如下（表

2）： 

表 2：2016 年 7 月 22 日教学过程 

步骤 教学过程 目的 

1 3-2-1 俩俩说 

• 指示：利用 Padlet 平台中练习口头回

答第 3 题。 

• 要求：一个人说三种不同的方法。在

三分钟内说完，然后换伙伴，再在两

分钟说完，然后换伙伴，再在一分钟

说完。 

• 老师选一两位学生来回答问题。 

• 学生参考和分析其他同学的

打写内容，然后融进自己的

演讲里。（前面打写只要求

一人打写一个方法）。 

• 熟悉说话的内容，并训练流

利度。 

2 录音活动 

• 学生在网络平台：Vocaroo、Voice 

Spice 或者 Speak Pipe 进行录音，然后

把录音链接上载到MC online网上学习

平台的 Social Learning Wall。 

• 学生录音后，去听其他同学的录音，

并进行互评。 

• 实践之前俩俩说的学习成

果，并让学生和老师能够评

估学习效果。 

• 老师可以以此分析学生学习

需求，并调整下一次的教

学。 

3 学习反思和总结 

• 学生到新的 Padlet 文档进行学习反

思。 

• 老师随机点评或回答问题。 

• 老师回顾所学概念。 

• 若有时间，点评一、两位学生的录

音。 

• 巩固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 

 

7.4 调整二次教学内容         

        经过讨论，教师们认为让学生在学习后立刻进行录音可以加深记忆，而不是等到

隔天才录音。因此，笔者把录音活动放在同一天，而课时调整为 1.5小时。第二次教学

是在高华班进行。第二次的教学过程如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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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6 年 7 月 25 日第二次教学过程 

步骤 教学教程 目的 

1 引起动机以及确定学习目的 

• 老师告诉学生今天的课堂要准备看录

像说话的第三个问题。 

• 播放录像之前，让学生注意录像的主

题/要传达的价值观。 

引起学习动机，让学生理解学习

目的。 

 

2 教学活动 1 

• 老师播放录像，让学生观看。 

• 老师提问： 

o 录像中的价值观/主题是什么？ 

o 你从哪里知道这个信息？ 

• 老师进行教学活动（简报）。 

• 让学生明白抓住主题的重要

性，并学到如何通过旁述，

并结合画面抓住主题。 

• 让学生掌握到问题题型。 

• 让学生学习从不同角度看问

题。 

3 打写活动(Padlet)1 

• 老师提问： 

o 你认为第三题会是什么问题？ 

• 学生到 Padlet 打写答案。 

• 老师根据 Padlet 打写内容点评。 

• 训练学生预测问题，熟悉题

型。 

• 通过 Padlet 网络平台，让学生

比较同学之间的答案，从中

学习。 

4 教学活动 2 

• 老师进行教学活动。 

• 老师提问： 

o 你要怎么样回答这个题型？ 

• 教导学生如何回答这类题

型。 

• 给予回答句式以及回答的要

求（说明三种方法）。 

5 打写活动(Padlet)2 

• 老师提问： 

o 如果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学

校要如何让学生养成环保的好

习惯？ 

指示：10 分钟打写一个方法，怎么做，

原因。 

• 老师根据 Padlet 打写内容点评。 

• 学生通过打写的过程，整理

自己思路，吸收内化知识和

概念。 

• 通过即时的打写，较弱的学

生可以参考同侪的答案，并

整理自己的想法，完成任

务。 

6 俩俩说 

• 老师要求学生看 Padlet，互相讨论（3

分钟）。 

• 然后进行 3-2 流利练习（10 分钟）。 

• 学生参考和分析其他同学的

打写内容，然后融进自己的

演讲里。（前面打写只要求

一人打写一个方法）。 

• 熟悉说话的内容，并训练流

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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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教学教程 目的 

7 录音活动：你认为学校要如何让学生养

成环保的好习惯？ 

• 学生到 social learning wall 进行录音活

动，然后互评或点赞。 

• 学生可以到以下网址进行录音，然后

把链接帖在学习墙上。 

o https://voicespice.com/ 

o http://vocaroo.com 

o https://www.speakpipe.com/voice-

recorder 

• 实践之前俩俩说的学习成

果，并让学生和老师能够评

估学习效果。 

• 老师可以以此分析学生学习

需求，并调整下一次的教

学。 

 

 

 

8 总结学习成果 

• 学生到新的 Padlet 进行学习反思： 

在课堂中学习“看录像说话”时， 

o 3 件我学到的事 

o 2 件我想到的好主意 

o 1 件我想要学习的事 

• 老师随机点评或回答问题。 

• 学生在反思中回顾学习过

程，并从中获得学习心得，

巩固知识。 

 

八、研究结果 

8.1 课后录音     

        以下是一些学生针对问题：“你认为学校要如何让学生养成环保的好习惯？”的课

后录音记录： 

S6： “我认为学校可以表演话剧……话剧内容是一个小孩子在商场上乱丢垃圾，

一个男孩看到了便跟小男孩说丢垃圾的坏处。我认为学校可以举办环保的游戏，

也可以叫同学们把要回收的东西带来学校。班上回收最多就是赢家，也会赢大

奖。学校可以在课室里教同学怎么……怎样环保，这样可以鼓励学生养成环保

的好习惯。” 

S11：“我认为学校可以在学校举办环保的游戏，也可以叫同学们把要回收的东

西带来学校。分数回收最多会是赢家。学校也可以在课室里教学生怎样环保。

这样会可以鼓励学生养成环保的好习惯。我认为学校可以举办一些活动，比如，

收集能环保的东西，然后把那些能环保的分成不同的盒子，然后放在课室外。

最多资源的能够获得鼓励奖。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学到怎样分类，也会学到

哪一样东西可以放进回收站，哪一个不能。我认为学校能够通过报纸回收的活

动让学生养成环保的好习惯。学校可以在一个月前通知学生这个活动，通知他

们这个活动的好处。 然后当天要他们把报纸放在他们的课室里。两天后会告诉

同学们成绩的结果。这样做可以让学生知道回收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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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7: “我认为学校可以通过报纸回收的活动，让学生们养成环保的好习惯。学校

可以先一个月通知学生这个活动，告诉他们参加这个活动的好处，然后当天要

他们把报纸放在课室里。两天后就会告诉学生他们的结果，这样做可以让学生

知道……保护环境。 学校可以有一个环保的话剧，这样做因为学生可以在一个

好玩的方法来学习，就可以学得更快。这样子学习的话，他们就会怎么分类，

也会多多把环保的东西环保，不会把垃圾丢进垃圾桶里面。我认为学校可以奖

励那些回收最多的东西的一个班，他们就可以知道……觉得环保很好玩，学到

更多怎么环保，跟同学们一起合作。” 

    对比课前、课后录音，不难发现两班的学生所说的内容变得更丰富了，说话内容

获得了质的提升。 

8.2 课前课后问卷数据对比 

为了对比课前和课后学生的想法以及确认教学效果，一些问题与课前问卷是重叠

的。 

表 4：课前与课后问卷调查数据统计比对 

序号 项目 

课前问卷调查 课后问卷调查 

人数

差距 

%  

变化 

同意和 

非常同意 

同意和 

非常同意 

A= 

人数 % 

B= 

人数 % B-A % 

1 看了录像后，我可以

预测老师问我的三个

问题。 

25 56.8 40 90.9 15 +34.1 

2 我能够理解录像中的

主题是什么。 
41 93.2 43 97.7 2 +4.5 

3 我能够根据录像中的

主题，说出我自己的

经历。 

29 65.9 36 81.8 7 +15.9 

4 我能够针对问题提出

建议，并解释说明。 
29 65.9 34 77.3 5 +11.4 

5 我留意录像中人物的

表情和动作，从中推

测并说出他们的心情

和想法。 

39 88.6 35 79.6 -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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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课前问卷调查 课后问卷调查 

人数

差距 

%  

变化 

同意和 

非常同意 

同意和 

非常同意 

A= 

人数 % 

B= 

人数 % B-A % 

6 我能够针对录像中人

物的行为提出批评和

看法。 

36 81.8 37 84.1 1 +2.3 

7 我需要看录像超过三

遍，才能够记得录像

的内容。 

25 56.8 22 50 -3 -6.8 

8 我需要看录像超过三

遍，才 能够 抓住主

题。 

18 40.9 16 36.4 -2 -4.5 

 

    数据显示学生在上实验课后，对看录像说话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自己在这个项

目中的表现更有信心。实验课的其中一部分教授的是如何分析题型，训练学生去推测

问题。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看了录像后，认为可以预测老师会问的三个问题的

学生人数有明显的提高，从 56.8%提高至 90.9%。实验课的另一部分教学是让学生认识

到辨识录像主题的重要性，并联系问题去组织答案。这也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认为自己能够理解录像中的主题的学生人数从 93.2%增至 97.9%，而认为能够根据录像

中的主题，说出自己的经历的学生人数从 65.9%增至 81.8%。由于这次的教学重点在

“创意”题型，着重教导如何以其他人的观点提出建议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认为能够

针对问题提出建议，并解释说明的学生人数从 65.9%增至 77.3%。由于这堂课并未教导

其他问题类型，比如“复述”题型，因此对认为自己会留意录像中人物的表情和动作，

从中推测出他们的心情和想法的学生人数从 88.6%下降至 79.5%。但是认为自己能够针

对录像中人物的行为做出批评和看法的学生人数则从 81.8%增至 84.1%。 

这次的教学让学生清楚认识到看录像说话的问题类型，知道必须如何准备自己的

答案，也减少对记忆的要求——认为自己需要看录像超过三遍，才能够记得录像内容

的学生人数从 56.8%降至 50.0% ，而认为自己需要看录像超过三遍，才能够抓住主题

的学生人数从 40.9%降至 36.4%。 

8.3 学生的访谈 

从学生访谈中，笔者分析并整理了以下要点； 

协作学习，激发学习兴趣：学生很喜欢看其他同学的打写内容，因为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写作风格，而且有的学生以活泼的形式打写引人发笑，有的学生是班里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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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口语人才或者语文人才，所以想要向他们学习。在一般的课堂中，他们都是坐在

固定位置上听老师讲课，无法和不同的学生交流分享，但是 Padlet 网络平台让他们有

机会和其他同学交流。  

        打写有困难：一些学生表示打写花时间，因为有时候不会用汉语拼音输入，有时

候是因为想不到怎么写。他们觉得老师在旁边给予提示建议和朋友的帮助都很重要。

而且他们认为多打写可以让他们更加熟悉用汉语拼音输入，对考试答题、写电邮、电

话短信等方面很有用。 

        俩俩说：一些学生表示喜欢俩俩说活动，因为这给了他们和朋友说话的机会。他

们喜欢移动座位和不同的同学说话。他们觉得以前凭自己空想出来的想法要进行说话

很困难，因为有时候不知道要说什么。这次利用 Padlet 提供的内容进行说话，让他们

有机会练习说话，之后的录音会说得更好。一些学生也表示，他们的伙伴有时候会在

他们犹豫、停顿的时候，给予提示或者补充。但是，也有学生表示他们遇到一些不想

讲话的同学，或者同学还在打写，因此失去一次聆听或者说话的机会。也有一些学生

表示对不熟悉的同学说话觉得不自在，但还是会尽力完成任务。 

8.4 老师的访谈         

       实验课后，笔者也访问了两个班级的老师，得到了宝贵的心得。他们在笔者上课

时，也在场观课。以下是笔者整理的一些要点： 

        在 Padlet 网络平台打写提纲，节省时间：在实验课中，学生以完整的句子打写答

案，这占用不少时间。老师们认为在完成第一个教学活动时，可以适当压缩全文打写

的部分以节省时间，让学生多练习说话。在安排打写时，他们建议可以考虑只允许学

生打写提纲，这样学生在录音后老师就可以进行点评。 

        学生应该多练习说话：老师们觉得学生更加熟悉看录像说话的问题，了解如何以

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并懂得围绕主题选择适当的事例，比较详细地说出自己的建议。

老师们一致认为口语教学的目的在于学生的说，因此口语教学离不开多让学生练习说

话的活动。 

        作为常规练习：老师认同学生的思维程度获得了提升。此外，他们也认为有需要

训练学生如何抓住主题、理清思路，并建议在设计看录像说话的口语教学时，作为一

项常规训练。 

        鼓励协作学习：一位老师认为这次的实验课让她受益不浅，“让我进一步体会到

以“网页墙”（Padlet）来安排学生进行协作学习的优越性。”她认为 Padlet 可以帮助学

生进行协作学习，以强带弱。而“网页墙”可以帮助学生同步参考、学习其他同学的

内容和表达，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反馈的工具：Padlet可以让老师实时发现学生需要加强的部分，快速地进行查漏补

缺。例如在推测问题的打写活动中，老师可以发现某位学生对题型的理解有偏差，进

而适时帮助他进行纠正，不需要等到录音后进行评估时才发现学生需要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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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结语：研究反思          

        经过这次研究，让笔者有机会和不同的老师和学生交流，并进行以下的反思： 

        以“学”为中心：教师应该以学生的“学”为中心，满足学习者“学”的需求。我们应

该把有限的课堂时间交给学生，让每一位学生有思考的空间和一个吸收、内化知识的

时间，还有练习口语的时间。我们可以让学生清楚学习目标，并在设计学习活动时，

引导学生朝着学习目标前进。 

        教师的素养：教师需要改变并适应从主导者的角色转变成引导者的角色，而且必

须自愿转变个人的教学理念：从“教”为中心到“学”为中心。而这需要在教师不断的尝

试、实践和反思中渐渐蜕变。教师必须提升自我的一些能力。由于 Padlet 提供了学生

实时的学习反馈，教师必须练就快速的分析能力，辨识学生不足之处或者各自的亮点，

并根据学习目标及时引导学生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能力和知识。不同的学习者意味着不

同的学习进度，教师不但要在课堂上做出即时的反馈，还要在课后分析并总结学习需

求，以求调整下一次的教学计划。教师必须非常清楚学习目标，理解不同科技的特点

以及学校可以提供的设施，还有选择适合的教学录像材料，进而设计出有效的学习活

动。教师还要熟悉各个题型，并提出适合学生的思维模式。这不仅要求教师对口语教

学以及口试题型有一定的认识和教学经验，也要求教师对学生有所理解，包括学生的

生活经验和背景知识。 

        思维模式或概念显性化：教师教导学生如何分析题型，从而提升认知层次是必要

的，而不是进行熟能生巧的操练。这样可以让学生在教师提出问题时，即刻辨识问题

的类型，并给予适当的回应。我们可以针对题型把思维模式或概念显性化，比如：在

复述题中应用“起因、经过和结果”模式，使学生的答案更有条理。这些思维模式或概

念必须经常让学生练习应用，才能融入他们的思维图式里，从而达到应用自如的地步。

因此，笔者建议把口语教学纳入正课中，使思维模式或概念变得常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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