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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following research, subject of the research is Chinese

Comprehensive whereas semester 4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ll be the object of
the research. In comparing traditional and multimedia way of teaching, analysis
of teaching methods,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will be thoroughly examined. In
overall, result of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multimedia teaching is more effective in
comparison to traditional way of teaching. However, considering final grade of
students, 4PBC1 class in particular achieved better grade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class in comparison to multimedia teaching method, while it was the other
way around for 4PBC2 class. Effectiveness of these two teaching method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tudents personality, lecture presentation skill and student
language capability.
In addition, analysis on recent Chinese Comprehensive multimedia teaching was
also included in questionnaire. In conclusion, it shows student’s high satisfaction
towards time management during lecture, lecture material preparation and also
available multimedia equipment. In summary, it was proven that traditional and
multimedia teaching methods had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practice, we believed that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ultimedia teaching
methods in Chinese Comprehensive would be mo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rather
than employing one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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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综合课为切入点，以实验法、调查问卷法、访谈法为研究方

法，以中级阶段学生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了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手段的
教学效果。实验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看多媒体教学的效果要比传统教学好一
些。然而，具体来看，4PBC1 班在使用多媒体教学时的教学效果更为突出，
反之 4PBC2 班在使用传统教学时的教学效果更好。这些结果与学生的学习方
式、性格特点、教师在教学环节中的处理方法以及学生的汉语水平密切相
关。
此外，笔者还通过调查问卷考察目前汉语综合课中多媒体教学的使用情
况，发现学生对中级汉语综合课多媒体教学的总体质量有较好的的评价。对
教师使用多媒体时的时间掌控、教师制作的 PPT 课件以及多媒体设备都给予
高度的肯定。最后，本文印证了传统教学并不是一无是处，多媒体教学也并
不是一好百好。唯有将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
扬长避短，才能为综合课教学创造出更优化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中级汉语综合课、传统教学、多媒体教学

1、引言
“综合课”，顾名思义其特点就在于它的综合性，体现在其教学内
容、教学任务以及教学方式上。作为一门主干课程，综合课扮演着非常重要
的地位，故对其教学手段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目前，综合课的课堂教学上
最常用的两种教学手段是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然而，那种手段更适用于
教授汉语综合课？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就得先去分析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
学的优缺点以及这两种不同的教学手段的教学效果如何。故笔者拟以综合课
作为切入点，对慈育大学中级阶段的学生进行实验，通过实验结果探讨并分
析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的教学效果。此外，为了得出更客观和直观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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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笔者还会采用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方式考察中级阶段学生对这两种教学手
段的看法与态度。

2、 传统教学手段和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优劣势
教学手段是指教学活动中师生互相传递信息的工具、媒体或设备。目
前，使用较为普遍的教学手段有两种，即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然而，多
媒体教学是否能完全替代传统教学？多媒体教学是否就完美无缺了？其实不
然，下面笔者将分别论述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的优劣势。
2.1 传统教学的优劣势
典型的传统教学主要是“教师—黑板—教科书—学生”构成的。传统教
学虽然很多方面不如多媒体教学，但至今仍被采用，这说明此教学手段仍有
许多优点在内。
① 传统教学的优势
(1) 备课省时省力
这是相对于多媒体教学来说的，因为使用传统教学备课时就无需花费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搜索、加工处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图片、视频、
音频等。
(2) 操作灵活自如
传统教学的操作相对来说要简单方便一些，拿起粉笔就可以在黑板上
板书了。教师不用担心因多媒体设备出现问题而影响教学进度和教学
效率。
(3) 有利于师生的情感交流
课堂教学不仅是知识传递的过程，更是师生之间交流的过程。在传统
教学的课堂中，师生的互动较多，这有利于情感上的培养。
② 传统教学的劣势
(1) 讲授内容受到时空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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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学无法将教学内容完整得体现出来，因为毫无演示图片、视
频、音频等功能。另外，不能重复回放教学内容。
(2) 效率低
传统教学就离不开板书，板书相对来说是比较花费时间，大大减少了
教师讲解教学内容的时间。
(3) 不利于全面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传统教学的教学手段单一，极其少用现代化设备。故对教师本身的要
求也比较低，教师自身的素质也难以提高。
2.2 多媒体教学的优劣势
作为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拥有着许多传统教学无法实现的
功能。然而，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① 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1)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有别于形式单一、枯燥乏味的传统教学，“多媒体教学可以利用各种
教具、学具、投影、电影、录像、录影等媒体，集光、形、色于一
体，直观形象，新颖生动，能够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多种感官，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彻底改变了‘教师一支粉笔、一张嘴满堂灌’式
的教学方式。”（郑靥旻 2007）
(2) 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
多媒体能突破时空的限制，把一些原本是抽象的概念具体化，让学生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例如：教师讲解复合趋向补语的意思及其引申
用法时，可以利用 Adobe Flash 动画帮助学生理解其意义。
(3) 增强学生的记忆力
“资料研究表明，同一份学习资料，学生只用听觉去听，三小时后，
能记住 60%，只让给学生用视觉去看，三小时后，能记住 70%，当
视听并用去学习，三小时后能记住 90%。三天后，三种学习方法的
记忆效率分别为 15%、40%、75%。”（杨惠芬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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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扩大信息量
通过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教师就省去了板书时间，从而能给学生补
充更多的教学内容。
② 多媒体教学的劣势
(1) 降低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教师在使用多媒体教学时往往会因教学内容繁多而不觉中地加快速
度，导致学生没有时间进行思考，对教学内容难以消化吸收，进而影
响了其表达能力。
(2) 设备影响课堂教学
多媒体教学是依靠硬件设备即电脑、投影仪和投影屏幕支撑的。倘若
其中一个设备出现故障的话，将干扰课堂教学、降低课堂教学的效
率。
(3) 导致学生视觉疲劳
长时间看着投影屏幕不免使学生感到视觉疲劳。他们一有这种感觉，
就无法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教师的讲解上了。很有可能为了缓解疲劳而
去做其他事情。

3、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学手段下的教学效果分析
通过对两种教学手段的比较，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教学中不管使用
哪一种教学手段都有利弊所在。然而，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在中级汉语综
合课中的教学效果分别如何？哪种教学手段更能达到优化的教学效果？笔者
基于这些问题对中级阶段的学生进行了实验。
3.1 实验对象
本次实验的对象是慈育大学中级阶段的学生,分别是 4PBC1 和 4PBC2 两
个班级。两个实验班的情况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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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PBC1&4PBC2 的大致情况
班级
总体情况
人数
期中的平均成绩

4PBC1 4PBC2
26

29

73.36 74.41

通过表 1 看得出来，两个班级的学生在人数和成绩方面相差不远。但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班级的上课情况是大有不同的，4PBC1 班的学生稍微被动
一些以致于上课气氛也较为沉闷。而 4PBC2 班的学生比较主动一些，上课气
氛也就相对来说更活跃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实验当天每个班级有缺课的学
生，故最后每个班的实验人数为：（1）第一次实验：4PBC1 班（25 位） &
4PBC2 班（26 位）。（2）第二次实验：4PBC1 班（23 位） & 4PBC2 班（22
位）。
3.2 实验设计
① 实验内容
本次实验的内容是《桥梁——实用汉语中级教程》第 29 课《孔乙己》
和第 30 课《雷雨》的词语搭配和语法部分。这两个单元不管是在其词语搭
配还是语法点的难易度都很相近，而且课文性质也都属于文学作品。
② 实验时间
由于客观方面的限制，本次实验只进行了两周，主要分为两个时间段：
(1) 2013 年 6 月 3 日：4PBC1 使用传统教学，而 4PBC2 使用多媒体教学。
(2) 2013 年 6 月 9 日：4PBC1 使用多媒体教学，而 4PBC2 使用传统教学。
③ 测量工具
本次实验是以小测验进行测量的。笔者在设计两次实验的测试题时尽量
做到难易适宜。测验范围是第 29 课和第 30 课的词语搭配和语法点。题型主
要有词语搭配、完成句子、用指定词语回答问题以及改错句。第一次和第二
次测验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7 日和 2013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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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验结果与分析
① 实验结果
经过两周的实验和最后进行的测试，两个班级使用两种教学手段的教学
效果如下。教学效果是以小测验的成绩测量的，采用百分制。
表 2 两种教学手段下的教学效果（百分制）
教学手段

4PBC1

4PBC2

平均成绩

传统教学

66.88

78.10

72.49

多媒体教学

73.48

73.36

73.42

通过表 2 我们不难看出三个比较明显的现象，主要是：
(1) 传统教学手段在 4PBC2 班取得的效果要比 4PBC1 班好一些，与 4PBC1
的成绩相差 11.22 分，即 11.22%。
(2) 多媒体教学手段在 4PBC1 班取得的效果要比 4PBC2 班好一些，不过成
绩只相差 0.12 分，即 0.12%。
(3) 就两个班的平均成绩来看，多媒体教学所取得的效果更好一些，高于
传统教学 0.93 分。
笔者认为以上三个现象都值得我们去深思。为何上课气氛活跃、学习主
动、积极的 4PBC2 学生在使用被人视为单调的传统教学手段反而取得更好的
效果呢？同样的教学手段为何 4PBC1 的成绩就如此之差？以下笔者将试图就
这些进行探讨。笔者在分析时将把 4PBC1 班直接称为一班，把 4PBC2 班称为
二班。
② 实验分析
为了能分析地更准确且可靠，本文在分析实验结果时将结合访谈记录和
问卷第一部分中的调查结果。笔者对一班和二班的学生分别发放了 10 份调
查问卷，共 20 份，回收率 100%。本文的调查问卷是在参考郭真真（2010）
的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后而设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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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教学手段下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正如表 2 的实验结果所显示的，二班在使用传统教学所取得的效
果竟要比多媒体教学好，平均成绩 78.10，高于多媒体教学的平均成
绩 4.74 分。而同样的教学手段，二班的总平均成绩却比一班高出
11.22 分。这些结果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根据对调查问卷中的分析，笔者认为二班学生的成绩之所以在传
统教学手段下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绝大部分与他们个人的学习方式密
切有关。
表 3 学生喜欢教师教授综合课时使用的教学手段
选择人数

百分比

选项
4PBC1

4PBC2

总数

%

多媒体教学

7

4

11

55

传统教学

0

3

3

15

无所谓

0

1

1

5

二者结合

3

2

5

25

表 3 显示就“综合课中，你喜欢教师使用哪种教学手段授课”的
问题来看，20 个被试者中选择喜欢教师以传统教学授课的只有 3 个
人，而且全都是 4PBC2 的学生。虽然二班另有 4 个人选择喜欢多媒体
教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更能接受多媒体教学手段，因为问卷
中，在比较多媒体和传统教学部分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二班学生都倾
向于传统教学。参见表 4。
表 4 学生对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效果的看法
调查问题

更能加深印象、
增强记忆

更快理解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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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BC1

4PBC2

4PBC1

4PBC2

4PBC1

4PBC2

4PBC1

4PBC2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多媒体教学

6(30%)

2(10%)

6(30%)

1(5%)

9(45%)

3(15%)

7(35%)

3(15%)

传统教学

0(0%)

4(20%)

0(0%)

5(25%)

0(0%)

4(20%)

1(5%)

4(20%)

二者的效果差不多

4(20%)

4(20%)

4(20%)

4(20%)

2(10%)

3(15%)

1(5%)

3(15%)

二者都没有帮助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选项

问卷中显示二班学生认为传统教学更能加深印象、增强记忆，能
帮助他们更快地理解知识点，能使他们的注意力更集中以及更能积
极、主动地学习。原因何在呢？根据被试者写出的理由，概括起来主
要有三个原因：一、传统教学更能刺激他们动脑筋，因为教师讲课的
速度较慢，充分流出思考的余地。二、 传统教学给学生流出足够的
时间把讲课重点记下来，这有利于增强记忆。三、 习惯性看着课本
学习。多数学生反映从小学汉语时就是采用传统教学，即看着课本学
习。由于习惯的影响，因此他们觉得传统教学能使他们更快地理解知
识点。此外，看着课本会使他们更注意句子的意思，注意力也变得更
能集中起来。
一班学生在传统教学手段下取得的成绩之所以比较差，其中原因
之一是因为一班的很多学生反映不喜欢传统教学，只有一个学生认为
传统教学更能激发积极性及主动学习。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原因在
于不少学生认为传统教学的上课气氛单调以致于无法集中注意力。笔
者认为这还与教师的教学法以及学生的汉语水平有关。因为在传统教
学的操练环节中，教师并没有把练习题写在黑板上，而是用读的方式
让学生完成句子或回答问题，充分考验学生的听觉。一班的很多学生
反映教师读问题时，他们有很多词都听不懂，导致他们无法真正理解
该语言点。这必然会让他们对传统教学产生抵触的心里，进而影响其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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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媒体教学手段下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实验结果显示 4PBC1 使用多媒体教学所取得的教学效果要比
4PBC2 好一些，不过成绩只相差 0.12 分。这说明使用多媒体教学手
段进行教学时，两个班级的教学效果非常接近。然而，一班使用多媒
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平均成绩相比起来相差 6.6 分，即 6.6%。这不
禁引发笔者去思考，为何二班的学生倾向于传统教学，而一班的学生
倾向于多媒体教学？
调查问卷表明从一班的 10 个被试者当中，有 7 个人选择更喜欢
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授课。他们认为多媒体教学更能加深他们对教学
内容的印象、增强记忆力，更快地理解知识点，更能集中注意力以及
能使他们更积极、更主动学习。笔者将被试者提出的理由总结为几个
点：一、形象化、直观化的 PPT 课件能激发学习兴趣、刺激学生的感
官使精神焕发从而加深教学内容的印象。此外，PPT 课件上的图片有
助于学生理解教学内容。二、 PPT 课件上只展示课本上的重点，而
且所给的例句要简单一些，对理解知识点很有帮助。三、有了 PPT 课
件就节省了板书的时间，教师一般情况下就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
内容，增加不少知识点。四、在操练环节时，练习题都在 PPT 课件
上。学生认为用看比用听的效果要好一些，通过看汉字可猜出词义，
也比单靠听觉更能准确地理解词义，有助于理解知识点、提高积极性
更有帮助。
通过分析上述原因，笔者认为与二班同学相同，一班同学使用多
媒体教学手段时之所以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是因为多媒体教学更能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更符合他们的学习方式。此外，笔者认为原因还在
于学生本身的性格。一班学生比较内向、上课比较被动。多媒体教学
正好能带动上课气氛，使他们更有活力进而提高教学效果。
表 4 还显示在加深印象、增强记忆，帮助理解知识点，使注意力
更集中，使学习更积极、更主动学习的问题，不少学生也选择了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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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都不错。因为他们认为其实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教师的教学手
段，而是在于学习者本身是否愿意学习。
虽然从教学效果来看，一班学生倾向于多媒体教学，二班学生倾
向于传统教学，但是从整体情况来分析的话，两个班级在使用多媒体
教学时所取得的效果更好，体现在其总平均成绩要高于传统教学。而
且问卷中比较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效果的问题上，两个班级被试者
的答案也倾向于多媒体教学。可见，多媒体教学手段得到了更多中级
阶段学生的认可。

4、中级阶段学生对目前汉语综合课多媒体教学情况的看法与意见
4.1 中级阶段学生对汉语综合课多媒体教学的总体评价
当今很多教师都采用多媒体教学教授综合课，那么为了能提高教学质量
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笔者对中级阶段学生就目前汉语综合课多媒体的教学
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对综合课多媒体教学的总体评价是很不
错的，40%的被试者选择好，35%觉得非常好，15%觉得一般，选择不太好和
非常好的各有 5%。选择非常好和好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觉得多媒体教学有
助于他们掌握教学内容，多媒体能使课堂气氛变得活跃且有趣。选择不太好
和非常不好的认为慈育大学的多媒体设备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常影响教学
活动。
4.2 教师使用多媒体的情况
① 教师使用多媒体课件的时间
教学活动中，教师使用多媒体的时间也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55%的学
生认为目前多媒体教学的时间使用一般，20%的学生选择不长，可见教师运
用得还是比较合理的。另外，有 15%和 10%的学生认为很长以及有点长。那
么，他们觉得要使用多长时间是合适的呢？从学生的角度来看，30%的被试
者也认为满堂课都用，各有 25%的被试者认为“一节课用，另一节不用”以
及“一节课用，另一节课只用一半的时间”会比较合理。另外，还有 1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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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的被试者分别认为只用大约十五到三十分钟以及大约十五分钟一下即可。
那是因为他们觉得使用传统教学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② 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的形式
多媒体课件是多媒体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课件做得好坏能立即影
响其教学效果。就教师目前的多媒体课件来看，65%的被试者认为其重点突
出、颜色搭配又好。另外，在“其他”部分有两位被试者认为毫无缺点，已
经很合适了。这表明目前教师制作的多媒体课件质量已达到较好的程度。其
余的 25%认为只有重点，15%认为只有汉字，没有动画。那么，学生希望的
多媒体课件是怎么样的呢？
问卷调查显示学生最渴望的多媒体课件是画面做得漂亮些，颜色搭配
好。其次是增加有趣的动画，因动画可以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再次是字数
不要太多，重点要突出。其余的是希望可以加入声音以及字号要大一点儿以
便坐在后排的人能看清楚。各有 5%的被试者觉得只有汉字，不要加任何动
画以及颜色只有黑白，因为选择这两项的被试者只有一位，故不算很有代表
性。
③ 多媒体设备的情况
在论述多媒体教学的缺点时，我们已经谈到其缺点之一是设备出现问题
从而影响教学活动。这一情况在笔者的教学过程中发生得较为频繁，尤其是
屏幕的清晰度。不过，问卷中学生对屏幕清晰度的评价有点出乎笔者的意
料，因为 40%的被试者选择满意，而且有 15%的被试者觉得非常满意。另外
有 25%觉得一般。分别有 10%的被试者选择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笔者认为
这一结果与学生每次上课的教室有关，由于教室是不固定的，故有的班级没
遇到此问题，而有的则遇到了。屏幕的清晰度应当受到重视，问卷中 95%的
被试者都认为屏幕的清晰度会影响注意力。注意力不集中，教学效果自然也
不好。

Jurnal Bahasa dan Budaya China, Vol: 4, No. 1, Maret 2013

Page 12

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学手段对中级汉语综合课教学效果的对比分析

综上所述，慈育大学汉语综合课目前使用多媒体汉语教学的总体质量是
比较好的，这体现在学生对教师制作的 PPT 课件、使用 PPT 课件时的时间掌
握以及多媒体设备都给予较好的评价。
4.3 针对中级汉语综合课教手段的建议
① 优化多媒体设备
笔者在教学中发现慈育大学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尚存很多问题，以致于常
影响课堂教学活动以及教学进度。目前最常出现的问题是屏幕不清晰，其清
晰度与投影仪有关。此外，常因 U 盘与电脑连接不了而无法使用多媒体进行
教学。笔者希望校方可以定期检验多媒体设备，对有问题的设备能及时处
理。
② 优化多媒体课件
多媒体课件的制作是非常讲究的。从色彩来看，不宜采用太花、太刺眼
或太暗的颜色。从内容来看，重点应该要突出，不许照板书上的内容。此
外，问卷中学生希望教师的课件可以增加有趣的动画、加入声音而且字号要
大一点儿。
③ 有机地结合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
不管是传统教学还是多媒体教学都不能孤立进行的。两者都必须和谐统
一、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在使用多媒体的同时可以结合板书。多样化的教
学手段反而更能提高学生的注意力、激发积极性以及更能集中注意力。需要
注意的是使用多媒体教学时，教师起着主导作用，学生是主体。教师千万不
能成为多媒体课件的讲解员。此外，教学要特别注意掌握讲课的速度，要给
学生机会去消化吸收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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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语
通过对中级阶段的两个班级进行实验，笔者发现两个班级在多媒体教
学手段下的平均成绩合起来要比传统教学高。这说明了多媒体教学的教学效
果要好一些。不过，具体来看，一班学生更倾向于多媒体教学，二班学生更
倾向于传统教学。在结合调查问卷结果的基础上，分析出影响这些教学效果
的因素主要是：一、学生个人的学习方式以及性格特点。二、与教师对各环
节的处理方式与学生的汉语水平有关。此外，通过调查 20 名被试者对目前
汉语综合课中多媒体教学的使用情况，发现学生对汉语综合课多媒体教学的
总体质量给予较好的评价。对教师使用多媒体时的时间掌控、教师制作的
PPT 课件以及多媒体设备都给予高度的肯定。
综上所述，两个班级在两种教学手段下的教学效果不尽相同。虽然整体
来看多媒体教学所取得的效果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在教授综合课时满
堂课都改成采用多媒体。通过实际实践和问卷调查结果，笔者认为最好的教
学手段是将多媒体教学和传统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唯有如此才
能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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