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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苹果移动设备在高校中风行，利用移动设备学习语言也成为热点。为了解高校中苹果移动

设备辅助语言学习的现状及外语教师对 iPad 应用于课堂教学的看法，本研究对珠海四所高校 240 名苹果移动设

备用户( 186 名学生及 54 名外语学院教师) 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苹果移动设备中有助

于语言学习的软件虽多，但远未被合理利用; 外语教师较之学生在利用苹果移动设备辅助语言学习上未见显著

差异，因而难以发挥指导作用。访谈则揭示了深层原因在于教师对苹果移动设备中软件的了解不充分，因而对

其辅助外语教学的潜力认识不足。此外，多数教师对 iPad 运用于课堂教学存在疑问，移动设备运用于课堂需要

师生观念的改变和相关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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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国外在课堂中尝试使用 iPad 等平板电脑的报导

时有耳闻。美国阿比利基督大学对多项移动设备在高校教

学辅助中的作用进行了追踪测试后发现: iPad 是最佳产品

( Rose，2011) 。国内也有个别小学或中学有类似尝试，但在

高校课堂中使用苹果移动设备辅助教学的尚不多见，还主要

停留在非正式学习上。然而，随着电子教材的推广、智慧教

室的发展，移动设备在课堂上的运用将成为必然趋势。在各

门学科教学中，外语是与信息技术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外

语教学一直是应用信息技术的桥头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信息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一直是最为广泛与深刻的”
( 周小勇等，2012) ，因此移动设备在外语课堂教学应用中潜

力巨大。

数字技术与媒体已改变了知识结构和知识发布与获取

的过程，因此教师需要对经典的分布式学习进行重新思考及

探索新的学习空间( Hug，2006 ) 。然而，要真正运用网络技

术支持学习并非易事。“当研究落足于课堂实际教学时，人

们往往会尴尬地发现: 理论上的成熟观点在实际中往往是那

么的脆弱不堪，技术对教学、教师和学习者的帮助是那么的

举步维艰”，而“阻碍技术发挥功效的原因既可能在于技术自

身也可能在于技术以外的因素”( 高丹丹等，2008) 。那么，外

语教师是否愿意或能够运用移动设备于教学之中? 学生是

否适应移动课堂? 为了解当前高校学生与教师运用苹果移

动设备辅助语言学习的现状，探讨 iPad 运用于外语课堂教学

中的潜力及可能存在的困难，本研究将结合问卷调查与访

谈，对以上问题作出探讨。

苹果移动设备对外语学习的辅助

苹果移动设备对外语学习的辅助主要在于其苹果应用

商店中丰富的应用软件。苹果公司于 2008 年 6 月发起苹果

应用商店( App Store) ，发布初期仅有约 500 个应用软件，而

截止到 2012 年 3 月，其应用软件已达 50 多万个，下载次数超

过 250 亿次，且每天都有新的软件发布，其中许多软件有助

于外语学习。

外语学习的基础是词汇学习，而词汇学习又离不开词

典。苹果移动设备中的 App Store 出售大量原文词典，如《朗

文词典》、《牛津大词典》、《剑桥词典》、《科林斯词典》，其中

不乏可英英释义的免费词典。除了词典软件外，学习者还可

以安装一些百科类的软件，如维基百科、大英百科全书、百度

百科，即便是尚未纳入词典的最新词汇也可以通过百科词典

查到。

外文阅读是语言学习的重要方面。学习者通过苹果公

司推出的 iBooks 软件和报刊杂志应用软件可以轻松获取外

文原著和最新的外文报刊杂志; 还可以获取大量外语学习的

音频与视频，如通过 iTunes 中的 Podcast 即播客获取各种外

语学习的音频或视频，并可定期更新。

除 Podcast 以外，iTunes 中还包括 iTunes U，其始于 2007

年，最初为苹果与上百家高等教育机构如哈佛、耶鲁等联合

创办的教育频道，世界各地用户均可免费浏览和下载这些顶

级学府的教学录音视频，访问课程资料包括图书、文稿、PPT

等。iTunes U 不局限于大学课程，还包括幼儿园到高中( K －
12) 的课程，及校园外的课程( Beyond Campus) 。除课程外，

iTunes U 还有全球最大的免费教育资料数字编录，学习者通

过它可以浏览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和文化机构的收藏。
iTunes U 具有 E － learning 大讲堂的特色“远程、开放、自主、

在线虚拟社区、知识公益”( 王龙等，2005) ，它将众多顶级大

学提供的开放式课程汇聚在一起并分类列出，使用者可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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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或课程搜索适合自己的课程。较之国内盛行的网易公

开课，iTune U 所涵盖的内容更广，且因其全英文授课对学习

者的英语听力训练强度更大。此外，学习者也可通过 App
Store 安装网易公开课的软件，其视频所带的中文字幕可以帮

助英语基础较弱的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
App Store 中还有许多小语种学习软件，除常见的小语种

如日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课程以外，高校中少

有开设的外语课程如意大利语、瑞典语、荷兰语、北印度语、
埃及阿拉伯语等也有涉及。此外，还有辅助语言学习的游戏

软件可以安装，如可以通过游戏来记忆词汇。外语类考试如

大学英语四六级、托福、雅思等辅助备考的软件也相当多。

iPad 在国外教学中的应用与相关研究

国外 iPad 运用于教学的报导颇多，如美国从幼儿园到大

学各阶段都有学校开始尝试将 iPad 运用于教学之中。其在

教学中的主要优势如下:

1) 快速简便。美国里德学院( Reed College) 于 2010 年

对 iPad 进行测试后发现，虽然 iPad 虚拟键盘不易使用，但它

极快的响应速度以及流畅的页面滑动使之很适合在课堂上

进行阅读，使用 iPad 进行段落之间的切换十分简便且迅速

( Trina ＆ Martin，2011) 。
2) 易于标注。在 iPad 上标注重点十分简单，很多学生

都已经放弃使用传统的纸和笔而选择直接在 iPad 上进行批

注( Trina ＆ Martin，2011) 。
3) 富有趣味性。澳大利亚为 17 所小学配备 iPad 辅助教

学，其教育厅长利兹·康斯特布尔( Liz Constable) 认为，iPad

中的应用程序让小学生的阅读和数学变得丰富有趣( Vijith，

2012) 。在美国，也有幼儿园尝试将 iPad 作为教具，发现其可

以提高学生兴趣; 对比测试还发现它在帮助儿童识字，增强

语素辨别意识等方面较传统教学有优势( Noonoo，2012) 。
4) 可重复性。在探讨利用 iPod 的 Podcast 对于学习的辅

助作用的研究中，研究对象使用 Podcast 来温习及检查笔记，

结果证明其对学习有促进作用，因而对虚拟课堂持积极支持

态度( Cramer et al． ，2007; Evans，2008 ) 。针对 Podcast 教学

是否可以取代传统教学的研究结果发现，通过 Podcast 获取

课程的研究对象能取得较传统课堂上更好的成绩，因为学习

者可以反复听一些难解之处，并且不会因忙于记笔记而分散

注意力( Dani et al． ，2009) 。
5) 可辅助深化课程理解。有研究发现，iPad 对于课堂教

学有促进作用。该研究选取工商管理学硕士学生为研究对

象，并将其随机分为 iPad 组和无 iPad 组。两组都通过网络

接受阅读材料和听讲座，但 iPad 组还可以通过一个叫“酒店

大亨”的软件来加强理解。实验结果没显示出两组的成绩存

在明显差异，但 iPad 组的研究对象表示 iPad 有利于完成阅

读作业，应用软件的情景模拟也非常有益( Owen ＆ David，

2011) 。
6) 可提升学习效果。美国阿比利基督大学对多项移动

设备在高校教学中的作用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与信息交流和

互动有关的测试中使用苹果 iPad 的学生要比使用传统纸质

教材的学生分数高 25%左右。另外，该校通过全数字教学班

的教学发现，苹果 iPad 可以让学生的学习效率提升并激发更

强大的学习动力，95%的研究生对使用苹果 iPad 平板电脑进

行在线教学持赞成态度( Michael，2011) 。
7) 电子教材的合适载体。电子教材是信息时代教材建

设的必然趋势，其需具备五个功能: 结构化呈现、媒体可操控

性、笔记功能、作业功能、管理功能 ( 陈 桄 等 2012 ) 。而 以

iPad 为代表的平板电脑可完美实现电子教材的特点和功能，

是电子教材切实可行、理想的显示载体( 李芳媛等，2011) 。

当然 iPad 也有局限，一项针对 App Store 中软件的研究

指出了几点不足: 一是软件归类不够合理，难于被教育者所

利用，许多对于教学更有用的软件并未被划入教育类; 二是

软件虽然繁多，但真正能发展个人能力的软件并不多，有许

多重复性的软件只能进行较为简单的操练，且多数侧重于知

识的消费而不是知识的创造( Orrin ＆ Nicole，2011) 。
虽然有这些不尽人意之处，但 iPad 作为一种新型教学工

具，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不同学科的教学之中，因而被视

为自高架 投 影 仪 以 来，对 教 学 技 术 影 响 最 大 的 一 款 产 品

( Hu，2011) 。国内针对苹果移动设备运用于语言教学的研

究虽尚未出现，但已有研究发现“平板电脑在语言学习方面

所起的作用是普通纸质课本无法比拟的”( 李芳媛等，2011) ，

且在针对优先尝试使用电子教材的十六门科目投票中，英语

排在第三位( 龚朝花等，2012) 。可以预见，iPhone、iPad 等移

动设备与丰富的语言学习软件必将对语言学习产生极大的

促进作用。因此，本研究主要想探究三点: 高校学生与外语

教师利用苹果移动设备辅助语言学习现状如何? 不同专业

学生间是否在设备利用上存在差异，其差异是否与专业相

关? 外语教师对 iPad 运用于课堂教学的看法，以及高校外语

教师该如何充分利用移动设备辅助外语教学?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珠海四所高校中持有苹果移动设

备的学生与外语学院教师。采用的研究方法为问卷调查与

访谈。问卷内容涉及基本情况、使用现状、评价看法三部分。
问卷形式为 20 道选择题。基本部分有 6 道题，旨在调查苹

果移动设备的基本使用情况。使用现状部分的 10 道题为是

非选择题，选“是”计 1 分，选“否”不计分，满分 10 分。评价

看法部分共 4 题，使用李克特量表制将选项分为五个等级，

要求填写者从“非常不”到“非常”五个不同频度等级中作出

选择，计分也对应计为 1 至 5 分。问卷的定量数据运用社会

科学统计软件 SPSS 13． 0 统计分析，共发出 300 份问卷，收回

有效问卷 240 份。
为探讨影响外语教师利用苹果等移动设备促进外语教

学的因素，以及思考如何适应技术变革情况下的外语教学，

在问卷调查之后，我们还对 28 位参与问卷调查的老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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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访谈。访谈采用了半结构性访谈法，内容主要包括三部

分: 苹果设备中的软件利用; iPad 与课堂教学; 移动设备与语

言学习。访谈结束后，我们对访谈资料进行初次编码，并进

行次数统计; 在初次编码的基础上又进行二次编码，提取出

具有概括意义的因素，并再次进行次数与百分比统计。

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1． 基本情况

问卷的第一部分为基本情况了解: 被调查者所在学院，

身份是教师还是学生，是否是外语类专业的学生，所拥有的

苹果移动设备，使用时间，是否用其辅助英语学习，是否用其

辅助其他语言学习及相应的语言种类。

在回收的 240 份有效问卷中，外语教师 54 人，学生 186

人( 含外语学院学生 60 人，来自其他 14 个学院的学生共 126

人) 。240 人中 45 人同时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苹果设备，

绝大多数人持有的是苹果手机。54 名教师共持有苹果平板

电脑 24 台、苹果手机 48 台、触控式 iPod6 台; 186 名学生中共

持有苹果平板电脑 39 台、苹果手机 153 台、触控式 iPod15

台。绝大多数持有者用苹果设备的时间并不长，其中教师的

使用时间为 12 ～ 18 个月，学生持有时间相对要短些，其中 72

人的持有时间短于 6 个月，87 人的持有时间为 6 ～ 12 个月，

仅有 27 人的持有时间大长 12 个月。

无论教师还是学生，绝大多数人都有过用苹果设备辅助

语言学习的经历。教师中 48 人用其辅助英语学习，30 人用

其辅助学习其他语言，所涉及的语言种类有日语、葡萄牙语、

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和德语。外语学院学生中 57 人用其辅

助学习英语，48 人用其辅助学习日语、韩语和法语。非外语

学院学生中 123 人用其辅助学习英语，48 人用其辅助学习韩

语、日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2． 软件利用情况

对于苹果应用商店中软件使用现状部分的调查共 10

题，满分 10 分，统计所有问卷得分后经 SPSS 分析结果如表

一所示。可以看出，三组的平均得分为 4 分至 5 分，方差分

析 F 值为 0． 333，p = 0． 719 ＞ 0． 05，因差异值大于 0． 05，三组

在利用苹果设备中的软件辅助语言学习上未发现显著差异。

为了解软件的具体使用情况，将各题的选择人数除以该

组的总人数计算出百分比，再按总计百分比进行排序，详见

表二。可以看出，辅助语言学习的软件中最多被使用的是词

典类软件，达 94． 2%。其中，所有的外语学院学生、92． 9% 的

非外学院语学生与 90． 9% 的外语教师利用了该类软件。排

在其次的是外文影视类软件，总计 73． 9%。第三为外语教育

类软件，总计 60． 9%。外文报刊杂志、外语游戏软件、利用

Podcast 收听及外文原著阅读总计使用人数在三分之一到一

半之间。苹果软件中词典类软件利用率虽最高，但百科类大

辞典却少有利用，总计才 20． 3%。而与外语教育紧密相关的

表一 软件辅助学习情况的方差分析

组别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F p

外语教师组 54 4． 833 2． 209

外语学生组 60 4． 250 1． 880

非外语学生组 126 4． 619 1． 925

0． 333 0． 719

表二 各组软件使用情况百分比

排
序

问题
外语
教师

( 54 人)

外语
学生

( 60 人)

非外语
学生

( 126 人)

总计
( 240 人)

1
您是否在您的苹果设备中
安装了有助于语言学习的
词典?

90． 9% 100． 0% 92． 9% 94． 2%

2 您是否通过苹果设备来观
看一些外文的电影或电视?

81． 8% 75． 0% 71． 4% 73． 9%

3
您是否在您的苹果设备中
安装了外语教育类的学习
软件?

45． 5% 68． 8% 61． 9% 60． 9%

4
您是否通过苹果的报刊杂
志应用软件阅读过一些外
文杂志?

63． 6% 43． 8% 52． 4% 52． 2%

5
您是否为学习语言而通过
苹果设备来浏览一些外文
网页?

45． 5% 37． 5% 38． 1% 39． 1%

6
您是否在您的苹果设备中
安装了外语教育类的游戏
软件?

54． 5% 31． 3% 33． 3% 36． 2%

7 您是否通过 iTunes 的 Pod-
cast 收听过一些外文广播?

18． 2% 31． 3% 40． 5% 34． 8%

8
您是否通过 ibook 或类似图
书阅 读 软 件 阅 读 过 外 文
原著?

36． 4% 18． 8% 38． 1% 33． 3%

9
您是否在您的苹果设备中
安装 了 维 基 百 科 的 应 用
软件?

18． 2% 18． 8% 21． 4% 20． 3%

10
您是否通过 iTunes Univer-
sity ( iTunes U)学习过一些
课程?

18． 2% 0． 0% 11． 9% 10． 1%

iTunes U 的利用率却是最低，仅有少数人用过。
3． 运用苹果设备辅助语言学习的效果评价

为了解高校学生及教师对苹果移动设备辅助语言学习

的效果评价及看法，问卷最后针对该部分提出了四个问题，

将各个问题的数据输入到 SPSS 中，得到表三。可以看出，对

于苹果移动设备有助于语言学习这一陈述，平均值为 3． 829
分，接近 4 分即“同意”，由此可知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与教

师基本持赞同意见。而对于通过苹果等移动设备学习语言

是否将会取代正式课堂学习，均值仅为 2． 524，介于“不同

意”与“不一定同意”之间，可见被调查者对此基本持否定意

见。关于通过苹果移动设备学习语言的有效性，均分为 3．
614，仍是基本赞同。而对于是否需要外语教师引导或推荐

相关资源，均分为 3． 814，说明绝大多数人赞同这一看法。
以上是对三类被调查者的总计得分的分析。为了解三

类被调查者之间是否在看法上存在差异，我们还对数据进行

了方差分析。从表四可以看出，三组被调查者对前三个问题

的看法未见显著差异，而在最后一个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 007 ＜ 0． 05。为了解具体差异存在于哪些组之间，我们

通过 LSD 数据分析进行了各组对比，发现差异主要存在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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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院学生与非外语专业学生之间，差异值为 0． 003。联系

平均值可以看出，外语学院学生“非常赞同”或“赞同”外语

教师推荐引导学生合理利用资源，而非外语学院学生的意见

介于“赞同”与“不一定赞同”之间。

表三 软件利用效果评价及看法

序号 问题 平均值 标准偏差

1 苹果设备有助于语言学习，对此看法您
是否同意?

3． 829 0． 613

2
通过苹果等类似移动设备来学习语言
将会取代正式的课堂语言学习，对此看
法您是否同意?

2． 524 1． 042

3 就您个人而言，目前通过苹果设备来学
习语言的有效性如何?

3． 614 0． 666

4
外语教师需要引导或推荐学生合理利
用苹果设备中的语言类资源，对此看法
您是否同意?

3． 814 0． 906

表四 软件利用评价的组间差异

问题
平均值 方差分析结果

外语教师 外语学生 非外语学生 F 值 Sig( p)

1 3． 750 3． 625 3． 929 1． 564 0． 217

2 2． 583 2． 375 2． 524 0． 184 0． 833

3 3． 583 3． 688 3． 595 0． 124 0． 884

4 4． 083 4． 313 3． 548 5． 377 0． 007*

4． 分析

本调查问卷侧重了解当前高校学生与教师利用苹果移

动设备辅助外语学习的现状。结果发现，虽然高校学生与教

师接触苹果移动设备的时间并不长( 多数为 6 ～ 12 个月) ，但

教师和学生都曾利用苹果移动设备辅助英语学习，半数以上

的教师和学生利用其来辅助英语以外的外语学习，这证实了

苹果移动设备会促进语言学习，同时也反映了移动学习的广

阔发展前景。
但具体的软件利用调查却反映出移动设备的利用程度

不足，其潜力尚待发掘，主要问题在于虽然信息技术在快速

发展，但教师与学生的语言学习方式并没有改变。调查显

示，软件利用率最高的是词典类软件，其次是影视类软件。
这说明查字典学单词、看电影电视练习听力的传统语言学习

方式仍是当前语言学习的主流。而收听 Podcast、在线阅读外

文书刊杂志、观看 iTunes U 等大学开放课程的利用率却偏

低，这说明网络资源虽然丰富、软件虽然繁多，但传统的学习

方式没有变，导致资源或软件对语言学习的辅助潜力没有发

挥出来。因此，学生包括多数教师只发挥了苹果移动设备作

为学习工具或资源库的功能，而没有通过苹果移动设备进行

有目的、持续的、系统的语言学习。
问卷调查结果还反映出学生对教师的期待与教师实际

能力之间的差距。调查显示，多数学生特别是外语学院学生

( 均值为 4． 313) 希望“外语教师引导或推荐学生合理利用苹

果设备中的语言类资源”，但方差分析显示: 教师在软件利用

上与外语或非外语专业学生之间并无差异。这说明教师对

于苹果移动设备利用方面的认识未必能胜过学生，也因此难

以真正实现指导作用。

访谈结果

访谈侧重在教师方面，旨在了解教师对于苹果设备辅助

语言学习的看法如何? 对于 iPad 运用于课堂教学的态度又

是怎样? 如何利用移动设备促进外语教与学? 在问卷调查

的基础上，我们针对 28 位参与问卷调查的老师进行了访谈。
1． 苹果移动设备中的软件利用

这部分讨论主要针对问卷调查中发现的利用率较低的

软件展开，比如 Podcast、iTunes U、iBook 等，旨在了解其利用

率不高的原因。教师自述的“利用率不高的原因”有几个比

较集中的因素，表五中按照提及人数的多少，由高向低进行

排序。可以看出，软件利用率低的原因既在于教师自身也在

于苹果移动设备的性能。就教师自身而言，原因主要有两

点: 一是 教 师 对 苹 果 移 动 设 备 中 软 件 的 了 解 不 充 分。以

iTunes U 为例，绝大多数教师( 26 位) 不知道有这一免费软

件，仅 2 位老师用过该类软件，并表示“有很多课程能提高自

身知识素养”，“可以提升自己的教学”。实际上，iTunes U 于

2007 年推出，只要在电脑上安装了 iTunes 软件或打开苹果

移动设备的 iTunes 便可链接到 iTunes U。Podcast 也是如此，

但利用率同样很低。有 10 位教师表示虽然听过播客( Pod-
cast) 却没有想到去尝试，而实际上关于播客可以促进语言教

学的研究众多，说明多数教师对利用信息技术促进语言学习

方面的关注不够。二是许多老师只是从自身利用的角度来

看待苹果移动设备，没发现移动设备辅助语言教学的潜力。

有 22 位老师表示 App Store 中的许多语言学习软件“内容太

过浅显”，用过 Podcast 的老师在访谈中表示“Podcast 里的广

播节目非常繁杂，水平参差不齐”;“播客里面的外语教育节

目多以初级内容为主，很少有适合教师自身的高级课程”。

绝大多数老师知道国外大学有开放课程，也听过一些国内网

站提供的公开课，但没有与外语教学联系起来。而实际上播

客既可以作为提高学习者外语水平的辅助手段，也可以通过

基于播客的课程开发使课堂教学得到时空上的延伸( 郑友奇

等，2011) 。iTunes U 里的许多课程可以拓展当前高校中的

外语课程，如国外知名大学在 iTunes U 上发布的文学、语言

学类课程可以深化英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国内中山大学发布

的“大学英语”、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发布的“英语语音语调”

等课程都可以推荐给学生作为扩展资源。

表五 软件利用率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回答人数 百分比( % )

不知道有该类软件 26 93

内容浅显 22 79

对视力损害大 18 64

听说过但没有想到去尝试 10 36

苹果移动设备自身性能也是阻碍其软件利用的原因。

调查显示，外语教师较多使用苹果移动设备看一些外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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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少看外文原著，有 18 位教师表示“杂志较为短小”，“用

iPad 或 iPhone 看书眼睛累”。还有 4 位教师偏向用 Kindle，

因其“保护视力，且网上免费资源多”，但 Kindle 也存在翻页

速度过慢、不易注解、不支持彩显因而不方便图片显示等缺

点，因此利用移动设备阅读虽是大势所趋，但仍需改进。
2． iPad 与课堂教学

iPad 或类似的平板电脑能否广泛运用于课堂教学呢?

虽然外语教师普遍赞同苹果设备对语言学习有辅助作用，但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支持其运用于课堂教学的教师不足三分

之一。他们认为“苹果设备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能让学

生实现更自主的学习”，“能让学生都参与到 课 堂 活 动 中

来”，“可以克服多媒体间断性展示导致的思维不连贯或学生

忙于记笔记而无法兼顾的不足”。但超过三分之二的老师并

不支持这样的改变，并有几点疑问: 一是平板电脑价格不菲，

投入太大却未必有显著效果; 二是学生监管问题，例如，“以

前多媒体听力教室中能连通网络时便存在学生不听课而在

上网的情况，若使用移动设备则必须使用网络，很难实施监

管”; 三是移动课堂上让学生实现自主化、个性化学习的同时

兼顾学习进度是个难题; 四是运用移动设备授课需要掌握相

关的信息技术知识，目前多数老师对此不熟悉; 五是课堂环

境变化必然导致教与学的变化，传统的语言知识传授过程要

变为以知识构建为主的互动过程，但具体如何实现这样的教

学变化许多老师并不清楚。
3． 移动设备与语言学习

近 20 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教学环境日益数字化，

多媒体计算机、投影仪、互联网、课件、网络课程、交互白板成

为教学的必要元素。而以 iPad 为代表的移动设备无疑将更

进一步推进学校的信息化发展。此类移动设备可以帮助学

习者突破传统教学的局限，实现随时随地的即时学习，若运

用于课堂教学则不仅可以使学生和教师更方便灵活地实现

交互式教学活动，而且是电子教材的理想载体、智慧教室中

必备的学生终端。但是否只要拥有此类设备便可实现上述

情景呢? 本研究中参与调查的学生与教师均拥有此类设备

却多局限于传统的语言学习方式，未能更大限度地利用该类

设备辅助语言学习。这说明技术的发展需要伴随观念的改

变才能真正发挥效用。
Cuban( 2003) 曾指出，教育的发展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

程，技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深刻而广泛地革新教育，使用信

息技术未必能促进学习。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会

改变传统的教学，学生认知过程、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和教材

形式，以及教师、学生与教材的三者关系都面临着改变( 黄荣

怀等，2012) 。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人的因素即教师或学生

未必能马上适应这样的转变。在访谈中，多数教师对 iPad 运

用于课堂后自己该如何定位、教学该如何进行充满疑惑。还

有教师认为，信息技术对语言学习帮助甚微。他们认为“苹

果移动设备虽资源丰富但只能作为学习的辅助工具，如查阅

生词”，而这些疑惑与看法都会阻碍教师抛弃熟悉的想法和

做法而去尝试采纳新的方法。学生方面也是如此。以学生

为中心的自主学习需要学生有强烈的学习动机、高度的自主

意识、明确的学习目标，以及按计划实施的执行力。只有在

此前提下，iPad 运用于课堂教学可能产生的如监管问题、学
习进度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最后，移动设备辅助外语教学还

需要对教师进行两方面的培训: 通用的信息技术技能培训和

针对学科的教学设计指导与相关知识技能培训。

结束语

本研究中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虽然苹果移动设备中有

丰富的语言资源和各类语言学习软件，但现在利用较多的是

词典或影视软件，说明其辅助语言学习的潜力尚待发掘。英

国伦敦大学的蒂姆教授( Unwin，2009 ) 在探讨数字化学习环

境下大学本质时指出，虽然信息技术让学生有了下载知识的

途径，但其仅是获取了信息，这让很多学生觉得很沮丧。因

此，网络上的资源越是丰富，则越是需要教师指导如何合理

利用。外语教师应当比学生更充分了解如何利用移动设备

来辅助语言学习，从而能引导学生合理利用移动设备。
此外，苹果设备不仅可以成为外语学习的助手，更有可

能使外语教学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教学方式的改变

不仅仅在于技术的革新还在于人为因素。调查虽表明苹果

移动设备有助于语言学习，但访谈表明多数外语教师对于苹

果移动设备运用于课堂教学存在疑惑。对此，一方面，外语

教师应该主动认识技术革新会给教学方式可能带来的变化，

积极主动地去学习新的信息技术并合理运用到语言教学中

来; 另一方面，要实现教学技术变革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技

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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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Apple Mobile Devices in
Language Learning

LIU Haixia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Campus，Zhuhai 519087，China)

Abstract: Apple mobile devices are presently popula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Using mobile devices in language learn-
ing is also popular．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of learning through Apple devices in colleges and teachers’attitude
toward using iPad in classroom teaching，240 Apple mobile devices users ( 186 students and 54 teachers i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s) were investiga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how that al-
though numerous softwares are accessible in Apple device，they are not fully utilized． In addition，teachers are not sig-
nificantly better than students in using software and thus could not guide the students properly． The interview showed
that the deeper reason lies in that teachers do not know the software in Apple device well enough to apply it in language
learning． Moreover，most teachers have concerns about using iPad in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ers’and students’
attitude and thought must change and training is needed for mobile devices to be efficiently used in classrooms．
Key words: Apple mobile devices; mobile learning; languag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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