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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现有针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研究中，缺乏同时关注教师个体知识与情感对教师信息化

教学行为意向影响的研究。本研究探析认知和情感维度影响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因素，发现：在认知方

面，教师的技术知识、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及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

响，其他四类知识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无显著影响；在情感方面，教师对技术教学应用的感知有用性、行

为态度及自我效能感变量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而感知易用性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无

显著影响，感知行为控制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显著负影响。文章基于研究发现从认知和情感两方面就

如何提升中小学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促进我国中小学课堂技术使用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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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一线教育实践者，教师在推进教育信息化

中扮演着关键角色（Ｔｅｏ，２０１１）。研究者指出，技术
之所以对教学还未产生重大结构性变革的重要原

因，是教师对技术的接受度较低，在课堂教学中使用

技术不足（Ｊｏｓｅ，２０１７；Ｌｅｇｒ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教师使
用技术开展信息化教学实践的实际程度远低于预期

（Ｆｒａｉｌｌ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行为意向是行为最核心的预测变量，反映个体

执行特定行为的倾向，是任何行为表现的必然过程，

且决定个体执行特定行为的努力程度（Ａｊｚｅｎ，

１９９１）。因此，探究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影
响因素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行

为。探究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影响因素，不仅

要考虑情感因素，还需考虑认知因素（Ｊｏ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已有研究以技术接受度理论模型及计划行
为理论模型等为指导，从信念与态度方面探究影响

教师技术教学应用行为意向的情感因素，如天恩等

（Ｃｈｅ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研究了影响职前教师在课堂中
使用Ｗｅｂ２．０技术的行为意向。汪等（Ｗ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研究了影响教师课堂使用交互式白板
的行为意向、教师对混合学习接受度的影响因素。

赫尔等（Ｈｕ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研究了影响职前教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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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设备开展教学的意愿。国内学者刘?（２０１７）
以广州省某高校的３３６名教师为研究对象，探究行
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感知有用性及感知易用性对

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影响。

国内外鲜有研究从认知视角出发，关注教师具

备的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ｄａ
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ＰＡＣＫ）对教师信息化教
学行为意向的影响，尤其是ＴＰＡＣＫ包含的七种知识
类型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影响。鉴于此，

本研究从认知、情感维度探究影响我国中小学在职

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因素，在认知方面，以

ＴＰＡＣＫ的七类知识为理论依据，建立研究假设；在
情感方面，以解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为依据，建立研

究假设，然后就如何促进我国中小学在职教师信息

化教学行为意向发展提出建议。

二、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一）ＴＰＡＣＫ理论模型
米什拉和科勒（Ｍｉｓｈｒａ＆Ｋｏｅｈｌｅｒ，２００５）在舒尔

曼（Ｓｈｕｌｍａｎ，１９８６）的教学法学科内容知识基础上
提出了ＴＰＡＣＫ框架，强调技术在教师知识结构中的
重要地位，认为教师将技术整合到课堂进行有效教

学的必备知识包括技术知识（ＴＫ）、教学法知识
（ＰＫ）、学科内容知识（ＣＫ）三类基础性知识，及其交
叉融合形成的学科教学知识（ＰＣＫ）、整合技术的学
科内容知识（ＴＣＫ）、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ＴＰＫ）
和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ＴＰＣＫ）四类复合性
知识。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ＴＰＡＣＫ理论已广泛用于评
价教师技术整合教学的知识水平。自 ２０１０年
ＴＰＡＣＫ被引入我国以来（焦建利等，２０１０），研究者
以其为理论指导，开展了相关研究，如张哲等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探究了教师 ＴＰＡＣＫ结构变量之
间的结构与数量关系，影响教师 ＴＰＡＣＫ发展的因
素，语文学科教师 ＴＰＡＣＫ现状。张海等（２０１５）探
究了教师ＴＰＡＣＫ知识结构。王琦（２０１４）研究了外
语教师的ＴＰＡＣＫ知识结构、水平及其技术整合教学
的自我效能感。国内目前还没有研究关注教师

ＴＰＡＣＫ知识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影响。
国外研究者乔等（Ｊｏ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探究了 ＴＰＡＣＫ
整体对教师技术教学应用行为意向的影响，发现前

者对后者没有显著直接影响。然而，ＴＰＡＣＫ涉及七
个子维度，这是否意味着ＴＰＡＣＫ所有子维度对教师
技术教学应用行为意向皆无显著影响。鉴于此，本

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１：教师技术知识（ＴＫ）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
为意向有显著影响；

Ｈ２：教师内容知识（ＣＫ）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
为意向有显著影响；

Ｈ３：教师教学法知识（ＰＫ）对教师信息化教学
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

Ｈ４：教师学科教学知识（ＰＣＫ）对教师信息化教
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

Ｈ５：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内容知识（ＴＣＫ）对教
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

Ｈ６：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识（ＴＰＫ）对
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

Ｈ７：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ＴＰＣＫ）对
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

（二）解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戴维斯等（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９）提出的技术接受
模型（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ＴＡＭ）通过信念
－态度－意向－行为之间的关系，说明用户对技术的
接受程度，认为个体对技术的使用行为意向受使用态

度及个体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的直接

或间接影响，且感知易用性影响感知有用性，它们共

同影响用户对技术的使用态度。阿杰恩（Ａｊｚｅｎ，
１９９１）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ｌａｎｎｅｄ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ＴＰＢ）认为，除技术使用行为态度外，主观规范和
感知行为控制也是行为意向的预测变量。

泰勒和托德（Ｔａｙｌｏｒ＆Ｔｏｄｄ，１９９５）认为，技术接
受模型忽视了行为态度以外的因素对个体行为意向

的影响，提出了解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ｌａｎｎ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ＤＴＰＢ），该模型保留了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三个核心概念，并将它们分解

为更详细的维度。把行为态度分解为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与兼容性维度，将主观规范分解为同行

影响和上级影响维度，将感知行为控制分解为自我

效能感、资源促进条件与技术促进条件维度。解构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虽然复杂但可以提高预测个体行

为意向的能力，泰勒建议全面预测和解释个体行为

意向应考虑解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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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数字化学习中对该模型的有效性进行

了验证。泰奥（Ｔｅｏ，２０１１）选取感知有用性、感知易
用性、主观规范、促进条件、使用态度五个变量，探究

教师使用技术的意愿。研究以新加坡３１所中小学的
５９２名在职教师为研究对象，发现五个变量中，只有
主观规范对教师技术使用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另外，

刘?（２０１７）发现，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四个预测变量
中，主观规范对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也没有

影响。乌萨瓦斯等（Ｕｒｓａｖａ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以行为意
向、使用态度、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主观规范、自

我效能感、促进条件等变量构建模型，以土耳其１３１
所学校的１４９１名教师为研究对象，发现感知有用性
是教师技术使用行为意向最主要的预测变量，其次是

主观规范和技术自我效能感等，而促进条件对教师技

术使用行为意向无显著影响。汪等（Ｗ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以技术自我效能感、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
影响、促进条件及行为意向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以澳大利亚１５６名职前教师为研究对象，发现教师使
用交互式白板行为意向的主要预测变量是绩效期望，

其次是技术自我效能感、努力期望和社会影响。赫尔

等（Ｈｕ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以３８６名职前教师为研究对象，
发现感知易用性和技术教学应用自我效能感（尤其是

感知有用性）对职前教师使用移动设备进行教学的行

为意向有显著影响。李等（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选取技术
自我效能感、技术使用态度、感知易用性、技术使用障

碍感知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除技术使用

障碍外，技术自我效能感、技术使用态度及感知易用

性是教师技术教学应用行为意向的显著预测变量。

汪等（Ｗ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以马来西亚９８名教师为对
象，以技术使用态度、计算机教学应用自我效能感、学

校环境和混合学习为变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

现，技术使用态度、计算机教学运用自我效能感、学校

环境均对混合学习使用意向有直接或间接影响。泰

奥等（Ｔｅ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计算机
自我效能感及建构主义教学信念是教师技术整合教

学行为意向的显著预测变量。

文献综述发现，即便大多数研究都以解构计划

行为理论模型为基础，但每个研究选择的变量不同，

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然而，预测变量的选择应尽

量包含多自变量，以提高预测精确度，同时又要尽可

能避免无关变量，以减少误差，避免模型太复杂（温

忠麟，２０１６）。本研究关注教师个体知识与情感对
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影响，因此选取解构计

划行为模型的部分变量作为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

向的预测变量。首先，对原始模型中影响行为意向

的三个核心元素，本研究保留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

控制，未选择主观规范（反映的是个体采取某特定

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其次，对于态度的三

个子维度，本研究保留了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

未选择兼容性（源自于外在）。对于感知行为控制

的三个子维度，本研究选择自我效能感，未选择资源

促进条件和技术促进条件（二者反映的是外在控制

因素）。另一方面，很多国际研究都发现，感知易用

性、感知有用性、行为态度、技术使用自我效能感及

感知行为控制变量是教师技术使用行为意向的重要

预测变量。然而，我国基础教育文化、教师信息化教

育水平及特征与西方国家差别较大，因此有必要检

验国际研究者已经证明的对教师技术教学应用行为

意向有影响的以上五个重要变量，探讨这些因素是

否影响我国中小学在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

从而为我国中小学在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提

供建议。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８：技术教学应用感知有用性对教师信息化教
学行为意向具有显著影响；

Ｈ９：技术教学应用感知易用性对教师信息化教
学行为意向具有显著影响；

Ｈ１０：技术教学应用行为态度对教师信息化教
学行为意向具有显著影响；

Ｈ１１：技术教学应用感知行为控制对教师信息
化教学行为意向具有显著影响；

Ｈ１２：技术教学应用自我效能感对教师信息化
教学行为意向具有显著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１．研究工具
研究选取国内外研究者常用的施密特等

（Ｓｃｈｍｉｄ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编制的 ＴＰＡＣＫ量表测量教
师ＴＰＡＣＫ水平。对技术教学应用感知有用性和感
知易用性的测量，主要借鉴戴维斯（Ｄａｖｉｓ，１９８９）的
研究，设计五道测量题项，三道用于测量感知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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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两道用于测量感知易用性。对于技术教学应用

行为态度、自我效能感及感知行为控制的测量，主要

借鉴泰勒和托德（１９９５）的研究，根据具体研究情境
稍作修改，共设计七道测量题项，两道用于测量行为

态度，三道用于测量自我效能感，两道用于测量感知

行为控制。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测量，主

要参考阿杰恩和费希（Ａｊｚｅｎ＆Ｆｉｓｈｂｅｉｎ，１９７５）的行
为意向测量量表，设计了三道测量题项。

表一　各学科教师分布

学科 人数 百分比（％） 学科 人数 百分比（％）

语文 ６３ ２０．１ 历史 ９ ２．９

数学 ７２ ２２．９ 地理 ８ ２．５

英语 ４９ １５．６ 体育 １６ ５．１

物理 ２１ ６．７ 美术 ９ ２．９

化学 ２０ ６．４ 心理 ３ １

生物 １２ ３．８ 信息技术 ２２ ７．０

政治 １０ ３．２

表二　教师年龄、教龄及职称分布

年龄（岁） 人数 百分比（％） 教龄（年） 人数 百分比（％） 职称 人数 百分比（％）

２１－３０ １２２ ３８．９ １－５ １２１ ３８．５ 无 ７３ ２３．２

３１－４０ ９５ ３０．３ ５－１０ ４３ １３．７ 二级 ９５ ３０．３

４１－５０ ７６ ２４．２ １１－１５ ４１ １３．１ 一级 ９２ ２９．３

５１－６０ ２１ ６．７ １６－２０ ３９ １２．４ 高级 ５４ １７．２

２１－２５ ３３ １０．５

２６－３０ ３７ １１．８

２．数据收集
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选取我国西部教

育信息化比较落后的宁夏某地区和浙江省教育信息

化水平较高的某地区教师为研究对象。研究者将量

表编辑成问卷，上传至问卷星平台，邀请教师自愿参

与问卷填写，最后共回收问卷３２１份，其中有效问卷
３１４份。有效问卷中，男教师１０９人，占３４７％；女
教师２０５人，占 ６５３％。各学科教师分布见表一，
教师年龄、教龄及职称分布见表二。

（二）测量可靠性

ＴＰＡＣＫ七个子维度 ＴＫ、ＣＫ、ＰＫ、ＴＰＫ、ＴＣＫ、
ＰＣＫ、ＴＰＣＫ的 Ｃｒａｎａｃｈ’ｓα值分别是０８６１、０８８９、
０９２５、０９０９、０８５４、０９１８、０８９２，每个子维度的信
度系数均大于 ０７，说明 ＴＰＡＣＫ量表的信度较高，
测量指标内容可信。此外，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

性、自我效能感、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信息化教

学行为意向的 Ｃｒａｎａｃｈ’ｓα分别为 ０８４２、０８５４、
０８３３、０７６７、０８４０、０８７６，均大于 ０７，说明量表
信度较高，测量指标内容可信。本研究使用量表的

效度在其他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因此，本研究不再

检验其效度。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使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分析样本数据的相
关性。结果显示，ＴＰＡＣＫ、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
自我效能感、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及行为意向两

两间均显著相关。其中，ＴＰＡＣＫ、感知有用性、感知
易用性、自我效能感、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与行

为意向之间的相关性分别为 ０５８０、０６９０、０５９８、
０６９４、０７２０、０５５５（见表三）。

四、研究发现

（一）教师 ＴＰＡＣＫ知识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
意向的影响

首先，研究以 ＴＰＡＣＫ的七个子维度为自变量，
以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为因变量，使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选择进入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
ＴＫ和ＴＰＫ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影响，共
同解释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总变异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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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６％，ＴＰＣＫ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影响
接近显著性水平，而 ＣＫ、ＰＫ、ＰＣＫ及 ＴＣＫ对教师信
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无显著性影响（见表四）。

表三　变量间相关分析结果

维度 ＴＰＡＣＫ ＰＵ ＰＥ ＳＥ ＢＡ ＰＢＣ ＢＩ

ＴＰＡＣＫ －

感知有用性（ＰＵ） ０．７４０ －

感知易用性（ＰＥ） ０．６６６ ０．６３０ －

自我效能感（ＳＥ） ０．６４６ ０．６５４ ０．７９３ －

行为态度（ＢＡ） ０．６５８ ０．６９９ ０．６８３ ０．７７３ －

感知行为控制（ＰＢＣ） ０．６４１ ０．５６７ ０．７４３ ０．８０９ ０．７２２ －

行为意向（ＢＩ） ０．５８０ ０．６９０ ０．５９８ ０．６９４ ０．７２０ ０．５５５ －

注：表示ｐ＜０．０５。

表四　教师ＴＰＡＣＫ知识对其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变异量解释和方差分析（一）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Ｂｅｔａ
ｔ Ｐ Ｒ２

ＴＫ－＞行为意向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７ ０．１７２ ２．７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３９６

ＣＫ－＞行为意向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８３ －１．１７４ ０．２４１

ＰＫ－＞行为意向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１ ０．２３１ ０．８１７

ＰＣＫ－＞行为意向 ０．０９７ ０．０６２ ０．１４４ １．５７１ ０．１１７

ＴＣＫ－＞行为意向 －０．０２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４ －０．３７９ ０．７０５

ＴＰＫ－＞行为意向 ０．２２０ ０．０６４ ０．３３３ ３．４３５ ０．００１

ＴＰＣＫ－＞行为意向 ０．１２３ ０．０６８ ０．１５７ １．８００ ０．０７３

表五　教师ＴＰＡＣＫ知识对其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变异量解释和方差分析（二）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Ｂｅｔａ
ｔ Ｐ Ｒ２

ＴＫ－＞行为意向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５ ０．１５６ ２．５９０ ０．０１０ ０．３９６

ＴＰＫ－＞行为意向 ０．２１０ ０．０５５ ０．３１９ ３．８３７ ０．０００

ＴＰＣＫ－＞行为意向 ０．１７４ ０．０６１ ０．２２２ ２．８５８ ０．００５

接着，研究以 ＴＫ、ＴＰＫ和 ＴＰＣＫ为自变量，以教
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为因变量，使用ＳＰＳＳ２１．０选
择进入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ＴＫ、ＴＰＫ及 ＴＰＣＫ
均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影响，共同解释教师

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总变异量的３９．６％（见表五）。
综上，研究假设１、６、７得到了验证，研究假设２

－５未得到验证。首先，在 ＴＰＡＣＫ的三类基础性知
识中，内容知识和教学法知识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

为意向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在职教师而

言，内容知识和教学法知识已熟练掌握，并且这两类

知识相对比较稳定，而技术不断发展，要求教师要不

断地学习和掌握相关新技术，即技术知识具有较大

的动态性。其次，在 ＴＰＡＣＫ的四类复合性知识中，
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与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而学科教

学知识和整合技术的学科内容知识对教师信息化教

学行为意向无显著影响。首先，学科教学知识不涉

及技术，这可能是其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无

显著影响的原因。其次，整合技术的学科内容知识

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无显著影响的原因，可能在

于它主要指教师具备的关于技术如何表征某一特定

学科内容的知识。随着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推进，教

师可用的数字化资源越来越丰富，如国家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平台的大量数字化学科教学资源，教师只

是拿来使用，很少自己使用技术表征学科内容知识。

因此，教师是否具备整合技术的学科内容知识对其

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没有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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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技术教学应用的信念与态度对教师

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影响

首先，研究以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行为态

度、自我效能感及感知行为控制五个变量为自变量，

以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为因变量，使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选择进入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感知有用性、行为态度及自我效能感对教师信

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三个变量共同解释

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总变异量的６１．２％，而感
知易用性对教师信息化行为意向无显著性影响。另

外，感知行为控制对教师信息化行为意向有显著负

影响（见表六）。

表六　教师信念与态度因素对其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变异量解释和方差分析（一）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Ｂｅｔａ
ｔ Ｐ Ｒ２

感知有用性－＞行为意向 ０．３０９ ０．０５３ ０．３０４ ５．８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６１２

感知易用性－＞行为意向 ０．０２０ ０．０８５ ０．０１４ ０．２３１ ０．８１８

行为态度－＞行为意向 ０．５０８ ０．０９２ ０．３４４ ５．４９８ ０．０００

自我效能感－＞行为意向 ０．３５２ ０．０７７ ０．３４３ ４．５８７ ０．０００

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意向 －０．２１９ ０．０９２ －０．１５４ －２．３９６ ０．０１７

表七　教师信念与态度因素对其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变异量解释和方差分析（二）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Ｂｅｔａ
ｔ Ｐ Ｒ２

感知有用性－＞行为意向 ０．３１４ ０．０５２ ０．３０６ ６．０４３ ０．０００ ０．６０８

行为态度－＞行为意向 ０．２６１ ０．０５９ ０．３４４ ４０．４１０ ０．０００

自我效能感－＞行为意向 ０．４５４ ０．０９０ ０．３４９ ５．０３７ ０．０００

其次，研究以感知有用性、行为态度及自我效能

感三个变量为自变量，以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

为因变量，使用ＳＰＳＳ２１．０选择进入法进行多元回归
分析，发现感知有用性、行为态度及自我效能感均对

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三个变量共

同解释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总变异量的

６０８％（见表七）。
综上，研究假设８、１０和１２得到了验证，研究假

设９和１１未得到验证。感知有用性、行为态度及自
我效能感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

而感知易用性对教师信息化行为意向无显著影响，

且感知行为控制对教师信息化行为意向有显著负影

响。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

致。泰奥和利（Ｔｅｏ＆Ｌｅｅ，２０１０）发现行为态度和
主观规范是教师技术使用行为意向的显著预测变

量，而感知行为控制不是。感知行为控制主要指个

体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和机会执行特定行为，以及对

该行为可以控制到什么程度的感知（Ａｊｚｅｎ，１９９１）。
随着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基础设施及资源建设

越来越普及，教师拥有的资源明显增多。另外，行为

意向是指个人执行某种行为的主观概率。个体的行

为意向越强，预期的障碍就越小，表明个体更有可能

表现出某种行为，同时也表明感知到的行为控制更

强（Ｆｉｓｈｂｅｉｎ＆Ａｊｚｅｎ，１９７５）。因此，感知行为控制
可能是行为意向的结果变量而非预测变量。感知易

用性指教师对技术课堂教学应用难易程度的感知。

技术的发展使得其越来越容易操作。同时，随着技

术使用频率的增加，教师对技术的操作也越来越熟

练。因此，感知易用性可能已不再是在职教师信息

化教学行为意向的预测变量。

五、对策与思考

（一）发展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本研究发现，ＴＰＡＣＫ七类知识中的技术知识、
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以及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

识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见表

三）。首先，本研究发现，技术知识对教师信息化教

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教师具备的技术知

识对开展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的重要性。教师课堂

上使用技术的主要障碍是缺乏技术知识和技能，如

果教师不懂得如何操作技术，就不会使用技术（Ｈｅｗ
＆Ｂｒｕｓｈ，２００７）。技术知识是教师开展信息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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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不具备任何技术知识的教师，其信息化教学

便无从谈起。因此，本研究建议要注重对教师技术

知识的培养，帮助教师掌握基本技术的使用，同时，

要鼓励和监督教师将学到的技术知识与技能运用到

课堂教学中。

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指教师具备的有关使用

相应技术支持某种教学策略或方法的知识。教师需

要理解并掌握如何促进技术与教学法知识和学科内

容知识的融合，以提高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效果

（Ｎｉｅｓｓ，２００５）。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不仅要求
教师要具备一定的技术知识，而且还要掌握如何将

其整合到教学活动中，即教师需要知道使用何种技

术可以恰当地与何种教学方法或策略融合，以教授

某一特定学科内容知识，包括哪些技术、方法或策略

的结合适合教授哪些内容，以及哪些内容适合用哪

种技术与哪些方法或策略整合的方式来教授等。本

研究发现，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对教师信息化教

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应该注重对教师整

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的培训。培训的形式可以是研

讨会、工作坊等，但要注重教师的参与。本研究建议

采取“情境”驱动的培训策略，即就某一学科内容，

如何使用整合了技术的教学方法或策略进行教授给

教师“情境化”指导，让教师基于某个情境设计整合

技术的教学活动，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使用技术的

意义，以及如何在教学实践中使用技术，从而促进教

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指教师具备的有关使

用合适的技术、教学方法或策略促进学生在某个特

定学科内容领域学习的知识。相对而言，这对教师

教学应用技术要求较高，即要求上升到如何使用技

术促进学生的学，这也是目前教师最欠缺的知识。

基姆（Ｋｉｍ，２０１６）发现即便教师有使用技术的知识
和技能，但在实践中无法将技术知识与基于问题的

学习等匹配。本研究发现，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

识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因此，

本研究建议，应注重培养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知识，

定期安排研讨会、工作坊及培训等，帮助教师获得整

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促进教师整合技术，为学生

提供丰富且有意义的学习机会。另外，学校应在常

规交流活动（如学科教研会、学校例会、教职工大会

等）中，组织教师就如何有效使用某种技术、资源及

工具开展教学进行深入研讨，研究就某一学科的某

个知识点而言，教学法与技术如何最有效地整合，以

发展学生对核心概念的理解与掌握。

（二）发展教师应用技术教学的信念与态度

首先，本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是教师信息化教

学行为意向的显著预测变量，这说明教师对技术教

学应用有用性的感知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

显著影响。这启示我们，提高教师对技术教学应用

的价值感知十分重要。因此，研究建议在教师信息

化教学相关培训中，减少理论讲座，增加亲身体验。

如就同一教学内容而言，让教师对使用和没有使用

技术开展教学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充分感受技术教

学应用的价值所在。教师只有对技术的实用性持积

极态度才有可能采用积极的态度使用技术，连续使

用该技术的可能性也会增加（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Ｔａｙｌｏｒ＆Ｔｏｄｄ，１９９５）。

其次，本研究发现，行为态度是教师信息化教学

行为意向的显著预测变量。这说明教师技术应用的

行为态度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

然而，个体对技术使用态度的形成基于行动期间的

经验以及先前的相关经历（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９；Ｔａｙ
ｌｏｒ＆Ｔｏｄｄ，１９９５）。因此，本研究建议，教师信息化
教学专业培训，应注重教师使用技术教学的成功体

验，尤其是学校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应为教师

开展信息化教学提供所需的资源、技术支持及专家

指导等，尽可能给予教师全面支持，增加教师信息化

教学的成功体验，以改善教师对技术教学应用的行

为态度，提高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

自我效能感指教师对信息化教学行为的积极信

念，相信自己有能力开展信息化教学。研究发现，教

师应用技术教学的自我效能感是教师信息化教学行

为意向的显著预测变量。这说明自我效能感对教师

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这与泰奥等（Ｔｅｏ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的研究发现一致。因此，建议学校应注
重提升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阿比特（Ａｂｂｉｔｔ，２０１１）发
现，技术知识是教师对技术自我效能感的重要预测变

量。因此，本研究建议提高教师技术知识，发展其整

合技术教学自我效能感。其次，建议学校为教师提供

充足的机会，分享利用技术开展教学的策略及经验，

奖励积极参与信息化教学的教师。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研究中，教师 ＴＰＡＣＫ三个

·２９·

白雪梅，顾小清什么导致技术在课堂难尽其用？———基于认知与情感视角的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研究 ＯＥＲ．２０２０，２６（４）



子维度可以预测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总变异量

的３９．６％，而与教师应用技术教学的信念与态度相
关的三个变量可以预测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向总

变异量的６０．８％。这说明，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意
向受教师技术教学应用信念与态度的影响较大。因

此，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尤其应注重提升教师对技术

教学应用的信念与态度，以提高教师信息化教学行

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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