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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華語數位教材使用的優勢和限制：

成人學習特性的觀點 

蔡喬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摘要 

目前國內外參與華語文學習活動的外國人，其年齡層也多集中在輕、壯年人

口，亦不乏較年長者。本文認為隨著電腦多媒體及網路的發展，結合電腦網路科

技於全世界華語文教育發展及應用，在探討數位教材的開發可能對華語文教育帶

來如便利性、具彈性、即時性等種種益處的同時，卻似乎很少從微觀的角度去思

考外籍成人學習者使用 e化科技來進行華語文學習也可能面臨一些問題，而這些

問題是亟需要等待改善的。因此，本文首先界定數位華語教材的意涵、特性。其

次從成人教育學者 M. S. Knowles 和 K. P. Cross 的觀點，以及生、心理等層面來

分析外籍成人學習者的特性，並根據其特性來探究運用數位化華語文教材對這群

外籍成人在學習上的優勢、可能的限制及可行的解決之道，期能作為我們在編用

數位華語文教材於外籍成人華語學習上的參考。 

關鍵詞：成人學習者特性、成人華語、華語數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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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using 

e-CSL materials for non-native Chinese 

speaking adult learners: A perspective on 

adult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Cai, Qiao Y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Most population learning Chinese is not only younger adults, but older adul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media, such computer and internet, there are lots of 

papers focusing 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applications of e-CSL materials for TCSL, 

but it seems that there are less papers focusing on the possible problems of the 

applications of e-CSL materials for TCSL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ult learners 

perspectives. The paper, therefore, firstly defines what the e-CSL materials are. 

Second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using e-CSL materials 

for adult TCSL, then for developing better e-CSL materials,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by the paper. 

Keywords: adult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o 

adults (TCSLA), e-CS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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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回顧數位資訊發展史，人類使用數位科技來從事活動，最早始於軍事用途。

至 1990 年代，此 e 化科技開始被應用於教育學術領域，教育工作者將傳統平面

化而循序式的教材，改為數位化、超連結式的資料規格，並作為輔助教學的器材。

迄今，經由網路獲取新知，已經成為 21世紀的重要學習媒介。 

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於 2004 年 7 月統計資料顯示，網路使用者依年齡別

來看，以「20-25歲」約佔了 93％，是網路使用人口的大宗。目前國內外參與華

語文學習活動的外國人，其年齡層也多集中在輕、壯年人口，亦不乏較年長者。

就教學而言，不論是華語文或其他科目的教學，以學習者為中心，根據學習者特

性而發展教學法是一趨勢；就華語文教材編寫來說，教材針對性愈強，就愈可能

有較好的「教」、「學」成效。因此，本文認為隨著電腦多媒體及網路的發展，結

合電腦網路科技於全世界華語文教育發展及應用的同時，實有必要考量、反省外

籍成人學習者的特性與其使用數位科技來進行華語文學習之間的關係，才可能華

語文電腦教學未來發展更具成效。 

數位學習在各個教育領域的探討，可知雖效益大於傳統的教與學的方式，但

也不可否認仍有限制之處。基於此，本文認為當我們多在探討數位教材的開發可

能對華語文教育帶來如便利性、具彈性、即時性等種種益處的同時，卻似乎很少

從微觀的角度去思考外籍成人學習者使用 e 化科技來進行華語文學習也可能面

臨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是亟需要等待改善的。因此，本文首先界定數位華語教

材的意涵、特性，其次分析外籍成人學習者的特性，並根據其特性來探究運用數

位化華語文教材對這群外籍成人在學習上的優勢、可能的限制及可行的解決之

道，期能作為我們在編用數位華語文教材於外籍成人華語學習上的參考。 

貳、數位華語文教材的意涵與特性 

雖然數位華語文教材的開發和應用在電腦多媒體及網路發達的時代裡已成

為華語文教材編寫的趨勢之一，也是推動全世界的華文教育的重要媒介，但是迄

今卻鮮少為數位華語文教材下一明確的定義。有鑑於此，本文閱讀並整合「數位

學習」、「數位教材」、「遠距教育」、「線上學習」、「網路學習」、「電腦輔助教學」

等（陳如山，1995；教育小辭典，2005; Hackbarth, 1996; Hall, 1997; LERN, 1998; 

Rosenberg, 2001; Vrasidas, 2002）相關詞彙的定義，把「數位華語文教材」界定

為華語教師根據教學大綱和教學需要而編寫或製作的教學材料，或是所使用的華

語文教科書內容，透過電腦、衛星廣播、互動式電視、光碟、網際網路等數位化

電子媒介，利用它們能夠以文字、聲音、影像、音樂、動畫等方式來呈現教學材

料的內容，藉此創造一種有意義的師生同步或非同步互動經驗，並達成既定的華

語文教學目標。 

就目前常見、常運用的數位華語文教材的型態大致有三：光碟式的教材、網

路教材和簡報式的教材。光碟式的教材，即把華語文教學材料，透過一些教學製

作軟體，如會聲會影、Captivate、photostory for windows、flash 等把文字、聲音

和影片等功能結合、製作之後，燒錄在 VCD 或 DVD-ROM 唯讀光碟片裡，可藉

由電腦光碟機來讀取、教學和學習。網路教材，即把華語文教學材料，透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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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製作軟體，如 Dreamwaver、Web-Editor或 Frontpage等把文字、聲音和影片、

超連結等功能結合、製作之後，再使用 FTP 軟體將之傳送到網路平台，經由網

路傳播多媒體資訊，如 World Wide Web 來呈現。簡報式的教材，即把華語文教

學材料轉換成投影片、幻燈片或製作成 powerpoint 後，使用投影機等設備來播放

簡報的內容。雖然上述數位華語文教材的設計、製作和呈現型態各異，但是其共

通點皆需要利用到電腦做為工具來呈現教材的內容，以達成教學目的和學習成

效。 

本文認為數位華語文教材的發展和應用在華語文教學界備受重視，除了因資

訊時代的潮流所賜之外，更大的因素應是在於數位教材的使用具有某些優於傳統

教材的特性，使之成為一種新的教學典範。就針對學習者而言，透過數位教材來

學習華語文的優勢之一在於它具有網路化的特性，即網路化使得華語文知識能及

時更新、儲存擷取、發送傳達和快速分享於學習者；之二在於它具有多樣性，即

透過多媒體可呈現不同的講解方式，並且有動畫、聲光效果等，以呈現有趣的畫

面；之三在於它具有廣泛性，即學習者較可觸及多元的知識領域，又學習者不只

限於在校的外籍生，只要想學習華語文者，只要通過使用者身份的確認，皆可以

是數位教材的使用對象；之四在於它具有自主特性，即華語文學習者有學習自主

的權利，可依其時間、空間來規劃自身的學習時間；之五在於它具有互動性，即

利用網路的多元性互動，提高學習樂趣。 

綜上所述可知，數位華語文教材的編製並應用在華語文教學上已漸漸成為一

種趨勢。其無遠弗屆的特性，使得每個學習者的學習空間和教育資源獲得無限的

延伸。藉由數位華語文教材的編製，學生有更多元學習管道的選擇，並可隨時閱

讀教材、參與討論，使師生有即時雙向溝通的機會。由於數位華語文教材許多良

好的特性的可有效提升教學效能，故將其應用於目前普遍多是以外國成人為對象

的華語文教學上，期能對他們學習成效的提升有所助益。然進一步思考，儘管從

巨觀的角度來理解數位華語文教材之特性，似乎符合了外國成人學習者的特性與

需求，如具有自我導向學習特性，符應了數位學習的自主性；成人學習者因工作、

家庭、社會多重角色的影響而需求在無時空阻隔情況下學習，符應了數位學習的

便利性、普遍性、網路化等特性，但外籍成人學習者特性多樣，是否開發了大量

數位華語文教材就能完全適用於他們身上，是否仍有其影響限制，又應如何改

善，皆成為本文將論述之關注焦點。 

參、成人學習者特性的探討 

數位化成人華語文教材的開發及在華語文教學上的應用，無非是要藉由通訊

科技的運用，促使外國成人更有效地學習為其主要目標。若要達成上述目標，首

先瞭解外籍成人學習者的特性與需求，方能妥善地應用數位教材以提升他們的華

語文學習成效。 

由於成人的異質性大，故採用以多元的觀點來解釋成人學習，才可能較完整

地掌握成人學習者的特性與需求。雖然成人教育學者對於一個完整、具綜合性的

成人學習理論是否已經建立，其看法仍不一致（Cross, 1981; Merriam, 2001）但

是截至目前為止，根據外籍成人學習特性建立的理論包括 M. S. Knowles 的成人

教育學模型和 K. P. Cross 的成人即學習者特性模式（Characteristics of Adult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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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ers Model）（黃富順，2002）。 

一、Knowles的觀點 

Knowles 於 1970年在其所撰寫之「現代成人教育實務：成人教育學，相對

於兒童教育學」（The Modern Practice of Adult Education: Andragogy versus 

Pedagogy）一書中便提及成人教育學的理論模型（胡夢鯨，1998）。當時 Knowles

認為成人教育學模型是建立在四個基本假設上，即成人的自我概念會從依賴發展

為自我導向的人格；成人的經驗形成豐富的學習資源；成人的學習準備度愈來愈

傾向於社會角色的發展任務；成人的學習取向從學科中心轉變為問題中心

（Knowles, 1980）。之後，Knowles 於 1980年再版的「現代成人教育實務」（The 

Modern Practice of Adult Education），其副標題改為「從兒童教育學到成人教育學」

（From Pedagogy to Andragogy），其意義在於修正了其原先「兒童教育學不同於

成人教育學，亦不適用於成人教學」的主張，認為兩者在某些情境下是可以交互

應用在成人和兒童的教學上，同時有關成人教育學模型之假設，除了保留之前的

四項假設外，又增加另一項假設為成人的動機部分，強調內在因素比外在因素較

能促進成人學習（Knowles, 1980）。至 1990 年，Knowles 所著之「成人學習者：

被忽略的一群人」（The adult learner: A neglected species）對於成人教育學的假

設，除了上述五項之外，又增加了「成人擁有認知需求，知道為何學習」這項假

設，亦即學習者在學習之前便知道他們為何需要學習（Knowles, 1990）。 

故綜合以上 Knowles對成人學習者特性的基本假設為（Knowles, Holton III, 

& Swanson, 2005: 62-63）： 

（一）認知需求（The need of know）：兒童教育學假設學習者只需要知道教師要

他們學習什麼，而不必知道他們所學的知識應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用，而成人教

育學則假設學習者在學習之前便知道他們為何需要學習。 

（二）學習者的自我概念（The learner’s self-concept）：兒童教育學假設學習者

的自我概念具有依賴的特性，而成人教育學則假設成人學習者具有自我導向學習

的能力。 

（三）學習者的經驗角色（The role of the learner’s experience）：兒童教育學假

設學習者的經驗不太值得作為學習的資源，但成人教育學則假設成人學習者具有

豐富的經驗足以作為學習的資源。 

（四）學習準備度（Readiness to learn）：兒童教育學假設若學習者想要通過考試

或升級，就要準備研讀教師要求他們學習的知識、技能，而成人教育學假設成人

的學習準備度是因其各發展階段之任務而來。 

（五）學習取向（Orientation to learning）：兒童教育學將學習視為獲得教材內容

的活動，學科中心的學習取向，但成人教育學假設成人的學習取向以生活、發展

階段之各項任務、問題中心為主。 

（六）動機（Motivation）：兒童教育學假設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以外在誘因為主，

相對地，成人教育學假設成人的學習來自於內外在誘因的驅使，又以內在誘因的

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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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ross的觀點 

Cross（1981）提出成人學習者特性模式是將現行有關探討成人學習者的結

論加以綜合，並認為成人與兒童本身的特性上有所不同，因而構成兩者學習上的

差異，其的目的在於提供成人教育者區分成人和非成人學習者的學習特性。該模

式將成人學習者的特性分為個人特性和情境特性來探討（圖 1）。 

個人特性 

 

生理的／老化 

社會文化的／生活層面 

心理的／發展階段 

 

 

情境特性 

 

 

部份時間的學習與全時的學習 

自願性的學習與強迫性的學習 

 

圖 1 成人學習者特性（Characteristics of adult learners） 

資料來源：Adult as Learners (p.235), by K. P. Cross, 1981,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成人的個人特性是源自個體本身，從出生、嬰兒時期到兒童時期、青少年

時期，乃至成年期的一種連續的成長和發展的過程，皆受到生理、社會文化、心

理等的交互影響，又成人學習者主要受到老化、生命現象和發展階段的影響。情

境特性則屬於學習發生的情況，側重在成人學習活動的獨特性上，強調成人學習

是傾向自發性的，部分時間的學習。 

三、外籍成人學習者的其他特性 

除了上述兩位學者的觀點之外，本文也針對一些有關探討成人學習者的特

性之文獻（Brookfield, 1991; Brundage & MacKeracher, 1980; Houle, 1992; Long, 

1991; Lovell, 1992; Merriam & Caffarella, 2007; Smith, 1993）做詳細的分析及歸納

之後，大致可從生理、心理和社會文化三方面來討論。 

（一）生理特性 

就生理的觀點而言，就生理的觀點而言，正常個人於 20 歲至 25 歲時，其

身心理皆已發展成熟，之後隨著年齡的增長，其身體便再次產生變化（Whitbourne, 

2001）。例如在視覺上，成人對於短波長的色澤，如藍、綠、紫等色辨識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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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紅、黃、橘等長波長的色彩之便視力增加；在聽覺上，成人的音頻低於兒童及

青少年，故對於高音頻的子音，如 s、z、t、f、g等，成人較不容易區辮清楚（黃

富順，1993; Guire, Boyd, & Tedrick, 1996; Whitbourne, 2001）。在體力上，成人扮

演的社會角色多樣，常可能因家務、工作等日常生活上的瑣事纏身，而導致體力

削弱、健康出現問題。一些學者（Brundage & MacKeracher, 1980; Houle, 1992; 

Long, 1991; Lovell, 1992; Merriam & Caffarella, 2007）就指出成人學習者常會因一

天體力的耗盡而無法專心上課，或無法正常出席學習活動，甚至因無法負荷而中

止了學習。由此可知，成人可能因個人或外在因素而產生生理方面的問題，而這

些問題皆可能影響成人的學習情況。 

（二）心理特性 

就成人心理學的觀點而言，在認知思維方面，J. P. Guilford 在 1950年代研

究人的創造力時就發現聚斂性思考（convergent thinking）和擴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兩個重要概念。前者是指個人認為一個問題終將會有一個最好的答案，

且有能力去解出這一個最好的答案，而後者則指個人對於特殊的問題而激發好幾

種想法，且有能力去找到這個問題的任何可能的答案（McCumber & Sloan, 

2002）。關於這方面的研究，Schultz（1984）和 Takata（1991）就發現成人學習

者比較傾向擴散性思考，故成人在學習上比較適合 P. Freire）的提問式的教育方

式。 

除了從聚斂性思考和擴散性思考兩個概念來討論成人學習之外，Long

（1991）、Houle（1992）和 Lovell（1992）則指出在思考風格上，兒童、青少年

的學習是比較衝動的，即常不假思索地回應問題或行為反應，故常會導致錯誤百

出的結果，而成人學習者通常比較具有反思性學習，即學習是經深思熟慮的心理

歷程，故所做出的判斷行為，會有正確的結果。不過，反思性學習在學習的歷程

中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提供，因此，若學習的過程是具有時間的壓力，成人學習的

效果極可能變差，且當成人的年紀愈大，對有時間壓力的學習反彈愈大。是故，

照著成人的步調進行教學，是較有利於成人的學習（Brookfield, 1991; Brundage & 

MacKeracher, 1980）。 

再者，因成人具有自己做決定，對自己生活負責的概念，故相較於兒童和

青少年，其自我概念較強，亦較積極，且有強烈的自我導向的特性（Brundage & 

MacKeracher, 1980）。因此，在教導成人學習時，應多注意成人學習者獨立的自

我概念，給予他們自主的權利，提供成人學習者自己抉擇的機會，是達到成人有

效學習的方式之一。 

（三）社會文化的特性 

成人學習者本身就是成人與學習者兩種角色的結合，意即一個是在社會上

扮演成熟之個人，另一個則是做為學習者的角色，本身就具有雙重角色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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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就社會文化的觀點，成人的任何改變，包括學習或不學習，多取決於社會

角色、種族、性別、教育程度、生活背景、職業地位等因素，故成人學習者必須

同時扮演多重角色，並且承擔較多樣的任務與責任（Houle, 1992; Long, 1991; 

Lovell, 1992; Merriam & Caffarella, 2007; Smith, 1993）。然而，學習過程需要耗費

相當的時間和精力，因此，對於成人學習者而言，能夠在無時空阻隔、即時吸收

新知、消化知識，以達到最佳的學習成效是相當重要的。 

綜上討論可知，外籍成人學習者特性相當複雜，故其分析的角度也必然多

元。整體言之，成人是一個成熟的個體，知道自己要學什麼，會為自己的行為做

抉擇並負責任，故在學習上，會比較清楚自己的學習動機與目的，對自己的學習

會依照自己的目標進行學習，亦即具有自我導向的學習能力。此外，成人學習者

的自尊心強，主要原因在於成人的閱歷較多，累積相當多的經驗和豐富的歷練，

可成為成人在學習上的一項重要的資源，形成學習的助力，不過，也因成人學習

者具有多樣化經驗，可能過渡依賴先入為主的舊經驗，故在學習上較傾向相信自

己的觀點是不太會有錯誤，也不容許有過多的錯誤發生在自己身上，此亦會造成

學習的阻力，甚至使成人抗拒學習新事物。另一方面，成年人扮演多重角色，加

上身體隨年齡增長和在社會上扮演多重角色，一天下來體力的耗損皆可能影響其

學習的專注力、速度、持續力和習慣等等，對於能否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來參與

華語文學習，或者參與華語文學習後的各項階段性任務能否勝任都會有所懷疑，

對學習效果有低估的傾向，並容易產生壓力和焦慮的情緒，而導致自信心不高。 

肆、運用數位化成人華語文教材的優勢 

由於數位學習的興起，網路科技的迅速發展，使得媒體訊息的品質大為改

善，因此在教育領域上，「數位學習」都已成為多元化學習的管道或教育訓練的

重點。 

在資訊科技流通的時代，數位學習的產生，其教學的觀念、方法、內容、教

者、學者，都與傳統教室教學有顯著的不同，在課程教學設計方面也隨之有所改

變，亦使學習產生重大變革。透過數位化科技的使用，學習的方式打破時間、空

間、容量等的限制，不僅解決傳統學習的瓶頸，也讓學習更有彈性，學習者藉此

取得自己所需要的訊息，進而發展屬於自己的知識，並且可以有效地管理自身的

學習。綜觀運用數位學習的特點，與成人教育的結合，促使成人學習的優勢包括： 

一、促進成人學習者即時獲取並分享網路學習資源 

因數位學習具有網路化的特性，故任何置於網頁上的知識皆能及時更新、儲

存擷取、發送傳達和快速分享於學習者。因此，成人學習者可以藉由網路學習的

過程，取得最新、與時勢變遷或工作相關且密切的訊息或知識。另一方面，學習

網路化的結果，使得數位學習具有開放、普遍且廣泛之特性，故其最大特徵在於

學習者是無限制的，除了提升學習機會均等外，即使有數以千計的學習者同步於

線上學習，亦不會因人數過多而降低學習品質，反而使得學習資訊的大量流通而

有助於更多的成人學習者分享學習資源和學習心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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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成人學習者多樣的學習方式和多元的學習管道 

傳統的學習方式主要以教師所指定的教科書為主，而在數位學習的時代，

除了書籍做為教材之外，更可利用電腦、衛星廣播、互動式電視、光碟、網際網

路等多媒體，作為學習的媒介，頗具多樣化的特性，並改善傳統單調的講述方式。

再者，利用網路多媒體的特性，開拓無限寬廣的學習資源，針對不同的使用者需

求，設計合適的數位學習環境與學習活動，突破時空限制，可使成人學習者依照

自身的需求在網路上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和內容，而不再限制學習只能在某

一地點、某一時間才能進行的侷限，提供成人更多元的學習管道。 

三、符應成人自我導向的學習能力 

成人學習者最大特性之一就是具有自我導向的學習能力，即能對自己所作

所為負責，瞭解自己的需求，並能自訂學習計畫。而數位學習的另一項特色便是

注重學習者的個別需求，讓學生有自主的權力，可以依循自身的學習需求、時間、

進度等來自訂學習目標，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過程（Horton, 2000）。故在

數位學習之中，學習者的角色由傳統被動學習的態度，轉為主動學習、探索新知

的角色，確實符合成人學習者的自我導向學習之特性，更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 

在全球資訊網盛行的時代，無論在學校教育或是企業訓練，均已廣泛利用

數位學習的形式進行學習活動。本文透過數位學與成人學習者特性的探討，發現

數位學習環境的建立與應用，不僅可以彌補傳統教學的不足，更可符應成人學習

者的特性，提供多元化的學習路徑、學習進度和學習方法，而成人學習者亦可根

據個別的需要，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然而，成人學習者特性多樣且複雜，

儘管數位學習在成人教育上的應用，多能解決開設的課程不符成人學習所需、沒

有足夠的時間、學習地點太過遙遠等成人學習時之情境上的障礙，亦符合成人自

發性學習的特性，但是成人，尤其是較年長的成人，在學習上卻可能面臨一些困

難，如生理因素的影響、技術操作的問題、電腦知能不足的壓力等，皆可能影響

成人學習的成效。 

伍、運用數位化成人華語文教材的限制及解決方法 

由於使用電腦傳遞資訊、接收訊息以進行學習是數位學習的最大特色，也是

一項重要的方法，所以許多閱讀資料多半透過電腦所呈現出來。因此，在探討運

用數位化成人華語文教材於教導外籍成人學習華語文的同時，本文認為當外籍成

人華語文學習的媒介，主要是透過電腦和網路進行學習時，考量外籍成人學習者

本身的特性，以及外籍成人學習者在閱讀並吸收電腦或網路上所呈現的華語文學

習內容對他們有哪些學習上的限制，又應該如何解決是有必要的。以下就從生、

心理及閱讀能力方面來探討運用數位化成人華語文教材於華語文教學時可能的

限制，並根據這些限制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幫助他們可以更有效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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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用數位化成人華語文教材的限制 

（一）生理因素所導致的限制 

研究指出較年長的成年人因部分感覺器官，如視力、聽力、雙手靈巧度的

衰退等現象皆可能影響成人的學習（Morris, 1994; Smith, 1998）。因透過數位學

習，故成人學習者必須長期接觸電腦，即使學習者可將已搜尋到之文章資料列印

出來，再進行閱讀，然而，搜尋資料的過程與時間的花費，仍讓眼睛多半注視電

腦螢幕，不論使用者是兒童、青少年、成人或高齡學習者，皆可能對其造成傷害。

尤其是針對成人學習者所設計的閱讀教材，字體必須要大，字型要清楚，且色彩

對比必須鮮明（Smith, 1998）。就當今電腦的研發，不論個人桌上型電腦或筆記

型電腦的螢幕已有 19吋之大，然而，就一般將螢幕區域的設定值設為 1024x768

個像素，16位元高彩或 32位元全彩，儘管字型相當清晰，但字體卻不大（約 12

字體），是有礙成人在電腦上進行閱讀、學習。相對地，若將螢幕區域的設定值

設為 640 x480 個像素，同樣是 16 位元高彩或 32 位元全彩，雖然字體變大（約

14字體），有助於成人學習者的閱讀，但字型的線條卻可能出格狀，故仍有礙成

人在電腦螢幕上搜尋資料和閱讀。再者，雖然數位學習可提供聲光、影像等效果，

即使聲光動畫有助吸引學習者的目光和好奇心，但對於較年長之成人，若其聽力

較差者，亦可能需要輔以強化收音和擴音器材，才能有助於他們在聽覺上的接

收。此外， Purdie & Boulton-Lewis（2003）的研究中發現，即使是那些喜歡學

習電腦的較年長成人，因脊椎、體力等問題，以致於無法讓他們無法坐在電腦桌

前持續 1小時 30分鐘以上。 

（二）心理因素所導致的限制 

由於電腦與網際網路的發展和應用不過是近十幾年的事，所以對於中年以

上的成人而言，習慣上網，接觸電腦的頻率是較低的。因數位學習的任何互動，

如資訊的交流、主題的討論等皆需要透過打字，將學習心得、想法等化成文字輸

入於網路學習平台或儲存成檔案上傳予其他學習者分享，故對於打字速度慢、雙

手不靈巧的、對網路一知半解、不熟悉網路教學平台者、不習慣或不喜歡長久時

間坐在電腦前等的成人，這樣學習可能造成他們的困擾與壓力。 

就成人學習者而言，成人間的年齡差異也會影響其對電腦的使用。雖然

Krauss & Hoyer（1984）的研究指出在近十年來，年長的成人在使用電腦的機會

增加，且對於使用電腦的態度也趨向正面，但不同年齡層的成人對於電腦的使用

仍有差異。同樣地，Meyer & Poon（1995）指出年輕的成人對電腦使用的態度較

年長者佳，且前者使用電腦的頻率也多於後者（轉引自 Meyer & Talbot, 1998）。

故有些成人學習者可能因畏懼新科技，而對於數位學習望之卻步，使得自信心降

低，間接地影響學習的情緒和壓力的產生，因而懷疑自己的學習能力。 

因數位化科技發展的時間和個人處於不同時代的環境的影響，電腦和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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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對於年長的成人而言，可能需要花更多時間的練習才會與年輕的成人或

下一代的青少年們有相同的表現。許多研究顯示即使是現今大眾使用率最高的

Word 軟體及其內部功能，年長的成人亦需要花較多的時間去使用與熟悉它常被

使用的功能（Smith, 1998）。不過，Hartley et al.（1984）和 Czaja & Sharit（1993）

認為若給予年長的成人機會去學習如何使用電腦，且熟悉這方面的知識和訓練

後，所表現出來學習效果也是相當不錯。故只要給予年長的成人時間做適當的練

習，克服對資訊科技的恐懼，這些成人在數位學習上也會有好的表現。 

（三）線上閱讀所導致的限制 

透過數位科技進行學習，在電腦上做瀏覽、搜尋和閱讀文章的動作是必然的

現象。以「在線上閱讀文章對成人的影響」為主的相關議題之研究發現，年輕的

成人比年長的成人在閱讀電腦上的資料較有效率，也比較快速。雖然經過練習和

要求之後，年長的成人可以表現得如年輕的成人一樣好，但年長的成人在學習過

程中仍倍感壓力（Czaja & Sharit, 1993）。儘管數位學習在成人教育上的應用或許

漸漸成為趨勢，但是有關閱讀電腦上的文章對成人學習者的影響之探討和實證研

究並不多，故數位學習對於成人的學習能否完全適用，或其某些限制而降低成人

學習效能，都是有待進一步探究的課題。 

二、因應可能限制的解決之道 

（一）依成人學習者生理特性增購相關媒體周邊配備 

數位學習時代的來臨，透過數位化教材來實施教學和進行學習已經是個趨

勢。那麼，如何讓外籍成人華語文學習者運用資訊科技於學習時，是一種輔助而

非阻礙，就成為當前數位化成人華語文教材發展的一大課題。成人學習者因其生

理機能的老化而影響他們的學習，故增購科技產品等，如電腦、電視等周邊人體

工學配備是有其必要。例如成人學習者長期接觸螢幕可能會加速對其眼睛的傷

害，所以在螢幕前增設護目鏡可降低長時間注視螢幕對他們視力所造成的傷害。

這是因為護目鏡的使用，不僅可以減低鏡面反射、消除強眩光、過濾螢幕紫外線、

隔絕電場幅射，護目鏡的中低度透光率設計可使螢幕光線柔和，讓眼睛長時間注

視不受刺激，且其高密度中性濾層（netural density filter）可增強畫面清晰對比，

這都可以降低他們因視力的衰退而對學習的影響。 

一般而言，正常老化所導致老年性重聽通常為感音性（神經性）聽力障礙，

其高頻音損失較多，語音辨識力較差，聽得到聲音但弄不清楚內容。因此，錄製

以高齡學習者為對象的教學節目、光碟或錄音帶時，音質必須清晰、音頻不宜過

高、談話速度力求放慢，使其在觀賞教學節目時，有助於他們的收聽效果。 

倘若成人是在資訊教室內使用電腦等科技產品進行學習時，為避免他們長

時間注視電腦螢幕，故華語文教師進行教學時，多使用投影機將教材內容投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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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布幕上，以利成人觀看。因為資訊教室多為有冷氣的密閉空間，故同時裝設溫

度自動調節器（thermostat）以及通風設備（ventilation）以保持空氣流通，維持

溫度的恆定。 

再者，資訊教室內的每台電腦及電腦座位的間隔需要增大，增設符合人體

工學的電腦桌椅，可讓高齡者在使用電腦，感到寬敞舒適。華語文教師也必須注

意到，較年長的成人比起一般成人更不宜久坐電腦桌前，故適時地安排伸展操或

縮短上課時間，皆是在進行數位教學時所必須考量到的。 

（二）指導成人學習者漸漸熟悉資訊科技輔助器材的使用技巧 

因數位化科技發展的時間和個人處於不同時代的環境的影響，電腦和網路

的使用，對於較年長的成人而言，可能需要花更多時間的練習才會與年輕人有相

同的表現。有研究顯示，即使是現今大眾使用率最高的 Word軟體及其內部功能，

高齡者亦需要花較多的時間去使用與熟悉它常被使用的功能（Morris, 1994; 

Smith, 1998）。不過，Czaja & Sharit（1993），以及 Manheimer, Snodgrass, & 

Moskow-McKenzie（1995）認為若給予較年長的成人機會去學習如何使用電腦、

錄影機、光碟機等器材，且熟悉這方面的知識和訓練後，所表現出來學習效果也

是相當不錯。因此，只要給予他們在時間上做適當的練習，克服對資訊科技的恐

懼，則他們在學習上也會有好的表現。 

（三）簡要線上文章之內容、放大線上文章之字體 

以 19吋的電腦螢幕而言，其視窗平台內的字體，多為固定難以調整大小，

但教師在編輯網頁教材時，仍可在網頁軟體編輯器上調整字體大小、顏色和內容

的多寡。因成人認知功能的逐漸老化，故使其運作記憶（working memory）的儲

存量減少，閱讀理解速度變慢，使得他們在閱讀過程中，需要花較多的時間才能

理解文章內容，且閱讀時間增加，是有礙較年長者記憶之前所讀過的內容

（Dijkstra, 2001），而視力的衰退，也讓他們在閱讀較小的字體時感到吃力。因

此，簡要文章內容、字體力求清晰、放大，一直是編製他們數位學習教材時所必

須注意的。 

本文特此列舉兩個範例，並加以說明之。圖二與圖三的等級皆以初級華語為

主，內容主題為教導學習者如何打招呼。就圖二而言，其教材內容堪稱豐富，字

體大小、間距適中，但實際上，每個對話段落內容描述較長且顏色單調等元素，

可能讓初學外籍成人在閱讀理解上感到吃力，在學習可能上大打折扣。圖三部

分，其教材內容裡的每個對話段落皆以簡單句為主，句子不長，且將標題及內文

用不同顏色表示、頁面插圖、色彩豐富，具有視覺效果，或許這樣的呈現方式，

有助於成人學習者在閱讀上一目了然，亦能清楚地瞭解到文章內所要傳遞的重

點。唯字體和間距稍小，則是需要改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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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數位化華語文教材範例（一） 

 

 

圖三 線上文章範例（二）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台灣）僑務委員會（2003）。五百字說華語。取自

http://edu.ocac.gov.tw/interact/ebook/digitalpublish/MContent.asp?Lan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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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資訊革命給人們生活上帶來的影響已逾 40、50 年之久。在華語文教學上，

資訊科技的運用提供了在學習上許多助益，但不可否認的是，數位學習教材的應

用亦可能影響成人的學習成效。除了上述有關運用數位華語文教材對成人可能產

生的影響的之外，其他如學習電腦科技時，可能面臨的實際問題，如作業無法上

傳、資料無法下載、系統登錄有問題、無法進入線上討論、無法在規定的時間進

行線上討論、電腦及其配備取得不易等等的情況下，皆可能是較年長的成人在面

對數位學習時可能產生的學習障礙和困境。是故，在資訊發達的時代裡，強調數

位學習及數位教材發展的重要性，其多項特徵優於傳統學習的同時，如何有效地

運用數位化科技來建構成人學習者的學習環境，排除他們的生心理障礙，以提升

他們學習成效，皆是推展數位化成人華語文教材與從事成人華語文教學者，以及

相關單位應該努力的重點。 

參考文獻 

中 華 民 國 （ 台 灣 ） 僑 務 委 員 會 （ 2003 ）。 五 百 字 說 華 語 。 取 自

http://edu.ocac.gov.tw/interact/ebook/digitalpublish/MContent.asp?Lang=C 

胡夢鯨（1998）。諾爾斯成人教育學模型在國中補校教育上的適用性-以公民科為

例。成人教育學刊，2，27-70。 

教育小辭典（2005 年，1 月 7 日）。數位學習。教育部電子報，97。取自

http://epaper.edu.tw/097/dic.htm。 

陳如山（1995）。隔空教育。載於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編印），成人教育辭典

（頁 371-372）。台北：成人教育學會。 

黃富順（1993）。成人心理。台北：國立空大。 

黃富順（2002）。成人學習。台北：五南。 

Brookfield, S. D. (1991). Understanding and facilitating adult learning: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principles and effective practices (2nd ed.). S. F.: 

Jossey-Bass. 

Brundage, D. H., & MacKeracher, D. (1980). Adult learning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program planning. Toronto: Ontario Ministry of Education. 

Cross, K. P. (1981). Adults as learners. S. F.: Jossey-Bass. 

Czaja, S. J., & Sharit, J. (1993). Age-differences in the performace of computer-based 

work. Psychology and Aging, 8, 59-67. 

Dijkstra, K. (2001). Older readers: Slow readers or expert readers? In D. Schram & G. 

Steen (Eds.), The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In honor of elrud Ibsch 

(pp. 87-105). Amsterdam,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Guire, F. A., Boyd, R. K., & Tedrick, R. T. (1996). Leisure and aging. Champaign, T. 

L.: Sagamore. 



語教新視野第五期                                                            2016.09 

 

蔡喬育     55 

 

Hackbarth, S. (1996). Th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handbook: A comprehensive guide. 

N. J.: Englewood Cliffs. 

Hall, B. (1997). Web-based training cook book. N. Y.: John Wiley and Sons. 

Hartley et al. (1984). The older adult as a computer user. In P. K. Robinson, J. 

Livingston, & J. E. Birren (Eds.), Aging and technology advances (pp. 347-348). N. 

Y.: Plenum. 

Horton, S. (2000). Web teaching guide: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creating course Web 

sit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oule, O. H. (1992). The literature of adult education. S. F.: Jossey-Bass. 

Knowles, M. S. (1980). The modern practice of adult education: From pedagogy to 

andragogy. Englewood Cliffs: Cambridge Adult Education. 

Knowles, M. S. (1990). The adult learner: A neglected species (4th ed.). Houston: 

Gulf. 

Knowles, M. S., Holton III, E. F., Swanson, R. A. (2005). The adult learner: The 

definitive classic in adult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6th ed.). 

Boston: Amsterdam; Elsevier. 

Krauss, I. K., & Hoyer, W. J. (1984). High technology and the older person: Age, Sex, 

and experience as moderators of attitudes towards computers. In P. K. Robinson, J. 

Livingston, & J. E. Birren (Eds.), Aging and technology advances (pp. 349-350). N. 

Y.: Plenum. 

LERN (Learning Resources Network) (1998). Online education: Growing presence 

and growing pains. Lifelong Learning Today, 6(1), 6-7. 

Long, H. B. (1991). Understanding adults learning. In M. W. Galbruith (Eds.), Adult 

learning methods (pp. 23-37). Malabar, Florida: Krieger. 

Lovell, R. B. (1992). Adult learning (6th ed.). N.Y.: Routledge. 

Manheimer, R. J., Snodgrass, D. D., & Moskow-McKenzie, D. (1995). Older adult 

education: A guide to research, programs, and policie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McCumber, W., & Sloan, C. (2002). Educating systems engineers: Encouraging 

divergent thinki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ertin.com/papers/mccumber_sloan_2002.pdf 

Merriam, S. B. & Caffarella, R. S. (2007). Learning in adulthood: A comprehensive 

guide (3rd ed.). S. F.: Jossey-Bass. 

Merriam, S. B. (2001). The new update on adult learning theory. S. F.: Jossey-Bass. 

Meyer, B. J. F., & Talbot, A. (1998). Adult age differences in reading and 

remembering text and using this information to make decisions in everyday life. In 

M. C. Smith & T. Pourchot (Ed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in adulthood: 

Perspectives from educational psychology (pp. 179-199). Mahwah, N. J.: Lawrence 



語教新視野第五期                                                            2016.09 

 

蔡喬育     56 

 

Erlbaum Associates. 

Morris, M. J. (1994). Computer training needs of older adults.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0, 541-555. 

Purdie,N., & Boulton-Lewis, G. (2003). The learning needs of older adults.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9(2), 129-149. 

Rosenberg, M. J. (2001). E-learning: Strategies for delivery knowledge in the digital 

age. N. Y.: MaCraw-Hill. 

Schultz, N. R. J. (1984). 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 divergent and convergent 

thinking: Adult age differences.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10(1-2), 109-118. 

Smith, M. C. (1998). Th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of reading in adulthood. In M. C. 

Smith & T. Pourchot (Eds.), Adult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from 

educational psychology (pp. 201-218).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Smith, R. M. (1993). Learning how to learn: Applied theory for adult (6th ed.). U. K.: 

Open University Press. 

Takata, S. R. (1991). Who is empowering whom?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powerment. In Christine Sleeter (Ed.) Empowerment through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pp. 251-271).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Vrasidas, C & Glass, G. V. (2002). Distance education and distributed learning.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appl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476230). 

Whitbourne, S. K. (2001). Adult development and aging: Biopsychosoci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