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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英文线上直播课程，在研发设计阶段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课堂信息量的控制。过少的信息量无法
满足学生的需求，过多的信息量则导致学生无法消化，甚至影响学习动机。本研究针对一门全英文直播
小学人文课程的研发设计，从认知负荷理论的视角展开三轮行动研究，根据教学中出现的有关信息量的
问题来反思并制定课程修改的有关方案，在下一阶段实施、观察并进一步反思和总结。数据主要通过课
堂观察、反思日志、访谈等收集。经过三轮研究和调整，基本确定了本课程一次课中学生能够掌握的合
理信息量。研究结果表明，从语言难度、视觉元素、课程结构和教师讲解四个维度来考虑学生的认知负
荷，控制课堂信息量，有助于实现较为理想的教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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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issue in designing an English-medium live online course is how to control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in the class. The young learners’ demands cannot be met with too little
knowledge, while their motivation may be impacted by too much information.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sign of an English-medium Social Studies online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oad theory. The researcher has performed the action research in three cycles within an
online classroom to observe, reflect on, and try to solve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The data are mainly collected through classroom observation, reflection journals, and
interviews. This study helps determine the optimal amount of information for one lesson of this
online live cour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nguage level, visual elements, the structure of a lesson,
and teachers’ instruction are the critical dimensions in considering the learner’s cognitive load to
determine the ideal amount of information to be delivered in a live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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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的小学生大多出生于 2010 年以后，基本属于 Prensky [1]所定义的完全意义上的“数字原住
民”(digital natives)。他们从出生之后就和互联网相伴，能够熟练地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对社交
媒体等软件应用也很快上手。这些年轻的学习者，对于计算机辅助教学(CALL)不会感到陌生，计算机和
网络可以为他们提供丰富的语言环境[2]。当前许多外语相关的教学实践是在“能力–建构范式”下展开
的，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培养[3]。线上直播小班
学习在这一范式下快速发展，得到外语学习者的广泛接受。特别是在疫情之后，线上形式的外语直播教
学已经逐渐成为常态。
随着线上课程的铺开，学术界对线上授课中存在诸多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探讨。例如，早期受到授课
平台和设备的功能限制，网络直播课堂缺少师生互动，缺少预习和复习环节，教师自身对于线上授课的
操作不熟悉，平台管理也缺乏系统性[4]。网络环境下学生学习动机不足、主动性不够也是问题之一[5]。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者们提出的应对策略包括对教师和学生提前进行培训、调整课程内容、改进视频呈
现方式、教师角色的构建、线上交互活动模式的应用等。关于课上互动模式的调整，以学习者为中心，
可以针对不同的学习风格的学生调用平台内外各种交互工具、通过各种交互类型来激发学生动机，提高
学生参与度[6]。除生生交互、师生交互、学生与资源之间的交互外，学生与学习界面之间的交互也应纳
入考虑范围[7]。然而，课程设计作为直播课程内容、呈现与交互的基础，此前未被充分讨论。本研究关
注的是国内某培训机构针对中小学生设计的全英语线上人文课。该课程以线上直播的形式进行，既有线
上平台实时互动、可控的页面交互，也有线下相关学习活动。同时该课程定期进行设计调整，以实现理
想数量的知识传递和系统的能力培养，需要并适于开展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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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研究
课程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师向学生传递的新知识、新信息。人脑在一定的时间内处理信息的
量是一定的[8]，而学生在课程上需要同时面对必要信息加工、非必要信息加工和保存信息表征的加工[9]。
其中非必要信息还应包括出现在学习过程中的有趣但与学习目标无关的“诱导性细节”[10]。课中各种信
息来源都会挤占一定的认知资源，过多的挤占则会带来学生的认知上的超负荷，影响学习效果。同时，
根据 Paivio [11]的双重编码理论，在网络直播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听觉信息通道”和“视觉信息通
道”来加工外界输入的信息，因此不同通道之间信息的合理分配、总体信息的片段划分与排序、诱导性
细节信息的删减，以及考虑学生的工作记忆负荷等[9]有助于减少学生的认知负荷。
由认知负荷可以分为：学习内容的难度过高而导致的“内部认知负荷”，由课程形式和授课方式的
干扰等带来的外部认知负荷，以及相关认知负荷[12] [13]。其中，内部认知负荷过低，教学则起不到应有
的作用[14]。对于授课内容的控制牵涉到多种课程设计开发要素。李爽等[15]在归纳在线课程质量要素的
过程中将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向学生提供的为达到课程目标需要学习的课程内容与资源)、学习过程、
学习支持服务、学习评价、媒体与技术环境等包含在课程设计开发要素中，将实施效果、改进发展与社
会影响列入课程实施运行要素类型下。前述概括性要素有可能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但在尚无明确的、
可参照的课堂容量标准的情况下，研究者需要找出确实影响具体课程中学习者认知负荷的相关因素。

3. 研究的设计与实施
3.1. 问题的发现
本研究中教师为全职外籍教师，研发人员作为主要研究者。该人文课程每学期 16 次课，每周 1 次课，
每次课 40 分钟。学生在家中使用终端设备在平台上进行预习、上课、复习及测试等学习活动。课程主体
部分以线上课件的图文形式展示。为保证教学的标准化和系统化，研发人员会为课件提供逐页的教学建
议(teaching guide)。其内容包括本页教学时间、教学目标和讲解步骤。教师用语以教学目标、页面上出现
的文本和视觉元素为基础，但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按照相应年级和年龄段学生水平调整语言表述难度。
教师提问和引导方式在试验阶段由研发人员与外教讨论确定。教师可对讲解过程和方式有所发挥。
该课程正式上线开课前，研究人员已经在 B 市进行了 2 次小规模试课观察。教学、教研与技术团队
参与者与本研究中相一致。授课过程中发现的有关课程设计的问题主要包括：1) 内容较多，教师无法在
规定时间内全部完成；2) 知识点较多，学生全部掌握存在一定困难；3) 教学建议过于简单，教师根据课
件备注中的教学建议和课件正文中的文字与视觉元素，不能完全理解设计者意图。基于先导课授课情况、
教师和学生反馈，针对课件的设计与备注内容，研究问题确定为：
如何控制单节课内的信息量才能保证学生能最大限度有效掌握知识点？

3.2. 解决问题的思路
本研究在线上授课过程中开展，教师和研发人员在直播教室内，教师在线授课，研发人员通过链接
进行在线监课，并随时对授课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进行记录。记录内容在课后可以作为反思的主要参
考内容。授课对象为福建省某市小学生组成的在线班级，共 8 人，年龄为 7 至 8 岁，分别就读于公立学
校一至三年级，在报名时通过语言测试后入班。其他参与人员也包括学生家长。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观察
的方面包括：教师知识点的讲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接受与掌握情况，课上师生互动情况等。在研究过程
中调整课件页面与备注内容的多维度信息，以适应学生认知负荷为主要目标。研究者决定将研究的授课
过程跨度限定为四个月，共 16 次课，3 个周期。除第一节课开班课仅有课后测之外，每节课都有课前测
DOI: 10.12677/oetpr.2021.31003

17

国外英语考试教学与研究

李佐腾

和课后测两个部分。测试内容针对本节课的主要知识点，为少量的客观题(单选题和判断正误)。课后，课
程研发人员和授课教师分别进行回顾和反思并面对面展开讨论。讨论内容会形成表格，作为调整和设计
下次课的课件内容、教学建议以及教师备课的参考。

4. 研究过程
每周授课的内容互相关联，结构基本固定。根据前期试课情况对于课件内容进行缩减、对教师授课
备注进行相应调整之后，开始第一轮授课并进行观察。

4.1. 第一轮授课行动研究
4.1.1. 行动方案和过程
基于在前期试课过程中发现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如下调整方案：第一，根据教师说课计时情况估
算，将课件页数进行删减，从原来每课超过 40 页缩减至 33 页左右；第二，同比例减少每课的知识点，
一级知识点从 4 至 5 个减少到 3 个、二级知识点控制在 6 个以内；第三，对教学建议进行细化，其内容
包含单页内讲解要点、难点提示、讲解时间。方案确定后，由研发人员对课件进行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化，
并发回给外教用于备课和磨课。教师在线授课过程中，研发人员通过监课链接同步监课。课程内容主要
涉及埃及地理和古埃及历史。
4.1.2. 行动结果与反思
在 5 次授课过程中发现，教师基本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授课任务，赶时间的现象消失；在单个页
面停留的时间也逐渐稳定下来，与教学建议中的讲解时间保持一致。因此，从整体上来看，课堂节奏趋
于合理。但同时也发现了如下问题：1) 对于分类和顺序性的问题(例如古埃及神明、金字塔的类型和出现
顺序等)，学生表现出明显的记忆困难；2) 对于教师提出的部分问题，学生不知道如何回答；3) 教师在
课前的复习性小测验上花费过多时间，导致课程主体部分知识点讲解时间受到挤占。
第一个问题中涉及的分类和排序对象比较直观，分类和排序的过程不需要过于复杂的推断、分析等
活动，学生表现却不够理想。经过沟通，学生反应主要是对于知识点印象不深刻。尽管要求学生在课前
观看讲解生词的导学课视频，但在课上，学生在处理每一个人物或建筑物形象的同时，还要记住对应的
名称，名称本身又以英语呈现。从 Sweller [12]的角度来看，此类集中学习时学生认知负荷较重。并且线
上课也是通过 PowerPoint 逐页展示，一个系列的认知对象分属于不同页面且前后出现、分别讲解时，学
生无法将这些内容整合归类。第二个问题的根源比较明显，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自觉地使用了较为复
杂的问句结构，没有进行语言降级，而且在学生未完全理解的情况下，没有利用 ICQ 或 TPR 等手段进行
确认或解释。除了处理学科知识，学生又要面对较难的语言输入，认知负荷超载。第三个问题经过与教
师沟通，发现原因在于课程主体部分的单页时间有明确规定，课前复习性小测验的时间没有明确规定，
并且教师认为这部分测试一定要让学生在教师重新详细讲解的基础上最终给出正确答案。而事实上，这
部分的小测试不再是考试评价性质，而是以测试的形式带动学生一起回顾前次课的要点和难点。

4.2. 第二轮授课行动研究
4.2.1. 行动方案和过程
基于第一轮研究发现的问题，提出如下的课程设计调整方案：第一，在引入新知识点时，将涉及形
象、名称、特性的知识点分散开，在教学建议中每个知识点上提供更多探索式和描述式问题，减轻学生
在单位时间内的认知负荷，而且在 8~10 分钟左右安排与知识点有关的绘画、设计等动手任务来帮助学生
在不同模态下熟悉知识点；第二，从 Paivio [11]的理论出发，在有关多个认知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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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别讲解后将各对象整合起来，以更为形象的方式展示其间的关系；第三，对于教师所提问题给出语
言降级后的参考版本；第四，强调课前复习的目的和时间限定。修改后，将课件发送给教师进行讨论，
取得一致后，以最终修改版本来进行第二轮的线上授课活动。
4.2.2. 行动结果与反思
在本轮的 5 次授课中，学生对形象、名称、特性等知识点的记忆情况有所提升，并且能够回忆较早
的学习内容，与当前学习内容进行比较。例如，学生能够用英语简单描述玛雅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的一些
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对于历史时代的间隔有了初步认识。课中的动手任务一方面给学生大脑休息的机会，
另一方面通过趣味性的练习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效果较好。在语言降级的标准更为明确之后，学生对
教师提问多数能够积极作答。另外，在限制课前复习时间后，学生的紧张度在合理范围内有所提升，课
后复习和回忆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在第二轮授课中出现的新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教师对于部分新的地理概念的练习太多，导
致学生偶尔表现出无聊；第二，教师在自身比较熟悉的知识点上，提供较多有趣但与课程目标关联不大
的信息(例如讲解玛雅金字塔时，教师提及自身到玛雅古城考察的经历，并详细讲述了前往伯利兹的途中
发生的一些趣事以及伯利兹的地理位置等)；第三，较为复杂的地图导致学生过多关注细节，忽略了关键
的方位知识。
部分概念讲解过程中学生表现出无聊，主要是是知识点本身难度不高，同时反复的口头练习难度也
低于学生水平，学生感觉没有挑战性。加上认知负荷过低，线上课的儿童则会很快走神，导致学生的学
习能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大部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遇到自己熟悉又感兴趣的话题，都有可能会展开
讲解，但所讲的内容与课程知识点关联度低的一般认为是诱导性细节[10]。小学生对于诱导性细节和课内
知识点识别能力弱，教师的过度展开一方面增加了学生的认知负荷，削弱了其对于原有知识点的理解和
记忆情况，另一方面也挤占了其他的有效讲解和练习时间。课件设计过程中所需要的地图，大多是从网
络上获取的，由于地图绘制具有较高的专业性要求，因此一般经过美工人员添加符合课程风格的外围设
计元素后便投入使用。授课过程中学生的反应表明，未经过简化的地图上含有大量的细节信息，低年级
学生很容易被海量的新信息所淹没，导致好奇心偏离课内知识要点。

4.3. 第三轮授课行动研究
4.3.1. 行动方案和过程
针对第二轮研究当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如下课程设计修改方案：第一，比较直观的新概念在设计
时要与要求较高分析能力的概念区分开，在课件设计上对于前者限制其篇幅、页面图文元素，教学建议
方面标清所需时间，限制互动问题的数量；第二，就诱导性细节的干扰问题，与当前的授课教师进行沟
通，说明细节拓展的程度(与课件知识点直接相关)，同时与教师培训部门沟通，将此类要求列入今后的教
师培训计划中；第三，关于地图等视觉元素的选用，对于低年级学生采取一定的简化，在尽量保留真实
性的前提下，通过美工手段剔除无关细节，保留和突出知识点相关和教师有必要拓展的细节。授课教师
参与方案的制定，在剩余课程资料修改完成后发给教师，对以上各方面再次确认。最终版本用于最后 5
次线上授课。
4.3.2. 行动结果与反思
通过随堂观察，发现难易程度不同的新概念在时间、篇幅和讲法上做了调整之后，学生能够在每个
8~10 分钟的区间内保持较高的兴奋度，并能与教师积极互动、回答问题，说明认知负荷基本保持在中间
水平。教师在讲解中的少量随机拓展主要集中在较易理解的知识点上，以刺激学生的学习动机，合理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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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学生的知识面。在地图和其他视觉元素调整之后，学生更容易在图上找出与知识点相关的细节，不容
易被其他细节干扰或影响课堂进程。在最后的 5 次课中，整体课堂进度、进行的节奏、学生的掌握情况
都比前期试课的情况有明显的提升，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和阶段测试情况也都表明，学生对知识和语言的
掌握情况比较理想。

5. 研究发现
针对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研发人员和教师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调整，以实现课程预期目标，达到
线上人文课程授课的知识目标。总结前述观察与讨论，与控制一次线上直播人文课程的信息量相关的因
素可以分为如下四个维度：
1) 语言难度。该人文课程以英语为学习媒介，因此学生要面对学科知识和外语的双重信息。如果非
母语者在单位时间内要面对与母语者同等的学科知识的量，那么非母语者同时还要处理额外的语言信息。
尽管有课前生词导学视频，但小学生自学能力有限，若课上语言信息中出现的语言知识仍不熟练，其大
脑的认知负荷会相当沉重，降低学习效果。这里所谈到的语言，既包括线上课课件页面上的文字信息，
也包括教师讲解、提问以及其他与学生互动时所用的口头语言表达。因此，为了让学生能够在同样的时
间内，尽可能接触和理解与母语学生相似的学科知识量，课程设计者应该以知识点为主线，在不大幅度
减少学科知识点的前提下，尽量降低语言难度，减少除核心概念之外的生词数量。在出现生词时，教师
应按照教学建议，通过直接或间接(运用页面视觉元素等)方式给出解释，帮助学生理解。在引导发现、讨
论、总结、分析和直接讲解的同时，教师也应进行示范并让学生模仿、重复等，力求确保学生在人文知
识层面和语言层面都能准确掌握。教师的全部课堂用语应该参照教学建议中的蓝本，主动进行难度调整。
2) 视觉元素。在人文课程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形象、地理标志物、地图等，都包含了相当大的信息量。
但其中主要课程知识点、辅助理解课程知识点的元素、与课程知识点较远的元素各占一部分。其中前两
种属于必要元素，而且与教师通过口头表达所传达的信息相配合，将相关信息分散到两个信息渠道，降
低学生的认知负荷，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第三种元素属于非必要元素，不具有分辨能力
的小学生容易被无关信息淹没，即使教师对于此类元素不提及、不讲解，学生的注意力也很可能被吸引，
甚至主动就此对教师提问。这在课程知识点学习过程中，也会大量占据学生的工作记忆，并引起认知负
荷的提升甚至超载。因此，在课件设计过程中，应明确区分三类视觉元素，突出前两类，删减第三类。
同时，在教学建议中明确前两类元素的讲解重点，说明页面内各个元素的作用，以确保教师讲解与元素
相匹配，利于学生的信息处理。
3) 课程结构。研究中出现的与一节在线人文课结构相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知识讲解与学生任
务的穿插关系、知识点相关概念讲解的详略程度。前者的结构较为固定，后者的结构允许存在一定的弹
性。学生除了在单位时间内面临认知负荷的问题之外，还在整体时间要面对总体信息信息量带来的压力。
因此，原本在每节课开始后 20 分钟左右引入的小测试，被每 8~10 分钟出现一次的趣味任务取代，给学
生缓冲、沉淀的时间，降低学生认知负荷，同时以另一种模态展现知识和提供知识运用的机会，保持挑
战性，维持学生兴奋状态。一节课内，各个知识点的难度有差异是正常现象。对于不同难度的各个级别
的知识点，其相应的辅助元素和教学建议亦应有所区分。同等的复杂程度和页面数量，会导致教师以同
等节奏进行讲解，在简单知识点上过多的停留会降低学生的积极性。弹性结构则可以使学生在每个时间
段中都保持较好的兴奋状态。
4) 教师讲解。线上、线下的任何课程中，都有可能出现诱导性细节。其对学生的学习效果造成负面
影响，而且从营利性培训机构的角度来看，由于诱导性细节过多而导致计划知识点被压缩，学生学习效
果不明显，会严重影响消费者满意度，造成商业上的负面效应。从该课程的特点出发，控制诱导性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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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教师培训阶段入手，但更重要、更直接的方法是在教学建议部分为教师提供经过语言降级的、充
足的互动和讲解的话语参照，以及明确的时间限制。这样，才能将教师所讲、师生互动的内容高效而多
样地集中在知识点上，保证学生的认知负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动
机，也可以尝试在每次课程开始之前的 5 分钟左右，安排教师和正在进行课前准备、设备调试的学生做
短暂的闲聊。教师根据本课的主题，就自己认为值得分享的趣闻、经历等与学生分享。学生可以在此过
程中提前熟悉课程主题相关信息，通过与教师交流实现信息的个人化与本地化，教师的表达意愿得到满
足的同时，宽松氛围中的分享也不会导致过高的认知负荷。

6. 结语
本研究作为行动研究，紧扣教学中发现的问题，集中关注了线上英语人文课程中信息量的核心，通
过三轮授课、观察、反思、实施，透过“认知负荷”的理论视角，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达到比较理想
的教学效果，总结出语言难度、视觉元素、课程结构和教师讲解四个与认知负荷相关的关键维度，在相
似课程的设计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前述的问题的讨论主要从人文科目的特点出发，尚未与科
学等其他线上英语学科课程进行系统比较，可推广性仍有一定局限，有待未来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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