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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影响留学生汉语教学质量的若干因素,其中包括留学生长期网
络学习产生倦怠感,持续学习的动力不足,各国网络技术发展不均衡以及新的教学模式尚未成型等,并从
教师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提升对策：教师要提升专业技能、信息化水平和职业技能,要拓展国际视
野,跟进时代进行教学改革等,以期促进汉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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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quality of Chinese teaching for overseas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including the burnout of overseas students in
long-term online learning, the lack of motivation for continuous learning,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the new teaching model that has not yet taken sh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romotion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teachers should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informatization level and vocational skills, expand their
international vision, follow the times and carry out teaching reform, etc.,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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