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華文新聞輔助教學網站的介

紹和教學應用 

本章屬於研究步驟 ADDIE 的「建置」（I）部分：介紹教學網站如

何在教學測試時期逐一建置，有別於同屬第三階段的「發展」（D）部

分，本章著墨於教學網站的功能陳述，並且輔以實際使用的情況，故第

一節：陳述非同步的功能，第二節：陳述同步的功能，第三節：總結本

章內涵。 

 

第一節 教學網站的「非同步」功能 

本節針對教學網站的「首頁和次首頁」、「自學式電視新聞影片和影

音資料庫」、「線上聽力評量和即時批閱機制」、「作文討論區」、「線上預

約和家教輔導的規劃」、「網路錄音作業和電子錄音歷程檔案建立」、「電

子講義和技術協助影片」等七項，進行敘述其功能。 

教學網站為主要使用 ASP（Active Server Page）語言，和 HTML

語言（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搭配少許 JAVA 語言，進行建構

網站功能，並且搭配 Microsoft Access 資料庫，作為網站資料存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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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頁和次首頁的設計 

 教學網站的首頁上的主要功能為「登錄」和「記錄登入」功能，次

首頁上則是三個窗框的設計：左邊窗框為點選區，右下窗框為主要內容

呈現區，上窗框為網站資訊標示區（請參看圖 5-8）。以下陳述首頁和

次首頁的設計。 

 

（一）首頁設計和登錄記錄 

因為串流影音和Web-office雙伺服同架在一台主機上，唯恐主機負

載過重，所以進入教學網站，必須登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若

登入錯誤，則會顯示相關訊息。若成功登入，其登錄的時間44、帳號名

稱以及所屬IP位址，將寫入資料庫，並顯示在「上網記錄」網頁，供教

師和助教進行評估，如：學生在約定網路遠距同步上課時間前，該上網

使用次數，可供教師參考學生是否已經上網進行學習，並且調整同步上

課內容；同時，助教則會定期統整公佈上網記錄。（請參看圖 5-1～圖

5-5） 

                                              
44後來伺服器效能仍算穩定，所以開放一組參觀帳號（使用者名稱guest，密碼：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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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華文多媒體輔助網站登入機制 1 

 

 
圖 5- 2 華文多媒體輔助網站登入機制 2 

 

首頁說明本網站的最佳化觀看模式為解析度：1024╳768，且因本

站使用多媒體，故提供觀看所需的軟體 IE6.0、MediaPlayer9、Web Office

等免費下載軟體連結，並附有站長 Weicon 的聯絡電話和電子信箱，提

供使用者進一步諮詢、聯繫。 

 
圖 5- 3 輔助華文新聞教學網站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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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 上網記錄表 

 
圖 5- 5 上網記錄整理 

 

（二）次首頁的設計 

 次首頁設計為求精簡，依照功能分為三大窗框：上窗框、左窗框和右

下窗框，其功能分述如下。 

 

 
圖 5- 6 上窗框的網頁功能 

1. 

上窗框：顯示同時上線人數、上線日期時間、今日瀏覽人數、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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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人數、總瀏覽人數（若使用同一 IP 重新整理網頁後，瀏覽人數不

會增加，除非有另一個 IP 使用者登入），希望可以提供教師學生使用的

頻率。可搭配登入記錄，可助教師瞭解學生線上學習情況；而現在同

時上網人數計數器，可以提供學生實務社群同步參與的感覺。 

 
圖 5- 7 左窗框的網頁點選功能 
 

2.左窗框：字上而下，陳列各項功能的連結：首頁、記錄（學

生上網）、舊聞（舊的公佈消息）、同步 MMC（遠距同步教學

伺服器連結）輔導登記區。主要網站功能分述如下： 

 影音學習區：資料庫（可查詢的電視新聞資料庫）、

網路上課（存放網路遠距同步上課的講義、影片、錄

影）、教室上課（存放實體課程補充、延伸性質的多

媒體資料）、網站功能的技術學習影片等。 

 作業測驗區：聽力測驗，以及提供錄音作業等作業講

義下載，並顯示學生繳交作業的情況。 

 問卷討論區：提供網路問卷、問卷結果和作文討論。 

 網路傳輸區：下載檔案、上傳個人作業至電子檔案資料

夾。 

3. 

右下窗框：次首頁的右下窗框提供了「網站最新資訊」、「字典查詢資

 143



料庫的連結」等功能。在點選左窗框的圖示後，為呈現主要內

容之窗框。（請參看圖 5-8，以瞭解窗框的使用情況） 

 
 

 
 

上窗框：網站標示資訊區 

左

窗

框

：

主

要

點

選

欄

位 

右下窗框：主內容區 

圖 5- 8 次首頁設計 
 

（三）字典查閱資料庫的設計 

經由需求調查之後，新聞課程的學生對於教科書中的書面用語，有

學習困難。故針對這個需求，提供了「字典查詢功能」以及「拼音查

詢連結」，以下陳述查詢功能。 

次首頁提供台灣教育部的「國語字典」，該字典設計給台灣的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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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內容多屬書面語，應適合本課程使用，本查詢功能提供注音和注

音第二式，相似詞、相反詞和例句。然而很多例句引用古文，對外籍

學生尚難，學生可以檢選所需的內容，至於古文部分可以酌量使用。 

實體教科書中，詞彙為中英對照，唯恐非英語系國家的學生不識英

文，徒增學習困擾，所以提供中英網路字典，供外籍學生查詢。 

亦提供注音、漢語拼音、通用拼音和中文字的交互查尋的網站連

結，這協助辨識台灣目前多種的拼音情形，但是目前剛網站尚未加入

聲調查詢，所以尚待改進。 

除了拼音連結之外，主要的字典資料庫的部分，只要在查詢欄位

中，鍵入或貼上欲查詢的文字資料，便可以自動連至資料庫，並以新

頁方式，列出所查的資料。這樣的方式，可以讓學生直接在本站，直

接查詢，而不用在連結該資料庫網站。表 5-1 內容為次首頁援引的查詢

資料庫，圖 5-9～圖 5-13 為查詢頁面及查詢示範。 

 
表 5- 1 網站援引查詢資料庫來源 

 所屬單位 功能 
國語字典 台灣教育部 生詞、解釋、注音、相似詞、相反詞、例句 
中英字典 雅虎奇摩公司 可中英文互查 
注音拼音

轉換 
網際智慧有限

公司 
漢語拼音、注音、通用拼音單字、句子轉換

（聲調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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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9 查詢資料課欄位設計 

 
 

 
圖 5- 10 國語字典查詢示範 

 
 

 
圖 5- 11 奇摩中英字典查詢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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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2 單詞注音、拼音互查示範 

 
 

 
圖 5- 13 整句文句注音、拼音互查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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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學式電視新聞影片和影音資料庫 

本研究除了提供字典查詢，且在華文電視新聞影片部分，提供了報

紙書面語言、真實的情境脈絡；而影音資料庫則是提供學生查詢、操

作的活動。 

 

（一）自學式電視新聞影片 

原本自學式的電視影片，僅為串流電視新聞影片部分，且輔以紙本

或是網頁型態的討論題目：在網頁上點選影片之後，便可在瀏覽軟體

（Media Player 9.0）上自行挪動時間軸，調整、重複收看所需部分。但

是除此之外，學生認為語速過快45、內容過多，若為非課本主題影片，

更是無法瞭解，所以影片規劃加入，提示字眼、重要詞彙字幕、安排重

複觀看等，並且在觀看之後，自動彈出網路線上聽力評量和該新聞的文

字稿部分，文字稿內容，已經使用顏色做好「已學」和「尚未學過」的

分析46。 

表 5-2 為華文新聞自學影片範例，在第八次教學測和師生評鑑中使

用，所以發展相當成熟，故以此為例，該表以時序陳述時間、時長和影

                                              
45 經過本實驗的統計新聞語速通常為：每分鐘 250～320 個字，視新聞時間多寡而

定。 
46 若為新聞選讀課程相關的新聞影片，則以紅色代表未學過的生詞，藍色則代表本

課或是前課已學的詞彙，藉此複習，電子講義部分已有這樣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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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設計內涵。 

表 5- 2 自學式播放影片流程 

時間點 / 時間總數 影片內容 圖 5-14
0：00-0：07（0：07） 影片內容說明（主題、片長、字數、語速） 1 
0：08-0：12（0：05） 提示：第一次請請注意以下問題 2 
0：13-0：23（0：11） 問題一 3 
0：24-0：26（0：03） 提示：請看影片（字幕：重點詞彙） 4 
0：27-1：38（1：11） 新聞影片內容 5 
1：39-1：44（0：05） 第二次請請注意以下問題 6 
1：45-1：53（0：08） 問題二 7 
1：54-2：01（0：07） 提示：請再看影片（字幕：兩個問題） 8.9 
2：02-3：13（1：11） 新聞影片內容 9 

3：13 
影片結束，聽力測驗開始 
跳出新聞文字內容視窗和新聞聽力評量 10.11 

  

自學式華文電視新聞影片，經過剪輯安排之後，加入影片提示和重

點字幕（請參看圖 5-14 的 1～11），學生在題目和字幕的提示之下，改

善了語速過快、不易瞭解的窘況。影片結束之後，隨即跳出文字稿和聽

力評量的視窗，文字稿視窗因植入程式碼，在五分鐘內能自動關閉，以

解決過多視窗的干擾，並且督促學生進行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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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4 自學式電視新聞影片設計 1～11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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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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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視影音查詢資料庫 

本影音資料庫中的影音資料剪輯自 2003 年 8 月～2004 年 2 月的華

視新聞、東森新聞，以及教科書的相關影片教材，一共蒐集了 150 則相

關影片47，其中開放 77 則相關主題新聞影片，已轉為網路串流模式。

並且把影片依照依照課號建置，同時鍵入相關主播口白、影片來源資

料、所屬時間等。 

學生可使用關鍵字查詢，可以找出新聞稿中所含的關鍵字，搭配觀

看影片；或是鍵入所屬課號，或相關課本主題的電視新聞影片。 

學生可以瀏覽影片所附的文字稿或相關文字新聞網頁，進行建立背

景知識後，然後再進行瀏覽影片，以印證實體課程中所學的書面語，且

應用於真實的(Authentic)情境脈絡（Context）。使用查詢方式和介面，

請參看圖 5-15～圖 5-17。 

 

                                              
47 其相關意涵，指的是和新聞選讀教科書的主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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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5 鍵入關鍵字「手機」，搜尋相關串流華文電視新聞影片 

 
 
 

 
圖 5- 16 以新聞選讀課號 L09（第九課）查詢，得到 12 筆相關影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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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7 以手機作為關鍵字查詢所得 3 筆影音資料 

三、線上聽力評量和即時批閱回饋功能 

 本部分陳述線上聽力評量的功能設計，以及批閱的回饋功能。 

（一）線上聽力評量的形成 

為了增加線上學習的互動，教師或助教依照學習重點，提供網路考

題，其中包括課文內容重點、語法比較、句子正確判讀等選擇題，每次

題目依照「實體課程」或「虛擬課程」的自學影片教材內容多寡，提供

5 至 10 題的四選一聽力選擇題（僅有一課為 20 題）。自第 2 課後，因

學生瞭解評量機制後，為了訓練學生聽力，便去除選項文字，以題目錄

音檔替代。 

（二）回饋機制和功能 

聽力測驗提供評量回饋機制，如：「顯示答錯題目」、「顯示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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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的回饋文字或符號」，教學網站系統便提供「立即批閱」，學生

馬上知道自己的答案對錯，以及同儕和自己的成績，依照不同的分數等

級有不同的評語，包括驚喜的褒獎、不可思議的訝異，讓評分制度人性

化，也鼓勵、激勵學生多多評量，助教可隨時依照需求，重設評語內容。

評分和評語的關係，請參看表 5-3。因為本網站為輔助網站，本評量為

「診斷性評量」，且可以重複作答，以最高分為計入成績。 

使用評量的步驟如左：點選 符號或 ，進行播

放試題說明（含：題型、題數、計分）然後才開始聽力題目朗讀。學生

可以自行調整音量、聆聽次數，以增強聽力。完成後按下「交卷計分」，

便開始批閱，且寫入資料庫。請參看表 5-3，圖 5-18～5-22，以瞭解該

部分的功能。 

表 5- 3 評語回饋機制 

分數 評語和鼓勵 
30 分≦ 重新再讀教材一次吧! 
＜40 分 勇敢問問題，就是好學生!要問老師或助教唷! 
＜50 分 怎麼會這樣呢?找找看哪裡有問題? 
＜60 分 這....還是不夠好唷!改正就是好學生! 
＜70 分 是不錯了，不過可以再好一點唷 
＜80 分 這樣算是不錯了，你一定花了很多心血 
＜90 分 很好耶！你是很努力的學生 
100 分≦ 滿分!!恭喜!太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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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8 聽力測驗總表 

 
圖 5- 19 聽力測驗登入評量網頁 

 
圖 5- 20 隨評量頁同步彈出的新聞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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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圖 5- 21 聽力測驗（有無文字的題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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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2 聽力測驗的即時批閱、評分和觀看全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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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文討論區及線上批閱 

該區功能在於滿足實體課程的寫作需求。教學網站原本僅設計為一

般的問題討論區，但是發現學生在實體課堂上，寫作出現了很大的問

題，如：缺交、遲交或不知如何下筆等，所以提供的網路觀摩、批閱和

學生互評的機制。並且利用網路預約的功能、實體的助教輔導時間，進

行作文指導，網路助教預約功能詳述於後，以下敘述該區的形成和功能。 

 

（一）輔助實體課程 

在實體課程中，教師指定一課中的 1 至 10 個重要生詞，要求學生

以不限題材、字數多寡及不拘文風的模式，將生詞串成一篇有意義的作

文，若無法串成文章，可以分寫成幾個段落。 

由於學生對於寫作有很大的困擾，常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提供這

個輔助型的作文園地。學生將自己的文章貼在這個討論版上，若有打字

問題，則由助教代為整理、建檔。 

 

（二）網路寫作和批閱機制 

該版提供了文章共享的功能，學生藉由參與實務社群，貢獻所學和

不同國家的經驗，並且表達自己、推廣其母語文化。學生藉由累積的多

篇作文，可瞭解自身的作文能力進展以外，還在網站上瀏覽他人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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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接觸、存取其他專家、他人相關資訊。作文討論區上，除了有老師

的批閱眉批之外，還搭配學生自評、他評活動，促進互動學習、寫作經

驗交流。 

作文討論區依照不同建檔時間順序排列，或可以依照目錄頁碼、作

文題目、點選人氣指數，進行觀摩文章、教師助教評語。學生怕不好意

思要求文章以匿名方式呈現。每篇建檔的文章皆標明了文章建檔時間、

作文題目、課號及所要求的生詞， 

助教使用 HTML 語法，顯示「紅色╳」等批改符號，或是其他修

正建議（請參看表 5-4）。進行批閱時，盡量維持原文樣式，故在文章

中插入批改，也在文章下面進行眉批和鼓勵，希望學生能夠持續寫作，

表 5-4 為批閱符號的意涵。 

 
表 5- 4 線上批閱作文所用符號含意 

符號 符號意涵 
(→…) 代表建議更改為括號內的文字 

(╳→…) 代表錯誤，必須更改為括號內的文字 
(＋…) 代表建議增加括號內的文字 
(－…) 建議刪除括號內的文字 

 

除了教師、助教批閱之外，還有學生互評活動。為鼓勵學生觀摩他

人文章，要求學生觀看後要給予分數（1 至 10 分中，選一個評分），也

有學生給予評語。至學期結束前，本作文討論區已有 23 篇學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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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線上作文範例 

以下提供兩篇學生作品，範例作文已被助教和教師批閱，使用紅字

或符號，進行建議、糾錯。兩篇文章，表 5-5 和表 5-6 分別是第 7 課和

第 1 課的作文練習內容，文章裡頭有「規定使用的生詞」、「作文題目」

和「張貼時間」。圖 5-23 則為網路作文討論區第 7 課作業的原始樣子。 

 
表 5- 5 學生作文範例一 

L07 生詞：復甦、紛紛、次於、不致(於)、衝擊、無意、展望、例行性 
發起人：近年來的日本經濟……………………………………..發起時間：2004/2/11

自一九八年代(→八○年代)後期至一九九○年初期的日本經濟相當興盛。東

京證券交易所的日經指數及成交量天天創下歷史新高。大家「紛紛」購買股票、

房子、高級公寓、土地等等。但好景不長(→常)，好景氣就迅速衰退了。實際上

大家搶購的東西根本沒有那麼昂貴的價值，但當時我們都相信日本經濟一直上

升，沒想到又快速又急剧(╳→劇)變差。 
這個不正常的好景氣稱之為「泡沫經濟」。所謂「泡沫經濟」就像泡沫一般：

表面上很漂亮，但沒有裡面(╳→內在)，用針刺一下，就會不見了的空虛的經濟。

泡沫經濟崩潰之後，很多困難「衝擊」我們，很多人血本無歸。公司開始裁

員，而(→所以)失業率上漲了。當時的失業率僅「次於」慘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第二次世界大戰慘敗的時候)。股市和以前(╳→先前)相反，天天創下歷史新

低，銀行利率幾乎為零，巨大金融公司亦相繼倒閉，如此情況下，大家「無意」

買股票等(→和)投資，(＋所以)呈現通貨緊縮的現象。 
政府為了「復甦」日本經濟，除了例行性的支出外，並且採取擴大的投資、

減稅、降低利率等，但現在還「不致」完全「復甦」。 
不過經濟分析師指出：雖然恢復速度不快，但我國(→日本)經濟逐漸地「復

甦」。實際上，股價、匯率慢慢地上漲，失業率(＋些)微下降。「展望」未來，

我們的經濟一定會恢復繁榮(╳→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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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weicon：回覆時間：2004/2/11
修正：(╳→改正後的參考詞) 

 一九八○年代(→八○年代) 
 好景不長(╳→常) 
 急剧(╳→劇，剧是簡體字) 
 沒有裡面(╳→內在) 
 「次於」慘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慘敗的時候) 
 股市和以前(╳→先前)相反 
 經濟一定會恢復繁榮(╳→榮景) 

 

網友：weicon：回覆時間：2004/2/11
洪老師：很好,有內容 
weicon：9.5 這篇文章使用經濟詞彙,把日本八○年代的泡沫經濟說得很清楚,詞彙

用得適合.以上的╳是前面詞彙錯誤,→是建議的句子或詞.請參考. 

 
表 5- 6 學生作文範例二 

L01 生詞：穩定、把握、短暫、避免、攝氏、如下、侵襲、滯留、延伸、微弱、預測 
發起人：我的旅遊經驗…………………………………………..發起時間：2004/1/6

五年前，我決定到亞洲旅行，當時我沒有「穩定」的工作，也還沒開始學習。

赴外欣賞漂亮的風景，和了解不同文化是我從小的一個夢想。(+所以)一九九七年

九月，我開始我的旅行。我的親友都說我沒「把握」(╳→對自助旅行沒有成功的

把握)，「預測」我不到一個月就會回國了，但是他們都錯了，我不但一年以後才

回國，我原來的計畫的旅程，還「延伸」到紐西蘭和澳洲(＋這塊版圖上)。總共

我去過的國家「如下」：泰國、柬埔寨、越南、寮國、菲律賓、紐西蘭及澳洲。

 
無論我到哪裡去，我都非常小心，我沒隨便交朋友，沒做很危險的事情，而

且跟家人常常聯絡，比如：我在柬埔寨的時候，一聽到南部被叛軍侵襲（侵略）

的報導，我就趕快離開。可是有時候，我來不及「避免」危險，拿我在波荷島（菲

律賓）的一個經驗做例子，我到那兒時，天氣蠻好的，天天都在海邊曬太陽、高

高興興地玩兒。五天後，我打算回馬尼拉（菲律賓的首都），可是沒想到天氣會

有這麼大的改變，中央氣象局居然發出警報：颱風要「侵襲」波荷島，吩咐民眾

不能出門，所以我不得不「短暫」「滯留」幾天。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颱風，當

時我聽到這個消息非常害怕、很緊張，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最後颱風來了，

雖然有大雨，但是風力「微弱」，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一年之後我回去以色列。去旅行的那段日子對我來說很重要，該年除了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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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少的回憶，(→──)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讓我大開眼界。我認為

每個人都應該找機會實現自己的理想。 
網友：weicon：回覆時間：2004/1/6

9.3 分：寫作文的人實在太了不起了，很勇敢可以自己一個人旅行，我也很想

去看看全世界，沒錯每個人都應該去實現自己的理想。用詞很適合，內容也很好。：

網友：measalong：回覆時間：2004/1/9
9 

網友：B：回覆時間：2004/1/11
我也那年在亞洲旅行：可能我們在某些地方見過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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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3 線上作文批閱網頁 

五、線上預約和家教輔導的規劃 

 家教輔導內容包括「實體課堂的學習」問題輔導，以及「正音、作

文寫作」輔導，原規劃「虛擬網路同步」和「實體面授」48兩種模式，

為了促進助教和學生的時間搭配合宜，故又設計了「輔導家教線上預約」

的功能。這個功能促進了實體和虛擬網路之間的聯繫，雖不具有教學效

能，但是對於增進師生互動，和安排學習時間有很大的助益。 

 

（一）線上預約家教輔導的功能 

 進入預約網頁之後，點選左側日期，可以觀看預約日期是否已有特

                                              
48學生怕網路輔導設定繁雜，所以本研究的助教輔導，先測試實體輔導，待學生對

同步教學活動熟悉之後，再考慮進行虛擬網路同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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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事務，如：叮嚀進行錄音糾錯、線上作文繳交提醒、實體課程考試等，

此儼然為一個教學行事曆，以及是否已有其他同學預約了某一時段。如

此一來，學生可以視各種教學情況，自行安排輔導進度。 

如果沒有人預約某一時間，則鍵入帳號密碼後進行預約。預約內容

包括時間、時段和輔導內容，成功之後便可以送出，登錄至資料庫中。

學生亦可以自行刪除預約，請參看圖 5-24 至 5-27。 

該項功能除了提供學生彈性的預約的功能外，還能提醒實體、虛擬

課程的行程，為實體課程和虛擬課程之間的溝通橋樑之一。 

 
 
 

 
圖 5- 24 線上預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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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5 線上預約功能說明 

 
圖 5- 26 線上預約操作 

 

 
圖 5- 27 線上預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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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路錄音作業和電子錄音歷程檔案建立 

因為實體課程緊湊且為中高級課程，無法有效能地替每位外籍學生

正音、糾錯，所以另行規定學生課餘，針對指定實體課程的課文段落，

進行朗讀練習。使用網路 FTP（檔案傳送協定）下載錄音軟體（試用版），

使用軟體進行錄音，再使用 FTP 上傳個人錄音檔案。 

外籍學生學習華語，到學習報紙新聞階段，已經算是中高級的學生

了，故本階段正音，目標希望能夠發現學生「系統」上的錯誤（mistakes），

而非不小心的錯誤（errors）。如果不進行糾錯活動，將來語音上的錯誤

將會化石化（fossilization），而無法更正。本部分敘述網路正音功能和

機制，並非真正探討學生的語音錯誤情況。 

在教學網站設計中，作業繳交正音網頁，提供作業繳交名單，還有

音段落的檔案和正音錄音的下載，同時搭配 FTP 上傳下載的方式，來

達成該項網路學習活動。 

 

（一）網路正音機制 

教學測試所規劃的網路正音活動共有三次，網站提供 PDF 檔（可

攜帶式檔案）的朗讀段落（包括注音版、漢語拼音版），希望藉助拼音

符號、正音活動，找出規律性的發音錯誤。 

實體課程教師針在一課的課文中，挑選出最容易發生讀音錯誤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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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要求學生在課餘時間使用電腦錄音軟體，反覆練習朗讀之後，將自

己的朗讀錄製成電子檔案，上傳至自己電子歷程檔案資料夾中，學生可

以重複收聽自己的錄音，藉由聆聽、辨認，找出自己發音上的缺失。 

正音活動分為三個階段：一、辨音階段：要求學生對照朗讀講義和

錄音，並且藉由和助教討論的方式，辨識出自己規則性的錯誤。二、加

強階段：第一階段後，針對已辨識出特定的語音錯誤，擬定糾錯的方針，

僅選擇兩種規則性錯誤，讓學生回去再反覆正音、朗讀；有些學生回去

針對第一階段的段落，再繼續加強練習；或是要求學生在第二階段的課

文朗讀部分，針對所指定的發音部分努，以正確的方式發音。第三階段：

錄音後，則要求學生獨自挑出自己錄音中的錯誤。正音時程羅列在下列

表格中。本糾錯結果亦提供給實體課程教授作為課堂正音提醒之用，希

望可以藉由主題式辨識語音錯誤，而非亂槍打鳥，無法聚焦正音。 

 
表 5- 7 正音活動三階段 

 搭配課程錄音  
第一階段 1～3 課 辨音階段 
第二階段 4～7 課 加強階段 
第三階段 8～9 課 糾音階段 

 

 正音活動的第一階段讓學生對於正確的發音形成基模(schema)，訓

練學生對於發音錯誤產生認知，經由第二階段的加強練習和自我糾正，

學生對於自己的發音錯誤有更清楚的瞭解，直至第三階段，學生若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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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己又不小心犯的發音錯誤，或其他規則性錯誤，網路正音才算真正

收效。 

 

（二）建立網路電子錄音歷程檔案和微觀教學 

張霄亭（1994）表示：微觀教學（Micro-teaching）指的是使用攝影

機將教學活動，或教學過程攝製下來，事後立即放映供學習者現場觀

看、評估，或做立即改進。「微觀教學」常用於教師教學或實習教學，

將教師或學生的一切表現錄影下來。待教完後，立即放映給當事人，或

給同儕、同事觀看，然後進行教學評估，分析優缺點，並給予改進建議，

達到「立即回饋」。蘇伊文（1995）提出進行教學時，旁觀者不易全面

性觀察各種教學細節，而參與者又不可能將自己抽離於教學情境，以客

觀分析自己的教學行為。於是在攝錄過程之後，重新檢視錄影帶，就成

為最客觀的方式了。 

中高級的華文實體課程的課堂的糾音機會不多，而且糾錯通常在學

生朗讀時候同步進行，學生認為朗讀同時，根本無暇記下教師的糾錯、

指正，等事後回想，卻又覺得似是而非。使用錄音然後，進行「微觀教

學」，本功能旨在正音，所以無須攝影，單純只要搭配錄音軟體。此外

使用電腦錄音軟體，比錄音機更為便利，學生可以任意剪輯、快速瀏覽、

經由網路傳輸，而且音質清楚，且可以在網路上利於繳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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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錄音檔上傳至自己的網路歷程檔案夾子中，日積月累了許多

錄音檔案，學生反應：「到後來，可以聽出以前不知道的錯誤，很神奇！」

「經過（和以前的檔案）比較之後，可以清楚發現自己糾正哪些錯誤。」

「一邊聽著自己的錄音，一邊找出錯誤，比上課糾正有用，雖然聽自己

的聲音不很意思。」 

由於學生使用的中心電腦裝有還原卡，學生的所存的檔案會隨著重

新開機而消失，所以將自己錄好的朗讀檔案，使用 FTP 傳輸至伺服器

主機中的個人資料夾中保存，除了安全之外，檔案已有傳輸時間，對於

歷程檔案的蒐集有很大的幫助。 

藉助「電子歷程檔案」的觀念，合併「微觀教學」的概念，讓學生

可以勇敢面對自己的語音錯誤，在瞭解自我的情況下，學生克服了發音

上的錯誤，讓發音越來越正確，而正確的發音在溝通交際式的學習上，

更能清楚地表達和互動，請參看圖 5-28～5-30，以瞭解正音網頁和上傳

作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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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8 學生上傳錄音檔案記錄 

 
圖 5- 29 使用 FTP 上傳檔案，登入畫面 

 

 

 

圖 5- 30 個人的歷程檔案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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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網路多媒體電子講義和技術協助影片 

電子講義分為兩種：一為輔助實體課程的「網路多媒體電子講義」，

另一為網路同步上課所用的「電子講義」。「網路多媒體電子講義」又分

為「電子課本」和「電子輔助補充教材」。每一種都是使用 Acrobat 軟

體，製作成 PDF（可攜式檔案），使用 Acrobat Reader 可以在跨平台、

作業系統中閱讀。 

「技術影片」功能提供本教學網站功能的使用步驟，讓學生使用教

學網站的各項功能，在線上學習中能夠更快進入狀況。 

 

（一）網路多媒體電子講義 

 

1.電子課本和補充講義 

「電子課本」為實體課程教科書【新聞選讀一】的網路電子版：將

紙本課本中十五課內容，轉成可攜式 PDF 檔案，以解決了注音、漢語

拼音符號不易在線上顯示的困難。該教學功能提供了錄音連結，學生點

選 （紅色的錄音帶圖示）後，便可以聆聽該段的教材，此整合了實

體教科書的文字和聲音，同時也解決了學生不易借到課文生詞錄音帶的

窘況，電子課本也提供課內習題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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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1 電子課本（拼音、注音，收聽錄音功能） 

 

「電子補充補教材」針對實體課程所談論的話題、補充的書面講

義，製作成可攜式檔案，該部分功能提供延伸的「補充報紙新聞」，或

「網路資料」，包含了圖（圖片、照片）和詞彙比較和文法表格，旨在

協助學生補寫、補充在課堂上來不及抄寫重點。 

網路多媒體電子講義還提供了書籤連結，讓瀏覽更為便捷。以及結

合觀看 PDF 的軟體 Acrobat Reader 功能，學生可以自行跳頁、放大縮

小、標註等。電子講義甚至包括閱覽人「共同註記」功能，此功能提供

了另類線上討論的機制，該項留至他文進行研究。 

為顧及教科書的版權，以及避免學生懶惰不抄寫筆記，故封鎖「網

路多媒體電子講義」的列印功能，學生無法列印成紙本，僅能線上瀏覽

使用。但是並未禁用複製功能，所以學生可以複製生詞，貼至網路辭典

進行交互查尋，用以解決部分學生不會打字的情況，同時提升使用網路

字典的頻率。 

網路多媒體電子講義結合實體課程的和非同步網路學習，講義中的

課本重點、生詞比較、作業內容，各課複習內容，增加了線上華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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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誘因，以及可以在網路上形成一氣呵成的學習模式。如：聆聽錄音、

瀏覽電子課本，查詢文字以及延伸觀看的電視新聞影片。 

 
圖 5- 32 電子課本（書籤連結功能） 

 
圖 5- 33 電子補充講義（文法表格/圖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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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遠距同步教學電子講義 

該部分的電子講義是設計給同步教學使用，作為線上同步討論電視

新聞內容。學生可以在上課前瀏覽線上電視新聞，且下載列印同步討論

所用的電子講義，來協助自己瞭解電視新聞影片。該電子講義包括四個

部分：討論問題、新聞逐字稿、生詞註釋，以及文法表格等。在討論題

目之前，電子講義尚提供該電視新聞的基本資料，如：「字數」、「片長

時間」和「語速」。 

由於同步教學功能，主要實踐溝通交際式的討論活動，所以將討論

問題置於頁首，讓學生可以在觀看影片時，也思索討論問題，此同時也

提醒了學生，討論問題為影片的焦點；其次的新聞逐字稿，使用「顏色」

來區分課本中「已學」和本新聞「新學」的詞彙，旨在輔助實體課程，

同時也提供學生印證實體課堂所學的生詞或句型，如何在同一題材的新

聞中實踐。 

在生詞、註釋部分，提供注音、拼音、解釋和例句，旨在協助學生

瞭解新聞影片內容；文法表格，則是提供遠距同步活動時，可以複習實

體課程的語法或詞彙，同時連結至電視新聞影片的內容。 

該部分的電子講義，不同於「多媒體電子講義」，無版權問題，為

遠距教師編輯的教材，故提供了列印功能，讓學生可以在同步學習之前

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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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學習影片 

 由於同步和非同步的網路華文學習，包括了多項功能，為了讓學生

進行網路學習華文或使用電腦更為流暢，針對各項教學網站功能，錄製

串流影片，讓學生可以自學使用方法。如：網路同步軟體 JoinNet 的使

用步驟；錄音作業的流程；上傳至電子歷程檔案資料夾的方法；同步上

課前，檢查硬體設備的提醒；瀏覽使用作文批閱網頁的技巧等。該部分

旨在讓電腦能力不一的學生，可以按「影」索驥，順利教學網站的各項

功能。 

 

第二節 網路同步輔助華文教學功能 

 本節為介紹同步教學的軟體「JoinNet」(學生使用端)功能。由於本

軟體為商用軟體，無法自由更改程式和功能，故僅做教學活動的變更或

協調，故本節除了介紹功能之外，亦在教學活動中，展示活用同步功能

的情況。 

 同步教學前，學生必須事先觀看預定的華文電視新聞自學教材，並

且自行下載電子講義教材（可列印），先行準備線上討論問題，查詢網

路字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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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遠距同步溝通交際式華文討論 

同步教學藉由不同的視窗進行互動功能，如：師生影像視窗、文字

傳訊視窗、電子講義視窗，再加上新聞影片視窗（非 JoinNet 內建視窗）。

「控制台」由教師或助教掌控，可以控制輸出遠距教師的影像、決定學

生的發言順序，結束發言或允許發言等語言交際等的互動。 

以下探討溝通交際的多項同步互動，如：語音、文字討論、同步觀

看影片、電子講義、輔助溝通交際式互動的方法，並且以第八次教學測

試當作分析範例。以下為多視窗的同步教學介面。 

 

 

 

學生影像  華

文

電

視

新

聞

觀

看

視

窗

 
 教

師

影

像 

 文字

傳訊

視窗 

控

制

台 

 

電子講義視窗 

圖 5- 34 網路遠距線上軟體使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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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音互動、文字傳訊討論 

關於語言交際互動：學生必須按下發言鍵之後，才能讓其他人聽見

發言。JoinNet 軟體僅允許教師和三位同學同時發言（其他人不能說只

能聽和文字傳訊），此功能為考慮避免同時發言會有過多音源，無法清

楚聆聽。而第四位發言者，必須按下發言鍵，進行等候；其中三位學生

必須發言結束後，取消發言，把發言機會讓給第四個人。若發言機會分

配不當，則由教師或助教使用「控制台」功能，指定或結束特定學生發

言。該項功能模擬實體課室語言互動，同時無法有過多的人同時發言，

在良好的發言順序下，才不會造成聆聽上的困擾。 

師生無論在什麼時刻，都可以文字傳訊，文字傳訊功能可以單一傳

訊給特定對象，也可以傳訊給全部線上的人。該功能提供了師生除了語

音之外另一個溝通的管道。 

（二）同步觀看華文電視新聞影片 

 進行網路同步互動的時候，當教師「同步瀏覽」教學網站中的新聞

電視影片時，此時藉由 Web-office 伺服器（本機端）傳遞指令，學生端

的每部電腦都會開始播放影片軟體，而進行同步下載和觀看華文電視新

聞自學串流影片。學生瀏覽串流新聞影片，可連線後邊下載邊觀看影

片，並且依照需求調動重複影片播放。 

新聞影片多為 1 至 3 分鐘，教師視互動討論需求，決定播放影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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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如：因為指定尋找影片資料，而增加觀看次數。自學新聞影片中已

有重要生詞字幕、觀看提示，瀏覽的學生在提示之下，依序觀看或尋找

討論焦點。 

結束同步觀看影片，教師以「文字傳訊」或「投票統計」功能，詢

問學生觀看情況。但是必須考量網路傳輸狀況和學生端電腦性能差異，

所以學生端電腦開始播放影片時間不同，所以結束觀看的時間，應該自

開始同步播放，加上一分鐘以上的緩衝時間，並且指示先完成觀看的學

生，進行重複觀看部分影片，或是預習、構思電子講義上的討論問題。 

（三）電子講義和同步溝通交際式討論 

待完成同步觀看影片之後，依照電子講義內容，進行影片內容討論。 

電子講義提供了該影片的新聞文字稿部分，並且在電子講義頁首，

提供討論題目，教師也藉此凸顯該則電視新聞的學習焦點。 

新聞稿部分依照教學需求經過編排，如：以藍色字代表教科書已學

詞彙，以紅色字代表本次新學生詞，含注音、漢語拼音和簡單的註釋，

以及複習語法詞彙的整理表格等。電子講義內涵，旨在輔助實體課程的

教學內容，所以使用顏色和表格來複習教科書內容。而不足之處，教師

可以使用打字或手寫功能補充，請參看圖 5-35、5-36，以了解滑鼠、手

寫板手寫、標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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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5 電子講義和手寫示範 

 

 

 

圖 5- 36 網路同步討論作業（標記功能） 

 180



（四）其他溝通交際式互動的方法 

 溝通交際互動當中，尚可使用「投票統計」、「網路攝影機視訊實物

展示」等技巧，增進彼此之間的互動，也讓溝通交際更有效率。 

 

 

圖 5- 37 網路同步投票和統計功能 

當遠端教師以口語或文字傳訊公佈問題，如：「你覺得發簡訊和寫

卡片，哪一個比較能夠表達心意，簡訊請按一，卡片請按二，等一下告

訴大家為什麼？」學生必須在二十秒內，按下選項，而學生的選擇會顯

示在控制版上，教師也可以將統計結果，直接上傳至討論版上，形成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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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的電子講義。讓學生根據數據，並且陳述自己的選擇理由，投票功

能請參看圖 5-37。 

 
 

 

以網路攝影機展現實物影像，如：為了表達「手機簡訊」和「拇指」

等意涵，視訊的顯示能夠給予更直接的表達，然後再結合口語，讓溝通

更為迅速。但是必須要注意的是：同步活動的主要媒介為口語和電子講

義的互動，所以視訊傳輸在互動中，所分配的頻寬不多，所以不能展現

連續快速動作，但是用來展示靜態物品，或是連續的靜態動作是綽綽有

餘的。（請參看圖 5-38） 

 
圖 5- 38 網路攝影機靜態圖片顯示輔助教學 

（五）遠距同步溝通交際式華文教學範例 

以遠距同步華文新聞討論的第八次教學測試，作為溝通交際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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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因為前七次的教學測試，受試學生對於電腦硬體操作、教學模式

不甚熟悉，至第八次後，對於操作和模式已經趨於成熟，所以本研究採

第八次的教學過程，完整細述其教學過程。 

第八次測試時間在為 2004 年 02 月 13 日星期五，早上 10 點 10 分

開始，計有學生 6 人、助教 1 人、遠距教師 1 人參加。遠距同步時間約

為 1 小時。過程包括正式上課前 10 分鐘的連線測試，1 小時的遠距同

步溝通交際式討論。以下表 5-8 是該次參加的學生49，但是學生C遲到，

所以互動較少。 

第八次教學測試經由同步軟體的錄影功能，進行下列事後分析，就

文字的傳訊溝通，教師使用了 44 次，其作用在於提供「問題文字的提

示」、總結「學生說話內容」、「糾正學生錯誤」或提供「文字的使用解

答」等。 

根據表 5-8，該次溝通交際式討論中，E 和 I 為本次最踴躍參與討

論的學生，「文字傳訊」和「口語交際」的次數都比其他四位同學來得

高。也可以看出來，除了該溝通交際式活動，多了文字傳訊互動，可讓

學生先行表達、整理所要說的內容，或是在同一時間，獲得除了口語之

外的立即表達機會。 

 

                                              
49 請參看附錄六：第八次教學測試的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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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8 第八次教學測試：文字傳訊、口語交際的次數統計 

學生 
文字傳訊部分 
（次數） 

口語交際 
（次數） 

B 5 8 
C* 0 3 
D 0 7 
E 21 17 
I 18 21 
J 3 6 

遠距教師 44  

 

 根據第八次的教學測試50，也可以看出來教師在網路同步交際式活

動中，所以扮演的角色：為不斷「拋出問題」、引導「學生回答」，引導

「學生使用該單元的生詞或語法」，協助「學生表達更深入的內容」，「提

醒或提示」學生表達的方法，「總結學生意見」，「反駁」學生並製造學

生再次表達的機會。教師的角色在於協助學生溝通和以目的語表達，乃

一語言溝通「潤滑」活動的角色。 

由於該次討論活動學生預習不佳，所以對於影片內容的討論，不甚

熱烈，只有在討論中後部分，進行相關開放式的討論，學生的討論互動

才較為熱絡。 

 詳細溝通互動過程，包括文字傳訊、口語互動內容，同步教學流程

和教學時間安排，請參看目錄六。 

 
                                              
50 詳細情況，請參考附錄六：第八次教學測試__研究同步教學過程。學生代號和背

景，請看第四章第二節受試學生的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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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文討論活動 

除了教學網站中的線上作文批閱功能之外，也在同步教學中針對學

生的作文需求，進行同步的討論。此教學討論對於作文的撰寫，提供了

更直接的互動和協助。 

同步作文討論除了同於電視新聞影片的口語、文字傳訊討論方式，

學生更需要使用「手寫板」和「滑鼠」功能，進行電子講義上的文字刪

除和改寫，或打字替換等。 

作文討論活動旨在協助學生，練習將過於口語的文句措辭部分，改

為更為通順的書面用語。通常摘取新聞逐字稿中，因為口誤、緊張而導

致文意不順的句子，進行修改，同時讓學生瞭解教師批閱的過程和要

求。學生也因為口手並用，同步合作批閱一篇作文，而分享實務社群中

的專家知識和經驗。此活動和非同步線上作文批閱活動，同屬輔助實體

課程的書面作文活動。教學情況如圖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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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9 同步作文討論 

 

三、線上即時評量和回饋以及其他網路同步活動 

網路遠距同步華文交際式活動和作文討論之後，教師在遠端線上要

求學生進行即時的聽力測驗，便結束一次的同步遠距教學，此時師生

都可以離開Web-office系統，並且可以關閉學生端的JoinNet軟體，由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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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助或自行進行即時評量51。 

（一）線上即時評量和回饋 

評量結束之後，可以得到分數和即時回饋，並且將成績送至伺服

器中的資料庫儲存。遠端教師則在自己的電腦，透過網路觀看學生成

績，作為修正教學的依據，或瞭解同步輔助教學的情況。也可以藉由

電子信件，詢問學生的學習情況，進行非同步的互動。 

（二）同步瀏覽網站 

為了藉由網路延伸學生的華文自學能力，在同步課程當中，使用

同步瀏覽網站的功能，以介紹其他不錯的華文學習網站。使用「同步

瀏覽網站」功能時，當教師跳往特定網頁時，學生也會同步看到該網

頁，若需要詳細講解網頁功能，則將該網頁轉製成圖片，上傳至電子

講義，以手寫板或滑鼠進行標示、介紹，該活動中亦開放時間，讓學

生自行瀏覽使用所介紹的網站。 

本教學試驗除了藉此功能，共同瀏覽本教學網站，介紹教學網站

的新功能，並且介紹其他相關的華文學習網站。但是該部分並非本試

驗性研究教學的焦點，該項功能協助學生使用網路擴展學習領域。同

步瀏覽網站功能如圖 5-40。 

                                              
51線上聽力測驗的內涵和規劃，請參照本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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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0 同步瀏覽網站 

第三節 結論 

本章介紹教學網站的主要功能，並且佐以使用情況，闡釋教學功能

運作。教學網站的非同步功能主要用來輔佐實體課程，提供了實體和虛

擬同步的橋樑，如：教學網站提供了多媒體的學習教材，如華文電視新

聞影片，電子講義等，還透過檔案查詢、字典查詢的機制，輔助學生使

用自學教材。而自學影片中的字幕、問題提示引導和聽力評量的搭配，

也讓學生在協助之下，能夠更容易進入自學狀況。而線上作文批閱功

能，讓學生互相觀摩寫作，減少寫作的困難。正音檔案的蒐集，更讓學

生在歷程檔案中，循序漸進地改變錯誤的發音。技術影片和助教輔導，

讓整個教學功能的使用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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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的教學功能，提供了影音、文字的互動或電視新聞的同步觀

看、同步討論中，教師主控發言權，或由學生主導，實踐了線上溝通交

際式討論。線上同步教學，同時也是落實教學網站內容的使用，在同步

互動當中，藉由不同形式的互動機會，落實學生使用教學網站內容，也

落實輔助實體課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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