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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嘗試結合華語遠距教學 (使用 AdobeConnect 視訊會議系統)及線

上華語影片輔助學習平台(ChineseVid)，編制一套能同時達到量產及個人化

目的之模組化教學設計，並以 ChineseVid 平台所提供之華語流行歌曲作為

學習內容。筆者安排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 7 名研究生教

師與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華文班的10名華語學習者進行了15小時的教學實

驗。學生端先於課前藉由平台之協助觀賞影片，再透過遠距平台與華語線上

教師互動以增加開口練習的機會；教師端則使用可大量複製的教學模板，針

對每位學生的需求加以改寫以達個人化的教學目的，並根據教學成果對師資

培育提出反饋。 

筆者透過行動研究法(Action Research)詳細記錄教學之設計與執行，藉

由教學錄影觀察、師生問卷調查、教師訪談等方式對研究的每個環節進行反

思。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而言，本模組化教學設計獲得學生相當高的評價，

特別是一對一的教學環境深受學生喜愛，學生的詞彙、語法、口語表達能力

在互動後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就師資培育的角度而言，本次教學也提供了

研究生教師許多自我反思及同儕學習的機會。 

根據本次執行教學之經驗，筆者也針對模組化教學設計與執行提出以下

之改進方案：一、提高師生參與教學之意願，以增進教學之流暢性；二、安

排師生於課前進行互動，共同選擇學習內容、制定學習目標、釐清學習需求；

三、分工專業化，同時強化教學各工作環節之聯繫；四、教學成果評估應以

「師生共同制定之學習目標」為評比項目，透過教師自評、他評以及師生反

饋等方式多角度進行，對線上師資培育有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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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ularized Teaching Design for Distance 

Teaching and Assisted Chinese Video Learning 

Website: The Case of Chinese Pop Songs 

Abstract 
Keywords：Distance Education, Modularized Teaching, Assisted Chinese 
Learning Platform, Teaching Chinese Songs, Teacher Educ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a modularized teaching design of Chinese songs conducted via 

the video conferencing system (AdobeConnect) using materials provided on the 

self-access Chinese learning platform-ChineseVid. A 15-hour-teaching-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volving 7 student-teacher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10 students from the 

Chinese class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earners first watched selected clips 

of the songs online via ChineseVid and then interacted with online teachers, one-on-one, 

for further practice and knowledge. A reproducible teaching template was given to the 

online teachers as the teaching material. Revisions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were then 

made by the teachers to meet individualized goals of the students. The assessment for 

teaching performance in this study als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eacher education. 

This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All processes during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hases were recorded in detail. Data collected were reviews 

of recorded online classes, teacher/student surveys and interviews. Overall, one-on-one 

modularized teaching was well received by students and improvements in vocabulary, 

grammar, and spoken Chinese were found after the interaction. Online teachers were 

also provided with opportunities for self-reflection and learning from peers. 

Findings of the experiment further suggest that further improvement could be 

made to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del of the modularized teaching: 1) 

Willingness of participation of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should be enhanced. 2)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uld collaborate before the course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learning goals, clarify learning needs and determine learning materials. 3)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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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ed to create the teaching material online should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eachers’ specialization while maintaining connections between all segments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production process. 4) To enhance the impact of modularized 

teaching in teacher training, the assessment of teaching performanc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chievement of learning goals as determined by the learners and teachers. Such an 

assessment could be carried out by self-evaluation, peer evaluation, survey of student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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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時至今日，全球學習華語的熱潮早已不在話下，華語儼然已成為世界上

重要性僅次於英語的國際語言，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於 2006 年起

正式將華語列為大學先修課程(Chinese 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之一，

等於是將華語納入美國主流教育體系，此舉更無疑是直接肯定了華語的重要

性。放眼全球，學習華語的人數已日益攀升，針對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

研究更因此顯得重要而迫切。 
    隨著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的成長，全球華語學習的人口組成、教學模式、

教學內容已來到了轉型的階段，華語教學也勢必向數位化、自動化、全球化

的目標邁進。如何發展出新型態的教學設計、編纂更合適的教材以服務更多

元的教學對象，正是華語教學(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學界努

力研究的方向。 
    然而，教育科技於華語教學之應用，相較於其他外語教學來得更晚，卻

也發展得極為迅速；如今在台灣及中國大陸，甚至是海外諸多非母語國家，

無論是利用電腦資源輔助學習，或是透過網際網路進行線上即時交流，都已

成為常態且展現出卓越的學習成效，業界及學界也不斷致力於發展更合適、

更有效的學習介面及內容，在硬軟體資源、教材內容及教學策略方面都已有

顯著的成長，學習者不必出門也能透過網路資源學習語言，將華語教學一步

步地推向全球化的階段。 
    國內外學習華語的網站已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舉凡GoChinese、
TLI-China Online、網路孔子學院等學習平台，都提供學習者不同程度、不

同主題的學習課程；除此之外，學生更可以透過不同的網路資源自學中文，

如YouTube上播映的華語影片、華語歌曲等，不但較刻板的語言學習更為有

趣，也同時富含許多更貼近華人生活的文化知識，深受學習者的喜愛。 
儘管如此，學習者在使用這些資源自學語言的同時，卻仍需要專業教師

的協助以精進華語能力(Anderson & Garrison，1998)。隨著「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的觀念逐漸被引入語言教學，「知識講述」不必再佔據

有限的課堂時間，學生可以於課前透過網路資源自行學習，於上課時與教師

進行討論與口語練習，教師的角色已從講述者(lecturer)慢慢轉移成引導者

(mentor)，課堂上學生有更多的機會開口說，教師則有更多時間針對每位學

生的學習難點做個別指導。 
有鑑於此，筆者嘗試探究如何將網路上琳琅滿目的學習資源整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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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線上華語教師之遠距教學，以「翻轉課室」的教學理念發展出一套有效

的模組化教學，進而提高學習成效，並分別由需求面(學生想學什麼)、供給

面(網路輔助學習平台能提供什麼、線上華語教師能提供什麼)以及成效面(學
生的語言表現)對本教學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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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華語影片輔助學習平台：ChineseVid 
    2012 年以「看影片學英語」理念起家的學習網站 Voicetube 
(https://tw.voicetube.com/)因應全球華語學習熱潮，開始著手建構其華語學習

平台 ChineseVid(http://chinese.voicetube.com/)，有意將其成功的英語學習模

式複製到華語學習領域。筆者因參與了本所曾金金教授之研究計畫 1，有幸

參與本平台初步階段之開發工作，更於計畫中數次應用本平台於遠距華語教

學之中，故此對此平台之設計理念與功能甚為了解，更因此萌發了此次研究

之動機。 
    ChineseVid 網站成立之理念係由嵌入 YouTube 影片以提供華語學習者

一個在家學習華語的網路平台(見圖 1.2.1)。平台之操作語言為英語，使用者

可免費申請帳號或直接連結 Facebook 帳號登入使用。平台將影片依照語言

能力等級分成初級(Elementary)、中級(Intermediate)、高級(Advanced)與優異

級(Superior)，另外也依照影片內容分成新聞類(News)、歌曲類(Songs)、電

影類(Movies)、電視劇類(TV Drama)等等。 

 
圖 1.2.1  ChineseVid 首頁 

    學習平台提供三個階段的學習。第一階段為影片觀賞(Watch)，使用者

可於此階段一邊觀賞影片，一邊利用平台所提供的功能學習華語。使用者可

以依照個人的需求選擇中文、英文字幕，亦可完全不使用任何字幕。若使用

者開啟了英文字幕，使用者更可以隨時將滑鼠移至任一英文字詞上以獲得跳

出式線上字典翻譯，並隨時儲存自己想學習的詞彙以待未來再次複習；平台

                                                 
1計畫名稱：發展線上華語教學策略暨師資培訓模式：針對不同國家地區之華語教師培訓課程研究 

 

https://tw.voicetube.com/
http://chinese.voice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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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也將影片依照句子切分，使用者可以利用「上一句」「下一句」的功能

選擇自己想練習的句子反覆聆聽；另外，使用者也可以調快或調慢影片的播

放速度，以訓練自己的聽力；此階段之頁面也提供了影片的全文並附上逐字

的漢語拼音，平台更會隨著影片進行用網底的方式逐句標示，使用者可以依

個人需要選擇是否搭配影片自動跳頁；最後，平台也選出影片中值得學習者

學習的詞彙列於頁面下方，並附上英語解釋及漢語拼音；當然，此階段的所

有中文內容，都可以依學習者的需要選擇以正體字或簡化字顯示(見圖

1.2.2)。 

 
圖 1.2.2  ChineseVid 影片觀賞頁面 

    第二階段為口說練習(Speak)，此階段使用者之電腦必須配備麥克風收

音。本階段將影片中的所有句子列於卷軸頁面，使用者可以一一點擊聆聽影

片中該句的發音，以模仿其聲調、語氣，並可於聆聽後按錄音鍵錄下自己的

發音，再即時比對自己的發音與影片中有何異同。在使用者錄製完成後，也

可以下載自己的錄音檔案以供未來檢討、評量之用(見下頁圖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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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  ChineseVid 口說練習頁面 

    最後一階段為詞彙測驗(Quiz)，平台將影片中所列出的詞彙，依照 HSK
漢語水平考試以及 TOCFL 華語文能力測驗的標準作分級，在測驗以前使用

者可以使用平台提供的單字卡(flashcard)做複習，複習過後可選擇多種不同

之測驗方式：如填空(提供英文翻譯，使用者自行輸入或從漢字群中找出對

應的詞彙)、拼音(提供漢語拼音，使用者自行輸入或從漢字群中選出對應的

詞彙)、連連看(將英語翻譯和對應詞彙配對)、測驗(一份類似傳統測驗的線

上試卷，包含選擇及填空題)(見圖 1.2.4、1.2.5)。 

 
圖 1.2.4  ChineseVid 詞彙測驗頁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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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5  ChineseVid 詞彙測驗頁面(二) 

    由於本網站目前仍處於建置及測試階段，尚未正式的對外宣傳，許多影

片正陸陸續續地上傳，業者於 2015 年透過與曾金金教授之研究計畫進行產

學合作，筆者也因此有幸接觸此平台，並期望透過本研究對平台之建置以及

未來之產學發展有所貢獻。 

 

二、遠距教學與遠距教學平台 Adobe Connect 
    隨著科技發展日臻成熟，視訊會議(Video Conference)的應用已經拓展到

極廣泛的領域，如遠距醫療、遠距會議及遠距教學等，華語教學也早已搭上

此熱潮，相關的研究也逐漸受到重視。 
    筆者自 2013 年起，便數次與曾金金教授合作參與多場華語遠距教學，

合作機構包括與美國德克薩斯大學阿靈頓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rlington)、捷克馬薩里克大學(Masaryk University)、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及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等，教學對象

主要是大學或研究所的華語學習者，教學內容包含輔助課堂複習、文化教

學、經典文學閱讀及華語歌曲教學等。(見下頁圖 1.2.6、1.2.7) 

 



 

第一章  緒論 

 

7 

 
圖 1.2.6  與美國德克薩斯大學阿靈頓分校學生遠距教學實況 

 

圖 1.2.7  與美國哈佛大學學生遠距教學實況 

    以上所提及之華語遠距教學，皆使用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資訊中心所購

置之 Adobe Connect 視訊會議平台資源，以下就 Adobe Connect 之介面、功

能及華語遠距教學之應用做簡單的描述。(見下頁圖 1.2.8) 

 



遠距教學結合線上華語影片自學平台之教學模組：以華語流行歌曲為例 

 

 8 

 
圖 1.2.8  Adobe Connect 平台介面 

    Adobe Connect 係由 Adobe 公司所推出之視訊會議軟體，提供多位使用

者同時進行雙向的影音交流，更可以上傳簡報與影音檔案，現已廣為應用於

商業會議、學術研究及遠距教學。使用者依其登入之權限層級分為：管理者

(Host)、演講者(Presenter)及參加者(Participants)，由管理者賦予發言、視訊、

上傳檔案等權力，管理者也可以隨時更改其他使用者之權限；如此的權限設

計恰巧適用於遠距華語教學，線上教師(管理者)可以上傳教材(PowerPoint
或其他影音素材)、透過鏡頭與麥克風對一至多位學生進行交流，除此之外

更可以利用聊天室、討論區等窗格做書面溝通。更重要的是，Adobe Connect
提供全程錄製影音資訊的功能，管理者可以隨時至管理頁整理、下載、監控

所有教學錄影，對於事後之學術研究、語料分析、教育訓練等皆有相當大的

幫助。(見圖 1.2.9) 

 
圖 1.2.9  Adobe Connect 後台管理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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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的遠距教學經驗不但讓筆者日漸熟稔遠距教學之技巧，更引起了筆

者研究遠距教學系統化發展之興趣。筆者曾參與過關於遠距華語教學之師資

培育訓練之研究 2，筆者認為：線上教師應從技術面、知識面及管理面三個

角度做全面的訓練；然而，一次成功的教學不是僅僅仰賴教師的充足準備，

更應該關注學生的需求以及教材的針對性，意即：學生想學什麼？學生在參

與教學前已經會了什麼？教材的形式是否適合遠距教學？針對不同的教材

形式，學生最需要什麼幫助？故此，筆者嘗試從本次研究中整理並提出更全

面、更多視角之遠距華語教學建議，以獲得更有效、更具針對性之教學成效。 

 

三、研究動機 
    自 2015 年起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曾金金教授與國立新加坡

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文學暨社會科學院語言中心副主任

(Assistant Director)陳桂月博士建立學術合作關係，由台灣師大提供線上華語

教師，透過 Adobe Connect 平台提供新加坡國立大學選修華語課堂的學生一

系列遠距課程。特別的是，此次教學首次融入了線上影片資源之應用，線上

教師根據一系列文化學習點，蒐集了幾段適合華語教學之 YouTube 影片，

並根據影片內容與學生進行線上互動。 
    筆者在整理此次互動之影片時，觀察到幾個普遍的現象： 

一、 教學內容以「詞彙」為重心：在本次線上互動中，多數組別都

將從詞彙教學開始切入，且把詞彙教學當作整個線上互動的

主要學習內容。詞彙教學的內容不外乎：詞彙意義解釋、詞

彙搭配、造句練習、延伸詞彙補充等(見圖 1.2.10)。 

 

                                                 
2 筆者參與撰寫研討會論文：張欣怡、曾金金、蘇九如(2015)。遠距線上互動在高級漢語課程中的

應用。第九屆全球華文網路教育研討會，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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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0  遠距詞彙教學實況 

二、 影片播放不佔用課堂時間：本次線上互動大部份的組別(十一

組中的八個組別)為了不佔用課堂時間，皆選擇請學生在遠距

上課前先自行觀看影片，在互動時再請學生就其對影片內容

的了解與線上教師互動討論。  
三、 多數組別未設定明確學習目標：本次線上互動僅一個組別曾於

教學開始時，與學生討論過對該主題之興趣(見下頁圖

1.2.11)，其餘組別則未曾提及，僅提供一套自己設計的教材

讓學生被動式的吸收，關於學生真正需要什麼、想要學些什

麼、可以學到什麼，在課堂中多被忽略，教師多是一邊上課

一邊觀察學生表現以調整教學方向。 

 
圖 1.2.11  遠距教學課前與學生討論對學習主題之興趣 

    筆者就以上幾點觀察，認為遠距影片教學潛在以下幾點問題：一、學生

課前自行觀看影片可能缺乏語言協助：學生可能因為影片的語速過快、詞彙

較難而難以吸收，某些影片也因缺乏字幕，或僅有正體字字幕，造成學生於

查找字典時碰到困難；二、詞彙學習時間偏長：儘管認識詞彙是理解影片內

容的第一步，但根據「翻轉課室」之理念，教師應該在有限的課時中盡量增

加學生開口練習的機會，因此筆者認為學生應於課前完成大部份的詞彙學

習；三、應明確定義教學重點：由於影片學習的特殊性以及遠距教學的課時

限制，線上教師應該更清楚列定教學重點，亦即：哪些是學生可以事先學習

的？哪些是互動時應該要花更多時間練習的？影片的哪些內容可能是學生

需要協助的？ 
    故此，筆者認為 ChineseVid 的諸多功能可以改善以上幾點問題：學生

於課前使用此平台觀看影片，平台提供了大量的詞彙學習機制，可以減少線

上互動時的詞彙學習時間，另外根據 Danan(2004)的研究指出：平台所提供

之字幕可以增進學習者對語言及文本的理解，且中英字幕之自由切換更能提

供不同學習策略之學習者不同的選擇。筆者認為，學生若能事先於此平台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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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定程度之語言知識，線上教師則能更專注於提供學生真正所需之協助，

例如：口語練習、詞彙應用以及文化面的延伸討論等。 
    基於以上之理由，筆者將透過本研究探討結合 Adobe Connect 遠距視訊

平台及 ChineseVid 華語輔助學習平台成為一套系統化、模組化教學之可行

性，並以華語流行歌曲影片做此次教學的互動題材 3，從教師、學生、平台、

教學等面向對此教學進行成效評估。 

 

                                                 
3 選用華語歌曲作為教學題材之理由將於文獻探討章節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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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發展一套有教學成效、可大量複製並可符合個人化需

求之模組化教學。 
    遠距華語教學之發展本源於時空地點之限制，學生與教師必須利用有限

的課堂時間達到最佳的學習成效，因此如何善用各種教學資源成為了設計遠

距華語教學的主要課題。故此，本研究將分析華語線上教師應如何使用這些

教學資源(即遠距互動平台、線上輔助學習平台及 Youtube 影片等)，以及如

何利用這些教學資源與學生進行有效率的互動，包括教師如何設定教學目

標、設計課程內容、安排教學流程以及檢測教學成效等等。 
    此外，本研究也秉持著「教學相長」之概念，希望透過模組化教學之實

施，一方面提供華語學習者一個輔助的學習機會，一方面提供華語職前教師

一個磨練教學技巧的機會，因此本次研究也將搭配海外之華語課堂及華語教

學研究機構共同合作。 
    最後，筆者將本研究所探討的問題做成以下之概念圖(圖 1.3.1)： 

 

 

 

圖 1.3.1  研究問題示意圖 

 

 

 

 

 

 

 

 

圖 1.3.1 研究問題概念圖

教學 
供給面 

學習需求面 

輔助學 
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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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華語、中文 

本文所提及之「華語」及「中文」係指 Mandarin Chinese，亦即台灣所

謂「國語」、中國大陸所謂「普通話」或新加坡所謂「華文」。在台灣以

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時，習慣稱之為「華語」，在中國則使用「漢語」

一詞。本文為求用詞統一，凡與第二語言教學相關的部份皆使用「華

語」，與其他語言做對比時則使用「中文」一詞。 
二、華語流行歌曲(Chinese Pop Songs) 

本文所提及之華語流行歌曲係指以華語作為主要創作語言並以之演唱

之流行音樂。近代華語流行歌曲起源自於 1949 年上海，其特色為內容

通俗易唱、同時能表達社會大眾之心聲，近年來創作者更融入了西方流

行音樂之元素，使得華語流行歌曲走向更多元、更國際化的世代(徐玫

玲，2001；徐玫玲，2008)。本研究為求所選用之教材更貼近現代社會，

同時能配合現代人常用之數位載體(如 YouTube)，所選用之歌曲皆為

1990 年代以後華語流行歌曲(徐玫玲，2001)。 
三、遠距教學 

電腦輔助溝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於教育之應用，係指

透過電腦網路所進行之人際交流及信息傳遞，此溝通形式結合了語言教

學發展成遠距語言教育(Distance Language Education)，提供教師以及學

生一個互動環境(Levy & Stockwell，2006)；隨著網路頻寬的拓展，教師

與學生更可以透過網路介面進行面對面的影音同步(Synchronous)學
習，即本文所謂之遠距教學(高慧真，2010)。 

四、語言能力 
    本文在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的框架底下，選

用較廣義的「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來定義學生的語言

能力。根據 Hymes(1966)的定義：溝通能力包含了說話者應該知道在什

麼情況下、對什麼人應該說些什麼，以及怎麼去說。Canale & 
Swain(1980)、Canale(1983)認為溝通能力包含以下四個內涵：語法能力

(grammatical competence)、篇章能力(discourse competence)、交際能力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而

Bachman(1990)又將以上前兩種能力合稱為組織能力(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後兩種為語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以下研究中所

提及之「語言能力」皆指「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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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界定 
    本研究之適用對象為成年第二語言習得者，本文中所提及之華語教學、

學習策略及語言習得理論等皆針對成人做討論。 
    筆者嘗試結合遠距教學及 ChineseVid 影片輔助學習平台成為一模組化

教學設計，然而就 ChineseVid 所提供之影片而言，形式與題材類別包羅萬

象，影片形式包含歌曲、新聞、影劇及紀錄片等等，內容則網羅飲食、環保、

金融、婚姻等各樣主題，不同的教材形式及不同的教學主題對於教師及學生

都帶來了不同的挑戰，甚至教學方法、教學時數等等也會因此而有所更改；

在做過相關文獻探討後(詳參本文第二章第三節)，筆者認為「華語流行歌曲」

對成年學習者而言，具備良好之語言學習價值，且影片長度適中，學習者也

能隨時隨地的接觸到這些資源，非常適合用於遠距教學，因此本次的研究範

圍將鎖定於「華語流行歌曲」作為教學素材之遠距模組化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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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華語遠距教學 
一、教育科技與華語教學 
    教育科技(Educational Technology)係運用在教學與學習上的各種科技輔

助工具，舉凡最熱門的網際網路、多媒體影音光碟、投影機，甚至是傳統的

收音機，只要能用於教學課堂都可稱之為教育科技，也就是說，教育科技可

以是簡單的在課堂中播放歌曲，也可以是使用複雜的網路資源進行教與學

(陳姿青、張靜怡、李宜年，2007)。本文將教育科技的範疇聚焦於網際網路

(World Wild Web)，探討華語教學課堂中教師與學生如何利用網際網路輔助

或改善語言教學。 
    網際網路至今已有快速的發展，高慧真(2010)列舉出網際網路的四項特

色分別為：資訊共享性、人際互動性、傳播即時性、內容多樣性，並直指出

網際網路為二十一世紀的知識來源，學習者可以隨時隨地透過網際網路獲取

豐富的資訊。隨著無線傳輸技術日臻成熟，網際網路已步入 Web2.0 時代。

所謂 Web2.0 是為了區別傳統由網站經營者提供內容，而改由終端使用者主

導生成內容的網路平台使用模式，是一種資源平等的體現，知識的傳遞由以

往的「網站─使用者」改變為「使用者─使用者」模式，網際網路平台的使

用者透過數據連線共同分享、創造平台的內容，維基百科、Facebook、
YouTube、flickr、Instagram 等網站都是 Web2.0 的產物，我們不難發現，網

際網路的發展正朝向互動性、社會性的方向邁進(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網際網路的發展趨勢也同樣地體現於教育科技之應用。王曉璿(1998)將
網際網路於教學上之應用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教具資源擴展至網際網

路，也就是把「網際網路視為教學資源」，如傳統課室教學中教師至網路上

搜尋課堂輔助用之圖片、影音資料；第二階段是將網際網路納入教學活動的

一環，亦即把「網際網路當成教學資源」，教師可以指派學生上網搜尋與學

習有關的資料；第三階段為網際網路課程的開發與學習，即把「網際網路融

入教學資源」，目前台灣許多大學使用的師生互動學習平台 Moodle、Ceiba，
以及近年來發展迅速的開放式課程平台 Coursera 等都可歸為此類，網路成

為了學習知識的虛擬課室，學生直接在網路上獲取資訊並繳交作業，便捷的

數據傳輸也能讓教師進行有效的課室管理及課程編排。 
    隨著科技的演進以及教育觀念的解放，語言學習不再侷限於傳統課室教

學，透過網際網路的連結，華語教學正逐漸向數位化、國際化及自動化的方

向邁進，各式各樣的數位資源也應運而生，本次研究的對象 ChineseVid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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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影片輔助學習平台正是此環境下代表性的產物。 

二、華語遠距教學 
    所謂遠距教學係指師生透過網際網路的連結，不必於一時一地即可進行

教與學。遠距教學又可以分為同步遠距教學(synchronous distance education)
及非同步遠距教學(asynchronous distance education)，兩者的差異在於：同步

遠距教學中師生的互動是即時的，無論透過文字、語音、影像，參與者都能

在短時間內獲得反饋，更逼近面對面的課室環境(高慧真，2010；劉羿彣，

2014)。本文以下所討論的遠距教學範圍僅限於應用視訊會議系統(video 
conference)所進行之同步華語文遠距教學。 
    有關於遠距教學之特色，筆者整理了呂念慈(2004)所分析之文獻後列於

下表： 

表 2.1.1 遠距教學之特色 

遠距教學之優勢 遠距教學之潛在缺陷 

1. 即時參與、即時互動、即時適用

性(Moore，2005) 

1. 運作設備的複雜性及不穩定性

(Moore，2005)，常常出現影像或音

訊中斷或不清晰的問題 

2. 提供遠地的學習者一個接受教育

的管道，省去舟車往返的時間與

金錢(Motamedi, V.，2001) 

2. 為追求更好的音訊品質，往往得

花費更多的金錢購置更好的設施及

人事費(Motamedi, V.，2001) 
3. 由於系統環境限制，可進行的課

室活動貧乏(Foley，1998) 

    由於以上所述的種種特色，參與遠距教學的線上教師必須具備不同於傳

統課室語言教學的教育訓練，故此，線上師資培育已成為華語教學界近年來

最關心的議題之一。陳雅芬(2000)指出，遠距教學與傳統課室教學除了運用

的技術不同外，許多根本的原則是相通的，也就是說線上師資的培育仍奠基

於以二語教學為基礎的教學能力養成，線上教師依然需具備充足的漢語語

法、語音、篇章、語用及語言習得等知識。呂念慈(2004)則從「教學環境」、

「教學準備」、「教師角色」、「學生學習」及「計畫教學時需考慮的因素」

等五個方面點出線上師資培訓時應注意之項目，筆者整理後以下表陳述之。 

表 2.1.2 線上師資培訓重點 

教學環境 
螢幕阻礙了雙方現場氣氛之傳播，說話之自由

度受限於攝影鏡頭及收音器，可能造成互動的

減少及學生注意力的下降。 

教學準備 遠距教學使用的數位教材對不熟悉相關軟體的

教師而言，可能帶來比傳統課室還要沉重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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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且線上教師最好能準備一至兩套的備用教

材，以防連線出問題。 

教師角色 
教師除了要和學生達到有效的語言溝通之外，

還必須避免冷場及時間的閒置。 

學生學習 

對剛接觸遠距教學的學習者而言，由於對環境

的不熟悉，可能造成新的「語言教室焦慮」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數據傳輸上的秒

差也可能造成學生混淆，不知何時該開口說話。 
計畫教學時需考慮 

的因素 
軟硬體設備操作能力、課程安排能力、經費、

人力派遣及如何進行成效評估等等。 

    近年來線上師資的培育計畫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許多專家學者正致力

於發展出一套完善的線上師資培訓系統，如曾金金教授嘗試針對不同國家地

區之遠距華語教師設計適合的專業成長課程，並提供線上教師之資格認證管

道 4；謝佳玲教授也於 2015 年 10 至 12 月與朱我芯教授合作舉辦了「華語

教師數位能力培訓班」收費課程，培訓 30 名學員成為儲備線上教師 5。 
    除了專業線上師資的培育，遠距課程的設置所牽涉到的各項層面也都是

值得探討的議題。筆者整理了張欣怡、曾金金、蘇九如(2015)的研究，認為

遠距線上教學之成功有賴於以下三個工作環節於課前、課中及課後的合作與

協調(見下圖 2.1.1)，方能提供學生最佳的學習內容與環境：一、線上師資培

訓；二、後台資訊管理；三、行政管理。筆者將各協作單位之任務內容列於

表 2.1.3。 

 
圖 2.1.1 遠距線上教學之工作環節 

                                                 
4 曾金金教授所執行之「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發展線上華語教學策略暨師資培訓模式：針對

不同國家地區之華語教師培訓課程研究」 
5 謝佳玲教授所執行之「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華語教師數位能力培訓研究」 

[課前] 

[課中] 

[課後] 

[課前] 

[課中] 

[課中] 

[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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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遠距線上教學各工作環節任務內容 

工作環節 任務內容 

線上師資培訓 

[課前、課中、課後] 
1. 以華語教學理論基礎作為一切線上教學之根基 
2. 熟悉線上教學之技巧，包括如何與鏡頭互動、如

何解決常見的技術問題、如何充分發揮網路的便

利性等 
3. 於課中透過與學生的互動增進教學技巧、提升跨

文化溝通能力 
4. 於課後透過自評與他評檢討並修正自己的教學方

式 

後台資訊管理 

[課中、課後] 
1. 維護系統的穩定度，確保課程進行流暢 
2. 在師生雙方的同意下將課程內容錄製成影片，並

將之妥善的分門別類，以作為教師未來反思或觀

摩的依據 

行政管理 

[課前、課中] 
1. 負責各種行政工作，包括課程時間安排、師資派

遣、制定學習目標等等 
2. 教學期間作為師生聯繫的窗口，並密切關注是否

有師生失聯、系統問題等突發狀況 
    綜合以上之文獻，筆者認為：欲執行一次成功的華語遠距教學，就教育

之供給者的角度而言，首先應該清楚地了解遠距教學之優劣勢，並在這樣的

認知基礎上培育專業的線上教師；除了優秀的師資，行政管理及資訊維護更

是提升教學品質與流暢度的重要關鍵。這些觀念在本研究「將遠距教學推向

專業化及系統化」的過程中，都將扮演著指導性原則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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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翻轉課室與語言教學 
一、「翻轉課室」之理念 
    隨著網路科技的成熟，「翻轉課室」(the Flipped Classroom)的理念成為

近年教育工作者最關心的話題之一。翻轉課室起源於 2007 年美國科羅拉多

州的一所高中，該校化學教師 Jon Bergmann 及 Aaron Sams 為幫助缺課的學

生補課，錄製了教學影片並上傳至網路，讓學生於家中觀看影片、於課堂中

完成作業，並對於學生碰到的難點進行講解。此種教育模式廣受學生的歡

迎，很快地就被推廣到其他的教育機構，包含麻省理工學院

(MIT)OpenCourseWare、史丹佛大學 Coursera、私人非營利機構可汗學院

(Khan Academy)、TED 等網路教育資源紛紛湧現，足以看到翻轉課室在全

球的蓬勃發展。 
    然而，「翻轉課室」的定義究竟是什麼？簡言之，即是與傳統課室中「老

師白天在教室上課，學生晚上回家寫作業」的方式正好相反的課堂模式，也

就是「學生先在家學習，再到課堂中完成作業或學習任務」。張金磊、王穎、

張寶輝(2012)對傳統課室及翻轉課室做了以下的比較： 

表 2.2.1 傳統課室與翻轉課室之差異 

 傳統課室 翻轉課室 

教師角色 知識傳授者、課堂管理者 學習指導者、促進者 

學生角色 被動接受者 主動研究者 

教學形式 課堂講解、課後作業 課前預習、課堂探索 

課堂內容 知識傳授與講解 問題探索 

技術應用 內容展示 
自主學習、交流反思、協作

討論工具 

評價方式 傳統紙筆測驗 多角度、多方式 

    在翻轉課室中，教師不再是知識傳遞的主要來源，學習的任務回歸於學

生，教師的工作在於布置一個適合學生學習的環境，再由學生主動地去探索

知識，並在課堂上與學生共同討論，檢驗學生的學習成效。簡言之，翻轉課

室是一種「課堂時間高效化」的教學模式，在不減少知識展示量的基礎上，

增加課堂中與學生的互動性(張金磊等，2012)。 
     翻轉課室的教學模型可大略以下頁圖 2.2.1 描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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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翻轉課室教學模型 

張金磊、王穎、張寶輝(2012)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研究 p.486 

    翻轉課室之教學模式可分為兩個部份：課前學習及課中學習，而網路技

術的支持及活動學習的順利開展是成功創設翻轉課室學習環境的槓桿。學生

在課前透過師生交流之網路平台觀看教學影片，預習所學之課程內容，在課

室中再透過教師所設計之個性化學習環境與教師或其他學生進行交流，教師

則使用多元的評量方式給予學生適當的反饋。 
    Herreid, C.F. & Schiller, N.A.(2013)、張金磊等(2012)提出了實施翻轉課

室之優勢及可能面對的挑戰。優勢包含： 
a. 學生可以照自己的步調學習 
b. 在課堂中完成作業/任務讓教師能夠更清楚學生的學習難點以及學習策略 
c. 教師能夠隨時配合學生調整課程內容 
d. 師生可以更有效且更有創意地運用課堂時間 
e. 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興趣及參與度 
f. 有學習理論的支持 
g. 有彈性的利用科技，更符合 21 世紀的學習模式 

至於實施翻轉課室可能面臨的挑戰則有： 
a. 初次接觸此教學模式的學生，可能對於「課前學習」的觀念感到抗拒，無

                                                 
6 筆者於本途中將文獻中屬於中國大陸慣用的詞語如「教學視頻」、「信息技術」改寫成台灣慣

用詞語「教學影片」、「網路技術」 

課前 課中 

觀看教學影片 

交流平台 

課前預習 

網路技術 

活動學習 

確定問題 

反饋評價 

成果交流 

創造環境 

獨立探索 

協作學習 

協作學

習環境 

個性化學

習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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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適應此種主動的學習模式 
b. 教師可能難找到適合學生的課前影片，或是得另外花時間心力自製影片 
c. 過量的課前作業可能影響師生之作息時間安排 
d. 學科內容未必適用翻轉課室教學模式 
e. 科技能力、網路品質是否支持翻轉課室的實施 
f. 教師得具備實行翻轉課室之專業能力 
g. 對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網路技術能力之要求 
h. 必須改變教學評價方式，從「過程面」對學生的學習效果做更全面的衡量 
    總的來說，翻轉課室提供了教師及學生一個嶄新的教學模式，至於實行

時如何避免及克服可能面臨的困難、並盡可能發揮其優勢，則考驗了教師的

課程設計以及教學的能力。 

 
二、翻轉課室的應用：語言輔助學習平台  
    前一節的文獻回顧提到了關於 Web2.0 時代網路技術於教育領域之應

用，國外許多語言學習機構更嘗試了將整個「翻轉課室」移到網路平台上操

作；若從張金磊等(2012)所設計之翻轉課室教學模型(上頁圖 2.2.1)來看，即

是將「網路技術」從「連結課前課後」進一步擴展為「涵蓋課前課後」之角

色，亦即將教師所創造之「個性化學習環境」與「協作環境」融入網際網路，

把「課前」與「課中」的學習活動整合於一個完整而有系統的網路學習平台。 
    Reinders(2007)詳細地描述了紐西蘭奧克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如何應用 Web2.0 技術及翻轉課室理念於語言教學。據統計，該校

為紐西蘭最大的新移民教育提供者，有超過百分之四十的學生為非英語母語

者。故此，在語言水平參差不齊的狀況下，該校致力於發展英語為第二語言

之教育，於 2000 年設立了英語自學中心(The English language self-access 
centre, 以下簡稱 ELSAC)。 
    ELSAC 除了提供工作坊、短期語言技能課程及諮詢服務之外，更創建

了一套輔助學習系統 ELE(Electronic Learning Environment)，學生可以根據

自己的需求，透過 ELE 閱讀或使用對應的教材。 
   值得一提的是 ELE 系統內的輔助學習功能：它能夠透過學生於需求分析

(Needs Analysis)階段所設立之學習目標，協助建構學習的步驟及策略，並隨

時監控學生之學習表現，有必要時會以通知(prompts)提醒學生，舉例如下： 
    「親愛的 Y 學生，您目前的聽力級別為 6，您設定的目標及別為 8，距

離您預計的完成日期只剩下 4 週，恐怕您無法及時完成，您應該花更多時間

在這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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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AC 的人員更能依據 ELE 所蒐集到的資料，提供學生更多實質協

助，如技能加強課程、學習諮商等。Reinders(2007)認為，輔助學習平台存

在的目的並非要「取代」傳統課室，而是提供學生更多的學習機會，並給予

那些難以在傳統課室中滿足需求的學生(學生人數龐大、變異性高或是有特

殊學習需求)適性化的協助。 
    除了奧克蘭大學的系統外，坊間也有許多發揮 Web2.0 精神之語言學習

平台，然而與前者不同的地方在於，這些學習平台融入「網路社群」的觀念，

將翻轉課室中部份「教師」的角色推向其他該平台之使用者，由平台幫助學

生創造協作學習環境。舉例而言，一位學習英語的法國人，能獲得在平台上

學習其他語言之英語母語者的協助，而這位法國人也同樣能幫助其他正在學

習法語的使用者。 
    Stevenson & Liu(2010)針對三個語言學習平台 Palabea、Babbel 及 Live 
Mocha 做了一系列的分析及評估，包含對 164 名當前使用者的訪問及五名潛

在使用者的測驗。在對當前使用者的訪談結果中，不少人反應希望平台能提

供真人的輔導(tutorials)，更有人提出希望能進行語音或視訊的交流；在對潛

在使用者的測驗中，也發現使用者重視該平台是否能提供高品質的教學，而

非流於跨國交友網站。由此可見，社群化之語言學習平台固然有其好處，但

學習者更關心的是能否從交流的對象獲得高品質的回饋，這也再次的點出專

業教師存在之必要。 

    綜合以上研究，我們可以歸結出幾個重點：一、網路科技的進步促進了

翻轉課室的發展，將學習的重新回歸學生；二、翻轉課室提供了學生更適性

化且高效的學習環境；三、網路技術的進步讓學生能在網路上完成課前學習

及課中互動；四、專業的語言教師仍是提升學習成效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

筆者認為，讓學生於課前在 ChineseVid 平台預先學習，並於課時透過 Adobe 
Connect 視訊系統與專業華語文教學者進行互動，方能充分發揮網路學習之

優勢與翻轉課室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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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華語流行歌曲於華語教學之應用 
一、歌曲之於語言教學 
    歌曲應用於語言教學已經有相當悠久的一段歷史。由於歌曲是人類於社

會經驗中的言語積累(Gugliemino，1986)，若語言教師能於課室中妥善應用，

定能發揮出充分的教學價值(Schoepp，2011)。由於相關的研究完善而數量

龐大，筆者以下僅概要式地列舉出歌曲在語言教學時的各項益處。 
    歌曲可分為「音樂」及「歌詞」兩個部份。傳統上，心理學家認為，「左

腦司語言、右腦司音樂」，然而近來神經學家卻發現，人類大腦使用了左腦

同一個部位(Broca’s area)處理音樂的句法結構(musical syntax)及語言的句法

結構(linguistic syntax)，因此大腦在處理音樂及語言的機制上，似乎不是全

然的分治(Maess & Koelsch，2001)。Georgi Lozanov 著名的暗示教學法

(Suggestopedia)將音樂融入教學，創造出輕鬆舒適的學習環境，以提高語言

學習效果(Larsen-Freeman，1985)。另外，音樂所創造的輕鬆學習氛圍也能

在生理上及心理上降低學習者的焦慮程度，符合了 Krashen(1983)所謂的「情

意濾網假說」(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學習者更能因此提升聽說讀寫等

各項語言技能，並提高學習者密集學習與延伸學習之意願(Schoepp，2011)。 
    歌曲中的歌詞對於語言教學同樣有顯著之助益。研究指出，流行歌曲歌

詞中的幾點特性有助於語言學習：一、歌詞中包含大量普遍使用而簡短的詞

彙；二、歌詞中的語言是具互動性(conversational)的；三、歌詞吟唱速度通

常比口說語速緩慢，且有更多的停頓；四、詞彙及句法復現率高(Murphey，
1992)。Moi(1994)還提出：許多流行歌詞的內容具詩意，讓聆聽者能對歌詞

內容做不同的解讀，對於語言學習者而言也是一個具有討論價值的文本。此

外，Salcedo(2002)整理了許多學者之文獻，提到歌詞中也蘊含了大量目標語

地區之文化知識；許多歌詞內容也提及了社會現象、歷史事件或是地理環境

的描寫，而華語流行歌曲正好能反映出當代華人社會文化之現象，對於學生

之文化溝通能力有相當大的幫助。 
    歌曲中的「音樂」及「歌詞」都分別提供了語言學習許多優勢，然而當

兩者結合在一起時，對語言學習還有一個更強而有力的正面效果：即

Krashen(1983)提出之語言學習之低迴作用(din effect)，或是 Murphey(1990)
所謂之歌曲釘牢現象(Song Stuck In My Head Phenomenon; SSIMHP)。人在接

收音樂之後，往往音樂還會在心裡不斷迴盪，內心也會不斷跟著吟唱，這種

心理作用稱之為非自主的心理演練(Involuntary Mental Rehearsal)，這種心理

演練能夠加強記憶，達到一定程度之學習效果。在語言學習中，學習者在接

受與聽力有關之訓練之後，往往也會不自覺地在心裡反覆練習所接收到的聲

音內容，此即語言的「低迴作用」(Krashen，1983)。Murphey(1990)則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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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迴作用與音樂直接相關，且音樂不必要大量的輸入即可觸動非自主心理演

練機制，持續的時間也能夠維持得更久。Salcedo(2002)比較了 Krashen(1983)
的低迴作用與 Murphey(1990)的歌曲釘牢作用： 

表 2.3.1  低迴作用與歌曲釘牢作用比較 

Krashen 低迴作用 Murphey 歌曲釘牢作用 
1. 心理演練的發生是因為

接收了可理解的輸入 
1. 接收了易學且反覆播放

的歌曲便能產生心理演練 
2. 在語言環境沉浸越久，演

練現象越明顯 
2. 吟唱次數越多，演練現

象越明顯 
3. 產生低迴作用的條件是

「可理解的輸入」 
3. 即便是不懂的內容也能

產生低迴現象 

4. 鮮少出現於高級學習者 4. 初級至高級學習者都適

用 
5. 作用發生於輸入後的一

至兩小時之間 5. 輸入後馬上產生作用 

6. 可以持續幾天 6. 有時可能持續很多年 
    筆者於實際教學經驗中也深刻體會低迴作用對於語言學習記憶之效

果，在學生學習過張懸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寶貝」後，有時提到「世界」

一詞時，學生無法馬上記得其含義，但筆者只要哼唱歌詞中「……讓你喜歡

這『世界』……」，學生便能立即想起該詞彙之意義，同樣的方式也適用於

語法點「讓」。在此教學實例中，音樂就像是記憶的節點，學習者透過音樂

的低迴，將詞彙的聲音與意義做了良好而長久的連結，更提供了學習者在使

用句型時一個極佳的範例。 
    總結以上之研究及教學經驗，我們可以得知：歌曲是語言教學的良好教

材，下一個小節將繼續討論華語歌曲應用於教學之特色，以及其對於語言教

學之助益與阻礙。 

 
二、華語流行歌曲應用於華語教學 
    華語歌曲應用於語言教學課堂已非新鮮事，然而現今大部份的華語歌曲

教學都只能稱之為「輔助教學」，多半為課室教學中為緩和課堂氣氛、或是

呼應課本中某個詞彙及語法點之用，多數教師對於歌曲內容之研究、歌曲之

選擇以及後續的延伸練習等較不關心，因此對應的專業教材、輔助材料也相

對較少且不夠完善。 
    張瑞祥(2005)曾針對國內常用之華語教材《實用視聽華語》、《遠東生

活華語》以及中國之歌曲教材《學唱中國歌》、《唱民歌學漢語》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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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顯示，前兩者因屬於綜合型教材，歌曲僅為課程補充的一種形式，

缺乏相關練習及後續教學延伸，稱不上「教材」的一部份，所選的歌曲為兒

歌《兩隻老虎》、民謠《新年快樂》、1985 年流行歌曲《這些日子以來》、

1946 年流行歌曲《少年的我》、新疆民謠《青春舞曲》，由於多半年代久

遠，難以引發學生之學習興趣；張對後兩本華語歌曲教材的選歌內容也所質

疑，他認為民謠、兒歌及民歌固然有其學習價值，但仍難以引起年輕學習者

的興趣。筆者也認為，民歌與兒歌在某些語法點之呈現上，有時為講求精簡、

配合旋律或增加藝術感，可能與口語習慣用法有所出入，如《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跑得快」，口語中除了對比情況「老虎跑得快，烏龜跑得慢」以

外，多半說「老虎跑得很快」，然而這首歌在《實用視聽華語》中卻在學生

學習「得」字以前便出現，容易造成混淆；另外，許多為母語者孩子所編寫

的兒歌往往艱澀難懂，如兒歌《我家門前有小河》中「戲弄綠波，鵝兒快樂，

昂首唱清歌」便出現大量非口語的成分；最後，民歌也往往帶有方言色彩，

雖然可以反映風土民情及地方文化，但也對學生帶來更多負擔，如《康定情

歌》中即出現大量的「溜溜」「端端」等方言襯字。 
    關於第二語言歌曲教學如何選歌的問題，也有不少學者做過討論，根據

許志榮(2007)所整理之資料(Lems，1996；Poppleton，2001；Albenberger，
1999；Graham，1992；Salcedo，2002；Horner，1993)，選歌時應注意以下

幾點問題： 
1. 教師本身應該熟悉且喜歡這首歌，並積極地想和學生分享，不管在教學的

知識面與情意面都能大幅提升教學成效 
2. 歌詞的程度是學生可以理解的，無論是語法、詞彙都應該符合

Krashen(1983)的「i+1」理論 
3. 歌詞有足夠重複的部份提供口語練習，且內容包含了教師想介紹或討論的

主題與價值觀 
4. 歌曲旋律好聽易記，學生容易跟著吟唱 
5. 歌曲的速度不宜過快，歌詞內容不宜太饒口，或是演唱者咬字不夠清晰，

都會造成學生聽力上的負擔 
6. 歌曲為真實材料(authentic materials)，非以教學為目的而編寫的歌曲，亦即

學生能在課室以外聽到這些歌曲，甚至能用這些歌曲與母語者建立溝通

的橋樑。故此，筆者認為 YouTube 上隨時可聆聽到的華語流行歌曲為本

研究的首選教材。 
當今之華語流行歌曲已步入數位化階段，幾乎所有的歌曲都搭配了音樂

錄影帶 MV(Music Video)在 YouTube 上供使用者觀賞。Riley, P.(1981)認為

同時提供聽覺及視覺之輔助，能有效地提升學生的語言學習表現及聽力理

解。學習者可以透過音樂、歌詞及 MV 拍攝之劇情的結合去理解歌曲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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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更可以利用華語流行歌曲 MV 中常出現之歌詞字幕跟讀、查找生詞等。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中文是一個有聲調的語言，且聲調具有辨別語意之

功能，然而在演唱時為配合曲式旋律，多半以第一聲(陰平調)取代原有之調

值，是以該聲調較無音節變化、容易配合不同旋律演唱之故。對母語者而言，

只要演唱者發音清晰，聆聽者仍然能透過聲母、韻母及歌詞前後情境理解語

意內容，原因是母語者已於日常生活中先認識該詞彙，只要獲得足夠的信息

大腦便能自動產生連結(陳信瑞，2013)，然而對非母者而言則並非易事。因

此，教師使用華語歌曲作為教材時，應特別注意各詞彙聲調的練習，學生方

能將所學之詞彙正確地應用於日常口語會話當中。 
    綜合以上之資料，我們可以歸結出以下之結論：只要經過適當的篩選，

華語流行歌曲以其豐富的語言內容、琅琅上口的旋律以及與當代社會的連結

性，再加上數位化的影音呈現，確實為良好的語言學習材料，然而教師在教

學時應特別注重聲調的處理，以補足華語歌曲作為發音教材上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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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學模組之開發 
    本研究目的為發展一套結合華語遠距教學及華語影片輔助學習平台的

模組化教學，本節將就課程設計(Curriculum Design)及教學模組(Teaching 
Module)的相關文獻做討論。 

一、系統化語言課程設計 
    Brown(1995)提出了構成一套系統化語言課程設計的六項因素，分別

為：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教學目標(Objectives)、測驗(Testing)、教材

(Materials)、教學(Teaching)以及評鑑(Evaluation)等六個步驟，他們之間的關

係如下圖 2.4.1 所示： 

 

 

 

 

 

 

 

 

 

 

 

 

 

 

 

圖 2.4.1 Brown.的系統化語言課程設計 

譯自 Brown (1995；20) 

    Brown (1995)所提出的六個步驟有其先後順序關係，環環相扣且互相影

響，每個步驟完成之後都得通過評鑑，若未通過則得退回前一個步驟做修

正。每個步驟的內容如下： 
1. 需求分析：分析學習者所需要學習的語言相關知識。我們可由三個面

向來分析學習者的需求：情境需求(situation)及語言需求(language)、
客觀需求(objective)及主觀需求(subjective)、語言內容需求(linguistic 

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 

教學目標(Objectives) 

測驗(Testing) 

教材(Materials) 

教學(Teaching) 

評    

鑑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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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及學習過程需求(learning process)。 
2. 教學目標：根據學習者需求設定教學目標。 
3. 測驗：針對需求及目標，測驗學習者是否達到要求。 
4. 教材：選用、修訂或編寫符合需求分析、教學目標及測驗成果的教材。 
5. 教學：教師整合以上各環節，於教學時隨時調整教學方式與教學內容。 
6. 評鑑：課程設計的評鑑貫穿每一個步驟，也就是當發現任一環節不符

合目標就應重新檢討與修正教學設計。Brown, J.D.(1995)同樣的提出

了課程評鑑時的三個面向：形成性(formative)及總結性(summative)、
過程(process)及結果(product)、質化(qualitative)及量化(quantitative)。 

    Brown (2007)提出了另一套以二語學習為主的系統化課程設計，其課程

發展方式如下圖 2.4.2 所示： 

 

 

 

 

 

 

 

 

 

 

 

 

 

 

 

 

 

 

 

圖 2.4.2 Brown 的第二語言課程發展與設計 

譯自 Brown (2007；151) 

    有別於 Brown, J.D.(1995)的課程設計，Brown, H. D.(2007)將整個計劃所

牽涉到的元素詳細的呈現出來，包含行政機構(如學校單位)、師資(包含了教

情勢評估、背景資訊、學生資訊、需求分析 

制定目標 

制定課程內容、順序及架構 

設計單元內容及模組 

設計單課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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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專業培訓、專業能力等)以及教材資源(如本研究中的線上資源)；另外， 
Brown, J.D.(1995)的設計中認為測驗(testing)為一個選擇教材前必經的流程

(也就是說在教學前非得經過某種形式對學生進行前測)，Brown, H. D.則將

測驗(assessment)從教學流程中獨立出來，而是教師在實際教學時，應透過

各種隱性的形成性測驗(implicit formative assessment)7對學生的表現進行評

估，並用以不斷地修正教學內容及方式。 
    Kemp(1985)則認為教學設計是一種循環的過程(見下圖 2.4.3)，教學設計

者以及教學者都必須要考慮到教學循環中的每一個要素，才能有效實行系統

化的教學設計。 

 

 

 

 

 

 

 

 

 

 

 

 

 

 

 

圖 2.4.3 Kemp 的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 

譯自 Kemp(1985；11) 

                                                 
7 形成性測驗(formative assessment)或稱形成性評量，係對比於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assessment)

之一種測驗概念。鍾靜、陸昱任(2014)整理了許多不同學者之看法，總結出：形成性測驗是為改善

學生的學習、幫助學生達到學習目標之過程，透過評量引出學生學習狀況的證據，教師可用以調

整其後續的教學內容及教學方式，學生則可以用以調整其學習策略。因此形成性測驗是一種具備

回應性(responsiveness)、過程潛默、使用專業知識與經驗、強調教與學整合、師生共同實施、重視

評量目的且具不確定性等特徵的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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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mp(1985)認為在一個完整的教學設計模式中，沒有一個固定的順序

及流程，所有的要素都是具彈性、不固定的，彼此之間相互依存，其中任一

要素的更動都有可能影響到其他的要素，外層的修訂(revision)則意謂在設計

的過程中隨時都可以對內容做調整。另外，Kemp 也提到了教學設計的工作

應由以下四種角色合作完成：教學設計者(instructional designer)、教學者

(instructor)、科目專家(subject specialist)、評鑑者(evaluator)。 
    Richards & Rodgers(2014)提出另一套語言課程設計理論，他將整個計畫

分成三個層次：教學觀(approach)、教學設計(design)以及教學過程

(procedure)。其中教學觀包含了兩個基本信念：語言的本質(the nature of 
language)以及語言學習的本質(the nature of language learning)，教學觀的設

定對於往後的教材選擇、課程規劃以及教學法選擇有著關鍵性的影響；教學

觀的定位呈現於教學設計層面，包含學習目標、內容、師生及教材的角色等

等；至於教學過程則為在課室中可被觀察到的具體課堂技巧與行為。 
    綜觀以上各派別之課程設計理念，筆者認為以 Brown(2007)所提出之系

統化課程設計理念最為完整，緊密地結合了與教學相關的各項不同資源，從

學生需求、師資能力、教材內容與行政機構等多面向切入探討，最適合本研

究所提出之線上華語流行歌曲教學設計。然而，Brown(1995)所提出之評鑑

(Evaluation)觀念與方法、Kemp(1985)所提出之類似有機體的教學設計觀以

及 Richards & Rodgers(2014)所提出之三層次觀念，也將納入未來設計課程

時之考量。 

 

二、教學模組之設計 
1. 教學模組之定義與優點 

  
圖 2.4.4 模組之概念示意圖 

 
   模組(Module)一詞本多用於資訊及硬軟體產業，係指由數個具基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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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元件所組成之具特定功能之組件，該組件用於組成具完整功能之系統、程

式或裝置(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由於模組通常具備以下特徵：「製程相同，然而變更其內部之元件即可

調整其用途或功能」，因此現今工業常有「模組化設計」或「模組化生產」

之手段，即是利用模組之彈性及可量產性以同時達到產品之低成本、規模化

與客製化之商業目標。(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模組之概念也被引進教學領域，教學中的小單元或所謂「教學點」即是

具備基礎功能之元件，依據學生的需求、程度、學習目標等因素而結合了數

個有關的小單元形成的「大單元」即「教學模組」之概念，再由數個「教學

模組」組成一次完整的教學歷程。 
    陳文典(2001)認為教學模組是一個主題式教學的教案，即類似所謂「大

單元教學計劃」，然而「教學模組」與「大單元」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更強

調教師教學的主導性及學生學習的主體性，因此教師可以從一套完整的教材

中擷取並改裝部份的內容，甚至變更執行之方式，符合模組之客製化特色。 
    姚如芬(2001)解釋：「(教學模組)係指由同一主題貫穿的一系列的教學

活動，每個皆與該主題相關且可獨立存在，而教學者可視實際教學的需求自

行組裝這些教學活動，無須從頭到尾全數實施。」 
    陳彥廷、陳于倩(2002)認為：教學模組是一套主題式、適性化的教學活

動設計，在大主題的教學目標下，發展出次主題，再根據次主題之性質，透

過多樣化的教學活動以達成學習目標。 
    Russell(1974)則具體點出了教學模組之優點： 

a. 獨立的包裝(self-instructional package)：學生有機會可以依照自己的學

習步調來學習，教師可以依據學生的興趣及需求，建構獨特的課程 
b. 關心個體差異(concern individual differences)：在一般課堂上教師無法

滿足學生的個別差異，包含學習目的、方法、背景，而教學模組的

獨立特性則能達到「因材施教」的目的 
c. 目標明確(specification of objective)：模組是以目標為導向的，明確的

目標對教師而言能夠清楚理解教學內容是否適合學生，對學生而言

則能明確的明白學習的目的是什麼 
d. 知識的連結、組織與排列(association, structure, and sequence of 

knowledge)：模組教學聯結了知識學習的空間與時間，可以針對學生

組織一連串獨特的學習經驗，並使之有系統且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 
e. 運用多元的媒體(utilization of a variety of media)：每位學生對於不同的

教學媒體都有不同的反應，有些人喜好經由閱讀獲得知識，有些人

則喜歡實體互動，教學模組提供了學生透過不同的媒體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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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立即增強反應(immediate reinforcement of responses)：教學模組因具備

個別化的特性，學生能夠得到更多回饋，教師也能與學習者更自由

地進行個別互動 

 
    根據以上幾位學者對教學模組之介紹，筆者認為教學模組的觀念相當適合被

引入遠距教學中，其中以其個人化教學的優點特別符合本次一對一遠距教學的需

求。至於教學模組之可量產的特色，由於本次的研究為一次初探性實驗，師生數

量尚未達到一定規模，只能以「模組化之教學設計」作為本次研究之目標，但相

信透過長期的教學實驗以及資料累積，最終將能達到「教學資源編碼及資料庫建

置」的終極目標。 
 
2. 教學模組之設計 
    筆者整理了 Russell(1974)以及陳文典(2001)的資料，將教學模組之設計

原理與流程以下表 2.4.1 及下頁圖 2.4.5 呈現之： 

表 2.4.1 教學模組之設計原理與流程 

設計步驟 內容 設計原理 

1. 設定明確而詳盡的目

標 

(exact specification of 
objectives) 

在此所謂「目標」指的是「終

點行為」(terminal behavior)，
也就是學生在完成這個模組

之後能做的事。唯有訂立目標

後，才能決定： 
a. 什麼要被完成？(學習任務

內容) 
b. 用什麼來完成？(媒體或策

略) 
c. 誰來完成？(誰來執行模組) 

在設計教學模

組之過程中，設

計者應時時刻

刻保持以下之

精神： 
1. 掌握統整教

學之精神：學習

領域為學生學

習之主要內

容，為釐清學習

主題之資源都

可成為學習之

材料 

 
2. 留給學生自

主決定學習方

式之空間：教師

應準備充沛的

教材，寧可「備

2. 測量標準的建立 

(construction of criterion 
items) 

設立明確目標後，得發展一套

有效的測驗(test)方式去評量

學習者的表現，以便確定學習

者之弱點，繼而協助學習者達

到學習目標 

3. 分析學習者的特質及

特殊的起點行為 

(analysis of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fication of entry 

設計模組前得分析學習者已

經學會哪些技能，具備哪些知

識與能力，即所謂「起點行為」

(entry behavior)，避免學習者

重複學習同一個主題。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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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外也要分析學習者的學習背

景，即一切可能會影響學習的

背景資訊，如母語、學習策略

等等 

而不用」，在教

學現場觀察學

生發展實況的

需要，再決定是

否提供給學生 

 
3. 有彈性、可重

新組裝之形

式：教學模組應

具有可增刪、可

修改之彈性，以

便教師可依學

生之需要自由

裁減、修改、補

充 

4. 模組呈現及媒體選擇 

(sequencing module and 
selection of media) 

組織與呈現教學資源，並使用

不同的媒體以達到教學目

的。模組的主題應由科目專家

(subject specialist)列出，內容

則留由教學者彈性安排處

理，讓模組有延展之空間 

5. 執行模組 

(student tryout of the 
module) 

若在實際執行模組後，透過測

試(test)檢驗後發現仍有大部

份的學生未達學習目標，則應

利用這些測試資訊來修正原

先設計之模組 

6. 模組評估 

(evaluation of the module) 

模組評估的目的在於確認模

組的有效性，評量方式可以是

多元的 

 

 

 

 

 

 

 

 

 

 

圖 2.4.5 教學模組之設計流程圖 

    根據本節所提及之文獻，本研究嘗試以 Brown, H. Douglas(2007)之系統

化語言課程設計理念，融入教學模組之發展模式，結合遠距教學及線上輔助

學習平台，建構一套適合華語流行歌曲學習之模組化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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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筆者從四個角度分別蒐集了相關文獻以支持本次研究：華語遠距教學、

翻轉課室與輔助學習平台、華語流行歌曲教學及教學模組開發，從前人的研

究中找到了支持本研究進行之理由以及研究將面臨之挑戰，並在此框架底下

設計本次研究的教學實驗。筆者試以下圖(2.5.1)總結文獻回顧所得之結論。 
 

 

 

 

 

 

 

 

 

 

 

 

 

 

 

 

圖 2.5.1 研究理論依據 

 

華語遠距教學 

支持：突破時空限制，即時的

視訊功能提供遠距的學生一

個擬真的課室環境 

挑戰：遠距師資培育、資訊技

術維護及行政管理的需求 

翻轉課室與輔助學習平台 

支持：學生為本位的學習模

式，提供適性化且更高效的教

學互動 

挑戰：輔助學習平台與教材內

容開發、專業教師的培訓 

華語流行歌曲教學 

支持：易取得、有教學價值之

真實語言學習材料，無論是內

容或形式都能幫助學生學習 

挑戰：教師選歌能力、延伸教

材編寫能力及聲調教學能力 

教學模組的開發 

支持：模組化的教學設計能同

時幫助教師與學生開發適性

化、可量產的教學歷程 

挑戰：教學模組之開發能力、

學生起點行為與學習表現測

量標準的建立 

華
語
流
行
歌
曲 

遠
距
教
學
模
組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5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行動研究法 
    本研究基於「行動研究法」(Action Research)之質化研究精神，同時採

用了「文獻探討」、「問卷調查」、「教學實驗」、「訪談」、「觀察法」

等不同研究手段，再透過嚴謹的研究分析過程以達到研究目的：設計出合適

的線上華語流行歌曲模組化教學並評估其價值。 
    「行動研究法」是一種研究與行動結合的研究方法，即是情境參與者(在
本研究中為華語教學者)基於解決實際問題之需要(設計模組化教學)，與專

家、學者或其他組織共同合作，將問題發展為研究主題，進行有系統的研究

(蔡清田，2000)。換句話說，「行動研究法」是一種行動者透過不斷的反省、

思考、再計畫的過程，至於研究的設計與實行，還必須採用其他的研究方法，

如本研究中所採用之問卷調查法、觀察法等等。 
    「行動研究法」的實施步驟為：一、發現問題；二、界定並分析問題；

三、草擬計畫；四、閱覽文獻；五、修正問題；六、修正計畫；七、實施計

畫；八、檢討與結論(蔡清田，2000)。基本上，「行動研究法」的實施步驟

與一般的實證研究差異不大，然而最大的不同點，在於行動研究的問題多半

發生於實際的工作環境中，且其計畫內容也非一成不變，研究者必須隨時透

過檢討、反思，修正計畫內容以符合實際環境的需要，是一種動態的、螺旋

性的研究方式。 
    「行動研究法」的主要優點有二：一、研究為解決工作之問題，因此可

以立即應用研究成果；二、有利於工作者的專業成長；然而此種研究方式也

有其限制，最主要的有：一、研究之結果係針對特定問題與情境，不具備類

推性；二、研究的時間、資料蒐集的適當性都受到實務工作的限制。 
    行動研究法的一個重要精神為「反思」，也就是研究者必須於研究過程

中隨時檢視成果，並修訂原有的計畫。在本研究中，筆者同時身為模組化教

學之開發者、設計者、執行者及評估者，亦即從頭到尾參與了此次教學研究，

故筆者欲將「反思」的精神體現於整個教學的「動態評鑑」；Stufflebeam(1983)
認為，評鑑的最重要意圖不是為了證明(prove)，而是為了改進(improve)，筆

者將於第五章「模組化教學檢討與應用」中，針對本次研究的整個流程進行

反思，並提出具體的改進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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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習需求分析方法 
    欲建構一套模組化教學，勢必得先了解學生的學習需求。筆者使用「問

卷調查法」分別對學生的「學習背景」及「學習需求」做資料蒐集。 

一、學生學習背景調查問卷設計 

    本次研究有幸能與新加坡國立大學陳桂月博士跨國合作，與陳博士所教

授之中級華語課堂的 10 位學生進行線上互動。該課堂的華語學習者背景來

源複雜，陳博士指出，由於選修華語課的學生，從初級的 200 人開始逐級遞

減，到了五、六級多半只剩下 2 至 5 名學生，其餘的學生多是從國外到新加

坡留學的外籍生或交換生，學習背景十分複雜。因此，對學生的學習背景做

一份完整的調查，對於教師教學以及後續的研究觀察都有其必要性。筆者配

合曾金金教授之研究計畫，與其他研究者共同擬定了一份學生學習背景調查

問卷 8(見附件一)，以蒐集學生的基本資料，並了解他們的中文學習經歷、

語言技能、學習興趣以及對本次線上互動的期待等訊息。線上教師可以根據

這些訊息，大略地繪製出學生的學習輪廓，以提高個人化教學之效果。 

    以下為問卷調查內容： 

    1. 基本資料： 

a. 年齡 

b. 性別 

c. 國籍 

d. 學歷 

e. 主修系所 

f. 家中主要使用語言 

- 是否為華裔？ 

- 12 歲前主要居住地區/使用的語言 

- 目前主要居住地區/使用的語言 

    2. 學生技能與中文學背景調查： 

a. 幾歲開始學習中文？ 

                                                 
8 由於本問卷係由多位研究者共同擬訂，每位研究者所關注的研究主題不同，欲調查的學生背景

資料也不盡相同，在此僅列出與本研究相關的調查項目。另外，為求調查結果不受學生語言能力

之干擾，本次研究對學生所發放之問卷皆使用新加坡官方語言英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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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覺得自己最需要加強的部份是？(聽/說/讀/寫/文化) 

c. 除了中文、英文以外，還會什麼語言？(漢語方言/西班牙語/法語/
德語/其他) 

d. 是否通過中文 AP、HSK/新 HSK、TOP/TOCFL 或其他中文能力測

驗？(通過測驗之級數？) 

e. 上中文課的時數？(一週多少小時) 

f. 課外自主練習中文的時數？(一週多少小時) 

    3. 學生興趣調查： 

a. 所感興趣的主題？(可複選：生態/旅遊/科技/商業/時尚/繪畫/音樂/
戲劇/運動/教育/醫學/設計/其他) 

b. 學習中文的原因 

    4. 其他： 

       a. 是否曾去過華語地區？(在什麼地方？多久？) 

       b. 對本次語言交流計畫有什麼期望？ 

 

二、學生學習需求調查問卷設計 

    在「學習需求」的問卷裡，筆者詢問學生希望透過學習華語歌曲增進哪

方面的語言能力，以及學生於使用輔助學習平台預習時希望獲得什麼協助。

此問卷設計之目的在於提供教師教學時一個更明確的方向，可根據學生之需

求調整教材內容或教學方式；另外，透過比對學生對輔助學習平台之功能需

求以及 ChineseVid 所實際提供之功能，教師也可以得知學生可能對什麼環

節較不熟悉，又有哪些需求可能已在 ChineseVid 平台上得到協助。 

    問卷調查內容如下： 

1. 是否聽過華語流行歌曲？ 

2. 聽華語流行歌曲的頻率？(很頻繁/頻繁/有時候/偶爾/很少) 

3. 對學習華語流行歌曲之興趣？(非常有興趣/有興趣/無意見/沒興趣/
完全沒興趣) 

4. 您認為華語流行歌曲可以幫助您…(完全同意/同意/無意見/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a. 加強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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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強詞彙 

c. 加強語法 

d. 加強聽力 

e. 認識華人傳統文化 

f. 認識華人流行文化 

g. 提升學習興趣 

5. 您認為一個華語流行歌曲輔助學習平台具備哪些功能能幫助您學

習……(完全同意/同意/無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a. 詞彙解釋 

b. 語法解釋 

c. 文化解釋 

d. 中文字幕 

e. 英文字幕 

f. 字幕切換 

g. 慢速播放 

h. 重播 

i. 詞彙測驗 

j. 語法測驗 

k. 發音測驗 

6. 是否有具體想要學習之華語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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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學供給分析方法 
    本次教學之教學供給者包含線上教師以及網路輔助學習平台

(ChineseVid)。筆者對參與本次遠距互動之線上教師進行華語教學背景問卷

調查，內容包含教學年資、主要教學語言、所感興趣之教學主題等等；所蒐

集到的資料對於之後安排遠距師生配對、教學錄影觀察等都能起到參考之作

用。 
    至於網路輔助學習平台部份，筆者仿照 Stevenson&Liu(2010)的研究方

法，對 ChineseVid 平台所提供的各項功能做「教學功能(pedagogical usability)
評估」，以明白學習者在使用此輔助學習平台時可能面臨到的難題，其評估

結果更可以提供線上教師於遠距教學時針對平台不足之處做重點加強，以臻

更完善之學習成效。 

一、線上教師華語教學背景調查問卷設計 

    本次參與教學的 7 名線上教師皆為本所之研究生，其中一名為博士生，

其餘皆為碩士生。選擇與本所同學合作的原因有三：一是研究經費有限，因

此洽詢了幾位願意無酬協助的所上同學加入教學團隊；二是所上同學大部份

都參與過曾金金老師之遠距教學計畫，且有一定的華語教學知識與經驗，可

以省去許多教師專業訓練的時間，本次參與教學的線上教師僅有一位碩士生

未曾參與過遠距教學，在短暫的訓練後便已步上軌道；三是基於教學相長之

觀念，讓同為華語教學研究者的同學們能共同參與研究、共同分享研究成果。 

    筆者仿照學生背景資料調查內容，針對線上教師的華語教學背景做了一

份問卷(見附件三)，問卷內容如下： 

    1. 基本資料： 

        a.  年齡 

        b.  性別 

        c.  國籍 

        d.  學歷 

        e.  教學主要媒介語言 

        f.  中文是否為母語 

            - 12 歲以前居住的地區/使用的語言 

            - 目前主要居住地區/使用的語言 

        g.  是否受過華語教學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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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受過的訓練為？(相關學位課程/學分課程/其他培訓課程) 

    2. 教師技能與中文教學背景調查： 

        a.  是否具有正式華語教學經驗 

            - 任教機構/任教時間 

            - 每週授課時數 

            - 主要教過哪些程度的學生？(初級/中級/高級/其他) 

        b.  覺得自己教學上最擅長的項目是？(聽力/口說/發音/詞彙/語法/
文化/提升學習興趣/其他) 

        c.  覺得自己最需要加強的部份是？(教學實務/語言能力/專業知

識/其他) 

        d.  曾經使用哪些語言教授中文？(中文/英文/漢語方言/西班牙語/
法語/德語/日文/其他) 

        e.  是否取得任何中文教師能力證書？所取得的證書為何？ 

        f.  主要教過哪些語言背景的學生？(普通話/漢語方言/英語/西班

牙語/法語/德語/其他) 

        g.  是否教過華裔學生？ 

3. 教師興趣調查： 

        a.  感興趣的主題？(可複選，至多三項：生態/旅遊/科技/商業/時
尚/繪畫/音樂/戲劇/運動/教育/醫學/設計/其他) 

        b. 教中文的原因 

    4. 其他： 

a. 是否曾在非華語地區教學？(在什麼地方？多久？) 

b. 是否曾在華語地區教學？(在什麼地方？多久？ ) 

c. 對本次語言交流計畫有什麼期望？ 

 

二、ChineseVid 平台教學功能評估實驗設計 

    本次教學中還有另一個教學供給者：ChineseVid 輔助學習平台，筆者已

於本文第一章中描述了該平台所提供之功能，至於這些功能是否真的具備教

學能力、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達到所預期之課前預習的目的，則需另進行

平台之「教學功能評估實驗」進行檢測。 

 



 

第三章  研究方法 

 

41 

    本實驗設計如下： 

    1. 受試者：三名同樣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華語課的學生 α、β、γ，其華

語程度大致與參與教學實驗的 10 名學生所來自的中文課堂一致，且

從未使用過 ChineseVid 平台(三名受試者背景資料見附件四)。 

    2. 實驗流程：筆者透過 Adobe Connect 分別與該三名受試者連線，並請

學生實際操作 ChineseVid 平台以完成數項任務。受試者開始操作以

前，筆者將簡單介紹 ChinseVid 的各項學習功能(即本文第一章中所

提及各項功能)。受試者操作平台之過程都將透過「螢幕共享」功能

讓筆者進行遠距觀察，實驗全程也都將錄影作為紀錄。此外，為確

保受試者能精確表達其看法，本實驗全程使用英語作為交流用語。

受試者在執行任務時，筆者將檢視：一、受試者是否成功達成任務；

二、受試者花了多久完成任務；三、受試者是否利用了 ChineseVid
以外的輔助工具。每一個任務執行完成後，筆者將詢問受試者：一、

你覺得在執行這個任務的時候碰到了什麼困難？二、你覺得平台還

應該提供什麼功能以幫助你更順利完成這個任務？ 

    3. 實驗任務：一、請找到一首華語流行歌曲；二、請聽這首歌並了解

歌詞在說什麼；三、請使用平台之「Speaking」頁面，朗讀一段歌詞，

錄製後下載寄給筆者；四、請你用自己的話(中文)說說看這首歌在說

些什麼。 

    4. 實驗目的：具體了解學生使用 ChineseVid 平台預習歌曲時所遇到的

困難，以及評估學生預習的學習成效，藉此了解線上教師在教學時

應提供學生怎麼樣的幫助，更可以根據受試者對該平台的回饋向平

台開發者提出修正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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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模組化教學設計方法 
    在得到學習需求面以及教學供給面的調查結果後，筆者便能根據這些資

料著手設計一套模組化教學，並實際對學生進行實驗教學。筆者於文獻探討

章節中結合了 Russell(1974)與陳文典(2001)的看法，列出了設計模組化教學

的四個步驟，分別是：一、設定教學目標；二、建立測量標準；三、分析起

點行為；四、媒體選擇及教材設計。各步驟之具體任務內容如下： 

1. 設定教學目標：根據學生背景資料調查問卷、學生學習需求調查問

卷、線上教師教學背景調查問卷以及 ChineseVid 平台教學功能評估

實驗之結果，了解學生想要增強哪些語言技能，又有哪些技能是輔

助學習平台無法提供、必須由線上教師協助完成的。在綜合以上之

資訊後，設定出本次模組化教學之教學目標，並以此貫穿整個教學

設計以及評估。 

2. 建立測量標準：探討本次教學中如何評量學生的表現？應透過形成性

(formative)或是總結性(summative)的測驗？怎麼確認學生是否達到

學習目標？是否應有一個統一的測量標準？ 

3. 分析起點行為：透過學生學習背景調查，我們僅能大略描繪出學生的

語言輪廓，包含學習經歷、母語背景及語言環境，但對於學生實際

的語言表現，在互動前並無深入了解。另外，雖然學生來自於同一

個華語班級，但由於該課堂學生來源之特殊性，我們只能約略地將

學生的語言程度歸類為中級(Intermediate)，然而對於每位學生的各項

語言技能(這裡指的是：發音、漢字、詞彙、語法、聽力、口說、閱

讀、寫作、文化等)分別到達了怎麼樣的水平，卻無從得知。因此，

此步驟將探討線上教師應建立怎樣的一套機制，以分析學生之語言

技能。 

4. 媒體選擇及教材設計：「教學模組」之所以能夠達到適性化的教學目

的，即是因為教學的內容和方式都能夠隨時調整更動，因此本次的

教材設計也是秉持著這樣的精神，給予教師及學生更大的自由度去

選擇適合的教材與互動方式。筆者嘗試利用 PowerPoint(在 Adobe 
Connect 平台中最適合的媒體)設計一份「教材模版」作為貫徹「模

組化教學」精神之工具；所謂「模版」即是一個可以供所有線上教

師使用的教材模型，每位教師可以依照自己習慣的教學方式以及學

生的學習狀況，更改或增減教學內容，一方面可以減少教師備課的

負擔，並達到資源共享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也能夠兼顧適性化教

學的精神，讓教師與學生自由選擇學習的內容與方式。本次模組化

教學教材的設計過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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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教材模板框架設計：確認本次的線上教材將包含哪些教學項

目，分成那些部份，各教學項目的教學重點為何。 

b. 選定流行歌曲：本次嘗試以華語流行歌曲作為主要教學內

容，筆者必須選出一首適合教學的歌曲，請 ChineseVid 平台

負責人編輯並上傳至網頁，同時由筆者進行接下來的教材編

纂。 

c. 編纂線上教材：根據教材模板之設計，著手編寫詳細的教材

內容。 

d. 分享予線上教師並各自修訂：筆者將編寫好的教材模板分享

給各位線上教師，並鼓勵各位教師依照自己的教學習慣、模

式、長處自行修訂更改內容，或是依據學生的背景、特殊需求

及課堂表現增減其中的教學元素，以達到模組化教學個人化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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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模組化教學實施運用方法 

    本次參與教學實驗的學生共 10 名，線上教師則只有 7 名，因此為滿足

一對一的教學設定，勢必有幾名教師必須教授兩名以上的學生。至於如何配

對教師與學生，理想的情況是根據學生的學習背景資料指派最合適的教師，

例如安排有華裔學生教學經驗的教師教導華裔學生、安排擅長口語訓練的教

師教導需加強口語能力的學生；然而在師生之間出現需求大於供給的狀況

下，選擇的彈性大幅下降，再加上這十名線上教師並非全職的線上教師，可

以上線教學的時段有限，若要同時考量師生背景的配對，則面臨教學安排窒

礙難行的窘境。因此筆者僅能以教學時間作為師生配對的優先的考量，在師

生之時段都有彈性的條件下，再考量師生背景的契合程度。 

    本次之教學實驗分成「教學安排」及「線上教學」兩個部份，其中「教

學安排」之流程設計如下： 

    1. 訂定教學時數：確認線上互動期間以及每次上課的時數。 

    2. 調查線上教師可教學時段：由於可上線教學的教師人數較少，筆者

先安排教師列出所有可以上線的時段，再將「有至少一名教師可上

線」的時段提供給新加坡的學生填寫，以確保學生填寫的時段都有

教師能上線。筆者將利用 Google Sheet 雲端表單，讓參與線上教學

的教師填寫可上線的時段。 

    3. 學生填寫可上線時段： 根據線上教師可上線時段之調查，透過陳貴

月教授之協助對新加坡的學生發放時段表單，讓學生填寫欲上線之

時段。 

    4. 師生配對：先根據師生所填寫之上線時段作初步的配對，再根據師

生之背景做調整，例如安排有華裔教學經驗的教師教導華裔學生。 

    5. 協助師生聯絡：確認師生配對名單後，請線上教師根據學生所提供

之電子郵件聯絡學生，與學生約定好確切的上線時段，並指示學生

於課前至 ChineseVid 平台預習本次互動之華語流行歌曲影片。 

    6. 教學媒體示範：在線上教學開始前一週，筆者將透過 AdobeConect
與本次參與模組化教學之學生進行一次集體線上互動，於華語課堂

中給學生介紹本次教學將使用的兩個教學媒體：ChineseVid 與

AdobeConnect 平台。筆者將簡介如何使用 ChineseVid 所提供之功能

進行課前學習，以及如何使用 AdobeConnect 與台灣的線上教師進行

互動，並教導如何排除常見的技術問題及硬體問體。 

    「線上教學」的部份，筆者安排師生於 2015 年 8 月 24 日起開始進行遠

距線上活動。每一次的線上互動都將在雙方的同意之下(同意書請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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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 AdobeConnect 內建之錄製功能全程紀錄，方便後續的教學觀察與

研究；筆者也利用 GoogleSheet 建置了一份「線上教學回報表單」，請線上

教師於每一次教學後填寫教學紀錄，包含上課教師姓名、教學日期、互動時

間、學生出席狀況、特殊狀況回報等等。 

 
圖 3.5.1 線上教學回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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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模組化教學評估方法 
    實驗教學過後，筆者將透過教學錄影觀察，記錄線上教師教學流程並檢

核教學是否能達到所設定的教學目標，並列舉出影片中實例加以印證；為求

客觀，筆者也請了 6 位有線上教學經驗的研究生教師(見附件六)對同樣的教

學影片進行他評，分別對每項教學目標給予評分並提出評價理由。 
    除了教學錄影觀察，筆者也設計了一份「學生表現調查表」(見附件七)，
請線上教師於整個教學互動結束後填寫，以調查學生的語言技能表現於參與

本次教學後是否有增長，並供陳桂月教授於華語課堂中參考。調查內容如下： 

 

(a~f 填答項目：「完全同意」：5 分，「同意」：4 分，「沒意見」：3 分，

「不同意」：2 分，「完全不同意」：1 分」) 

a. 發音表現有顯著的進步 

b. 詞彙掌握有顯著的進步 

c. 語法表現有顯著的進步 

d. 文化認知有顯著的進步 

e. 聽力表現有顯著的進步 

f. 表現出良好的學習興趣 

g. 整體而言，請您給您的學生本次互動的表現打一個分數 (滿分 100
分) 

    此外，陳桂月教授也根據「學生表現調查表」之調查內容，設計了一份

「學習反饋表」(見附件八)，由參與學習的學生於整個教學互動結束後填

寫，由學習需求者的角度對教學成效給予反饋。 
    調查內容如下： 
 

(a~h 填答項目：「完全同意」：5 分，「同意」：4 分，「沒意見」：

3 分，「不同意」：2 分，「完全不同意」：1 分」) 

a. 本次線上學習能幫助我的發音 

b. 本次線上學習能幫助我的詞彙 

c. 本次線上學習能幫助我的語法 

d. 本次線上學習能幫助我認識中國文化 

e. 本次線上學習能幫助我的聽力 

f. 本次線上學習能提高我學習中文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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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我喜歡本次線上學習一對一的上課方式 

h. 我希望能繼續參加線上中文學習 

i. 請給線上互動打分數 (滿分 100 分) 

j. 意見和建議 

綜合以上所提及之教學錄影觀察、教學錄影他評、學生表現調查表及

學習反饋表之調查結果，筆者將從多角度檢驗本模組化教學之教學成

果及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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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學習需求面分析 
一、學生學習背景分析 
    問卷調查結果如下：(十名填表學生以「A~J」代稱之) 

    1. 基本資料： 

       a. 年齡：本次參與課程的學生年齡落在 20~24 歲間，平均為 22 歲 

       b. 性別：10 名學生中有 6 名男性，4 名女性 

       c. 國籍：新加坡 3 名、韓國 2 名、越南 3 名、印尼 1 名、美國 1 名 

       d. 學歷：本次的 10 名學生都是大學生(undergraduate)，其中一名韓

國學生 B 及美國學生 J 為交換生 

       e. 主修科系：由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並未設有中文科系，只開設供全

校選修的華文課，因此學生皆來自非華語相關科系，

如社會工作(social work)、化學工程(chemical 
science)、生命科學(life science)等科系。 

       f. 家中主要使用語言： 

 
圖 4.1.1 學生調查結果：家中主要使用語言 

             本次參與課程的學生主要來源為東南亞國家，因此家中使用

的語言以東南亞的語言及新加坡官方語言英語為大宗，沒有學生

在家中以中文作為主要語言。(註：其中一位來自新加坡的學生家

中同時使用英語及馬來語，因此以英語 0.5、馬來語 0.5 計算之) 

- 是否為華裔？ 

單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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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名學生中有 3 名具有華裔背景(A、G、H)，其中兩名來自

新加坡(A、G)，一名來自印尼(H)。兩名來自新加坡的華裔

學生家中主要使用的語言皆為英語，來自印尼的學生則為印

尼語，表示這三名學生儘管有華裔背景，平時並沒有更多的

中文口說機會。 

- 12 歲前主要居住地區/使用的語言： 

十位學生 12 歲前主要居住地區皆與國籍一致，來自新加坡

的三名學生 A、E、G 所使用的語言為英語/中文、英語/馬來

語、英語/中文，其餘的學生則都與「家中主要使用語言」

一致。 

- 目前主要居住地區/使用的語言： 

十名學生都為新加坡，所使用的語言皆為英語，唯學生 A
還另寫了中文、學生 E 另寫了馬來語。新加坡本為一個多元

民族融合的國家，人民所使用的語言有英語、中文、馬來語、

印度語等等，其中英語為該國之官方語言，而學生 A 及 E
所提及之中文及馬來語也正顯現著新加坡語言的多樣性。 

    2. 學生技能與中文學背景調查： 

a. 幾歲開始學習中文？ 

新加坡華裔學生 A、G 較早開始學習中文，分別為 10 歲及 4
歲，另外新加坡學生 E 雖為馬來人，但在新加坡多元的語言

環境中，也早於 13 歲便開始學習中文。其他的學生(包含印

尼華裔 H)都是在 17~21 歲間開始學習中文，即是大學時期才

開始學習中文。 

b. 覺得自己最需要加強的部份是？(聽/說/讀/寫/文化) 

 
 圖 4.1.2 學生調查結果：最需要加強的中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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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聽、說、讀、寫以及文化五個面向上，最多人(每一位

同學，包含華裔學生)認為自己需要加強口說能力，這個結果

顯示了學生對於口語能力的重視，而有限的課堂時數及普遍

使用英語的環境也限制了學生口語練習的機會。因此筆者認

為，本次的線上教學應以加強學生的口說技巧為目標。 

          c. 除了中文、英文以外還會什麼語言？ 

             華裔學生 A、G 分別選擇了漢語方言及俄語，馬來裔學生 E
填寫了馬來語，美國學生 J 則填寫了「一點點西文」，其他

的學生都填選了他們來源國所使用的主要語言。對學習中文

來說，唯有漢語方言背景的學生 A、G 可能具有聲調語言的

相對優勢，另外來自漢字圈國家(韓國、越南)的學生 B、C、
D、F、I 也可能在漢字的認寫表現上具有優勢。 

          d. 是否通過中文 AP、HSK/新 HSK、TOP/TOCFL 或其他中文能

力測驗？ 

             十位學生均未參與過上述之標準化華語測驗。 

          e. 上中文課的時數？ 

             十位學生均為每週 4 小時。另外，由於學生來自於同一個華

語課堂，筆者也對該華語課堂的基本資料做了簡單的調查，

調查內容與結果如下： 

 表 4.1.1 新加坡華語課堂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高級華文班 
級數 Level 5 

課程定位 學分選修課 
華語程度 Intermediate (CEFR B1) 
學生人數 10 名 
授課教師 陳桂月教授 
課程教材 《新實用漢語課本》第三冊 

課時 
講課(lecture)：每週 2 小時 
輔導(tutorial)：每週 2 小時 

課程概述 

This module is a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4. 
It will emphasize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and the training of the four language 
skills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 
writing). A systematic way of introducing 
drills and exercises will allow student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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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the necessary grammatical knowledge 
and rules for word and sentence formation. 
The students will also do projects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Essay writing 
skills will be strengthened. (來源：國立新加

坡大學語言中心課程網站) 
         f. 課外自主練習中文的時數？ 

           學生 A 至 J 填答結果分別為：2, 3, 4, 3.5, 2, 4, 1, 4, 1.5, 2.5(小時

/每週)，平均值為每週 2.75 小時。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

學中心(Mandarin Training Center)為例，普通班課程時數為每週

10 小時，外加 5 小時的語言輔修課程(含大班課)，密集班的課

程時數為每週 15 小時；反觀參與本實驗的學生每週僅 4 小時的

課堂時數及 2.75 小時的練習時數，再加上所處環境語言使用的

情況大不相同，可以確定這些學生明顯需要更多練習中文的機

會。 

    3. 學生興趣調查： 

         a. 所感興趣的主題： 

 
圖 4.1.3 學生調查結果：所感興趣的主題 

           學生最感興趣的主題為旅遊，其次為商業，再來才是音樂及設

計。值得關注的是，在此題僅有 3 位學生填答了「音樂」(Music)
選項，但在下一份學習需求分析的問卷中，共有 9 名學生表示

對學習華語流行歌曲(learning Chinese pop songs)「感興趣」或

「非常感興趣」，可見學生對廣義的「音樂」(Music)以及明確

定義的「華語流行歌曲」抱持著截然不同的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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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學習中文的原因： 

           A: I might work in China in the future. 

           B: Interest. 

           C: Chinese is a very useful language. 

           D: Future Work, education. 

           E: I am interested and I like watching local Chinese dramas. 

           F: Chinese is beneficial for my working career in the future. 

           G: For work after I graduate. 

           H: To increase my plethora of language. 

           I: I want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language. 

           J: Hopefully work in China in the future. 

           一個人選擇學習語言的動機可能是相當複雜且多元的，不同的

原因、不同的程度都可能影響學習成效。本實驗中的學生在本

題中多半提及未來工作之需求，可見大部份學生都同意中文有

其實質的學習價值。 

    4. 其他： 

         a. 是否曾去過華語地區？ 

           填答表示曾去過華語地區的學生有：A(中國/兩週)、B(中國/一
年)、F(新加坡/五年)、G(中國/一週)、I(中國/一週、台灣/一週)、
J(中國/一年)。本題由於學生對於「華語地區(Chinese-speaking 
countries)」的定義各不相同，只有 F 學生視新加坡為「華語地

區」；另外由於筆者並未針對此題做追問，因此除了 J 學生曾

於課堂中提到曾在北京學習中文，無法得知其他學生是到華語

地區居住、求學或還是旅遊，而學生的中文能力是否受到這些

經驗的影響，也不能斷然下定論。 

         b. 對本次語言交流計畫有什麼期望？ 

           A: To improve my reading and speaking skills. 

           B: Get to know the culture better by interacting with Chinese 
speakers. 

           C: To practice Chinese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D: To better my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to better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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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ulture. 

           E: To interact more, speak more in Chinese and in a more casual 
way. 

           F: Learn new vocabulary, grammar through conversations with the 
Taiwan teachers, the culture of China or Chinese-speaking 
countries. Have fun. 

           G: Able to read and speak well in Chinese. 

           H: Get to learn more culture and on how to speak Chinese in 
different Chinese speaking countries. 

           I: Fluent in speaking Chinese. 

           J: No expectation. 

           不少學生提到了期盼透過本次交流增加開口說中文的機會，也

有部份學生希望增強跨文化溝通的能力，因此，本模組化教學

應盡可能的朝此目標發展，即最大幅度的增加師生間跨文化口

語交流的機會。 

二、學生學習需求分析 
    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1. 是否聽過華語流行歌曲： 

 

圖 4.1.4 學生調查結果：聽過華語流行歌曲之比例 

    10 位學生中僅有兩位沒聽過華語流行歌曲，為一名新加坡華裔學生 G
及一名韓國學生 D。筆者認為，身處於一個華人文化較強勢的國家，來自台

灣或中國的華語流行歌曲在新加坡應該也普遍受到歡迎，即便是從非華語地

區來留學的外國學生也很容易能夠在當地接觸到華語流行歌曲。因此，沒聽

過華語流行歌曲的原因，應是學生本身對流行歌曲興趣及敏感度偏低，而與

單位：人數 

80% 

20% 

學生對華語流行歌曲之熟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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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和母語無關(特別是其中包含華裔學生)。 

 

2. 聽華語流行歌曲的頻率： 

 

圖 4.1.5 學生調查結果：聽華語流行歌曲的頻率 

    10 位學生聽華語流行歌曲的頻率大不相同，有一半的學生較頻繁地接

觸中文流行歌曲，另一半則較為陌生。經過交叉比對，選擇「頻繁」或「很

頻繁」的學生，在下一題「對華語流行歌曲興趣」的調查中全都選擇了「有

興趣」或「非常有興趣」，大致可推測學生因為有興趣而選擇接觸華語流行

歌曲領域，其中選擇「很頻繁」的越南學生 F，更在最後一題「關於想學習

之歌曲」部份直接填答：「周杰倫」(台灣流行歌手)，可見此學生在學習華

語流行歌曲時有明確的目標及動力來源。 

3. 對學習華語流行歌曲之興趣： 

 

圖 4.1.6 學生調查結果：學習華語流行歌曲之興趣 

    本題僅有一名學生(即第一題所提及之新加坡華裔學生 G)填答「沒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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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其他 9 名學生都對於學習華語流行歌曲抱持正向的學習態度。若將此

結果與前一題比對，大致可推測出，儘管部份學生不常接觸華語流行歌曲，

但基於流行歌曲本身所具備之情意功能，或是學生根據學習其他外語時的經

驗，絕大部份的學生都很喜歡這種教學文本形式。 

 

4. 華語流行歌曲可以加強的語言能力： 

 

圖 4.1.7 學生調查結果：華語流行歌曲可以加強的語言技能 

    本題若以「完全同意為 5 分、同意為 4 分、無意見為 3 分、不同意為 2
分、完全不同意為 1 分」之計算方式，則累計之得分由高至低分別為：加強

詞彙 42 分、認識華人流行文化 42 分、加強發音 41 分、提升學習興趣 41
分、加強聽力 40 分、加強語法 37 分、認識華人傳統文化 34 分。 

    由此可知，學生普遍認為透過學習華語流行歌曲可以增強自己的詞彙能

力，與文獻所提的歌曲釘牢效果相互呼應；又因為流行歌曲反映當代華人社

會之現象，學生也認為可以透過歌詞內容窺見華人流行世界的輪廓。 

    故此，教師在教學時若將重點放在詞彙教學及流行文化的探討，較能符

合學生對華語歌曲學習之期待。 

 

5. 華語流行歌曲輔助學習平台可以幫助學習的功能： 

單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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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學生調查結果：華語流行歌曲輔助學習平台幫助學習的功能(一) 

 

圖 4.1.9 學生調查結果：華語流行歌曲輔助學習平台幫助學習的功能(二) 

    本題一樣採用上題之累積分數計算方式，所得的結果由高之低為：詞彙

解釋 44 分、中文字幕 43 分、語法解釋 42 分、重播 42 分、文化解釋 41 分、

字幕切換 40 分、發音測驗 38 分、英文字幕 37 分、慢速播放 37 分、詞彙測

驗 37 分、語法測驗 37 分。 

    比對得分高於平均值(39.82)之項目與 ChineseVid 所提供之功能，該平

台提供了詞彙解釋、中文字幕、重播及字幕切換功能，未提供語法解釋及文

化解釋功能，又其中需求最高的詞彙解釋部份，在 ChineseVid 實際操作時

會碰到以下問題：一、建置未完成；二、解釋不正確：由於詞語解釋多為單

詞翻譯，在語句中可能有別的語意功能；三、解釋不完整：僅提供詞彙英語

翻譯、拼音及詞性，未提供搭配詞語及範例句型。因此，教師在教學時除了

要提供學生語法及文化上的協助外，也應特別留心於詞彙的解釋、用法與搭

配。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所有的測驗功能得分皆低於平均，筆者推測是學

習者在預習階段更注重於對文本的理解，至於測驗檢核則期待於課堂中由專

業教師執行，得到更具個人化的回饋。 

 

單位：人次 

單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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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體想學的華語流行歌曲： 

    本題為開放式填答題目，僅 4 位學生作答。分別為「童話」、「朋友」、

「Superwoman」以及「周杰倫」(泛指周杰倫的歌曲)。這些學生對於華語流

行歌曲多有基本的接觸與認識，在學習時應能展現出更高的學習熱誠。 

 

 

三、小結 
    綜合學生學習背景分析以及需求分析的結果，可以對本模組化教學的設

計提出以下的指導：一、學生背景參差不齊，儘管來自於同一個華語課堂，

但由於母語背景、學習經歷以及其他個人差異，每個人的中文程度都不盡相

同，因此教師勢必得針對每位學生調整教學的方式及教材的內容；二、學生

普遍認為華語流行歌曲為一個學習中文的良好教材，教師可以透過詞彙與當

代華人文化開展教學，藉此增加學生開口說中文的機會；三、教師在教學時，

應該協助提供學生語法解釋及文化解釋，詞彙的部份也應該加強詞語搭配並

提供例句，以補足 ChineseVid 平台不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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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學供給面分析 
一、線上教師華語教學背景分析 
    問卷調查結果如下：(七名填表之線上教師以「甲~庚」代稱之) 

    1. 基本資料： 

        a.  年齡：主要落在 23 至 28 歲間，唯一名博士生(戊)45 歲 

        b.  性別：男性 6 名，女性 1 名(乙) 

        c.  國籍：皆為中華民國(台灣) 

d.  學歷：碩士生 6 名，博士生 1 名(戊)，皆為師大華語文教學系

研究所學生 

        e.  教學主要媒介語言：6 名教師填答「中文」，1 名教師(戊)填答

「中文、英文」 

        f.  中文是否為母語：7 名教師皆是母語者 

           - 12 歲以前居住的地區/使用的語言： 

             有 6 名教師 12 歲前主要居住地區為台灣，使用的語言為中

文，其中一名教師(戊)提及閩南語方言及客語方言。另有一

名教師(乙)為泰國華僑，12 歲以前主要居住地區為泰國，使

用之語言為中文、泰文及英文。 

          - 目前主要居住地區/使用的語言： 

             有 6 名教師目前居住於台灣，主要使用之語言都為中文，另

一名教師(戊)目前則任教於德國大學，該地區主要使用之語

言為德語。 

        g.  是否受過華語教學專業訓練：7 名教師都受過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之學位課程訓練 

    2. 教師技能與中文教學背景調查： 

      筆者將調查結果整理於表 4.2.1 及表 4.2.2。 

表 4.2.1 調查結果：線上教師之教學經驗 

教師 
具有正

式教學

經驗 
任教機構 任教時間 

每周授課 
時數 

學生程度 

甲 是 
國立師範大學

國際人力資源
1.5 年 6 小時 

初級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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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研究所 
乙 是 泰國小學 8 個月 23 小時 初級 

丙 是 美國和理大學 1 年 11 小時 
初級 
高級 

丁 是 
國立台灣大學

國際華語研習

所 
2 個月 10 小時 

中級 
高級 

戊 是 
國立台灣大學

國際華語研習

所 
逾 15 年 

逾 20 小

時 

初級 
中級 
高級 
師資班 

己 無 - - - 高級 

庚 無 - - - 
中級 
高級 

     此部份調查結果顯示，7 位教師的教學經驗大不相同，從資深教

師到新手教師都有，教授過的對象無論在年齡、中文程度上也都不一

樣。 

表 4.2.2 調查結果：線上教師之教學技能 

教

師 

擅長的 
教學項

目 

教學最需

要加強的

部份 

教授中文

使用過的

語言 

中文教師能

力證書 
學生 

語言背景 
華裔

學生 

甲 

詞彙、語

法、文

化、提升

學習興

趣 

教學實務 中文、英文 
台灣教育部

華語文教學

能力證書 

英文、西

文、日文、

韓文 
教過 

乙 
詞彙、聽

力 
專業知識 中文、泰文 無 

漢語方言、

泰文 
教過 

丙 

聽力、口

說、發

音、文

化、提升

學習興

趣 

教學實務 
中文、英

文、日文 

台灣教育部

華語文教學

能力證書 

英文、西

文、日文、

韓文 
教過 

丁 發音 教學實務 中文 無 
普通話、英

文 
教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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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聽力、口

說、發

音、語法 
語言能力 

中文、英

文、德文 

台灣教育部

華語文教學

能力證書 

普通話、英

文、漢語方

言、西文、

德文…等等 

教過 

己 

詞彙、語

法、文

化、提升

學習興

趣 

教學實務 中文、英文 無 
普通話、漢

語方言、英

文 

未教

過 

庚 

口說、發

音、詞

彙、語

法、文

化、提升

學習興

趣 

其他：諮商

能力(與學

生溝通的

能力) 

中文、英

文、日文 

台灣教育部

華語文教學

能力證書 

英文、葡

文、韓文、

日文 
教過 

 

3. 教師興趣調查： 

表 4.2.3 調查結果：線上教師之興趣 

教師 感興趣的主題 教中文的原因 
甲 娛樂、運動、食衣住行 興趣、工作 

乙 
娛樂、食衣住行、文化

社交 
興趣 

丙 政治、財經、文化社交 興趣、工作 
丁 政治、財經、教育 興趣 

戊 

(填答超過三項) 
政治、娛樂、社會、食

衣住行、文化社交、教

育、保健、科技、旅遊、

環保 

興趣、工作、有外國朋

友 

己 娛樂、社會、文化社交 興趣 
庚 文化社交、科技、旅遊 興趣 

            調查結果顯示，7 位教師所感興趣的教學主題分布廣泛，而教

師的興趣又間接地影響了教學品質。由於本次教學預定使用華語流

行歌曲作為線上互動教材，可能衍伸的話題包含娛樂、文化社交等

等，因此絕大部份的教師應都能就該教材發揮其教學之長處。另

外，7 名教師也都表示對華語教學本身抱持興趣，因此我們可以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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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各位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能展現其熱誠與活力，增進教學的品質與

成效。 

    4. 其他： 

        a. 是否曾在非華語地區教學？(在什麼地方？多久？) 

本題僅有乙、丙、戊 3 名教師曾於非華語地區教過中文，分別是

乙─泰國(8 個月)、丙─美國(1 年)及戊─德國(波鴻 1 年、海德

堡 1 個月)。 

        b. 是否曾在華語地區教學？(在什麼地方？多久) 

除了教師乙，其餘 6 名教師皆曾在台灣教過中文(無論正式與

否)，分別有甲─1.5 年、丙─6 個月、丁─2 個月、戊─15 年以

上、己─6 個月及庚─3 個月的教學經驗。 

           由以上兩題的調查結果可以得知，7 名教師或多或少都具有華

語作為外語(foreign language)或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的教學

經驗。由於本次參與實驗教學的學生背景複雜，加上學生所在地

新加坡本身也是一個語言文化相當多元的環境，我們很難界定華

語對這些學生而言是外語(foreign langauge)還是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9。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具有越多元教學背景的線上教師，

在本次教學互動中應越能夠適應此種複雜的學生背景，達到越好

的教學成效。 

        c. 對本次語言交流計畫有什麼期望？ 

          甲：加強遠距教學之實務能力 

          乙：透過線上交流不僅能與不同國家的學生互動，在互動中也可

以了解他們的文化。 

          丙：為更了解線上課程的操作 

         丁：熟悉線上教學系統、了解新加坡學生的學習難點、增進線

上互動技巧 

          戊：了解現在在新加坡學習的學生的習慣和態度。 

          己：希望促成國際交流，讓所上增加更多可能的海外實習機會與

                                                 
9新加坡之族群組成以華人為大宗，其次有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民族。然而在公共場合的

主要溝通用語為英語，且近年來英語已取代華語及其他漢語方言，成為家庭中主要使用之語

言。因此華語學習者很難在課室外實地使用語言，缺乏開口練習的機會(陳桂月、曾金金、蘇

九如，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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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更多資源 

          庚：可了解不同國家並且與當地學生互動。 

 

            本次的教學活動除了提供新加坡的學生一個開口練習中文

的機會，對線上教師而言，也是一次提升教學能力及相互學習

的歷程。在與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交流的過程中，教師除了可

以練習如何提供學生適性化的教學，更可以增進自己的跨文化

溝通能力，進而提高教學成效。 

二、ChineseVid 平台教學功能評估實驗 
    實驗結果與討論： 

       a. 任務一：請找到一首華語流行歌曲(結果見下表 4.2.4) 

表 4.2.4 平台實驗任務一實驗結果 

受試者代號 
實驗項目 α β γ 

觀

察

項

目 

是否完成任務 
(所選歌曲) 

是 
(「龍的傳人」) 

是 
(「步步」) 

是 

(「台灣的心跳聲」) 
完成任務所花時間 少於 1 分鐘 1 分鐘 1.5 分鐘 

是 否 使 用

ChineseVid 以外之

工具 
無 

無， 
受試者直接搜

尋「五月天」 

無，受試者一開

始盲目搜尋，後

來才發現可由

「Channel」中

依分類搜尋 

訪

談

項

目 

執行任務時碰到什

麼困難 
無 無 

是，不能確定該

影片是否為流

行歌曲 

平台應該提供怎樣

的功能幫助使用者

更順利達成任務 

小圖示標明該

影片為歌曲 
分類標籤 

希望「Channel」
分類功能更明

顯、更容易被看

見 
    本任務實驗結果顯示，三名受試者都認為 ChineseVid 平台對於

影片的分類標示不夠明顯，對母語者或是居住在華語區的使用者而

言，或許能夠很容易地從影片標題中判定該影片是否為華語流行歌

曲，然而對於沒有這些流行文化背景的學生而言(如 γ)，此任務則相

對困難；其中 β 直接以台灣流行樂團「五月天」作為影片搜尋的關

鍵詞，更顯示了了解華語流行文化的重要性：學生一旦認識了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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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手，便能大大地提升往後接觸到華語娛樂圈的機會，學生更

可能為了進一步了解流行文化，而衍伸接觸到更多華人當代文化的

訊息，達到提升其文化知識的學習效果。 

   因此筆者認為，除了建議平台建置者加強影片分類機制外，線上

教師若能適度地向學生介紹華語流行音樂文化，對學生未來的延伸

學習肯定有幫助。 

       b. 任務二：請聽這首歌並了解歌詞在說什麼(結果見下表 4.2.5) 

表 4.2.5 平台實驗任務二實驗結果 

受試者代號 
實驗項目 α β γ 

觀

察

項

目 

是否完成任務 是 是 是 
完成任務所花時間 

(僅聆聽一段) 
1 分鐘 1.5 分鐘 2 分鐘 

是 否 使 用

ChineseVid 以外之

工具 

無 
(受試者選擇簡

化字閱讀) 
無 無 

訪

談

項

目 

執行任務時碰到什

麼困難 

無 
(受試者表示只

要有拼音就沒

有問題) 

無 
(該歌曲於平台

中未附上拼

音，但受試者不

覺得有困難) 

受試者表示觀

看影片時注意

力全放在影片

本身，因此並未

注意到可字幕

可做繁簡更換 

平台應該提供怎樣

的功能幫助使用者

更順利達成任務 

希望可以選擇

隱藏拼音 

英文字幕 
(筆者已於實驗

前介紹過，受試

者事後表示符

號不夠明顯因

此忘了使用) 

關於歌曲簡單

的背景介紹 

    本任務實驗結果顯示，影響受試者理解歌詞的因素大不相同，如

對 α 而言拼音是左右學習的關鍵，β 則完全不需要拼音的協助；γ 則認

為在還沒聽完整首歌曲以前，先了解歌曲的背景資訊能夠更容易理解

歌詞內容。α、γ 都選擇了簡化字做為歌詞理解的橋樑，β 則表示繁簡

字體對他並無影響。 

    儘管三位受試者的實驗結果多有出入，但他們同樣都是以「歌詞

的漢字呈現」作為理解的主要管道；也就是說，線上教師在教學時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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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歌詞的文本呈現為主，再根據學生的需求適時調整繁簡字體以及

拼音、英譯的有無。 

       c. 任務三：請使用平台之「Speak」頁面，朗讀一段歌詞，錄製後

下載寄給筆者(結果見下表 4.2.6) 

由於執行實驗時 ChineseVid 平台之技術問題，

「Speaking」頁面之逐句聆聽及錄音功能未能正常執

行，因此筆者改請受試者直接朗讀歌詞。 

表 4.2.6 平台實驗任務三實驗結果 

受試者代號 
實驗項目 α β γ 

觀

察

項

目 

是否完成任務 是 是 是 
完成任務所花時間 
(請受試者朗誦前

一任務所聽的段

落) 

2 分鐘 1.5 分鐘 2 分鐘 

是 否 使 用

ChineseVid 以外之

工具 

開了新的視

窗，並讓頁面停

留在附有拼音

及簡化字的

「Watch」頁面 

無 

由於無法聆

聽，受試者表示

可能直接使用

字典，最後選擇

回到「Watch」
頁面，聽一段說

一段 

訪

談

項

目 

執行任務時碰到什

麼困難 

該頁面無拼

音、無法調成簡

化字、且不確定

他應該跟著唱

或是朗讀 

無 
沒有拼音則無

法確認聲調 

平台應該提供怎樣

的功能幫助使用者

更順利達成任務 
拼音、簡化字 拼音 

選擇是否附註

拼音 

    本任務實驗暴露了較多 ChineseVid 平台「Speak」頁面之設計面

與技術面的不足，如不能切換繁簡字體、未附上拼音以及實驗期間

逐句聆聽與錄音功能未能順利使用等技術障礙。三位受試者皆提到

了拼音對於朗讀的重要性，受試者在僅有具音樂性之語音輸入的條

件下，確實需要拼音的輔助以鞏固發音與聲調，此點正呼應了文獻

中所提到歌曲應用於華語教學需克服的難點(陳信瑞，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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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本任務中筆者也發現，學生於預習階段對於語音輸出仍相當

仰賴拼音的輔助，因此線上教師應嘗試於教學階段協助學生加強漢

字與語音的連結，強化學生獨立學習真實材料(如：市面上所見無拼

音之華語流行歌曲 Music Video)的能力。 

       d. 任務四：請你用自己的話(中文)說說看這首歌在說些什麼(結果見

下表 4.2.7) 

表 4.2.7 平台實驗任務四實驗結果 
受試者代號 

實驗項目 α β γ 

觀

察

項

目 

是否完成任務 是 
是(內容描述不

明確) 
否(誤解歌詞內

容為愛情故事) 
完成任務所花時間 
(僅就所聆聽的段

落做描述) 
2.5 分鐘 2 分鐘 2 分鐘 

是 否 使 用

ChineseVid 以外之

工具 
無 無 無 

訪

談

項

目 

執行任務時碰到什

麼困難 

無，因為對這首

歌所談及的內

容已大致了解 
無 

無法理解該段

的內容，因此僅

仰賴影片情節

的提示 

平台應該提供怎樣

的功能幫助使用者

更順利達成任務 

歌曲簡單的背

景介紹、文化介

紹 

無，受試者認為

表達的不夠好

是自己的語言

能力不足 

整首歌曲內容

之提示、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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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ChineseVid 平台功能評估實況 

    本任務結果顯示，受試者轉述歌詞內容的能力主要仍建立在對

歌曲的理解之上，其次才是表達能力的優劣(α、β 都於訪談中表示自

己平台不需要再提供語言技能的協助)，因此歌曲的背景介紹、文化

相關知識對使用者而言顯得更為重要。γ 也表示，他大可以直接開啟

英文字幕，但身為語言學習者他仍希望直接透過中文理解歌詞含

意，因此平台若能提供關鍵詞，他在理解與轉述的任務中便能更有

方向。筆者除了建議平台建置者可以於頁面中加入簡單的歌曲介紹

外，也建議線上教師在互動時提供學生一些關於歌曲的背景知識，

特別是牽扯到文化的內容(如 γ 所選之歌曲則提到大量與台灣有關的

地名、民俗活動)更須仰賴教師的提示。 

 

三、小結 
    綜合了線上教師教學背景分析及 ChineseVid 平台教學功能評估，筆者

認為本次教學的供給面有以下幾點特色：一、本次參與線上教學之教師教學

背景不一，資歷也各不相同，然而「線上教學」本身與實體課堂教學仍存在

不少差異，因此教師的「教學彈性」對於教學成功與否扮演著更關鍵的角色；

二、ChineseVid 平台所提供之學習資源有限，線上教師應協助學生發展獨立

的口語表達的能力，並提供相關的文化知識；三、每位學生在學習理解上都

面臨了不同的困難，有些人仰賴拼音，有些人則仰賴背景提示，因此線上教

師應根據學生的需求，採取最合適的教學策略、編制個人化的教學素材，達

到模組化教學「適性化教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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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模組化教學設計 
一、設定教學目標 
    由需求面分析得知，學生期待透過本次的教學提升自己的口語能力，增

加開口說中文的機會；除此之外，學生在透過 ChineseVid 平台課前預習以

後，仍需要教師協助加強詞彙運用、語法與文化的解釋，並給予個人化的反

饋。根據以上的調查結果，筆者為本次的模組化教學設定出以下的教學目標： 

    1. 增加學生的詞彙量並提升口語中使用這些詞彙的能力 

    2.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並增加口語中使用的機會 

    3. 強化學生透過中文了解當代華人流行文化的能力 

    4. 為學生建置合適的學習環境並給予個人化的反饋 

二、建立測量標準 
    由於本次的教學設定以口語練習為主，再加上學生可參與線上課程的時

間有限，因此如何在課堂中測量學生的表現、判斷教學是否達到學習目標，

必須仰賴教師課堂中的專業能力。根據 Brown, H.D.(2007)對課程設計的看

法，教師應以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取代總結性平量(summative 
assessment)來判斷學生的表現，亦即教師應於課堂中透過各種互動方式，包

含提問、對話、活動、任務等技巧，隨時檢視學生的表現，並及時地給予學

生合適的反饋。因此，教師在教學時，應不斷引導並鼓勵學生主動使用這些

詞彙及語法，教師可以設計一系列的談話或討論主題，增加學生的口語輸

出，進而提供教師一個檢核教學成效的機會。 

三、分析起點行為 
    由於本次參與教學的線上教師都為本所的研究生，除了博士生戊以外，

教學經驗都十分有限，能否在初次互動時透過簡短的對話或是熱身活動，探

測出學生的各項語言能力表現，實為一份艱鉅的任務。然而礙於研究經費限

制，本實驗教學仍將請這七位線上教師進行全部的教學活動，其中亦包含了

學生起點行為的分析，一方面對這些研究生教師而言，無非是提供一次磨練

教學能力的機會，另一方面對本研究而言，筆者也能透過教學錄影觀察比較

不同的線上教師，在分析學生起點行為這一部份分別採取了什麼教學策略，

並分析這些策略的成效如何，以期在未來延續本模組化教學的時候，能夠給

授課的線上教師一些有效的建議。 

四、媒體選擇及教材設計 
    以下介紹教材設計各流程的考量因素與編纂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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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材模板框架設計： 

    本次「教材模板」設計概念以及實現方式如下： 

    1. 從詞彙出發，延伸至語法解釋及文化交流：將教材分成「詞彙教學」、

「語法解釋」及「口語討論」三大部份。 

    2. 增加學生開口說中文的機會：於「詞彙教學」及「語法解釋」部份

設計一系列提問，讓學生能實際開口使用這些新學到的語言知識，

更可作為線上教師檢視自己教學提問能力的方式。 

    3. 服膺 Krashen(1983)的「i+1」理念，提供學生可理解的輸入：配合學

生於新加坡的華語課堂教材進度(《新實用漢語課本》第三冊第 27~29
課)，選擇「把字句」與動補結構的配合作為語法教學重點。 

 

 

 

 

 

 

 

 

圖 4.3.1 教材模板概念圖 

    二、選定流行歌曲 

    筆者從「把字句」的角度檢閱了許多華語流行歌曲，首先從 ChineseVid
平台上現有的歌曲中挑選，但就語法角度而言並沒有筆者認為合適的歌曲，

最後筆者另外選擇了陶晶瑩的《離開我》作為本次 10 名學生的線上互動教

材。以下為全曲歌詞內容： 

(作詞：袁惟仁) 

我把你的電話 從手機裡消除了 
我把你的消息 從話題裡減少了 
我把你的味道 用香水噴掉了 
我把你的照片 用全家福擋住了 

 
你讓我的懂事 變成一種幼稚 

「把字句」與動補

結構的配合 

口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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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讓我的驕傲 覺得很無知 
你讓我的朋友 關心我的生活 
你讓我的軟弱 陪伴你的自由 

 
離開我 你會不會好一點 
離開你 什麼事都難一點 
車來了 坐上你的明天 
車走了 我還站在路邊 

 
離開我 你會不會好一點 
離開你 什麼事都難一點 
風來了 雲就會少一點 
你走了 我住在雨裡面 

    選擇此曲的原因有：一、歌曲一開始便接連四個「把字句」，為清楚的

語法點復現；二、第二段的「讓字句」與「把字句」同為漢語的使役句型，

可提供學生一個語法對比的機會；三、前兩段中有不少 HSK 詞彙等級 4 以

上或華語八千詞進階級以上之詞彙，學生可藉由歌曲釘牢作用(SSIMHP)輕
易地學習到這些較難的詞彙；四、歌曲長短適中，歌詞不長且重複率高，降

低了教與學的壓力。總而言之，本次教學之選歌係由從語法點出法，期盼學

生透過該流行歌曲之學習加強「把字句」之使用能力，並同時加強詞彙及口

說之能力。 

    選定了歌曲以後，筆者便請 ChineseVid 平台設計者將該曲目加入影片

清單內，並自動匯入該平台所提供幫助學習的各項功能。 

 

圖 4.3.2 選定的教材於 ChineseVid 中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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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編纂線上教材 

    根據本次的教材模板設計，筆者分別就「詞彙教學」、「語法教學」及

「討論」三個部份編寫配合線上教學所使用之 PowerPoint，以下就各部份的

編纂過程做介紹。 

1. 詞彙教學： 

    首先筆者就歌詞中出現的詞彙進行篩選。根據 2012 年修訂之新

HSK5000 詞以及 2016 年華測會所編定之華語八千詞，選出了「HSK4
級以上」及「TOCFL 進階級以上」之詞彙(因學生使用中國大陸之教材，

故優先考量 HSK 之分級)，筆者列於下表： 

表 4.3.1 「離開我」歌詞詞彙分級表 

詞彙 HSK 分級 TOCFL 分級 
消息 4 基礎 
話題 5 進階 
懂事 無 進階 
幼稚 6 流利 
驕傲 4 進階 
無知 6 無 
軟弱 無 流利 
自由 5 進階 
消除 6 高階 
減少 4 進階 
陪伴 無 流利 

    另歌詞中出現一詞「全家福」，皆未出現於 HSK 及 TOCFL 所列之

詞彙表中，然筆者認為學生並無法從字面上直接理解該詞所指涉之物品

(全家人合影之相片)，因此也一併納入本次詞彙教學。 

    選出了欲教學的詞彙後，筆者便開始製作 PowerPoint 教學投影片。

每一頁投影片介紹一個詞彙，且同時附上了繁簡字體、漢語拼音、注音

符號及英文翻譯，增進學生對華語多元文化的體認。此外，每一個詞彙

也附上了一個例句(為求閱讀方便以學生所熟悉的簡化字呈現)，以及該

例句的逐字英譯與整句英譯，讓學生知道怎麼使用這個詞彙，也讓他們

明白該詞彙在句子中如何與其他語句成分結合。(見下圖 4.3.3) 

    最後，為了達到提升口語表達能力的目標，筆者也為每一個詞彙預

設了若干項提問，引領學生使用所學的詞彙與線上教師做口頭上的互

動，並將這些提問編寫在每一頁的備註欄位中，提供線上教師教學時的

參考，當然，線上教師於實際教學時不一定要使用筆者所編寫之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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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依學生實際的狀況調整互動內容。(見下頁圖 4.3.4) 

 
圖 4.3.3 詞彙教學模板範例 

 
圖 4.3.4 詞彙教學提問範例 

2. 語法教學： 

   學生已經於課堂中學過簡單的「把字句」與趨向補語(Directional 
Complements)的結合，因此筆者認為歌詞中的「把字句」與結果補

語(Resultative Complements)的結合可以作為本次教學的語法學習重

點。 

    歌詞中出現的結果補語分成兩類：一是動詞作結果補語：「我

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噴掉了」、「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擋住了」，

一是形容詞做結果補語：「我把你的消息從話題裡減少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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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結果補語獨立性較強，可以跟較多的動詞做結合，如「忘掉」、

「丟掉」、「吃掉」，第二類的結果補語則往往以固定的動補形式

詞彙樣貌呈現，如「減少」、「提高」、「放鬆」，故此筆者認為

這兩類結果補語應分開教學。 

    語法教學第一部份以動詞結果補語「掉、住」作為教學主題，

筆者透過圖片示意的方式，循序漸進引導學生明白「掉、住」作為

補語的語意功能，並提供一系列常與補語「掉、住」結合之短語情

境讓學生練習、熟悉，最後再回到歌詞本身，讓學生清楚地理解此

補語在該句歌詞中所表現之語意功能，同時更完整的明白歌詞所傳

達的含意。(見圖 4.3.5 至圖 4.3.8) 

 
圖 4.3.5 語法教學模板範例：圖像引導 

 

 
圖 4.3.6 語法教學模板範例：結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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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語法教學模板範例：看圖練習 

 
圖 4.3.8 語法教學模板範例：短語情境 

    第二部份則簡單的介紹形容詞做結果補語的情形，此部份僅簡

單介紹此類動補結構的詞彙。(見下圖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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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 語法教學模板範例：動詞與補語之搭配 

    為貫穿提升口語表達能力的學習目標，筆者也於最後一部份設

計了一些生活化的提問，引導學生利用「把字句」搭配本次所學到

的結果補語回答問題，線上教師也能透過這些貼近學生日常生活的

話題，創造更多口語交流的機會。(見圖 4.3.10) 

 
圖 4.3.10 語法教學模板範例：口語開展 

3. 口語討論： 

    為延伸學生的學習及增加口語表達的練習，筆者於詞彙及語法

教學後更安排了開放性的口語討論部份(見圖 4.3.11)，針對文本(歌詞)
中較具有詩意及想像空間的句子：「你讓我的懂事，變成一種幼稚」、

「車來了，坐上你的明天，車走了，我還站在路邊」、「你走了，我

住在雨裡面」讓學生發表自己的解讀方式，呼應了 Moi(1994)所提及

之歌曲教學益處。最後，也讓學生嘗試用中文表達自己對整首歌的

看法，並與年齡相仿而文化背景不同的線上教師討論自己對戀愛的

價值觀(本次所選歌曲的核心議題)，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從教師培

訓的角度而言，此部分更是磨練教師提問能力的絕佳機會。 

 
圖 4.3.11 口語討論模板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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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享予線上教師並各自修訂 

    部份教師選擇維持教學模板原本的樣貌，僅於實際教學中挑選

適合學生的部份，或是用其他方式補充教學內容；亦有部份教師選

擇重新編寫教材(如：丙、戊、庚)，教材變動的幅度各不相同，有的

僅加入一些輔助理解用的小動畫、示意圖片，有的則幾乎完全重編，

僅保留部份例句及圖示。 

    舉例來說，丙教師即大幅度的更動了原有的教材模板。他選擇

自己手繪圖片，描繪歌詞中出現的幾個情境(見圖 4.3.12)，作為學生

聽力練習的材料；其次，他的語法教學僅保留了模板中的圖示及例

子，其餘則改以語法結構圖做為呈現的材料(見下頁圖 4.3.13)；另外

他也額外加入了與「把字句」結構相近的「讓字句」做教學，並讓

學生在同一個語境下輪番使用這兩個語法造句(見下頁圖 4.3.14)。 

 
圖 4.3.12 丙教師教材範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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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3 丙教師教材範例(二) 

 

 
圖 4.3.14 丙教師教材範例(三) 

    庚教師則選擇小幅度的修改既有的模板教材，如調動「把…掉」

語法解釋的例句順序、加入動畫來幫助「把…擋住」的語法解釋(見
下頁圖 4.3.15)以及減少「把…住」的教學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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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5 庚教師教材範例 

    至於教學經驗豐富的戊教師，則保留絕大部份的教學模板內

容，僅於一開始加入了歌詞全文(繁簡對照)，作為發音練習與分析學

生起點行為之用(見圖 4.3.16)；此外，戊教師也依照自己的教學方式

與習慣，設計了關於「把字句」的教學頁面，戊教師也根據學生之

學習背景(來自美國的交換生 J)使用英文作為語法教材之媒介語言

(見下頁圖 4.3.17)。 

 

 
圖 4.3.16 戊教師教材範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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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7 戊教師教材範例(二) 

五、小結 
    本次模組化教學設計，以增進學生以下四個面向的能力為目標：詞彙、

語法、口說、華人流行文化，其中又以全面提升口說能力貫穿整個模組化教

學教材之設計。而學生表現之測量，有賴於線上教師於課堂中透過形成性評

量隨時觀測；又因為學生的起點行為差異性大，線上教師須自行於課堂中偵

測學生之語言能力，調整教材的實施以及學習模式。 

    筆者也根據了學生之華語課堂進度，選擇了華語流行歌曲「離開我」作

為學習教材，並設計了一份 PowerPoint 供線上教師參考使用，內容包括：

詞彙教學、語法教學及口語討論三大部份，線上教師得根據自己的教學方式

及學生的學習需求更改、增刪教材內容，以達到個人化教學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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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模組化教學實施運用 
    本節將分別就「教學安排」及「線上教學」兩部份之成果做描述與討論。 

一、教學安排 
    1. 訂定教學時數： 

        配合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期制度以及華語課堂進度，筆者安排了每

週一次、每次一小時、自 2015 年 8 月 24 日起為期兩週的線上課堂。

因此，每位學生會接受兩小時的學習，故本研究預計將有 20 個小時的

教學時數。 

    2. 線上教師填寫可教學時段： 

        由於台灣正值暑假，線上教師相對擁有更寬裕的時間彈性，因此筆

者選擇由線上教師先以 3 小時為一個單位填寫可上線時段，再由時間

彈性較小的學生端決定確切互動時間。線上教師於 Google Sheet 表單

中所填答之可上線時段如下圖 4.4.1，其中綠色表可上線時段，紅色表

不可上線時段。填寫結果發現每一個時段恰巧都有至少兩名教師可以

上線。 

 
圖 4.4.1 線上教師可上線時段 

    3. 學生填寫可上線時段： 

        由於每個時段都有至少兩名教師可以上線，因此筆者即請陳桂月教

授於新加坡當地課堂上發放完整的時段表單供學生填寫(見下頁圖

4.4.2)。由於實行教學時新加坡已開始新的學期，考量到學生可以上線

的時間相對有限(如週末、週間晚上)，筆者給學生填寫的時段以 1.5 個

小時為一個單位，避免多名學生搶著選擇一個時段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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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學生可上線時段 

(註：另有一名學生 B 未於該堂課填寫時間表) 

    4. 師生配對： 

        基於先前提及之理由，筆者必須於教師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以時間做

為配對之優先考量，即先將學生所選取的時段與教師可上線時段做比

對，若某位教師可上線之時段恰巧只有一位學生填寫，則該教師勢必

得與該名學生配對；若某時段之學生有兩名教師可以上線，則再根據

師生背景進行配對。經過如此反覆的對照，最後根據師生背景而配對

組合非常少，如：韓籍學生 B 可與甲教師或乙教師配對，此狀況下筆

者則傾向由具韓語背景的甲教師與該學生配對。最終的配對結果如下

表，其中甲、己、庚三名教師各教導兩名學生，其餘四名教師各教導

一名學生： 

表 4.4.1 線上教師與學生配對名單 

線上教師 學生 
甲 C、D 
乙 F 
丙 E 
丁 A 
戊 J 
己 B、I 
庚 G、H 

     

    5. 協助師生聯絡： 

        由於本次參與教學實驗的學生所提供的聯絡方式皆為新加坡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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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電子郵件地址(除了 B 學生提供之聯絡方式為韓國 naver 網站之

郵件地址)，部份教師多次向筆者反應難以聯絡上學生，導致無法於預

計之互動時間進行教學。此外，有部份教師及學生反應無法連續兩週

都於同一時段上線，筆者最後決定在不影響他人上課之條件下，由師

生自行聯絡調整時段。 

    6. 教學媒體示範： 

        筆者於 2015年 8月 14日中午與新加坡國立大學華語課堂學生進行

連線，並進行了 15 分鐘的教學媒體示範，陳桂月教授也於媒體示範後

向學生詳細地闡述了本次線上互動的流程及方法。陳老師事後來信表

示，學生於本次線上示範後都非常期待能透過這樣的模組化教學與台

灣的線上教師學習華語。 

 
圖 4.4.3 教學媒體示範實況 

 

二、線上教學 
    本次的線上模組化教學自 2015 年 8 月 24 日起，進行了為期兩週的教學

實驗，由於時間調度、教師聯繫不上學生等原因，至 9 月 14 日才全數完成。 

    在取得師生雙方的同意後，每一次的教學都已錄製成影片(見下頁圖

4.4.3、4.4.4)，儲存於 AdobeConnect 管理後台。線上教師也於上課後至筆者

所建置的「線上教學回報表單」填寫詳盡的教學紀錄 (見下頁圖 4.4.5)；由

於線上教師於錄製時偶有出現影片名稱誤置的現象，筆者也得根據這份教學

紀錄，追蹤每一次教學的正確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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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線上教學實況錄影(一) 

 
圖 4.4.5 線上教學實況錄影(二) 

 
圖 4.4.6 線上教學回報表填答範例 

    線上教學全數完成後，筆者整理了本次教學實驗所有錄製的影片，作為

分析教學成效之依據。然而由於平台之技術問題，有部份的影片錄製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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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問題，如影音不同步、片段影音無法播放等；以下表列出每一次教學之

錄影狀態。 

表 4.4.2 教學錄影紀錄表 

影片

編號 
學生 教師 

互動

次數 
日期 影片長度 影片狀態 

1 A 丁 1/1 2015.8.24 N/A 
發 生 技 術 問

題，無法錄影 
2 B 己 1/2 2015.8.31 00:51:28 正常 
3 B 己 2/2 2015.9.7 00:59:21 正常 

4 C 甲 1/2 2015.8.25 00:49:05 
約 35 分後未

成功錄製教師

聲音 
5 C 甲 2/2 2015.9.1 01:05:43 正常 
6 D 甲 1/2 2015.8.30 00:59:30 正常 

7 D 甲 2/2 2015.9.6 01:08:41 

約 14 分後師

生的聲音分別

消失，後來只

剩教師的聲音 

8 E 丙 1/2 2015.9.12 00:02:57 
學生設備出現

問題，僅錄到

3 分鐘 
9 E 丙 2/2 2015.9.13 00:55:47 正常 

10 F 乙 1/1 2015.9.12 01:06:16 
約 4 分鐘後教

師聲音未成功

錄製 

11 G 庚 0 
連續兩週皆未到課，且事後線上教師已無

補課機會 

12 H 甲 1/2 2015.8.30 00:56:05 
音訊僅錄到前

幾秒鐘，不斷

反覆到最後  
13 H 庚 2/2 2015.9.6 00:49:14 正常 
14 I 己 1/2 2015.9.4 00:48:17 正常 

15 I 己 2/2 2015.9.8 00:59:25 
約 3 分鐘後教

師聲音未成功

錄製 
16 J 戊 1/1 2015.9.14 01:07:38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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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表，筆者認為影片狀態仍具有分析價值的教學影片為編號 2、3(己
教師與 B 學生)、編號 4、5(甲教師與 C 學生)、編號 6(甲教師與 D 學生)、
編號 9(丙教師與 E 學生)編號 13(庚教師與 H 學生 10)、編號 14(己教師與 I
學生)、編號 16(戊教師與 J 學生 11)，也就是在 14 部教學錄影中只有 9 部影

片的錄影有效，即錄影成功率為 64.3%。因此，接下來的教學成果分析部份，

筆者僅能根據這 9 部錄影有效的教學影片做觀察；為了追求更全面的教學成

效分析，筆者也將透過教學錄影他評、學生表現調查表及學習反饋表做多角

度之分析。 

                                                 
10 H 學生的兩次互動分別由甲教師及庚教師負責，即便本次為 H 學生的第二次互動，但庚教師選

擇上完全部的教材內容，因此亦可呈現完整的模組教學實況。 
11 J 學生因難以聯繫，因此遲至 9 月 14 日才進行第一次教學，因為新加坡學期進度關係，戊教師

亦於一次互動中完成整個模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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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模組化教學評估 
    本節將針對「線上教學成果是否達標」做詳細的審核及討論，做為修正、

改良此模組化教學之參考依據，並作為線上師資培育的檢討根據。 

    由於可分析的教學錄影數量有限，因此筆者除了使用觀察法來檢視教學

是否達標外，也將透過「教學錄影他評」、教師教學後所填寫的「學生表現

調查表」以及學生所填的「學習反饋表」更完整地評估教學成效。 

 

一、教學錄影觀察 
    筆者對本次互動所擷取的 9 部錄影有效影片進行分析，觀察重點在於是

否達到當初教學設計時所訂下的教學目標。 

    筆者於分析時為求更詳細的紀錄，將原先設定的 4 項教學目標細分為以

下 7 個檢核項目：提升學生詞彙量、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能力、增加學生口

語使用詞彙的機會、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語法(把字句)
的機會、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識流行文化的能力、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並給

予個人化的反饋。錄影觀察中除了記錄各項檢核項目是否達標(若在一段教

學影片中出現至少兩次成功的教學實例，則判定教師於該段教學達到教學目

標)，並列舉出實例加以應證。此外，筆者也將描述教師於各段教學所使用

的教學技巧，藉此觀察每位教師所採取的策略對於教學成果是否有幫助。 

    以下就 9 段影片逐一進行分析，並表列如下： 

表 4.5.1 教學影片分析(影片編號 2) 

影片編號 2 線上教師 己 學生 B 

教學項目 
1. 詞彙教學 (00:00:00~00:38:57) 
2. 語法教學(把+掉) (00:38:58~00:51:27) 

教學技巧 

1. 己教師並未進行暖身活動，開始教學時僅告知學生

不用緊張，並詢問學生是否於課前看過影片，隨即開

始進行詞彙教學。 
2. 詞彙教學部份己教師僅讓學生念出 PowerPoint 上所

提示之資訊，接著問學生「有沒有問題？」，鮮少主

動提供學生額外的資訊。 
3. 語法教學部份己教師一樣僅轉述 PowerPoint 所出現

的資訊，並請學生念出句子，偶爾也請學生自行造句。

教師發現學生程度已經超越預備教材後，改以補充詞

彙的方式繼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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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是否達標 實例 

提升學生詞彙量 是 

#1 增加詞彙量 

己：「盲目的意思跟無知差不多。」 

 

#2 增加詞彙量 

B：「那這個懂事…跟他差不多意思的詞有嗎？」 

(己教師打字提供：乖巧、聽話、成熟) 

B：「這個第一個詞怎麼念？」 

(己教師提供拼音) 

己：「但是乖巧這個詞通常是跟兒童說的，聽話也

是跟兒童說的…那成熟是都可以…」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能力 是 

#1 近義詞辨析 

B：「那信息和消息有什麼區別呢？」 

己：「…訊息或信息可以翻成 message，但是消息

不行。…通常訊息和信息會用在 computer 電腦，

那消息呢，如果你有個國中同學很久沒聯絡，那你

會說，你有沒有他的消息。…像是大學裡面通常都

會有一個系叫做資訊工程學系，那中國那邊叫做信

息工程學系，就是 computer engineering會用信息。」 

 

#2 詞性解釋 

B：「這個懂事是動詞嗎？」 

己：「他是形容詞。」 

B：「那他很懂事兒…就這裡的用法…」 

己：「嗯，可以可以。」 

 

#3 詞性解釋與近義詞辨析 

B：「軟弱的名詞可以造一個句子嗎？」 

己：「他的軟弱讓人非常地瞧不起。」 

B：「…他的低英文水平是他的一個軟弱，這樣可

以嗎？」 

己：「我們不這麼說，我們說他的低英文水平是他

的一個弱點」 

B：「喔，不說軟弱。……弱點跟缺點一樣嗎？」 

己：「…缺點是說他的個性上，弱點是說他的能力。」 

B：「…但我還是不清楚弱點和軟弱有什麼區別。」 

己：「弱點是說他的能力沒辦法達成某件事……軟

弱跟膽小比較像，這樣你有比較清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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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清楚一點了…所以說弱點是說他的能力，軟

弱是說他的個性。」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彙的

機會 
否 

#1 開展話題未讓學生使用到詞彙 

己：「那我們來討論一下，為什麼這裡說台灣的學

生只有一點點的自由？」 

B：「因為高考，學生的競爭很激烈。」 

己：「對，但我相信不只台灣的學生是這樣子，韓

國的學生應該也是這樣吧，也是壓力很大。」 

B：「是的。而且在韓國不但學生，他們父母的壓

力就更大了。」 

己：「對，所以其實全世界…應該說亞洲都差不多

吧？」 

B：「是的，是的。」 

(話題結束) 

 

#2 未開展話題 

己：「全家福這個詞有沒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B：「全家福這個詞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用法呢？」 

己：「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用法。」 

B：「那就好了。」 

(話題結束)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否(把字句) 

#1 詞性辨別 

己：「怎麼分辨形容詞或名詞呢？『的』的前面就

是形容詞，在『的』的後面就是名詞。」 

 

#2 未解決把字句中的受詞定指問題 

己：「你覺得可以造出這個句子嗎？」 

B：「我把一杯水喝掉了。」 

己：「嗯，對。我們也可以直接說我們把水喝掉了。」 

(未告知學生問題所在)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字

句)的機會 
否 如上例，僅讓學生造句 

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識流

行文化的能力 
否 無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並給

予個人化的反饋 
否 

#1 偵測學生起點行為後未修正教學方式 

(第三個詞彙教學結束後) 

己：「所以對那首歌的歌詞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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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B：「我覺得是。」 

(己教師接下來的詞彙教學方式仍維持不變) 

 

#2 輸入法繁簡字體問題 

己：「…如果驕傲要有貶義的話他會出現在一個成

語裡面…需要打拼音嗎？」 

(己教師打「驕兵必敗」) 

B：「必 bèi…bèi 還是…我不知道…」 

(己教師附上拼音) 

B：「啊不一樣…我就繁體字我就看不清楚了…」 

己：「…其實只有第一個字是繁體字，其他都跟簡

體字一樣…」 
 

表 4.5.2 教學影片分析(影片編號 3) 

影片編號 3 線上教師 己 學生 B 

教學項目 
1. 語法教學(把+住) (00:00:00~00:41:22) 
2. 口語討論 (00:41:23~00:51:00) 
3. 複習、提問 (00:51:01~00:59:21) 

教學技巧 

1. 語法教學部份延續上週之教學內容，己教師請學生

看著圖片自行用「把」造句，但往往提示不夠明確而

造成學生未使用標的補語造句。 
2. 語法教學口語開展部份己教師將教材模板原有的問

題挖空，只剩下「把」以及對應的補語，並由學生自

行創造句子。 
3. 口語討論部份己教師先請學生念題目，請學生回

答，再延續學生的話題擴展討論。 
4. 最後己教師請學生自行選擇 PowerPoint 頁面提問 

檢核項目 是否達標 實例 

提升學生詞彙量 是 

#1 增加詞彙量 

己：「你覺得這張圖想要表達什麼？」 

B：「…用箱子把門不能動…所以應該怎麼說呢？」 

己：「不能動嘛…」 

B：「卡住？停住？」 

己：「你說什麼住？」 

B：「卡住？」 

己：「對，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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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詞彙量 

己：「你說誰是藝術家？他叫做攝影師。」 

B：「攝影師。」 

 

#3 增加詞彙量 

B：「孩子被嚇到不能動了，嚇死了。」 

己：「對，那個孩子被嚇到愣住了，愣住，你有學

過愣住嗎？ 

B：「愣住…」 

(己教師打「愣住」及拼音) 

己：「楞的意思就是呆，就是那個孩子被嚇到愣住

了就是那個孩子被嚇到不能講話了，站在那邊不動

了的意思。」 

 

#4 增加詞彙量 

己：「我在這邊補充一個詞，等他回來如果我們用

比較文雅的說法的話…」 

(己教師打「回心轉意」) 

己：「你有看過這個詞嗎？」 

B：「回心轉(zhuān)意嗎？」 

己：「轉。」 

B：「轉意，啊…回心轉意」 

己：「就是這個女生還在等她的前男友回心轉意，

就是等他回來，但是等不到了。」 

己：「是的。」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能力 是 

#1 詞彙的搭配 

己：「那你有沒有學過一個詞，捨不得。」 

B：「對，捨不得離開。」 

己：「…所以我在們在這邊複習你以前學過的字：

捨不得。」 

B：「但是我都用捨不得離開，還有什麼用法呢？

這個捨不得。」 

己：「你剛剛是說捨不得離開，這後面是接動詞嘛，

捨不得後面也可以接名詞。」 

B：「那比如說捨不得你，這麼講，這句話是什麼

意思？」 

己：「就是例如那個人想要去做一些危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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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那個人要離開那個講話的那個人，那他就可

以說捨不得你。」 

 

#2 多義詞辨析 

B：「這個留的意思是放在那裡不要動，還是不要

花錢的意思，還是兩個都可以？」 

(己教師打 remain、stay) 

己：「這兩個都可以。」 

B：「喔，對對。」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彙的

機會 
否 

此次教學以語法教學為主，偶有補充的詞彙但教師

並未讓學生應用這些詞彙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是 

#1 辨析補語搭配 

己：「背起來，但是記下來…背的話是起來，但是

記的話是記下來。」 

 

#2 辨析補語搭配 

己：「那這張圖我們用把要怎麼說？」 

B：「用鑰匙把門關掉了。」 

己：「對，但是還有一個更精確的說法，把關換成

另一個字…一樣用鑰匙把門…」 

B：「鎖掉？」 

己：「鎖是對的，但是我們後面不會說掉。」 

B：「鎖上？」 

己：「對…好。」 

 

#3 辨析補語搭配 

B：「我把門關掉了。」 

己：「好像沒有人這樣用。」 

B：「是嗎？」 

己：「關上。」 

B：「那比如說…林老師的課程開始以後，林老師

把門關掉了…也不行？」 

己：「我們會說關上。」 

B：「關上。」 

己：「或者是說林老師關上門。」 

B：「或者他上飛機以後把手機關掉了。」 

己：「有，對。就是那種有電的東西我們才會說關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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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喔，好的，手機能用關掉，電腦手機那種東

西能用關掉是吧？」 

己：「就是有電的東西，所以關掉的意思就是對應

到我聊天講到的這個意思(turn off the power)，那門

的話要記得是關上。」 

 

#4 釐清「把字句」句型結構 

B：「這個把的句子…主語一般是人。」 

己：「一般是人。」 

B：「人把東西做什麼，或是人把別人做什麼。」 

己：「所以這個啊就是被做什麼的那個東西，然後

這個就是做什麼的那個動作。」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字

句)的機會 
是 

#1 利用「把字句」造句 

己：「那你有辦法用你的創意，發揮你的想像力來

造這個句子嗎？」 

B：「藝術家…把蜘蛛人…」 

己：「應該說…蜘蛛人把藝術家…看你要不要用

擋。」 

B：「擋，還要用擋嗎？」 

己：「或者是你有沒有想到其他的動詞？」 

B：「藝術家把那個蜘蛛人的動作拍成…一個…片。」 

 

#2 利用「把字句」造句 

己：「那我們先不管這個攝影師，我們用這個模特

兒跟他的帽子造一個把的句子好了。」 

B：「模特兒…把他的帽子戴上。」 

己：「或者我們說完整一點，模特兒把帽子戴在自

己的頭上。」 

 

#3 利用「把字句」造句 

己：「那你有辦法用把跟放鬆造一個句子嗎？」 

B：「他把作業做完，心裡很放鬆了。可以這樣說

嗎？」 

己：「可是這樣是兩個句子，你可以把它放在一個

句子裡嗎？」 

B：「我把作業做完覺得放鬆了。」 

己：「這樣還是兩個句子喔，試試看這個句子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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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然我先問你好了，我們通常會說自己的什麼

很放鬆？」 

B：「想法…不是想法。」 

(己教師打「精神」) 

B：「啊，精神啊，精神放鬆。就是很舒服的意思

嗎？」 

己：「對，那你有辦法用下面類似這個說法把『把』

跟『放鬆』造一個句子嗎？」 

B：「他的消息把精神放鬆了。」 

己：「其實我想要你說他把精神放鬆了，這樣就好

了。」 

B：「他把精神放鬆了，這樣嗎？」 

己：「對。同樣的說法，集中要怎麼說？」 

B：「他把精神集中了。」 

 

#4 利用「把字句」造句 

(己教師將本來的語法討論改成填空) 

己：「那換你說說，把什麼消除，不一定要用前面

說過的。」 

B：「我把前男友的照片消除了。」 

己：「或者是你要說完整一點，把前男友的照片從

手機裡消除了。」 

己：「那這個咧？把什麼什麼住？你還記得剛才有

一輛車嗎？」 

B：「但是我想說的…外面的噪音把小孩子嚇住了。」 

己：「也可以，如果你不說住的話你可以說，外面

的噪音把小孩子嚇哭了。」 

B：「喔，嚇哭也可以。」 

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識流

行文化的能力 

否(不足，僅

一例) 

#1 歌曲與影劇中常用之象徵文化 

己「：你覺得這個雨象徵什麼？…一個東西…」 

B：「象徵一個痛苦的心理。」 

己：「或者是一個東西…那個女生的什麼？」 

B：「心…心情？應該…」 

己：「一樣是水，她的眼淚。」 

B：「啊，眼淚，對對對…」 

己：「下雨了就代表那個女生在哭的意思。」 

B：「對，也有…」 

己：「你想想看你們的韓劇啊，你有沒有在看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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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韓劇？」 

B：「對對對，我們也有。」 

己：「不管是韓劇還是…都會下雨…」 

B：「是的，而且是很大的雨。」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並給

予個人化的反饋 
是 

#1 學生自行決定學習順序 

己：「因為今天上課的內容比較少，我們要不要先

複習？」 

B：「也可以，或是我們上完課再複習也可以，反

正一首歌嘛…」 

己：「好，那我們就從這一頁開始…」 

 

#2 提供適合學生程度的知識 

己：「那『把』其實有一個更正式的用法…」 

(己教師打「將」) 

己：「就是把跟將是一樣的意思，所以我們這個句

子你也可以說，我將你的消息從話題裡減少了，那

將會比…」 

B：「…將是比較書面語嗎？」 

 

表 4.5.3 教學影片分析(影片編號 4) 

影片編號 4 線上教師 甲 學生 C 

教學項目 
1. 暖身活動 (00:00:00~00:07:10) 
2. 詞彙教學 (00:07:11~00:49:05) 

教學技巧 

1. 甲教師首先請學生用中文簡單的自我介紹作為暖身

活動，大略偵測學生的口語能力水平，接著透過討論

華語流行歌曲並簡單地介紹「離開我」這首歌後引入

本次的教學主題。 
2. 詞彙教學部份甲教師先朗誦詞彙並讓學生跟讀，之

後再請學生讀例句，易懂的詞彙便直接開展話題讓學

生口頭練習，較難的詞彙則透過提問來偵測學生是否

理解。 
檢核項目 是否達標 實例 

提升學生詞彙量 是 

#1 增加詞彙量 

C：「主持人？有什麼……什麼意思？」 

甲：「你看…你看電視嗎？你平常看電視嗎？」 

C：「喔，電視…」 

甲：「電視有很多的節目，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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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對對…」 

甲：「知道節目嗎？Program，電視節目。電視節

目呢，都會有一個主持人，主持人呢，就會說：今

天我們節目要說什麼什麼什麼…」 

C：「喔！」 

 

#2 增加詞彙量 

C：「我不知道怎麼說啊。」 

甲：「那英文是什麼？」 

C：「Romance」 

甲：「啊！Romance！嗯…中文我們不這麼說

romance，可是我們可以說…你的意思是誰和誰…

誰喜歡誰…誰和誰在一起是不是？」 

C：「啊對對對！」 

甲：「我們說八卦，八卦。」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能力 是 

#1 偵測學生是否理解詞彙 

甲：「嗯你有沒有幼稚的朋友？」 

C：「很多啊！」 

甲：「很多，他們怎麼了，為什麼？」 

C：「因為我們都…都很年輕嘛！」 

甲：「可是幼稚…幼稚在中文是不好的，懂嗎？在

中文幼稚是不好的，你…譬如說，請問你今年幾歲

了？」 

C：「我…24。」 

甲：「24，好，如果你 24 歲可是做事還像是 16 歲

的孩子，這個就是幼稚。」 

 

#2 詞彙搭配 

甲：「很好，軟弱…不一定是說這個沒有力氣喔。」 

C：「喔。」 

甲：「我們通常是說你心裡很軟弱。」 

C：「喔，心裡。」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彙的

機會 
是 

#1 詞彙應用與糾錯 

甲：「好，你...你家客廳的牆上也掛著全家福嗎？」 

C：「我家的客廳的牆上也掛一張全家福。」 

甲：「也掛著，掛著...一張全家福。」 

C：「掛著一張全家福。」 

甲：「為什麼是『著』？因為他一直都在那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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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在那裡。」 

C：「喔！」 

 

#2 詞彙應用 

甲：「...在新加坡應該也有英文的那個...新聞吧？」 

C：「有啊，可是我現在住在宿舍，在那兒沒有電

視啊！」 

甲：「啊…所以沒有聽到中國的消息對不對？」 

C：「對啊！」 

甲：「好那你可以用一個句子跟我說…因為你宿舍

怎麼樣…所以…」 

C：「喔，因為我宿舍沒有電視…」 

甲：「所以我…」 

C：「所以我最近沒有中國的消息。」 
 

#3 詞彙應用與糾錯 

甲：「好，請問你做過什麼事情，做過什麼事情讓

你覺得很驕傲？」 

C：「喔，我……現在我在新加坡念書我很驕傲。」 

甲：「現在你在新加坡留學讓你自己覺得很驕傲，

好，你再說一次，句子。」 

C：「現在我在新加坡留學讓我覺得很驕傲。」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否 無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字

句)的機會 
否 無 

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識流

行文化的能力 
是 

#1 歌手介紹 

甲：「你知道，你認識這個歌手嗎？」 

C：「歌手？啊……我不認識。」 

甲：「歌手就是唱歌的人，你不認識？」 

C：「不認識，她是誰？」 

甲：「…她叫陶晶瑩。她叫陶晶瑩。以前，以前她

是一個歌手，現在呢，她不是歌手了，現在她是主

持人。」 

 

#2 討論華人流行歌手 

甲：「那，我想問你，你喜歡哪一個中文歌手？」 

C：「喔，我喜歡光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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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那你覺得他唱得怎麼樣？」 

C：「他唱得…好…sì 女人…」 

甲：「很什麼？」 

C：「他唱得…好…很 xiǎng 女人唱的。」 

甲：「啊，很像女生…他的聲音，聲音很像女生。

對不對？」 

C：「對對。」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並給

予個人化的反饋 
否(不足) 

#1 針對學生背景延伸話題 

甲：「越南的學生呢？越南的學生有自由的時間

嗎？」 

C：「喔，越南的學生不太自由，我們…也只有一

點點自由的時間。」 

甲：「那新加坡呢？新加坡的學生有沒有自由的時

間啊？」 

C：「新加坡的學生沒有自由的時間啊！一一一點

點。」 

甲：「那新加坡跟越南哪一個國家的學生比較自由

啊？」 

C：「比較…越南的學生。」 
 

表 4.5.4 教學影片分析(影片編號 5) 

影片編號 5 線上教師 甲 學生 C 

教學項目 
1. 詞彙複習 (00:00:00~00:05:30) 
2. 語法教學(00:05:31~00:55:46) 
3. 討論(00:55:47~01:05:43) 

教學技巧 

1. 甲教師首先針對前一次上課所學的詞彙做簡短的複

習，不過複習的方式僅限於語音的鞏固，而未確認學

生是否於應用上也已熟稔。 
2. 語法教學部份甲教師的作法主要是先做語法解釋，

再請學生利用該語法(把字句搭配某個動補結構)回答

問題。 
3. 口語討論部份甲教師請學生朗讀問題後回答，但往

往學生不能及時完成任務，而甲教師選擇直接幫助學

生完成答案，造成此部份學生輸出量大幅下降。 
檢核項目 是否達標 實例 

提升學生詞彙量 是 

#1 提升詞彙量(兩岸詞彙差異) 

甲：「這個東西叫什麼？這個東西怎麼說我問你？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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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知道。」 

甲：「在你們那應該說垃圾(lājī)。」 

C：「喔垃圾(lājī)。」 

甲：「對，但在台灣我們說垃圾(lèsè)。」 

 

#2 提升詞彙輛(兩岸詞彙差異) 

甲：「那這個人怎麼樣，他…你怎麼說？這個人你

們怎麼說？蜘蛛人，對不對？蜘蛛人把…」 

C：「把女…把這個姑娘擋住了。」 

甲：「蜘蛛人把這個…我們這邊不說姑娘，在台灣

我們不說姑娘，在台灣我們說把這位女士，或這位

小姐擋住了。」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能力 是 

#1 動詞搭配 

甲：「請你丟你的筆…對！你可以丟筆，丟垃圾，

還可以丟什麼？ 」 

C：「丟手機。」 

甲：「好，也可以。但我們說丟手機，你可以是真

的這樣把他丟出去這樣，有可能是真的丟，但也有

可能呢我們說丟手機，就是我的手機不見了的這個

意思。」 

 

#2 音近詞彙辨析 

甲：「好，很好。客廳的牆上掛著一張全家福。」 

C：「客廳的床上…」 

甲：「對，牆上是什麼？牆？床是睡覺的地方。」 

C：「喔，床是睡覺的地方。」 

甲：「床是睡覺的地方，你說的時候喔，牆…是那

個啊(指著牆)，床…是睡覺的地方。」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彙的

機會 
否 無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是 

#1 時貌標記與「把字句」 

甲：「我問你，你以前曾經把課本燒掉過嗎？」 

C：「忘了…我沒…我沒把課本燒掉。」 

甲：「我…對，你說，我沒把課本燒掉過。」 

C：「我沒把課本燒掉過。」 

 

#2 「把字句」補語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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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如果你的女朋友，在你看電視的時候，在

你看電視的時候，在電視前面走來走去，你可以怎

麼對他說？你把我…怎麼樣？你把…」 

C：「你把電視擋了。」 

甲：「擋住了，對，再說一次，你把電視擋住了。」 

C：「你把電視擋住了。」 

 

#3 動詞與補語搭配的語意 

甲：「好，最後一個，把錢留住。」 

C：「把錢留住。」 

甲：「嗯，你能不能把錢留住啊？」 

C：「留住，在是什麼意思？」 

甲：「好，把錢留住是什麼意思啊？我有錢，對不

對，可是呢，我常常買東西買東西，買了以後就沒

了對不對？如果我能把錢留住，就是說，我的錢就

在這兒，不跑走了，我不花錢，懂嗎？我把錢留住

了，留在錢包裡，錢就不跑了，就是把錢留住。」 

 

#4 語法糾錯 

甲：「這四個句子，你覺得怎麼樣？他為什麼說這

四個句子？什麼意思呢？」 

C：「他要把她的男朋友忘掉了。」 

甲：「忘掉。他要，要把男朋友忘掉，沒有了。了

是已經，他要把她的男朋友忘掉。」 

C：「他要把她的男朋友忘掉。」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字

句)的機會 
是 

#1 利用「把字句」造句 

甲：「好，我們還記住什麼東西？我把…什麼？對

對很好，你說句子，我把…」 

C：「我把老師說的話記住了。」 

甲：「還有呢？你剛剛說的，女朋友的生日怎麼

樣？」 

C：「我把女朋友的生日記住了。」 

 

#2 利用「把字句」造句 

甲：「那你習慣進了門以後把門鎖住嗎？」 

C：「喔，我習慣…」 

甲：「你習慣…」 

C：「我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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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不習慣什麼？」 

C：「進了門以後，把門鎖住。」 

甲：「…那你回家呢？在你越南的家裡，你回了家

以後，你習慣把門鎖住嗎？」 

C：「回了家以後，我習慣把門鎖住。」 
 

#3 利用「把字句」造句 

甲：「你去旅行的時候能不能把錢留住啊？」 

C：「我把…錢留住。」 

甲：「我剛剛說你去旅行的時候你能不能把錢留

住？」 

C：「我去旅行的時候我把錢留住。」 

甲：「能不能把錢留住。什麼意思啊？因為我們去

旅行的時候，常常會買東西對不對，買東西就得用

錢對不對，你就不能把錢留住對不對……你呢？你

是一個能把錢留住的人嗎？」 

C：「我也是一個能把錢留住。」 

甲：「的人。」 

C：「的人。」 

 

#4 利用「把字句」造句 

C：「你能不能把每一個 facebook 朋友的名字都記

住…不能啊。」 

甲：「什麼？」 

C：「我不能把每一個 facebook 朋友的名字都記住。」 

C：「…我能把每一個 facebook 朋友的帳號都記住。」 

甲：「可是…」 

C：「可是我不能把每一個 facebook 朋友的名字都

記住。」 

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識流

行文化的能力 
否(僅一例) 

#1 中文歌詞特色介紹 

甲：「…那通常中文的歌詞都是這個樣子，一句話

說你，一句話說我。…所以，其實你講了車來了，

這不是真的車啊，這可能是一個機會。」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並給

予個人化的反饋 
否(僅一例) 

#1 提供能幫助學生完成學習任務的環境 

甲：「你有那個 Voicetube，你可以開那個 Voicetube

那邊有這個全部的歌詞，你有嗎？」 

C：「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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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還是要我給你。因為我現在在北京所以不能

用 google 很麻煩，不過我還是應該找得到。好啦我

給你貼在這兒啦…」 

甲：「你看我貼給你的。」 

C：「喔。」 

甲：「好，請你說。還是你要看那個 Voicetube 的

有拼音比較快。」 

 

表 4.5.5 教學影片分析(影片編號 6) 

影片編號 6 線上教師 甲 學生 D 

教學項目 
1. 暖身活動 (00:00:00~00:04:27) 
2. 詞彙教學 (00:04:28~00:51:10) 
3. 語法教學(把+掉) (00:51:11~00:59:27) 

教學技巧 

1. 甲教師於暖身活動中請學生自我介紹並談談他的興

趣，藉此了解學生的口語能力大約到什麼程度，並且

透過華語流行歌曲的話題切入本次教學的主題。 
2. 詞彙教學的部份甲教師請學生念過詞彙及例句後，

便透過該詞彙開展話題，談論內容多半該學生之生活

與經驗有關。 
3. 語法教學的部份甲教師發現學生已經能夠駕馭該語

法點後，僅多次加強「掉」做補語時的消失義，而讓

學生真的使用該句型開展話題僅有一例。 
檢核項目 是否達標 實例 

提升學生詞彙量 是 

#1 增加詞彙量 

甲：「你們喜歡什麼話題呢？」 

D：「我們喜歡，嗯，說男朋友女朋友…」 

甲：「的話題。」 

D：「的話題。」 

甲：「這個叫什麼，談戀愛。」 

D：「談戀愛，談是說？」 

甲：「對，是說的意思，戀愛是什麼，就是這個(比

愛心手勢)，戀愛，談戀愛，男女朋友談戀愛。」 

 

#2 增加詞彙量 

D：「…嗯..常常聊他們的朋友。」 

甲：「嗯，這個叫作什麼，這個話題叫什麼？叫作

八卦，八卦。」 

D：「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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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八卦是什麼呢，就是，好，我跟你說，最近

那個誰和誰他們好像…誰好像喜歡誰，誰不喜歡誰

blablabla 這個東西叫八卦…你可以學起來，很有意

思的字，好。你知道八卦本來的意思嗎？」 

D：「不知道。」 

甲：「八卦本來的意思。韓國的國旗，中間有四個，

一二這個。」 

D：「對。」 

甲：「知道嗎？本來有八個，就是那八個東西，原

本，本來八卦是這個意思。可是現在呢，現在八卦

就是這個，誰喜歡誰，這個東西叫八卦，現在的意

思。」 

 

#3 增加詞彙量 

甲：「不驕傲叫什麼？驕傲，那不驕傲，中文怎麼

說知道嗎？」 

D：「不驕傲…不知道。」 

甲：「叫這個，謙虛。」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能力 是 

#1 相近詞彙辨識 

甲：「嗯，那我問你，你聽中文歌嗎？」 

D：「我…沒有聽。」 

甲：「你聽過，聽過嗎？」 

D：「聽過，可是我不太喜歡中國歌。」 

甲：「中國歌？還是台灣啊？是中文歌還是中國

歌？」 

D：「嗯…不一樣嗎？中國歌。」 

甲：「台灣也有中文歌啊，對不對？」 

D：「台灣的歌也叫中文歌。」 

甲：「對，只要是說中文的。」 

 

#2 相近詞彙辨識 

甲：「很好，我問你，你最近有沒有你家人的消息？」 

D：「我每天每天和我的家庭聊天兒，所以…」 

甲：「和我的家人。」 

D：「家人，家庭和家人不一樣嗎？」 

甲：「這個時候你得說家人，因為你跟家人才能夠

聊天，家庭是說我的家庭有四個人，我很喜歡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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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可是我和我的家人聊天，可以嗎？」 

 

#3 詞彙搭配 

D：「我最近，看一個中國消息…」 

甲：「好，那你可以說，我最近，你剛剛說我看一

個消息，消息我們不說看，我有一個消息，我知道

一個消息、聽到一個消息，消息不能看，比如說我

看網路的一個新聞，或者是一個什麼，所以知道了

這個消息，我們這樣說。」 

D：「看一張新聞。」 

甲：「一則新聞。」 

D：「一則。」 

甲：「對。」 

D：「看一則新聞知道中國的消息。」 

 

#4 詞彙不同詞性用法 

D：「我小時候不是，我不是懂事的孩子。」 

甲：「很好，你也可以說我小時候不懂事。」 

D：「不懂事。」 

 

#5 詞彙褒貶義辨析 

甲：「…你剛剛說了一個字，幽默。」 

D：「幽默。」 

甲：「幽默呢，在中文，幽默一定是好，是好的意

思，不是開玩笑，開玩笑是說，噯，你那個，哈哈

哈哈怎樣怎樣，是 make fun of you，可是幽默是說，

這個人，這是 adjective，這個人很幽默，是說他說

的話很有意思，這是幽默。」 

 

#6 近義詞辨析 

D：「還有如果我有別的問題，我就，我就是軟弱

的人。」 

甲：「我會變成，變成，懂嗎？我會變成軟弱的人。」 

D：「當軟弱的人？當？」 

甲：「當，喔不是…當，當是說我以後想要當一個

科學家，我想當老師，是要做什麼工作的意思…」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彙的

機會 
是 

#1 詞彙開展話題 

甲：「好，我問你，你拍過全家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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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我…嗯…拍過，我拍過全家福。」 

甲：「你什麼時候拍的啊？」 

D：「我小的時候，我們家庭一起，在一起拍全家

福。」 

甲：「那，我問你，你在新加坡，你帶著你的全家

福去新加坡嗎？」 

D：「我沒帶我的全家福來新加坡。」 

 

#2 詞彙開展話題 

甲：「那我問你，你都是怎麼知道朋友的消息的？」 

D：「我…我也用，我也是用我的手機知道他們的

消息的。」 

 

#3 詞彙開展話題 

甲：「你做過什麼事，你做過什麼事讓你覺得很驕

傲？」 

D：「我考試了，我有一個考試…每個人，每個人

覺得這個考試很難，太難，可是我的成績比別的人

更好，那麼就，那個時候我就有驕傲。」 

甲：「那個時候我覺得很驕傲。」 

D：「那個時候我覺得很驕傲。」 

 

#4 詞彙開展話題 

甲：「我聽說韓國人喝什麼東西消除宿醉，你知道

嗎？」 

D：「喝一個…我喝一個，怎麼說，我們有一個宿

醉，宿醉飲料。」 

甲：「什麼的飲料，消除宿醉的飲料。」 

D：「消除宿醉的飲料。」 

甲：「真的嗎？在，你可以去哪裡買，買到這個飲

料？」 

D：「你去，每個地方都賣那個宿…消除宿醉的飲

料。」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是 

#1 語法糾錯(是的句) 

甲：「你是怎麼知道你家人的消息的？」 

D：「怎麼？喔，我用我的手機。」 

甲：「你再聽一次，你是怎麼和你的家人，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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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一次，你是怎麼有你家人的消息的？我是…這

個學過嗎？我是…」 

D：「我是用手機有他們的消息的。」 

甲：「我對不起我剛剛說得不好，知道，要說知道，

我是用手機知道我家人的消息的，可以再說一次

嗎？」 

D：「我是用我的手機知道他們的消息的。」 

 

#2 語法觀念釐清(讓字句) 

甲：「你以前是一個懂事的孩子嗎？」 

D：「我以前不是，不是懂事的孩子…因為他們總

是讓我學習學習。」 

甲：「你應該說，他們總是要我，讓是什麼？讓是

你喜歡的你才是讓，我讓你怎麼樣怎麼樣。他們總

是要你學習，這個才是要，所以你來說。」 

D：「我爸爸媽媽要我學習，我小的時候。」 

 

#3 「把字句」與補語「掉」的語意功能 

甲：「他吃蘋果對不對？」 

D：「對。」 

甲：「吃了蘋果以後怎麼樣，沒了。」 

D：「對。」 

甲：「對不對？吃了蘋果，然後蘋果沒了，記住喔，

沒了，這個感覺。我們怎麼說？吃掉。」 

D：「吃掉。」 

甲：「吃掉，吃掉的意思就是說，吃了以後就沒了，

叫作吃掉。…好，你說一次，把蘋果…」 

D：「把蘋果吃掉。」 

甲：「很好…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句子呢，你要怎

麼說？」 

D：「把水喝掉。」 

甲：「對，因為怎麼樣，喝了以後就沒了，對不對？」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字

句)的機會 
否(不足) 

#1 利用「把字句」開展話題 

甲：「你們也把課本燒掉嗎？你曾經，你以前把課

本燒，燒掉過嗎？」 

D：「我，嗯，我小的時候常，常常把課本燒掉，

可是現在不會，不會。」 

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識流 否(不足) #1 討論華語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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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化的能力 D：「可是我喜歡中文歌叫朋友。」 

甲：「朋友，很久以前的歌。」 

D：「對，可是我太喜歡。」 

甲：「很久很久以前了。為什麼喜歡這個歌呢？」 

D：「我小的時候，在韓國學習的時候，我的老師

讓我聽一聽。」 

甲：「嗯。」 

D：「還有…那兒有用韓國翻譯的朋友。」 

甲：「我們說韓文版的朋友。」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並給

予個人化的反饋 
是 

#1 告知學習目標 

甲：「好，沒關係，今天我們先來學一個中文歌，

這個中文歌呢，這個，可以幫你學習中文。你們現

在在學的那個中文課，你們會學一個『把』，知道

嗎，就是我把什麼東西怎麼樣怎麼樣那個『把』，

我們可以練習這個『把』。」 

 

#2 依照學生能力加強口語表達(語調) 

D：「一個，一個有孩子的人怎麼還那麼幼稚。」 

甲：「這個句子，我在問問題嗎？我不是問問題，

這不是一個問題，這個你聽我說，我應該這麼說，

一個有孩子的人怎麼還那麼幼稚(誇張)，這是我覺

得，這個人真的是太幼稚了，是這個意思。」 

D：「一個有孩子的人怎麼，怎麼還那麼幼稚。」 

甲：「你說，怎麼還那麼幼稚，那麼，高一點，怎

麼還那麼幼稚，這樣，一個…」 

D：「一個有孩子的人怎麼還那麼幼稚。」 

 

 

表 4.5.6 教學影片分析(影片編號 9) 

影片編號 9 線上教師 丙 學生 E 

教學項目 
1. 暖身活動 (00:00:00~00:02:28) 
2. 文本討論 (00:02:29~00:35:41) 
3. 語法教學(讓、把、什麼都) (00:35:42~00:55:45) 

教學技巧 

1. 本片為教學後半段，且丙教師所使用的教材幾乎全

部是自己所設計的，教學內容與順序與其他教師多不

相同。 
2. 丙教師透過聊天以及作業檢核(丙教師也是唯一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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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出作業的線上教師)等暖身活動，讓學生開始意識

到得開口使用中文 
3. 文本分析部份丙教師先請學生將歌詞分成三段，並

分別於三段中找出關鍵字，再逐句的問學生歌詞要表

達的意思。 
4. 本片段所見之語法教學部份，丙教師更注重「讓字

句」的練習(「把字句」已於前一次上課學過)，透過故

事陳述讓學生輪流練習「把字句」及「讓字句」。最

後延續同一個故事練習了「疑問詞+都」的語法點(此為

丙教師自行決定教授的語法點)。 
檢核項目 是否達標 實例 

提升學生詞彙量 是 

#1 增加詞彙量 

丙：「你覺得老師今天吃什麼早餐？」 

E：「Soy bean…」 

丙：「對，豆…」 

E：「豆…」 

丙：「豆…豆漿。」 

E：「豆漿。」 

 

#2 增加詞彙量 

E：「他不要跟這個人朋友。」 

丙：「啊…(丙教師輸入「make friends」)中文怎麼

說 make friends？」 

E：「做朋友。」 

丙：「很好，請你再說一次。」 

E：「他不要這個人做朋友。」 

丙：「跟…請你再說一次。」 

E：「他不要跟這個人做朋友。」 

 

#3 增加詞彙量 

丙：「這首歌是男朋友女朋友做什麼事情？談戀

愛。」 

E：「談戀愛。」 

丙：「很好，談戀愛什麼意思？」 

E：「Dating。」 

丙：「很好。」 

 

#4 增加詞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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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男女朋友談戀愛的時候牽不牽手？」 

E：「牽不牽手？」 

丙：「牽手(丙教師輸入「holding hands」並做出牽

手動作)，牽不牽手？」 

E：「喔，牽。」 

丙：「牽手對吧？…那他們離開了，還牽手嗎？」 

E：「沒有牽手，離開。」 

丙：「沒有牽手了，所以怎麼說？」 

E：「Fāng 手。」 

丙：「分手。英文怎麼說？」 

E：「Break up。」 

 

#5 增加詞彙量 

丙：「在街上可以吃口香糖嗎？」 

E：「Jiān 上？」 

丙：「街上，on the street。」 

E：「…街上，不可以。」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能力 否 無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彙的

機會 
否 無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是 

#1 中文基本句法結構 

丙：「那你為什麼覺得這個女生離開她的男朋友是

好的？」 

E：「因為這個男朋友是不好 for the girl 啦。」 

丙：「『是不好』不好。Remember, 是 plus noun。

這個男朋友是不好，不好 is not noun。請你再說一

次。」 

E：「因為這個男朋友不好。」 

 

#2 語法解釋 

丙：「You can use the question word to indicate 

anywhere，and plus 都。」 

E：「在新加坡什麼地方都不可以吃口香糖。」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字

句)的機會 
是 

#1 利用「把字句」造句 

丙：「學生上課以前應該做什麼？」 

E：「…功課。」 

丙：「用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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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學生…學生把功課做完了。」 

丙：「啊，很好。」 

 

#2 利用「把字句」造句 

丙：「那我買了早餐，我問她要放哪，我的女朋友

說，放桌子上。那她怎麼說呢？我的女朋友要怎麼

樣？」 

E：「老師的女朋友…老師把早餐放在桌子上。」 

丙：「非常好。」 

 

#3 利用「把字句」造句 

丙：「她還說你衣服要洗乾淨。」 

E：「老師把衣服洗乾淨。」 

丙：「她還說你的晚飯做好吃一點，做好一點。」 

E：「晚…張老師把晚飯。」 

丙：「做…」 

E：「做不好。」 

丙：「你做好一點！」 

E：「老師把早...把早餐做不好。」 

丙：「不好？老師還沒做對吧？請你再說一次。老

師把晚飯做好。」 

E：「老師把晚飯做好？不懂。」 

丙：「我的女朋友說，你晚飯做好一點！」 

E：「喔，還沒有做。」 

丙：「所以他說什麼？」 

E：「你把晚餐做好。」 

 

#4 利用「讓字句」造句 

丙：「你覺得怎麼做可以讓老師高興？」 

E：「吃飯。」 

丙：「對，吃飯。句子。」 

E：「吃飯讓…」 

丙：「可以…」 

E：「喔可以讓老師高興。」 

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識流

行文化的能力 
否 

#1 談及流行歌手卻未繼續討論 

(PowerPoint 上出現周杰倫的照片) 

丙：「你認識他嗎？你知道他是誰嗎？」 

E：「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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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你不知道沒關係，我待會說…」 

(未再提起)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並給

予個人化的反饋 
是 

#1 個人化任務設計 

丙：「請你把歌詞分三段…」 

(E 學生用畫筆將歌詞切分成三段) 

E：「好。」 

丙：「好，那有什麼關鍵詞？」 

E：「關鍵…喔，關鍵詞。」 

丙：「對，關鍵詞，你找…每一段你只能找三個關

鍵詞…你也可以只找一個，但最多三個。」 

E：「我覺得第三段沒有那麼多。」 

丙：「只有一個？好我們看第一段。為什麼你選這

些關鍵詞？為什麼你覺得他們是關鍵詞？」 

 

#2 讓學生知道發音有問題的漢字 

E：「他把照片 dāngzhū 了。」 

丙：「他把照片？」 

E：「dāngzhū。」 

丙：(用紅筆圈起並標上聲調)「擋住了。」 

E：「喔擋住了。」 

 

表 4.5.7 教學影片分析(影片編號 13) 

影片編號 13 線上教師 庚 學生 H 

教學項目 

1. 學生聆聽歌曲 (00:00:00~00:06:13) 
2. 詞彙教學 (00:06:14~00:17:30) 
3. 語法教學 (00:17:31~00:29:39) 
4. 口語討論 (00:29:40~00:49:11) 

教學技巧 

1. 庚教師首先確認學生是否於上課前先聽過歌曲，得

知學生尚未聽歌後則請學生先聽了歌再繼續教學，並

無其他的暖身活動 
2. 詞彙教學的部份庚教師僅帶著學生念過投影片上的

詞彙與句子，並未作任何解釋也鮮少進行話題開展的

活動 
3. 語法教學的部份庚教師也僅讓學生念出句子，並未

對語法點本身以及相關的搭配補語作任何解釋，利用

語法進行討論時教師也未將重點放在「把字句」的使

用，僅補充了相關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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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口語討論的部份庚教師給予學生最大的發揮空間，

偶爾提出自己的想法，不過對於學生的語言能力並沒

有要求。 
檢核項目 是否達標 實例 

提升學生詞彙量 是 

#1 兩岸詞彙發音差異 

H：「垃圾是…」 

庚：「名詞。我們可以說，把垃圾…」 

H：「把垃圾…」 

庚：「丟掉。」 

H：「丟掉。」 

庚：「對，台灣說 lèsè，但是中國說 lājī。」 

H：「垃圾是？」 

庚：「就是這個。」 

H：「垃圾是 garbage？」 

庚：「對。」 

H：「垃圾是 garbage 嗎？」 

庚：「是，是。但是，中國和台灣發音不一樣。」 

H：「嗯。」 

庚：「所以如果你在新加坡，你會聽到 lājī。」 

 

#2 翻譯式詞彙補充 

庚：「喔，像我們說 ex-boyfriend 我們會說前。」 

H：「前。」 

庚：「前男友。」 

H：「前男友。」 

庚：「girlfriend，ex-girlfriend 就是前女友。」 

H：「前女友。」 

 

#3 翻譯式詞彙補充 

庚：「你會把好友刪除嗎？」 

H：「刪除是什麼意思？」 

庚：「嗯，你知道刪除的意思嗎？」 

H：「我不知道。」 

庚：「可以說 delete，或者說 disconnect。」 

H：「我不會把好友刪除。」 

 

#4 翻譯式詞彙補充 

庚：「relationship 可以說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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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關係是你男朋友的，relationship。」 

庚：「喔，那種的就會加...男女關係，或是說交往。」 

H：「交往。」 

庚：「像在 facebook 的 in a relationship 它寫交往。」 

H：「交往。」 

庚：「嗯，在 facebook 上面是這樣寫『穩定交往』，

台灣是這樣寫。in a relationship， 穩定是 stable，

交往中。」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能力 否 無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彙的

機會 

否(僅此一

例) 

#1 詞彙的話題擴展 

H：「老師得知道學生喜歡什麼話題。」 

庚：「對，你喜歡什麼話題？」 

H：「我喜歡文化的話題。」 

庚：「喔，你喜歡文化。還有嗎？」 

H：「還有...還有...歌手的話題。」 

庚：「文化和…喔，唱歌的話題。」 

H：「唱歌的話題。」 

庚：「好，我知道了。」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否 

#1 未解釋補語功能 

H：「記住是？」 

庚：「記住就是，memorize。」 

H：「是他不要忘記那個電話號碼。」 

庚：「對。就是我記住了你的電話號碼，我不會忘。」 

H：「我記住了你的電話號碼，我不會忘。」 

H：「擋住了是什麼意思？」 

庚：「hide。」 

H：「喔。」 

庚：「像這樣子，照片擋住了。」 

H：「因為...他擋住了照片，因為...照片不好看？」 

庚：「嗯...還有呢？」 

H：「他不要，他要忘，那個照片。」 

庚：「來，請你念念看。」 

H：「把蘋果吃掉。」 

庚：「嗯，這個。」 

H：「把水喝掉。」 

庚：「對，我們說...請你念。」 

H：「把垃圾丟掉。」 

 



第四章  研究結果 

113 

庚：「對對對，這個呢？」 

H：「把女朋友忘掉。」 

庚：「對，這個。」 

H：「把錢花掉。」 

庚：「這是什麼意思，這一句，把錢花掉？」 

H：「他...那個人買很多東西……多少錢。」 

庚：「對對，花掉不少錢，這個意思。」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字

句)的機會 
是 

#1 引導學生使用「把字句」 

庚：「嗯，這是剛剛的歌裡面的句子，所以你覺得

這個女生為什麼要用全家福擋住前男友的照片？」 

H：「因為她用全家福擋住照片，因為因為她很生

氣。」 

庚：「嗯嗯嗯嗯。」 

H：「她對她的前男友很生氣。」 

庚：「對，也可以說想...想把他忘記。」 

H：「想把他忘記。」 

庚：「想忘記他也可以說想把他忘記。」 

H：「想把他忘記。」 

庚：「對，因為女...女生想把前男友忘記，所以…」 

H：「因為…」 

庚：「因為女生想把前男友忘記…」 

H：「因為女生想把前男友忘記…」 

庚：「所以把前男友的照片用全家福擋住了。」 

H：「所以把前男友的照片用全家福擋住了。」 

庚：「嗯，你覺得有別的原因嗎？」 

H：「嗯…她不要她的媽媽知道。」 

庚：「喔，哈哈哈，有道理，對對，有可能。」 

 

#2 引導學生使用「把字句」 

庚：「你聽了以後覺得怎麼樣？」 

H：「我聽了以後那個女人很幼稚。」 

庚：「啊，為什麼？」 

H：「因為，這個首歌是他們離開的時候，分開的

時候，因為，所以，那個女人要...不要忘，不要忘

這個時候，因為，所以我覺得她幼稚，因為還有…

她還有記得那個 relationship 的時候。」 

庚：「喔，我們也可以說不想把他忘記。」 

H：「不想把他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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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識流

行文化的能力 
否 無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並給

予個人化的反饋 
是 

#1 確認學生是否完成課前作業 

庚：「聽歌了嗎？」 

H：「還沒聽歌。」 

庚：「那麼你現在可以聽嗎？」 

H：「現在…可以。」 

庚：「你先聽我們再來上課。」 

H：「好。」 

 

#2 針對學生的發音困難進行糾音 

H：「這些學生都是老師的驕傲。」 

(H 學生的 shi 音發音有困難) 

庚：「都是。」 

H：「都是。」 

庚：「老師的。」 

H：「老師的。」 

庚：「師。」 

H：「師。」 

庚：「師。」 

H：「師。」 

庚：「老師的。」 

H：「老師的。」 

庚：「驕傲。」 

H：「驕傲。」 

庚：「對，請你再念一次。」 

H：「這些學生都是老師的驕傲。」 

 

#3 尊重學生對歌曲的詮釋方式 

庚：「這句話呢？你走了，我住在雨裡面，是什麼

意思？」 

H：「我是...那時候下雨。」 

庚：「對，為什麼下雨？」 

H：「…所以下雨...在那邊，等他走。」 

庚：「這裡我覺得是 tears，你覺得呢？這裡的雨，

眼淚。」 

H：「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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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你覺得呢，因為一直哭。」 

H：「可以啦。」 

庚：「哈哈，對，我覺得是這樣子，你的也很好。」 

 

#4 簡化例句難度 

H 學生的語言水平較其他學生來得差，庚教師將許

多詞彙的例句改成更簡單的句子，如「全家福」一

詞本來的例句是：「客廳的牆上掛著一張全家福。」

庚教師則將之改成：「我很喜歡這張全家福。」 

 

表 4.5.8 教學影片分析(影片編號 14) 

影片編號 14 線上教師 己 學生 I 

教學項目 
1. 詞彙教學 (0:00:00~00:37:55) 
2. 語法教學 (00:37:56~00:48:14) 

教學技巧 

1. 己教師並未進行暖身活動，僅在確認學生已聽過歌

曲後變開始詞彙教學。 
2. 己教師詞彙教學的方式基本上是請學生念出詞彙以

及 PowerPoint 上的例句，之後並未進行話題開展，己

教師針對一些詞彙補充了反義詞，也針對某些詞彙的

用法和學生做了確認。 
3. 語法教學的部份己教師請學生利用「把字句」念出

PowerPoint 中圖片所要表達的句子，並簡單的介紹「住」

做為補語的功能，一樣並未讓學生延伸使用該句型。 
檢核項目 是否達標 實例 

提升學生詞彙量 是 

#1 增加詞彙量 

己：「這個懂事小女孩在幫媽媽做什麼？」 

I：「在幫媽媽…做飯？對嗎？」 

(己教師輸入「洗碗，xi3wan3」) 

I：「洗碗。」 

 

#2 增加詞彙量 

己：「…好那我問你你知道幼稚的相反要怎麼說

嗎？」 

I：「相反是什麼意思？」 

己：「Opposite。」 

I：「喔，我們剛才學過了…懂事。」 

己：「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己教師於聊天室窗打「成熟，cheng2sho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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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成熟。」 

己：「對。」 

 

#3 增加詞彙量 

己：「…那如果要有比較正面的說法的話，就是自

信。」 

(己教師輸入「自信，zi4xin4」) 

I：「自信。」 

己：「然後自信這個詞一樣可以當形容詞或是名

詞。」 

 

#4 增加詞彙量 

己：「那你知道軟弱的相反是什麼嗎？」 

己教師輸入「堅強，jian1qiang2」 

I：「堅強。」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能力 是 

#1 糾正詞彙發音 

己：「你可以念這個詞嗎？」 

I：「xiàoxí」 

己：「嗯？不太對喔。」 

I：「哪不太對？」 

己：「tone 不太對。就是他的 tone…就是他的音調，

聲調不太對，你可以再念一次嗎？」 

I：「xiào…消息。」 

己：「對對對這次對了，消息。」 

 

#2 糾正詞彙發音 

己：「那我們看下一個單字。」 

I：「驕 áo。」 

己：「驕什麼？」 

I：「驕 áo…啊，驕傲！」 

己：「對。」 

 

#3 詞彙褒貶義解析 

I：「啊那…幼稚是不好的意思嗎？」 

己：「嗯，在這裡是不好的意思。」 

I：「可以在別的句子是好的意思嗎？」 

己：「可以說是…沒有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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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詞彙應用 

己：「…但是懂事這個詞不可以用在成人身上。」 

I：「什麼？」 

己：「懂事這個詞不可以用在大人身上。」 

I：「不可以對大人說。」 

己：「對，不可以說大人很懂事。」 

I：「喔只對孩子用是嗎？」 

己：「對…啊如果要對大人說的話就是成熟或幼

稚。」 

 

#5 詞性辨析與褒貶義辨析 

己：「那我問你，驕傲在這裡是什麼詞？」 

I：「名詞。」 

己：「對，但是他也可以當形容詞。你看看英文，

這裡是名詞嘛，那這裡就是形容詞…那我舉一個驕

傲當形容詞的例子給你聽。」 

I：「嗯。」 

己：「好…這位選手贏了比賽，覺得很驕傲。可能

是一個跑步的人啊，他贏了那場比賽，他覺得很驕

傲。」 

I：「…可以說驕傲的老師嗎？」 

己：「可以啊，那通常這個詞他是負面的，是不好

的意思。」 

I：「啊為什麼不好？」 

己：「呃，這個詞他本來就有不好的意思，就是他

當形容詞的時候。」 

I：「你剛剛說驕傲是有不好的意思？」 

己：「對，但是在這個句子裡剛好沒有。」 

I：「所以在這個句子裡是好的意思嗎？」 

己：「對。」 

I：「驕傲可能有不好的意思，在別的句子，對嗎？」 

己：「對。」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彙的

機會 
否 

除了例句外並未讓學生自己使用所學詞彙產出語

句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否(有誤) 

#1 補語解析(誤) 

己：「通常這個掉就會對應到英文…」 

(己教師輸入「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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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以這個吃掉就會對應到英文的…」 

(己教師輸入「Eat out」) 

己：「所以吃掉就會對應到英文的 eat out。」 

 

#2 補語解析 

己：「那下一個句子你可以造一個句子嗎？」 

I：「我把水喝掉。」 

己：「那一樣是喝了以後沒了嘛，所以一樣會有掉

這個字。」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字

句)的機會 
否 無(僅限於念出例句) 

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識流

行文化的能力 
否 無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並給

予個人化的反饋 
是 

#1 繁簡字體辨認 

己：「那我們今天上的是離開我。」 

I：「啊，離開我。」 

己：「嗯，這個是繁體字，這個離是繁體字…」 

 

#2 提供學生所需要的學習資料 

己：「那我先把那首歌的歌詞打在聊天這邊。」 

I：「哇。」 

己：「就怕你忘記歌詞所以先打在這裡。」 

 

#3 調整教學用語 

己：「沒有的話我們就進入下一個單字。」 

I：「下一個什麼？」 

己：「下一個生詞。」 

I：「喔，生詞。」 

 

#4 解釋教材呈現方式 

I：「我在問你那個句子有兩個意思嗎？因為那個

英文有兩個句子。」 

己：「沒有，他只有一個意思。喔，上面這個句子

呢，是一個字對一個字的，他是…我就是 I，最近

就是 recently，他是一個詞對一個詞，那他整句話

的英文翻譯在最下面。」 

I：「喔，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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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高學生課堂中的自由度 

(己教師將學生身分設定為演講者) 

己：「啊其實你也可以用這個箭頭，你有看到繪圖

嗎？」 

I：「繪圖是什麼？」 

己：「你有看到這個 button 嗎？」 

I：「喔…」 

己：「你也可以用這個綠色的箭頭，這樣我才會知

道你在說哪裡。」 

I：「喔…」 

 

表 4.5.9 教學影片分析(影片編號 16) 

影片編號 16 線上教師 戊 學生 J 

教學項目 

1. 暖身活動 (00:00:00~00:04:55) 
2. 歌詞朗讀 (00:44:56~00:14:54) 
3. 語法教學 (00:14:55~00:25:14) 
4. 詞彙教學 (00:25:15~00:48:56) 
5. 語法練習 (00:48:57~01:07:36) 

教學技巧 

1. 戊教師的教學方式偏向於純語言能力的訓練，特別

注重發音以及語法兩個部份 
2. 戊教師請學生自我介紹後立即發現學生的發音偏

誤，如二聲起點過低、四聲起點不夠高等等，在整段

教學中不斷重複糾正這些問題 
3. 歌詞朗讀的部份戊教師一樣針對學生每個字的發音

問題進行糾錯，選擇使用英文調整學生的發音問題 
4. 語法教學的部份戊教師同樣使用英文對學生做詳細

的解說，選擇透過後設語法分析的方式進行「把字句」

以及「被字句」的教學 
5. 詞彙教學的部份則將重點放在改善發音問題，也針

對少數幾個詞彙的用法做介紹，話題開展較少 
6. 語法練習的部份戊教師請學生看著圖片使用「把字

句」及「被字句」描述圖片內容，以偵測學生是否能

掌握此二句型 
檢核項目 是否達標 實例 

提升學生詞彙量 是 

#1 提升詞彙量 

戊：「那麼幼稚的相反是什麼？」 

J：「相反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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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What’s the opposite of 幼稚？」 

J：「幼稚…大人？」 

戊：「成熟。」 

J：「什麼？」 

戊：「成熟。」 

J：「成熟。」 

戊：「You can also say 成 shú。」 

 

#2 提升詞彙量與近義詞辨析 

戊：「軟弱的相反是什麼？」 

J：「力或者好 chū？」 

戊：「Could be 剛強。」 

J：「剛強…我要剛強，可是我沒有去健身房。」 

戊：「所以要常常去健身房身體才會剛強…but 剛

強 is usually not talking about the physical but 

the…so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the physical then I 

would suggest 強壯。」 

J：「強壯。」 

戊：「So 剛強 is mostly talking about the psychology 

or the mental situation…but if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physical situation we will say 強壯。」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能力 是 

#1 詞彙褒貶義辨析 

戊：「在中文大部份的時候，驕傲是負面的，

negative。」 

J：「驕傲。」 

戊：「但是有的時候是正面的，他是我的驕傲 

驕傲。When it’s a noun it tends to be a positive one, 

but when it’s a stative verb it tends to be a negative 

one。」 

 

#2 詞彙結構與句子成分的搭配 

戊：「Watch out 陪伴 is a VO structure, so I don’t 

suggest that you put more noun after 陪伴。For 

example 我需要人陪伴 or 我需要人陪我, instead 

of 我需要人陪伴我。我需要有人陪我。」 

J：「我需要人陪我。」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彙的 是 #1  引導使用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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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戊：「你平常喜歡跟朋友談什麼話題呢？」 

J：「我喜歡跟朋友…說話題…話題…語言。」 

戊：「喔再說一次，關於語言的話題。」 

J：「再說一遍。」 

戊：「我喜歡跟朋友談關於語言的話題。」 

J：「我喜歡跟朋友談關於語言的話題。」 

戊：「那除了語言你還喜歡什麼話題呢？」 

J：「旅遊的話題。」 

 

#2 引導使用詞彙 

戊：「你覺得做什麼事情很幼稚？」 

J：「我覺得….」 

戊：「啊？吃什麼？吃毒品很幼稚。」 

J：「對，吃毒品很幼稚。」 

戊：「可是有人說吃毒品才像大人。」 

J：「哈，都可以。」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是 

#1 「了」語法糾正 

戊：「有幾個地方你要跟我說一次，如果說沒練習

學太多中文，就不要說『了』，因為那個『了』是

說有改變。」 

J：「喔，對…沒練習學太多中文。」 

戊：「你再說一次。」 

J：「沒練習學中文太多。」 

戊：「對。」 

 

#2 「來、去」概念糾正 

戊：「那你現在人在新加坡還是美國？」 

J：「新加坡。」 

戊：「那你應該說到新加坡來還是去呢？」 

J：「到新加坡來。」 

 

#3 「把字句」與「被字句」比較 

戊：「The last part should be the point… which is 

disposition part. … how the agent treats the patient. 

We can use 把… the same sentence we say without 

把 for example 我從手機裡消除你的電話 it sounds 

weird because the point can’t be 電話. In Mandarin 

most of the time the point will be the last part. For 

 



遠距教學結合線上華語影片自學平台之教學模組：以華語流行歌曲為例 

 

 122 

instance we say 我從手機裡消除你的電話 it 

sounds weird. The point is 你的電話…我拿起這個

杯子…」 

J：「我拿起這個杯子。」 

戊：「Then the point is 杯子. And if I say 我把杯子

拿起來了, then the point is 拿起來了。」 

戊：「這個杯子被我拿起來了 and 我把這個杯子拿

起來了，what’s the difference？」 

J：「The emphasis？」 

戊：「Actually not really… the emphaisis part is the 

end and they are the same. Actually the difference is 

the theme part. 所以我說我把杯子拿起來了 I am 

the theme. But when I say 這個杯子被我拿起來了 

the theme is 這個杯子…so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把 and 被。」 

 

#4 「把字句」中受詞成分之定指概念 

戊：「那這個呢？」 

J：「他把一杯水喝完了。」 

戊：「一杯水？那杯水。」 

J：「那杯水喝完了。」 

戊：「Say it again….」 

J：「他把那…杯水喝完了。」 

 

#5 「把字句」與「被字句」的轉換 

戊：「How about you use the 被 to say what 

happened to the water？」 

J：「他被那杯水…」 

戊：「Now the theme is the water…」 

J：「他被水…」 

戊：「請你先說那杯水。」 

J：「那杯水把他喝完了。」 

戊：「被， so it’s 那杯水被他喝完了」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字

句)的機會 
是 

#1 引導使用「被字句」 

戊：「客廳的牆上掛著一張全家福。」 

J：「客廳的牆上掛著一張全家福。」 

戊：「So how is the 全家福 treated? Use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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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用被嗎？我…被…」 

戊：「被 should be patient leading…so say it again…it 

should be 那張全家福…」 

J：「那張全家福被牆上…」 

戊：「客廳的牆上…再說一次…掛在客廳的牆上。」 

J：「那張全家福被客廳的牆上…」 

戊：「And we can skip the agent when we say 被 right, 

so we can say 那張全家福被掛在客廳的牆上。」 

J：「那張全家福被掛在客廳的牆上。」 

 

#2 引導學生使用「被字句」及「把字句」 

J：「我最近沒有他的消息。」 

戊：「為什麼？被殺了。」 

J：「喔，被殺。」 

戊：「你可以問我 by whom。」 

J：「誰殺了他？」 

戊：「他被誰殺了？」 

J：「他被誰殺了？」 

戊：「他把他自己殺了。」 

J：「他被自己殺了。」 

戊：「You can also say with 把，他把他自己殺了。」 

J：「他把他自己殺了。」 

 

#3 引導學生使用「把字句」 

戊：「喝完了，we could also say…」 

J：「喝了。」 

戊：「The last page…」 

J：「喔，喝掉了。」 

戊：「And say it again with 把。」 

J：「這位小姐把那杯水喝完了…喔喝掉了。」 

 

#4 「把字句」與「被字句」語法操練 

戊：「門打不開了。」 

J：「門打不開了。」 

戊：「門被鎖住了。」 

J：「門被鎖住了。」 

戊：「我來用鑰匙把門打開。」 

J：「我把門用鑰把門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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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把門打開。」 

J：「把門開了。」 

戊：「把門打開。」 

J：「把門打開。」 

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識流

行文化的能力 
否 無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並給

予個人化的反饋 
是 

#1 發音糾正 

J：「軟弱，這麼說對嗎？」 

戊：「對，是。軟弱。你在說ㄖ的時候，英文的那

個 r，中文的ㄖ，完全..是這樣，不可以說 r，這個

不對，再說一次。」 

J：「軟弱。」 

戊：「你剛剛說 rrruǎn。」 

J：「軟。」 

戊：「你先說 rǔ，再說軟。」 

J：「軟。」 

戊：「對了。」 

 

#2 發音糾正 

J：「消除。」 

戊：「你在說ㄨ的時候舌頭後面要低一點點，你再

說一次ㄨ。」 

J：「ㄨ。」 

戊：「對然後用ㄨ這個位置來說除。」 

J：「chū。」 

戊：「你的後面要再低一點點，裡面要再開一點點。」 

J：「chū。」 

戊：「對了，很好…你第一次說的是 chu15，我說

的…應該說的是 chu35，你說得太低了。」 

 

#3 根據學生需求提供必要的資訊 

學生嘗試說「蜘蛛人把這位小姐擋住了」但是不斷

忘記「擋」這個詞，戊教師便於聊天視窗中輸入「擋

住」 

     

    為求統整之方便，筆者再次將以上 9 部影片是否達到教學設計時所設定

之教學目標整理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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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0 線上教學教學目標評估表 

影

片

編

號 

教

師 
學

生 

提升學

生詞彙

量 

增加學

生使用

詞彙的

能力 

增加學

生口語

使用詞

彙的機

會 

提升學

生語法

正確性 

增加學

生使用

語 法

( 把 字

句 ) 的
機會 

增加學

生透過

中文認

識流行

文化的

能力 

創造適

性化學

習環境

並給予

個人化

的反饋 
2 己 B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3 己 B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4 甲 C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5 甲 C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6 甲 D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9 丙 E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13 庚 H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14 己 I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16 戊 J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由於其中幾部影片未能反映完整的教學內容，舉例而言：影片編號 4
的教學項目主要為詞彙教學，影片編號 5 則集中於語法，因此甲教師於影片

編號 4 的教學中未能達到「增加學生使用語法的機會」情有可原，因此在對

照各教學片段之教學項目後，筆者列出各教師「實施教學卻未能達標」的項

目如下： 

    甲：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並給予個人化的反饋 

    丙：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識流行文化的能力 

    戊：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識流行文化的能力 

    己：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彙的能力、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識流行文化的

能力 

    庚：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能力、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彙的機會、提升學

生語法正確性、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識流行文化的能力 

     

    總的來說，若單就教學端來看，本次模組化教學的「教學成效」並不平

均，每位教師的教學表現並不一致：有些教師在詞彙的話題開展做得很完

整，有些教師則大幅提升學生的發音能力，而線上教師未能達到部分教學目

標之原因，主要是因為所選擇的教學技巧不適當以及教學經驗的不足，多半

能反映出教師的教學能力；然而多數教師都未能達到的教學目標為「增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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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透過中文認識流行文化的能力」，若對照筆者所編製的教學模板，則無法

從中察覺到本次教學中有此項教學目標的存在，故此，本次教學未能達到此

教學目標的主要原因應是教材模板設計不完整，再加上筆者未於教學前特別

告知，因此連教學年資逾 15 年的戊教師也未能達到此教學目標，此部分之

疏失將於第五章做檢討。 

    但若就「師資培育」的角度來看，本次的互動對經驗有限的教師而言，

確實為一次很好的教學歷練；舉例來說，己教師在與 B 學生互動過後，根

據筆者實際訪問己教師，得到了以下的教學反思： 

    「由於線上互動當時，教師個人仍未累積一定的教學經驗，也直到線上

互動時，才發現學生程度甚高，教材內容對學生而言幾乎都過於簡單……未

來教師應加強高級華語的教學能力，例如教材延伸提問技巧、加深教材難度

等等，主動拋出問題讓學生思考回答，並盡量減少教師發言，讓學生有更多

表達的機會。」 

    因此筆者認為，若能請線上教師於教學後對自己的教學錄影做一份「教

學自評」，對於其教學技巧的提升必有相當大的助益。 

 

二、教學錄影他評 
    為求教學評鑑之客觀性，筆者也請了 6 位有線上教學經驗的研究生教師

(包含線上教師乙、己及未參與教學之辛、壬、癸、子，其背景資料見附件

六)對有效的 9 部影片進行了評比，針對先前所列之 7 項教學目標給予評分

(最高 5 分，最低 1 分)並給予評價理由，提供線上教師做參考。 

表 4.5.11 教學影片他評 

影片編號 2 線上教師 己 學生 B 
他評者 辛 

檢核項目 評分(1~5 分) 評價理由 

提升學生詞彙量 
 2 

介紹詞彙意思及講解例句，

但是沒有準備提問好讓學生

練習，而是直接問學生有沒

有什麼不懂的，我覺得不太

好。學生可能懂，但不一定

會用。 
花了很多時間討論詞性，但

若 PPT 上已經先附上了的

話，應該會更有效率。 
老師會臨機應變補充一些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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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的詞彙，但仍然沒給對話

的練習機會。 
有些詞彙講解不太到位，例

如「軟弱」是針對性格的整

體描述，喜歡逃避困難，但

老師沒說明這點，反而因為

英文翻譯 (weakness)讓學生

把這跟「弱點」混淆了.花了

很多時間。老師很仰賴英文

翻譯來解釋中文，但有些東

西直接用中文解釋應該更好

更容易懂也更快。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

能力 
 1 

如上所述，並沒有給予學生

運用新學詞彙的機會。 
雖然可以看出他錯估學生程

度，但是就算是初階學生也

該準備提問，而非只是講解。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

彙的機會 
1 

如上所述。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2 

前半部討論到了一些詞性問

題，後面是練習「把字句」，

但練習種類與數量都不太

夠。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
字句)的機會 

2 
整體把字句的練習太少，而

且沒有跟使用情境作結合，

也沒有篇章的練習。 

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

識流行文化的能力 
 1 

除了歌詞回顧外，沒有利用

MV 帶出其他的流行文化的

資訊或討論，也沒討論歌手

資訊，或是介紹其他相關的

流行文化。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

並給予個人化的反饋 
 1 

整體材料的設計跟學生的程

度完全對不上，反饋也有點

抓不到重點。 
影片編號 3 線上教師 己 學生 B 

他評者 乙 
檢核項目 評分(1~5 分) 評價理由 

提升學生詞彙量 4 
能補充學生未學過的詞彙，

像是「回心轉意」這類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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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高程度學生的成語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

能力 
4 

明確點出可以跟詞彙搭配的

詞性，並給例句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

彙的機會 
-- 本次為語法教學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4 
詳細解釋把字句與補語搭配

的限制，例如「關掉」只能

和電器搭配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
字句)的機會 

3 
引導學生用把字句造句，但

給的話語情境太少，學生不

知道要造什麼句子 
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

識流行文化的能力 
3 

透過韓劇的話題做了文化交

流，但可以擴大討論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

並給予個人化的反饋 
3 

學生的程度較好，應該提供

難度更高的教學內容 
影片編號 4 線上教師 甲 學生 C 

他評者 壬 
檢核項目 評分(1~5 分) 評價理由 

提升學生詞彙量 5  
寒暄、暖身(歌曲背景介紹)
後，第一部份直接進入詞彙

教學。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

能力 
4 

因為學生語言程度不高，詞

彙教學採領讀生詞─跟讀句

子─提問引導的順序，從影片

中能確定學生大致理解詞義

及該詞彙使用應出現的語

境。但學生的回答多為針對

問句的判定（如：喔、沒有、

對啊、不好），實際在溝通

中用新學的詞自行造句的

為：消息、話題、懂事、自

由、陪伴；無實際運用的詞

為：全家福、幼稚、無知、

軟弱、消除、減少。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

彙的機會 
4 

教師營造真實生活中詞彙使

用的各種情景，多以貼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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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生活背景為主。如：「全

家福」連結拍照、家人。「消

息」連結中國現狀、與朋友

間的聯繫。惟教師能盡量再

引導學生說長句子會更好。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4 

「著」：教師詢問學生，為

何句子中出現“著”，學生能正

確闡釋。 
「掛、擺著」：教師串連相

同語法中的不同動詞搭配。

學生出現語法錯誤時，教師

能即時糾正。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

字句)的機會 
 - 

本次線上遠距課程只進行詞

彙教學。 

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

識流行文化的能力 
 3 

暖身階段詢問學生對華語流

行音樂的認識，後著重在語

言教學。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

並給予個人化的反饋 
 5 

從學生角度思考，將學生背

景(越南人)、家庭、朋友圈、

生活環境(在新加坡)等納入

提問設計，旨在引導學生積

極表達。 
影片編號 5 線上教師 甲 學生 C 

他評者 壬 
檢核項目 評分(1~5 分) 評價理由 

提升學生詞彙量 4 

複習上次學過的生詞，以重

述例句和提問快速鞏固生

詞。惟提問內容超過學生的

語言水平及知識量(中國最近

的消息)，可能在問題的設計

上需再思量。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

能力 3 

本次著重在語法教學。若教

師在語法點例句的設計上能

多納入上週學過的生詞會更

好。影片從 42 分鐘左右開始

進行歌詞教學，教師引導學

生使用生詞。不過此環節的

重點在確認學生是否理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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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含義，教師解釋的時間

長，學生僅以單詞或短語回

覆。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

彙的機會 3 同上述理由。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4 

本次著重在語法教學 (把字

句)，教師給予學生很多的引

導和糾正。惟須評估把字句

的教學難點跟動詞與趨向及

結果補語的搭配有關，預測

學生可能產生的語法錯誤，

進行歸納及反饋。 
以下兩例值得討論： 
「我把門關住了。」 
「回了家以後，我習慣把門

鎖住。」 
(這兩個語境下使用“上”作為

補語應該更符合實際語言習

慣；用「關住」和「鎖住」

感覺很長一段時間不會打

開。如：我把保險箱鎖住了。)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
字句)的機會 5 

教師提供不同的例子(蘋果、

水、垃圾、女朋友、錢等)，
分步驟引導學生操練把字

句。(從具體到抽象；從 SVO
到把字句)。惟教師能試著讓

學生自行歸納出語法正確的

回答，提問後，可能需多給

學生點時間進行思考。如：

(師)「為什麼說忘掉呢？忘…
什麼時候說這個…這句話

呢？把女朋友忘掉。」(教師

隨即自問自答) (師)「可能兩

個人已經不在一起了對不

對？」(生回覆)「喔。」 
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

識流行文化的能力 
 3 

教師單句分析歌詞涵義，結

束的時候提到，建議學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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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 KTV 可以點這首歌。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

並給予個人化的反饋 
 3 

同前次教學，在提問中納入

了學生背景(其使用 FB 的習

慣、陳老師)作設計。惟本次

教學內容量大，所以與上次

相比，較少呈現個人化反饋。 
影片編號 6 線上教師 甲 學生 D 

他評者 壬 
檢核項目 評分(1~5 分) 評價理由 

提升學生詞彙量  5 

除了本篇歌曲教學的生詞

外，在教學中教師補充學生

表達時所需的其他生詞，讓

學生的句子更豐富。 (談戀

愛、八卦、謙虛)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

能力 5 
學生理解生詞詞義，並能使

用教過的生詞造句。教師引

導學生以完整的句子表達。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

彙的機會 5 
針對每一個生詞，教師都設

計不同的語境及其相關的問

題，讓學生能多方表達。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5 
教師能立即改正學生的語法

錯誤。(量詞使用、詞彙選擇、

讓的用法等)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
字句)的機會 

 3 

學生表示曾學過把字句，所

以教師能減少語法解釋的時

間，多讓學生操練。其實，

學生說的第一個句子「他把

蘋果送到他的嘴巴」是語法

正確的句子，但是並不是教

師所預期的「把字句＋補語

結構」的句式。若教師能在

PPT 上放希望學生回答的句

型結構，說不定能再提升教

學效率。本週還是把字句的

第一部份教學，著重在語法

解釋和以圖片引導學生造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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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

識流行文化的能力 
3 

暖身階段詢問學生對華語流

行音樂的認識及中文歌學習

經驗(韓國版朋友)，後著重在

語言教學。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

並給予個人化的反饋 
 5 

一開始的師生寒暄，瞭解學

生的興趣愛好及對音樂主題

的認識。 
教師針對學生提出的問題，

進行個人化的反饋(近義詞比

較：家人，家庭)提問設計貼

近學生語言使用背景。 
影片編號 9 線上教師 丙 學生 E 

他評者 己 
檢核項目 評分(1~5 分) 評價理由 

提升學生詞彙量 5 在聊天視窗補充不少詞彙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

能力 
5 

引導學生完成句子，該句僅

留下欲讓學生學習的詞彙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

彙的機會 
5 

有頗多讓學生發言練習的機

會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5 
適時糾正學生，如*這個男朋

友是不好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

字句)的機會 
5 

自製歌詞頁面，透過提問引

導學生練習把字句 
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

識流行文化的能力 
4 

提到不少新加坡文化，但似

乎較少其他華人地區的文化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

並給予個人化的反饋 
1 

lag 問題加上學生程度不太

高，造成學生經常要求教師

「再說一次」 ，最後學生變

得有點慵懶 
影片編號 13 線上教師 庚 學生 H 

他評者 癸 
檢核項目 評分(1~5 分) 評價理由 

提升學生詞彙量  4 

1. 使用英文來幫助學生理解

生詞的意思。 

2. 提問：「你知道什麼是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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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圈嗎？」 

3. 提醒學生某些詞彙在兩岸

有不同的讀法，如：垃

圾、照片。 

4. 在解釋歌詞時適時增加實

用的詞彙，如：前男友、

前女友。 
5. 針對學生的回答，教給中

文使用的詞彙，如：交

往、穩定交往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

能力 
 3 

1. 以帶有英文解釋的例句來

幫助學生運用生詞。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

彙的機會 
3 

1. 問學生喜歡什麼「話題」。 

2. 在問題討論中，可增加能

使學生用所學新詞來回

答的問題。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3 

1. 教師在提問時能使用語法

正確的句子來幫助學生回

答如：「新加坡最常用的

是什麼？」 
2. 學生說：「因為她要忘記這

個照片。」→應該是「忘

記這張照片中的人。」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
字句)的機會 

 3 

1. 運用例句練習「把字句」。

建議可給學生情境讓學

生自己練習說出把字

句，而不是直接給句子讓

學生讀一遍。 
2. 運用「臉書」這個主題展

示把字句的應用，例如：

「你能不能把朋友的名

字都記住？」「你會不會

想要把臉書關掉？」 
3. 能將學生的回答套入把字

句，再次教學生使用目標

句型。 
4. 問學生：「這個女生為什

麼要把前男友的照片擋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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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

識流行文化的能力 
4 

1. 介紹詞句如：臉書、推特、

下一個會更好…等。 

2. 認識歌詞中的隱喻，如：

「住在雨裡面」的雨，可

能代表眼淚。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

並給予個人化的反饋 
 5 

1. 以手勢幫助學生念出正確

的聲調，並在學生念出正

確的聲調之後讚美學生。 

2. 在聽完學生的回答後，經

常使用正向的回饋，例

如：好棒、沒錯、有道理、

有可能、你很厲害、回答

得很好…等。 

3. 請學生分享新加坡常用的

社群軟體，再分享台灣的

情況。 
影片編號 14 線上教師 己 學生 I 

他評者 子 
檢核項目 評分(1~5 分) 評價理由 

提升學生詞彙量  5 
學生從例句中學到了很多新

的詞彙。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

能力 
 3 

缺少讓學生使用詞彙的機

會，缺少詞彙練習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

彙的機會 
 4 

對學生不會讀的詞彙，老師

沒有直接說出來，而是先給

漢語拼音，再讓學生讀。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4 
當學生使用錯誤的語法時，

老師會糾錯。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
字句)的機會 

 3 
缺少讓學生用『把』來造句

的練習 

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

識流行文化的能力 
3 

學生聽了中文流行歌曲，但

老師沒有進一步的介紹演唱

者和歌曲背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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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

並給予個人化的反饋 
4  

 老師對學生的表現有給予反

饋與鼓勵。 

影片編號 16 線上教師 戊 學生 J 
他評者 己 

檢核項目 評分(1~5 分) 評價理由 
提升學生詞彙量 3 很少另外補充詞彙 

增加學生使用詞彙的

能力 
5 引導學生使用生詞造句 

增加學生口語使用詞

彙的機會 
4 教師解釋的時間有點多 

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 4 語法解釋詳盡  
增加學生使用語法(把

字句)的機會 
5 

要求學生使用把、被字句，

並練習轉換 
增加學生透過中文認

識流行文化的能力 
4 

提升傳統文化的能力，但較

少提及流行文化  

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

並給予個人化的反饋 
4 

教師較一本正經，用太多專

業用語進行糾錯，也使用過

多英語解釋 
    他評的部分結果與筆者的判斷有所出入，舉例來說，筆者認為

丙教師已做到「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並給予個人化的反饋」，然負

責評比的己教師卻認為教學過程中 E 學生經常要求丙教師「再說一

次」，表丙教師給予學生過難的學習任務；筆者認為己教師與 I 學
生互動時，並沒能做到「增加學生開口使用詞彙的機會」，然而負

責評比的子教師認為教師於補充詞彙時，「先給予拼音讓學生讀」

的教學方式亦是增加學生開口說詞彙的一種方法。 

    另外，對於戊教師的教學，評價者己則認為使用了過多的英語

解釋，這也點出了關於模組化教學中教學媒介語的問題，究竟教師

是否應該完全使用目標語言？抑或是有更多自由的空間？筆者認

為，本次的教學互動對學生而言，既已設定為華語課堂的輔助學習，

則應在互動前與新加坡授課教師進行討論，並請所有線上教師遵

守，以貫徹該華文課的教學精神。 

    此外，部份負責他評的教師也給予了線上教師相當寶貴的教學

建議，如負責評比甲教師與 D 學生互動影片的壬教師，即建議甲教

師於引導學生使用目標語法造句時，可於投影片中顯示目標語法結

構，提示學生使用該句型回答問題，以提升教學效率；己教師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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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互動中，師生討論了不少詞性的問題，負責評比的辛教師則

認為己教師可在投影片上事先附上相關資訊，可節省不少教學時間。 

    對於職前(研究生)教師而言，教學他評的結果是非常重要且有幫

助的教學建議，就師資培育的角度來說，這是本教學的一個成功之

處。 

 

三、學生表現調查表 
筆者於線上教學結束後請線上教師填寫了「學生表現調查表」，對於學

生之各項能力的成長進行評分。 

調查結果如下： 

表 4.5.12 學生表現調查 

學生 A B C D E F G H I J 

教師 丁 己 甲 甲 丙 乙 庚 庚 己 戊 

發音

進步 
4 5 4 5 3 4 

未參

與課

程 

5 4 4 

詞彙

進步 
4 5 5 5 3 5 5 4 4 

語法

進步 
4 5 5 4 3 4 5 5 4 

文化

進步 
3 5 3 4 3 3 5 5 3 

聽力

進步 
3 5 4 4 3 4 5 5 4 

學習

興趣 
4 5 5 5 5 5 5 5 4 

評分 90 95 85 90 95 90 93 90 75 

 

教學後每位學生的各項語言表現皆獲得 3 分以上之得分，意即模組化教

學後學生的各項語言表現都有程度不同的成長，惟 E 學生各項表現所所獲

得的分數較低，根據新加坡華文課堂教師轉述，該學生確實於該學習階段面

臨了難以克服之學習障礙，也是他表現較差的主要原因。若比較 a~f 的平均

得分，則以「表現出良好的學習興趣」最高(4.78 分)，由此可看出歌曲教學

對於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有著良好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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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反饋表 
    線上教學結束後學生填寫了「學習反饋表」，筆者藉此調查探悉本次教

學從需求者的角度來看，有哪些需要加強改進的地方。 

    調查結果如下： 

表 4.5.13 學習反饋調查 

學生 A B C D E F G H I J 

教師 丁 己 甲 甲 丙 乙 庚 庚 己 戊 

發音

進步 
5 4 5 4 5 4 

未參

與課

程 

5 5 5 

詞彙

進步 
5 5 5 4 4 4 4 5 5 

語法

進步 
4 4 5 3 5 4 4 5 5 

文化

進步 
4 5 5 5 4 5 4 5 5 

聽力

進步 
4 4 5 4 4 4 4 5 5 

學習

興趣 
5 3 5 4 4 5 4 5 5 

上課

方式 
5 5 5 5 5 4 5 5 5 

繼續

參與 
4 3 5 4 4 5 4 5 5 

評分 75 80 10112 82 80 90 80 100 100 
    意見與建議： 

A：Have a website/list of what topics we will be speaking about, instead of 
waiting until the teacher tells us. 

B：Some idiom usage between Taiwan Chinese and Mandarin confused a 
little; can learn diversified context. 

C：He is very funny and engaging in his teaching. His explanation is ver y 
clear. 

D：上课以后，我认识了更多中国文化。每次我们都互相学习。 

                                                 
12 C 學生給了本次線上互動超過滿分 100 分的分數，在比對學習反饋表之各項填答結果(包括意見

與建議)後，可以推測 C 學生對本次的線上課程相當滿意，因此給了 1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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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sser homework; more guidance with homework/handout given; 
teacher is very enthusiastic and passionate; teacher is very helpful, friendly 
and approachable and patient. 

F：对我来说我很喜欢这个线上活动。我能学到很多的好东西，我也可

以跟她聊天，觉得很高兴。可是有的时候她用繁体的汉语我看不懂。

我希望可以继续参加线上中文学习。 

H：请介绍跟我们天天说的话。 

I：The teacher is very enthusiastic in sharing his knowledge. He is prompt 
in sharing learning materials, replying to my emails. He puts great effort in 
widening my vocabulary and int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to me. 

J：The teacher helped improve my grammar, vocabulary, and 
pronunciation. He had a great attitude and made learning fun. 

 

    學生給予本次模組化教學的評價都在 3 分以上，其中更有三名學生(C、
I、J)在各項調查中都給予了滿分的評價，且三名學生都在意見與建議調查

中給予教師具體的肯定(C：「……His explaination is very clear.」、I：「……He 
puts effort in windening my vocabulary…」、J：「The teacher helped improve my 
grammar, vocabulary, and pronunciation…」)表示學生對於本次的線上教學活

動的成效大體上相當滿意。部分的學生也表示相當喜歡這樣的線上活動(F：
「對我來說我很喜歡這個線上活動…我希望可以繼續參加線上中文學

習。」)，認為師生間的互動氣氛良好(E：「……teacher is very helpful, friendly 
and approachable and patient.」)，也同意透過遠距教學的方式可以促進師生

相互學習(D：「……每次我們都互相學習。」)，對學生及培訓教師而言都

相當有價值。 

    若比較各調查項目之平均得分，則以「我喜歡本次線上學習一對一的上

課方式」得分最高(4.89)，表示學生對於個人化的學習環境相當滿意。而本

次教學內容所列舉之「詞彙教學」、「語法教學」及「口語表達」等三大重

點，學生分別在「詞彙進步」、「語法進步」、「發音進步」、「聽力進步」

等項目中都給了相當高的評價(惟 D 學生在「語法進步」一項中給了較低分，

詳見下段說明)，可見本次的模組化教學作為學生華文課堂輔助學習之機制

是相當成功的，學生都同意自己於參與模組化教學後提升了此三項語言技

能。 

    而本次調查中所出現唯二的 3 分(相對低分)，分別是「D 學生─語法進

步」及「B 學生─希望繼續參與線上課程」，由於課程結束後難以聯絡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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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學生，因此筆者僅能透過「教學錄影觀察」及「教師訪談」兩方面探究

其原因。 

    由於 D 學生的有效教學錄影僅有 1 部(見表 4.4.2)，且該部影片的教學

內容主要以詞彙為主，因此只能透過教師訪談推測其原因；甲教師回憶當時

的教學狀況，認為主要原因應為 D 學生的語法水平已經超越了教材的設定，

亦即學生已能穩定的掌握「把字句」及結果補語「掉」及「住」的搭配，因

此本次的線上互動對 D 學生而言，僅算得上是鞏固語法能力而未能提升語

法程度；這也呼應到表 4.5.10 中甲教師在「創造適性化學習環境並給予個人

化的反饋」能力上的不足。 

    至於 B 學生繼續參與線上課程意願較低的原因，筆者由教學錄影觀察

中發現 B 學生之整體語言水平較高，對於己教師所提供之教材內容多半能

輕鬆駕馭，而己教師除了偶爾在詞彙方面補充一些較難的熟語外，整體而言

並未根據學生的程度而調整教學方式與教學內容，或許是學生對於此課程滿

意度較低之原因；實際訪問己教師後，他認為一來 Adobe Connect 平台的穩

定性多少影響了教學品質，一來也是因為 B 學生對於學習詞彙明顯地不感

興趣，認為己教師所提供的教學內容與他想學的東西有所出入。 

    從學生所填寫的意見裡也能清楚看到，不少學生提出個人化的學習需

求，如 A 學生希望教師能夠於課前提供學習清單(A 學生也因此給予了最低

的評分)、B 學生所提及之兩岸詞彙差異、E 學生希望有更多課後的協助、F
學生所提及之字體問題及 H 學生希望多學習一些日常使用之口語等等。由

此可見，學生在這樣一對一的教學環境底下，期待獲得更多個人化的學習機

會。 

 

五、小結 
    本次模組化教學實驗後，筆者透過「教學錄影觀察」、「線上教師互評」、

「學生表現調查表」及「學習反饋調查表」四種方法進行了教學成效評估。

評估結果如下： 

    1. 整體而言，學生對本次的模組化教學相當滿意，特別是一對一的個

人化教學環境。 

    2. 整體而言，學生在參與本次模組化教學後，在詞彙、語法及口語表

達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又以詞彙及口語表達的學習效果更

為一致。 

    3. 本次的模組化教學對線上教師培育而言，是一次相當好的教學磨練

機會。 

 



遠距教學結合線上華語影片自學平台之教學模組：以華語流行歌曲為例 

 

 140 

    4. 線上教師是否能「創造適性化的學習環境及給予個人反饋」是提高

學習滿意度的重要指標。 

    筆者認為，本模組化教學雖有設計上的瑕疵及實行上的不足之處，但若

能根據本次實驗所得到的研究結果，對整個模組化教學設計進行微調與修正

(具體的修正方案及教學應用將於下一章詳細討論)，仍是相當具有發展性並

同時能達到學習及師資培育成效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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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模組化教學檢討與應用 
第一節  模組化教學檢討 
    本節將透過「學習需求面」、「教學供給面」、「模組化教學設計」、

「模組化教學執行」及「教學成果探討」等五個方面對本研究進行全方面的

檢討，所得到的結果將成為未來再次實施遠距模組化教學時的重要指導方

針。 

一、學習需求面檢討 
    從需求分析中我們可以得知，參與本次教學實驗的學生背景各不相同，

語言程度也參差不齊，儘管來自於同一個中文課堂，但無論是學習經歷、實

際的語言表現都有顯著的差別，特別是互動前從學生背景分析中所獲得的語

言輪廓，並不能完全顯現出學生真實的語言能力，舉例而言，B 學生的口語

能力就遠超出筆者的預期，而具有華裔背景的 H 學生在口語表現上則完全

不具有優勢，這類的問題真實地反映在教學互動上，如 B 學生即認為己教

師所提供的教學內容過於簡單，而己教師之教學經驗又不足以即時的改變教

學方式以符合學生的程度；故此，筆者認為在進行第一次遠距教學以前，線

上教師必須實際與學生進行口語互動，如安排師生 15 分鐘的線上見面時

間，以偵測學生之語言表現，並作為教學準備及教材修訂的一個依據。 

    此外，從需求分析我們也比對了學生對於華語流行歌曲輔助學習平台的

功能需求以及 ChineseVid 平台實際提供的功能，發現「語法解釋」以及「文

化解釋」是學生需要而 ChineseVid 平台未能提供的項目，因此將此兩項列

為教學之重點項目；然而若比對學生「認為能透過華語流行歌曲提升之能

力」，語法能力的排名卻為倒數第二，也就是說學生其實並不期待透過華語

流行歌曲提升語法能力。筆者根據自己學習外語的經驗推測，會出現這樣的

矛盾，或許是因為學生僅希望平台提供語法解釋以幫助自己了解歌詞內容，

而並非以駕馭該語法做為學習目標。因此筆者認為，為了讓模組化教學的內

容更貼近學生的真實需求，務必要在「學習動機」的部份做更深入且詳細的

研究，了解學生究竟希望能夠透過華語流行歌曲學到什麼、學到什麼樣的程

度，以提供更符合學生期待的教學內容。 

    筆者也認為學習需求調查中所提到之「華人流行文化」項目的定義較為

模糊，亦即所謂「流行文化」涵蓋了哪些範圍？是僅侷限於影音娛樂文化？

還是包含了時下流行之語言現象？抑或是延伸至年輕人的思維模式、社會現

象？這樣模糊的定義反映於教學成果檢驗，究竟教師得談及哪一些話題、提

供哪一些資訊才算得上是做到「增加學生透過中文了解華人流行文化的能

力」？筆者認為唯有先釐清學生對「了解華人流行文化」的需求是什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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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才能提供學生最合適的教材與資訊，在教學成果檢驗時才能更清楚定義達

標的門檻及條件，如此教學目標的設定才有其實質意義。 

    回顧 Russell(1974)與陳文典(2001)所提出之模組設計原理，除了調查學

生之華語學習背景外，吾人也應關注學習者的「學習策略」，此亦為本次學

習需求分析未調查之項目。 

    最後，由於筆者是透過調查「學生期待從華語流行歌曲中學到什麼」、

「學生期待輔助學習平台能提供什麼」，再比對 ChineseVid 平台所提供之

功能後，將「學生想學而平台未能提供之項目」列為教師線上教學的重點；

然而在筆者所列舉出之學習項目不夠周延而全面的狀況下，這種作法忽略了

一些學生的特殊學習需求，如某些學生想增強日常口語能力，某些學生則對

兩岸用語差異特別感興趣等等。 

    總而言之，欲改善本模組化教學需求調查的不足之處，最實際的方式即

是安排學生與線上教師於開始正式上課以前，透過遠距平台進行一次真實互

動，目的在於：一、了解學生真實語言表現；二、深入了解每位學生的學習

需求、動機及策略；三、共同設定並釐清學習目標；唯有透過這樣的安排，

模組化教學才能真正達到適性化與個人化的目標，對學生、教師及教學成效

都有相當大的助益。 

 

二、教學供給面檢討 
    本次教學的供給者共有二：線上教師以及 ChineseVid 輔助學習平台，

以下分別就兩者在本次教學實驗中所顯現之不足之處做詳細討論。 

    從教師背景資料分析中得知，本次參與線上教學之線上教師教學背景相

當不一致，無論在教學經歷及教學能力上都有落差，亦有幾位教師並不具有

正式華語教師證書，或是未有正式華語教學經驗；這個狀況也明顯地反映於

教學現場，從教學錄影觀察中我們可以發現，新手教師庚於絕大部份的教學

目標都未能達標，反觀資深教師戊則幾乎全部達標。以下為兩教師對「消息」

一詞之教學比較： 

【戊教師與 J 學生】 

戊：「再來跟我說消息」 

J：「消息。」 

戊：「我最近沒有他的消息。」 

J：「我最近沒有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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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嗯哼，為什麼呢？因為他被殺了。」 

J：「什麼意思？被殺了？喔被殺，殺了，殺人，被殺…」 

戊：「You can ask me by whom, how could you say that?」 

J：「誰被殺了他？」 

戊：「他被誰殺了。」 

J：「他被誰殺了。」 

戊：「Yeah! Good. And you can say your 被 even better. Wider pitching. 他被

──誰殺了。」 

J：「他被殺了。」 

戊：「Good. And say 誰 with more glissado. 他被誰──殺了。」 

J：「他被誰殺了。」 

戊：「Great. 他把他自己殺了。」 

J：「他被自己殺了。」 

戊：「You can also say it with 把。他把他自己殺了。」 

J：「他把他自己殺了。」 

戊：「Great. So the same situation we can use many different pattern right? We 
are talking about 他，他被他自己殺了，you can also say 他把他自己殺了。」 

J：「他把他自己殺了。」 

戊：「Yeah. In these kinds of situations you can say both. Of course if you say it 
with 被 it sounds more passive. So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把 and 被 
also…」 

 

【庚教師與 H 學生】 

庚：「消息(xi2) 。」 

H：「消息(xi2)。」 

庚：「或是念消息(xi)，台灣說消息(xi2)。我最近沒有他的消息 。」 

H：「我最近沒有他的消息 。」 

庚：「消。」 

H：「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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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消息。」 

H：「消息。」 

    若於比較兩位教師的教學技巧，則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戊教師的教學技巧

純熟且有系統(如自始至終對發音糾正的堅持、「把字句」與「被字句」的

練習貫徹整個教學)；反觀新手教師庚則未能發展出一套系統化的教學流

程，絕大部份的時間是被動地等待學生提出問題。 

   若比較兩組教學的學習成果，戊教師不但大幅度的改善 J 學生之發音問

題，也給予了 J 學生大量的語法知識及練習機會，在上例中為 J 學生創造了

不少開口說中文的機會：而庚教師僅提供 H 學生正確的發音示範，並使用

翻譯法提供學生詞彙的補充，學生開口說中文的機會很少，也因此 J 學生所

給予的學習反饋明顯的優於 H 學生。 

    除此之外，教師的語言背景、教過的學生背景也多少於教學時造成了

影響。本來教師的多元背景理當是教學供給的一項優勢，亦即面對不同背

景的學生都能找到相對應的教師與之配合，然而在教師的數量少於學生的

數量時，教師背景的多樣性反而成為一項劣勢，在以上線時間作為優先考

量的情況下，部份教師必須面對自己完全不了解的文化背景的學生；在教

學觀察中，己教師(未曾教過韓國學生，也不具有韓文背景)與 B 學生(韓國

人)的對談中即出現以下跨文化溝通障礙：B 學生常常使用「文章」一詞來

代替「句子」，而對沒有韓文背景的己教師來說，自然無法立刻聯想出韓文

的「文章(문장)」一詞與中文「句子」一詞之間的關聯，造成了不少溝通障

礙，降低了教學的流暢性。 

    總而言之，本次教學線上教師部份最大的問題便在於教師的背景參差

不齊，進而造成教學的品質不穩定，也不能確保提供學生最合適的學習對

象。由於本研究的定位為遠距實驗教學，對線上教師而言亦是一次精進教學

能力的機會，因此筆者認為，最好的改進方式為加強線上教師於課前、課中、

課後的培訓：於課前進行教師集體備課，於課中提高教師之教學意識，並於

課後透過自評與他評對整個教學流程進行反思；唯有如此，才能長遠地提升

線上教師之教學能力與教學品質。 

    本次教學的另一個教學供給者 ChineseVid 係屬 VoiceTube 公司所設計

之多媒體產品，筆者並無法直接更動、修改、刪減其功能，因此對於該平

台所出現的問題，除了透過電子郵件向該公司提出建議，只能被動地透過

線上教師的教學補足該平台缺漏之處。在經費與資源許可的條件下，筆者

也認為於未來應與資訊科技專業人士合作，建置一個類似 ChineseVid 的無

償學術平台，線上教師與學生發現問題時，可以隨時向資訊人員反應並及

時做出修正，提高教學的整體性與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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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ChineseVid 平台教學功能評估實驗中，受試者指出希望平台上能對

歌曲影片內容進行簡單的背景介紹，增進學習者對歌詞的理解能力；此

外，「Speak」頁面中應提供漢語拼音，特別是在歌曲旋律中聲調無法辨識，

若未提供拼音則學生難以確認聲調；另外該頁面也應該提供繁簡字體轉換

的功能，方便不同學習背景的學生使用。在受試者實際操作該平台時，也

發現以下幾點問題：一、部份歌曲之歌詞並未附上漢語拼音；二、詞彙即

時查詢功能無法使用(詞彙解釋常顯現：「null」或「content-type」)；三、

部份詞彙解釋及拼音有訛誤；四、「Speak」頁面之錄音功能未能正常使用。

由於該平台目前仍處於建構、測試階段，尚未正式供外界使用，因此筆者

相信學生的意見也將成為平台改善的重要推手；在平台功能補齊及修復

後，學生方能於模組化教學中的課前預習階段獲得最佳的學習成效。 

    此外，本次平台教學功能評估實驗的結果並未分享與線上教師，因此線

上教師於教學前並不能了解學生在課前預習時可能碰到的問題；未來宜於師

資培育階段便讓線上教師知道學生實際操作平台時面臨的種種困難，方能幫

助教師思考如何設計課程以幫助學生達到完整的學習成效。 

 

三、模組化教學設計檢討 
    以下根據模組化教學設計的流程逐一進行檢討。 

 

1. 設定教學目標： 

     本次教學所設立的教學目標，係根據學生學習需求調查及 ChineseVid
平台教學功能實驗之結果而設定，筆者將「學生有需求而平台未能提供」之

語言能力項目作為教學之目標。然而正如先前所提到的，由於調查之項目

不盡周全，因此筆者所訂立出的四項教學目標未必符合學生實際之需求，再

加上筆者需求分析及供給分析的結果也未與線上教師分享，僅將這些調查結

果作為教材模板設計之主軸，因此教師於實際教學時若對模板的設計精神不

夠孰悉，也容易誤解或忽略許多重要的教學目標。 

     Russell(1974)提到教學模組之個人化的特色在於關心個體差異，其中

一點即是根據學生不同的學習目標去設計教學，因此筆者認為教學目標的

設定，也應根據每位學生的狀況進行調整，線上教師在與學生課前溝通之

後，可以自行修正教學目標，記錄於教學狀況回報表中，再根據此個人化的

教學目標去編寫教材、執行教學，教學過後的評估也應該根據不同學生的

學習目標去評估，才有實際的評價意義。 

 

2. 建立測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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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教學採用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對學生的學習表現進行

評估，透過線上教師於課堂中對學生實施不同的教學活動，以偵測學生是

否能夠達到學習目標。從教學錄影觀察中可以發現，每位教師都使用了不

同的方式對學生進行測驗，如丙教師透過轉述故事活動來偵測學生是否能

掌握「把字句」及「讓字句」，甲教師則透過話題開展引導學生使用新學的

詞彙或語法，以確認學生能正確無誤地使用目標句型。 

    在每位學生的起始程度、學習目標不盡相同的前提下，測量標準的建

立完全仰賴線上教師的教學經驗及能力，如己教師面對程度較高的 B 學

生，便未能提高其測量標準。因此筆者建議宜於課前教師培訓時，集體加強

教師「建立個人化測量標準」之能力，並提高教師於課中隨時檢測學生表現

以調整教學內容的意識。 

 

3. 分析起點行為： 

    本次教學中「分析學生起點行為」之工作全權交由線上教師執行，然而

由於課時有限或是教師經驗不足，部份教師並未於教學開始前執行此任

務，而是於互動中後期才逐漸掌握學生之語言能力，不能及時修正教學方

法及教材內容；教學經驗豐富的戊教師選擇請學生自我介紹，並請他闡述

自己的中文學習背景，甲教師也透過類似的技巧，請學生介紹自己的文化

背景及興趣等，以觀察學生的發音、詞彙及語法等問題。因此，筆者同樣

建議於正式課程開始前擇一日安排師生 15~30 分鐘的線上互動，幫助線上

教師了解學生的語言能力。 

 

4. 媒體選擇及教材設計： 

    以下就每個設計步驟進行詳細討論。 

a. 教材模板框架設計： 

        本次的教材模板分成「詞彙教學」、「語法教學」及「口語討論」

三大部份，然而對比先前設定之教學目標，卻缺少了「華人流行文化」

相關的教學內容，也因此絕大部份的教師於教學時都未提供學生相關

的知識。從 9 部錄影有效影片中觀察到，唯有甲教師曾和學生談論到

華語流行歌曲的主題： 

甲：「那，我想問你，你喜歡哪一個中文歌手？」 

C：「喔，我喜歡光良啊。」 

甲：「…那你覺得他唱得怎麼樣？」 

    C：「他唱得…好…sì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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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很什麼？」 

C：「他唱得…好…很 xiǎng女人唱的。」 

甲：「啊，很像女生…他的聲音，聲音很像女生。對不對？」 

C：「對對。」 

 

D：「可是我喜歡中文歌叫朋友。」 

甲：「朋友，很久以前的歌。」 

D：「對，可是我太喜歡。」 

甲：「很久很久以前了。為什麼喜歡這個歌呢？」 

D：「我小的時候，在韓國學習的時候，我的老師讓我聽一聽。」 

甲：「嗯。」 

D：「還有…那兒有用韓國翻譯的朋友。」 

甲：「我們說韓文版的朋友。」 

    甲教師將這些話題放在暖身活動中與學生討論，獨立於所提供

之教材以外；除了有效的 9 部影片外，乙教師也於影片編號 10 的教

學中達到此教學目標，在其改編的教材中加入歌手介紹的教學環節

(見圖 4.4.3)。 

    筆者參考了甲教師的做法(於暖身活動中討論華語流行歌曲)及
乙教師之教材設計方式(於詞彙教學前放入歌曲與歌手之介紹頁

面)，建議在「詞彙教學」前補上一個與「華語流行歌曲」相關的暖

身活動，一來可以幫助學生獲得相關的知識，一來也能夠為接下來

的教學暖場，同時活化教學氣氛。 

    此外，從教學觀察中我們能夠發現，多數教師都於課程中請學

生朗讀歌詞，或是在最後對整首歌做討論時需要歌詞供學生做參

考；然而教材模板中並未將全部的歌詞置入 PowerPoint，因此教師

往往得另外於AdobeConnect平台聊天室中提供，或是請學生一邊上

課一邊使用 ChineseVid 平台看歌詞，降低了學習的流暢性；因此，

筆者認為未來在設計教材模板時，也應該加入歌詞頁面，根據學生

的需求選擇使用正體字或簡化字，並決定是否附上漢語拼音。 

       b. 選定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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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選擇歌曲之考量主要為配合學生於華語課堂之學習進度，

以「把字句」與補語之搭配作為主要的篩選標準，再參考了詞彙難

度及歌曲長度決定教學用的歌曲。 

    然而如此的選歌方式卻與預期獲得的教學成效有所出入：由於學

生的程度各不相同，如 D 學生早已能掌握把字句，對 B 學生而言歌詞

中的詞彙也顯得過於簡單，同樣的歌詞內容對 E 學生及 H 學生而言則

相對困難，因此語法教學成效並不一致，反而學生在其他部分的技能(如
加強詞彙、提升學習興趣)有更一致的教學成果。再根據本章第一節對

需求分析的檢討(即：語法學習或許並非學生真正希望透過學習流行歌

曲所學習的技能)，僅以語法點作為選歌的考量依據，也忽略了學生對

於文化學習的需求，以致本次學習成果中文化相關的評價較低。 

    因此，筆者認為若能跳脫課堂進度的限制，即擺脫「以教師為中

心」的選歌心態，提供學生不同難度、不同文化面向的歌曲選擇，讓

學生在若干首歌曲中挑選適合自己程度且感興趣的學習材料，即可避

免以上所述之種種問題。 

    c. 編纂線上教材： 

        本次的教材模板分成「詞彙教學」、「語法教學」及「口語討論」

三部份編寫。詞彙教學部份根據 HSK 及 TOCFL 的詞彙分級進行選

詞，筆者所選出的 12個詞彙對多數的學生而言，詞彙難度尚稱合適；

在教材呈現的部份，「逐字英譯」及「整句英譯」偶有造成學生混淆

的現象，如下例： 

 

I：「我在問你那個句子有兩個意思嗎？因為那個英文有兩個句子。」 

己：「沒有，他只有一個意思。喔，上面這個句子呢，是一個字對一

個字的，他是…我就是 I，最近就是 recently，他是一個詞對一個詞，

那他整句話的英文翻譯在最下面。」 

I：「喔，明白了。」 

 
    筆者認為教師應於詞彙教學開始前，先簡單介紹教材頁面，或者

教材編輯者宜將「逐字對譯」及「整句對譯」八個漢字改成英文，降

低學生理解的障礙。 

    語法教學的部份，筆者採用圖像示意的方式，循序漸進的展現

「把字句」的語法功能，並於語法講解後展示若干例句。然而，實際

觀察教學後發現，不少例句容易造成學生理解上的困難，如不少學生

難以理解「把門鎖住」與「把門鎖上」有何區別；另外「把人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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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其「不動」的補語功能似乎較先前出現的「記住」、「停

住」來得微弱，造成許多學生理解上的困難。 

    教材最後的開放性口語討論部份，筆者在教學觀察後發現部分學

生的口語產出量並不多，如下例： 

 

甲：「你走了，我住在雨裡面......為什麼他說住在雨裡面？她真的住在
雨裡面嗎？」 

(C 靜默) 

甲：「還是…什麼？下雨像什麼？這個，眼淚，對不對？」 

(C 靜默) 

甲：「所以你覺得是什麼意思？這個女生她住在雨裡面，你走了，我
怎麼樣？我每天都…每天都怎麼樣？」 

C：「都會覺得孤單。」 

甲：「哭對不對？」 

C：「嗯，對。」 

 

    上例中學生幾乎沒有完整的口語產出，教師說話的比例遠遠高過

學生，一來顯現甲教師的提問能力還有待加強，二來也反映出題目設

計對於口語開展的幫助不大。 

    Kemp(1985)提到一次完整的教學設計應由教學設計者

(instructional designer)、教學者(instructor)、科目專家(subject specialist)
及評鑑者(evaluator)共同完成，筆者認為本次教學數度出現如上所述

的問題，肇因於筆者有限的教材編寫經驗；因此筆者認為，教材模板

應該交由科目專家編寫，以減少教學障礙的出現機會。 

 

d. 分享予線上教師並各自修訂： 

    筆者於編寫完教材模板之後，透過電子郵件寄發給各位線上教

師，再由線上教師依據自己的教學習慣及方法增刪、修正模板內容。

然而在許多線上教師教學經驗有限的狀況下，筆者認為若能提供一個

平台(如 Dropbox、GoogleDrive 等協作平台)讓每位線上教師於教材編

輯完成後共同分享，讓彼此學習教材設計的方法、教學安排的理念，

對於新手教師而言，能夠一定程度地增進其教學成效，對資深教師而

言，也能夠得到來自新手教師不同的刺激。此外，若能在互動前安排

線上教師進行團體備課，也能加強教師於教材設計、教學內容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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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方面的同儕學習效果，對師資培訓及實際教學成效都能有一定程

度的提升。 

 

四、模組化教學實施運用檢討 
    以下分別就「教學安排」及「線上教學」兩部份進行討論。 

1. 教學安排： 

    筆者在本節將教學安排的 6 個步驟濃縮成「師生配對規劃」(包含「訂

定教學時數」、「線上教師填寫可教學時段」、「學生填寫可上線時段」及

「師生配對」)、「協助師生聯繫」及「教學媒體示範」等三部份做檢討。 

a. 師生配對規劃： 

本次線上教學的師生安排出現的問題，主要來自於線上教師的選

擇彈性不足：共有 10 位學生參與教學實驗，卻只有 7 位教師能夠參與

教學，且 7 位教師皆非為專職教師，可以配合教學的時段亦相對有

限，因此無論在互動時間或是學生的背景方面，教師可以選擇的空間

較小。 

    至於教學時間的安排，從學習反饋表可以得知，學生相當滿意

「每次一小時、每週一次」的互動安排，然而細看學生實際上線的情

況，可以觀察到幾個問題：一、學生互動時段集中於週末；二、部份

師生常更動上課時段；三、部份學生有缺席的狀況。 

    由於台灣與新加坡的學期制度不同，進行線上互動時正值台灣暑

假，而新加坡已開始上課，因此對學生而言，週末相對有空進行這項

「額外」的學習，然而對台灣正值假期的教師而言，週末能上線的人

數則明顯較少，多已各自安排活動，在進行師生配對時也大幅度地降

低了選擇彈性。 

    互動期間，曾有學生表示因為課業需求必須更動互動時間，然而

在學生密集選擇於週末上課的情況下，更動互動時間可能會與其他組

別衝突；另外曾出現學生臨時更動上課時間，而所配對的教師無法配

合的情況，必須由其他教師代課，造成預備教材無法完全符合學生程

度的狀況(影片 12)；部份教師也反映學生偶有缺課情形，有的是因為

溝通上出了問題，造成學生於錯誤的時間上線，也有的是完全沒交代

原因，讓線上教師在平台上等了一整節課都未出現。 

    筆者認為，造成以上種種情況的根本原因，一是學生並未將此次

線上互動視為一個「正式的課程」，僅將之視為高級華文課堂的一項

作業，缺乏積極參與的動力；二是本次參與教學的線上教師多已安排

其他活動，無法全心投入教學。欲解決這些問題，筆者認為未來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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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線上課程於學生端及教師端的定位，如提線上互動於華文班的評分

比重，並將此模組化教學與華語教學機構之實習課程作結合，如此一

來，學生與教師才能投入更多的時間與心力。 

b. 協助師生聯繫： 

    本次互動最多線上教師反應的問題即是難以聯繫到學生，特別是

戊教師因無法聯絡到 J 學生，因此遲至 2015 年 9 月 14 日才進行了第

一次的互動。學生的聯絡方式係由陳桂月教授所提供，除了 B 學生以

外皆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之學校電子郵件信箱。根據丙教師於「線上互

動狀況回報」中所述，與 E 學生第一次互動未見到學生，即是因為學

生所提供的並不是常用的電子郵箱地址，因此未收到教師所發出的上

課訊息。因此筆者認為，欲改善此情形，除了請學生提供常用之電子

郵箱以外，也可以請學生提供其他的即時通訊方式(如Line、Wechat、
Skype 等通訊軟體)，並須特別提醒學生上課期間應留意來自教師的訊

息，以確保課程進行的流暢性。 

    c. 教學媒體示範： 

    筆者於線上課程開始前，透過 AdobeConnect 與學生介紹了

ChineseVid 平台及 AdobeConnect 的操作方式，其中特別就

AdobeConnect 常見的技術問題與學生分享了避免及解決的方式。本次

線上課程結束後，根據教學錄影及教師的回饋，互動過程中所出現的

技術問題大幅減少，偶有出現時教師及學生也都能冷靜處理，或採取

替代的教學方式繼續課程。因此筆者認為，對學生的平台課前訓練是

必須且有效的，於往後的教學中宜繼續實施。 

 

2. 線上教學： 

    本次線上教學起自 2015 年 8 月 24 日，至 2015 年 9 月 14 日止共進行了

15 次師生互動，互動過程除了先前所提及部份師生聯繫的問題以外，雖偶

爾出現幾次平台技術的障礙(如教師或學生影像消失、回音等)，但師生都

能及時克服困難繼續教學；從學生的反饋調查來看，參與課程的學生也普

遍給了相當高的評價，因此整體來說，本次的模組化教學為一次成功且流

暢的遠距課程。 

    此外，透過線上教學回報表，筆者也能隨時掌握每一次師生互動的情

況，及時協助教師聯繫或調整教學安排；這些資訊對後續的教學分析也有

所助益，筆者能根據表單中的紀錄整理每一部教學影片，以了解每部影片

的教學內容、確切的教學時間以及影片的有效性等等。 

    然而15次的師生互動雖都使用了AdobeConnect平台的錄製功能做影音

紀錄，課程結束後實際檢驗這些教學影片，卻僅有 9 部為有效影片，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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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 部影片都出現了片段影音消失、影音不同步或無法正常播放等技術問

題，無論於線上觀看錄影，將影片下載後播放仍無法改善。筆者僅能就有

效的 9 部影片進行後續的教學成果分析，不能鉅細靡遺地檢視每一組師生

的互動情形，所得到的分析結果自然也無法反映出完整的模組化教學執行

情形。因此筆者認為，平台技術的穩定性也是決定教學是否成功的重要一

環，只有根據有效的教學錄影，檢討並改善教學的設計與執行，才能發揮

出教學成果反饋的意義。 

 

五、模組化教學評估檢討 
    此部份針對本次教學成果探討時所採取的「教學錄影觀察」、「教學錄

影他評」、「學生表現調查表」、「學習反饋表」等四種教學評估方式做檢

討。以下將前二者針對「教學錄影」的評量，以及後二者透過「問卷調查」

的評量分別討論。 

 

1. 「教學錄影觀察」與「教學錄影他評」： 

    在有效的教學影片僅有 9 部的情況下，無論是筆者自行分析或是由他

人分析的所得結果，都無法完整反映整個模組化教學的教學成效，且這 9
部影片中有 2 部並非完整的教學片段，評比的結果自然亦無法顯示該次教

學的真實樣貌。 

    筆者於研究後發現，這種完全針對「教師教學是否達標」的評比方式並

不盡理想，筆者認為，學習是否達標並非完全為教師的責任。舉例來說，在

影片編號 2 的教學中即出現以下情況： 

 

B：「軟弱的名詞可以造一個句子嗎？」 

己：「他的軟弱讓人非常地瞧不起。」 

B：「…他的低英文水平是他的一個軟弱，這樣可以嗎？」 

己：「我們不這麼說，我們說他的低英文水平是他的一個弱點」 

 

    己教師未為學生創造口語使用詞彙的機會，而 B 學生卻主動為自己創

造了開口使用的機會，並藉此了解該詞彙的用法以及近義詞的區別。若我

們就教師的教學技巧看來，己教師確實未能達到「增加學生口語使用的機

會」，但在學生主動為自己創造學習環境的狀況下，卻同樣地達到了開口使

用詞彙的學習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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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筆者認為教學成效的檢核不應單方面的觀察教師的教學表現，

而應以學生最終是否達到學習成效作為評鑑標準，即是應以師生共同訂定之

「學習目標」作為教學評估的標的。 

    此外，站在師資培育的角度來看，若能將「教學錄影觀察」改由線上教

師於每次教學後對自己的教學錄影進行自評，對其教學能力必定有所助益：

例如己教師便有機會透過觀看自己的教學錄影，意識到自己教學時大量使用

贅字的問題。 

    最後，礙於參與本次教學的線上教師時間有限，本次教學錄影他評的

部份多半商請其他曾參與過線上教學的研究生教師填寫，這批研究生多數

未參與本次的教學，對於整個教學設計、教學目標與教材編寫的流程並不

熟悉，此外，這批教師之教學背景也各不相同，因此所得到的評價結果之

參考價值也並不整齊劃一。筆者認為，唯有請經過培訓、且親自參與過教

學的線上教師於課後進行教學互評，並將評鑑結果分享給該授課教師，才

能夠真正的達到有效的教學評鑑並發揮同儕學習之效果。 

 

2. 「學習表現調查表」及「學習反饋表」： 

    線上教學全數完成後，筆者對教師發放了「學習表現調查表」，再由陳

桂月教授對學生發放了「學習反饋表」，前者之目的在於了解學生在參與模

組化教學後的語言表現狀況，後者的目的在於調查學生對本次模組化教學

的評價與建議。 

    然而，根據所得到的評價結果，不難看出每一位學生或教師的給分標

準並不一致，特別是學生給的評分很明顯地出現了不少偏頗的現象，如學

生 C、I、J 在所有的項目都給了滿分，但與教學觀察及互評交叉比對後，

不難發現各段教學中仍然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如此的學生反饋便無多大

參考意義。 

    此外，關於這兩份問卷之調查項目之設計，在模組化教學以學生為本

位的前提之下，評量項目亦應以學生之需求為基準，也就是說應該以教學

成果分析中所列舉的考核項目作為師生雙方的評量標的。筆者認為，教師

除了填寫「學生表現調查表」供新加坡授課教師參考外，還應填寫一份以「教

學所設立之教學目標」為評分項目的「教學自評表」，學生所填寫的「學習

反饋表」也應以「學習目標」作為評分的主軸，並保留對整體教學的描述性

建議；根據所蒐集到的調查結果，配合教學錄影觀察及教學錄影互評，我

們才能對教學做出更全面而詳盡的評鑑。 

    本次的「學生表現調查表」及「學習反饋表」的調查項目中，也缺乏對

ChineseVid 在課前輔助學習方面的調查，因此關於學生在自學階段如何利用

ChineseVid 平台輔助學習、教師期待該平台如何減輕教學負擔，還需要未來

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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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模組化教學修訂與應用 
    根據前一節的檢討結果，筆者於本節中列出本次模組化教學中所有不

足之處的具體修正方式；此外，筆者也從教學錄影觀察及教學錄影他評

中，針對各項教學目標挑選出評價較高的教師並研究其教學方法，於未來

延續教學時可供線上教師做為參考。 

一、模組化教學修正方案 
    下表將詳細列出模組化教學設計中的各項缺失及其修正方式。 

表 5.2.1 模組化教學修正方案 

設計環節 缺點 修正方式 

需求分析 

學生來源複雜，語言水平參

差不齊，部份教師準備的教

材與學生程度不符 師生於課前擇一日進行簡

短的線上互動，用以偵測

學生語言水平、了解每位

學生的學習需求、學習策

略並共同釐清各項學習目

標 

對「流行文化」的定義不明

確，不清楚學生確切想認識

哪一方面的「流行文化」 
學習動機與目標調查不夠深

入而周延，無法確定了解每

位學生想學到怎樣的程度或

有何特殊學習需求 

供給分析 

教師教學背景變異大，且教

師規模不足，造成僧多粥少

的窘境 

將教學與實習課程結合，

提升參與教學的意願，並

對教師進行課前培訓 

ChineseVid 平台的功能不盡

完善：缺乏歌曲背景介紹、

「Speak」功能及詞彙查詢功

能無法使用、部份頁面缺乏

拼音、部份資訊有訛誤 

請 ChineseVid 平台負責人

協助修正技術面問題；在

此之前必須由線上教師於

課前及課後補充學生所需

的資訊 
(若經費及技術許可，可發

展一套獨立的輔助學習平

台) 

教學設計 

根據需求調查問卷結果所設

定的教學目標未必符合學生

的學習目標 

教師於課前互動時與學生

討論，為每位學生訂立個

人化的學習目標 
部份線上教師實施形成性評

量及分析學生起點行為的能

力不足 

於線上教師篩選時透過教

學演示檢驗教師的分析能

力 
教材模板中缺少關於流行文 於模板中置入以華語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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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介紹及完整歌詞的呈現 歌曲為話題的暖身活動，

同時也應置入完整的歌詞

頁面 
所選擇的歌曲難度無法符合

每位學生的程度及興趣 
提供多首不同難度的歌曲

供學生選擇 
詞彙教學的版面設計中出現

「逐字對譯」及「整句對譯」

等生澀字詞，造成學生理解

困難 

建議將「逐字對譯」及「整

句對譯」改成英文 

語法教學的例句設計造成部

份學生理解困難 
模板教材應聘請漢語語法

教學專業者編寫或修訂 
部份線上教師改編教材模板

的能力、經驗不足，又苦無

可以參考的對象 

建立線上教材編寫協作平

台，加強線上教師間的交

流，如進行團體備課 

教學實施： 
教學安排 

學生與教師的上課時間彈性

低，且偶有出現缺課的現象 
改善課程於師生雙方的定

位，提升參與課程的意願  
師生聯繫出現困難，造成課

程延滯及等不到學生的窘境 
請學生務必提供常用的聯

絡方式 

教學實施： 
線上教學 

教學錄製成功率偏低，造成

往後評鑑時的結果無法反映

模組化教學之全貌 

請平台提供者協助改善技

術性問題 

教學成果探討 

錄影觀察與他評「針對教師

是否達標」的評比方式不盡

理想 

請線上教師於教課後，根

據「學生是否達到學習目

標」填寫自評與互評，並

由主持人安排一次教學檢

討，讓參與線上教學的教

師能夠針對教學方式、教

學時碰到的困難做討論；

課後也請學生同樣根據

「是否達到學習目標」填

寫學習反饋表 

參與他評的教師多數並非參

與本次教學的教師 

學生表現調查表及學習反饋

表以「學生語言表現」作為

考核項目不符合模組化教學

精神 

        筆者將改良過後的模組化教學完整設計與實施流程分別由「學生

面」、「教師面」及「行政面」依時間順序(由上至下)繪製成下圖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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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修正後之模組化教學設計流程圖 
(灰底的幾個環節為行動研究中研究者參與的部分) 

 

學生面 教師面 行政面 

學生背景調查 

線上教師培訓 

教師背景調查 

教師集體備課 

師生課前互動 
1. 了解語言水平  2. 選擇學習歌曲  3. 設定學習目標 

師生時段調查 

師生配對 

教學媒體示範 

科目專家編

寫教材模板 

個人化教材編寫 
ChineseVid 
平台自學 線上教材 

分享與修訂 

孰悉教學平台 

聯繫學生 

進行線上教學 
透過形成性測驗不斷修正的過程 
可以隨時調整教學方法及內容 

平台技術支援 

課程狀況監控 

教師自評、互評 學生填寫反饋表 教學錄影整理 

教學模組檢討、修正 

線上教師共同檢討 

執行下次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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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上教學技巧參考 

    透過本次線上互動教學影片觀察及他評的結果，除了找出許多教學中

的不足之處外，互動過程中也有許多值得學習並可供未來線上教師參考的

教學技巧及方法。筆者針對本次教學檢核時所採取的 7 項教學目標，分別

找出獲得較高評價的教師，並列舉其教學成功的原因；希望透過這些教學實

例的累積，達到線上教師培育的效果。 

表 5.2.2 線上教學範例 

教學目標 線上教師 成功原因與實例 

提升學生詞彙量 甲 

教師能針對學生口語表達時的需求補充所

需要的詞彙，讓學生在語境下輕鬆習得詞

彙並能夠直接在話題中應用。 

【教學實例】 

甲：「你們喜歡什麼話題呢？」 

D：「我們喜歡，嗯，說男朋友女朋友…」 

甲：「的話題。」 

D：「的話題。」 

甲：「這個叫什麼，談戀愛。」 

D：「談戀愛，談是說？」 

甲：「對，是說的意思，戀愛是什麼，就

是這個(比愛心手勢)，戀愛，談戀愛，男女

朋友談戀愛。」 

增加學生使用詞

彙的能力 
甲 

己 

部份中文詞彙的英語解釋往往不能完全表

達其含義，特別是學生面對多個對應的近

義詞、具褒貶意涵與特定語境限制的詞

彙，更需要教師補充解釋其用法。教師可

以根據學生所產生的偏誤加以糾正(見甲

教師)，或是在學生甫習得新詞彙時就有意

識地提醒學生(見己教師)。 

【教學實例】 

甲：「很好，我問你，你最近有沒有你家

人的消息？」 

D：「我每天每天和我的家庭聊天兒，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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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和我的家人。」 

D：「家人，家庭和家人不一樣嗎？」 

甲：「這個時候你得說家人，因為你跟家

人才能夠聊天，家庭是說我的家庭有四個

人，我很喜歡我的家庭，可是我和我的家

人聊天，可以嗎？」 

 

己：「…但是懂事這個詞不可以用在成人

身上。」 

I：「什麼？」 

己：「懂事這個詞不可以用在大人身上。」 

I：「不可以對大人說。」 

己：「對，不可以說大人很懂事。」 

I：「喔只對孩子用是嗎？」 

己：「對…啊如果要對大人說的話就是成

熟或幼稚。」 

增加學生口語使

用詞彙的機會 
甲 

學生習得新詞彙後，如不能於口語中實際

應用到該詞彙，則一來教師無法偵測學生

是否能正確使用該詞彙，二來學生也容易

忘記該詞彙而選用其他較容易的詞彙替

代，造成化石化的現象。因此，教師應於

學生習得新詞彙後立即的給予適當的語境

引導學生使用該詞彙產出語句，並於課堂

中反覆練習，達到一種語言大劑量輸入、

有效性語言輸出的教學(靳洪剛，2005)。 

【教學實例】 

甲：「好，我問你，你拍過全家福嗎？」 

D：「我…嗯…拍過，我拍過全家福。」 

甲：「你什麼時候拍的啊？」 

D：「我小的時候，我們家庭一起，在一起

拍全家福。」 

甲：「那，我問你，你在新加坡，你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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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全家福去新加坡嗎？」 

D：「我沒帶我的全家福來新加坡。」 

提升學生語法正

確性 
丙 

戊 

學生對於語法知識的了解最直接反應於口

語表達中所出現的偏誤，教師發現這些偏

誤後要立即找出問題所在，並透過各種糾

錯方式提升學生對語法規則的認識與意

識。 

【教學實例】 

E：「…這個男朋友是不好 for the girl 啦。」 

丙：「『是不好』不好。Remember, 是 plus 
noun。這個男朋友是不好，不好 is not 
noun。請你再說一次。」 

E：「因為這個男朋友不好。」 

 

戊：「有幾個地方你要跟我說一次，如果

說沒練習學太多中文，就不要說『了』，

因為那個『了』是說有改變。」 

J：「喔，對…沒練習學太多中文。」 

戊：「你再說一次。」 

J：「沒練習學中文太多。」 

戊：「對。」 

增加學生使用語

法(把字句)的機

會 

丙 

戊 

靳洪剛(2005)所提出的六項以認知為基礎

的結構教學技巧中，包含了「大劑量的輸

入」、「加強性輸入」、「有效語言輸出」

及其他反饋技巧。學生於習得新的語法點

後，勢必透過大量的練習將語言知識提升

到自動化的階段，以增進口語使用的正確

性及流利度。教師可以透過情境設定引導

使用並反覆操練句型，並提供適當的視覺

加強(typographic enhancement)輔助學生的

口語產出(見圖 5.2.2)。 

【教學實例】 

丙：「她還說你衣服要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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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老師把衣服洗乾淨。」 

丙：「她還說你的晚飯做好吃一點，做好

一點。」 

E：「晚…張老師把晚飯。」 

丙：「做…」 

E：「做不好。」 

丙：「你做好一點！」 

E：「老師把早…把早餐做不好。」 

丙：「不好？老師還沒做對吧？請你再說

一次。老師把晚飯做好。」 

E：「老師把晚飯做好？不懂。」 

丙：「我的女朋友說，你晚飯做好一點！」 

E：「喔，還沒有做。」 

丙：「所以他說什麼？」 

E：「你把晚餐做好。」 

 
圖 5.2.2 視覺加強輔助學生口語產出 

 

J：「我最近沒有他的消息。」 

戊：「為什麼？被殺了。」 

J：「喔被殺。」 

戊：「你可以問我 by whom。」 

J：「誰殺了他？」 

戊：「他被誰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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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他被誰殺了？」 

戊：「他把他自己殺了。」 

J：「他被自己殺了。」 

戊：「You can also say with 把，他把他自

己殺了。」 

J：「他把他自己殺了。」 

增加學生透過中

文認識流行文化

的能力 
甲 

ChineseVid平台實驗中 β學生直接使用「五

月天」做為關鍵詞搜尋華語流行歌曲，可

見若學生對華語流行音樂文化有基礎的認

識，能增加其接觸更多中文資訊的機會，

因此教師不妨於課堂中對歌手、歌曲背景

做簡單的介紹。 

【教學實例】 

甲：「你知道，你認識這個歌手嗎？」 

C：「歌手？啊……我不認識。」 

甲：「歌手就是唱歌的人，你不認識？」 

C：「不認識，她是誰？」 

甲：「…她叫陶晶瑩。她叫陶晶瑩。以前，

以前她是一個歌手，現在呢，她不是歌手

了，現在她是主持人。」 

創造適性化學習

環境並給予個人

化的反饋 

己 

庚 

從研究結果中得知，教學是否達到個人

化、適性化是決定學生對教學滿意度的關

鍵指標，而個人化可以反映於教材內容、

教學方法、教學流程等不同方面，教師於

教學過程中必須隨時保持「學生為學習中

心」的觀念。 

【教學實例】 

(己教師將學生身分設定為演講者) 

己：「啊其實你也可以用這個箭頭，你有

看到繪圖嗎？」 

I：「繪圖是什麼？」 

己：「你有看到這個 button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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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喔…」 

己：「你也可以用這個綠色的箭頭，這樣

我才會知道你在說哪裡。」 

I：「喔…」 

 

庚教師為了配合程度較差的 H 學生，將許

多結構較複雜的詞彙例句改為較簡單的句

子，如將「客廳的牆上掛著一張全家福。」

改成「我很喜歡這張全家福。」降低學生

的學習負擔。 

    以上列舉了本次線上互動中，為達到各項教學之目標較為成功的例

子，希望於往後實行本模組化教學時可供線上教師參考，一方面作為職前

教師訓練的材料，一方面更能提升模組化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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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總結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設計一套結合線上華語輔助學習平台以及遠距線上

教學資源的第二語言模組化教學，即學生先於課前利用平台所提供之功能觀

賞影片，再由線上教師補足平台無法提供的個人化教學。筆者根據實際的教

學實驗，評估教學是否能達到預期的教學成效。 

    本次實驗選擇使用 ChineseVid 華語影片輔助學習網站以及

AdobeConnect 遠距視訊會議平台作為教學媒介，並以富有語言教學價值的

華語流行歌曲作為教材文本，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 7
名研究生教師對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華文班的 10 名學生進行了為期兩週、

每週一次、每次一小時的線上實驗教學。 

    實際進行教學互動前，筆者根據學生的需求分析、教師的教學背景分析

以及 ChineseVid 平台的功能分析結果，列舉出了四項教學目標(增加學生的

詞彙量並提升口語中使用這些詞彙的能力、提升學生語法正確性並增加口語

中使用的機會、強化學生透過中文了解當代華人流行文化的能力、為學生建

置合適的學習環境並給予個人化的反饋)以及三項教學主題(詞彙教學、語法

教學及口語討論)，並選擇了華語流行歌曲「離開我」作為本次互動的學習

內容，最後由教師根據學生的需求，改編由筆者所編製的教材模板，作為實

際互動時所使用的線上教材。 

    教學結束後，筆者透過教學錄影的觀察、教學錄影他評、師生反饋等多

種方式深入探討教學成效，評估學生是否於參與模組化學習後滿足學習需

求。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而言此模組化教學獲得學生相當高的評價，學生的

語言技能獲得一定程度的提升；就師資培育的角度而言，本次的模組化教學

帶給職前線上教師一次很好的教學磨練機會。然而，關於文獻中所提到之華

語流行歌曲教學語法複現率，在實際教學過後筆者發現，學生的其他語言技

能表現似乎較語法能力有更明顯的進步，此點也有待未來持續的研究加以證

實。 

   本研究之主要貢獻，即是提供未來「師資培育單位」及「二語學習單位」

進行教學合作時一個清楚的模組化教學設計藍圖，分別從教學的前置階段、

執行階段、檢討階段切入，並透過每個參與教學的工作環節對整個系統化的

教學提出指導與建議。 

    最後，筆者也根據本次實驗，對整個模組化教學的設計與執行提出以下

之改進方案：一、重新界定教學供需雙方的關係，提升師生參與課程的意願，

進而改善教與學的品質；二、提高教學的「個人化」程度，於課前安排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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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共同選擇學習內容、制定學習目標、釐清學習需求，創造一個為學生

量身打造的學習環境；三、分工專業化，同時強化系統內各工作環節的聯繫，

維持流暢的運作；四、教學成果評估應以「是否達到師生共同設定之學習目

標」作為考核項目，透過教師自評、教師互評以及師生反饋的方式進行。筆

者根據以上之修正方案，設計出一套新的模組化教學設計，將其設計與執行

流程繪製成圖(見圖 5.2.1)，並提供具體的教學建議(見表 5.2.2)，以供未來選

擇執行此模組化教學之教師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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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本次研究礙於經費、時間與人力皆有所限制，在研究的設計面以及執

行面都面臨了不少困難與阻礙。 

    首先，關於本研究之發想與緣起，除了筆者先前於「研究動機」章節中

所提及之原因外，也同時配合了其他相關的研究計畫，和其他研究者共同

實施研究並分享研究成果。故此，本研究於設計與執行時，往往得顧及其

他研究，而影響了研究的獨立性；舉例來說，本次研究中所使用之問卷(如

學生背景資料調查、教師背景資料調查、學生表現調查表等等)，其設計之

方式及提問內容也囊括了其他研究者所關心的議題，唯筆者於本文中僅列

出與本研究相關之內容(問卷全部內容請參閱附件)。然而這樣的問卷設計

對於填答者而言，可能因為過多的資訊而影響了填答意願，降低了調查品

質。此外，由於本次線上互動對新加坡的學生而言為一次計分的課後活

動，為配合新加坡學制時間，筆者募集線上教師的時間便受到了大幅度的

壓縮，造成師資相對短缺的窘境；課後為了配合新加坡課堂評分，「學生表

現調查表」也必須以「學生之語言表現進步狀況」作為主要的調查項目，而

非完全以本研究所關注之議題作為教師之評分標的。 

    其次，本研究由於經費有限，可協助筆者進行研究的資源亦大幅縮

減；受惠於曾金金教授之聯繫，本次模組化教學所使用之線上平台

ChineseVid 及Adobe Connect 皆提供筆者做無償之學術使用，因此研究經費

短缺的問題主要反映於人力資源方面，如 ChineseVid 及 Adobe Connect 平台

雖然提供本研究免費使用，然而當筆者與其他研究者發現平台出現技術問

題時，平台提供者卻往往得顧及公司之機會成本而無法及時協助改善；因

此筆者認為，在教學中期待得到「無償之協助」絕非一勞永逸之計，若無足

夠的經費，教學的設計與執行絕對會處處受到限制。 

    最後由於本研究與新加坡國立大學配合，而新加坡的學期較台灣來得

短，研究時間因此受到限制，模組化教學未能持續進行，僅對學生做過一

次完整的遠距模組化教學；在人力有限的條件下，實施線上教學後的後續

作業(包含教學錄影觀察、教師互評等等)也必須花上相當長的時間，若要

對同一批學生進行長期的模組化教學並追蹤學生之學習成效，則顯得相對

困難。 

    基於以上所述之種種限制，本次研究未能擴大討論的範疇，又根據研

究檢討之結果發現，關於遠距教學與線上華語影片輔助學習平台之結合，

尚有許多可以更深入釐清的研究目標。因此，筆者對未來的研究提出以下

幾項建議，期待與未來有志投入此研究領域的學者共同耕耘： 

1. 學習內容從華語流行歌曲擴展至不同類別之華語影片可能面臨的問

題與挑戰：選用不同類型的影片做為學習內容，在教學方法、教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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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以及學習目標之設定上分別會碰到那些困難；本模組化教學經過適

當的調整後是否能套用於其他華語影片的學習。 

2. 模組化教學長期追蹤、達到真正的模組化：由於教學為一個有機

體，實施者應根據每次的教學成果，調整教學內容並再次對同樣的學

生實施延續教學；未來觀察重點為：實施長期的模組化教學會遇到什

麼困難、觀察的重點又有哪些、如何對學生長期的表現作評分、如何

善用這些大量累積的教學資料、建置一個完整的教學模組資料庫。 

3. 華語流行歌曲之篩選標準與教學價值評估：學生能從華語流行歌曲

學到什麼、能應用於真實語言環境的知識又有哪些。歌曲的教學價值

是否能被量化、如何根據學生的背景與需求選出最適合的歌曲。 

4. 線上教師教學能力之檢核與培訓方式：線上教師須具備哪些教學能

力、如何評估線上教師的教學能力。對於經驗不足的教師應給予哪些

訓練與協助。 

5. 教學個人化學習成效評估之量化方式與準則：對於強調個人化的教

學模組，除了進行描述式的主觀評鑑外，是否也能夠透過量化的數據

檢核學習是否達標；又這些數據的測量基準、方式分別為何。 

6. 發展獨立之教學資源：如何結合資訊科技之專業，建置模組化教學

專用之線上影片學習平台及線上互動平台。平台須提供哪些功能、頁

面如何如何呈現；如何進行維護、使用者如何給予反饋、是否有法律

規範相關的疑慮。 

7. 模組化教學商品化之可能性：探討本模組化教學如何能在華語市場

中占有一席之地。調查如何提升產品的差異性、有哪些潛在的替代品

與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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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習者背景調查問卷 
發放日期：2015 年 8 月 20 日 
回收日期：2015 年 8 月 31 日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Online Exchange Student Survey 

I. Basic Information 
1. Name  2. E-mail  
3. Age  4. Gender  5. Nationality  

6. Educational 
Attainment 

 
7. Major in the 
Department /  
Year in the University 

__________ / 
__________ 

8. Primary 
language(s) spoken 
at home 

 8-1. Ethnic Chinese 
□Yes   
□ No 

8-2. Primary residence and language(s) spoken 
before the age of 12 

 

8-3. Primary residence and language(s) spoken 
at present 

 

9. Have you ever taken musical training, vocal 
or instrumental? 

□ Yes   □ No  

II. Skills and Chinese Learning Background 
1. At what age did you start learning 
Chinese? 

At the age of _______  

2. Which aspects do you think you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 Listening □ Speaking □ Reading □ 
Writing □ Culture 

3. Apart from Mandarin and English, 
what other languages do you also speak? 

□ None  □ Chines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_________ 
□ Spanish  □ French  □ German  □ 
Others: _________ 

4. Have you passed the AP Chinese Test, 
HSK/new HSK, TOP/TOCFL or any 
other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s? 

□ Yes. I have passed _________ 
(Level ________).  
□ No 

5. How many hours do you attend to 
your Chinese class? 

__________ hours a week 

6. How many hours do you spend on 
practicing Chinese outside the 

__________ hours a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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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 
III. Hobbies 

1. I am interested in these subjects:  
(tick all that apply) 

□ Ecology  □ Travel  □ Technology  
□ Business  □ Fashion  □ Painting  
□ Music  □ Drama  □ Sports   
□ Education  □ Medical science  
□ Design  □ Others: ___________ 

2. The reason that I started learning 
Chinese is: 

 

IV. Others 

1. Have you ever been to any 
Chinese-speaking countries? 

□ Yes,  
I have been to China for __________ 
(years/months/weeks) 
I have been to Taiwan for _________ 
(years/months/weeks) 
I have been to _______ for _______ 
(years/months/weeks) 
□ No. 

2. What is your expectation of the online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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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生學習需求問卷 

 
發放日期：2015 年 8 月 20 日 
回收日期：2015 年 8 月 31 日 
 
 
Hello, I am a student from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Combining Online 
Teaching with Chinese Pop songs”, I would like you to help me fill out the questionnaire 
below. The questionnaire is intended to explore how students think of learning Chinese pop 
songs and is for academic purpose only.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Researcher, 蘇九如(Su Jiu-Ru) 

 
1. Have you ever listened to Chinese pop songs?  □ Yes  □ No 
2. How often do you listen to Chinese pop songs? 
 □Very frequently   □ Frequently   □ Sometimes   □ Rarely   □ Very rarely 
3. Are you interested in learning Chinese pop songs? 
□ Very interested   □ Interested   □ No comment  □ Not really  □Not at all 

4. Learning Chinese pop songs may help you… 
Totally Agree      ←→   Totally not agree 

a. improve pronunciation □ □ □ □ □ 
b. improve vocabulary □ □ □ □ □ 
c. improve grammar □ □ □ □ □ 
d. improv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 □ □ □ □ 
e. get to know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 □ □ □ 
f. get to know popular Chinese culture □ □ □ □ □ 
g. enhance interest in learning □ □ □ □ □ 
 
5. What features of a Chinese pop songs learning platform may help you learn 
Chinese? 

Totally Agree      ←→   Totally not agree 

a. vocabulary instructions □ □ □ □ □ 
b. grammar instructions □ □ □ □ □ 
c. culture instructions □ □ □ □ □ 
d. Chinese subtitles □ □ □ □ □ 
e. English subtitles □ □ □ □ □ 
f. subtitle switch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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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play in slow speed □ □ □ □ □ 
h. replay □ □ □ □ □ 
i. vocabulary quiz □ □ □ □ □ 
j. grammar quiz □ □ □ □ □ 
k. pronunciation quiz □ □ □ □ □ 
 
6. Are there any specific songs you want to lear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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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線上教師華語教學背景問卷 

 
發放日期：2015 年 8 月 20 日 
回收日期：2015 年 8 月 31 日 

2015 NTNU 線上互動華語教師背景調查 

一、基本資料 

1. 姓名 ：______________ 
2. 年齡 ：______________ 
3. 性別 ：□男 □女 
4. 國籍  ：______________ 
5. 學歷 ：______________ 
6. 電子郵件信箱 ：______________ 
7. 教學主要媒介語言： ______________ 
8. 中文是否為您的母語？ □是 □否 

- 12 歲前主要居住的地區/使用的語言：______________ 
- 目前主要居住的地區/使用的語言 ：______________ 
- 是否受過華語教學專業訓練？ ：□是 □否 
- 承上題，若選擇「是」，受過的訓練為？ 

           □ 華語教學相關學位課程 
           □ 華語教學相關學分課程 
           □ 其他華語教學相關培訓課程 

二、教師技能與中文教學背景調查 

1. 是否具有正式華語教學經驗？ □是 □否 
2. 承上題，若選擇「是」，共任教幾年幾個月？任教機構為(最多列出三個)？ 
______________ 
3. 每週教授中文課的時數？(平均一週幾小時) ______________ 
4. 主要教過哪些程度的學生？ □初級 □中級 □高級 □其他：_________ 
5. 您認為教學上最擅長之項目為？ 
□聽力 □口說 □發音 □詞彙 □語法 □文化 □提升學習興趣 □其他：_____ 
6. 覺得自己教學“最”需要加強的部份是？  
□教學實務 □語文能力 □專業知識 □其他：____________ 
7. 曾經使用哪些語言教授中文？ □中文 □英文 □漢語方言 □英語 □西班牙語 □
法語 □德語 □其他：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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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是否取得任何中文教師能力證書？ □是 □否 
9. 承上題，若選擇「是」，取得的證書為？ ______________ 
10. 主要教過哪些語言背景的學生？ □普通話/國語 □漢語方言 □英語 □西班牙

語 □法語 □德語 □其他：____________ 
11. 是否教授過華裔學生？ □是 □否 

三、教師興趣調查 

1. 我所感興趣的線上互動主題是：  
□政治 □經濟 □娛樂 □運動 □社會 □食衣住行 □文化社交  
□教育 □保健 □科技 □旅遊 □環保 □其他：____________ 
2. 我教中文的原因是： ______________ 

四、其他 

1. 是否曾在非華語地區教學？ □是 □否 
2. 承上題，若選擇「是」，曾在哪裡教過，教過多久(年/月/週)？ ______________ 
3. 是否曾在華語地區教學？ □是 □否 
4. 承上題，若選擇「是」，曾在哪裡教過，教過多久(年/月/週)？ ______________ 
5. 對於本語言交流計畫有什麼預期與收獲？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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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ChineseVid 平台教學功能實驗受試者資料 

1. α 學生：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Online Exchange Student Survey 

I. Basic Information 
1. Name ****** 2. E-mail ****** 
3. Age 21 4. Gender Male 5. Nationality Japan 

6.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niversity of 
Tokyo 

7. Major in the 
Department /  
Year in the University 

_political 
science_ / __3__ 

8. Primary 
language(s) spoken 
at home 

Japanese 8-1. Ethnic Chinese 
□Yes   
■ No 

8-2. Primary residence and language(s) spoken 
before the age of 12 

Japan, Japanese 

8-3. Primary residence and language(s) spoken 
at present 

Singapore/ Chinese, 
English, japanese 

9. Have you ever taken musical training, vocal 
or instrumental? 

□ Yes   ■ No  

II. Skills and Chinese Learning Background 
1. At what age did you start learning 
Chinese? 

At the age of __14__  

2. Which aspects do you think you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 Listening ■ Speaking □ Reading ■ 
Writing □ Culture 

3. Apart from Mandarin and English, 
what other languages do you also speak? 

□ None  □ Chines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_________ 
□ Spanish  □ French  □ German  ■ 
Others: __Japanese_ 

4. Have you passed the AP Chinese Test, 
HSK/new HSK, TOP/TOCFL or any 
other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s? 

□ Yes. I have passed _________ 
(Level ________).  
■ No 

5. How many hours do you attend to 
your Chinese class? 

____3___ hours a week 

6. How many hours do you spend on 
practicing Chinese outside the 
classroom? 

_____3___ hours a week 

III. Hobb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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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am interested in these subjects:  
(tick all that apply) 

□ Ecology  ■ Travel  □ Technology  
□ Business  □ Fashion  □ Painting  
□ Music  □ Drama  □ Sports   
□ Education  □ Medical science  
□ Design  □ Others: ___________ 

2. The reason that I started learning 
Chinese is: 

I became interested in how word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re written 
in Chinese. 

IV. Others 

1. Have you ever been to any 
Chinese-speaking countries? 

■ Yes,  
I have been to China for ___1___ 
(years/months/weeks) 
I have been to Taiwan for ___2___ 
(years/months/weeks) 
I have been to _______ for _______ 
(years/months/weeks) 
□ No. 

2. What is your expectation of the online 
exchange? 

I would like to improve my 
speaking ability of Chinese. 

 

2. β 學生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Online Exchange Student Survey 

I. Basic Information 
1. Name ****** 2. E-mail ****** 
3. Age 21 4. Gender Male 5. Nationality Japan 

6.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dergraduate 
7. Major in the 
Department /  
Year in the University 

_law_ / __3__ 

8. Primary 
language(s) spoken 
at home 

Japanese 8-1. Ethnic Chinese 
□Yes   
■ No 

8-2. Primary residence and language(s) spoken 
before the age of 12 

Japan, Japanese and Thai 

8-3. Primary residence and language(s) spoken 
at present 

Japan, Japanese and Thai 

9. Have you ever taken musical training, vocal □ Yes   ■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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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instrumental? 
II. Skills and Chinese Learning Background 
1. At what age did you start learning 
Chinese? 

At the age of __20__  

2. Which aspects do you think you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 Listening □ Speaking □ Reading ■ 
Writing □ Culture 

3. Apart from Mandarin and English, 
what other languages do you also speak? 

□ None  □ Chines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_________ 
□ Spanish  □ French  □ German  ■ 
Others: __Japanese, Thai_ 

4. Have you passed the AP Chinese Test, 
HSK/new HSK, TOP/TOCFL or any 
other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s? 

■ Yes. I have passed _HSK__ (Level 
__6_).  
□ No 

5. How many hours do you attend to 
your Chinese class? 

____3___ hours a week 

6. How many hours do you spend on 
practicing Chinese outside the 
classroom? 

Rarely 

III. Hobbies 

1. I am interested in these subjects:  
(tick all that apply) 

□ Ecology  ■ Travel  □ Technology  
■ Business  □ Fashion  □ Painting  
□ Music  □ Drama  □ Sports   
□ Education  □ Medical science  
□ Design  □ Others: __polotics__ 

2. The reason that I started learning 
Chinese is: 

Useful in Asia 

IV. Others 

1. Have you ever been to any 
Chinese-speaking countries? 

□ Yes,  
I have been to China for ______ 
(years/months/weeks) 
I have been to Taiwan for ______ 
(years/months/weeks) 
I have been to _______ for _______ 
(years/months/weeks) 
■ No. 

2. What is your expectation of the online 
exchange? 

IT WAS SUCH A BRILLIANT 
EXPERIENCE. I EVEN CAN PAY 
FOR THE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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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γ 學生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Online Exchange Student Survey 

I. Basic Information 
1. Name ****** 2. E-mail ****** 

3. Age 20 4. Gender Female 5. Nationality 
Vietna
m 

6. Educational 
Attainment 

Junior College 
7. Major in the 
Department /  
Year in the University 

_Business_ / 
_year1_ 

8. Primary 
language(s) spoken 
at home 

vietnamese 8-1. Ethnic Chinese 
□Yes   
■ No 

8-2. Primary residence and language(s) spoken 
before the age of 12 

Vietnam, Vietnamese 

8-3. Primary residence and language(s) spoken 
at present 

Singapore/ Vietnamese, 
English 

9. Have you ever taken musical training, vocal 
or instrumental? 

■Yes    □ No  

II. Skills and Chinese Learning Background 
1. At what age did you start learning 
Chinese? 

At the age of __16__  

2. Which aspects do you think you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 Listening ■ Speaking ■Reading  
□ Writing □ Culture 

3. Apart from Mandarin and English, 
what other languages do you also speak? 

□ None  □ Chines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_________ 
□ Spanish  □ French  □ German  ■ 
Others: __Vietnamese_ 

4. Have you passed the AP Chinese Test, 
HSK/new HSK, TOP/TOCFL or any 
other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s? 

□ Yes. I have passed _________ 
(Level ________).  
■ No 

5. How many hours do you attend to 
your Chinese class? 

____3.5___ hours a week 

6. How many hours do you spend on 
practicing Chinese outside the 
classroom? 

_____1-2___ hours a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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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Hobbies 

1. I am interested in these subjects:  
(tick all that apply) 

□ Ecology  ■ Travel  □ Technology  
■ Business  □ Fashion  □ Painting  
■ Music  □ Drama  □ Sports   
□ Education  □ Medical science  
□ Design  □ Others: ___________ 

2. The reason that I started learning 
Chinese is: 

Useful for future career, like 
Chinese culture 

IV. Others 

1. Have you ever been to any 
Chinese-speaking countries? 

■ Yes,  
I have been to China for ___4___ 
(years/months/weeks) 
I have been to Taiwan for ______ 
(years/months/weeks) 
I have been to _______ for _______ 
(years/months/weeks) 
□ No. 

2. What is your expectation of the online 
exchange? 

Speak Chinese more. Increase 
confidence when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understand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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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教學錄影同意書 
發放日期：2015 年 8 月 20 日 
回收日期：2015 年 8 月 31 日 

 

Authorization Form 

    I hereby authorize the videotaping and translation of my online lessons 

to be taken during the summer semester 2015.  

I also authoriz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o the following: 

1. The lectures will be freely available and be indexed at the websites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or 

non-profit use intended for educational and academic purposes by the 

viewers. 

2. The online recorded videos will be freely available b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or non-profit use 

including reproduction, educational use, and public display. 

3. I still own the complete copyrights to the online recorded videos and I may 

use the videos in the future without permissions from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E-mail: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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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參與教學錄影他評者資料 
一、辛： 
    1. 基本資料： 
        a.  姓名：****** 
        b.  年齡：26 
        c.  性別：男 
        d.  國籍：台灣 
        e.  學歷：台師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f.  教學主要媒介語言：中文 
        g.  中文是否為母語：是 
            - 12 歲以前居住的地區/使用的語言：台灣,中文 
            - 目前主要居住地區/使用的語言：台灣,中文 
        h.  是否受過華語教學專業訓練：是 

 - 所受過的訓練為？ 華語教學相關學位課程 
    2. 教師技能與中文教學背景調查： 
        a.  是否具有正式華語教學經驗：是 
            - 任教機構/任教時間：哈佛北京書院 2 個月 
            - 每週授課時數：10~12 小時 
            - 主要教過哪些程度的學生？初級 
        b.  覺得自己最需要加強的部份是？教學實務 
        c.  曾經使用哪些語言教授中文？中文 
        d.  是否取得任何中文教師能力證書？是 
           所取得的證書為何？中華民國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 
        e.  主要教過哪些語言背景的學生？英語, 韓語,泰語 
        f.  是否教過華裔學生？是 

3. 教師興趣調查： 
        a.  感興趣的主題？運動, 教育, 科技 
        b. 教中文的原因：興趣, 工作 
    4. 其他： 

a. 是否曾在非華語地區教學？否 
b. 是否曾在華語地區教學？是 

台灣: 
成大華語中心實習: 8 週(隨大老師觀課,帶活動),遊學團(課輔) 
台師大華研所課後輔導,遊學團課導,線上實習(美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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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外家教 1 對 1 
 
中國: 
北京語言大學哈佛北京書院: 2 個月 
 

二、壬： 
    1. 基本資料： 
        a.  姓名：****** 
        b.  年齡：25 
        c.  性別：女 
        d.  國籍：台灣 
        e.  學歷：台師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f.  教學主要媒介語言：中文 德文 英文 
        g.  中文是否為母語：是 
            - 12 歲以前居住的地區/使用的語言：台灣,中文 
            - 目前主要居住地區/使用的語言：台灣,中文 
        h.  是否受過華語教學專業訓練：是 

 - 所受過的訓練為？ 華語教學相關學位課程 
    2. 教師技能與中文教學背景調查： 
        a.  是否具有正式華語教學經驗：是 
            - 任教機構/任教時間：德國特里爾大學漢學系 兩年  
                                文化大學暑期夏令營 兩個月 
            - 每週授課時數：10 小時 
            - 主要教過哪些程度的學生？初級, 中級, 高級 
        b.  覺得自己最需要加強的部份是？專業知識 
        c.  曾經使用哪些語言教授中文？中文, 英文, 德語 
        d.  是否取得任何中文教師能力證書？否 
        e.  主要教過哪些語言背景的學生？普通話背景, 英語, 德語 
        f.  是否教過華裔學生？是 

3. 教師興趣調查： 
        a.  感興趣的主題？文化社交, 旅遊, 環保 
        b. 教中文的原因：興趣, 工作 
    4. 其他： 

a. 是否曾在非華語地區教學？是；德國特里爾大學漢學系 2 年 
b. 是否曾在華語地區教學？是；文化大學 暑期夏令營 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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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癸： 
    1. 基本資料： 
        a.  姓名：****** 
        b.  年齡：36 
        c.  性別：女 
        d.  國籍：台灣 
        e.  學歷：台師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f.  教學主要媒介語言：英語 
        g.  中文是否為母語：是 
            - 12 歲以前居住的地區/使用的語言：台灣,中文 
            - 目前主要居住地區/使用的語言：台灣,中文 
        h.  是否受過華語教學專業訓練：是 

 - 所受過的訓練為？ 華語教學相關學位課程 
    2. 教師技能與中文教學背景調查： 
        a.  是否具有正式華語教學經驗：是 
            - 任教機構/任教時間：台師大國語中心華語夏令營─1 個月 
            - 每週授課時數：1.5 小時 
            - 主要教過哪些程度的學生？初級, 中級, 高級 
        b.  覺得自己最需要加強的部份是？專業知識 
        c.  曾經使用哪些語言教授中文？中文, 英文 
        d.  是否取得任何中文教師能力證書？是 
           所取得的證書為何？中華民國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 
        e.  主要教過哪些語言背景的學生？普通話背景, 漢語方言背景, 

英語, 越南語 
        f.  是否教過華裔學生？是 

3. 教師興趣調查： 
        a.  感興趣的主題？社會, 食衣住行, 科技 
        b. 教中文的原因：興趣, 工作 
    4. 其他： 

a. 是否曾在非華語地區教學？否 
b. 是否曾在華語地區教學？是；師大華語夏令營─1 個月 

 
四、子： 
    1. 基本資料： 
        a.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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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年齡：30 
        c.  性別：女 
        d.  國籍：新加坡 
        e.  學歷：中文教育系榮譽學位 
        f.  教學主要媒介語言：華語與英語 
        g.  中文是否為母語：否 
            - 12 歲以前居住的地區/使用的語言：新加坡/英語，華語，閩

南話 
            - 目前主要居住地區/使用的語言：新加坡/ 英語，華語，閩

南話 
        h.  是否受過華語教學專業訓練：是 

 - 所受過的訓練為？ 華語教學相關學位課程 
    2. 教師技能與中文教學背景調查： 
        a.  是否具有正式華語教學經驗：是 
            - 任教機構/任教時間： 
              新加坡 光華學校-- 一年 
              新加坡 菩提學校-- 15 週  
              新加坡 聖嬰女校（加東）-- 四年 
            - 每週授課時數：16 個小時 
            - 主要教過哪些程度的學生？初級, 中級 
        b.  覺得自己最需要加強的部份是？教學策略 
        c.  曾經使用哪些語言教授中文？中文, 英文 
        d.  是否取得任何中文教師能力證書？是 
            所取得的證書為何？新加坡中文教育（小學） 
        e.  主要教過哪些語言背景的學生？普通話／國語背景, 英語 
        f.  是否教過華裔學生？是 

3. 教師興趣調查： 
        a.  感興趣的主題？食衣住行, 文化社交, 旅遊 
        b. 教中文的原因：興趣, 工作 
    4. 其他： 

a. 是否曾在非華語地區教學？是 
b. 新加坡 光華學校-- 一年 

新加坡 菩提學校-- 15 週  
新加坡 聖嬰女校（加東）-- 四年 

c. 是否曾在華語地區教學？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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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學生表現調查表 
發放日期：2015 年 9 月 21 日 
回收日期：2015 年 9 月 28 日 

 

2015 新加坡國立大學暑期線上互動學生表現調查 

 
線上教師： 
學生姓名：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發音表現有顯著的進步…………  □     □     □     □     □ 
2. 詞彙掌握有顯著的進步…………  □     □     □     □     □ 
3. 語法表現有顯著的進步…………  □     □     □     □     □ 
4. 文化認知有顯著的進步…………  □     □     □     □     □ 
5. 聽力表現有顯著的進步…………  □     □     □     □     □ 
6. 表現出良好的學習興趣…………  □     □     □     □     □ 
7. 整體而言，請您給您的學生本次互動的表現打一個分數：(滿分 100

分)：__________ 
8. 請您給學生寫一些簡單的建議與評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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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學習反饋表 
發放日期：2015 年 9 月 21 日 
回收日期：2015 年 9 月 28 日 
設計者：陳桂月教授 

新加坡國立大學 Remote online interactive speech training 

programme 2015 Aug-Sep 

名字：_______________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能帮助我的发音     

2 能帮助我的词汇     

3 能帮助我的语法     

4 能帮助我认识中国文化     

5 能帮助我的听力     

6 
能提高我学习中文的兴

趣     

7 
我喜欢本次线上学习一

对一的上课方式     

8 
我希望继续参加在线中

文学习     

请你给在线活动打分：_________/100 

(内容 40、老师教学方法 40、技术 20) 

请你写下你的意见和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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