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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數位化通行及傳播科技的發達，對於學習、生活、溝通及智慧成形的向度上，都有重大變革。尤

其拜資訊科技之賜，應用學習科技以輔助華語文教學的國內外研究，亦漸行普遍。本文僅就筆者從事學

習科技融入華文教學的經驗，試圖觀照學習科技對於華文教學的可以提供的進展與視野，並分享如何運

用數位多媒體，進行中文聽、說、讀、寫及整合的華文教學設計，足資應用於教師個人教學或各分校的

華文教學之中。並建言設置「華文教學資源中心」或是促成華語文網路教學系統的建置，協助教師進行

教學知識管理，整合華語文教學知識、教學計畫與多媒體教材，使教師的教學資源與知識，廣為傳播分

享，協助更多想要進行華文語言、歷史、文化教學的工作者都能從中受惠，體現學習科技與華文教育對

話的新境地。 

关键词：多媒體教學、華語文數位學習、AP 中文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ing 

Learning Technology into k to 12 Chinese Classes 
Abstract: Due to the popularity of digital and multimedia tools in teaching Chines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ultimedia teaching mode to Chinese classes at k-12 level. First, 

the author will talk about the great advantages of integrat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Chinese. 

Secondly, the author will share her experience in instructional design in Chinese via multimedia in order to help 

Chinese teachers apply them into their teaching, especial in listing, read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mode. Third, 

this paper will demonstrate how the approach with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is effective in implementing student-

centered learning as well as in language teaching. The author suggests developing a Chinese teaching center or 

learning contents system for teachers. To effectively administer the teaching knowledge in Chinese, it would 

improve the integration, distribution and sharing of knowledge owned by teachers through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combin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with teaching organization. 

Key words: Multimedia、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Chinese、AP Chinese 

引言 
近來華文學習熱潮在各地沸揚，教師及家長無不希望藉此激發孩子學習華語文的動

機。然而在海外學習中文，源於語文大環境的差異，如何以實用及趣味來添色包裝進而引

發學習動機，華語文教學工作者無不煞費苦心。因著網路科技的發展，數位學習科技在華

語文教學上的應用，儼然已成趨勢。未來華語文的市場已朝向教學科技化、師資專業化及

教材多媒體化等方向邁進。 

1 學習科技對華語文教學的助益 
教育工作者多能認同透過電腦與科技進行輔助教學，可使得資訊來源多元，並能提供

快速學習、降低學習費用、提升學習品質、增加參與率及培養為自身學習成效負責任的態

度。不僅可運用不同型態的媒介來達成知識分享與傳遞的目的外，對以學習者為導向

(learner-oriented)的學習，的確深具意義。 

學習科技融入華語文教學之中，對學習者個人而言，透過數位化多媒體教材，除了增

強學習動機之外，亦能提供實際演練，加強語言使用實境的呈現，豐富學習中實體教室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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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達到的經驗，不但能協助知識的建構與探索，使學習管道多元化、資源寬廣而豐富、增

加學習的深度與廣度，也能使學習者「從科技學」的階段，進階到「用科技學」

(Jonassen，1996)，並可配合個別需要，讓學習者依照自我的學習速度進行課程學習，協

助學習者建立學習歷程和學習檔案，進而發展屬於學生自己的自主學習。 

運用學習科技與網路平台，對於師生互動而言，能突破過往學習者只能到中文學校去

才能接觸到中文的侷限，製造更多師生、生生之間的交流(陳姮良，2003)，亦可透過互動

教學，設計合作性高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將中文融入生活之中，亦透過科技形式的互

動，培養學習者中文聽說讀寫及打字的學習能力。 

一旦學習能突破時空限制，對教師與中文學校而言，因應 AP Chinese 課程的規劃即

將對中文教學產生的影響，融合學習科技於課程中，結合 5C 教學目標，能發展具地方文

化特色，優質的學習素材與教材，創新學習典範與型式。再透過開放共通的教育平台，協

助教師將媒體和科技的知能作為其教學的工具，促進華語文教學資源的共創共享，進而達

到協助學習者善用科技輔助華語文教學，掌握 E 世代華語文教育潮流，達到「隨時、隨

地、隨喜」學習中文的理想。 

2 學習科技在華文教育的現況 

關心華文教育的工作者，向來以推廣華文教育與中華文化為目標，對於利用電腦科技

推動海內外華文教育、推廣中華文化、加強華文題材內容及對於華文教育各項實務工作的

建言與論述俯拾即是。尤其著墨、置焦於華語文教學與數位化學習之結合、華語文數位學

習體制與系統的發展及華語文數位學習的應用實施、資源分享、及交流合作，著力探討如

何結合 e-learning 來推動以中文為第二語言之教學、強化華語文數位化內容。不論是在華

文教學設計中有多樣性的內容分享，或者著重於數位科技及網路型式教學傳遞的變遷，或

側重於學習歷程與評量分析者，或是網路時代華文教師的定位與教師角色探討，都彰顯了

數位學習科技與華文教學對話後的一頁璀璨。但其主題多元，適用對象不一，加上研究者

在提供經驗之虞，並未能將所有提供的軟體、教材或平台進行分享，是以，在 k-12 中文

學校的普遍應用性尚待觀察。 

3 學習科技在 k-12 的實施與應用 

過往，海外中文學校傳遞語言文化向來採取外加灌輸的方式，學習成效多重於知識的

累積，也大受環境限制，效益較低。筆者實際在多所海外中文學校教學及演講推廣科技融

入華文教學時發現，美加地區中文學校中，教師融入科技在華文教學的觀念或作法上，尚

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協助教師了解最新且適切合用的教學軟體、培訓教師進行多媒體教材

製作、以及整合現有多媒體教學資源已然十分迫切。 

鑒於傳統海外中文學校主要教學對象是 k 至 12 年級的孩子，而一般屬於網上提供成

人學習的網站或內容普遍不適用於這些學習對象。以下將分別從「網站資源與教學媒體的

運用」、「多媒體教材的製作和整合」及「教學網站或線上教室的運用」為綱領，說明運

用學習科技在以 k-12 為主的中文學校進行華語文教學的歷程，教學內容設計包括中文書

寫、發音、中文聽說讀寫、打字、翻譯、中國文學歷史及文化的實例。 

3.1 網站資源教學媒體的充分運用 
為因應全球數位風潮，推展華語文與文化特色，台灣僑委會建置「全球華文網路教育

中心」(http://edu.ocac.gov.tw) 提供多種數位教材及動畫故事，不論在語文教學、民間

故事（圖一）、文化宴饗及台灣采風，如台灣節慶（圖二）、文學（圖三）、傳唱歌謠、

童玩、聚落文化、原住民、燈謎（圖四）、地理歷史等相關資源都已陸續完成。這些線上

http://edu.oc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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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教材，尤其是足資典藏的圖片、影音資料等，對於華語文教師進行相關主題的論述

或教案製作時，都能適時地提供豐富資源。 

         

                     圖一  民間故事：龍向雞借角                          圖二  節慶由來：年的由來 

         

                    圖三  文學故事：蔣幹偷信                              圖四  台灣采風：燈謎巡禮 

除此之外，網路上還有線上資源，提供教師進行專業知識內涵的深入分析與解說，無

非希望能運用多媒體科技的呈現，將文化、常識等主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深入學習者內

心，試舉另一個例子為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老祖宗的智慧中華科技發明」來作為說明。

本網站（http://203.71.9.5/chinascience/start.html）將中國悠久歷史中在科技工藝的重要發

明，如指南針、造紙（圖五）、火藥、地動儀（圖六）以多媒體或動畫方式進行介紹，著

實可以協助學習者了解祖先的心血結晶。尤其是這些內容正是孩子在主流學校中學過的知

識，以華文來了解先人歷史與傑作，亦可以進行 5C 中體認中國多元文化，貫連其他科目

的兩項教學目標。 

         

                             圖五  造紙歷程                                                    圖六  地動儀 

http://203.71.9.5/chinascience/sta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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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利用網路資源以作為教學素材極為普遍，網路資源豐沛，但資源散

佈各處，雖可利用搜尋引擎找尋，但需費時在檢索與瀏覽上，效率極低，必須倚賴教師細

心搜尋，進而分辨出有利教學之用的素材，整合後運用於教學之中。 

3.2 自製多媒體教材的運用 
即便網路資源豐富，仍無法有系統而完整地運用在中文學校內，若學校中有固定教

材，豐富的課外資源大體上僅能滿足教學的補充設計。有組織有系統的多媒體教材仍倚賴

教師自行製作。 

在課文朗讀輔助上，以美洲華語課文為例，因應學習者中文學校下課後，若亦欲複習

課文，但不一定能獲得中文語音上的朗讀協助，教師可以製作與課文相同的圖文朗讀檔案

（圖七），協助學習者聆聽語音語調，亦可製作連環故事聽力檔（圖八）訓練聽力。 

         

                      圖七  課文朗讀檔案                                           圖八 聽連環故事 

在課外聽力和閱讀訓練上，以美洲華語課文為例，在第二冊第七課「春」裏，講完

「年的由來」後，教師多會將本學期半年裏的重要節日進行介紹。以「中秋節」為例，補

充完中秋節的由來後，可以帶領孩子一起來製作多媒體「動畫書」。一起練習摘要中秋節

的由來後，由學生繪製圖片，教師協助製作有聲書（圖九），成為新的聽力練習多媒體檔

案。 

在筆者教學過程中，亦常利用學習者最喜歡的兒童繪本進行中文閱讀補充（圖十），

容易交換與攜帶的多媒體繪本，便成為學習者每週課文閱讀訓練的素材。更進一步，可以

帶領孩子一起製作小書（圖十一）、書寫故事、錄製有聲書（圖十二），都是極富趣味而

又實際的教學策略與應用。 

         

       圖九  自製中秋節由來有聲書                             圖十  兒童繪本閱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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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一  小書製作與分享                                             圖十二  有聲書的錄製 

在專題式深入教學中，為了因應同一班級中學習者個人中文程度有所不同，教師可以

設計深入專題以滿足程度較佳的孩子，或是針對孩子的特殊學習需求，例如朗讀培訓（圖

十三），或是古文教學（圖十四），教師可以錄製線上學習課程講解檔，運用多媒體科技

的輔助及線上學習無時空限制的優勢，為想深入探究的學習者加深、加廣學習的範疇。 

         

                       圖十三 朗讀訓練                              圖十四 深入探究古文教學 

3.3 遊戲製作與運用 
幾乎沒有孩子不喜歡玩遊戲。從教育的觀點觀之，學習方式可分為兩種：知識獲取模

式(acquisition model)或參與模式(participatory model)，在知識獲取模式中，學習者偏向以

被動的態度來吸收訊息與知識的學習；在參與模式中，學習者則是以主動的態度來與指導

者互動，在學習過程中建立知識。以遊戲為導向的數位教育玩具，將學習安置於遊戲的活

動中，提供學習者具有娛樂性質的挑戰。無論是為獲勝而玩、為好奇而玩、為玩而玩、還

是真的是為學習進步而玩，這些元素都可以激勵學生的學習動機，促使學習者主動參與遊

戲過程，在與遊戲互動中同時進行玩與學習(董芳武，鄧怡莘，2004)。教師可以製作與教

學具高度關聯性的遊戲，更能與學習相結合，增進學習成果，以下便是以美洲華語課本第

一冊第八課為例，製作「聲調辨認著色遊戲」（圖十五）和「認字、選字」遊戲（圖十

六）。還可以設計課內課文複習（圖十七）、作業訂正（圖十八）的遊戲，幫助學生多次

練習達到熟練的境地，並糾正常發生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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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五  聲調辨認著色遊戲                                圖十六  認字、選字遊戲 

         

                    圖十七  課內課文複習遊戲                                圖十八  作業訂正遊戲 

3.4「聽說讀寫譯文化」六項技能整合的教學策略 

在知識的運用階層中，整合與評鑑的能力實屬最高層。教學過程裡，我們最終希望的

是學生必須具備運用中文溝通，體認中國多元文化，貫連其他科目，比較語言文化的特

性，並應用在社會之中。技能整合的教學策略即是將「詮釋理解」、「交流互動」、「表

達呈現」的模式靈活運用於與學習者的教學互動之中，多媒體數位教材在這樣的目標裡，

往往可以成為極佳的引子。以下僅介紹數例作為拋磚之用，教師可以依據學習者年齡、能

力、教師個人創意與課程需要進行安排與設計。當筆者在中文學校九年級歷史文化課程介

紹「孔孟教育思想」時，曾運用日本公益教育短片為例（圖十九），請學生看完影片後，

針對「老師曾對他個人的影響」及「什麼是好老師？」「老師應該具備的教育哲學」任選

一題，發表一分鐘的個人想法論述，效果奇佳，值得推廣。也曾以毛毛蟲廣告影片，不做

任何預設主題的開放性討論為設計，讓學生自行發表一分鐘以內的個人心得。另一個喚起

大家深入討論的影片，是稚齡妹妹將自己的頭髮剪下，送給因癌症化療而脫髮的哥哥（圖

二十），學生對於「愛的詮釋與表達」格外有感觸。透過語言練習與陳述，呈現孩子的內

心世界，可以說是運用媒體教學歷程裏，彌足珍惜的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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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九  教育影片討論                               圖二十  愛的真諦影片討論 

3.5 教學網站的建立 

為了便利學習者隨手取得教師所精心設計的多媒體教材或教學檔案，建議教師們運用

最簡易的套裝軟體，申請個人網址，便能利用家裡的電腦建立一個學生方便連結的教師教

學網站。以下，以費利蒙中文學校 52 班為例，在班級網站上（圖二十一），舉凡是公告

事項、作業規定或是教學素材、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圖二十二）、學生上台報告（圖二

十三）及個人表演（圖二十四）、教學互動討論，都可以運用教學網站的規劃與全盤設

計，俾使學習者即使在離開中文學校後，也能方便地取得相關學習資訊。 

         

                    圖二十一  班級學習網站                                   圖二十二  學習歷程檔案 

         

                   圖二十三  學生個人報告                                   圖二十四  學生個人表演 

3.6 多媒體檔案分享、交流與觀摩 

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教師之間彼此分享教學檔案，可以豐富教學資源，深化教

學內容，也因彼此的支援和觀摩，而提升雙方的專業能力。教師在面對教學環境丕變，學

生需求多元的時際，彼此之間若能發揮「與海相若，以成其大」的精神，共襄盛舉貢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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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教學上的教材、教具，與最難能可貴的教學活動設計、經驗分享，透過科技協助，

方便儲存以多次利用，亦能即時提供教師所需，遂成就更適切可用的教學資源。透過華文

教師教學知識管理平台、教師線上進修分享管道（圖二十五）、各地區的中文學校可以聯

合建置教學資源中心、教學素材資料庫，或運用僑委會所建立的網路師資聯誼會（圖二十

六），鼓勵第一線的華語文教師發表數位教學檔案、交流教學資源、觀摩教學設計、討論

教學內容，畢竟，團隊合作才是活化教學的捷徑。 

         

            圖二十五  華文教師線上多媒體進修分享              圖二十六  網路師資聯誼會 

每一個教學團體都可以聚合有志一同的教師，將已組織的教材、補充、教學設計、紙

本參考資料、媒體資源、教學歷程、經驗論壇、進修計劃、研習課程、設計理念等各式知

識，藉由流通，讓老師經由科技的儲存分享蒐集資料、進行觀摩、閱讀成功教學設計案

例、線上請教。或可讓新進教師從分享的教學資源中吸取前輩先進的教學經驗，快速進入

教學現場。或藉此減少大量例行性工作，協助教師形成學習型團體，互相提供可用經驗與

知識，對教學資訊整合、轉化，期能對於華語文教育的進展能有實質助益，以求擁有更優

質的教學動力。 

3.7 對「華文教學資源中心」的需求 

目前華文教師並未擁有一個切合教師需求、可編製教學計畫的教學平台，以協助教師

進行教學設計，往往使得教師因無法有效整合適用的資源與工具而事倍功半；其次，並未

提供機制，幫助意欲編製多媒體教材或數位教學計畫的華文教師社群互通有無，因此教師

在編製教學計畫時，往往各自摸索，整體教學設計的經驗無法有效傳承。 

直言之，建立「華文教學資源中心」的觀點，或是促成華語文網路教學系統的建置，

對於教師所進行的便是「教學知識的管理」。舉凡教材編寫、教學內容延伸參考、教學活

動安排、教學單元設計、教學情境掌握、文學能力培養、課程設計、學生優良作品觀摩

等，都有賴第一線從事教學的教師之間彼此討論、互動，從中分享、成長。最終的希望便

是整合華語文教學知識，使教師的教學資源與知識，廣為傳播分享，使更多想要進行華文

語言、文化教學的工作者都能從中受惠，正是學習科技與華文教育對話的具體實踐之一。 

4 結語 

多媒體製作及資訊融入教學，並不是要將老師訓練成電腦高手，而是要利用科技工具

的有效特質，豐富教學內容、活潑教學過程、增進教學成果。資訊融入教學是一種教學方

法，並非一個教學目標。應用數位科技的學習教材，在視覺上利用電腦繪圖、動畫、虛擬

實境等技術提高效果；經由多媒體整體設計呈現，訓練學習者聽覺能力；結合電腦遊戲或

錄音裝置，即時給予學習者回饋與練習機會。而學習內容又多樣性；學習節奏符合個別差

異；可提供多元學習管道。如何建立一個滿足學習者的動機，提供學習者真實可用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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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並創造一個具學習情境的學習環境，是華語文教學工作者可以配合 5C 的五大標

準、3M 三種模式進行課程改革與設計的契機。 

是以，從建立「華文教學資源中心」的觀點，並非倚賴政策當局進行一個教學資源中

心的完整設立，而是透過教學網站、資料庫或教學平台來進行教學資源整合。在技術層面

上，經由簡易的系統建置，教師彼此之間容易形成教學社群，教學資訊相互融合共享；就

內容層面而言，教師在其中所提供及運用的教學資源，因為科技資訊的特性，資源容易移

轉分享，對於教師在教學任務及專業上有所成長；就文化層面而言，透過平台協助教學資

源的共用整合，在組織中可以培養組織的學習文化，更塑建教學知識管理的氛圍。期待，

華語文網路教材能在有願一起努力的華文工作者的努力下，達到多元化、普及化、國際化

的新境地，開展學習科技與華語文的對話，提供多元生動而有效的學習途徑，協助華語文

學習者滋養學習力量。 

參考文獻： 
高豫.探訪兒童華語文數位學習世界.第三屆全球華文網路教育研討會論文,2003 

董芳武，鄧怡莘.探索數位學習玩具中互動設計的激勵因素.國際設計論壇暨第九屆中 

華民國設計學會設計學術研討論文,2004 

陳姮良.運用平台進行國語文教學支援之發展研究第一屆全球華人教師教學研討會 

(GCTCT2003)論文,2003. 

Jonassen, D. Mind tools: Computers in the Classrooms.1996 New Jersey: Merr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