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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將說明華語文教學結合混成式數位學習與教學的內涵和應用。「混成式學習」包含了學

習環境上的混成：傳統教室講授、教育科技應用的數位教材、學習者在校園之外的職場環

境學習等，都是進行學習的場所。筆者以自身華語文的教學經驗，提供相關教學案例，說

明教學者進行華語文教學時，教學內容是經由教師規劃及設計出授課的主題；此階段除了

要發展出教學目標，還要為華語文的學習者，彙整相關的教材，完成授課內容和結構。華

語文教學者應善用教育科技，掌握混成學習；華語文課程的教授內容，應妥適運用和連結

傳統的教室講授與數位學習，兼具數種形式的優勢，結合同步、非同步、甚至面授，給予

師生良好的課程學習環境，達到學習的真諦。 

 

 
關鍵字：混成式學習、華語文教學、數位學習、自由軟體 

 

1. 前言 

華語文教學方法多元，筆者依據教學經驗和學習者需求進行分析研究，提出選擇混成

學習與教學的理由。混成教學的教學策略主要是在結合傳統與現代教育科技的前提下，將

學習重心移轉到學習者學習模式，增加學習者的接受度，保持教與學的彈性空間，強調學

習者的互動。本研究以混成的教學模式之內涵與應用模式為起點，發掘出混成學習對華語

文教學的助益，並以教學案例說明實際成效。 

2. 混成式數位學習（blended e-learning）的內涵與應用 

  數位學習（e-Learning）主要是運用網路進行的教學活動，無論是教材或學習內容的製

作、傳遞與擷取，或者是學習經驗分享與學習社群間的互動等，都藉由網路和電腦輔助教

學的特性來達成。 

 「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將傳統學習和數位學習（e-Learning）的優點與特長結

合起來。既能發揮教學者的引導作用，又能充分體現學習者之主動積極學習。兩者的結合，

使學習者獲得最佳的學習效果[1]。 

自 20 世紀 90 年代末以來，數位學習在教育科技領域具有良好的應用，推動教育的革

新，眾多教育思想與理念得以創新。經過不同教學方式的綜合成果，人們在應用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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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逐漸明白，教學或學習過程中的問題層出不窮，但應對的解決方法卻不是單一方案可解

決的；據此，教育模式在企業教育訓練領域中出現了：「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2]。

企業員工的培訓與傳統的學校教育的不同之處，在於企業培訓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高商業

收益。在商業利益的前提下，企業的教育訓練主要不是要讓員工提昇自我的學習能力而已，

而是要通過教育訓練，讓企業活動能產生更高收益。為了顧及到教育訓練的對象，在時間

與空間方面的多元需求，企業在應用教育科技進行培訓時，逐漸將數位學習與傳統課堂教

學相結合。人們藉由課堂教學、分組討論及遠距教學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教育訓練。因為現

今企業培訓範圍具有多樣性，造成這種有效、適性化的「混成學習」廣泛的被應用在教育

領域。 

3. 華語文教學之混成式數位學習的運用 

  華語文教學有許多線上教材可供教學者與學習者應用，以 2011 年舉辦的「2011 華語文

數位教學工具票選活動」為例，第一階段廣泛邀請全球華語文教學領域的教師、學生和業

界的管理者、經營者，還有學者專家等人士加入投票行列，投票項目包含 109 位華語教師

所推薦的 166 種華語文數位教學教材或相關資源。第二階段由華語文教學之專家、教師等

人士依教學資源工具的實用性或重要性，還有若干與華語教學相關的評量標準，每人 10 票，

最後終於票選出 2011 年最具代表性的華語文數位教學教材。本屆票選結果，總共匯集 397

位海內外專家，加上 3,726 張的有效票 [3]。 

表 1  2011 華語文數位教學工具票選活動前 5 名 

工具排名 工具名稱 得票數 

1 全球華文網 

   http://www.huayuworld.org/  

175 

2 華語文數位教學懶人包 

   http://blog.huayuworld.org/lienyujen  

135 

3 Google 

   http://www.google.com  

111 

4 Audacity 

   http://audacity.sourceforge.net/  

105 

5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  

94 

   

  以工具排名第一名的「全球華文網」為例，其教學教材內容豐富且多元，此教學資源

提供教師使用相關數位學習教材的使用說明，其中多數資源均為免費的線上資源，增強學

生主動學習的動機。但網站教學資源所連結的僑委會「弟子規」之數位學習教材中，筆者

卻發現內容有疏漏之處（如圖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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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僑委會：弟子規（一）的「看故事」 

說明該文的標題「看故事-三人成虎」，卻連結到「子路背米養親」的故事，連結的內容與標

題不符合。由此可見，運用混成式教學即可避免學生在自學時，碰到問題而造成學習錯誤。

如果教師在規劃課程與選擇教材時，能截長補短，使用線上教材時，能適時發現教材的疏

漏之處，並予以修正教導學生正確的課程內容，才能使學生有效地學習與進行專題討論。 

  「全球華文網」之「網路學校」選單內，亦提供自學課程專區，內容包羅萬象，以「五

百字說華語」為例（如圖 2），其中包括了課文、單字、真人解說、案例情境影片與隨堂測

驗，且可以應用多國語言進行華語文教學。對於剛接觸中文的學習者來說，是很好的線上

免費自學教材[4]。基本上，「五百字說華語」課程主題生活化，平易近人，且課程單元由易

而難，漸進式的設計，讓學習者能產生成就感，自學型的學習者藉此持續努力學習中文，

是中文進步的主要推動力。 

 

 

 

 

 

 

 

 

圖 2 五百字說華語自學課程 

故事內容與標題不同 

共三十課，取材

生活化。 



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1) ISSN 2075-2717 

107 

 

本課主要的優點包括了具有教師教學的單元，運用多國語言幫助不同國籍的學生學習中文；

在課程學習方面，多媒體教學具有互動性，使學習者產生樂趣，呈現與紙本不同之處，配

合令人感到快樂的背景音樂，為學習者帶來輕鬆愉快的氛圍。 

  每個教學單元都有詳細的課文解析，用雙語教學，學習者可以選擇是否要用自己本國

的母語進行線上教學。每一課的生詞具有圖像的輔助和真人講解，生詞除了基本造句之外，

會給學習者更多的例句，如第二課：「去」後面可加上地點：「我去學校」；「去」後面也可

接動作，如：「我去玩水」。每課都能適時介紹台灣的風俗民情與中華文化，如「姓」和「名」

的位置，具有東西方的差異，讓學習者學到中華文化與相關常識。 

  「五百字說華語」的優點還包括生字的大量重複教學，幫助學生有效記憶。誠然，中

文的筆劃是許多學習者的難處，以筆者的教學經驗，韓國學生對於中文書寫練習的接受度

高，在課堂內介紹線上學習「五百字說華語」的筆順教學時，亦認為筆畫的教學對其學習

中文字有助益，況且，每次寫完一字還可跟讀，幫助學生記憶生字。 

  雖然「全球華文網」將「五百字說華語」編列在自學課程區，但以自身的教學過程中，

對於初級華語學習者，我認為教學者可以將之納入課堂教學內，做為混成式數位學習的內

容。平日進行面對面與線上的整合教學時，我通常會先將情境影片、主要課文先放映，讓

學習者看過真實情境後印象深刻，再按照課程目錄進行教學，無論中外學習者，對於多媒

體影像的學習興趣總是高於生字的練習與理解，之後我才會抽掉影像，進行主課文和生詞

造句的學習與應用。在進行線上的筆順教學時，學生有時會認為速度太快，這時課堂適時

進行現場筆順教學，對學生的書寫成果即時指正並引導，由此亦可顯示出華語文混成式數

位學習的優點。 

  整體而言，「五百字說華語」是全方位的教材，具有聽、說、讀、寫的教育功能，線上

教學操作簡單，使用者介面的親合度高，介面不複雜，幫助學生在活潑的情境中，藉由互

動式數位學習，配合課堂的指導，學習者下課後仍可反覆練習，有別於傳統的紙本教材，

亦適合教學者進行華語文混成式數位教學。 

  其它諸如華人數位教學懶人包[10]、Google[9]、Audacity[8]、YouTube[11]等免費線上軟

體，更突顯出本年度華文教學工具廣受青睞的程度，免費軟體較付費軟體為高。「華人數位

教學懶人包」主要是將華語教學常用的軟體整合，幫助華語教師可以在無頇安裝任何軟體

的前提下直接用隨身碟存檔並操作這些軟體，隨時可進行備課或授課。此外，因應海外教

學，電腦可能為英文或其它語言介面，是故，懶人包有中文版和英文版，教學者可依照個

別需求下載所需版本。「華人數位教學懶人包」可將各種常用的教學教材組合存檔，隨時具

有「帶著走」的行動教學能力[10]。本屆第三名 Google 的即時通訊與部落格均免費，且結

合個人信箱、線上翻譯及影音、文件等多種免費的功能[9]，是華語文混成式數位教學與學

習的實用工具，有助於師生突破時空之限制，持續進行教學或學習者自主學習中文。至於

Audacity 是一個可以跨平台的聲音編輯軟體[8]，有中文錄音程式功能，可應用於錄音和編

輯音訊，是一開放原始碼的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7]，Audacity 提供「Center Pan Remover」

的外掛程式，可以將音樂簡單地去人聲，是學習者練習唱歌的好工具；對於華語聽力教學、

學生自學以矯正發音或聲調有莫大助益；YouTube 的影音內容豐富具多樣性[11]，但在教學

者進行華語文混成式數位教學時，應對於教學影音檔案適度篩選，配合課程內容進行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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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導引。 

  以筆者在明新科技大學華語文教學為例，學習者主要藉由課堂學習引導，再加入數位

學習為輔助或課後自主學習，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 教材教法： 

  關於教材教法，在此簡要說明如下： 

A.暖身活動：教學者應用網路的相關資源，如網路上的多媒體教學教材，因應學生的先備

知識，設計課前暖身活動，引導學生理解上課的主題。 

B.準備活動：設定課程教學主題和目標，例如藉由生詞的介紹讓學生做聲調或音韻的練習，

藉由每週不同課程單元，達成預期設定的學習目標。 

C.教學活動：以相關詞彙或句型搭配教學主題，幫助學習者復習已習得的詞彙句型。 

D.核心活動：將教學者單方面講授內容的方式改變，讓學習者藉由欣賞教學者所提供的教

學內容或影片，大量用目的語表達自己的意見，師生可雙向互動，教學者利用提問適當引

導學生，若學生程度提升時，則可給予進階的練習。課後可要求學生利用所學去完成作業。 

（２）引導學習者應用所學： 

  將華語文和資訊結合，教師可藉由網路上的資源，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完成作業。如果

課程內容在學生主動學習時，老師可以 5C(Communication, Cultures, Connections, 

Comparisons, Communities.)架構為基礎，期望學習者能在課程學習後具備人際溝通的能力，

應用混成式數位教學的互動性，達到數位化整合學習教材資源的優勢，在課程進行中給予

適時的引導。 

範例一、中文書信寫作模式： 

  應用簡報介紹中文正式書信格式，讓學生實際應用所學，寫信給自己的親友或他人。

在學生書寫過程中若有偏差部分，教學者能即時判斷錯誤來源，現場進行導正。 

範例二、華文歌曲教唱──多元互動學習： 

  華文歌曲的教唱主要實施於華語聽力教學課程中，有助於學生認識生詞與華文歌曲意

含。 

a.讓學生選擇喜愛的華語歌曲，並學習相關詞彙。 

b.活動設計：讓學生可由所選擇的華文歌曲，實際練習華語文歌唱。 

c.學生的活動紀錄：要求學生說明歌曲意含及喜愛此曲的原因，增進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 

d.讓學生上臺演唱大家所選定的華語歌曲，亦可介紹自選曲，鼓勵學生自己學習相關資訊，

在同儕競爭心下爭取優良表現，介紹好聽的華語歌曲給其他同學。 

（３）數位學習與教學： 

  搭配傳統教室教學，讓學生下課後，能在網路上延續課堂中的學習。例如利用網路上

的部落格、討論區，或者免費學習軟體，如「聽 e 下」、「五百字說華語」等線上教學讓學生

用中文能持續互相交流或進行數位學習。以「聽 e 下」為例，有助學習者聽、讀、打字，教

師在編寫教材時，也可由此加上拼音[5]。其線上學習的優點主要是使用者操作介面簡易，

外籍生在其首頁的文字輸入區內，可輸入 200 個中文字元，以華語文歌曲學習而言，十分

方便又實用，學習者可以隨自己的喜好按下「男聲」或「女聲」發音。缺點是需要約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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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或更長的時間轉換。最大的優點是，學習者可藉由此免費的工具，進行自主的線上學習。

以華文歌曲的「歌詞」為例，它可以將之轉換成音檔。學生可將自己想要學習的片段用語

音和歌詞檔一起存放至具有歌詞顯示功能的 mp3 隨身聽，教師也可以將這個檔案傳給學生

（或請學生自製喜愛的中文歌曲檔案），學習者就可以一邊聽聲音，一邊看字幕，達到突破

時空限制的行動學習。 

 

圖 3 「聽ｅ下」主要具有逐字拼音、發音和聲音存檔的功能 

  運用「聽 e 下」的網路資源，有助於學生練習華語聽力，甚至在學生自主學習朗讀和歌

唱時也非常有助益。可輔助只會聽說、讀寫能力較弱的外籍生，運用線上工具自動唸讀。

對教學者而言，可活用其網路加注拼音的功能，為教材加注漢語拼音，有助於完成課內或

課外的補充教材。雖然仍有部份破音字無法判讀，但大部份的破音字它都能正確判讀。此

外，在朗讀與歌唱方面，該網站可以輔助外籍生閱讀整段文章；若學生在在練習朗讀時可

將練習的內容上傳到該網站，讓認讀更快速（如圖 3）。至於歌唱方面，學生可活用其另存

歌詞的功能，利用 mp3 隨身聽或行動裝置，讓華語文的學習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4. 結論 

  華語文混成式數位教學的實施，教學者可在上課前，於網路 moodle 教學課程或由部落

格上傳製作的課程，課堂內就進行課程引導，課後可讓學習者將教材檔案帶回家複習。每

次上課經過暖身活動再進入課程，讓學習者理解課程進度。教學者設計的教材內容除了配

合教學中心規定的進度，亦應結合學習者的過往經驗，使教學內容和學習者生活經驗產生

共鳴，學習才有成效。 

  教師所選定的教學目標與內容，應漸進式的由淺而深，利用華語文混成式數位教學配

合課程，帶出教學主題。運用課堂討論或線上回應，讓學生輸出語料，師生一起進行交流，

教學者每個階段，都應對學習者進行測驗或評量。 

可以儲存聲音和

文字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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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成式教學的優點在於結合傳統課堂面對面教學與線上即時教學，利用網路，結合多

媒體、視訊，進行同步或非同步數位教學。混成式學習即數位教學搭配課室教學，因此，

傳統課堂之主題教學和教師的活動設計應慎重思考與進行。教學者與學習者都應在互動交

流之前，具有相關的先備知識，運用網路免費軟體或自由軟體，持續進行華語文的教與學。

教學者使用的教材工具多元而豐富，除了現有的多媒體、教學軟體可進行電腦輔助教學之

外，也可線上進行活動單或是作業的設計，讓學習者課後利用網路接受遠距教學。 

  綜觀華語文混成式數位教學，除了有助於即學即用如「旅遊華語」的課程，亦有助於

學習者持續於課內和課外進行華語文的學習。在學校提供完善數位學習的資源與環境的前

提下，學習者培養與適應數位學習的能力必定會提升。教學者在進行華語文混成式數位教

學時，亦應具備良好的數位教學素養，善用各式多元的數位教學工具，深入了解學習者的

中文程度及學習需要，配合適宜的課室教學與同步、非同步的數位學習，相信師生突破時

空的限制，透過華語文混成式數位教學，學習者會產生良好的學習動機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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