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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需要作業為什麼需要作業為什麼需要作業為什麼需要作業

• 對於華語文對於華語文對於華語文對於華語文，，，，一門具有文學且有文化一門具有文學且有文化一門具有文學且有文化一門具有文學且有文化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的課程來說的課程來說的課程來說的課程來說，，，，考試只是檢視學生的一項指考試只是檢視學生的一項指考試只是檢視學生的一項指考試只是檢視學生的一項指
標標標標，，，，考試成績只是評斷學生的學習能力到考試成績只是評斷學生的學習能力到考試成績只是評斷學生的學習能力到考試成績只是評斷學生的學習能力到
哪一個階段哪一個階段哪一個階段哪一個階段，，，，只依考試來斷定一名學生的只依考試來斷定一名學生的只依考試來斷定一名學生的只依考試來斷定一名學生的
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恐怕會恐怕會恐怕會恐怕會有很多有很多有很多有很多學習上的死角學習上的死角學習上的死角學習上的死角。。。。

• 如果只有考試如果只有考試如果只有考試如果只有考試，，，，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很很很很難由考試成績看到難由考試成績看到難由考試成績看到難由考試成績看到
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習歷程學習歷程學習歷程學習歷程，，，，且學生沒有且學生沒有且學生沒有且學生沒有什麼特別值什麼特別值什麼特別值什麼特別值
得被肯定的得被肯定的得被肯定的得被肯定的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可能因此放棄學習可能因此放棄學習可能因此放棄學習可能因此放棄學習。。。。

參考梅家玲教授演講 :如何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學習效果─從作業設計談起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與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2012/05/31



• 在在在在作業設計上多花一點作業設計上多花一點作業設計上多花一點作業設計上多花一點心思心思心思心思、、、、規劃規劃規劃規劃，，，，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讓讓讓讓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覺得這門課程與傳統課程覺得這門課程與傳統課程覺得這門課程與傳統課程覺得這門課程與傳統課程*有許多不有許多不有許多不有許多不
一樣的地方一樣的地方一樣的地方一樣的地方。。。。

•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看到看到看到看到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在在在在學習過程中展現出學習過程中展現出學習過程中展現出學習過程中展現出
的的的的不同不同不同不同特質及強項特質及強項特質及強項特質及強項，，，，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學生的未來學生的未來學生的未來學生的未來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 如此一來如此一來如此一來如此一來，，，，不僅可以避免傳統課程乏味無不僅可以避免傳統課程乏味無不僅可以避免傳統課程乏味無不僅可以避免傳統課程乏味無
趣的形式趣的形式趣的形式趣的形式，，，，也給予學生進一步也給予學生進一步也給予學生進一步也給予學生進一步開發自我的開發自我的開發自我的開發自我的
潛能潛能潛能潛能。。。。

作業帶來的好處作業帶來的好處作業帶來的好處作業帶來的好處

*傳統課程亦指只依據考試成績為考核的課程



作業的本質作業的本質作業的本質作業的本質

• 是是是是老師與學生之間溝通的橋樑老師與學生之間溝通的橋樑老師與學生之間溝通的橋樑老師與學生之間溝通的橋樑，，，，也就是所也就是所也就是所也就是所
謂的謂的謂的謂的「「「「教教教教」」」」與與與與「「「「學學學學」。」。」。」。

• 巧妙的作業設計可以使得教師巧妙的作業設計可以使得教師巧妙的作業設計可以使得教師巧妙的作業設計可以使得教師了解學生對了解學生對了解學生對了解學生對
於此課程的學習狀況及瞭解多少於此課程的學習狀況及瞭解多少於此課程的學習狀況及瞭解多少於此課程的學習狀況及瞭解多少。。。。

• 對對對對學生來說學生來說學生來說學生來說，，，，作業也是一種引導教學作業也是一種引導教學作業也是一種引導教學作業也是一種引導教學，，，，因因因因
為作業的題目等於就是告訴他們為作業的題目等於就是告訴他們為作業的題目等於就是告訴他們為作業的題目等於就是告訴他們，，，，這門課這門課這門課這門課
可以朝哪個方向去發展可以朝哪個方向去發展可以朝哪個方向去發展可以朝哪個方向去發展，，，，學生可以有更明學生可以有更明學生可以有更明學生可以有更明
確的方向去依確的方向去依確的方向去依確的方向去依循循循循。。。。



作業對作業對作業對作業對教師教師教師教師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

����「「「「貫徹教學理念貫徹教學理念貫徹教學理念貫徹教學理念」」」」����教師對課程的定位教師對課程的定位教師對課程的定位教師對課程的定位

����「「「「達成達成達成達成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師對課程的理念及教師對課程的理念及教師對課程的理念及教師對課程的理念及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檢驗學習成果檢驗學習成果檢驗學習成果檢驗學習成果」」」」����學生作業是否有達到學生作業是否有達到學生作業是否有達到學生作業是否有達到
自我教學理念及目標自我教學理念及目標自我教學理念及目標自我教學理念及目標



作業設計原則作業設計原則作業設計原則作業設計原則

�選擇多樣化

�結合學生既有的興趣與
能力

�結合個人生活經驗

�提供學生觀摩機會

�設立鼓勵機制



選擇多樣化選擇多樣化選擇多樣化選擇多樣化

• 教師須把握一個原則，多樣性選擇仍多樣性選擇仍多樣性選擇仍多樣性選擇仍
須具備課程的專業要求須具備課程的專業要求須具備課程的專業要求須具備課程的專業要求。。。。

• 使學生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選擇一定程度的自由選擇一定程度的自由選擇一定程度的自由選擇機會。

• 擺脫死板規定，融合複習及發掘自我融合複習及發掘自我融合複習及發掘自我融合複習及發掘自我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幫助學生尋找學習目標方向幫助學生尋找學習目標方向幫助學生尋找學習目標方向幫助學生尋找學習目標方向，，，，
擁有自由發揮的空間擁有自由發揮的空間擁有自由發揮的空間擁有自由發揮的空間。。。。



結合學生既有的興趣與能力結合學生既有的興趣與能力結合學生既有的興趣與能力結合學生既有的興趣與能力

• 每個學生擁有不同的性情及材質，學
生對教師在課堂中所講的每個部份未
必都會有興趣。

• 多元化選擇便可以在選擇中埋下能讓
學生的興趣學生的興趣學生的興趣學生的興趣、、、、能力結合的因子能力結合的因子能力結合的因子能力結合的因子。

• 以小組為單位的團隊作業團隊作業團隊作業團隊作業，可以提供
學生很好的機會。



結合個人生活經驗結合個人生活經驗結合個人生活經驗結合個人生活經驗
• 結合生活經驗，挖掘語言與文化相通的特質
或語言與社會問題。

• 例如，語言與文化是不可分離的議題，語言
課堂中會提到許多相關的文化知識，因此作
業設計便可以要求學生找出相同或是異同的
生活中的不同文化，學生可使用不同的形式
如照片、影片、寫作等方式呈現。

• 這樣不僅給予學生創意寫作的機會，另一
方面也讓學習與生活做一個結合。



提供學生觀摩提供學生觀摩提供學生觀摩提供學生觀摩機會機會機會機會

• 教師可設立公佈欄定期將學生作品呈
現，達到全班交流的目的。學生可彼
此觀摩及學習。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公佈作品須取得學生同意公佈作品須取得學生同意公佈作品須取得學生同意公佈作品須取得學生同意。。。。

• 同學可以對別人的作業提出討論、發
表感想；同時可以在上面看到教師評
語，讓大家知道為什麼這份作業寫得
好。如此，學生也可以互相學習。



多媒體技術使用於教學多媒體技術使用於教學多媒體技術使用於教學多媒體技術使用於教學

• 多媒體包括了網路網路網路網路、、、、影音影音影音影音、、、、圖片圖片圖片圖片等別
於一般傳統的文字教學。

• 多媒體的使用可豐富學生練習的形式，
使得學生在聽說讀寫的技能都能得到
更深一步的訓練。

參考牟岭教授耶魯大學多媒體教學探討系列。



網路資源融於教學網路資源融於教學網路資源融於教學網路資源融於教學

訓練技巧訓練技巧訓練技巧訓練技巧 訓練方法訓練方法訓練方法訓練方法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訓練成果訓練成果訓練成果訓練成果

聽 聽力 聲音錄製 藉由影片、聲
音檔訓練聽力。
可搭配生詞及
閱讀練習。

提升學生聽
力及理解能
力。

短片 剪輯影片，擷
取小部分

讀 閱讀 閱讀文章，回
答問題

新聞稿、網路
訊息等貼近生
活主題為主

提升學生對
閱讀、語法、
新詞彙的認
識及熟悉度。語法 語法情境訓練 動畫協助，增

進學習效果

生詞 辨識、生詞表 自製生詞表，
網路習題練習



訓練技巧訓練技巧訓練技巧訓練技巧 訓練方法訓練方法訓練方法訓練方法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訓練成果訓練成果訓練成果訓練成果

寫 寫字 打字 相關課外文化相關
文章，訓練學生基
礎拼字能力

訓練學生對
筆順、基本
拼音的熟悉
度。藉由重
複練習增加
對漢字的熟
悉度。

筆順 筆順
練習網

教育部筆順練習網
http://stroke-

order.learningweb.moe.edu.tw
/symbolStrokeQuery.do

說 聲調 自製音檔
短文音檔

課文、新聞、短文、
生活交際溝通等都
可以成為教材。

學生口語能
力增強，不
只限於課本。

模仿 歌曲 模仿歌手唱歌有助
於學生學習語言。



PowerPoint的使用的使用的使用的使用

• 視覺記憶有效地使學生加強了學習速
度，強化學習效果。

• 課堂容量增加，質量提高。

• 課堂互動提高，網路媒體圖片應用增
加了課堂趣味性。

• 教師強而有力的輔助工作。

參考李戎真耶魯大學多媒體教學探討系列。



如何使用如何使用如何使用如何使用PowerPoint協助教學協助教學協助教學協助教學

�課程提示

�語法講解及操練

�多樣化練習

�使用圖檔、影音檔
增添課堂趣味性

�分組討論



課程提示課程提示課程提示課程提示

• 展示新課關鍵詞和句型�提供學生
初步了解新課內容。

• 講解新生詞�圖文並用可增加學生
對此生詞印象。

• 師生問答探討新課�轉移學生對課
本的注意力，使得課堂提問更有效。



語法講解及語法講解及語法講解及語法講解及操練操練操練操練
圖文並用，增強學生學習效果

中英並用中英並用中英並用中英並用

語法點
重點整理

取自:王雅藝石伊婷應用華語文學系100學年度華語語法設計教學可能補語II 



多樣化多樣化多樣化多樣化練習練習練習練習

• 句子改寫�透過Power Point動畫特效，
教師可讓辭彙隨意移動，讓學生更容易
理解。

• 生活用語�透過PowerPoint可崁入影音
的設計，教師可擷取和語法點相關影音
讓學生先了解後，自行運用。

• 情景描述�往往只能透過單一圖片來造
句，使用PowerPoint後不僅可以將圖設
計成一幅情景，將依句話設計成一段話。



使用圖檔使用圖檔使用圖檔使用圖檔、、、、影音檔增添課堂影音檔增添課堂影音檔增添課堂影音檔增添課堂趣味性趣味性趣味性趣味性

• 設計對話、討論活動�提高真實
性、趣味性。

• 圖片文字�透過一人口語描述，
一人完成簡單任務，可提高學生
之間的交流。



分組分組分組分組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 語言交流�學生使用目的與交流

• 語言應用能力�角色扮演、課堂討論
可確保學生參與課堂，使用目的語。

• 語言實踐�提升學生討論能力



作業設計範例作業設計範例作業設計範例作業設計範例

設計課程以鄧守信教授所編輯的

A Plus Chinese

第五課:民俗節慶為例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 學生上網自行搜尋

什麼是壓歲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壓歲錢的意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文化中有類似的傳統嗎? 你喜歡
這個壓歲錢這個習俗嗎?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近年，紅包設計多變化，請你設計自
己理想中的紅包☺跨文化比較溝通

與生活結合



影音影音影音影音
• 影音可作為聽力練習一個元素，聽後可提
供相關閱讀測驗練習。使得學生在訓練聽
讀技巧時可以了解其文化習俗由來。

*影音連結需住要版權問題影音連結需住要版權問題影音連結需住要版權問題影音連結需住要版權問題



歌曲歌曲歌曲歌曲
• 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 迎春迎春迎春迎春花花花花
• 拜年拜年拜年拜年
• 賀新年賀新年賀新年賀新年

透過家喻戶曉的新年歌曲透過家喻戶曉的新年歌曲透過家喻戶曉的新年歌曲透過家喻戶曉的新年歌曲，，，，歌詞歌詞歌詞歌詞朗朗上口朗朗上口朗朗上口朗朗上口，，，，
旋律簡單旋律簡單旋律簡單旋律簡單。。。。不僅可以提供不僅可以提供不僅可以提供不僅可以提供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習文化最佳學習文化最佳學習文化最佳學習文化最佳
夥伴更可以提供華語聲調練習機會夥伴更可以提供華語聲調練習機會夥伴更可以提供華語聲調練習機會夥伴更可以提供華語聲調練習機會。。。。教師可教師可教師可教師可
購買唱片購買唱片購買唱片購買唱片，，，，在課堂中撥放給學生聽並在課堂中撥放給學生聽並在課堂中撥放給學生聽並在課堂中撥放給學生聽並以填空以填空以填空以填空
方式填寫部分歌詞方式填寫部分歌詞方式填寫部分歌詞方式填寫部分歌詞，，，，學生不僅可以訓練聽力學生不僅可以訓練聽力學生不僅可以訓練聽力學生不僅可以訓練聽力，，，，

也可以訓練口說能力也可以訓練口說能力也可以訓練口說能力也可以訓練口說能力。。。。



語法練習語法練習語法練習語法練習
語法點語法點語法點語法點:甚至甚至甚至甚至……也也也也/都都都都……. 

爸爸工作忙碌，甚至甚至甚至甚至除夕都都都都沒辦法回家吃飯。

除夕夜除夕夜除夕夜除夕夜團圓飯團圓飯團圓飯團圓飯



漢字練習漢字練習漢字練習漢字練習

教師可提供學生紅色紙張，讓學生有寫
春聯的感覺。

待練習過漢字書書寫，便可安排書法體
驗課程。



分組討論報告分組討論報告分組討論報告分組討論報告
• 主要詞彙:年獸、舞龍舞獅、壓歲錢、互道
恭喜、年夜飯、放鞭炮

春節活動習俗春節活動習俗春節活動習俗春節活動習俗 意義意義意義意義 類似文化類似文化類似文化類似文化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 作業設計可多變化作業設計可多變化作業設計可多變化作業設計可多變化，，，，依照學生程度給依照學生程度給依照學生程度給依照學生程度給
予不同的習題予不同的習題予不同的習題予不同的習題。。。。

• 可可可可透過學校提供的線上教學系統如透過學校提供的線上教學系統如透過學校提供的線上教學系統如透過學校提供的線上教學系統如
moodle或是平台或是平台或是平台或是平台，，，，與學生與學生與學生與學生交流或提供交流或提供交流或提供交流或提供
學生更多繳交作業方式學生更多繳交作業方式學生更多繳交作業方式學生更多繳交作業方式。。。。

• 作業設計也是增進師生之間的一種交作業設計也是增進師生之間的一種交作業設計也是增進師生之間的一種交作業設計也是增進師生之間的一種交
流方式流方式流方式流方式!



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

請多指教請多指教請多指教請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