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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語法教學的限制

• 傳統語法教學中，教師常用言語描述、圖片展示、角色扮演等方式塑造語

境進行教學，但這些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例如：言語描述語境並不直觀，也必須確定學生的中文程度達到一定水平，

不適合初級語法教學。

• 圖片展示雖然直觀，但往往需耗費大量時間在教材的準備，圖片本身的大

小、顏色、寓意等，亦對教學效果有很大的影響。

• 角色扮演往往放在語法教學的後期，在前期使用有許多不易控制的因素，

例如學生吸收狀況不一等，事倍功半。

汝淑媛。《語境理論與多媒體對外漢語語法教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電化教育期刊。總第291期。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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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教學結合多媒體素材

• 多媒體教學結合文字、聲音、影像，能夠具體呈現語法內容，也能塑

造逼真的語境。

• 呈現的基本型態：文字數字、靜態影像、動態影像、聲音、繪圖。

－舒兆民。線上網路資源與華語文多媒體教學。

• 優點

– 省去準備教具的時間，增加課程容量。

– 透過素材具體呈現語境，展示語法意義。

– 增加學生吸收資訊的路徑，例如視覺、聽覺等。

3



簡報製作語法教學教材範例分享

----以「可能補語」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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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子倒了杯子倒了杯子倒了杯子倒了…………

衣服衣服衣服衣服髒了髒了髒了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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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衣服________。
(結果result)

上個星期我們學了…

沒洗乾淨沒洗乾淨沒洗乾淨沒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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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星期我們要學…

這件衣服洗得乾淨洗不乾淨洗得乾淨洗不乾淨洗得乾淨洗不乾淨洗得乾淨洗不乾淨？
（可能性po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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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衣服這件衣服這件衣服這件衣服洗得乾淨洗不乾淨洗得乾淨洗不乾淨洗得乾淨洗不乾淨洗得乾淨洗不乾淨？？？？

or 這件衣服這件衣服這件衣服這件衣服洗得乾淨嗎洗得乾淨嗎洗得乾淨嗎洗得乾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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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洗得乾淨洗得乾淨洗得乾淨洗得乾淨… （可能）洗不乾淨洗不乾淨洗不乾淨洗不乾淨…

9



可能可能可能可能補語補語補語補語

• S  + V + 得得得得////了了了了 +

可能補語放在動詞的後面，用來說明、詢問、猜測、或

回答動作是否可以達到某種結果或情況。

Potential complement is always behind the verb.it is used 

to explain, ask, guess, or answer whether an action could 

reach to a certain result or situation.

5 u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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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牠牠牠跑跑跑跑得得得得快快快快嗎嗎嗎嗎????

(1) S  + V + 得得得得////了了了了 + 形容詞adj./動詞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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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那麼胖，一定跑不快！

THAT’S WHAT 

YOU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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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牠牠牠跑跑跑跑得得得得很快很快很快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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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得著? 
睡不著?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喝了喝了喝了喝了
很多茶很多茶很多茶很多茶…………

應該睡得
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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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著了... 睡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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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一猜猜一猜猜一猜猜一猜，，，，她她她她吃吃吃吃得得得得下下下下嗎嗎嗎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I4JHvdFBME 16



(2) S  + V + 得得得得////了了了了 + 來／去

上

下

進

出

回

過

起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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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搬得進去搬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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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太小，桌
子恐怕搬不
進去…。

搬得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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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很高山很高山很高山很高

汽車開得上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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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時間練習時間練習時間練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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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掃得乾淨嗎小孩子掃得乾淨嗎小孩子掃得乾淨嗎小孩子掃得乾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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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不乾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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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得乾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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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乾淨了掃乾淨了掃乾淨了掃乾淨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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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飯前，寫得完功課嗎？

a. 寫得完功課。

b. 寫完了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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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吃飯前，把功課寫得完。

b.我吃飯前，把功課寫完了。

功課寫完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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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得懂聽得懂聽得懂聽得懂嗎嗎嗎嗎????



下課囉下課囉下課囉下課囉!!!!



教學簡報常用技巧分享
【Microsoft Office 2007】

• 利用簡報的動畫效果可以簡單的製作題目。

最基本的如：按一下滑鼠出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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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衣服________。
(結果result)

沒洗乾淨沒洗乾淨沒洗乾淨沒洗乾淨



動畫→開啟【動畫窗格】→新增動畫→設置動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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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欲設置動畫的項目

選擇想要的動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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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衣服________。
(結果result)

沒洗乾淨沒洗乾淨沒洗乾淨沒洗乾淨

Group 4（女生頭像）

進入效果：放大及旋轉

出現：按一下滑鼠開始

圓角矩形圖說…（對話框）

進入效果：隨機線條

出現：接續前動畫

文字方塊38…（答案）

進入效果：隨機線條

出現：按一下滑鼠開始



教學簡報常用技巧分享
【Microsoft Office 2007】

• 可以利用進階的動畫效果描述語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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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進去了搬進去了搬進去了搬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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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影片路徑的動畫效果



群組40（搬運工人）

1. 新增動畫→設定影片路徑

(弧線或自訂路徑皆可)

2. 再一次新增動畫→強調效果(縮小)

→與前動畫(影片路徑)同時

3. 再一次新增動畫→結束效果(淡出)

→接續前動畫(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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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進去了搬進去了搬進去了搬進去了!!!!



教學簡報常用技巧分享
【Microsoft Office 2007】

不同的動畫組合，會產生不同的動畫效果，

教師可以運用創意，自行設計出符合教學需求的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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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簡報常用技巧分享
【Microsoft Office 2007】

�嵌入網路影片的方法 (須網路連線)

� 一般要在教學時播放影片，會在簡報中附上影片連結

（耗時），會是直接下載影片內嵌至簡報（容易侵犯

版權）。

� 除了以上兩種方式，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在簡報中嵌入

影片連結，直接連接網路觀看影片，快速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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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開發人員】→ 【其他控制項】 →【shockwave flash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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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播放視窗大小

點擊【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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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上網址，並做修改

網址修改方式：

【原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
v=cI4JHvdFBME

刪除「watch?」
刪除「=」，換成「/」

http://www.youtube.com/watch?
v=/cI4JHvdFBME

【修改後網址】
http://www.youtube.com/v/cI4JH
vdFBME



使用簡報教學基本原則

� 同一張投影片內容不宜過多，圖片明確具體為主，不需放入過

多裝飾，以免學生模糊焦點。

� 字體不宜小於20號字，基本上以26號字以上為佳，教師可根據

簡報內容自行調配。

� 色彩不宜過多，以免造成眼花撩亂的效果，對比色為佳。

� 若在簡報中嵌入影片、聲音檔，所有檔案必須放入同一個資料

夾中，以免電腦無法辨識路徑，播放失敗。

� 使用簡報教學進行速度比一般教學快，容易忽略細節，教師應

隨時注意學生學習狀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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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多媒體只是教學輔助工具，教師在設計教案、進行活動時，

還是要遵循基本的教學原則，例如：由淺入深等。

• 多媒體素材內容豐富、有趣，能夠吸引學生注意力，但教

師仍應把持主導課程的角色，避免學生錯失學習焦點，才

能有效的運用素材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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