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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語言學習平台最重要的就是學習者使用的頻率。故可善用現成

的社交網路平台，利用其廣泛的用戶基礎及群眾接受度，在其上搭建

合適的教育平台。使學生在此平台上潛移默化地自然學習中文。故以

此精神提出「非學不可」計畫。其內容主要是結合了 Facebook 中三種

師生角色不同定位的子平台，交互搭配使用，創造出互動性高的隨身

教室/學校概念。並期許圍繞著此平台打造出以學生為主體，教學相長

及永續學習的良好學習生態。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a successful language learning 

platform is its high frequency of use among learners. Given its enormous 

user base and wide acceptance, social networking infrastructure 

contributes to a successful platform for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learners on these platforms may acquire Chinese unconsciously. In this 

context, we have been developing the project “非學不可- Playful coercion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basic concept is a three-staged approach, 

alternating the conventional roles of learner and teacher along with three 

distinguished platforms, each corresponding to the learner's rate of 

progress. In this way the platforms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student-centere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upport lifelong learning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關鍵詞：中文網路教學，社交網路平台，永續學習 

Keywords: Chinese web-based education, social network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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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外在環境因素是語言學習的關鍵，海外非中文區域普遍缺乏接觸中文的機會，

而網路教學的優勢正好可以補上這塊不足。網路教育的三無限制（無距離、無國界、

無時間），降低了學習的門檻，提升了學生對中文的接受度 (Qiu，1992）。為了學

生不易因環境因子或教材、課程的缺乏，而不得其門而入，故選擇一項學生頻繁且

容易接觸的網路教育平台來整合各項資源，使學生能全方位且系統性的學習，實有

其必要性。 

儘管我們已經有數個專作教育用途的教學平台，但有其侷限性。因學生容易將

其定位成課堂上的教具，及將其與考試作業做聯想而抱有距離感。往往在下課後不

會主動與之接觸，但語言學習最重要的就是接觸、練習及運用的頻率。故可善用現

成的社交網路平台，利用其廣泛的用戶基礎及群眾接受度，在其上搭建合適的教育

平台，構建一個學生樂於接受的虛擬中文環境。使學生在此平台上潛移默化的自然

學習。 

而之所以選擇 Facebook 更因為其已成為年輕族群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平台本身具有全球化及生活化等特性，且學生族群接受度高。每日長時間且頻

繁接觸，故可以利用此特點，不定期灌輸學生中文資源，使其潛移默化的學習，日

積月累地提升語感，並增加其語言熟練度。這正與中文教育所需要的方法不謀而合。

故取其潛移默化的精神提出「非學不可」計畫。但其實此計畫並不限定於 Facebook，

舉凡現今通用的社交網路平台，如 Whatsapp、Wechat 皆適合，主要取決於教學現

場師生雙方皆慣用的平台為宜，本文在此先以 Facebook 為例作介紹。其內容主要是

結合了 Facebook 中三種師生角色不同定位的子平台，交互搭配使用，創造出互動性

高的隨身教室/學校概念。 

圖 1. 交互搭配的三個子平台 

  

訊息匣 

社團群組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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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路社群融入對外中文學習 

根據 Picciano & Seaman（2010）所說網路課程主要是為了適應教育中的多層次

需要，以及彌補傳統課堂在滿足不同學生需求方面的不足。尤其是網路社群平台與

語言教學領域作結合時，更將激起不同的化學效應，Godwin-Jones（1999）將網路

課程的優勢歸納為：增加綜合性的接觸真實語言的機會、創造具有互動性和吸引力

的學習環境、提供靈活多樣的語言操練機會。這些優勢正好對應到海外中文教學的

需求，為學生提供中文環境及增加深造機會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雖然網路社群平台結合中文教學有如此顯著的優勢，但並不是將中文實體課程

直接照搬到網路平台上即可成功。根據 Coopman（2009）所說網路課程的構建並不

是對傳統面對面版本課程的簡單移植，而是需要經歷教學法上的根本性的改變和對

師生教與學關係的重新認識。顯示了網路社群平台教學其中還有許多要素及策略需

要釐清及實踐才能使整個網路教學社群發揮出最大的效用。下面就將繼續討論網路

平台教學過程中需要注意的要素。了解要素之後我們才能針對後續會發生的困難及

問題提出可能性的解決方案。 

2.1 網路社群平台教學的關鍵要素 

Horton（2000）認為學習者的參與是社群網站的成功因素之一，而教師的態度

又是影響學習者參與的重要因素。因此教師是否也積極參與網站活動或與學習者的

互動是否足夠，也會影響學習者的參與意願。這表示了教師如果沒有適當的策略來

調動學生的參與性及積極度，即使課程內容再好，也無法使網路平台教學順利運行。

Martz、Reddy & Sangermano（2004）的研究顯示，師生互動、活動參與公平性、網

站內容、使用科技能力是影響課程網站成功的因素。由上述可知，在網路平台教學

過程中，不只是教師及學生須認識到自己的角色，師生以及生生間的關係也須找出

適當的互動模式。因此，建構一個具備有高互動性的網路學習環境，才能在互動過

程中讓學習者逐漸形成共同的學習經驗，讓彼此的社群意識共同成長以開創出成功

的網路教室，如果再配合傳統課堂所學，充份達到知識分享和創造、資源共享和交

換、經驗和情感交流等目的，才是善用新科技產物的 E-learning，進而實現學業成長

和提升學習品質之教育最終目標（Chang & Tang，2002）。下面將繼續進行更實際

層面的問題探討，以期能更真切的了解網路平台上師生間的教與學關係。 

2.2 網路平台教學實施問題與策略 

2.2.1 時間管理 

網路雖有無限空間及無限時間的優點，但若無適當管理及引導，這些優點卻也

有可能反過來造成教師及學生的困擾。為了提供線上的即時回饋，教師負有相當重

的時間及精神壓力，像是 Al-Balooshi（2002）指出，教師須付出比傳統教室課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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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的努力與時間在管理線上課程、了解學生的參與情況、參與討論並回覆每一個

學生的問題等工作上。不只是教師，Hann、Glowacki-Dudka&Conceicao-Runlee（2000）

及 Stratfold（1998）還提到時間壓力是大部份線上學習者常會面臨的問題。所以若

無良善的教學過程設計，將只會徒增教師與學生的負擔，大大減損了網路平台教學

成立的美意。 

2.2.2 教學秩序 

另外就是讓整個教學過程順利運作的教學秩序問題，Kearsley（2000）談到如

何讓參與者能順利討論；參與者常會張貼不適合的內容於主題內，使討論次序錯亂

等常見的問題。Kearsley（2000）還提到線上學習社群的挑戰之一為大部份的教師

缺乏主持協調與引導輔助的技巧，這也是教師進行線上教學前需接受教育訓練的重

要內容之一。未作好周詳的網路互動規劃，網路教室不僅無法發揮輔助教學的作用，

更可能造成教師和學習者雙方的負面經驗（Tsai，2001）。由此可知，若沒有恰當

的管理，整個網路教學過程將會失序，並產生反效果。 

2.3 解決方案 

所以綜合上述的論點，筆者整理出影響網路平台教學成功的兩個方向： 

一. 教師如何運用有限的時間及策略，適當且有效率的引導整個網路教學秩序，

讓眾多發言及知識分享不致失控及脫序。且同步掌握多個不同程度學生間的進度，

顧及到所有學習需求及公平參與的精神。 

二. 如何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引導學生積極參與的意願，並在顧及到公平參

與的精神下賦予學生適度的責任。 

再更簡約的說，就是妥善處理好網路平台中教師與學生各自的定位及關係，讓

其在整個教學互動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方法發揮出最大的功用。 

因此為了妥善處理這些要素，故筆者提出「非學不可」教學方案，運用三個互

有聯繫的子平台來梳理整個網路教學過程中的所有關係，為教師排出最省力省時的

管理方式以減輕負擔。並為學生們騰出最合適的發揮空間而不致互相干擾混亂。三

個子平台的定位及功能整理如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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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個子平台的定位及功能 

 訊息匣 社團群組 粉絲專頁 

主持人 - 老師與同班學生 高年級學生輪流擔任 

參與者 以學生個人為單位 以班級為單位，不對

外開放 

以學校為單位 + 對

外開放 

功能 ◇ 個人作業繳交 

◇ 即時隨堂測驗 

◇ 錯誤修改 

◇ 疑問解惑 

◇ 課題討論 

◇ 團體互動學習

活動 

◇ 開放式團隊協

同測驗 

◇ 學生作品預審 

◇ 班級內部意見

溝通 

◇ 學生作品成果展

示 

◇ 班際間互相交流 

◇ 中文推廣 

◇ 學生學習網路平

台經營 

◇ 校友永續學習 

學生於平

台中的角

色 

知識接受者 知識參與者 知識傳遞者 

老師於平

台中的角

色 

知識傳遞者 知識參與者 從旁協助者 

 

由上表可了解到藉由不同平台的定位，不同程度的學生以及不同來源的資訊將

會自動分類歸納，學生知道各個平台的功能就會清楚自身在各個平台所該進行的活

動，所該分享的訊息。整個教學秩序將能進行自我調節，讓老師省去不少煩瑣的平

台管理事務，更能專注於教學上，也讓學習脈絡更加條理分明。幫助教師掌握各個

平台以及所有學生的進度，更易於協調整體的教學節奏。 

另外教師與學生在各個平台中將會擔負不同的角色，隨著學生的程度由低到高，

教師的角色身分逐漸淡出，而學生的角色身分則相應著提高份量。除了讓教師能將

有限的精力傾斜分配於較需引導的初期學生之外，還騰出足夠的平台空間，讓學生

能以小老師及平台經營者的身分充分發揮，而不致於與教師的工作產生重疊，也藉

由多個不同定位的子平台盡可能為各種類型的學生騰出適合交流的空間，才不會互

相干擾混亂。 

下面將會繼續列出「非學不可」中的四個特點，希望能為釐清中文教學平台上

的角色，促進多方的良性互動，及增進整體的教學效果提出更進一步的解釋。 

3. 「非學不可」計畫特色 

整體「非學不可」教學平台有下列幾項主要特色： 



游欣恩、劉冠賢                                      「非學不可」——與學生共築隨身教室 

© 2015 The Authors. Compilation © 2015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22 

 

3.1 角色變換 

中文教學最重要就是增加學生練習運用的機會，但如何引導學生克服害羞感勇

於開口表現始終是中文教師的重大課題之一，且鑑於課程時數的有限性，如何提供

每位學生平等且充分的表現機會也是需要費盡一番思量。而「非學不可」計畫則希

望能提供一種能同時解決這兩項問題的思考方式。 

普觀眾多社交群組教學大多以單一平台構成，集合所有學生及知識於一體，這

對活絡學習氣氛以及刺激思考碰撞有相當正面的幫助。但若學生人數較多或是程度

不一時，就無法保障學生所提供資訊材料的正確性，若無另外的平台進行篩選，直

接顯示於公眾目光前，許多學生可能因此被誤導，吸收了錯誤的知識。且單一平台

容易由程度較好或較為活潑的學生占據發言權，擠壓到其他學生的練習空間，那就

失去平等增加學習機會的精神，甚至會影響所有學生的學習氣氛。所以非學不可計

畫希望能透過多層次的子平台來作為緩衝，層層過濾，對不同平台配以合適的知識

範圍及討論方式來引導整個學習過程，以管控平台的發言秩序及保障知識的正確

率。 

緊接著就是如何引導學生克服害羞感的問題了，因為語言學習的初學者一開始

往往對自己沒自信，不敢在公眾前表達或參與討論，若貿然提供一個公開的網路平

台，學生極有可能因為自信心的缺乏而不去運用，那就失去網路教學增加操練機會

的本意了。故希望透過三個子平台，分階引導學生於三個子平台間扮演不同的角色，

由一開始的不公開私下傳授開始，逐步建立學生的實力及自信，再到中等程度的半

公開，讓學生逐步適應在別人面前展示自己中文的情況，以建立學生開口說的習慣

及產生對中文的認同感，最後累積一定作品及具備適宜中文水平之後，再進入對外

公開的平台，逐步提升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重要性，徐徐善誘、循序漸進，使學生

在心態上逐漸調適習慣，融入參與甚而挺身主導。學生將從最初單純知識的接收者

成長為教學過程的參與者，最後並一躍成為知識的傳遞者（Chen & Shih，2001）。

這種心態的轉變不只能幫助學生克服內心的障礙，更能超越課堂知識的極限，找到

無限的可能。 

1. 三種不同層次的子平台結合。逐步引導學生成為教學主體。 

2. 學生之間的薪火相傳。使學習經驗及熱情可以延續下去。 

3. 師生共同經營平台，引導中文教學相長。 

4. 永續學習，學習不因修課年限結束而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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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接受者 

知識參與者 

知識傳遞者 

圖 2. 學生於三個子平台間的角色提升 

3.2 薪火相傳 

網路學習社群裡另一個重要的關係就是學習者之間的互動。Jonassen, Peck & 

Wilson（1999）指出網路學習社群乃成員透過追求共同目標，並彰顯彼此信任、對

話溝通、相互支援、分享價值與經驗、尊重多元等特徵而得以建立。所以在非學不

可計畫中雖已透過三個不同程度的子平台，對不同程度的學生及知識進行分流，以

期建立教學秩序。但不代表各學生群相互間就沒有聯繫及交流。仍繼續透過教學分

享機制，互相借鑒參考。各年級各平台間的關係環環相扣，相輔相成。 

高年級可藉由分享及成果展示記錄自己的學習經歷及思考過程，並可在與其他

學生交流的過程中得到回饋，方便進行最後的總結及反思。中年級學生則可透過觀

摩高年級過往的學習歷程，了解整個學習脈絡，減少可能重複發生的學習錯誤及癥

結點。有了先行者的經驗分享作為參考也能幫助初學者對中文文化建構一個較為完

整的概念，心中存有「別人能，我也行」的踏實心態有助於學生訂立合適的學習目

標及建立信心。這些因素顧及到到低中高年級學生的需求，促使年級間互助合作，

知識及經驗互相分享傳承，形成良性循環的學習生態。 

3.3 教學相長 

老師與學生將共同經營此平台，共同推廣中文教學。賦予學生經營者的角色，

將使學生對中文產生認同感甚至責任感，而不再是以往「你教我學」的被動心態。

學生會感到有義務維持平台上的教學過程是否順暢、討論氣氛是否熱烈，甚至互相

督促學習，合力拉拔整個團體的中文水平。對整個教學起到一個正面積極的作用。 

在其中不只學生的角色改變而已，老師的身分也會有所調整。舉凡學習環境的

設計，班級氣氛的營造，補充文化教材的提供等傳統教師的工作，將逐漸卸下，轉

由學生接手。使學生嘗試擔任「小老師」亦或是「主持人」的角色將有助學生從不

同的角度看清一些教學過程中的盲點，並進而產生更深層次的體悟，最後回饋至整

個教學過程。老師也可藉由退居輔導者的角色，拉開視野，以旁觀者清的心態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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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學生的思維邏輯，進而調整後續的教學方向。此雙向交流過程中不斷地腦力激

盪及思維磨合，不只會同時拓展中文「教」與「學」的深度及廣度。更會減少師生

間的想法落差，使教學目標更加精準確實。 

3.4 永續學習 

很多網路平台都有帳號及資格限制，這樣雖然方便管理教學進度及分配教學資

源，但卻缺乏向外推廣展示的機會。且學生於畢業後就失去登錄資格，也使得學生

及整個平台後續的發展產生了些許的侷限性。整個平台的知識量封閉於有限的領域

內，缺乏外來的刺激及後續的延展性，那就像在無邊無際的網路世界畫地自限一樣，

實為可惜。圍繞著「非學不可」平台進行學習將可以消除時間及空間的隔閡。子平

台中的粉絲專頁不但對外開放，以期吸取外界的意見及知識。且學生的資格將不會

因為畢業或停止修課而終止。學生仍可持續在此平台的基礎上延伸進修，永續學習，

並不斷將新的知識及觀念回饋到中文教學的發展上。非學不可平台將因此具有源源

不斷的自我成長能力。更可以建立學生的認同及歸屬感，一起帶動中文教學的發展，

促使平台本身成為無可限量的教學有機體。介紹完以上的特色，接下來將進入更實

際的操作層面，以三種子平台結合多項活動進行概略性的介紹。 

4. 「非學不可」教學方法介紹 

4.1 基本架構介紹 

 鎖定學生群是非中文母語的高中及大學以上的學習者。因學習者需具備足夠的

心理成熟度及思考理解能力，才適用於「非學不可」計畫中的心理角色轉換。 

 以實體班級為主要基礎班底架構社團群組進行教學。相同中文程度分班，方便

掌握齊一的教學進度。 

 虛擬與實際活動作結合：現實課堂上的優秀表現可以以多媒體的方式分享至網

路平台；網路平台上的優秀作品也可以匯聚起來改由實際活動方式呈現（如成

果展、中文日等現場活動），虛擬與實際的雙向結合給予學生更多元化的分享

模式。以足夠的空間誘導出學生的表現慾及潛力。 

 師生共編補充教材：根據中文課堂主題，由全班協力合作搜尋相關資料，最後

由學生及老師一起進行資料篩選及統整，並彙整成報告，作為補充教材分發全

班一起學習。由於資料收集及編選的過程學生皆有參與，故學生對教材的興趣

及接受度較高。內容的實用性也更符合學生需求。 

 「非學不可」計畫教學週期為三個階段，依程度區分為低中高年級。下面先以

三年六學期作期段介紹。可依照各學校的實際課程及需求進行調整。 

 需特別提到課程終止學生（下皆以校友稱之）仍可持續回到平台進行學習及經

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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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 - 準備期 

上學期： 只利用訊息匣進行中文教學。為下學期成立社團群組做準備。之所以

不一開始就成立社團群組，是因為學生的知識量仍不夠，可能因討論

量不足而影響班級社團氣氛，無法達到應有的教學效果，故需要一個

知識前備期做緩衝。 

下學期： 正式建立班級為單位的社團群組，進行團隊任務型教學，並整合各項

教學資源及累積學生作品。 

中年級 - 銜接期 

上學期： 學生作品累積至一定數量，經由老師及學生合力篩選合適之作品，發

表至對外公開的粉絲專頁，提高學生的參與率。 

下學期： 引導學生踴躍參與粉絲專頁的課題討論並逐漸接手粉絲專頁的經營。 

高年級 - 成熟期及交棒期 

上學期： 主持粉絲專頁、舉辦網路暨實際活動以及進行定期課題討論（每週一

個主題，由高年級學生輪流擔任主持人，一學期共 15 個主題。高年級

為主導，中年級從旁協助，低年級旁聽兼適當參與。）。 

下學期： 逐漸把經營權力移交給中年級學生。開始整理過往的學習歷程及資料，

放進社團群組作備份，以利日後的複習及進一步的進修。 

校友 

可持續參與粉絲專頁中的課題討論，並進行學習經驗專題分享。 

4.2 活動 

活動設計的主要概念如下： 

訊息匣 – 學生單純扮演學習者的角色，充分回應及吸收老師的基礎教學。 

社團群組 – 讓學生們互動學習並試著扮演起小老師的功能。  

粉絲專頁 – 除了讓學生更為主動的學習之外更背負起向外推廣中文及網路平台 

    經營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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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於三種子平台可進行的活動 

訊息匣 以記錄學生的學習狀況，跟蹤進度為主 

繳交語音作業及進行即時隨堂測驗以做為學習歷程記錄。 

社團群組 活動設計以加強同班學生間的互助合作學習為主 

開放式團隊協同測驗： 

互相指名答題 － 學生答題後，需另出一道題目，並指名下一位同學回

答。 

補充：除了老師外，學生間也可互相提示錯誤，惟須注意答案若有錯誤

不可直接修改，需在新對話框進行訂正，主要是為了保留錯誤歷程紀

錄，以利進行日後的檢討。 

粉絲專頁 活動設計以帶動班際間的競爭來激發學生的潛能為主 

支援前線競賽： 

根據中文相關主題，由數個團隊進行任務達成競賽，由學生輪流表現，

不可重複，需達成全員參與的效果。可廣邀外界人士協助完成任務，誰

先達到目標者獲勝。      

5. 結論 

此計畫最重要在於過程中賦予學生的責任及角色，使學生兼具部分老師、評審

及平台經營者等多重身分。而不只是傳統教學中單純的被動接受者，更是主動的知

識提供者。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教學相長。不只提升了學生對中文的認知，更提升了

學生對中文的認同感。 

此計畫已經由筆者於所任教的奧地利主流學校中初步實踐，獲得不錯的回應。

以往奧地利主流學校學生礙於對中文的認知不足，且基於對學業成績的考量，不敢

放膽選擇中文做為修習學科，所以中文課程在奧地利主流學校的發展規模一直無法

展開，但在施行非學不可教學計畫之後，藉由已修課學生的經驗分享，及網路成果

的展示，讓其他學生可以親身感受並了解到中文課程的可行性。不但吸引了更多學

生於低年級時即投入了中文課程的學習中，也於 2013 及 2015 年分別舉行了首屆及

第二屆的奧地利中文高中畢業會考，國家會考定期的舉行也奠定了中文教育在奧地

利中學階段的根基。 

之後更期許圍繞著此平台，吸引到更多潛在對中文有興趣的學生，並能延續及

保存學生的熱情，不會因課程結束或外在因素，而中斷對中文的學習，更能不斷對

後來的學習者傳承其學習經驗。藉由學生持續的反饋，促進此教學平台的自我成長，

帶動中文教學的發展，將可能成為十分具有前瞻性的教學有機體，朝著永續經營的

課堂為目標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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