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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同步視訊教學設計，將美國的華語學習者（N=40）與臺灣的華語教學教程學生

（N=20）一對一配對，由華語教程生與美國學生以華語文互動完成指定作業，藉此增進美國

學生與華語母語者之真實學習體驗，並豐富華語教程生之華語文教學經驗。本研究採準實驗設

計，40 位初級華語學習者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研究發現：控制組學生聽力第一次測驗成績

平均值顯著優於實驗組；實驗過程中，實驗組在第二次聽力測驗成績接近控制組，已無顯著差

異；而第三次聽力測驗中，實驗組的聽力成績（Mean=94.70, SD=9.93）顯著優於控制組

（Mean=77.38, SD=26.82），at level .05，t[38]=-2.71，p<.05。實驗組學習者認為視訊活動能增

進其聽說能力與學習動機。量化與質性研究顯示，具有教學設計之視訊活動對學生華語文聽力

學習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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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科技對教育的影響 

當科技發展迅速，使地球成為人類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整體。而地球某一區域的

發展可能對另一端的個人或社群的生活產生影響。「當代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變遷，

似乎已經超出一國政府或是國民對於這些變遷的限制、質疑或抵抗能力。換言之，

『全球化』強烈地突顯出『國家』政治活動所面臨的種種限制」（Held、McGrew、

Goldblatt 與 Perraton，1999/2001）。因此，突破國界的限制與認知，成為現今瞭解全

球化的模式（顏佩如，2007）。全球化概念更新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圖像，亦更新了

現今世界的教育議題；教師和學習者把網路視為得到教學與學習資源的主要媒介，也

使得現今的授課和學習型態產生重大改變（徐新逸、林燕珍，2004）。而今，教育學

生擁有跨時間、跨文化與不同人種合作，蒐集相關資訊的能力以及尊重理解彼此文化

的態度，才能為世界共同的未來做更好的規劃。 

新冠肺炎（COVID-19）傳播亦因全球化而傳播到世界各地。為了有效控制

COVID-19 傳播，全球經歷了史上最大的停課潮。據統計，2020 年四月 90.1% 學生面

臨停課，194 國家封城為了因應 COVID-19，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建議學校與老師使

用科技進行遠距教學（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20）。在 COVID-19 病毒變異的後疫情時代，我們誠摯希望本研究結果在人與人面

對面的連結被斬斷的時刻，能提供教育者可行的遠距教學模式，確保遠距模式下的教

學成效。 

二、華語文教學之異地失衡現象與可能解決方案 

現今華語文教學已有異地華語文師生失衡的情況，亦即是，外籍華語學習者往往

身處非華語社區，缺少跟華語母語者互動、練習華語的機會；而在華語國家，華語文

教師亦有對外籍生實戰教學的經驗需求（曹逢甫，2007；吳惠萍、蔡德祿，2008）。

而如上一段的教育論述，培養學生擁有全球公民意識，與跨文化合作技能有其迫切

性。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以網路科技聯繫身處異地的外籍學生與華語教程生，

讓華語文教程生教導外籍學生華語文，外籍學生增進教程生之華語教學經驗。如此教

學相長的遠距合作模式是互惠雙贏的模式--既可提供學生自然真實的華文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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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培養教程生的實際華語文教學經驗。研究者引用視訊溝通學習方式，將教程生與

外籍學生視為一遠距溝通小組，運用學習理論，設計此一遠距教學研究。研究者將探

討以跨語言與跨文化為目標之同步視訊華語文教學模式，對於華語文學習者之助益。

現今網路科技實施外語教學是二十一世紀的教育趨勢，而跨國研究資料有其相對不易

蒐集的情境，但本研究者以為，在全球化趨勢發展的當下，跨國與跨文化研究有其必

要性與需求性，故排除跨國與跨文化種種困難（如兩地時差、跨國之文化與法規差

異），完成此研究。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是以發展跨國同步視訊溝通學習，並研究其成效為目的。透過跨國教學合

作中，本研究者探討同步視訊溝通學習模式對於華語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試圖回答以

下的研究問題與驗證其假設： 

（一）同步視訊學習設計對實驗組之聽力表現是否有正面影響？ 

1、 同步視訊學習設計的實驗組在聽力測驗二的表現顯著優於控制組。 

2、同步視訊學習設計的實驗組在聽力測驗三的表現顯著優於控制組。 

 （二） 實驗組對同步視訊學習設計的觀感如何？  

貳、文獻探討 

本節將先由網路世代與之前世代學習上的差異切入，再說明本研究活動設計的學

習理論基礎，最後再陳述相關的研究文獻。 

一、網路世代的興起 

學者們將出生於一九八零年代後，與網路科技一起成長的世代稱為「網路世

代」。上網成為這一世代的生活常態，他們每天上網超過一個小時，網路成為他們主

要訊息取得的管道。因為如此，網路世代擁有和其他世代不同的思考、溝通與學習方

式（Tapscott, 1998; Prensky, 2006; Barnes, Marateo, & Ferris, 2007）。Oblinger 和

Oblinger（2005）認為網路世代易對傳統學習方式感到無聊，他們傾向自我導向學

習，偏好互動的學習環境和有意義的學習經驗。 

Tapscott（1998）認為，世代間差異與變化，主要源自網路世代上網搜尋資料的

習慣。前世代較傾向被動接受權威者（如老師、電視主播及官方政府）的資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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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更傾向在網路上搜尋資訊，自我判斷相信何種資訊。網路世代的網路搜尋習慣，

可能讓網路世代成為比前世代更獨立的學習者。Hay（2000）發覺網路世代較傾向自

主發問式的學習方式，而非只是吸收放在眼前已整理好的訊息與知識。但學者們也認

為，面對漫漫資訊大海，網路世代更需要教育來擁有批判性思考，與獨立判斷的能

力，來判斷消息的正確與否、進一步訊息的整合與處理（Oblinger & Hawkins, 

2006）。但同時，也因為網路上的資訊垂手可得，可能「寵壞」了網路世代。學者也

發現在教育情境中，網路世代較無耐心，無法容忍自己問的問題無法被即時回應。如

Hay（2000）提出一個案例來說明上述的情況。一個澳洲小學生在傳統教室上課時，

對老師問，「袋鼠吃什麼呢？」老師說他也不知道，但保證之後會為學生找出答案。

此時，這名學生立即從座位站起來，跟老師說，他可以現在用教室電腦上網找答案，

這樣比較快。網路世代需要的不只是答案，還有即時的回饋與反應。網路世代必須得

到對方即時的回饋，才能決定下一步該怎麼做或如何因應。再者，網路世代在學習情

境中無法得到即時回饋與訊息，易造成網路世代的不耐及學習挫折感（Hamid, Akhir, 

& Nazir, 2015）。 

除此之外，網路世代也是體驗式的學習者（experiential learners），他們喜愛從做

中學習，而不是被告知要做什麼。如同電玩任天堂的遊戲機制，網路世代傾向縱身跳

進冒險旅程，嘗試錯誤、失敗再重新再來，直到通關為止。網路世代也用同樣的心理

面對學習中的疑難與挑戰，在親身嘗試與探索中學習（Prensky, 2006）。Hamid 等人

（2015）根據之前文獻歸納的網路世代學習特質，在該州研讀社會科學領域、不同階

層的學生（大學前、大學生、研究所）中隨機抽樣了兩百零三名，進行問卷調查。有

效填答者為一百九十三份問卷。結果發現，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的確具有上述的某些網

路世代特質與學習方式。研究顯示，年輕世代是（1）善於使用網路科技因應生活所

需，如找資訊、購物、社交等；（2）期待訊息、答案、回饋即時可得；（3）偏好

「從做中學習」的體驗式學習者。Iftode（2019）也對 114個網路世代（包括大學生與

研究生）施行學習方式問卷，以 Felder & Soloman Index（ILS）對網路世代四個學習

面向進行調查：處理訊息、感知訊息、接收和理解訊息。結果發現，網路世代傾向自

主和獨立學習，且有強烈慾望決定自己學什麼和怎麼學。 

綜合以上，Hamid 等人（2015）建議教育者及學者應該留意網路世代的學習特質

與模式，來因應與規劃網路世代的學習。正如 Barnes 等人（2007）所言，教育者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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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網路世代已經具備的技能，來深化與增強學生們的學習。本研究的研究者希望能

夠針對網路世代的學習方式與特質，設計出適合網路世代的教學設計，增加網路世代

的學習成效。 

二、同步視訊活動之學習理論基礎 

本研究同步視訊活動以 Long（1996）的互動假說 （Interaction Hypothesis）以及

維高斯基的社會文化論（Vygotsky’s Sociocultural Theory）與鷹架學習 （scaffolding）

為基礎而設計。 

Long（1996）主張對於第二語言學習者，習得目標語（target language）最好的方

法之一，就是使用目標語與他人溝通互動。而真實語言情境中的互動（authentic 

interaction）過程讓二語學習者明瞭自己的使用目標語所犯的錯誤，或對目標語認知的

缺乏，因此尋求正確的語言資訊或修正目標語上的錯誤或補足目標語的缺乏，最終習

得此目標語。而維高斯基（1978）觀察小孩解決問題過程發現，在比自己能力強的同

儕或成人協助下，小孩能超越己身目前的能力而完成更難的工作。因此他提出「近側

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的概念。學習者有兩個層次：實

際發展層次（個體獨立問題解決能力）和潛在發展層次（在成人或較強同儕合作帶領

下所展現的問題解決能力）。而這兩個層次間的差距就是「近側發展區間」。而鷹架

學習概念就是 Wood、Bruner 與 Ross（1976） 從「近側發展區間」的理念中衍生出來

的。雖然維高斯基從未使用「鷹架」這詞，之後學者對「鷹架」這個詞有不同的認知

與詮釋。但一般來說，鷹架廣為人所接受的概念為: 教師或同儕以文字或口語形式的

語言互動，給予學習者關鍵性的引導，協助學習者完成一項學習活動，達到成功學習

的目的（徐椿樑，2001；Warschauder, 1997）。 

本研究者運用以上理論設計本研究一系列活動作業，將參與者分組，透過同步視

訊（實驗組）或面對面（對照組）進行即時互動，協同完成作業。小組內雙方必須跟

對方互動，以取得必要資訊才能完成作業。參與者互為鷹架，可經由對方的回應，讓

自己意識自己的華語知識或用法是否正確，從而修正錯誤，進而協助參與者超越獨自

學習可達到的表現，提升學習成效。 

三、同儕學習成效上的研究 

同儕學習通常被定義為「學習者並非專業的老師，互相幫助彼此學習，透過教學

來加強己身的學習。」（Topping & Ehly, 1998）。因為學習對象是同學平輩，相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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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壓力較低、彼此的認知能力也相近，更有益於同儕的學習（李建億、胡政文，

2018）。崔夢萍（2006）在國小之國語教學，進行同儕協助學習策略（Peer-Assisted 

Learning Strategies, PALS）並發展電腦教學管理系統的研究。其研究以台北市某國小

三年級六十九位學生，其中三十四位為實驗組，三十五位為控制組。實驗組之 PALS

活動皆由兩人小組一對一，一位學生為指導者（tutor），另一位為學習者（tutee），

而後交換角色。控制組則實施大班或 6 人小組國語文教學，教學內容與時數與實驗組

相同。在為期十二週的研究後，實驗組學生在國語定期考查成績及閱讀理解測驗之表

現顯著高於控制組。 

李建億和胡政文（2018）針對 154 位國小五年級學生做研究，將學生分成三組: 

實驗組採動態分組策略組成同儕學習；控制組一採隨機方式組成同儕學習；控制組二

則採用先前電腦成績分組作同儕學習。研究結果發現電腦課程使用同儕輔助學習策略

可以有效幫助學生學習，其中以成績分組或動態分組比隨機分組較佳。 

很多專家學者也將同儕合作學習應用在語言學習上，並發現在同儕合作學習中，

學習者可以透過討論、溝通、分享、模仿等社會化影響，促進語文學習效能與認知

（張國恩等人，2012）。將同儕學習運用在華語文閱讀寫作教學上的研究則有彭妮絲

（2011）針對 22 位在台就讀大學之越南學生，因該班學生之華語文能力差異大，除

了採取雙語合作統整閱讀寫作法之外，並輔以同儕學習，藉由同儕互動學習以提升華

語能力。該研究之量化結果顯示，越南學生的學業成績有顯著進步。 

四、電腦媒介溝通ＣＭＣ在第二外語教學的應用  

現今科技進步觸發電腦媒介溝通（ 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簡稱

CMC）在第二外語教學上的應用。此等跨語言與科技應用的研究領域，就是以電腦為

溝通工具進行第二外語的學習，超越傳統教室的束縛。電腦媒介溝通可能是同步的，

如視訊會議、聊天室、即時通。也可能是非同步的，如電郵、論壇的使用。這些多元

化的內容也造就了聽、說、讀、寫的基礎環境，使得聆聽、會話、閱讀與譯寫等等的

語言技能更得以與遠距教學相互契合，也使得教學活動從單一的語文技能，進入多元

綜合技能的型態（信世昌，1999）。 

研究文獻發現，第二外語教育者使用視訊會議軟體如 Skype 在教學情境中，設計

讓學生與母語者互動，增進第二外語的學習效能與動機（Kato, Spring, & Mori, 2016; 

Terhune, 2016）。Tian和 Wang 在 2010 年的研究中，也設計讓中國學生與澳洲學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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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kype 互動，並發現此教學設計增強學生的目標語口語流利度、聽力技巧、發音與

腔調，及跨文化了解。 

Taillefer 和 Munoz-Luna（2014）在其 Skype-mate Language 視訊會議軟體進行至

少三十分鐘的英語對話，每一方輪流發言至少十五分鐘。研究發現，當學生的英語能

力低時，非口語溝通（如肢體語言）就成為雙方了解彼此的關鍵。而對於英語能力較

強的學生而言，雙方的溝通文化差異則引起學生的討論。雙方的聽力技巧與口語能力

皆因此計畫而得到增強。Kato 等人也在 2016 年的研究中發現，美國學生與日本學生

在使用 Skype 視訊會議互動十五週後，雙方的目標語的聽說能力皆有進步。而 Hung 

and Higgins（2016）將英語學習者（母語為華語）與華語學習者（母語為英語）一對

一配對成一組。每一組經歷四種不同互動方式：英文即時簡訊互動，中文即時簡訊互

動，英語即時視訊互動以及華語即時視訊互動。研究結果與之前文獻相符，即時視訊

互動增進學習者口語流利度。 

然而，並不是所有使用視訊會議的研究，皆能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動機。

Terhune（2016）進行了一個研究，讓在二十名英語程度中高級的日本大學生使用

Skype 視訊軟體與菲律賓的英語老師（英語母語者或近母語者）同步視訊，期望日本

大學生能藉此增進英語聽說能力並為未來的海外留學做準備。此一英語視訊會議並無

次數限制，亦無討論主題，只要在 12 週的研究期間內，雙方時間配合就可進行視訊

會議。但是，Terhune 卻發現，日本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很快地消退，儘管可以無限次

地與英語老師視訊會議，但學生與英語老師視訊會議次數卻一路銳減。Terhune 在訪

談學生的過程中發現，因為研究缺乏相關的語言教學設計，如學生跟英語老師進行無

主題的視訊對話，反而會讓學生覺得視訊會議漫無目的且失焦，而失去學習動力。而

Nishioka（2016）進行相似的同步視訊研究，84 位韓國大學的日語學習者與日語母語

者同步視訊。他亦發現同步視訊並不能增進學生的日語能力與學習動機，主要的原因

是，學習者的電腦能力被高估，許多日語學習者無法使用同步視訊軟體跟日本母語者

進行日語學習。因此，他建議，往後的研究者對研究對象進行電腦技能行前訓練。 

而為了瞭解過往電腦媒介溝通學習在二語學習之效能與相關的因素，Lin

（2014）從 2000 年到 2012 年的電腦媒介溝通學習研究中挑出五十九件進行電腦媒介

溝通學習效能的研究，進行統合研究（meta-analysis）。Lin 發現，相對於口語和寫

作，在電腦媒介溝通研究中，學習者聽力與閱讀能力相關研究仍屬少見。Lin 推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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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是，大部分研究的電腦媒介溝通工具多是語音聊天室、留言板、電郵等適合

口語與寫作練習，而非聽力與閱讀。因而電腦溝通媒介工具便侷限了研究的目標語文

技能。而 Chang 和 Hung（2019）也進行統合研究，從 1990-2015 搜集了 84 個科技強

化二語習得研究，參與者共 6296 人。結果發現科技對二語習得有強化的影響，但其

中科技強化聽力研究只佔 4.8%。可見其在聽力的研究仍屬不多，故本研究者想針對華

語文學生在電腦媒介溝通上的聽力學習成效進行研究。本研究者推測，即使電腦媒介

溝通主要使用工具要求學習者進行口語及寫作練習，但如果研究者設計作業要求學習

者在視訊會議時運用聽力能力，並於之後對學生進行聽力測驗，即可得知電腦媒介溝

通學習是否能增進學生的聽力能力。 

五、同步視訊溝通在華語教學的應用 

華語文教學在網路應用方面始於 21 世紀初，現今網路上與華語文學習相關之網

站，如漢字教學、語音、會話、閱讀與寫作教學等，方興未艾，電腦華語教學也呈現

多樣化的趨勢（信世昌、黃苕冠，2005）。華語文教學領域利用遠距教學較早的例子

是 2000 年日本早稻田和台灣師大的合作（鄭琇仁，2015）。之後有更多的專家學者

投入遠距同步視訊教學應用在華語文教學的研究。 

鄭琇仁（2015）將 8 位在台華語母語者與美國 13 位修讀華語課程之大學生配對

進行線上遠距華語教學，研究顯示受試之美國學生對該課程之滿意度給予高度肯定，

原因在於輔導教師（在台之研究生）能夠提供「客製化」課程，亦即根據當下學生之

華語程度與學習需求重複課程內容或調整語速或語音。林雨昕（2019）設計遠距同步

與非同步課程， 讓 34 位台灣高中英語學習者和 11 位美國高中華語學習者進行語言交

換後，再分析學生在論壇發文、視訊錄音、活動後的學生調查問卷及教師訪談，進一

步評估遠距交換的成效。研究結果發現，學生比較能在論壇中多花時間思考並從容表

達想法，在視訊中討論較多非指定的話題。而學習者對遠距交換滿意度高，美台學生

滿意度皆高於 8.5（滿分 10 分）。 

六、電腦輔助華語文聽力教學的研究 

關慧凌（2011）研究三位身在不同國家的華語初級學習者，以一對一同步遠距方

式接受二十週的聽力理解課，每次一小時，共計二十堂課。研究者應用訪談與問卷蒐

集三位個案學習者的經驗與感受，試圖理解三位國別與文化背景不同的華語文學習者

的聽力理解學習過程與轉變歷程。研究發現，華語文學習者對網路學習環境、一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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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遠距教學、以及網路華語教材皆抱持正面看法與回饋。學習者皆表示同步遠距教

學可彌補學習者身處非華語社區內的華語文浸潤不足的問題，且可提升其華語文學習

能力的信心與學習動機。 

蔡喬育（2015）針對 6 名法籍和 7 名日籍華裔華語學習者，進行單組前後測實驗

設計。實驗採取聽前（ pre-listening）、聽中（ while-listening）和聽後（ post-

listening）三階段的電腦輔助華語聽力教學策略對華語者進行教學。實驗結果以相依

樣本 t-test 檢定分析發現：學習者在前測聽力成績平均為 25.46 分，三周半教學實驗之

後，後測的聽力成績平均為 79.84 分（t-test=-8.797, p＝.001）是顯著差異，亦即採取

聽前、聽中和聽後三階段的電腦輔助華語聽力教學策略有助於學生的華語聽力。  

本研究者發現，國內的華語文同步視訊教學研究，仍多是個案研究或質性研究，

亦鮮少著重在聽力部分，呼應了 Lin（2014）的統合分析研究發現。而本研究者施行

華語文同步視訊研究時亦發現，本研究設計促進華語學習者的口說能力（Chen & Pan, 

2018）。本研究設計是否能增進學習者聽力能力值得進一步分析探討。因此，本研究

採取實驗控制組在研究前中後三次聽力測驗比較，分析華語文同步視訊教學是否增進

學習者之聽力，再以問卷結果了解學習者對同步視訊教學的觀感，以及影響成效的可

能原因。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quasi-experimental method）之實驗組控制組設計，以遠

距同步視訊合作學習之方式，將美國華語課程中學生分為實驗組和控制組；兩組華語

文程度相同，兩組熟悉的華語文字彙皆在五百字以下，屬於華語文能力測驗的Ａ1 程

度。兩組華語文上課教材、進度是一致的，授課教師亦是同一人。不同之處在於，實

驗組必須與台灣學生進行同步視訊方能完成指定之作業，而控制組則在傳統教室中藉

由與同儕討論後共同完成此作業。本研究者並藉由實施學習成效測驗一、測驗二、測

驗三共三次聽力測驗，比較兩組學生之學習成效差異。本研究在該學年之第三學期進

行實驗，在實驗實施前進行一次聽力測驗（測驗一），亦即共變項；接著在實驗組實

施遠距同步視訊溝通學習後六周進行第二次聽力測驗（測驗二）；再六周之後實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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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進行一次聽力測驗（測驗三），測驗二和測驗三之成績則為此研究之依變項。控

制變項則包含了教學者、教學內容和教學時間。實驗所在之學區的華語課程規劃為每

天 50 分鐘，一週五天，一學期共計 12 週。 

二、受試者及背景 

參加本研究之受試者來自美國與台灣兩個地區，以下分別對這兩個地區的受試者

與本研究者做進一步說明。 

（一）美國學生與學校背景 

參與本研究之 40 位美國中學生來自美國郊區公立中學，家長社經地位中上，約

九成參與者來自非華語家庭。這些參與者選修華語文課程第一級，亦即基礎入門班，

且半數在修習本課程之前學過華語文。在本研究施行前，學生使用本華語文課程之教

材提供的電腦軟體，完成老師指定的作業。 

（二）臺灣教程生與學校背景 

參與本研究 20 名學生皆來自私立Ａ大學之華語教學學分學程（簡稱華教學程，

學生亦稱為教程生），其中近六成來自語言相關學系，4 位男生與 16 位女生，年齡

18-30 歲佔九成，九成以上的教程生在本研究之前並無華語教學的經驗。 

（三）本研究的研究者角色  

本研究的兩位研究者，在研究期間，一位擔任美國中學生華語課程的授課教師，

另一位則是台灣Ａ大學華教學程的授課教師。研究者亦是授課教師，可同時施行研究

並觀察研究進展，並因應實際情形為研究作適切的調整。 

三、作業設計與執行方式 

本作業是根據 Long 互動假說 （Interaction Hypothesis）與維高斯基的社會文化論

（Vygotsky’s Sociocultural Theory）而設計出來的溝通任務。根據互動假說，許多溝通

任務的分類與功能也廣被學者們研究與討論，如 Pica、Kanagy 與 Falodun（1993）就

認為拼圖（jigsaw）和訊息溝（information gap）任務最能促進學生進行溝通互動。因

為這兩種任務要求學生尋求資訊、修正資訊來達成任務。拼圖任務是小組雙方各自握

有部分訊息，如要完成任務，雙方必須要平等互惠地分享各自的訊息，整合訊息以解

決問題。訊息溝任務是一方 握有重要關鍵的資訊，而另一方必須詢問對方問題得到所

需資訊來完成任務。訊息溝任務可以是單向的任務，雙方重複詢問與回答的角色。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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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溝任務亦可以是雙向任務，雙方互換詢問與回答角色。為了促進雙方互動，本研究

者採用拼圖與訊息溝為本研究作業的任務型態。至於任務的難度與內容，研究者依據

維高斯基社會文化論的「近側發展區間」原則，依照學生的程度打造適合他們的作

業。 

而根據 Dick、Carey 和 Carey （引自任慶儀，2013）在課程設計時應對學習者的

了解中提到，學習動機是教學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學習目標和學習內容應有關聯。

陳偉仁、黃楷茹、吳青陵、呂金燮在 2018 年的研究也提到，高層次的學習是找出潛

藏於課程中的共通原則，透過情境設計、手腦並用的操作，讓學生體驗並融會貫通，

進而引導學生成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的終身學習者。 

本研究中的視訊作業是根據學生當下之課程進度所設計的學習情境，提供真實並

合情理的對話溝通內容，一方面培養學生基本溝通能力，一方面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以第一次作業的內容為例，美國學生需讀懂作業問題，並訪問教程生「你的生日是幾

月幾日?」等問題。本研究者設計訪談作業與情境，列出採訪主題與題目，並佐以圖

片幫助理解也增加互動。授課教師會在事前對美國學生講解每一次視訊作業內容，提

醒學生須與教程生相互以華語訪談，並以漢字寫下訪談答案。 視訊結束後，學生將訪

談答案整理，交給授課教師做為一次作業表現。 

四、研究設計與流程 

根據參與者所填寫的背景問卷，Skype 是最多參與者使用過的視訊軟體，所以本

研究採用 Skype 為視訊軟體，並進行 Skype 使用的行前訓練。所有的視訊會議皆是一

對一，亦即一名教程生視訊會議一名美國中學生。視訊時間預定為一小時。視訊過程

中，實驗組學生必須以華語跟教程生互動，教程生也必須給予學生回饋與建議。為確

保教程生與美國學生視訊會議的教學品質，採用互評機制，由兩位研究者設計評量問

卷，在每次視訊會議之後，分別請教程生和美國學生填寫回饋與意見，以便研究者即

時了解視訊會議情況並提供適當的改善建議。 

控制組 20 位美國學生則在傳統教室中，規劃成三至四人小組，討論時間約一小

時，全程學生被要求以華語互動，該課程華語老師亦會到各個小組中監看並適時給與

回饋與建議。在討論作業期間，為了增進彼此互動，老師亦鼓勵所有美國學生（包括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完成作業之後以華語聊作業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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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施行之前，台灣教程生與美國實驗組成員都需要行前訓練四小時。此行前

訓練主要內容有三項，一是訓練成員熟悉使用視訊軟體，二是教導成員視訊禮儀，三

是鼓勵成員交流，教導成員破冰技巧，除了作業活動互動外，多與對方聊天，增加雙

方彼此的正向交流。本研究施行期間，雙方授課教師在視訊作業前一至兩個星期，分

別向教程生與美國實驗組學生講解該項作業的要求與內容。美國實驗組學生必須先以

電郵跟教程生約好視訊會議日期，並在約定時間上網，與教程生完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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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同步視訊溝通學習設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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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聽力測驗設計與資料蒐集及分析 

本研究中參與的美國中學採用的華語教材附有聽力測驗。本研究使用此聽力測

驗，來評量學生的聽力學習成效。學生需使用網路平台，進行聽力測驗，其測驗分為

選擇題與聽力打字兩部分。選擇題是學生聽取對話或語句，從每題選項選出正確答

案。聽力打字分成填空和打句子。填空是學生聽取語音，電腦呈現該漢字語句。最後

電腦會統計分數與學生錯誤，提供統計報告給予老師參考。而此聽力測驗具有與學生

華語學習高度相關的概念效度。 

測驗一在研究進行前施行，隔六週後施行聽力測驗二，再六週後施行聽力測驗

三。問卷分成背景問卷、計畫問卷 1 與計畫問卷 2。背景問卷與計畫問卷 1 在研究之

前發放填寫。背景問卷詢問所有美國學生的背景資料如性別、歲數、學習華語文的經

驗等。計畫問卷 1 詢問所有參與者是否具有計畫相關技能與設備使用經驗，如「是否

曾使用任何視訊軟體？」；如果有，又是哪個軟體；家裡是否有電腦、網路等。計畫

問卷 2 則在研究施行後發放填寫，主要詢問參與遠距視訊之美國學生對此計畫的觀

感。本研究者採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4.0 對以上的資料進行量化分析研究。 本研究

者亦對實驗組學生與授課教師進行事後訪談，了解其對此同步視訊研究的意見與想

法。 

肆、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的客觀測驗包括（1）聽力測驗一 （2）聽力測驗二 （3）聽力測驗三。為

了瞭解本研究的視訊溝通學習設計在聽力能力上是否有正面影響，本研究者故取實驗

組學生與控制組學生的三次聽力測驗結果分析。在測驗三施行後，本研究者向實驗組

學生施行計畫問卷 2，並對授課教師進一步訪談，了解實驗組學生對視訊溝通學習的

感受與意見。 

一、參與者使用網路科技的情況 

本研究參與者包括教程生 20 人與美國學生 40 人（包含控制組和實驗組），大多

數出生於九零年代後。根據背景問卷，近八成參與者表示每天上網超過三小時。大多

數使用並嫻熟臉書、Skype 等網路軟體。極少數回答使用電郵，推測是其成長時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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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臉書等社交軟體，臉書軟體複合了即時通與電郵功能，故減少參與者對電郵的使用

需求。 

二、實驗組與控制組三次聽力測驗的比較  

本研究參與者皆為修習第一級中文課程之美國中學生，以他們三次聽力測驗成績

做對照與比較。有 40 人全程參與這三次聽力測驗。測驗一的結果顯示，控制組

（N=20）平均分數是 97.5（ SD=11.18），實驗組（N=20）平均分數是 82.50

（SD=25.78）。本研究進一步施行獨立  t 檢定（independent-samples t-test）分析發

現，控制組在測驗一的表現顯著優於實驗組（at level .05, t[38]= 2.387, p=0.02）。 

  為了瞭解學生的聽力能力變化，本研究者在本研究實行期間，對學生實施第二

次聽力測驗。測驗二的表現，控制組（N=20）的平均分數是 77.88（SD=24.73）而實

驗組（N=20）平均分數是 75.00（SD=25.65）。由此成績可見，實驗組跟控制組在聽

力能力上的差距正在縮小。而在研究過後，學生在測驗三的表現是：實驗組（N=20）

平均分數是 94.70，顯著優於控制組的 77.38（at level .05, t[38]=-2.71, p=0.01）；尤其

是實驗組的標準差大幅縮減（9.93）與控制組的標準差加大（26.82），顯示實驗組和

控制組的組內差距變化，可見同步視訊教學設計可能逐漸增強實驗組學生聽力能力，

縮短實驗組內學生差距，並迎頭趕上控制組。這樣的結果顯示本研究同步視訊之設計

對實驗組學生的聽力能力有正面影響。 
 

表 1  

測驗分數統計表 

 控制組 實驗組 t(38) p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測驗一 97.5   11.18 82.5 25.78 2.39**        .022 

測驗二 77.88 24.73 75.00 25.65 0.36          .720 

測驗三 77.38 26.82 94.70 9.93 -2.71**       .010 
 

 

在測驗一時，控制組在聽力能力的表現上顯著優於實驗組，在此進一步討論此差

異。實驗組與對照組是選修「Chinese I」 課程的不同班級。對照組為「Chinese I」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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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實驗組為 「Chinese I」B 班。兩班的教師、教材、進度完全一樣。「Chinese I 」

被該校設定為華語文入門基礎的課程，學生華語文詞彙在 500 字以下，符合華測會第

一級程度。研究者根據學生背景問卷之各項背景因素，施行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後，結果發現，實驗組與對照組在「過往研習華語文年數」、「華語文修課動

機（內在動機外在動機）」、「居家擁有電腦的數量」、「用網路玩線上遊戲」、

「在本研究前曾用過會議視訊軟體」等變數的分佈有顯著差異。這些變數有可能造成

兩組前測成績的不同。因此，研究者將以上各個變數進一步用單變量變異數分析

（Un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之後，卻發現都沒有顯著差異（請見附錄一）。因

此，根據我們的背景問卷所搜集的變數，無法找出為何兩組在前測顯著差異。這應該

是本研究的局限。 

三、實驗組背景與計畫問卷結果 

在本研究施行之前，本研究者對這四十位美國學生進行背景問卷以了解學習者背

景與學習特質。學生背景問卷調查結果翻譯成中文如表 2 顯示，參與本研究之美國學

生大多來自非中文家庭，因此他們每週在家說中文的時間少於一小時者高達 75%以

上，而控制組學生 50%在家學習中文的時間高於一小時，但實驗組在家學習中文時間

少於一小時者高達 90%；大部分參與者（85%以上）在當地都沒有課外相關的中文課

程、也沒有中文家教。修習中文課程的原因，控制組一半學生（50%）覺得學中文對

他們的未來比較好，30%的學生是因為父母要求他們要學中文，而實驗組則是個人興

趣取向居多（65%）。 

 

表 2  

所有參與研究的學生背景問卷調查結果表  

學生背景 控制組 實驗組 

 n % n % 

來自說中文的家庭 
是 

    
2 10.5 1 5 

不是 17 89.5 19 9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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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背景 控制組 實驗組 

 n % n % 

修習中文的原因 
    必修課 
    我的興趣 
    父母要求 

    
1 5 2 10 
3 15 13 65 
6 30 1 5 

    未來前景看好 10 50 4 20 
每週在家說中文時間 
    少於一小時 
    1-2 小時 
    3-4 小時 

    
18 90 15  75 
0 0 4  20 
1 5 1 5 

    超過 5 小時 1 5 0 0 
每週在家學習中文時間 
    少於一小時 
    1-2 小時 
    3-4 小時 

    
10 50 18 90 
4 20 0 0 
6 30 0 0 

    超過 5 小時 0 0 2 10 
是否有課外中文課程?         
    有 

    
2 10.5 1 5 

    沒有 17 89.5 19 95 
是否有中文家教? 
    有 

    
1 5.3 3 15 

    沒有 18 94.7 17 85 

 

在測驗三施行後，實驗組學生必須填寫計畫問卷 2。此計畫問卷包含開放式問答

題型，其原始的學生回應請見附錄二這些開放式答案翻譯成中文後並進行簡易的內容

分析，將高次數結果整理呈現如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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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實驗組的計畫開放式問卷回應分析表 

學生回應分類 學生代號 

你覺得此研究中哪一部分對你的華語文學習最有幫助? 

家教糾正我的錯誤 C.N. 

華語文聽力 D.G.R. 

華語文發音 F.H.J.K.N. 

華語文口說能力 D.R.F.H.J.K.N. 

為什麼你覺得此研究有意義? 

激勵學生加強他們的華語文能力 E.P. 

可以練習華語文 I.G. 

這計畫很有趣 L.P.T. 

你覺得此研究中哪一部分最困難? 

很難聽懂家教說的話  E.Q.  

和家教合作與互動 I.J. 

Skype 很難用 P.R. 

因為時差而錯過線上見面時間 G.N.F.  

建立線上見面時間 C.D.F.G.J.K.M. 

你最喜歡此研究的哪一部分? 

此研究所有的內容和活動 L.T.P. 

兩校師生文化活動(cosplay) E.J.G.S. 

和不同文化的人互動 I.J.G.S.O. 

用 SKYPE 和家教互動 E.G.N.J.K.S.O. 

 

學生 D. R. F. H. J. K. N. 共七人認為，此同步視訊溝通設計幫助他們華語口說能力，

並有五位學生認為此設計對他們的華語文發音有幫助。當問及學生覺得本計畫最困難

處為何？高達七人認為，和教程生約定線上見面的時間，是本計畫裡執行上最困難的；

也有四名學生認為是雙方所處地點的時間差，讓他們錯過約好的視訊會議。這些難點

是否造成學生學習意願低落？根據對授課教師的訪談結果顯示，有少數學生在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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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跟台灣夥伴（即教程生）順利約定時間見面，造成授課教師的困擾；但後來由於

台灣夥伴持續熱情地邀約學生，突破了這個困境。而開放式問答題的回應也有七人覺

得本研究最有趣的部分就是「用 Skype 和家教互動」；跟視訊夥伴的互動讓他們有動

機學好與練習華語文。而學生們也在開放式回答中多次提到用視訊交流學中文很有趣

（fun）（見附錄二）。另一個讓學生們覺得有趣的部分，則是本研究設計的兩校師生

文化活動；甚至有三名學生表示他們喜愛本研究活動的全部。而其授課教師在訪談中

認為，這些學生喜愛與夥伴互動的前提是互動順利，而互動順利的基石就是行前訓練

與互評機制。本研究的行前訓練除了教學生 Skype 軟體操作，並教導學生華語文的交

際禮儀。在此之前，這些青少年並沒有意識到在網路上也要注重生活禮儀。而與視訊

夥伴的互評制度，也讓這些青少年了解，自己在視訊會議中的表現會被夥伴評分，所

以他們必須審慎對待跟視訊夥伴的合作，不可隨便。授課教師也認為，本研究設計增

進了實驗組學生的學習動機，造成實驗組學生學習行為的改變： 

 

為了跟台灣的母語者成功互動，實驗組學生跟我互動次數也增加。他們常

在下課後問我問題，他們 email 我問問題的次數也大幅成長；上學期沒有視訊

教學設計時，他們 email 我的次數是個位數；這學期，我從實驗組收到的電郵

高達上百封…我也發現實驗組學生非常期待跟台灣視訊夥伴互動，所以很多學

生在視訊前都會預習當次視訊作業，他們以前幾乎只有上課時間才讀華語文

的。一般來說，美國學生學東西常常是一頭熱，剛開始熱情滿滿，但續航力    

不足，看到美國學生學習了一年華語文，還能有這樣的變化，是我在美國從事    

華語文教學以來，前所未見的。(潘彥瑾，私人通訊，2019 年 5月 22 日) 

 

綜合上述，可見本研究的視訊溝通設計，提供學生真實自然的華語文學習情境，

與有意義的學習經驗，刺激學生主動學習的動機。 

伍、綜合討論 

一、同步視訊佐以聽力教學設計，可增進學生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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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客觀測驗顯示，在視訊溝通學習下，實驗組學生的聽力表現由顯著弱於

控制組轉變到顯著優於控制組，計畫問卷 2 結果也顯示，許多實驗組學生同意，視訊

溝通學習對其聽說能力助益最大。此結果符合之前文獻（Hung & Higgins, 2016; Kato, 

et al., 2016; Tian & Wang, 2010; Terhune, 2016）結論。而本研究者就問卷結果進一步發

現，視訊互動增加學生與母語者溝通的機會，從而增進學生華語文學習的動機與信

心，這可能是實驗組在聽力表現上逆轉勝控制組的原因。大多數的實驗組學生感覺此

研究設計提供了他們真實的華語文互動學習經驗，他們喜愛透過視訊與華語母語者交

流。本研究結果亦呼應任慶儀（2013）在書中提及，學生對同儕或學校的態度越正

向，其學習效果也越佳，以及崔夢萍（2006）、張國恩等人（2012）以及彭妮絲

（2011）等學者的研究結果—同儕學習有助於學習成效的提升。在本研究中，美國學

生對華語母語者，亦即他們的遠距家教老師（教程生），及與其之互動皆持正面態

度，也增加了他們對華語文學習的動機與信心，更反映在他們的學習成就上。反觀在

中文程度上本來占相對優勢的控制組卻在測驗二和測驗三的成績表現不如預期（表

1），而實驗組卻後來居上，我們推測原因如下：  

（一）實驗組課後須與母語者交流，控制組則無，因此增加實驗組華語學習動機意願 

根據背景問卷，在此研究前，控制組每週自修華語文學習時數略多於實驗組。但

是，控制組華語文學習大部分在教室內，與華語教師及同儕面對面以華語互動（外語

教室的一般做法）。在控制組學生離開教室之後，並無其他生活實際運用目標語的環

境和機會，中文學習逐漸失去實用性和刺激性，學生學習意願逐漸低落。而根據本研

究結果，跟母語者同步互動的設計，許多實驗組學生覺得這樣學中文很有趣且有意

義，增強其學習動機。 

（二）學生進入華語學習高原停滯期 

本研究之美國中學為一學年三學期制；當本實驗研究進行時，控制組和實驗組學

生學習華語文已進入第三學期，可能產生學習倦怠（learning burnout）或進入華語文

學習高原期。學習倦怠是因為學習壓力或缺乏興趣而引起的一種消極的學習心態和行

為（馬琰，2014）；本研究中的控制組學生面對的學習資源只有教室中的授課教師及

同儕，並無其他刺激語言學習之事物，久而久之必然彈性疲乏，缺少學習熱忱。而學

習高原停滯期（learning plateau）是學生學習新技能到某種程度後，停滯不前。即使

持續練習，學習曲線只是水平延伸而無法上升（Rowntree, 1981）。學習高原現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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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學生學習較複雜或困難材料時期，並與學生之動機、興趣、習慣與學習方法的

改變有關（陳李綢，2000）。而學者 Griffin（1978）指出要診斷出學生是否進入高原

停滯期，可以由教室觀察，由仔細觀察學生的問題，即可了解此學生學習是否遇到瓶

頸。而根據訪談授課教師結果，她提及在第三學期，學生的學習進度明顯比前兩個學

期緩慢許多，例如前兩個學期平均一學期可以教 55 個單字，但第三學期時，學生上

課的熱情和吸收力明顯下降，一學期下來僅能教授 40 個單字。授課教師認為，根據

她二十年的教學經驗，美國學生易在學習華語文一年後遇到瓶頸，導致學習停滯。學

習的瓶頸可能是由於學生覺得要學的漢字越來越難，文法越來越複雜，以及缺乏生活

上華語文學習的需求刺激。控制組與實驗組在第三學期亦有類似的學習高原期情形。

而本研究恰好提供學生長久以來欠缺的華語文需求刺激，讓實驗組學生感受到學習華

語文的需求，意識到自己在華語文學習上的不足。為了完成本研究視訊會議要求，實

驗組學生不但增加課堂上提問次數，亦增加與授課教師網路互動的頻率。授課教師在

美國教華語文以來，第一次目睹學生在學習一年華語文後還有這樣動機、行為與習慣

的積極改變。 

（三）控制組學習動機下滑，而實驗組上升 

最後，授課教師也觀察到，控制組很多學生最初修習華語課程的動機是因為跟風

（華語熱）或同儕影響，甚至是父母要求（表 2），但是實際上課之後發現華語並不

如預期中簡單，很多人的學習熱忱因此下降甚或消失，不僅學習成效低落，連帶與授

課教師的互動也冷漠許多；研究中期之後，控制組原本認真學習的優秀學生甚至遲交

或不交作業。對照實驗組學生學習行為的積極改變，授課教師建議，若能在學生學習

低落、彈性疲乏之際，提供一些外力刺激如本研究設計之遠距視訊課程，有助於提升

學生的二語學習動機。 

（四）本研究視訊設計受學生肯定       

文獻告訴我們，並非所有使用同步視訊溝通的教學都是有成效的（Terhune, 

2016；Nishioka, 2016）。漫無目的、缺乏教師指引或學生無法使用相關軟體設備進行

學習，同步視訊溝通反而會讓學習者失去興趣與學習動力。因此，妥善的教學設計與

規劃，才能夠達到有效的教學效果。根據授課教師的訪談內容，本研究之行前訓練與

互評機制具有促成雙方正面交流的功效。而作業設計要求學生必須在線上互動時詢問



網路世代使用跨國同步視訊學習在華語聽力表現上的成效 
 

- 52 - 

教程生特定問題，聆聽對方回答後再寫下對方的答案，此種作業設計促使學生專注培

養聽力能力。 

統合研究（Lin, 2014; Chang & Hung, 2019）發現，科技與電腦媒介溝通在二語習

得上的聽力研究尚屬少數研究。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本研究之作業設計讓華語學

習者與母語者同步互動，讓學習者意識到學華語文的需求，台灣的華語教程生年紀與

美國學生相仿，佐以需同儕互動才能完成的作業設計，提高學生學習動機。本研究設

計可能是幫助二語學習者衝過學習高原滯留期的解決方案。 

二、視訊溝通學習模式可用於第二外語文教學 

本研究對象出生在九零年代後，大多數使用並嫻熟臉書、Skype 等軟體。根據本

研究問卷結果，近八成學生表示每天上網超過三小時，符合網路世代的定義。而控制

組學生在測驗一表現顯著優於實驗組，但經過本研究的視訊溝通設計後，實驗組聽力

表現在測驗二追上控制組，並在最後一次的測驗三顯著優於控制組。這其中的轉變，

除了顯示視訊溝通設計確實增強學習者聽力能力之外，也顯示這樣的研究設計符合網

路世代的學習偏好與傾向。根據進一步的實驗組問卷結果顯示，教程生在線上的即時

回饋，刺激他們學習華語文的動機。且跟身在台灣的華語教程生對話，讓美國學生實

際體驗跨文化之經驗，讓他們覺得這樣的語言學習是有意義的。此研究結果亦振奮了

筆者對於線上華語文的教學信心，並認為本研究成果可能可以應用延伸至其他外語文

教學上，尤其是因 COVID-19 疫情而暫時停止運轉的世界，原因如下： 

（一）網路世代對網路學習接受度大 

根據問卷結果，本研究對象符合網路世代的條件。根據陳嘉怡（2017）研究顯

示，學生是否嫻熟相關軟體的技能，確實影響學生視訊溝通學習的成效。本研究者以

為，對網路世代來說，上網已是生活的一部分。之前的世代往往對網路科技產生學習

焦慮，或因不適應產生使用上的障礙。而網路世代對於網路學習接受度大於前世代，

如果教育者在使用網路科技於學生學習的時候，能因應網路世代設計網路科技使用行

前訓練，可預期網路學習會為網路世代第二外語學習帶來更大的學習效能。 

（二）網路世代偏好互動式學習環境 

Tapscott（1998）認為網路世代有不同以往世代的思考、溝通與學習方式，主要

源自網路世代上網搜尋資料的習慣。而網路世代的網路搜尋習慣，讓網路世代成為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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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代更獨立的學習者。同時，搜尋立即得到答案的環境也讓網路世代偏好及時回應

的互動式學習環境（Barnes et al., 2007）。而視訊溝通學習模式就是提供學習者同步

互動的學習環境。如前所提及，語言學習過程冗長，加上目標語如果艱澀困難，若無

其他外來刺激，久而久之，學生便會感覺無聊，學習意願低落。而視訊溝通學習模式

雖然在一開始讓一些學生覺得很麻煩（需要學習新事物如使用 Skype、適應時差

等）、很擔憂（面對母語者），但這種在線上與母語者互動的學習模式不僅激勵學習

者，也更符合網路世代的學習偏好，這可能可以解釋在本研究中，實驗組的學生因有

此刺激而在測驗三的表現優於控制組的情形。 

（三）打破時空限制、減少學習成本，特別適合外語文與文化學習 

第二外語文學習以往受地域的限制，如果學習者要與目標語母語者互動，並深入

體驗第二外語的文化，就必須親身前往該國家或社區。這樣的親身旅行，所耗費的旅

行、居住成本高，且外語學習者因此直接經歷的語言隔閡、文化衝擊，可能比行前預

期的大。而同步視訊溝通學習不但可讓學習者省下旅行、居住成本，而且可讓學習者

藉由同步視訊與母語者交流，體驗目標語文化，減少可能的文化衝擊。綜合上述，視

訊溝通學習是適合網路世代的學習方式，而經過縝密教學設計的視訊溝通學習可提供

網路世代自然真實且有意義的外語文學習，增強其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根據本研究

所得的結果，將視訊溝通學習應用到第二外語文教學上，不但對二語學習者的學習成

效有正面效果，更可降低學習語文的成本與文化衝擊。而本研究以視訊溝通學習連繫

異地的華語文學習者與華語文教程生，不但給予華語學習者自然真實的華文學習環

境，亦可培養華語文教程生在華語文教學上的實戰經驗。在科技發展迅速的今日，網

路科技更新了我們對學習與跨國合作的定義，透過同步視訊合作，讓學生透過跨國、

跨文化與不同族群合作，開拓學習的視野，增進其學習的動機，並擁有自然而真實的

互動學習經驗。本研究者亦希望本研究之互惠合作模式，能予其他外語教學與數位學

習之研究者借鑑，亦可為學校跨國合作的參考，為世界共同的未來做更好的教育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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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研究之兩個研究問題分別為（一）同步視訊學習設計對實驗組之聽力表現是否

有正面影響？虛無假設 1. 同步視訊學習設計的實驗組在聽力測驗二的表現顯著優於控

制組；2. 同步視訊學習設計的實驗組在聽力測驗三的表現顯著優於控制組； （二）實

驗組對同步視訊學習設計的觀感如何？聽力測驗統計分析數字回答了第一個研究問

題；進行同步視訊溝通學習的實驗組學生聽力表現由顯著弱於控制組轉變到顯著優於

控制組。而計畫問卷結果也顯示，大多數實驗組學生同意同步視訊溝通學習對其聽說

能力助益最大。反觀控制組學生，雖然在聽力測驗一表現優於實驗組，但可能因為課

後沒有和母語者溝通的機會、進入學習高原停滯期、學習動機下滑等因素，而漸漸在

聽力測驗二失去優勢，甚至在聽力測驗三的表現落後給實驗組。研究問題二則可非常

明確地由問卷結果看出答案；實驗組學生除了同意此研究中的視訊溝通學習設計對其

聽說能力和發音很有助益，他們也覺得用社交軟體如 Skype 和教程生互動以及文化活

動是本研究中最有趣的部分。 

本研究之參與者符合網路世代描述，網路搜尋改變此世代對求知的方式與習慣。

九零年代後是網路科技大躍進的時代，九零年代前出生的世代，網路對他們宛如第二

語言；他們往往是在青春期後才開始學習如何使用網路，對網路他們有恐懼亦有焦

慮。但對網路世代而言，網路如他們的第一語言，他們從幼時就開始接觸使用，網路

已經是他們的生活，他們使用網路如魚在水中悠游。因此，我們可預期網路學習能為

網路世代帶來更大的學習效能。但是，並不是將魚隨意放入水中，就有學習成效。跟

所有的學習一樣，遠距網路學習需要具體的教學目標與教學設計才能發揮教學功能。

如事前的訓練包括應對禮儀、聊天與如何運用軟體以及交流過程中互評機制都可能影

響雙方交流學習的成效。運用教學設計的網路學習活動，不但可跨越時空限制、減少

學習成本、刺激學習動機，在二語習得領域，更是拉近學習者與目標語言使用者與文

化距離的絕佳管道。再者，儘管 COVID-19 疫苗已經開始施打，但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的傳染疾病研究與政策中心（2020）預測， COVID-19 傳播力強且持續變異，未來的

兩年我們仍需持續與此病毒奮戰。在後疫情時代，如何運用網路科技與教學設計，接

續現實生活中人與人的連結，激發學生學習動能與動力，是全球教育者與學習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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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重要議題之一。我們誠摯希望本研究成果能為後疫情時代的遠距教學善盡綿薄之

力。 

最後，本研究在執行上仍然有很多挑戰和侷限。實驗組與對照組皆是選修「Chinese 

I」的學生，研究者根據學生背景問卷，以卡方檢定找出兩組分佈上顯著差異的變數，

並進行進一步分析，仍無法找出造成控制組在測驗一聽力能力表現上顯著優於實驗組

的變數，這是本研究的局限之一。再者，技術問題是我們遇到最大的挑戰，例如雙方

學生因為台美時差問題以至於一直連絡不上，間接導致雙方教師必須扮演中間橋梁角

色，隨時監控並協調雙方學生的視訊會議時間，不僅增加了教師們的負擔，也讓某些

學生產生學習焦慮和挫折。此外，人數與學生程度則是本研究的限制；受限於該美國

中學生選修中文課程的人數以及美國對未成年人參與研究之限制，參與本研究之華語

學習者不多，量性研究的分析也因此受限。期待未來有更多的研究投入，提供更詳

盡、更全面的研究成果，以提高華語教學與數位學習的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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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變數名稱 

 

對照組 實驗組 

卡方檢定

Chi-

squared 

Test 

單變量變異

數分析 

Oneway 

ANOVA 

過往研習華語文年數 一年 10 17 0.01 0.434 

兩年 14 2 

 

 

每週讀中文時數  小於一小時 10 18 <0.001 0.536 

一至兩小時 4 0 

 

 

三至四小時 6 0 

 

 

超過五小時 0 2    

華語文修課動機 

內在動機 VS 外在動機  

內在動機 17 7 0.003 0.880 

外在動機 3 13    

居家擁有電腦的數量

(包括筆電平板）  

一台 0 3 0.008 0.156 

兩台 6 8 

 

 

三至四台 14 6 

 

 

超過五台 0 3    

用網路玩線上遊戲  No 13 20 0.001 0.698 

Yes 7 0    

曾用過線上會議軟體  從不 12 4 0.03 0.378 

用過但不太會用 1 4 

 

 

用過且會用 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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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計畫問卷 2 開放式問題學生代號與其原始回應 

 In which way(s) do you think this web-conferencing program help you the 
most with learning Mandarin? 

學生代號 學生回應 

A Learn more Chinese may be 

B I love Asians 

C It helps because they can correct what you say 

D Had to listen and learned more about speaking Mandarin 

E I wanted to get better so that she could understand more of what I said 

F My tutor helped me pronounce certain words and helped me learn a few new 
words 

G It was nice to have conversations in Chinese; I think it helped me in 
developing listening skills 

H She helped me with my pronunciation 

I This is good practice to apply what I have learned in class 

J Forced me to have to pronounce 

K Andy helped me pronounce it right 

L Teaches many times and also have something fun to do and look forward to 

M 
I didn’t do the e-tutor[web-conferencing] project because I didn’t have the 
time or resources to do so.  If I had though I think my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grammar would improve 

N 
Sometimes I would mispronounce a character and Jane would correct.  Then 
I would re-pronounce it again and try to remember to pronounce it right the 
next time  

O It helped me become better at the technical aspects 

P 
I think the program is a fun way to learn Chinese. It is cool have real tutors 
from out of th[the] country to teach us. It has increased my interest to learn 
Chinese fully and travel there 

Q My tutor didn’t use complete sentences 

R I realized how hard it is to communicate in Chinese and the web-
conferencing program helped me with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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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Which part(s)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in this Web-
conferencing program? 

學生代號 學生回應 

C Wrong dates and time 

E Spoke quickly at first, but got easier 

D Very hard to set up meeting time 

F It was hard setting up time when we weren’t specific about Am or PM 

G Sometimes it was difficult to set up a time to meet and both my tutor and I 
forgot about meetings (only once, though). 

I Coordination was difficult 

J It was hard to plan and interact 

K There were barely any available times to choose from 

L She speaks a lot of Chinese and is very cute so I am very 
embarassed[embarrassed] to speak, afraid I’d make a fool out of myself 

M Setting up time and actually having time to do this project 

N Sometimes would always mess up the time differences and then I would 
miss the lesson 

O The conversations were difficult as [can’t tell] the programs 

P 

My tutor knew good English but sometimes he used the wrong sentence 
pattern, but I still understood. Since all my friends wanted to be at my tutor 
cession, it was difficult to meet with all[.] my friends being mad at me that 
the times didn’t work Skype is hard to use T___T 

Q I found it ver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tutors speaking and I felt very lost 

R Sometimes skype doesn’t work or crashes 

 Which part(s) in this program do you like the most, or is the most 
interesting/fun? And why? 

學生代號 學生回應 

A Neither, hate it lower my grade because of this 

C Helpful and learning more Chinese 

E It was cool to talk to my tutor and cosplay was fun 

F I liked meeting people, but didn’t like barely 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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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 liked being able talk to a person from Taiwan (even if it was for 
assignments) and seeing the tutors in cosplay was cool because they were so 
into it! 

I I found it interesting to see how people are like in that culture 

J Cosplay contest was really fun and creative 

K Andy is a pretty chill dude 

L Most of me[the] stuff I enjoyed, thanks to my two awesome teachers 

M I couldn’t make time and the times my tutor had avalible[available] were 
school hours 

S I pick cosplay competition because I get to see my tutor participate the same 
activities 

N Skype was a new thing for me[to] try  

O It was interesting to talk with a partner in a foreign country 

P I love everything  I could go on forever~~~ I learn many new things  

Q I didn’t really like the over all idea of the assignments 

T I liked all of the above because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and it was all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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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Video-Conferencing o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n a Learn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 
 
 

 Chia-Yi Chen*    Yan-Jin Pan** 
 
 

Abstract 
This study recruited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ese student-teachers in Taiwan. A student in the US and a student-teacher in 
Taiwan were paired as a team and provided assignments to collaborate through 
distance video-conferencing mode.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n authentic learning 
experience with native speakers for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and to 
enrich Chinese student-teachers’ teaching experience, via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student-teachers and the learners through video-conferencing. The researchers 
hope to establish a distance cross-national collaboration learning mode beneficial to 
both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is study is a quasi-experiment: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In the 
first listening test, learn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had better listening scores 
(Mean=97.50, SD=11.18)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ean=82.50, SD=25.78) at level .05, t[38]=2.387, p<.05. During the study, the 
second listening test were administrated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close listening scores (Mean=77.50, SD=25.65)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control group (Mean=77.88, SD= 24.72). However, in the third listening test, right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distance video-conferencing, the listening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ean=94.70, SD=9.93) exceeded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Mean=77.38, SD=26.82) at level .05, t[38]=-2.71, p<.05. At present, studies on 
second-language listening via video-conferencing are still scarce, and this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a carefully and thoroughly designed video-conferencing is able to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listening abilities, which not only 
sheds more light on the field of video conferencing but also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pproach for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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