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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BYOD 在近幾年的教學中被討論，經過兩年的研究和探索，我們針對僑校設計出

行動教學模式，以彌補週末僑校上課時間不足之缺憾。並於 2014 年正式在僑校實

驗運用，以主題式教學帶領課程，並進行更廣泛的教學運用。 

行動教室：Weebly 雲教室建立與 LINE 平台組合 

 

  

[Abstract] 

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 is a recent hot topic frequently mention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rena.  Based on the result of our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we have developed a mobile teaching 

module specific for the Heritage Schools to address their common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teaching time due to classes being conducted mostly over the 

weekends.  A pilot project has been initiated at one Heritage school a year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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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早期洛杉磯的僑校(heritage school)多在華人協會這類的非營利機構(non-profit 

organization)下成立；其目的在協助海外僑民家庭子弟及有興趣中華文化的非華

裔子弟或居民學習中文，並期待中華文化在海外能繼續傳承下去並發揚光大。 

在從事海外僑教推廣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後的今天，筆者深切感受到僑校老師不計

代價的無私付出。多數僑校經營維艱，感謝台灣僑務委員會多年來教材支援，外派

講師協助各地中文學校聯合會培訓海外僑校老師及各項校際活動，更於西元 2007

年在全球各地成立數位中心協助培訓華語老師們的數位能力。 

週末僑校平均每週上課時間只有 3.5小時。極少數全天的週末中文學校也不過只有

8小時的在校時間，學生平日需要全心投入主流學校課程及課外活動，幾乎在星期

五晚上才有時間專心做中文學校的作業。僑校華語老師多體諒孩子們在僑居地的生

活狀況，在學習上主要以鼓勵以及關懷帶領孩子們學習。為求生存，除了週末僑校

外，部分僑校同時成立週一至週五的課後班(After School Program) ，也就是台灣所

謂的安親班，其授課內容也不單以學習中文為主。 

有限的資金、教學資源和上課時間，再加上學生主流學校的課業及課外活動，無一

不對僑校學生學習中文產生極大的阻力。如何突破這些瓶頸，讓中文學習能直接融

入實際生活運用，激起學生及家長對僑校中文學習有高度的肯定和興趣，又該如何

藉由進步神速的科技，有效並安全地運用在僑校教學上，值得探討。 

 

貳、 研究動機及目標 

一、今日僑校的轉變 

現今僑校的狀況與 25年前筆者初臨僑居地時，已有很大的差別，為確實瞭解僑校

的授課環境的缺陷，茲特設計一問卷，用以證實並支持筆者兩年前的設計理念，並

比較當前四類華語教學教師的教學環境，以及其授課方式的差別。 

以下圖表資料係來自 2015 年 4月 4日線上問卷調查結果： 

參與問卷的國籍包括美國、德國、菲律賓、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共計 43位華語教

師參與這項問卷調查(圖表一)。教學環境類別為：僑校、主流學校、私塾及私立學校

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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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本次問卷人數比例 

 
(圖表一) 

洛杉磯僑校多租借主流學校教室，惟中小學教室學校網路礙於規定，不能開放給租

用場地的僑校使用，即便是主流學校教師課堂使用網路亦有其限制；所幸近年

hotspot(隨行網路熱點)使用普遍，單一使用熱點發射機或是使用手機的熱點分

享，變成僑校老師們的新選擇，少數僑校管理者或管理單位甚至同意出錢租用

hotspot，提供教師們教室教學使用。所以今日南加州的僑校，已經不再像前幾年

一樣，在教室無網路可用(圖表二)。 

近年租用主流學校的費用提高許多，但因僑校成立主旨是為鼓勵更多人學習中國文

化，收費普遍都不算高，為因應學校經費捉襟見肘的情況，部分僑校除了舉辦募款

活動，有些學校已經採行減少上課週次以節省經費。授課時間變少，老師們趕課的

狀況也就越嚴重，花在輔助教學設計的時間就更少了。 

上課教室使用網路狀況 

 
(圖表二) 

二、運用數位輔助教學在僑校正生根茁壯中 

前文提到台灣僑委會於 2007年在全球各地成立數位中心協助培訓華語老師們的數

位能力，並設置全球華文網將各地的華語教師集結一起，互相學習分享教學經驗。 

在洛杉磯推行初始，進展速度十分緩慢。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於 2012年，在教

育發展委員會許笑濃前會長的推動下，經理事會表決通過，南加州數位教學聯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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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年計劃正式成立，由筆者主理所有相關事宜。不但將南加州各個數位中心的課

程蒐集上網，並直接發送公文信件給所有會員學校。正式在會員大會中向各校說

明，從此獲得多數僑校校長支持，並積極協助轉發相關信息給每位在校的老師們。 

以學生繳交語音作業的方式為題，從圖表上(圖表三)可以看出美國主流學校的第二外

國語言從中學開始，學校提供平台給老師們與學生做線上互動，因此主流學校老師

對數位工具與平台的運用甚為普遍；然而僑校教師也不容小覷，已有 30%以上的老

師們懂得知道如何運用數位方式接收學生的語音作業，數位推展已略見成效。 

學生繳交語音作業的方式 

 
(圖表三) 

三、與時俱進的數位運用 

資訊時代的進步，促使僑校教師們與家長的溝通方式也有了改變。老師們雖然還未

完全脫離老式的聯絡方式，但從問卷可看出，除了仍然維持面對面的溝通，懂得數

位運用的老師們已逐漸脫離紙本聯絡簿的溝通方式，慢慢接受以更迅速，更直接的

方法與學生及家長們溝通(圖表四)。例如，最早透過網路的聯絡方式是電子郵件(E-

mail)，近年由於電信網路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s)[1]發展迅速，手機的簡

訊(Short Message)及透過網路的即時信息工具(Instant Message)也變成與家長溝

通更簡便的聯繫工具。「行動教室」的概念，亦因著時代變化，自然生成。藉著雲

端科技以及迅速成長的通訊工具，行動教室成為協助僑校解決當下所面臨困境的極

好辦法。當然，行動教室的推展，還必需有熱心的僑校老師願意奉獻時間與精力學

習並實踐，才能讓計劃順利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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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以何種方式與學生家長溝通? 

 

(圖表四) 

參、 策劃作業 

了解僑校的短缺，針對問題所在，提出解決方案，是策畫作業的起步。進而根據僑

校需求，設計出一套可以補救僑校問題的最佳方案(圖表五)。在前一章裡，已經預設

「行動教室」即為協助僑校解決當下所面臨困境的最好方式，那麼，在新的教學方

式推展前，所有的細節就必須要有周全的考量，以期與家長們溝通時，獲得家長們

的認同並協助推行。 

 

(圖表五) 

西元 2012年起，僑校開始流傳 iPad在華語教學上運用的觀念。但事實上，行動教

學的實踐中，不論是僑校或是主流學校，學生每人一 iPad的做法都難做到。早在

西元 2009年，美國 Intel 公司已提出 BYOD一詞，指的是公司內部人員利用自己擁

有的設備運用在工作上[2] 。西元 2013年 BYOD一詞再度被提起，成為難以達成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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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 iPad的解決方法—即行動教學不應設限於固定的載具，應以學生或家庭現有

的載具(包括手機和各式 Tablet)執行行動教學。 

所以運用現有工具(BYOD)是我們的理想；不論是桌上型電腦、手提電腦、手機以及

平板電腦，希望家中已經有的工具都可以直接使用，不再造成學生和家長及學校的

額外負擔。並且以多數人已經能接受的方式進行。行動教室執行方式必須很簡便。 

一、模式設定 A + B 

A. 所有工具、載具都可運用的社群網站(Social Network)或即時信息工具

(Instant Messenger)做為行動教室平台。 

B. 建立一個雲端連絡簿 

二、平台選擇的評估與理由 

1. 應用程式的功能與載具相容性的比較： 

筆者這裡要特別聲明，在這個數位進步迅速的時代，信息科技瞬息萬變，設

計這類應用程式的公司如雨後春筍，所以選擇上不僅僅要注意工具使用的方

便性，還特別要注意到安全性和個人隱私。 

 

 
 

平台的相容性，以微信(WeChat)而言，雖然 WeChat提供網路版在 PC 上使用

(無下載版)，但是經常會遇到需要以主要安裝的行動載具掃瞄其他載具和電

腦網路版上的 QR Code，認證後才能繼續使用的狀況(為該公司設計的安全

過濾)。所以對多重工具使用者來說，太多的認證過程，是有困擾的。 

 

Facebook的商業行為過重，在教學上環境上來說，並不適用在未成年學生

的學習上。2014 年 2月在 Facebook公司高價收購 WhatsApp後，不久也推

出了自己行動版的即時信息工具-FB Messenger，FB Messenger不到一年中

功能幾乎已和其他聊天工具的功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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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在短短的三個月裡(2015年 2月至 4月間)也調整了通訊錄及

Hangouts的通話功能。但是似乎距離用在教學的功能上，還有一些需要加

強的地方。 

 

學生的家庭背景和該應用程式已被採用的人數，也是選擇軟體的重要影響音

素之一。以洛杉磯的僑校來說，筆者在考慮所有狀況後，選擇使用的應用程

式是 LINE。老師們可以依照自己班級的實際狀況，做出最恰當的選擇。 

 

2. 雲端連絡簿 

 版面配合多種類載具的設計--由於電腦和手機與平板電腦的版面大小

差別很大，如果該平台做出的電子聯絡簿能有電腦版和行動版兩種互

相切換的版面是最理想的。 

 電子聯絡簿的更新要容易且及時—既然是行動教室，電子聯絡簿最好

在任何隨手可及的載具上都可以直接進行修改，方便旅行中的老師發

佈信息給學生和學生家長，隨時保持聯繫。 

 能夠免費使用—減少老師和學校的經濟負擔 

 

與行動教室相比較，行動學習(M-learning)從最早的定義--一種跨越地域限制，充

分利用可攜技術的學習方式。[3] 其主動力在於學習者。.行動教室則是角色對換，

由教師開立一個社群，學習者則利用身邊的載具進入行動教室。若要計劃借用一個

網路社群或及時通訊平台進行行動教室教學，使用這樣的平台工具時我們應該考慮

到哪些因素? 

三、 選擇平台工具考慮的條件 

1. 要能夠群發信息，也能私下對談的功能。為注意學生的自信心，以私訊追討

遲交的作業，以群組公開表揚學生參賽的獲獎及其他學習上的優良表現。 

2. 選用平台應注意學生的使用網路社群的安全性。與陌生人交友太過容易的工

具要盡量避免。提供家長及學生已知的可能遇到的問題。 

3. 不額外增加負擔，包括金錢與時間。 

4. 能迅速建立行動教室。加入群組的速度要快，方法要很容易，最好是已經被

大多數家長或學生接受並使用中的工具。 

 

四、最後的決策 

 

依據上述的各項要求，筆者最後選出適合的平台工具是即時信息工具 LINE，與

WEEBLY的免費網站平台所製作的雲端連絡簿，成為最佳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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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LINE行動教室與 WEEBLY 雲端連絡簿的選擇理由 

LINE 1. APP及軟體安裝電腦、手機和平板電腦都可以同時共存，符合 BYOD 

跨平台社群工具的需求。 

2. 交友與遊戲的商業功能比較不明顯 

3. 能視訊、電話和文字留言 

4. 能傳遞圖片、聲音與影片 

5. 學生可以決定在群組裡提問或單獨提問 

6. 加入朋友及班級群組的速度很快 

7. 免費，已經廣為亞洲地區居民使用，多數家庭不用另外安裝 

8. 學生可以傳檔交文字手寫作業，老師可以以數位方式批改回傳並給

予學生個別文字和語音的指導 

WEEBLY 1. 免費，容易使用 

2. 老師可以在任何載具進行編輯 

3. 閱讀者可以選擇適合自己載具的畫面 

4. 可以放置大一點的檔案給學生下載 

5. 也可以貼 YouTube的影片或連結讓學生們直接觀看 

 

肆、 行動教室的執行方式 

一、LINE行動教室的建立方式，是將教室管理的概念帶入 LINE的群組中。 

 建立帳號。首先，尚未有 LINE帳號的學生或家長(低年級學生，建議由家長

建立帳號或值接使用家長帳號進入班級群組)，必須開設一個 LINE的帳號。 

 老師加入全班成為好友，同學之間並不一定要互相加為好友。 

 在學生名字前加註，在朋友的名單中，所有學員的名字將因自動排序而聚集

在一起。這樣老師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需要被邀請加入班級群組的學生名字。 

 建立班級群組。由老師建立班級群組，邀請學生進入行動教室。 

 老師在 Note發佈任務及信息，在班級群組裡建立相本分享活動剪影。 

 班級交接。先邀請下年度老師進入班級行動教室。新年度由下年度老師在

Group Settings 裡更換班級的大頭貼，並開始帶領班上同學做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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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交接完成。前一年度的老師可以繼續留在行動教室，也可以適時退出教

室。 

二、WEEBLY雲端聯絡簿之建立對行動教室有畫龍點睛之妙。 

在行動教室有時會因為檔案過大無法傳輸，這時就可以借助雲端聯絡簿進行功能輔

助。WEEBLY目前提供行動版的 APP，讓網頁建立者在行動載具上也可以編輯網站。

借用 WEEBLY行動版的簡單功能做成強而有力的雲端聯絡簿。家長在手機看到有檔

案需要下載的消息，就可以回到電腦前下載老師提供的相關信息。 

教師要做的，就是在行動教室裡主動提供聯絡簿網址，家長和學生點擊連結就可以

看到信息，不需要再花時間去尋找聯絡簿。 

 

    
2014 上午班的雲端聯絡簿 (手機畫面擷取) 

 

伍、 公告與施行 

籌措兩年的行動教室計劃，筆者於 2014年先後三度在數位中心教師培訓課程中分

享。 

 洛杉磯數位教學示範點 行動教學工具運用- LINE的教學模式設計 

 洛杉磯喜瑞都數位教學點 行動教學工具運用- LINE的教學模式設計 

 西雅圖薪傳數位教學示範點線上課程- 行動教學載具應用之 Android   

自 2012年開始策劃行動教室以來，幾乎不到三個月，社群網站的功能便有更動或

更新。在觀察兩年後，網路社群及即時信息工具的功能逐漸趨於一致。電子通訊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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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文字、語音、視訊。文件傳輸功能：相片、影片及檔案。雖在時間與檔案大小

有所限制，但是已經足夠擔負僑校行動教學功能。在筆者解說後，由洛杉磯西來中

文學校教師，陳瓊芬老師，率先於 2014年 9月 8日帶領班級學生，在家長協助

下，首度體驗行動教室，並於 9月 8日回報了使用的心得。   

右圖為陳老師分享行動教室執行的心得  

(LINE 的擷取畫面) 

行動教室執行迄今七個月以來，為支援行動教室技術性的問題，筆者親自加

入班級群組，默默觀看課程的進行，然後再以一對一私訊和陳老師討論課程

表達及作業繳交的需求與因應對策。克服剛開始出現的一些小問題後，無論

班級的管理或運用，陳老師的行動教室帶領，其成果出乎原先的預期。 

  

與陳老師私訊討論行動教問題的畫面 

(LINE 的擷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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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陳老師 2014上午班的行動教室為例：除帶領班級文化教學活動外，學生在實體

教室或家裡練習的角色扮演”(Role Play)錄影檔，經陳老師整合後，將影片傳上

未列入搜尋項目(unlisted)的 YouTube班級頻道。並在行動教室中，開放連結網址

給班級同學們做為相互觀摩參考用。此外錄音作業的輔導，書寫作業的繳交與批

改，班級活動相片與同學及家長們分享，鼓勵同學們參加校內及校外的學術競賽，

培訓同學們預備比賽，獎勵參賽獲獎同學，甚至班級活動的 potluck聚餐，都可以

在行動教室裡運作完成。 

   

在教室內公告班級 Role Play 角色扮演影片，提供學生們相互觀摩。 (載具：手機) 

 

解說引導錄音作業 

(載具：手機) 

 

生字簿作業引導 

(載具：手機) 

 

鼓勵學生爭取 Extra Credit  

(載具：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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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相簿(載具：iPad) 
 

班級公告(載具：iPad) 

 

語音作業繳交(載具：iPad) 

 

 

陸、 結論 

為了確實知道行動教室施行的結果，筆者特別設計了一份匿名問卷請參與雲端教室

的家長和孩子們協助填寫。 

問題 百分比 其它回答 

1. 同學們喜歡行動教室嗎? 100% 喜歡  

2. 爸爸媽媽們喜歡行動教室嗎? 80% 喜歡  

3. 您認為行動教室對您的 (孩子)

學習有幫助嗎?  
80% 有很大的幫助 有一點點幫助 20% 

4. 期待未來的老師也使用行動教

室輔助教學嗎? 

90% 希望未來老師 

繼續使用行動教室 
考慮中 10% 

5. 使用行動教室後，您的孩子在

中文用詞上有明顯進步嗎? 
70% 覺得用詞有進步 

用詞上，看不出有進步，但是

朗誦，發音進步很多 

6. 使用行動教室後，您的孩子與

家人說中文的機會有增加嗎? 

70% 覺得孩子與家人 

說中文的機會增加 

沒有明顯增加，但是因有錄音

作業，所以一定會好好唸幾次

課文 

7. 使用行動教室後，您的孩子對

日常生活中與中華文化相關的事物

有更多的注意嗎? 

70% 覺得有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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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行動教室後，您的孩子在

網路的中文搜尋能力有增加嗎? 
50% 中文搜尋能力有增加 年纪小，還不會。家長有! 

9. 使用行動教室後，您的孩子在

讀字(發音)的正確性有增加嗎? 
90% 讀音(發音)正確性有增加  

節錄部分問題 10：填寫問卷者對陳老師說的悄悄話： 

「一開始是有點怕麻烦的 ，幾個礼拜看到小朋友喜欢這様的方式，也看到效果，渐渐认同了！

great job！thanks！」「My child improved a lot in his Chinese.」「謝謝陳老師在課餘還利

用自己私人時間回答我們的問題！」「謝謝陳老師花那麼多額外時間督促小孩唸中文。我家小朋友

的中文發音常常被誇獎有『央視』腔。（還好不像媽媽有台灣國語。）也不會有小老外腔。還有用

line互相伝達學習迅息，發表意見，方便快捷，不用等到一星期一次的課，功課也能依照小孩的學

習習慣和時間安排。很不錯。家長也可看到小孩在校的照片或 video。我們都很喜歡。」「老師，我

會繼續學中文一直到我長大。謝謝老師的教導。」「謝謝妳的嚴格教導，剛開使不能接受，可是小

孩有很大的進步，辛苦了!」「很感謝陳老師這一年來的用心教導，讓我家的『小老外』喜歡上了中

文，也更加了解和喜歡中華文化，也因為錄音的關係，讓孩子的中文發音可以得到立即的糾正，對

孩子的幫助很大。總之～謝謝陳老師。」 

 

依據以上的問卷結果，筆者對行動教室做出以下結論： 

優點：學生對行動教室是 100%能夠接受而且喜歡的，感覺被老師關注更多，願意

用中文表達的機會增加，對中華文化的興趣也提升了。由於能及時糾正發音的緣

故，學生的發音也進步了。家長對行動教室的執行，起初是因為孩子喜歡，不得不

接受，到後來看見孩子的成長進步，心態從懷疑轉為感恩。因此有 90%的家長 (學

生)都期待下年度的老師可以繼續行動教室的執行。 

缺點：老師對教育的熱情，常常會讓她忘記控制每天答覆學生和家長時間。導致老

師工作時間過長，少了應該有的休息時間。經討論後，除非是非常時期(有競賽需

要特別加強指導)，教師應該限制每天的回應時間，過了預定時間，就應該等到隔

日再回應。同時也因為連絡的及時性，部分家長對老師催繳作業的次數感到壓力。 

行動教室在週末僑校的實施果效是明顯可見的，這也是因為僑校教師多是不計代價

的義工/半義工，願意為文化傳承教育付出自己的時間才能夠做到的。 

僑校的經費一向有限，多虧了有這群熱心的老師們，用心讓僑校像個大家庭般將僑

民及其子弟凝聚一起。這項計畫，也證實了僑委會在這七年來，對僑校推行數位的

成果是富有果效的。對於僑校老師們而言，學習基礎數位能力和現今科技新知是必

須的，只有努力與時代不脫節，才能拉近和學生(家長)們的距離。而行動教室便是

讓週末僑校和學生家長間穿越時空零距離的任意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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