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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沉浸式教學已經有 40 多年的研究歷史，近幾年來沉浸式中文教學在美國越來越受到重視
(May, 2013)。傳統的沉浸式課程定義是指學習第二外語的學生在校上課，至少要有 50%
的時間用第二語言來學習其他課程 (Genese, 1987)。但由於使用第二外語學習其他課程牽
涉的範圍太廣，現今，所講述的強化性的沉浸式教學，是指在課程當中全是用中文講述，
將第二外語融入生活中，以培養學生雙語言、雙文化的素養與能力為目的的教學法 (孫紀
真, 2013)。
影片教學是最吸引學生的一項教學法，影片內容包羅萬象，食衣住行,文化習性,是 一種非
常生活化的活課本，講述的不論男女老幼、古今中外的生活情節、或是唱歌跳舞、運動遊
戲的節目, 都是牽動著人心，表達文化， 足以讓學生上癮。由影片中的情節，使學生融入
日常生活中的 聽說讀寫，使用沉浸式教學模式， 達到教學的目的。本文將以實例來探討
影片教學與中文課程結合，以沉浸式教學模式為過程, 達到沉浸式教學的目的。

一、 引言
影片教學是外語教學最吸引學生的教學法之一, 由於影片內容包羅萬象，食衣住行,文化習
性,是 一種非常生活化的活課本。其講述的不論男女老幼、古今中外的生活情節、或是唱
歌跳舞、運動遊戲的節目, 都是牽動著人心，表達文化， 足以讓學生上癮。由影片中的情
節，使學生融入日常生活中的 聽說讀寫，本文將介紹強化性的沉浸式教學，在課程當中
以中文融入生活中的沉浸式教學模式，由此培養學生雙語言、雙文化的素養與能力為目的，
並由實例來探討影片教學與中文課程結合，解說以沉浸式教學模式為過程，達到沉浸式教
學的目的。

二、 沉浸式影片教學實例

沉浸式教學盡量不用英語解說的情況下，一目了然的範例解釋十分重要，這個範例最好的
就是影片，一個簡單的口令先用影片(下圖) ，然後採用其他的媒材，立即產生效果，原因
就是:模仿乃人類學習最原始的開端。

每個課文如果都只是紙本，隨著時代的進步，已經不能滿足新的 e 世代學習者，語文學習
的歷程其實相當複雜，繁瑣和枯燥的，如何化繁為簡，化難為易，就是靠老師們傳達的力
量，老師們不能像以往一樣 ，教誨學生說: 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現在一切講求速成，
大家都向簡單靠近，所以老師們都有那簡化學生學習難度的職責，怎麼減輕? 怎麼加強記
憶? 怎樣吸引學習? 最好的方式就是借重於新的科技，近幾十年來僑委會每年提供了多場
網路種子數位師資培訓，各地的僑校聯誼會很明顯地在加強基本師資應有的條件以外，並
增加老師們數位技能，還要有製作影片，運用網頁網站的能力，要讓學生學習不受限， 隨
時隨地可以方便學習。
為改變語言學習的枯燥環境，作者提議輔助教材像看電影一樣，輕輕鬆鬆，不過需要費心
費事的則是: 讓課文跟影片結合，才能有效果。一位老師曾經說過，讓學生看西遊記，大
家都愛，反正動畫說的也是中文，一切符合語言學習的情境，話雖如此，以這種方式來教
學，最終學生學到的可能只是了解故事情節，習得一些中華文化，語言方面則未能必達到
效果。
新的 e 時代老師們要朝向影音動態教學目標邁進，有人可能會誤會需要美學根基，或是需
要做動畫的功力，事實上由於科技的發達我們已經可以運用許多不同載具，下載教學用的
影片，老師們最需要基本的工具僅是一台手機或是相機，一個腳架，即可幫助錄影、錄音
之用，然後用 PC 的基本 movie maker (下左圖)或是 IMovie (下右圖)簡單的工具即可製作。

過去錄製錄音帶，由於數位音效和原聲的差異，曾有小朋友堅決否認那是他的聲音，所以
有聲音加影像是十分重要的。舉例而言: 看團體照，人的本能先看自己的影像好不好，同
樣的如果我們讓學生自己來當演員，小朋友模仿老師的發音，這樣的影片是可用來學習的

工具, 然後把學生的成果影像錄下來，學生從第三者來反觀自己的發音，不僅會更具清晰
性，同時也能成為一種自我評量的工具。
三、 沉浸式影片教學設計基本要素
當今華文教育的困境，不外乎是: 學習語言不如數學、科學、英語甚至不如體育那麼重要!
以母語是美語的學生來說，在這種環境之下，學習西班牙語要比中文容易多了! 語言的學
習本來就是選修，那麼如果要讓學生選擇中文，就一定要加強語言的趣味性，實用性，和
簡單性。

趣味性: 跟科技結合，不管使用電腦或是實體的遊戲，透過電腦簡單的操縱，每個
老師都可製作需要的教具、字卡---來與課文結合。小朋友看到自己在影片中，成為教材的
一部份，自然會跟有學習的興趣 (下左圖) ! 達到反覆學習的效果。很多時候會創造一些意
想不到的噱頭，或不按牌理的創意反而達到印象深刻(下右圖) 的學習。


實用性- 強迫式教學方式通常會造成反彈，加強語言的實際使用機能, 往往有意想
不到的效果, 比方說學生口渴了，學生一定會用中文要: “我想喝水”; 現在花粉熱要用到面
紙，學生會說 “我要面紙” ， 課文配合情境的對話，常有老師或學生會提出如何對這種情
境式學習評估? 或是提供學習的驅動力? 測試學生說得好，過關的，他們個人的學習影片
就可以放到華文網上(下圖) ，不練習、說不清楚的就不放，鼓勵+正向的教育極其重要。
最終的目的是自主學習和實用性，應該不是單純的學分或機械式的考試成績。


簡單性-影片幫忙簡化詞彙，一個用中文解釋包粽子的教學，即使沒有一句英文學
生也都跟著會做! 課堂上的虛擬說中文的環境，也是簡化實境的複雜性，讓學生自己說想
說的話，表達想表達的句子，背誦然後表演，這樣的語言才會在學生身上留下印象。在華
語使用不頻繁的情況下，不要用改錯的心態來教語言，不要提供錯誤的範例，曾經有一個
學生說錯了， 另一個跟著錯，就怕積非成是! 會造成反效果!
四、 學習評估與結論

沉浸式教學的理念，就是從虛擬實境，以假亂真，到信以為真，視真為真。 在教室中製造一種身
歷其境的語言環境，使用影片的媒介，除了課室中的學習，亦可繼續在家上網看影片，達到重複
式的反饋學習，跨越了實境與虛擬，從虛擬實境而進入混和擴增實境的教學環境。
沉浸式教學講求的是不自覺的，自發加本能性的學習，在一種無負擔的、自由意識下達到學習的
效果，老師們在開始引導時，比較費工，選擇好的教材，製作影片，用投影片及講義解釋清楚課
文內容, 然後讓學生參與表演，學生自己選擇表演的內容和該記得的詞彙，由於是自願學習, 所以
所有的台詞不僅容易學習並可終生受益。
華語文教材近幾年注入文化意涵 , “做中學” 在造紙、搓湯圓、插花、畫國畫、寫書法，摺紙等文
化活動中，固然提升學習興趣，母語是英語的學生動不動就忘了說中文，老師事前制訂教室規則
十分重要，在語文演練中不得不說華語, 有個攝影機把關，是好? 是壞? 證據確鑿，教室秩序很容
易維持。
傳統寫字、造句、作文章，紙本測驗平面的呈現，電腦科技的發達，加快學習速度, 立體呈現，學
生的作品有著多元化、多樣性的面貌! (下左圖) 影片不僅提供教學實境(下中圖)!，亦可作為評
量的工具，家長、老師、個人都可驗收這教學的成果(下右圖)! 老師們今天改作業也越來越
有趣，越來越生動, 不是嗎?

虛擬實境附加價值就是環保; 講求環保的時代,教材也要達到環保的效果; 減少大量彩色印刷課本的
費用，老師們有一套可以規畫課程進度的教材是必須的，學生最好使用講義，不要發課本，減少
紙張印刷的成本，老師發的講義都是黑白，不用彩色，讓孩子有上色的空間，藉此訓練學生手腕
小肌肉的發展。
希望不久的將來, 每位老師從引導+教學+評分, 都如看電影一樣有趣，祝福每個老師都會成為教育
界的李安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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