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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伴隨著數位科技的日新月異、網際網路的迅速便捷及國際供應鏈體系的
構建成熟，全球化概念不僅是資本流動，還具備人才流動和各種專業知識的整合。「全球移動
力」（Global Mobility）將是未來華語文教育產業中的首要關鍵能力。海外傳統僑校透過人流、物
流、金流以及資訊流的移動，如何將華語文變得更為普及、多元？當全球化成為國際語言的競技
場，傳統僑校又如何培植華語文成為前進世界的能力？全球化時代下，移動力即代表競爭力，而
華語文教育移動力的養成則是邁向全球化的主要核心關鍵。
因應全球化華語文的學習歷程，與面對整個外語教學的同步趨勢，傳統僑校必須結合二十一
世紀 5C 準則的學習目標，幫助學生在步入二十一世紀時，除了在語言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礎之
外，讓他們在事業、生活上做更好的準備。因此，僑校低年級開始，即應設法讓華語文學習與生
活文化結合；在中、高年級階段，逐步融入多元跨文化教學，並適時與各專業領域應用相互結
合；有關僑教師資培訓課程中，亦需強化數位教材運用和整體語言（Whole Language）的教學方向
邁進。
放眼海外華語文教育市場，由於傳統僑校擁有優良的中華文化內涵，不僅提供高品質的正體
華語文教學，對於長期篳路藍縷的在地深耕播種，迄今業已一步一腳印的走過幾個世代。在全球
華文熱的發展趨勢中，審度未來北加州傳統僑校推動的願景方向，除了充分發揮僑校本身的特色
與優長，未來教學目標宜確立二語教學定位，策略上務必以推動跨文化教學為重點，堅持「質優
量精」的數位輔助學習原則，讓華語文數位教學與跨文化內涵緊密結合，建立出僑校華語文教學
專業地位，藉以提升在美國主流學校之影響力。
本文針對僑務委員會多年來致力於推展海外數位華語文教育，以及臺灣教育部當前推動邁向
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之優越的形勢，試析北加州地區傳統僑校如何運用良好的策略
規劃，並加以有效執行，以充分發揮其僑教之在地影響力。並從海外僑教機制、二語教材研發、
數位師資培訓、全球跨文化交流與華語文海外檢測等五個層面加以仔細分析，除檢視其未來趨勢
之推動的可行性，並將深入探討可能存在的問題，藉此提出改進建議，以供僑教學界開啟新思維
及策略推動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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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當今國際間已成為一個「全球在地化 / Globalization」的創新時代，由於專業、數位、資訊通信
及融資正快速地透過跨國流動運轉，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互動協調緊密結合。這兩者的互動關係，凸
顯出彼此一體共生的有機循環角色的特質。如此之「競合 / Co-Petition」時代，全球各國都處於一
個既是競爭又必須彼此合作的狀態，兩者的辯證關係顯現了以合作為競爭基礎的事實，也明確反映
全球化時代下，沒有競爭力就無法與他人合作的權利關係。全球華語文教育的發展趨勢證明了上述
的「國際化」現象。因此，海外華語文教育莫不以國際化作為教學策略的重點發展，希望培育學習
者未來具備華語文的國際競爭力。
從華語文教學觀點來看，培養學生跨國移動的能力，主要來自三方面的華語文訓練：（一）二
語溝通能力、
（二）跨文化智能、
（三）華語文素養。學生嫻熟的華語文表達能力是國際化溝通的首
備工具，良好的跨文化交際視野，則是未來國際化社會必須擁有的生活體現，而華語文素養更是中
華文化養成的核心價值。簡而言之，以上之能力構成華語文全球移動力的三大重要主軸。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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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www.statista.com © Statista 2016）

近十幾年來，兩岸四地的華人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跨境商務交流，中文已成為全球首要最熱門
語言之一。依據 2016 年全球最新網路資訊調查，當今世界上使用中文者已超過十億人口以上（圖
1）
，伴隨著這股華文熱之風起雲湧，尤其在美國華人聚居的城市，不同形式的中文學校因此也快速
應運而生，更充分反映美國華裔對華語文教育和中華文化的重視與需求，認知到學習華語文已成為
一種世界性質的學術課程。本世紀以來，熱衷學習華語文的學生，並非僅是認真回應中文 AP 考試

的華裔子弟而已，更包含了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士。依據美國出版的《世界年鑑和事件》記載，更指
出華語文是全球使用人口最多的語文，目前全球已有超過一百多個國家在大、中、小學開設華語文
課程。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 1表示，2015 年已達到全國 5%的高中生學習華語文；美國
亞洲協會（Asia Society） 2也聲明，2015 年已有七十五萬名高中生學習華語文。華語文現今為西班
牙語和法語之外，美國學生學習的第三大外語。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 3的統計，2009 年顯示全美五
歲以上的居民，在家中使用中文的人數為二百六十萬人，高居英語和西班牙語之後的第三位，截至
2011 年，美國講中文的人口已經超過二百九十萬。迄今，此數據已達到三百多萬。
華人家庭一向重視子女教育，美國境內座落於各地區的中文學校，早期皆由華裔家長們自發性
開辦，一般說來，傳統僑校在美國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重要階段：首先是以粵語中文學校為主體，
主要由早期移民來美的廣東籍華人及其後代的民間團體興辦；第二階段則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
開始，隨著臺灣大批留學生來美求學並就業定居，眾多中文學校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發展至今頗具
歷史與規模；第三階段乃為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大陸逐漸開放後來美留學生，歷經客居美國、
成家立業後建立以教授簡體字為主的中文學校，亦正快速增加。
由於傳統僑校歷史悠久，服務對象極為眾多廣泛，且與在地的其他美國主流教育機構融合得十
分緊密，是所有海外華人傳播中國文化的有利場所。本文以北加州傳統僑校的發展歷史與現狀為例，
透視海外華人在力促華語文二語能力，強化中華文化軟實力過程中所引起的正向作用。華語文教育
在未來的全球化移動力上將扮演前所未見的重要角色，除了可擴大學生的全球視野，增進二語溝通
能力，強化國際競爭力，還可讓學生成為頂尖優秀的世界公民，為國際社會盡一份心力。

二、全球化時代之華語文教育
全球化效應，促使人類族群間交際溝通日益頻繁，也因此掀起一波語言學習熱潮。華語文的學
習潮，有其脈絡可尋，自 1980 年代開始，亞洲進行經濟改革，開啟東方脈動，華人所屬的兩岸四
地：「臺灣、大陸、香港、新加坡」展現了全球聚焦的經濟活力，成為全球經貿的新動能。華人世
界受到全球注目倚重，華語文的國際地位更因而水漲船高，逐步成熟到達了國際性語言的地位，更
形成全球化浪潮中具有高度實用價值的強勢語言。從亞洲、美洲、歐洲、非洲，以迄大洋洲，各重
要國家無不展現其對於華語文的高度重視與需求。華語文學習潮是跨境全面性的，突破領土的疆界、
政治的藩籬與年齡的階段。隨著華語文在國際間使用頻繁，與其他語言一樣，也開始衍生出各式華
語文之變體困擾。例如：漢字正與簡、漢語拼音和注音、不同地區之譯音等人為的自我干擾因素，
在在影響著華語文的全球化推展，這些疑慮説明眼前的華語文教育，仍尚有諸多問題待學者、專家
與教育前輩們共同釋疑及整合。
華語文教育面對全球化時代下之衝擊，創新教學與文化整合順勢而起。北加州傳統僑校素為中
華文化的在地教育基地，面對全球化形勢，如何有效的推展教學策略，並進行華語文教育潛能開發
與深遠影響力，本文將深入分析北加州僑校運用本身優越的教學條件，進行良好的多元混成華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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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略規劃，並加以有效執行，以充分發揮其華語文教學的國際影響力。（圖 2）當前華語文教
育具有其獨特性，內容包含：教學內容、教材教法與師資培訓。早期海外中文教育，以中文為母語
進行教學實踐，傳承中華文化。而今，傳統僑校逐漸出現其他族裔學生入學，華語文教學必須轉化
為二語教學法，讓其他族裔理解中文和中華文化。由於早期海外中文教育在教材、教法與師資方面
皆發展較快，傳統僑校中的華語文二語教學對此多有借鑒。單從教學法面向解析，針對非華裔與華
裔第三代之後的華語文教學，以上兩種教育模式確實有其資源整合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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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寇惠風會長邀請「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秘書長董鵬程
舉辦專題講座「全球化時代的華語文教育展望與省思」
（Source: http://www.epochtimes.com/b5/10/8/15/n2995871.htm 2010-08-13 11:26 AM）

審視全球化之華語文教育議題，除了上述所言，以下三個重要指標，亦是不可輕忽的方向。
1. 民族性價值觀
全球化華語文教育的前瞻，是海外所有華人休戚與共。面對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與傳統，要發
揚中華文化，首先要呈現民族價值。想瞭解中華文化輝煌的歷史，就必須探究中華民族性形成的歷
史，唯有繼承民族性價值，才能進一步增強海外華人族裔的民族自豪感與自信心。華語文教育場域
中所提供的民族情境，將可獲得全球化的迴響以及更多元性的發展。
2. 中華文化品牌
當傳統僑校成為一個影響全球化的重要切入點，建構中華文化學習環境、營造優質華語文品牌
形象是有其必要性，強調文化品牌親和價值，保持厚德載物、天下為公的中華文化，提供華裔子弟
及其他族裔學生共同學習華語文，認識中華文化及臺灣特色文化，將傳統僑校之優質華語文教育推

廣至國際，勢必將對全球化産生極大的移動力。
3. 雲端數位科技
由於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華語文教學的軟、硬體環境也順勢引發巨大變革。（圖 3）傳統僑
校轉型雲端數位化的教學場域乃勢在必行，藉助雲端校園的行動學習影響力，運用 O2O 4之創新教
學策略，（圖 4）整合數位資源助攻全球化華語文教育，導入華語文二語專業教學概念及正體字推
廣計畫，輔導傳統僑校永續性在地經營發展。

圖 3 雲端數位科技：線上學習模式
（Source: https://www.ctimes.com.tw/ ）

圖4

雲端數位科技：何謂 O2O？（虛擬課程←→實體課程）
（Source: http://innoservice.org/ ）

三、華語文教育之全球移動力
「全球移動力」是未來專業之首要關鍵能力，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競爭中，不僅是資源的全
球利用與知識整合，更重要的是專業人才的流動。其中還包含生活適應力、跨文化溝通力以及具備
國際視野的專業能力。這三種能力的交集越多，全球移動能力就越強，勝算亦越大。這一波全球移
動力，徹底顛覆了傳統僑校的教學模式與經營理念，也翻轉了學生的多元學習、思維觀點，以及適
應迅速變遷的國際關係。基於全球學習華語文的人口持續穩定成長，海外傳統僑校更應著重於培養
學生對於華語文的聽、說、讀、寫、打與溝通表達的能力，為中華文化創造更多的國際利基。
面對華語文教育全球化的新契機，以及全球移動力之新趨勢，傳統僑校是否具備有利的條件？
抑或存在不利之因素？是否能善用既有的優勢，又如何接受威脅與挑戰？頗值得深入檢視分析，以
便掌握正確的教育執行方向，採行有效的學校經營策略，開創雙贏局面。以下試從內在因素：「師
4

O2O 雲端教育平台，翻轉傳統教學。

資、學生與家長、教材與教學」
，外在因素：
「校園設施、教學資源、學習檢測」等共八大面向的條
件，採用 SWOT 進行分析，說明北加州傳統僑校在全球化時代下，推動華語文教育之優劣情勢，與
其所面臨的威脅與可能的機會。
1. 北加州傳統僑校全球化華語文教育之現況分析
表 1 北加州傳統僑校華語文教育現況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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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因 素

優 勢 (Strength)
經驗豐富具熱誠。
親師生關係良好。
與僑校配合度高。
主動參與培訓講習。
有中華文化教學能力。
有數位科技教學基礎。

劣 勢 (Weakness)
兼職性質，教學動力低。
薪資過低，難留專才。
採用舊式一語教學。
缺乏專業二語教師。
師培人才不敷使用。
晉升管道困難缺乏。

學生：
美國中文 AP 考試帶動學習。
受同儕凝聚力，維繫學習。
多元文化意識提升。
家長：
與校方、教師互動密切。
社經背景佳，提供僑校援助。
重視教育、關心子女、熱心校務。

學生：
臺灣移民趨緩導致學生人數降低。
大陸移民的學生人數成長快速。
簡體字暢行的潛在問題。
家長：
視僑教為課餘教育，未特別著重。
工作繁忙，無暇督促學習。
移民第二、三代，缺乏傳承觀念。

教材：
僑委會長期支援補助。
全球華文網支援海外教學。
臺灣華語文產業開發豐富。
各僑校自行研發與建置。
教師個人之教材準備。
教學：
僑委會提供師培課，遠距進修課。
北加州聯合會舉辦研習、工作坊。
網路教師社群分享。
各僑校自辦教師研討。
教師有能力執行教學計畫與適當的教
學法。

教材：
專業二語教材缺乏。
APPs 行動學習教材不足。
正、簡字體教材選用性分歧。
教學：
僑校經營者無心治校或無教育素養。
僑校雲端數位教育知能不足。
教師科技能力與數位教材產生落差。
教師個人因素，缺乏新知。
師培研習缺乏分級系統規劃。

外
項
目
校
園
設
施

在 因 素

機 會 (Opportunity)
僑校與社區結合，跨文化交流。

承租主流學校校舍，設備仍有侷限。

僑校經營管理與志工制度完備。

僑校教學現場網路穩定性不佳。

硬體租賃含網路設備。

教學工具需自行攜帶。

沈浸式教學場域。

夜間上課，影響教與學的成效。

拓展雲端空間，建構行動式教學環
境。

雲端空間，各校尚未共享與整合。

臺灣保存正統中華文化傳承。

臺灣政府對海外中華文化的教育推展
仍須加強。

臺灣政府部門大力挹助資源。
臺灣數位典藏資料豐富。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5辦理各類研
習與活動。
教
學
資
源

威 脅 (Threat)

缺乏二語教學中可供參考的中華文化
與史地數位資源。

華語文相關社團組織。

缺乏校際結盟，影響教學交流與發展
關係。

臺灣各大學提供專業實習師資與教學
資源共享。

華文網連結穩定性差，改版後操作困
難。

網路華語文相關社群。
教學結合文創、展覽與遊學觀光。
優良的臺灣華語文教學中心及機構，
提供海外學生進修。

中研院數位典藏 6資源充沛，但是缺
乏海外教育行銷。
網路社群的經營管理缺乏系統規劃。
大陸推出大量華語文教材，影響各國
對中華文化的正確認識權。
大陸地區擁有大量歷史古蹟，吸引海
外華語文學習者前往學漢語。

學
習
檢
測

SAT II 中文考試。
AP 中文考試。

SAT II 與 AP 中文考試，二者多有考
試領導教學之嫌，靈活實用度有限。

中華民國標準華語文能力檢定測驗
（TOCFL） 7。

國際漢語能力標準化考試（HSK） 8在
海外的能見度高，有正體字版。
TOCFL 起步較晚，國際行銷力不足。

2.

SWOT 分析與策略擬定
經由 SWOT 分析比較之後，可以發現北加州傳統僑校的師資教育背景整齊、教學經驗深受肯
定，學生與家長的素養高，僑校數位能力居於領先地位，華語文教學法亦靈活有創意，雲端校園逐
5
6
7
8

網路資料，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網址：http://www.anccs.org/，上網日期：2016 年 6 月 8 日。
網路資料，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資源網，網址：http://digiarch.sinica.edu.tw/，上網日期：2016 年 5 月 20 日。
網路資料，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網址：http://www.sc-top.org.tw/#，上網日期：2016 年 6 月 5 日。
網路資料，漢語考試，網址：http://www.hanban.edu.cn/tests/node_7486.htm，上網日期：2016 年 6 月 5 日。

步建構，教學資源豐富、管道多，學生的華語文學習檢測方式多元化。然而，目前北加州傳統僑校
卻也蒙受諸多危機和挑戰，二語專業教師與二語紙本和數位教材明顯缺乏，師資培訓供不應求，研
習課程亦有待有系統的分級規劃，各校際間的雲端資源尚未整合分享，以及面臨大陸簡體字學校興
起，教師與學生來源產生流失效應之威脅。
在此全球化氛圍中，尤須審度華語文之海外教學發展趨勢，確立未來北加州傳統僑校推動的方
向目標，充分發揮僑校本身的特色與優長。簡言之，未來對於華語文教育，目標上宜確定學生必須
擁有全球移動力，策略上宜掌握推動「質優量精」的原則，務必將「華語文教學與中華文化課程」
緊密相扣，建立華語文教學的二語專業地位，藉以吸引其他族裔學生前來學習。因此，在「媽咪&Me
幼幼班」
、
「P、K 幼兒班」和「低年級」開始，即應設法讓語言學習與日常生活文化結合；在「中、
高年級」階段，逐漸融入多元傳統文化與跨文化交際視野，並與各專業領域應用相互連結；在僑校
經營管理的教育機制上，務必注重提升二語專業師資人才，持續培訓優質數位華語文教師；同時運
用生動活潑的教材與教法，在傳統僑校的二語教學情境中，展現民主開放的主流社會價值，形塑多
元豐富的跨文化內涵。

四、北加州華語文教育發展之新趨勢：
隨著全球化華文熱的持續影響，此一趨勢將改寫目前世界主要語言的版圖，華語文教育和中華
文化亦在國際間呈現嶄新風貌。北加州地區擁有許多歷史悠久且治校卓越的傳統僑校，譬如：矽谷
中文學校、博愛中文學校、費利蒙中文學校、柏拉阿圖中文學校、聖荷西中文學校…..等等，這幾所
傳統僑校規模可觀、享譽全加州，並皆具有四、五十年以上之中文教育辦學歷史，其成就並不是近
幾年興起的大陸簡體字中文學校，在短期內所能企及。此外，北加州傳統僑校以正統中華文化為教
學內容，輔以多元性的臺灣特色文化，推行教授正體字為主，尤其尊重族群融合及跨文化學習。因
此，北加州傳統僑校確實享譽地區性的華語文教育領導趨勢。
以數位化的雲端教學科技超越時空限制，擴張海外華語文教學領域，也是順應全球化趨勢所不
可或缺的。目前臺灣華語文產業界持續研發相關數位教材，期待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各級教材軟體與
行動學習 APPs 早日進軍國際市場，這將更有利於北加州華語文教育的教學及學習。在這股華語文
方興未艾的學習熱潮中，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主動為傳統僑校加強華語文教學的軟、硬體投資，
諸如數位師資的培訓、推廣海內外各式教學研習課程、舉辦文化工作坊，均不容懈怠。北加州傳統
僑校建立華語文教育領導新趨勢，並不在僑校數量的擴充，而是教學品質的保證。要保證教學品質，
首重良好的專業師資，合宜的華語文教材，精緻的課程教學設計，每一環節都必須精益求精。正如
雲端教室的 O2O（同步與非同步）創新教學，CFL 與 CSL 的二語專班籌設，均為此一趨勢的新產
物。
身為北加州華語文教育發展新趨勢的領導地位，如何推展具有全球化移動力的華語文教育優
質特色，本研究針對北加州傳統僑校的教育理念和發展方式，就以下內容分項說明：
1. 華語文教育新趨勢：
(1) 標準化：依據現有制度的分級標準，進行師資培訓、教材編寫以及學習檢測。
(2) 專業化：提倡華語文二語專業教學。

(3)
(4)
(5)
(6)
(7)
(8)

數位化：提升教師數位能力指標，教學方式與教材方面善用數位科技。
在地化：擷取在地資源，融入在地文化。
多元化：多元能力教學，使用多元教材教法。
網路化：建構網路學習課程，導入 O2O 理念。
行動化：利用行動載具與課程進行結合，設計行動式教學。
產業化：將華語文教育導入國際市場，進行專業證照與學測認證，形塑教育口碑與領導
品牌。

2. 華語文教育典範複製：
發揮典範複製的精神，視傳統僑校為基礎，複製數位應用之價值，發展完整的數位華語文教育，
快速開拓僑校間的協同合作教學模式，培訓數位華語文教學種子教師，建構完整的數位僑教體系，
增加傳統僑校的華語文教學競爭力。利用行動學習豐富華語文教學資源，只有透過行動教學，才能
將僑教影響力擴展到全世界。經由行動載具，貼近全球化時代下新趨勢，讓華語文學習更輕鬆、更
方便。讓傳統中華文化經由現代科技以網路形式傳承給新世代。 9

五、北加州傳統僑校之因應與挑戰：
1. 因應數位教學新領域，積極開創跨文化新境界
面對華語文傳統教學法，學生在認知理解與科技創新上，早已無法獲得全面滿足。北加州傳統
僑校相當重視華語文教育能與國際接軌，深知行動學習的未來使命，亦希望藉由僑校的華語文數位
教學，讓學生獲得嶄新的文化體驗、開啟翻轉學習，促使達成華語文的全球移動力。僑校同時也積
極培育具備數位教學專業能力之優良教師，輔助提升華語文數位教學方式及應用技能，以符合當前
美國地區華語文 5C 準則的教學需求，這是國際競爭的原動力，更是二十一世紀傳統僑校華語文教
育的重要基礎。為回應全球化華語文數位教學指標，若同時輔以下列幾項交流合作與多元鼓勵的配
套措施，持續致力推行，傳統僑校之前景將大有可為：
(1) 善用僑委會各項支援，充分運用「全球華文網」網路資料庫。
(2) 整合華語文教師網路社群與實體社團之數位教學資源。
(3) 傳統僑校與臺灣數位科技產學界共營共享全球市場。
(4) 傳統僑校持續加強推廣與交流華語文數位教學成果。
(5) 系統化分級培訓傳統僑校教師的華語文數位教學技能。
(6) 加強培訓傳統僑校經營管理者對數位教學的專業認知。
美國教育非常重視「跨文化交際視野」，近幾年來，僑校中其他族裔學生人數已逐漸增多，因
此，華語文教師在僑校教學上，必須格外重視跨文化的班級經營技能，由於學生的性格、學習態度
與跨文化的人際關係皆會產生學習變數，而教師本身的性格、教學態度與跨文化的處理技巧，相同
具有影響力。從本研究結果的內涵，歸納出華語文教師在跨文化班級經營通則下，需著重於下列四
個關鍵點：
9

第九屆全球華文網路教育研討會（ICICE 2015）數位科技與雲端環境之應用—試析北加州地區華語文數位教學現
況及挑戰；寇惠風，樊淑美

(1) 維持專業教育素養。華語文教師首要必備條件，也是學生跨文化交際之基礎需要。
(2) 具備跨文化的知識與尊重包容。華語文教師面對不同文化背景學生的重要技能。
(3) 擁有班級管理能力和經營技能。仰賴教學經驗積累的智慧，需經由教師個人不斷地學習與
反思獲得。
(4) 建立教師的班級經營理念與策略。唯有教師自己有所教學依循，學生才能有所學習遵循。
2. 全球化時代下之華語文教育新挑戰
隨著全球化的經濟活躍，啟動跨國文化交流頻繁，華僑與華人在全球經濟活動中，除了扮演溝
通橋樑的角色，也刺激華語文的學習吸引力。有鑑於美國華語文教育市場日趨成熟，北加州傳統僑
校更是長年在地深耕，未來的華語文教育發展目標，不外乎「師資培訓、華語文二語專業教學、數
位教材編制、學習檢測與相關行動學習服務」，執行上述這些項目，並非一朝一夕即可達成，傳統
僑校仍必須面對現有的諸多挑戰：
(1) 僑校制度與行政管理須持續建設與整合。
(2) 發揮典範複製效益、尋求數位教學開發合作及雲端資源共享。
(3) 建立華語文二語教學之專業性，重視學生跨文化背景。
(4) 提升華語文教育競爭力，邁向僑校終身學習願景，創造永續經營理念。
i.
增進閱讀、寫作能力。
ii.
與主流學校中文課程合作分享。
iii.
利用學習反饋結果，反覆強化教學質量。

六、結論與建議：
存在於美國華人社區中的重要教育機構－「傳統僑校」，對中華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和培育具有
重要意義。傳統僑校的蓬勃茁壯也正代表著臺灣外交軟實力的提高。當前傳統僑校的興學重點，主
要是支援海外華僑與華人延續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以及凝聚海外華裔向心力，並協助主流社
會更加瞭解中華文化，增強華語文在全球化時代下的移動力。從本研究上述各項論點加以分析，不
難發現，北加州傳統僑校現階段布局全球化華語文教育的策略，主要係從「健全經營機制」
、
「加強
數位教材教法」
、
「多元專業師資培育」
、
「提升跨文化視野」與「學習檢測」等五個主軸作全方位同
時推動，冀盼展現華語文教學的海外多元具體成果。
1. 結論
簡要歸納下列幾點，一窺華語文教育的未來全球化走勢：
(1) 華語文教學已由主流校園走入民間市場，教學活動不僅在實體教室裡進行，也大量開始在
雲端網路上出現。數位科技的日新月異，創造華語文行動教學的無限潛力。
(2) 華語文學習者非僅限於在校學生，一般社會人士也開始學習。不單只是個人因素需要學習，
在全球跨境交流之下，凡是有機會跟華人接觸的各行業人士，也將逐漸開始學習。
(3) 華語文學習者的年齡日漸提早，越來越多的全球中、小學生已開始正式學習。
(4) 華語文二語教學的專業理念與授課方式，已經超越其他外語教學的潮流。

2. 建議
基於本論文之研究分析，針對現階段北加州傳統僑校華語文教育執行策略不足之處，提出建議
如下：
(1) 目前二語及數位教師仍不足，尤其是具有教育專業背景、熟悉美國中小學教學情況的師資，
因此，相關專業師培課程仍須加強。
(2) 僑校二語教學分級教材與數位教學資源普遍缺乏，尚待學者專家與產業界努力開發。
(3) 並非所有的學生都能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在傳統僑校裡學習華語文。僑校教育管理上應
彈性規劃授課制度與教材編制。
總之，以目前看來，北加州傳統僑校的教育經營形勢穩定，未來應當順著全球化機制做前瞻性
準備，祈使海外華語文教學的發展更為蓬勃順利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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