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務委員會112年度海外數位華語文推廣計畫

壹、計畫源起

　　資訊科技不斷演進與改變，在疫情的推波助瀾下更加速了「數位轉型」

的浪潮。本會自101年起即致力推動「海外數位華語文推廣計畫」，初期以

輔導建置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的方式，由海外文教中心自行舉辦各主題數位

師資培訓課程。110年起，本會為介接國內優質教學內涵，推廣具臺灣特色華

語文教學，與國內華語文教育機構合作，採用遠距線上教學方式辦理多項數

位師資培訓課程，獲得海外參與學員正面回饋與肯定。為增益本計畫辦理效

益，本（112）年度更將實施地區擴大至全球，邀請國內華語文教育機構參考

海外僑校之需求，規劃多元主題與師資培訓課程方案，將國內專業師資及豐

富之數位資源引介全球，有效擴大師資培訓效益。

貳、辦理單位及參加對象

一、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主辦單位：由駐外館處及本會各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辦（以下簡

稱「僑教中心」），另紐約僑教中心、金山灣區僑教中心、芝加哥僑

教中心、洛杉磯僑教中心、菲華文教中心、聖保羅僑教中心、駐英國

代表處、駐泰國代表處為各組統籌單位，分列如下：

(一) 美加東組：華府、紐約、波士頓、渥太華、多倫多等地區。

(二) 美加西組：西雅圖、金山灣區、溫哥華等地區。

(三) 美中南組：芝加哥、亞特蘭大、休士頓、邁阿密、丹佛等地區。

(四) 美西組：洛杉磯、橙縣、檀香山等地區。

(五) 菲律賓暨大洋洲組：菲律賓、澳洲、紐西蘭、斐濟、關島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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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南美組：中南美洲各國（巴西、巴拉圭、阿根廷、墨西哥、貝里

斯、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厄瓜多、秘魯、智利等地區）。

(七) 歐非組：歐洲及非洲各國(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瑞士、奧地

利、比利時、捷克、瑞典、義大利、西班牙、愛爾蘭、匈牙利、史

瓦帝尼、南非等地區)。

(八) 亞洲組：菲律賓以外(日本、韓國、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印尼、

越南、汶萊、約旦、土耳其)等亞洲地區。

三、 協辦單位：由國內華語文教育機構提供線上師資培訓課程。

四、 參加對象：本會備查僑校及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教師。

參、課程規劃方向

因應智能產業發展並推廣數位華語教學，本會「全球華文網」持續提供

豐富多樣化之數位華語教學資源，包含自編教材電子書、華語文教學輔材、

臺語文教學資源、文化教學與師資培訓影片等。另針對海外一般社會人士為

教學對象，編製《來！學華語》成人華語學習教材，同時運用「MyCT 口說

學習系統」製作《學華語向前走》及《來！學華語》口說練習課程，作為教

材之口語練習輔材，提供海外僑教老師更多元之教學運用。此外，為拓展數

位學習管道，續與教育部「教育雲」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酷課雲」等

學習資源平臺合作，將優質教學資源提供予僑校運用，協助海外僑校及教學

工作者發展多元、活潑之數位教學模式。

本年推廣計畫除請駐外館處及僑教中心依下列原則規劃基礎數位課程，

續辦地區並請依據上（111）年參與學員建議，規劃進階課程： 

一、 《來!學華語》成人華語教材之推廣應用

《來!學華語》係一套以外國語言教學概念，並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教

育研究院整合華語教學專業人士研發之「臺灣華語文能力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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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CL）」語詞分級第一級至第二級，開發適合海外各行各業成人華語

文能力零起點人士學習之華語教材。本教材全套共計四冊，包含課本、作

業本及教師手冊，第一冊至第三冊均已出版，預計今年完成第四冊編撰，

課文內容含聽力、會話、認讀等練習及文化單元，教材內容符合母語非華

語之成人學習需求。該教材除紙本外，教材PDF、電子書、朗讀音檔、課

本PPT、Quizlet字卡、MyCT口說練習課程等輔助資源亦可於「全球華文

網」瀏覽運用。

為說明編寫教材設計理念與教材教法，本會邀請編寫團隊拍攝教學影

片，內容包括編輯理念、教材架構(每冊共 10課與 3個單元)與其他資源

(教師手冊與課文對話、生詞、作業本的錄音檔案)，另並邀請教材編輯團

隊及資深華語文教師依照「教師手冊」內容，錄製每課教學重點提示與教

學示範影片，該影片亦可於「全球華文網」下載參閱。

相關連結：

《來！學華語》專區：

https://www.huayuworld.org/news_info.php?nid=730

《來！學華語》「教學影片」：

    https://www.huayuworld.org/news_info.php?nid=812

二、 《學華語向前走》、《來!學華語》「MyCT」口說練習課程之推廣應

用

為利僑校教師教學及學習者自學強化華語口說能力，本會委託艾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運用「MyCT」平臺製作《學華語向前走》、《來!學

華語》口說練習課程，係針對《學華語向前走》第一冊至第十冊（第

五冊至第十冊課程刻正製作中，預計於年中上線）及《來!學華語》第

一至二冊等二套教材，製作可供僑校課堂運用及學生複習之口說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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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讓學生能隨時練習，並立即檢視學習成效。該平臺系統之語音

辨識與回饋功能可針對口說練習之發音、音量、語調、流利度，提供

分析回饋與呈現練習結果，提供改善建議，並記錄、統計及查詢使用

者學習歷程，藉由反覆練習提升學習效益。

三、《學華語向前走》專區學習資源之推廣應用

（一）紙本教材及輔材：

《學華語向前走》全套共 12冊教材及教師手冊（僅發行電子版）

皆已出版，除紙本教材外，「全球華文網」亦提供電子版及各式教

學輔材，包含課文簡報 PPT、音檔 MP3、測驗卷、生字練習簿、

Jamboard、Quizlet字卡等。

（二）MyCT口說練習課程：

本年將完成「MyCT」《學華語向前走》第一冊至第十冊之口說練

習課程之建置，學習者可於課餘時間自行利用「MyCT」軟體或

APP 進行口說練習。

（三）數位遊戲及教學影片：

「全球華文網」之「學華語向前走專區」自 109年開發以來，線上

可供學生自學之數位遊戲共 37款（第一冊至第四冊），以及僑校

課堂運用之教學影片共 60支（基礎冊、第一冊至第四冊），學習

者除可透過互動遊戲及教學影片提昇學習之樂趣，並可善用全球華

文網內「學華語向前走教材使用見證」之僑校老師分享實際使用經

驗之影音，以及由編輯群錄製之「學華語向前走教學示範」系列影

片，幫助當地僑校掌握教材之優勢、特色與教學法。

（四） myViewBoard數位平臺服務：

為協助全球僑校教師因應後疫情時代的教學趨勢，在智慧化、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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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網路化的基礎下，面對新常態華語教學所需，ViewSonic 團隊

（優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向本會申請《學華語向前走》教材利用

授權，並邀請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師生運用 ViewSonic 開發之

myViewBoard 數位教育平臺發展《學華語向前走》互動教材。

myViewBoard 數位平臺服務結合《學華語向前走》1到10冊之所有

課文、生詞、漢字及句型等內容轉製為高度互動教材，供僑校教師

直接導入實體及線上教學，與學生進行各種教學互動，讓華語教材

以全新的面貌進入課室，藉此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讓學習更多元、

更有效。

相關連結：

《學華語向前走》X myViewBoard 數位平臺服務：

https://www.huayuworld.org/news_info.php?nid=730

四、 『全球華文網』資源運用之師資培訓課程規劃

為滿足日益增加之數位資源需求，本會持續更新全球華文網

（www.huayuworld.org）之「華語文教學資源專區」、「臺語文學習網」、

「客語學習網」、「文化百寶箱」、「師資培訓專區」及「雲端學校」六

大專區之服務內容，並設置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雙語網頁，其中「師資培

訓專區」內「師資培訓影音專區」針對華語文教學提供了「新手教師快速

入門」、「華語文教學基本功」、「數位華語文教學」、「兒童及青少年

華語文教學」、「文化與創意教學」及「華文教師線上遠距研習班」等六

大主題，除推廣新增服務項目外，亦可依據六大主題規劃華語文線上培訓

課程，幫助教學者快速掌握並運用資源，透過實務操作與經驗分享討論，

提昇教學成效。

另為便利海外僑民子弟取得優質正體字華語文閱讀資源，本會全球華

5



文網推出「HyRead ebook」電子書平臺服務，電子書內容包括入選「文化

部中小學生讀物選介」之書籍及人文社會、語言學習等類型電子書及電子

雜誌約五萬冊，使用者可透過平板電腦或手機安閱讀軟體 APP 閱覽。

相關連結：

「HyRead ebook」電子書平臺服務：

https://huayuworld.ebook.hyread.com.tw/

五、教育雲及臺北酷課雲線上教學資源平臺之導入華語文教學運用

(一) 教育雲平臺介紹：平臺介接彙集教育部暨所屬館所、縣市單位教

育局及民間等數位學習平臺資源，其中包含因材網、教育大市

集、教育百科、教育媒體影音、教師 e 學院、英語文學習、華

語文學習及教學寶庫等，內容豐富多元，適合海外僑校運用，

相關位置如下：

1. 教育雲：https://cloud.edu.tw

2. 教育雲帳號申請方式：

(1)申請操作說明：https://agency.sso.edu.tw/filedownload

(2)僑校適用版本：教育體系身分認證服務代理平臺使用手冊(二)

(僑(華)校適用) 

3. 直播宣傳影片：全球華文網首頁/師資培訓專區/師資培訓影音專區

/數位華語文教學/【直播教學分享會】雲端資源大補帖—「教育

雲」教學應用

(二) 臺北酷課雲：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開發，該平臺開設多種華語文

及多國語言文化線上課程（酷課雲首頁/防疫不停學專區），亦有

多項師資培訓資源可供選擇，可鼓勵海外僑校師生多加利用，相關

操作影片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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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雲帳號登入教學 → Youtube  → 臺北市酷課雲/播放清單/酷課

雲註冊及登入方式說明

2. 綁定google帳號登入教學 → Youtube → 臺北市酷課雲/播放清單/

酷課雲註冊及登入方式說明

3. 酷課網路學校（OnO）教師操作影片（一般線上直播教學）→ 

Youtube→臺北市酷課雲/播放清單/酷課雲操作秘笈→教師篇

4. 酷課網路學校（OnO）教師操作影片（線上直播暨實體課程教學）

→Youtube→臺北市酷課雲/播放清單/酷課雲操作秘笈→教師篇

5.直播宣傳影片位置：全球華文網首頁/師資培訓專區/師資培訓影音

專區/數位華語文教學/【直播教學分享會】探索數位學習平臺—

「臺北酷課雲」應用教學

六、數位文化資源導入華語文教學課程

語言為文化之載體，文化為語言之內涵，為達到有效之溝通，語

言學習，更要瞭解標的語言之文化。除了華語文教學之推動，本會亦

致力於海外文化之交流及傳承工作，特別於全球華文網規劃「文化百

寶箱」專區，其中包含「民俗微教學短片」、「僑教雙週刊教材專

區」、文化部「兒童文化館」、「看見臺灣之美影音資源」、「電子

書城-文化輔助教材」、「臺灣光華雜誌」、故宮博物院「人氣國寶

展」等主題，其中「僑教雙週刊教材專區」為可跨載具閱讀之格式，

內容涵蓋各種有關節慶習俗、品格美德、寓言故事之之主題，多達151

部之中英文動畫影片。另「民俗微教學短片」更包含舞蹈、藝術及體

育三大領域，目前已逾230支影片，內容以技藝實作及活動規劃2種型

態為主，期藉由專業、生動之解說及演示，達民俗文化教學之效。

除華語文的推展，文化傳承的工作亦是本會的使命，為使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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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相關紀錄能更無遠弗界傳達海外，讓更多海外學子及民眾對臺灣

文化有更深的瞭解及認同，除持續豐富線上資源，亦鼓勵各中心利用

上開資源，規劃文化學習相關課程，透過數位課程將文化教學融入華

語學習，以發展具我國在地特色之文化教學。

肆、辦理日期及作業方式

一、辦理日期：自112年 6月至10月間。

二、計畫申請方式：

（一）各駐外館處及僑教中心

1.依課程規劃方向調查轄區僑校需求填報課程需求表（如附件一），

並交由各組統籌單位。

2.負責轄內招生，參加學員須以i僑卡登記報名。

3.於活動結束後1個月內，將活動成果報告表（如附件二）、轄內參

加學員名冊（如附件三）及相關剪報、照片等資料送本會參處。

4.於全部課程結束後，依照國內華語文教育機構所記錄之學員上課時

數，全程出席堂數達 6堂課者，核給本會中英文並列結業證書（電

子版）。

5.為提升數位證書使用率，請宣導符合核給資格學員填列線上「數位

結業證書同意授權書」問卷（連結網址： https://forms.gle/

e9L5cToPL6xBitZS7），以核給本會中英文並列結業數位證書。

（二）統籌單位

1. 彙整課程並報會：將各組駐外館處及僑教中心所提報之需求彙整成

共通性課程總計8堂（每週2堂課，每堂50分鐘），併同聯繫窗口

資料於112年 3月17日前將課程彙整表（如附件四）送本會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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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前聯繫溝通：負責與國內華語文教育機構接洽，並就辦理日期、

課程規劃、確認地區性需求及相關行政支援等事項進行協調。

3. 刊登活動成果：於活動結束後 1個月內將活動照片及文字上傳至本

會「全球華文網」首頁「僑校園地」專區 (網址： http://

www.huayuworld.org)。

（三）本會

1. 依各組統籌單位所提報課程需求，洽覓國內華語文教育機構開設華

語文線上課程。

2. 提供各組統籌單位及國內華語文教育機構雙方聯繫資料，並審核國

內華語文教育機構提交之課程規劃書，經本會核定之課程將函復各

駐外館處及僑教中心據以辦理後續事宜。

3. 於全部課程結束後，依照各駐外館處及僑教中心所記錄之學員上課

時數及線上「數位結業證書同意授權書」問卷回覆情形，全程出席

堂數達6堂課者，進行後續數位證書核發作業。

（四）國內華語文教育機構

1.與各組統籌單位協調後，將課程規劃書（含課程規劃理念、課程安

排、講座資料、預期效益及經費概算等）送交本會審核，倘後續課

程有異動，須報請本會同意。

2. 擇選具華語文及線上遠距教學師資。

3.開設線上教學平臺進行同步線上授課（配合海外當地時區開課）。

4.提供招生資訊給各駐外館處及僑教中心進行後續招生作業。

5. 於活動結束後1個月內將撰寫之結案報告（含線上問卷調查之結果

分析）、學員出席情形紀錄表送交本會，俾辦理經費撥付事宜。

伍、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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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會支應國內華語文教育機構辦理課程規劃、擇選師資及開設線

上教學平臺等辦理經費。

陸、相關附件

附件一：課程需求提報表

附件二：成果報告表

附件三：轄內參加學員名冊

附件四：課程彙整表

附件五：各地主辦及統籌單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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