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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掌握学生理解度及
语学教师成长的工具

第一讲13.00〜14.30
有助于掌握学生上课理解程度的方法及有助于掌握学生上课理解程度的方法及
其分析工具

学 者 解度 析（中国語学習者の理解度分析手法とツール）

第二讲14.40〜16.10
语学教师成长的条件及其支持工具
（成長する中国語教員のための条件とツール）（成長する中国語教員 ため 条件と ）



支持掌握学生理解度及
语学教师成长的工具

(学習者理解と成長する中国語教員のための支援ツール)(学習者理解と成長する中国語教員のための支援ツ ル)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不仅是汉语老师，学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不仅是汉语老师，学
汉语的学生已迅速呈现多元化的现象。在这
背景下 为了进 步提高语言教学的效果一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提高语言教学的效果，

同时培养自律的学习者，需要掌握上课学生
的理解程度，尤其是它的量化是一笔不可缺
少的教研分析数据。少的教研分析数据



支持掌握学生理解度及
语学教师成长的工具

第一讲13.00〜14.30（包括讨论时间）
“有助于掌握学生上课理解程度的方法及其分析工具”有助于掌握学生上课理解程度的方法及其分析工具

（中国語学習者の理解度分析手法とツール）

因此第一讲主要介绍有助于掌握学生上因此第 讲主要介绍有助于掌握学生上

课理解程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笔者以多语
言聊天室进行的师生互动课堂实践 以及“跨言聊天室进行的师生互动课堂实践，以及“跨
文化误传”语料库里的交际汉语为例，如何获
得学习者的动态数据和工具，从而对理解度
具体加以分析。具体加以分析



支持掌握学生理解度及
语学教师成长的工具

第二讲14.40〜16.10 （包括讨论时间）
“语学教师成长的条件及其支持工具”语学教师成长的条件及其支持工具

（成長する中国語教員のための条件とツール）

第二讲主要面向日本国内从事汉语教学第二讲主要面向日本国内从事汉语教学
的老师和研究人员，作为一名语言教员如何
实现可持续成长 探讨所备诸如条件 最后实现可持续成长，探讨所备诸如条件。最后
介绍支持发展专业能力的一些教学资源以及
ICT工具的用法。



为何需要掌握学生的理解度？

１ 作为 名求学者

为何需要掌握学生的理解度？

• １ 作为一名求学者

• 需要与学生共识目标,建立信任关系

• ２ 语学教师的工作需要

教学的人性化管理• 教学的人性化管理

• ３ 作为一名研究人员的关心作为 名研究人员的关

• 用网络和ICT提高语言教学效果



《对外汉语教师的工作评价手册》
据日本语言教师及实习生用的自我组合评价表（Portfolio）改为中译版

Ⅰ 教学条件 Ⅴ 授课实践教 条件 实

A. 教育课程 A. 教案的使用

B. 目标及需求 B. 内容

C 语学教师的任务 C 与学生的互动C. 语学教师的任务 C. 与学生的互动

D. 教学机构的环境设备及其制约 D. 课堂经营

E. 授课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

Ⅱ 教授法

A. 口头表达活动 Ⅵ 个人学习

B 书面写作活動 A 自律性学习B. 书面写作活動 A. 自律性学习

C. 听力训练活动 B. 作业

D. 阅读训练活动 C. 虚拟学习环境

语法E. 语法

F. 词汇 Ⅶ 評価

G. 文化 A. 评价方式的选择文化 评价方式的选择

Ⅲ 教学资料的来源 B. 评价

Ⅳ 授课计划 C. 语言运用

A 设定学习目标 D 对异国文化的理解A. 设定学习目标 D. 对异国文化的理解

B. 授课内容 E. 分析错误回答

C. 课堂活动的展开



日本外语教学所面临的问题

母语以外的外语运用能力普遍较低

日本外语教学所面临的问题

• 母语以外的外语运用能力普遍较低
• 使用外语的机会不多

• 学好英汉语的难度高

• 对外语能力的社会要求并不多• 对外语能力的社会要求并不多

• 研究教育领域里英日语绝对占优势
与汉韩语等邻近地区外语的接触机会剧增• 与汉韩语等邻近地区外语的接触机会剧增

• 但还停留于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交流



日本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外语能力要求日本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外语能力要求

大木充(2012)[大学までの英語教育と大学での外国語教育]より



师生需要共识学外语的目的和目标

日本は「職業上の交流と意見交換に役立つ」外国語学習を強調しすぎ
１）「私的な交流と意見交換に役立つこと」

师生需要共识学外语的目的和目标

１）「私的な交流と意見交換に役立つこと」
２）「異文化間の偏見の緩和と寛容精神の育成」
３）「言語文化的多様性の資源保護と持続」を推奨する必要

大木充(2012)[大学までの英語教育と大学での外国語教育]より



日本汉语教学环境的变化

以1990年为分界线 华人及华语的影响力

日本汉语教学环境的变化

• 以1990年为分界线，华人及华语的影响力
在日本社会有了实质性的加强，各大学汉
语课程的选修人数迅速增加，一般企业中
对汉语课程的需求亦有超过对英语课程之对汉语课程的需求亦有超过对英语课程之
势。

增强对汉语教学的期待与压力• 增强对汉语教学的期待与压力。



日本的外语需求量



日本汉语教学环境的变化日本汉语教学环境的变化
•旅日留学生急增
在日留学生大多来自韩国中国等邻近国家•在日留学生大多来自韩国中国等邻近国家

•由于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 75%以上的留学
生在大学或大学院就学

早稲田大学留学生（1968年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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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多元化学生的多元化
•除了留学生外，日华裔学生和成长于汉语文除了留学生外，日华裔学生和成长于汉语文
化圈等拥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亦增多。
砂岡和子,徐顕芬(2011)砂岡和子,徐顕芬(2011)

• 不仅校区呈现出多语言化的现象，同时具
有复语言资源的学员也正在增多。有复语言资源的学员也正在增多。

・学生的多元化带来汉语教学实践的新局面。学生的多元化带来汉语教学实践的新局面。

・需要掌握学生的理解度 教学的人性化管・需要掌握学生的理解度，教学的人性化管

理。



研究上的关心研究上的关心

•校区呈现出多语言化的现象，同时具有复校 现 多语言化的现象 同时具有复
语言资源的学员也正在增多。

除了部分面向留学生的英语科目以外 包・除了部分面向留学生的英语科目以外，包
括汉语使用多种语言的课程仍为极少数。

・语言教学有必要保障他们的语言权，创造
并善用其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

・用网络和ICT掌握上课学生的理解度，提高
语言教学的效果语言教学的效果。



全球世代的语言资源和接触

全球语言全球语言
广泛通用的语言，第二、第三语言，知识性、文化性、宗教
性的以及安全保障的资源 比如 中世纪欧洲的拉丁语 东

书
I
n 性的以及安全保障的资源。比如，中世纪欧洲的拉丁语，东

亚的汉文，现代的英语。

大区域语言

书
面

n
t
e 大区域语言

国别标准语，第二语言，是法律、行政、产业、技术、学

术、文艺等高度知识性的行为的载体
语r

a

地区语言Empowerment of the community口
语

c
t
i

地区社会同化过程中发展而来的语言、方言，是认同意识

（identity）的根源，社会性交流的手段

母语

语
i
o
n

Welfare Linguistics母语
生来自然掌握的母语，第一语言

Welfare Linguistics



全球世代汉语教学的新任务

师生需要共识学外语的目的和目标

全球世代汉语教学的新任务

• 师生需要共识学外语的目的和目标

• 不宜强调学外语的实用性

• 站在自我认同和交际的立场

以自律学习观为主导• 以自律学习观为主导

• 为保存和继承多语言多文化资源为保存和继承多语言多文化资源

• 建立互相信任的协调关系而同步发展



如何能与学生互动?

《对外汉语教师的工作评价手册》
C 与学生的互动C. 与学生的互动
（汉语教师）
78. 能够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

集中。→早稲田大学上课镜头（DVD1）集中
79. 能够帮助学生进行以学生为主体的活动

及学生之间的互动 →早大上课镜头（DVD2 3）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早大上课镜头（DVD2,3）

80. 能够针对学生的各种学习方式进行指导。
大 动→早大聊天活动

81. 能够帮助学生恰当使用学习策略。
早大BBS上的互助写作活动→早大BBS上的互助写作活动



《对外汉语教师的工作评价手册》
据日本语言教师及实习生用的自我组合评价表（Portfolio）改为中译版

Ⅰ 教学条件 Ⅴ 授课实践教 条件 实

A. 教育课程 A. 教案的使用

B. 目标及需求 B. 内容

C 语学教师的任务 C 与学生的互动C. 语学教师的任务 C. 与学生的互动

D. 教学机构的环境设备及其制约 D. 课堂经营

E. 授课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

Ⅱ 教授法

A. 口头表达活动 Ⅵ 个人学习

B 书面写作活動 A 自律性学习B. 书面写作活動 A. 自律性学习

C. 听力训练活动 B. 作业

D. 阅读训练活动 C. 虚拟学习环境

语法E. 语法

F. 词汇 Ⅶ 評価

G. 文化 A. 评价方式的选择文化 评价方式的选择

Ⅲ 教学资料的来源 B. 评价

Ⅳ 授课计划 C. 语言运用

A 设定学习目标 D 对异国文化的理解A. 设定学习目标 D. 对异国文化的理解

B. 授课内容 E. 分析错误回答

C. 课堂活动的展开



多而复语言环境中国文化课堂

• 早稻田大学于2009年发展起了用中文多角度了
解中国社会的《中国社会》课程，解中国社会的《中国社会》课程，

• 包括聘请国内外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以远程方
式用中文上课式用中文上课。

• 2011年的讲课题目，如“全球化中的中国”“
中国的农业环境问题”“从语言的使用看台湾

的社会”“敦煌与中国伝統文化”“外交官的的社会 敦煌与中国伝統文化 外交官的
工作”“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等，涉及
到政治経済，语言交际，自然環境，宗教艺术到政治経済，语言交际，自然環境，宗教艺术
，外交，福祉等广泛领域。

• 其中3位讲师用远程电视会议方式从北京等海外• 其中3位讲师用远程电视会议方式从北京等海外
地区给早大学生上课。



多而复语言环境中国文化课堂多而复语言环境中国文化课堂

• 招生人数34名（限于电脑室座位数），

• 其中中国留学生占半数，其余的学生中一半是
华裔或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他们口语没有华裔或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他们口语没有
问题，但书写就有不同程度的困难。

剩余的是已学了两年以上汉语的日本本科生• 剩余的是已学了两年以上汉语的日本本科生，
但由于语言和文化难度都高， 后一半被淘汰
掉了掉了。

• 为了缩小NS与NNS之间的语言和文化理解差距

，这门课程除了利用网络翻译机器，合成语音
及MVDS等人机交互式工具外，还提供了使用及 等人机交互式工具外，还提供了使用
聊天系统进行师生互动的教学服务。



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

• 以2010年早大OCW中开启语言聊天室功能为
契机， 笔者在汉许多语课中导入了日语，契机 笔者在汉许多语课中导入了日语
汉语，英语等多语言聊天活动的尝试。

简短的文字输入聊天使在音声交流方面缺• 简短的文字输入聊天使在音声交流方面缺
乏自信的第二语言学习者能舒缓紧张状态
来参与活动来参与活动，

• 因而这种即时通讯亦成为了培养语言交际因而这种即时通讯亦成为了培养语言交际
能力的有效语学实践工具。



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

• 在《中国社会》这种高级汉语课程里导入

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

• 在《中国社会》这种高级汉语课程里导入
了聊天活动，做为判断讲义理解度以及师
生之间的表达沟通工具生之间的表达沟通工具。

• 进入聊天的时间也做为用于统计出席率的
时间纪录，开始上课时每个学生及和做为
科目设计者的笔者都会预先进入聊天室。科目设计者的笔者都会预先进入聊天室。

• 教师在开始授课的同时也会开始使用聊天
本课程规定将母语不同的学生组成对子。本课程规定将母语不同的学生组成对子

进行语言学习的互帮互助。



利用多媒体及聊天室的汉语文化课

讲师

利用多媒体及聊天室的汉语文化课



• 在水平较高的学生替代教师翻译讲解上课出现的
专有名词及新词等活动

• 聊天不仅做为帮助学习的工具发挥作用，天 仅做为帮助学 具发挥作用

• 还成为了解听课学生自身的观点的平台。

中⇔日自動翻訳



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

• 聊天成为从留学生的发言中获取有关现代

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

• 聊天成为从留学生的发言中获取有关现代
中国实际生活信息的一种途径。

比如“转型中的中国政治” 讲中的专有名词• 比如“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一讲中的专有名词，
学生用汉英日语进行了如下对话：A>为什么叫茉
莉花革命？ / 茉莉花革命 根据 iki di 是如下莉花革命？ /B>茉莉花革命，根据wikipedia是如下
(中略)/ C> wikipediaから/ D> If we don't understand 
h i f h d b k hthe meaning of the word, maybe we can ask to the 
others./F>民主革命为什么没有进展呢/ E>被扼杀
在摇篮里了/B 穷人太多？民主胎死腹中？在摇篮里了/B>穷人太多？民主胎死腹中？



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

• 在发贴过程中，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换为 多
。

• 学生互相了解的渴求使上课内容不断贴近切
身的话题身的话题。

• 例如，在“汉字与中国古代社会”一讲中，
从关于古代中国老人受赠拐杖的解释引出了
留学生们不断的发贴子，将自己爷爷奶奶与留学生们不断的发贴子，将自己爷爷奶奶与
别人家的对比看看。



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
• J>我觉得中国老人倚老卖老情结很严重

• H >日本老人还可以开车去旅行还有很大岁数的人还自己日本老人 可以开车去旅行 有很大岁数的人 自
开工资老奶奶六七十岁还化妆

• J>而且日本老人会接受新兴事物学着发邮件用电脑手机J 而且日本老人会接受新兴事物学着发邮件用电脑手机

• K>中国老人 多就是大家一起扭秧歌下棋打麻将

• D>我以前做过买手机的派遣バイト稍稍上一点年纪的 就• D>我以前做过买手机的派遣バイト稍稍上 点年纪的，就
很抗拒新事物了。

• M>我的外公外婆驾驶摩托环海南岛 和一般老人也是不一• M>我的外公外婆驾驶摩托环海南岛,和 般老人也是不
样的

• J>你外公外婆太潮了• J>你外公外婆太潮了

• M>现在两个人在地中海那几个国家旅游

H>原来现在不能送拐杖 要送摩托• H>原来现在不能送拐杖，要送摩托

• Q>哈哈。送摩托车。



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

• 与讲课并行的聊天能够让教师把握学生的理
解程度及他们所感兴趣的事物解程度及他们所感兴趣的事物

• 比如在“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讲课中提及的
蒋介石总统 名学生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蒋介石总统，2名学生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的观点上发生了对立。

• 他们的争论导致聊天的讨论也就越发热，

提高了全体师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了全体师生的学习兴趣



聊天室里的争论



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

• 由于日本的汉语学习者大多是入学后才开始

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

学习的初学者，在同母语学生聊天的过程中
还很难跟上通迅速度及会话内容很难 度 会 内容

• 尽管留学生们很期待日本学生参与讨论，但
由于跟不上对贴子内容的理解及发贴的速度由于跟不上对贴子内容的理解及发贴的速度.

• 非母语学生虽然充满好奇但只满足于旁观的
情况时有发生。

• 如何将边缘参与者归属于正常位置待于研究• 如何将边缘参与者归属于正常位置待于研究
。



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

• 对初级学习者而言，使用聊天功能进行词汇
句 力练 练 较为有效

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

及句子听力练习，或问答练习则较为有效。

• 对初级学习者进行的实验结果证明，利用聊对初级学习者进行的实验结果证明，利用聊
天发贴方式的听力练习与通常由教师朗读的
方式相比 效果更为显著方式相比，效果更为显著。



利用聊天发贴方式的听力练习（初级）

• 听写2－4字的生词平均需要2.4秒，15字的

利用聊天发贴方式的听力练习（初级）

短句听写平均为8秒，到全班18名学生每个
人答对全部14道题为止花费34分钟，较使人答对全部14道题为止花费34分钟，较使

用答题纸或电脑个别回答的方式，能节省
一半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半到三分之 的时间。

• 个别回答还需要教师在回收学生的回答后
说明正确答案，而聊天则使其他学习者的
回答过程可视化，所产生竞争和协调的学回答过程可视化，所产生竞争和协调的学
习效果能缩短所需时间并使学生自己改正
错误错误。



利用聊天发贴方式的听力练习（初级）利用聊天发贴方式的听力练习（初级）



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

• 通过聊天室进行听写练习和问答练习，对初级学
习者的效果相当显著。

• 班级人数规模或学生之间的差距较大时，只要
将聊天室分成两组或三组就可提高学习效果。将聊天室分成两 或 就可提高学习效果

• 调查结果表明，语言能力较高的组能更迅速，
正确地发贴 且正确率保持稳定 而语言能力正确地发贴，且正确率保持稳定，而语言能力
相对不高的组则在速度、正确率及稳定性三个
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偏差 S k K k (2010)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偏差。Sunaoka Kazuko(2010). 



语言能力与聊天的偏差分析（初级）语言能力与聊天的偏差分析（初级）



聚焦式聊天与回帖的质量

• 利用聊天进行的问答练习，通过信息的双向共享
和交互记录的可视化使参与者之间促进互动和交互记录的可视化使参与者之间促进互动，

• 对学习热情的提高有明显的效果。

指导教师参与得是否聚焦式（ ）发• 指导教师参与得是否聚焦式（Focus on Form）发

帖也会对学习者回帖的质量都产生巨大影响。
• 初级班14名学生和3名中国教师所进行的自由会话聊天记录的比对分析结果

• 1）教师和学生的总发言时间对比，2）教师的总发言数和发言的总时间及平均每条发
言的所需时间，3）学生的平均发言数和发言时间及平均每条发言所需时间。

教 发 数 为 教 生 连 性 法 焦• 教师Z的发言数量 为显著，而教师Y和学生F的对话缺乏连贯性，无法聚焦话题。



聚焦式聊天问答成功练习例



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多语言聊天室的教学效果

• 在人材的国际性交流趋于频繁，接触不同
文化，不同语言变得司空见惯的时代，网文化 不同语言变得司空见惯的时代 网
络语言教学如果只是做为通讯工具，其存
在价值甚微。 Sunaoka Kazuko (2012)在价值甚微。 Sunaoka, Kazuko (2012) 

• 就像聊天有效利用了解不同语言不同国家
的信息 可以加强个人之间的沟通那样的信息，可以加强个人之间的沟通那样，

• 如今亟须思考如何发挥电脑网络的软实力如今亟须思考如何发挥电脑网络的软实力
，提高外语教学的人性化管理。



ICT能帮助语言教师的工作领域ICT能帮助语言教师的工作领域

•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电脑网络对语言教学的优点

• 1）跨时空的工具

连接不同地方及不同群体 互动可以共享 个理念• 连接不同地方及不同群体,互动可以共享一个理念

• 2）个别化的工具

• 获知个人的想法和活动,互帮互助可有根据

• 3）数据化的工具3）数据化的工具

• 收集和共享资讯很方便,有利于跨学科分工并协助



ICT能帮助语言教师的工作领域（红字项目）

Ⅰ 教学条件 Ⅴ 授课实践教 条件 实

A. 教育课程 A. 教案的使用

B. 目标及需求 B. 内容

C 语学教师的任务 C 与学生的互动C. 语学教师的任务 C. 与学生的互动

D. 教学机构的环境设备及其制约 D. 课堂经营

E. 授课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

Ⅱ 教授法

A. 口头表达活动 Ⅵ 个人学习

B 书面写作活動 A 自律性学习B. 书面写作活動 A. 自律性学习

C. 听力训练活动 B. 作业

D. 阅读训练活动 C. 虚拟学习环境

语法E. 语法

F. 词汇 Ⅶ 評価

G. 文化 A. 评价方式的选择文化 评价方式的选择

Ⅲ 教学资料的来源 B. 评价

Ⅳ 授课计划 C. 语言运用

A 设定学习目标 D 对异国文化的理解A. 设定学习目标 D. 对异国文化的理解

B. 授课内容 E. 分析错误回答

C. 课堂活动的展开



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听力训练）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听力训练）

http://chinesetone.org/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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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协调听力训练）



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打字聊天练习）

中级班打字聊天练习程序 1 与留学生一起进行聊天
2 把全体聊天的记录还给学生

学生参看聊天记录与留学生说话练习3 学生参看聊天记录与留学生说话练习



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协调说话训练）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协调说话训练）
初级班会话练习程序

1 两名学生一起练习朗读课文会话1 两名学生 起练习朗读课文会话
2 以留学生作为会话对象改写课文
3 两名学生一起投稿到网上学习用
BBS

4 将写好的会话一起录音交给老师
5 老师评价每个组的发音水平作为5 老师评价每个组的发音水平作为
表还给学生



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协调说话训练）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协调说话训练）
初级班会话练习程序

1 两名学生一起练习朗读课文会话
2 以留学生作为会话对象改写课文
3 两名学生一起投稿到网上学习用BBS
4 将写好的会话一起录音交给老师4 将写好的会话一起录音交给老师
5 老师评价每个组的发音水平作为表还给学生



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协调写作练习例1）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协调写作练习例1）

中级班写作练习程序 1 与留学生一起进行聊天
2 把全体聊天的记录还给学生
3 每个学生参看与留学生的聊天内容，自己写一篇介绍文投稿到网上BBS
4 请留学生修改作文 5 录音写好的作文 5 老师评讲发音程度请留学生修改作文 录音写好的作文 老师评讲发音程度



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协调写作训练）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协调写作训练）
中级班写作练习程序 1 与留学生一起进行聊天
2 把全体聊天的记录还给学生

每个学生参看与留学生的聊天内容 自己写 篇介绍文投稿到网上3 每个学生参看与留学生的聊天内容，自己写一篇介绍文投稿到网上BBS
4 请留学生修改作文 5 录音写好的作文 5 老师评讲发音程度



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协调写作训练）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协调写作训练）
中级班写作练习程序 1 与留学生一起进行聊天
2 把全体聊天的记录还给学生

每个学生参看与留学生的聊天内容 自己写 篇介绍文投稿到网上3 每个学生参看与留学生的聊天内容，自己写一篇介绍文投稿到网上BBS
4 请留学生修改作文 5 录音写好的作文 5 老师评讲发音程度



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协调书面写作例2）

初级班写作练习程序
1 两名学生一起造句1 两名学生 起造句
2 请留学生修改话对象课文
3 两名学生一起改写作文
4 将写好的投稿到BBS



有关协调教学理论与其观点有关协调教学理论与其观点

行動分析学、認知心理学、状況的学習論の教育的側面から見た特徴 向後千春（2006）



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协调阅读训练）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协调阅读训练）

中级班阅读练习程序
1 学生阅读中文报纸的新闻 2 将概要及感想投稿到BBS学生阅读中文报纸的新闻 将概要及感想投稿到
3 大家共享内容



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写作与文化理解）

準上级班文化理解训练程序準上级班文化理解训练程序
1 学生在阿里巴巴网购自己想要的物品 2 将物品信息及购买

理由等投稿到BBS网上 3 留学生修改错误 4 再修改作文理由等投稿到BBS网上 3 留学生修改错误 4 再修改作文

40(45)  ５月17日課題 From: ＊＊ 雄祐(1A12＊＊) [2012/05/23 02:44] 
1 我打算买家庭影院http://detail china alibaba com/buyer/offerdetail/331720972 html1 我打算买家庭影院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331720972.html
2 这样高质量的家庭影院的话，7000000元/台-12000000元/台
3 我想体感像在影院的气氛。 我家的电视不高性能，所以我要一台高性能的电视。

40-1(62) Re: ５月17日課題 From: 石 尓秋(1E10H086) [2012/05/24 15:05]40 1(62)  Re: ５月17日課題 From: 石 尓秋(1E10H086) [2012/05/24 15:05] 
我想体验在影院的气氛。 我家的电视性能不高，所以我想要一台高性能的电视。

41(46)  宿題（5月17日） From: ＊＊ 祐治(1A1＊＊) [2012/05/23 16:17] ( ) 宿題（ 月 ） 祐 ( ) [ ]
1 我打算买这辆自行车。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1071550219.html
2这个价格大约是38000元一个。
3我想用这辆自行车上大学。我不喜欢坐满员的电车上大学。高中时，我骑自行车上
学。而上大学我第一次坐满员电车。很苦。所以我想买这辆自行车。

41-1(61)  Re: 宿題（5月17日） From: 石 尓秋(1E＊＊) [2012/05/24 15:02] 
我想骑这辆自行车上大学。我不喜欢坐很挤的电车上大学。高中时，我骑自行车上学。
而上大学以后，我第一次坐满员电车。很痛苦。所以我想买这辆自行车。



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翻译与文化理解）支持学生互动的工具（翻译与文化理解）
中级班文化理解训练程序

1 学生阅读中国人发来的端午四律诗学生阅读中国人发来的端午四律诗
2 网上搜索过端午的信息 3将四律诗翻译日文
4 将日译投稿到BBS 5 大家评论讲解



语学教师成长的工具（软件及语料库）
• 判断词汇难易度软件（新HSK词汇标准）

• 网络动捕词典

语学教师成长的工具（软件及语料库）

网络动捕词典

• 建制历代语言语料库和其汉语教学软件

蒋经国基金组成；台湾元智大学 北京大学 香港理工蒋经国基金组成；台湾元智大学、北京大学、香港理工
大学、早稻田大学、韩国首尔市立大学

「Web動補辞典」登録画面



動詞“吃”の補語動詞一覧画面動詞 吃 の補語動詞 覧画面

気に入った補語を2種類選択
たとえば“吃不动”と“吃不起”を選んでクリックたとえば 吃不动 と 吃不起 を選んでクリック

“吃”が取る補語の数量

“吃不动”“吃不起”の
補語機能の分類



補語動詞“吃不动”の表示画面

補語動詞例文が各3条
挙げてある。挙げてある。

④例文を日本語、英語に翻訳する。
注意；直接Webに書き込めません。作業結果は各自指定の

エクセルフォーマットに記入し、コースナビに提出
のことのこと。



支持掌握学生理解度及

程跨文化教学 洲学生会议

语学教师成长的工具（远程教学）

• 远程跨文化教学-亚洲学生会议-

• 早稻田大学自1997年以来，利用互联网进早稻田大学自1997年以来，利用互联网进
行英、汉、日、德、法、韩语等6个语种的
Cross Cultural Distance Learning（CCDL）活Cross‐Cultural Distance Learning（CCDL）活
动。CCDL采用了同步视频会议或BBS等远程

交流方式 与国内外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共交流方式，与国内外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共
同实施多地点教研活动。

• CCDL 
URL:http://wwwwaseda jp/dlc/index e htmlURL:http://www.waseda.jp/dlc/index_e.html



远程跨文化教学
-亚洲学生会议-

年参加 的海外学生 名次• 2011年参加CCDL的海外学生（4254名次）
比早大学生（3574名次）还要多。CCDL充
分发挥电脑辅助协调学习CSCL（Computer 
Supported for Collaborative Learning）的特Supported for Collaborative Learning）的特
点，在ICT辅助教学的支持下，会员可以共
享放在多媒体视频点播平台（MVDS）的教享放在多媒体视频点播平台（MVDS）的教
学资源，2010年度 0VD授業科目991节（其
中包括 节 科目） 授课学生共中包括545节e‐school科目），授课学生共
41352名（含8200节e‐school学生）。



远程跨文化教学

• 2011年62名教员开设了108个CCDL班 开展

-亚洲学生会议-

• 2011年62名教员开设了108个CCDL班，开展
过1000多次远程会议。海外会员共90个，
遍布于全球 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位于环遍布于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位于环
太平洋的美国（15所单位），中国，韩国
（各10），台湾（8），澳大利亚（6）占
一半，其他也有法国（5），泰国，德国（半，其他也有法国（5），泰国，德国（
各4），英国，加拿大（各3），印度,马来
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
亚,乌兹别克斯坦（各2）,文莱,意大利,俄罗
斯阿拉伯联合国萨摩亚斐济（各1）等交斯,阿拉伯联合国,萨摩亚,斐济（各1）等交
流单位。



2011年CCDL交流国家和地区2011年CCDL交流国家和地区

法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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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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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大部分CCDL活动用英语进行交流的，其中CCDL
汉语组一直致力于和东京，北京，台北，首尔等
亚洲高等教育机构合作构建网络型语言学习环境洲高等教育机构合作构建网络型语言学习环境
，2012年5月为止已开过共141次的电视会议。

砂冈和子,门田康宏,森下幸雄,池上大介（2006）



亚洲学生会议的讨论题目(1)

四川大地震3周年と311東関東大震災
124

2011年5月12
日

四川大地震3周年と311東関東大震災
（日本語・中国語）

台湾淡江大学,北京大学,◎早稲田大学

125
2011年5月19映画「2012」から仮想する世界終末の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早稲田大学125
日日（日本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早稲田大学

126
2011年5月26

日
男人进退两难的社会地位 （中国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早稲田大学

結婚式 前後(日本語)1272011年6月2日結婚式の前後(日本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早稲田大学

1282011年6月9日媒体时代的我们(中国語) 台湾淡江大学,慶応大学,◎早稲田大学

129
2011年9月29

日
暑假的故事（中国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慶応大学,早稲田

大学129
日
暑假的故事（中国語） 大学

130
2011年10月13

日

音楽鑑賞を通して異文化交流をしよう
（日本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慶応大学,早稲田
大学

年
131

2011年10月20
日
关于饮食文化 （中国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慶応大学,早稲田

大学

132
2011年10月27

日
留学前と留学後(日本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慶応大学,◎早稲

田大学日

133
2011年11月10

日
旅遊的樂趣（中国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慶応大学,早稲田

大学

134
2011年11月17

映画鑑賞(日本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慶応大学,早稲田
大学134

日
映画鑑賞(日本語) 大学



亚洲学生会议的讨论题目(2)

135 2011年12月1日恋愛観・結婚観(中国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慶応大学,早稲田
大学

136 2011年12月8日子供の時の夢（日本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慶応大学早稲田
136 2011年12月8日子供の時の夢（日本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慶応大学,早稲田

大学

137
2011年12月15

日
关于学习外语(中国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慶応大学,早稲田

大学日

138 2012年4月19日你是否想留学？(中文，日语) ◎早稲田大学,北京大学

139 2012年4月25日旅行(中文)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早稲田大学

140 2012年5月10日就職(日本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早稲田大学140 2012年5月10日就職(日本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早稲田大学

141 2012年5月17日介绍你喜欢的电影或者电视节目(中文) ◎早稲田大学,台湾淡江大学,北京大学

142 2012年5月31日暮らしと住まい(日本語)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早稲田大学

143 2012年6月7日學習外語的經驗談(中文) 北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早稲田大学



远程跨文化教学
-亚洲学生会议-

• 起初海内外单位会员的民族普遍较单一，
对于用非母语发言的学生来说，和母语学对于用非母语发言的学 来说 和母语学
生同步对话并非易事，需要请母语学生来
交替传译才能相互沟通 过去人际交往较交替传译才能相互沟通。过去人际交往较
少的时代，对对方的社会与文化基本认识
的不足 或各自沿袭而来的刻板思想所带的不足，或各自沿袭而来的刻板思想所带
来的偏见，有时会引起民族间的文化摩擦
。



远程跨文化教学
-亚洲学生会议-

• 近几年，通过留学进修等各种渠道，学生之间
实现直接交往的机会剧增，参加亚洲学生会议
的会员的民族和语言文化也开始多元化，他们
的外语实践能力也普遍提高，开会已不需要等的外语实践能力 普遍提高 开会 不需要等
专门请人翻译，只要提供自己的语言资源互相
帮忙，年轻的一代就能畅谈自己之所想。在此帮忙，年轻的 代就能畅谈自己之所想。在此
多而复语言的新环境下，CCDL外语教学亦正面

临转换时期 亟需有效利用多语言资源 增进临转换时期，亟需有效利用多语言资源，增进
多语言交流，促进多文化，提高外语教学的人
性化管理性化管理。



远程跨文化教学
-亚洲学生会议-亚洲学生会议



远程跨文化教学

在亚洲学生会议的基础上 早稻田大学于

-《中国社会》 -

• 在亚洲学生会议的基础上，早稻田大学于2009
年发展起了用中文多角度了解中国社会的《中
国社会》课程，包括聘请国内外中国问题的研
究专家以远程方式用中文上课。

• 讲课题目涉及到政治経済，语言交际，自然環
境，宗教艺术，外交，福祉等广泛领域境，宗教艺术，外交，福祉等广泛领域

• 其中3位讲师用远程电视会议方式从北京等海外
地区给早大学生上课地区给早大学生上课。



早稻田大学 Opencour seware(OCW)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MS）

BBSBBS

ChatRoom

VideoOnDemand



《中国社会》课的网上学习平台[ 年版]《中国社会》课的网上学习平台[2012年版]



「中国の社会」

C=Chinese CJ=Chinese&Japanise k=Korian J=Japanise





调整讲师谈话速度及停顿分析

Zh讲师:讲话速度较速，

对话时的停顿比讲话时多一倍 Ｗ讲师:讲话速度快对话时的停顿比讲话时多一倍 Ｗ讲师:讲话速度快

对话停顿很不多

発話者
発話数（チャン

ク/回）

発話総時間
（チャンク/分:

秒）

発話平均長
（分:秒）

発話総量（字）発話密度（字）
発話速度（字/

秒）
ポーズ平均長

（秒）

W講師独話 353 05:49.4 00:01.0 3034 8.59 8.68 00:00.6
Zh講師独話 229 05:49.6 00:01.5 1958 8.55 5.60 00:00.3
W講師対話 136 06:10.7 00:02.7 2454 18.04 6.62 00:00.4
Zh講師対話 101 06:10.8 00:03.7 1641 16.25 4.43 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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