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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梁宁辉-耶鲁大学:  各位老师，晚上好！今晚是我们非常时期的一个特别讲座，为了满足

老师们网上教学和使用新科技的需要，我们特意邀请张老师@张霓-GWU 跟大家分享

她多年 VoiceThread教学经验。感谢张老师在短促的通知下，特意抽出宝贵的时间来

群里给大家雪中送炭！老师们对使用 VT有何疑问，可以随意跟张老师请教。 

 
张霓-GWU: 大家好！其实我今天是应梁老师邀请来为大家答疑，就是 VT(VoiceThread)的使

用相关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就提问吧 

 
梁宁辉-耶鲁大学:  这是张老师几年前商务中文课的几个练习，大家可以看看: https: 

//voicethread.com/share/2826446/。 

刘芳-Oberlin College : 我用这个平台给学生录过语法讲解，也做过口试！很好用！学生也

喜欢！ 

 
梁宁辉-耶鲁大学:  @张霓-GWU 张老师，我从没使用过 VT，不知道学生的回答以及老师的

评语，他们互相之间可以看到吗？ 

张霓-GWU:  简单来说，VT是一个“异步”（非实时）的工具，方便之处在于灵活性。1）

老师先把 PPT放到 VT上，然后在 VT上可以补充语音或文字指示（如提问等等），然

后把链接给学生。2）学生可以自行掌控时间，看 PPT时也可回答老师预设的问题，

语音或者文字。这些都可保存。3）老师可以检查学生的回答，4）老师可设置是否让

学生看到其他人的回答还是隐藏。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张老师有没有存下来的 VT档案，带语音和文字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

下吗? 

张霓-GWU: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现在先看一下我以前做的高年级商务班的 VT任务，文章

可以以后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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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Oberlin College :  我现在发现的问题是，VT没有免费版。我们之前注册的过期了，就

找不到了，现在等学校评估是否购买使用权！张老师，这是问题吧？@张霓-GWU  

张霓-GWU: VT是可以免费试用一个月的吧？我们学校是纳入学校系统里了 

 



 4 

梁宁辉-耶鲁大学:  @张霓-GWU 看您商务中文课的几个活动设计，非常实用！不知道学生

在回答时是先写好答案念出来，还是即时回答？感觉应该是可以设时间限制的吧？ 

张霓-GWU: 因为是课外异步进行，所以学生要是读稿也无法控制。若要设时间限制，那就

是在学校系统里设置开放时间，VT上好像不容易做（因为是异步）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听上面那个 PPT中好像是张老师的声音，可是头像完全不像啊 

张霓-GWU: 每张上的头一个头像都是虚拟的，我用的是“分身术”，请看我的文章。就是

我一个人录音，用了不同头像，录音也稍微变换了音色 

梁宁辉-耶鲁大学:  是的，我看了文章才明白. 

 
张霓-GWU: 简单来说，VT可以用来做讲练，但不方便用来及时回答问题 

梁宁辉-耶鲁大学:  @张霓-GWU 张老师，所以一般是作为作业布置比较好？ 

张霓-GWU: @梁宁辉-耶鲁大学 作为作业布置比较好。 

张霓-GWU: 也可以是讲解某个语法点或课文。 

 
梁宁辉-耶鲁大学:  @张霓-GWU 学生反应怎么样？比较好用吗？ 

刘芳-Oberlin College :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的学生反映不错。 

张霓-GWU: @梁宁辉-耶鲁大学 学生觉得很方便，而且逼迫他们练习口语和听力，即兴回

答，语音或文字，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梁宁辉-耶鲁大学:  是的。网课之后，我们打算采用这样的形式，来给学生提供更多模拟

真实语境的训练机会。 

 
张霓-GWU: 今年我用在高班，训练叙述能力，然后也准备在春假后用在初级班的 lecture

网授课，加上实时的答疑时间，大概这样吧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初级班的 lecture网课用这个上是不是就没有 interaction了呢？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张老师，学生能不能上传配合语音的 PPT，有点像 digital storytelling? 

张霓-GWU: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配音的 PPT我没试过，但你不妨试试看。我个人觉得最好

不要这么拖泥带水，最好是在 VT上配音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哦，这样，好的。 

梁宁辉-耶鲁大学:  如果可以设定时间，可以用来做口试哎 

张霓-GWU: 我们初级班除了 Lecture外还有说练课，那就是给另外的说练任务，学生自己

录音上传，不一定是用 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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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霓-GWU: 如果是春假后的课，最好是配合网上约谈时间以便答疑和定期检查学生的进

步，不能完全靠 VT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嗯，那的确就是无法复制在教室上课那种 interaction了，是吧？我前

几天第一次尝试用 Zoom上初级班，效果自然不如教室，但是还是可以有互动。 

梁宁辉-耶鲁大学: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无法大合唱了吧？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有的，大合唱，独唱都可以。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VT 作为口头练习非常好，我会再多了解。请问张老师多久用一次 VT? 

张霓-GWU: 我的 lecture 课会每周 2次，就用 2－4个 VT来做，学生在上课的那天看完就

行，也许需要他们提交回答问题，或在 VT上直接提交，或用上传方式提交到学校的

平台上 

 
梁宁辉-耶鲁大学:  老师的批改作业量也因此增大了很多吧？ 

张霓-GWU: @梁宁辉-耶鲁大学 批改作业可以自己掌控，比如完成练习就好，那就抽查几

个就行了。 

 
张霓-GWU: Zoom等同步方式固然好，只是万一网络状况、时区问题出现就不好操作了，

所以 VT是一种选项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对对对，时区不同会是一个问题。 

梁宁辉-耶鲁大学:  @张霓-GWU 是的，布置好 VT作业，万一断线，学生也有事可做 

张霓-GWU: 总之，老师们要考虑自己的时间投入和灵活性 

张霓-GWU: 下面的原则和建议可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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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张老师是非常投入、非常敬业的老师，我们都难忘项背，不过我想我

会试一下，只要有语音，对学生都会有帮助。 

张霓-GWU: VT的好处是非常容易做，而且可保留。我都没想到 8-9年前做的还在账户里 

张霓-GWU: 现在有太多的工具可以利用，但千万要注意不要给学生太多。我很同意有的老

师说的，锁定 1-2个就行了，比如一个同步，一个异步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谢谢张老师的建议，很有道理。 

张欣 Xin Zhang 昆山杜克大学: 感谢张老师分享！尤其对有时差问题，或者网络状况差学

生，VT能给这些无法同步参加 zoom课的学生创造语言练习的机会。 

梁宁辉-耶鲁大学: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同意！而且张老师勇于创新一直走在前沿！👍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这两天跟同事在玩 Zoom，发现可以用 chat功能，让学生私信给老师

答案，做小考。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Zoom也可以传小考？我也得研究研究，好在学校停课了，有时间。谢

谢梁老师 

梁宁辉-耶鲁大学: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得打字，不能上传图片好像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哦，那手写汉字就考不了了 

梁宁辉-耶鲁大学:  @张霓-GWU 网上教学一下逼着我们增加电写作业量，放弃手写了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初年级怎么办呢？ 

张霓-GWU: 电写是大势所趋，也是必要的技能，所以... 

梁宁辉-耶鲁大学:  少量布置抄写作业，拍照寄来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嗯，而且‘从轻发落’，是吧？ 

梁宁辉-耶鲁大学: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是，不作为考试内容了 

刘宁·Upenn: 在智能手机上下载 scanner,多张照片输出成一个 PDF。如果一张一张发，老师

光收作业就累个半死。另外老师可以下载一个免费的 PDFreader，可以在上面做标

记，就像改作业一样，比如 foxitreader。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说倒时差，我顺便请问一下，大家在春假以后开始网课，是按照原来

的分班时间上课，还是浓缩成一个班或者一个 VT来上课？ 

张欣 Xin Zhang 昆山杜克大学: 而且我想这次机会做出来的异步材料，在恢复正常授课可以

更好支持翻转课堂 

张霓-GWU: @张欣 Xin Zhang 昆山杜克大学 是的，翻转课堂或者复习用 VT都很好 

梁宁辉-耶鲁大学: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我们初步计划还按原来时间进行。网上授课班级也

不能太大，效果更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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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霓-GWU: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如果是你一个人教的班，可以一个 VT，如果是不同老

师，那还是各个老师用自己的 VT，因为可以在 VT上显示头像，并用语音，学生仍然

听见自己老师的声音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是，但是如果老师回到台湾或者其他亚洲国家时区不同就麻烦了，有

的课得上到早上三四点钟。 

张霓-GWU: 另外，在 VT上可以不要求学生录音回答问题，否则太多，网速慢的话会需要

时间。但他们可以用打字方式回答。或者让学生自己另外提交作业 

梁宁辉-耶鲁大学: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那只能跟学生商量，改在大家都合适的时间。个别

有困难的学生，只能看 Zoom录像了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张老师，如果用 VT而不要求学生录音，那会不会有点可惜啊？ 

张霓-GWU: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那就不要太多，否则你会听不过来的。比如，选择性地让

学生回答录音 

 
梁宁辉-耶鲁大学:  @张霓-GWU 张老师，跟其他软件相比，比如 playposit，VT有什么不足

或遗憾的地方？ 

张霓-GWU: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没用过 Playposit 

张霓-GWU: 现在很多工具都很好，有时间的话可以都试试，最后选择最合适的 

梁宁辉-耶鲁大学:  是的。接受张老师建议，选择一个同步一个异步，太多了也有选择障

碍。 

 
张霓-GWU: 胡老师，虽然学生不必每个句子录音，但可以让学生“跟我说”，“听完以后

说三遍” “你先试试怎么说” “这句话应该这样说，你说对了吗” 

张霓-GWU: 而且，最好你的语音提示配合 PPT的指示，这样 PPT上有“请练习下面的

xxx" ,然后 VT语音给出正确答案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对对对，我一直想用这个‘听完以后说三遍’这个做法，初中高年级

都可以用，也都应该用。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太好了！ 

张霓-GWU: VT可以让学生自己做 story telling, 比如，学生自己上传图片，然后做解说 

张霓-GWU: 所有学生做的作品集可以分享给全班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我上次回台湾看见我十一岁的小外甥女再做英文补习班老师出的录音

功课，就是这样做，听完老师说的句子，跟着说两遍，全部录完寄给老师。我觉得不

只低年级，高年级也应该有这种作业，练习生词、句型、语流、语调。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我高年级期末口试就让学生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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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胡老师同意胡老师的观点。也打算这段时间把录音这项作业

在中高年级做起来。以前教一年级的时候真正体会到录用作用的巨大作用。 

 
张霓-GWU: 若以后有问题，我们可以随时交流。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梁老师费心安排这次答疑时间！ 

梁宁辉-耶鲁大学:  是的，张老师的文章里还提供了很多详细的活动示例，我们大家再慢

慢学习领会。今天晚上我们就到这儿，再次感谢张老师@张霓-GWU 百忙中抽空回答

我们的问题！ 

张霓-GWU: 谢谢各位这么热心地探索教学方式，希望 VT有所帮助 

张霓-GWU: 谢谢梁老师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祝各位老师身体健康，多注意安全。 

 
 
李佳行-密西根州立大学 : @张霓-GWU ，来晚了，但还是获益良多！我们也用了好多年

VT，回头跟您再交流。 

梁宁辉-耶鲁大学:  @李佳行-密西根州立大学 李老师，您从事网上教学多年，可以推荐下

比较好用有效的软件吗？ 

李佳行-密西根州立大学 : @梁宁辉-耶鲁大学 梁老师，我这两天盘楼看了下咱们群里的聊

天记录，我觉得老师们已经推荐了很多好用有效的软件啦！有鉴于群里老师们来自不

同的国家和地区，我建议大家先从自己学校的资源里面详细查找一下。很多高校都是

跟第三方软件商签了合同，买了服务，如果不用就浪费了。像密西根州立大学本身就

跟 Zoom、Qualtrics等有协议，所以我们师生都可以用。我相信大部分老师们所在的

学校也都有类似的资源可用，尤其是在美国的高校。另外一点我也想建议大家不要贪

多，主要从教学的功能和所要完成任务的角度出发来选择工具。 

李佳行-密西根州立大学 : 向大家推荐一个 Padagogy Wheel，它融合了很多理论框架（比

如 SAMR model，Bloom's Taxonomy, motivation等等）。各位老师在设计网络课程和

选择网络工具的时候可以参考。 

李佳行-密西根州立大学 : https: //www.teachthought.com/technology/the-padagogy-wheel/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谢谢李老师的提醒和链接分享，很有用。 

梁宁辉-耶鲁大学:  @李佳行-密西根州立大学 谢谢您的建议和文章分享！很有道理，贪多

嚼不烂 

李佳行-密西根州立大学 :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梁宁辉-耶鲁大学 两位老师客气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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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 我下载了一个 vt 临时注册了一个账号 可是还是打不开张老师分享的材料。有高人能

答疑解惑吗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我刚才把张老师的 URL最后几个字（从 Share开始好像）复制到我打

开的 VT address 上面 

 
刘芳-Oberlin College : 我们学校和我合教一年级的范悦老师准备用 VT作为批改学生笔头作

业的一种手段，学生作业还要求手写，然后上传给老师，老师用 VT批改讲解！我觉

得是个好主意！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我看到老师们说改作业工作量更大了。既然电打是大趋势，如果

用的是 IC，我建议不如就用它家的 online workbook. 前两天它家给了我一个两个月的

free trial, 我今天根据 user guide 把 online workbook 设置好了。有自动打分功能，作业

交上来后每个学生还会有一个 detailed report, 显示哪里做错了，正确答案就列在旁

边。 

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郑惠丽老师 我几年前用过 IC的 online workbook..当时出版社

的情况是老师用的免费，学生用的每个学生买 online workbook版(不便宜)。我最近没

注意他们的价格和规定。我当时用时有点太依赖它的自动打分功能，为了让学生多练

习就把它作为 formative assessment, 可以多做几遍。结果学期结束后私下问学生意

见，有学生悄悄告诉我说她很多时候其实没有好好听好好看，是猜的。（系统好像只

要一提交就会马上提供正确答案。学生第二遍再做时可以不想就知道哪个是正确答

案）。我只用过一次就没再用了。一是因为我也有 workbook外的不少作业，另外考

虑到价格因素（我们很多学生家不富裕，比如有一个学生这学期还没智能手机不能在

手机上装微信），加上学生人数这几年也在下降，就没强求学生买了。教训供借鉴。

提醒看怎么利用 workbook的自动评分的优缺点，达到督促学生认真做题好好练习的

目的。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谢谢刘老师跟我们分享经验。 

 
 
张霓-GWU: 我做了张表，粗略地比较了 VT和 PlayPosit的主要特点，很可能漏掉一些功

能，希望熟悉 PlayPosit的老师指点，我再做补充。希望对老师们在选择工具时有所

帮助。若发现有误和遗漏，请不吝指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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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楠 UConn: 太感谢了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张霓-GWU 张老师，谢谢您一直这么耐心地帮我们[Heart][Rose] 

张霓-GWU: 我自己也在学，也得与时俱进啊！ 

李俐蓉 Li-jung Lee UBC: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 

张霓-GWU: 我表中指的是内部功能，其他功能如时间限制等，也可以通过学校系统（如

Blackboard) 来设置的。这个表很粗略，但能够大概看出两种工具的不同用途。这就可

以各取所需、物尽其用了。 

张霓-GWU: 老师们若熟悉其他工具/APP的，也可提供信息，我再加上。 

刘艳-杜克大学: 謝謝張老師！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张霓老师实在太无私了，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经验，我们都得

“与张共进”！ 

Ann Cai—波士顿东北大学: 太感谢张老师了。 

北语-黄梅: @张霓-GWU 张老师真好 

杨斌-哈佛大学: 学到了特别多，感谢张老师 

张霓-GWU: 这世界变化实在快，两年不学就有点跟不上了发展的步伐了。幸好这次有机会

学习新东西，发现网上工具越做越好了，便捷、多功能！我向来推崇“短频快”工

具: 短时间上手，频繁使用，快速完成。当然，最好是免费的。目前 PlayPosit是有免

费基本版的。 

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谢谢@张霓老师。同感。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是，作为语

言老师，咱的任务是教语言，技术为语言服务。要避免那些需要学生花大量时间去学

去做尤其还要另付费（当然极个别好到不得不付，学校又不肯官方付的除外的工具。 

Grace Wu 宾夕法尼亚大学: @张霓-GWU 巨细靡遗，简明清晰，学习了！太感激了👍👍 

梁新欣 UVA: 非常感谢张老师@张霓-GWU ，给张老师鞠一大躬 “谢谢！！”   

梁宁辉-耶鲁大学:  @张霓-GWU 非常感谢张老师！我随嘴一问，张老师就开始认真调研做

出比较，其实我自己也可以做的，实在惭愧。向张老师深鞠一躬，感谢！ 

刘芳-Oberlin College : @张霓-GWU 张老师不但与时俱进，而且常常走在前头，同时还不忘

无私分享。老乡向你致敬，更多的是向你学习！ 

张霓-GWU: @刘芳-Oberlin College 刘老师太客气了。大家一起学习，分享体验，共度时

艰！ 

刘芳-Oberlin College : @张霓-GWU 向前辈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