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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老师问题整理： 
说明： 
1.本“问题整理”是根据《网络教学的科技应用》讲座现场提问整理而成的。问题和答案主要来自聊天区，少数为演讲者

的语音回答。 

2. “问题整理”完全忠实原文，只在少数地方添加了标点符号；有些问题无明确答案或记忆不清，从略。 

3. 个别处用蓝字标明的是现场语音回答，可能存在记忆误差；整理时将同类问题合并，如有不准确处，由整理者负责。 

 
 
一、关于 ZOOM注释功能 
1.Ying Wu : Annotate在哪儿？ 
（1）Ninghui Liang : 在 view options里@Ying Wu 
（2）蔡罗一 : 如果您是 Host，annotate就在您底下的 tool bar中；如果您是 participant，
annotate在最顶上的“You are viewing…的 screen”view options下拉菜单里。 
 
二、关于 ZOOM分组功能及相关操作 
1.Hongyi Jia : 在 breakout room 里的时候，学生讨论的问题是提前给的吗？ 
Yea-Fen Chen : 是學生的研究報告，由聽報告的老師提問。 
Hongyi Jia : 不是研究报告的时候，是课堂讨论的时候，不同组讨论的不同问题是怎么
给学生的？因为他们进入到 breakout room 后就应该看不到老师的屏幕了。 
 
2.Meiqing Sun : 请教两位老师，Zoom的 breakout room可不可以录制，这样一位任课老
师就可以进行课后评分。 
Ziyi Geng : Zoom分组以后的录制是录制 host的会议屏幕，如果分开录制，您可以请每
组一位同学进行录制，需要 grant一下参与者 permission或者设置同学为 co-host。 
 
3.Yunjuan He : 请问两位老师，在 breakout room里面有没有办法让学生继续看到老师上
课用的 PowerPoint? 



（1）From Ziyi Geng : 在 breakout room里学生就看不到老师分享屏幕了，所以我常常
会提前给学生发 PPT,在分组之前告诉学生具体页数，或者在 breakout room 里面的
announcement告诉学生。 
 
（2）Huili Zheng : 我是让学生进 breakout room 之前用手机把相关问题拍下来。 
Meiqing Sun : 谢谢 耿老师的回答。 
Ziyi Geng : 是的！手机拍照也是很好的办法！ 
 
（3）Lini Polin : 我是上课前把 slides 放到课程网站上，请学生课前先把 slides 下载下
来，到 breakout rooms时每个房间有一位学生 Share screen分享我的 slides。 
 
（4）Qiuli Levin : 我是跟学生分享一个 Google sheet，然后要分小组之前把 ppt截屏贴
过去，或者把问题贴过去，而且把这些 notes都保存下来，供学生们复习时用。 
 
4.Fang Liu : 老师准备好的带有生词提示的讨论问题能不能显示在 Breakout Room里？ 
 
三、关于 APP费用 
1.Meiqing Sun : 请问，edpuzzle目前对老师还是全免费的吗？对学生数量有限制吗？ 
1.1Yizhe Huang : 谢谢两位老师分享 padlet的活动设计。请问老师们用的是付费版还是
免费版本？ 
1.2Guilan Ding : is it free? 
 
（1） Ziyi Geng : 我目前用的是付费版本，因为很多活动都会用到，所以觉得还 
挺值得。但如果是免费版只能建三面墙，老师们也可以随时把之前的 wall删掉~ 
 
（2）Ziyi Geng : Roomle是免费的。 
 
（3）Qiuli Levin : Kahoot的 puzzle的功能是付费的，不过我感觉练习语序很有用。 
 
（4）Bonnie Wang : 我们没有用付费版！Bonnie Wang : 我不能 unmute myself 
 
（5）Lini Polin : 我们学校春季转网课时，Padlet我用的是免费版。后来发现很好用，开
始教暑期班就买了付费版，一个月十块钱。 
 
Bonnie Wang : 这些学校应该付钱！ 
Lini Polin : 因为钱不多，所以不好意思开口，哈哈 
Qiuli Levin : 我们学校财政都冻结了… 
Bonnie Wang : 上网课老师的成本太高了！ 
（注：以上绿色部分为后面的问题合并到此处） 

 
四、关于录屏和录屏软件 
1. Meiqing Sun : 请教两位老师，loom如果在本地电脑不能用，有没有其它免费录屏 
app推荐？ 
（1） Lini Polin : 老师们的学校如果有Microsoft Office 365的账户，也可以用 



Microsoft Stream录屏，每次可以录 15分钟。 
 

（2）Bonnie Wang : 而且 Loom的录像会直接上传生成在线链接，不用像 Zoom一样担
心视频太多存不下。 
 
（注：以下绿色部分为后面的问题，合并至此处） 

2.有什么录屏软件？ 
（1）Ma Xiaoyan : EV录屏非常好用，EV录屏可以录 8-9个小时。 
（2）Lini Polin : Microsoft Office 365 the Stream可以免费录屏，每次最多能录 15分钟。 
（3）Bonnie Wang : 很多学校也在用另一款录屏软件：Screencastify，但需要付费。 
（4）Yue : screencasr o matic可以录屏。 
（5）tracy ge: 其他录屏录音的软件：shttps://screencast-o-matic.com/ and screencastify。 
（6）郭文娟 : KK录像机也是一款好用的录屏软件。 
 
3.Guilan Ding : EV 是免费的吗？ 
Ma Xiaoyan : 是的。 
 
4.Aaron : loom 有手机录屏版吗 
（1）Bonnie Wang : LOOM有手机版. 
（2）Yuxiang Wang : apowersoft 录屏很好，手机版免费，电脑版收费。 
（3）R. Wang : Camtasia 也是好用的录屏软件。 
（4）Kiki Chen : 鲍老师说过，mahjong 13 tiles，是一个手机 app。 
 
【五、关于兴趣小组】 
1.Ying Wu : 可以具体介绍打麻将的网站吗？ 
Yingling Bao : 麻将我们用的是 mahjong 13 tiles这个 app。 
 
2.刘老师 : 请问这个麻将软件可以选自己学校的同学一起玩吗？ 
Yingling Bao : 麻将软件可以选择哪些人在一组？ 
 
4.Yizhe Huang :网上兴趣小组需要买特殊的设备吗？ 
Yingling Bao : 书画小组我们在 amazon采购了文房四宝的 kit。 
 
5.Kening Li : virtual lounge 也是一个网站或者 app? 
Yingling Bao : virtual lounge是我们设立的网上休息室，主要是给学生提供非正式的交流
机会。 
 
 【六、关于 Classkick】 
Lini Polin : 我只简单介绍一下 Classkick，大招可不敢当。 
蔡罗一 : https://app.classkick.com/#/login/DI24FB 
1.Liz Fei : 请问 这套动画语法，可以在哪里找到？（多次提问） 
（1）AC : Polin老师正在找语法动画链接，稍后发群里 请稍等。 
 
（2）蔡罗一：老师们请使用下面的链接登记填写完相关信息后就可以使用明尼苏达大



学录制的这套语法视频了。但请注意不要擅自将 YouTube的链接直接分享给他人，如果
有其他老师需要，也请他们通过以下链接先行登记： 
https://umn.qualtrics.com/jfe/form/SV_6SzaVal7RXGwx9P 
 
2.Fang Liu : Classkick 是免费的吗？ 
蔡罗一 : 是的，我们使用的都是免费版的，不过限量创建 20份课件，超过 20个就要付
费了 
 
3.Liz Fei : Classkick里能够加 timer，规定完成测验的时间吗？到时间就关闭这样的。 
3.1xiaoping@uow.edu.au : classkick 对录音的时长有限制吗？  
Lini Polin : 我暑期班因为是 102的课，所以学生的录音都不长，不太确定是否有时长限
制。 
 
【七、其他】 
1. Fang Liu : 通过屏幕分享放电影怎么避免图像滞后的问题？ 
1.1 Yunjuan He : 请问老师们，如何避免用 zoom放影像有滞后的现象呢？ 
答：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一般课上选择播放的视频都尽可能短。如有电影教学，

电影都是课外布置给学生，如果有特别重要的片段也在课前或者课后任务中布置给学生

去复习。 
 
2. Shannon Jin : 学生要是对 APP的使用不熟悉， 老师是否要给学生做些讲座呢？ 
答：时间条件允许的话，第一节课最好花一些时间培训学生熟悉平台，软件和基本流程

操作. 
 
3. Hua Dong : 请问上网课在硬件配置上有什么建议？ 
答：有条件的话，最好升级家里的网速，配备质量较好的耳机和话筒（不建议用蓝牙无

线耳机，容易出状况）。 
 
4. Yi Feng : Zoom 和 Kahoot同时使用有过卡顿的现象吗？ 
Lini Polin : 在 Zoom上放 DVD还有个问题，我暑期班的课想用MacBook的外置光驱放
dvd就不行，我上网查了，发现是 Apple的防侵权设置。（不确定是否是回答该问题） 
 
5.Hang Zhang 张航 : 三位老师同步课的时候，是所有学生一起上？上暑假网课时觉得
最难的是什么情况？ 
（1）Qiuli Levin : 我们有的学生的网络不行…他们会卡 
（2）Lini Polin : 同意蔡老师说的，网络出状况是网课最大的困难！ 
（3）Hang Zhang 张航 : 太同意了，我也最紧张网络问题 
（4）Lini Polin : 暑期班有一次上课前两分钟我家的网突然断了，正好学生要做单元考，
我赶紧给他们发邮件，让他们先开始笔试，等我能上网了再做口试。 
（5）Bonnie Wang : 电脑的版本问题会影响 
 
6. Hua Dong : 请问你们上课时用两个屏幕吗？ 
（1）Lini Polin : 我只用一个大显示屏 
 



7. Ying Wu : Loom 和 Voicethread 有什么区别？ 
Bonnie Wang : Voicethread可以多互动，Loom的互动仅限于表情包和评论区，不能加语
音互动。 
 
8. Xiaoxing Liu : 二位老师的 virtual backgrounds 效果很好，动作时也不影响你们的形
象。有什么窍门吗 谢谢！ 
答：下载高清图片，背景尽量使白墙，颜色变化小。 
 
9.Yang Xiao-Desai : 我想请问各位老师，上网课以后，提供回馈，评判作业这一类的工
作量会不会比以前大大增加了？几位老师是怎么处理的？ 
Lini Polin : 评判作业的工作量的确大大增加，我和蔡老师秋天一起教一门课，我们打算
用Microsoft OneDrive来收作业、批作业。 
 
10.Qiuye Ma : 请问老师们的 PPT 会分享吗？谢谢！（该问题提问多次） 
Ziyi Geng : 在删除有学生头像页面之后 非常愿意和老师们分享！ 
 
11.Yizhe Huang : loom, flipgrid 国内可以下载吗？ 
答：听国内老师提到过，应该可以。 
 
12. Hsin Hsin Liang : 钢的琴这些照片是从哪里选出来的？ 电影里吗？ 谢谢！ 
答：豆瓣，是网友们上传的。 
 
13. 让学生用 Loom录制视频做报告跟课堂上做报告有什么差异？ 
Bonnie Wang : 梁老师的问题很好，Loom视频是演练过的报告，跟即时报告的效果是很
不同的。 
 
14.Kening Li : 这些工具都是怎么找到的？ 
Ziyi Geng:我会在网上搜索 interactive教学平台，参加 UVA STARTALK线上教师培训也
学到了很多，另外就是在微信的 SIG群中老师们分享，同事间分享介绍，大家一起交流！ 
 
15.Chengxu Yin : 很担心微信不能用了。 能不能再介绍一下怎么用 Line？ 
Ziyi Geng: Line在大陆可能不太能用，但是在美国没问题。基本功能和微信差不多，也
有手机和电脑客户端，使用手机号就可以注册，具体请看这个网站：

https://line.me/zh-hans/ 
 
16.R. Wang : 请问三位老师，以你们上网课的经验看，网课与实体课堂教学比较，有什
么优势和不好的方面？谢谢。 
Ziyi Geng:  
优势：节省师生通勤时间；能让更多地理上有困难的同学有机会学中文，我的暑期班就

有几位本来不可以，但是因为网课可以来上课的；非常适合翻转课堂；如有非共时教学，

也可以给学生更多自主调整学习的空间；跟学生的课下沟通会更多（通过社交平台等），

但可能会无形延长老师工作时间 
不好的方面：网络可能有不稳定的情况，学生硬件也可能出问题；师生和生生建立关系

稍显困难，开始时的破冰需要花更多时间和心思；学生看电脑太久容易出现疲惫和分心



的情况，需要更多手段带动课堂气氛 
蔡罗一： 
网上教学的还有一个挑战是学生之间的语言水平差异会更明显，容易出现好的学生吃不

饱，弱的学生跟不上的情况。老师们可以通过课后任务的差异化设置，课上分小组等方

式尽可能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