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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教学中基于 Powtoon 的动画视频教学媒体的研发 

DEVELOPMENT OF POWTOON BASED ANIMATION VIDEO LEARNING MEDIA IN 
MANDARIN LANGUAG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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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ese teaching, teachers often  encounter  many  difficulties  in   teaching   
students. Lack of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teaching media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learning language difficulties. Therefor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are not achieved. Students not really understand or accept the course, 
students often attend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student not so a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iculty, Chinese seems to be more difficult than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because Chinese has quite powerful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to deepen learning. Using 
media is one of the best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Interviews with several students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grammar classes have found that grammar classes require 
innovation in teaching media. Students believe that the curriculum is very important, but 
the various teaching media used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important also. Therefore, this 
development will result in an animated video teaching medium based on Pow to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is kind of teaching media can help teachers to teach more easily 
and help students learn by themselves. In addition, this kind of media can also provide 
changes in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gramma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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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k: Dalam belajar mengajar bahasa mandarin, seringkali para pendidik menemukan 
banyak kesulitan dalam penyampaian kepada peserta didik. Kurangnya media 
pembelajaran atau kurangnya pemanfaatan atau kurangnya pemahaman para pedidik 
terhadap media pembelajaran adalah penyebab utama dari kesulitan yang terjadi dalam 
mempelajari bahasa tersebut, sehingga membuat proses belajar mengajar kurang efisien 
dan efektif, kemudiam kemauan anak dalam memahami atau menerima pelajaranpun 
tidak terpenuhi dan mereka cenderung kurang aktif. Dilihat dari tingkat kesulitannya, 
bahasa mandarin terlihat lebih sulit dari bahasa asing lainnya, karena bahasa mandarin 
memiliki karakteristik yang cukup kuat dan perlu pendalaman dalam mempelajarinya. 
Penggunaan media adalah salah satu jalan keluar yang terbaik dalam memecahkan 
masalah tersebut.Dari wawancara yang dilakukan pengembang kepada beberapa 
pebelajar HSK level 3 yang telah menempuh mata kuliah Gramatika ditemukan bahwa 
diperlukan inovasi media pembelajaran pada matakuliah tersebut. Dengan menggunakan 
media berbasis Power Point pun penjelasan materi hanya terbatas pada metode 
ceramah. Oleh karena itu, pengembangan media pembelajaran ini akan menghasilkan 
video animasi pembelajaran berbasis Powtoon yang diharapkan dapat membantu 
pengajar untuk menyampaikan materi perkuliahan dengan lebih mudah dan juga 
membantu pebelajar HSK level 3 untuk dapat belajar secara mandiri. . 
 
Kata Kunci: gramatika,media pembelajaran, Powtoon, pengemba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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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语言方面，媒体的使用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学习世界上第二种国际语言汉语时。在汉语的教学中，

教师往往在向学生交付方面遇到很多困难。缺乏教学媒体或教师对教学媒体的缺乏使用或缺乏理解是学习语言困难

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而使教学过程效率低下无效，学生理解或接受教训的意愿不能实现，他们倾向于不太活跃。从

困难程度来看，汉语看起来比其他外语更难，因为汉语具有很强的特点，需要加深学习。媒体的使用是解决这一问

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之一，必须始终致力于让学生参与。 

到目前为止，用于学习汉语语法课和 HSK 3 准备课的媒体是基于 Power Point 的媒体和讲座学习法。老师使

用 Power Point 解释学习课程内容，然后学生做练习。有时老师还会添加一个类游戏教学法来创建更多的交互式课

程，这样练习就更有趣了。教学媒体可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一个适当的课堂活动是否可以帮助学生很好地接受

主题，并可以帮助教师提供材料。 

从研究者对几位上过过语法课的学生进行访谈中发现，课程中需要教学媒体创新。学生认为这门课对于 HSK 

3 的准备非常重要，但是在上课中使用的教学媒体的变化并不均衡。通过使用基于 Power Point 的媒体，对材料的任

何解释仅限于讲座教学法，问答活动和联合练习。因此，这种教学媒体的研发将产生基于 Powtoon 的动画视频教学

媒体。 

研究者认为，这种教学媒体可以帮助教师更轻松地提供讲课，并帮助 HSK 3 级的学生能够独立学习。此外，

该媒体还可以提供语法课学习活动的变化。 

1. 产品规格 

基于 Powtoon 的动画视频教学媒体是卡通动画视频，可以填充主题，可以作为从小学到大学的教学媒体。

这种媒体在提供课程内容时非常有用，因为它有趣的性质。它还可以帮助改变学生对困难科目的看法，例如语法课，

对学生这门课难以理解。 

Powtoon 是一个在线应用程序，位于互联网上，可用作演示和学习媒体的视频制作应用程序。Powtoon

提供免费制作动画视频的机会。用户可以以动画的形式创建带有附加视频或演示文稿的幻灯片（Chandler，2015：

84）。Powtoon 应用程序中已经存在许多动画选项，因此我们不再需要手动制作动画以及动画的完整性，这些动

画可以支持制作有趣且易于理解的学习动画视频。 

教学媒体的开发旨在将脚本改变为包含文本，声音，图像，动画的程序，以便产生通过在线网站

Powtoon.com 创建的动画视频教学媒体产品。这个教学媒体包含一些 HSK 三级学生的语法课学习内容，如汉语

的趋向补语和“把”字句。 

1.1 趋向补语 

趋向补语包括 28 种形式： 

 

1.2  把字句 

把字句是仅存在于汉语中的语法之一，并且不被其他语言共享。因此，在解释这句子时，教师非常困难，

因为没有比较。即使翻译成印尼语，也没有正确的词语来解释它的意思，让学生感到困惑，并选择避免使用这个词。 

“把’字句是指谓语部分带有由介词‘把’构成的介词短语作状语的动词谓语句。 

把字句的句子结构： 

简单趋向补语 来 去 上 下 进 出 回 过 起 开 到 

 

复合趋向补语 

  上来 下来 进来 出来 回来 过来 起来 开来 到.....来 

  上去 下去 进去 出去 回去 过去  开去 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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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内容和视频动画材料由开发人员于 2008 年由方旭军编写的《A Chinese Grammar for Foreign 

Learners》教材获得，用于语法课和其他语法书籍来源，如《使用现代汉语语法》和《现代汉语虚词词典》。除了

书籍，来源也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取，如 www.baidu.com。根据 Cheppy Riyana（2017; 11-14），视频媒体的持

续时间较短，约为 20-40 分钟，而电影的持续时间通常为 2-3.5 小时。考虑到记忆和人类集中能力的能在 15-20

分钟之间非常有限，使得视频媒体能够提供与电影相比的优势，因此研究者使每个材料包含一个持续时间为 5-10

分钟的动画视频，并在其中有一个解释的材料与使用 2 种语言（汉语和印尼语）以及不同的例句。除了视频，研究

者还准备了一个伴随教材，其材料与视频内容一致。该教材将在试验期间分发给学生，作为加强学生对教学媒体中

提供的材料的理解的工具。已制作的视频将以包含视频文件的链接形式上传到玛琅国立大学的官方页面。下载视频

后，该动画视频教学媒体可用于教师的教学活动，旨在提供更容易，更有趣的讲课。此外，还帮助 HSK 3 级学习

者在家中和校园内的任何地方独立学习。 

 

3． 媒体发展计划 

这个基于 Powtoon 的动画视频教学媒体研发模型是指 Sugiyono 的研发模型（2013：409）的设计。然而，

由于研究者没有批量生产产品，将其从 10 步骤改为 7 步骤。 因此，开发这种动画视频教学媒体的七个步骤是：

（1）潜力和问题，（2）数据收集，（3）产品设计，（4）设计验证，（5）设计修订，（6）产品试验，和（7）

产品修订。 

4．研发结果 

这项研发产生了 3 个基于 Powtoon 的动画视频，供正在学习语法课和汉语技能课程的学生使用。为媒体

选择了 2 种材料，即趋向补语和“把”字句。通过考虑显示太大或太小的物体的教学媒体的好处来选择这种材料，

以便材料适合通过学习媒体传达。 

教学媒体的选择是指 Sutijono（2005：82-83）的几个考虑因素，即 Access，这种媒体很容易获

取;Cost，访问 Powtoon 学习动画视频不需要任何费用;Technology，易于操作的媒体;Interactivity，Powtoon

学习动画视频提供了一个讨论论坛作为一种交流手段，Novelty, 这种动画视频学习媒体以前从未开发过。

Powtoon 学习的动画视频伴随着一个教材，其内容包括学习提纲，测验和练习。 

根据试验的最终结果，为 HSK 3 学习者开发基于 Powtoon 的视频动画教学媒体学习汉语中已经证明了

其在讲课活动中的益处。这是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和对参加试验的学生的访谈。学生认为基于 Powtoon 的动画视

频教学媒体很有趣并且具有良好的显示效果。这与 Levie 和 Lentz（Musfiqon 2012：33-34）提出的教学媒体的

注意功能一致，这是吸引和引导学生专注于包含视觉和文本内容的课程内容的核心功能。学生们还认为这种媒体非

常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因为通过这种媒体，学生可以在家里和校园的任何地方独立学习。不仅是学生，这个教学

媒体也能够帮助教师更轻松地提供教学内容，尤其是语法课。这符合教学媒体的好处，即教学法将更加多样化，而

不仅仅是基于语言交流通过语言，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做更多的活动，不仅是听力，还有观察，展示，直接表演和表

演（Sudjana 和 Rivai in Nurseto，2011：22）。 

这个基于 Powtoon 的动画视频教学媒体已经通过了媒体和内容专家的一系列验证阶段，与学生的试验以

及根据验证者和学生建议的修订阶段。验证和现场试验的结果获得了 88.83％的总体百分比，因此它被包括在非常

高的有效性类别中。因此，基于 Powtoon 的动画视频教学媒体可以说是适合作为学习汉语课的教学媒体的来源。 

这种基于 Powtoon 的动画视频教学媒体有几个优点，1）使用 2 种语言即汉语和印尼语对动画视频中的

材料进行说明，这样可以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材料的内容.2），媒体包含有趣动画形式的材料，以便能够帮助改变学

生对困难科目的看法，例如语法课程，其中难度级别足够容易理解，3）媒体配备有难度较高的材料的叙述。除了

促进理解外，通过使用这种媒体，希望多感官参与学习，使学生的学习体验更加优化.4）动画视频学习易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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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帮助教师更轻松地提供讲课内容，也有助于 HSK 3 级的学习者在这个层面能够独立学习。 5）各种教学媒体

中的句子示例不仅是书面形式，还添加了插图以方便学生理解。 

除了已经提到的一些优点之外，这种媒体还有几个缺点，即 1）动画运行看起来很僵硬，因此有一些动画

被转换成真人的视频，以便材料的传递更清晰，更容易理解。 2）所提供的材料仍然是 HSK 3 材料的一小部分，

因为仍有许多材料需要教学媒体来协助教师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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