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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二十世紀以來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與瞬息萬變，使教學環境受其影響

的層面有越來越廣泛的趨勢，電腦輔助教學的重要性更是與日俱增。為因

應此一時代性的教育潮流，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推動各種資訊教育計畫，

以為其國家邁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的發展建立基礎（韓善民，1998）。例如

八十二年美國副總統高爾即提出《國家資訊基礎建設計劃》（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簡稱 NII），建構國家資訊高速公路，積極鼓勵

民眾上網，我國行政院也於八十三年開始推動此項計畫（夏漢民，1997），

而教育部（1997b）主辦的《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附錄一），亦預

期在九十六年落實「資訊科技融入各學科，達成教材、教法、教學媒體多

元化，建立啟發式、互動式學習環境」之理想，以從教育此一國家根本中，

厚植我國國際競爭力。  

根據 Scheffler 及  Logan 兩位學者（1999）的研究指出，「資訊科技

融入各科教學」已成為一般教師所應具備的專業素養之一，因此，如何讓

教師妥善地藉助資訊科技作為教學的輔助工具，以符合當今教學的需要，

將是數位時代資訊教育政策中的一項重要課題（陳景章，2003）。 然而，

近年來有不少調查研究發現，教師或準教師對於應用教學科技於教學情境

中的態度是深感興趣，但缺乏信心。例如在美國最近有關資訊科技實際對

教學方式影響的調查中，即發現雖然政府投注大量財力在中小學的軟硬體

改善上，但學校中教學和學習的改變卻仍微乎其微，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比例尚未有明顯的提昇（引自宋曜廷，2002：33；Hativa & Lesgold, 1996；

Willis, Thompson & Sadera, 1999）。因此，研究者認為從教學者層面分析

電腦輔助教材編製與軟體設計的相關問題，值得進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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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科技的進步對於音樂本身以及人們體驗音樂的方式，產生巨大影響已

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現代視聽影音等多媒體的發展對於音樂的表演、欣

賞、傳播、教育等均帶來極大的衝擊（李友文，2003：567；李茂興譯，

1997：217）。全美音樂教育學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usic 

Education，前身為 Music Educator National Conference，簡稱 MENC）及

全美音樂學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Music，簡稱 NASM）

均在學會的章程中，強調將資訊科技運用於音樂課程中的重要性（MENC, 

1994；NASM, 2001）。例如：MENC 出版的《Opportunity-to-learn Standards 

For Music Technology》，就針對電腦輔助音樂教學（Computer Assisted 

Music Instruction，簡稱 CAMI）中的課程、人員、設備、教材、應用軟體

等，逐項列出詳細的綱要與實施說明（MENC, 1999）。  

我國近期的中等教育改革，亦揭示資訊科技融入音樂教學的必要性。

如包含國中階段的《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就將「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

力」列為課程目標及十大基本能力之一（教育部，1998a），而其中涵蓋音

樂科的〈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亦明確指出電腦輔助音樂教學的

實施方式。例如：在教材編選上，將「藝術與科技結合的各類創作表現與

鑑賞」列為項次之一；在教材設計中，亦強調「藝術與人文課程應鼓勵學

生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以學習、研究或創作藝術」；並在第四階段列出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作品」、「2-4-8 運

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

化的認知範圍」等三項分段能力指標（教育部，2003）。而預定於九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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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實施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也將「提昇人文、社會與

科技的知能」列為目標之一（教育部，2004）。在教學實施上，強調「教

師應將資訊教育融入各科教材，有效利用多元教學媒體與社區資源，以提

昇教學效果」，並落實在〈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音樂」課程綱要〉中，

例如：列為必修學分的音樂 II，主題三即包括「2-2 應用多媒體之音樂創

作」；而列為選修學分的音樂 III 與音樂 IV，也將「多媒體音樂應用」列

為教材綱要的主題之一，內容包含「多媒體音樂認識與賞析」、「多媒體

音樂實作」、「成果發表」與「專題討論」等。  

從以上的教改走向觀之，可發現我國中等教育音樂科的發展與多媒體

電腦輔助教學息息相關，而分析國內外電腦輔助教學在音樂等藝術類科的

發展情況，亦可印證將多種媒體利用電腦軟體編製成非書本式的教材，供

課堂或課後教學使用，是當今的趨勢（劉紀蕙，1995；賴美鈴，1994；Perry, 

Chang, Dinsmore, Doermann, Rosenfeld & Stevens, 1999）。這是因為多媒體

（multimedia）豐富的聲光效果與動態訊息所提供的視覺與聽覺刺激，能

提供學生在抽象思考上正面的補強，減輕心理表徵過程的負擔，且能激勵

其產生主動性或非刻意性的學習，能具體呈現出電腦科技獨特的教學效

益，因此特別適用於表達複雜性、結構性、功能性與程序性的知識（周惠

文、郭鴻志，1993；陳梧桐、宋志元，2001；劉士華，1999；Park & Gittleman, 

1992）。多媒體在音樂教學上之成效在相關研究中也獲得證實，根據研究

發現，若音樂教師在教學上能善用多媒體在訊息呈現上的引導性，來幫助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認知音樂的相關理論，不但能減輕其講述音樂中抽象概

念的壓力，還能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有助於提昇教學成效（李怡蓉，

2003；陳玉玫，2002；曾佩宜，2004；黃玉生，2004；楊淑茹，2002；楊

麗雪，2004；蔡菊花，2004；饒桂香，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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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實際教學現場而論，許多研究指出大多數的教師對研發及使用電

腦輔助教材仍普遍缺乏信心。林煌凱（2002）的論文發現對資訊融入教學

及教學創新接受度較高的，仍僅限於兼任行政工作、任教年資 5 年以內、

藝術與人文類科與資訊相關研習時數達一百個小時以上的國中教師；而林

品岑（2004）的論文亦提出電腦輔助音樂教學所遭遇之前三項阻礙分別為

(1)電腦教室不足、(2)學校添購音樂軟體或相關設備之經費不足、(3)音樂

教師雖然大多具有基本資訊素養，但不會使用相關音樂軟體。Miller 與

Young（2003）的研究統計也顯示音樂教師在軟體的使用頻率上，以文書

軟體、電子郵件軟體及網頁瀏覽軟體分占前三位，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則

是使用比例最低的電腦軟體。  

若以教師實際編製多媒體教材的層面觀之，許多研究發現一般的多媒

體教材編製軟體諸如【PowerPoint】、【FrontPage】及【Flash】等，不論

在學習困難度、操作繁複度與時間耗費度等現實條件上，均使許多音樂教

師對此種電子形式的自編教材望而生畏，深感力不從心（李友文，2003：

567；李茂興譯，1997：217；羅耀宗譯，2001：10）。所以即使是應用較

廣的簡報軟體【Powerpoint】，仍因其多媒體功能的設定較為繁瑣，且與

使用者的思考邏輯時有衝突，致使此軟體在教材的呈現上，尚多偏向文案

之樣貌，無法完全發揮多媒體之教學實效。  

針對此類電腦系統設計的問題，Norman1（卓耀宗，2000）及 Dertouzos2

（羅耀宗譯， 2001；MIT 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 1999）等多位學者，均指出未來的科技發展方向需摒棄以往「機

器取向」的設計模式，採用全新的「人本設計」（human-centered design/ 

human-centered technology）方法，即以人的「需求」和「能力」為注意焦

點，而非強迫使用者屈服在電腦的複雜性、難以理解和機械細節之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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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人們的生活只會因著資訊科技的發展而更加混亂，人們的負擔亦將隨著

電腦程式的增加而等比例加重。此項課題的急迫性及必要性也反應在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的《活氧計畫》3和我國教育部的《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

中，其實施策略明列出「設立資訊教育軟體與教材資源中心，整合軟體資

源」及「擴大辦理金學獎、校園軟體創作等活動，激勵民間及學校主動參

與軟體及素材開發」等與之相關的具體行動。  

因此，研究者認為如何將人本設計的理念落實於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

中，藉以提昇音樂教師研發電腦教材的意願及成就感，使教學的呈現內容

能夠更加具體、更富有吸引力，是一項值得深究的課題。期盼此一研究能

對改善中等學校音樂教師編製電腦教材的挫折感與恐懼感做出些許貢

獻，讓他們在將來可以不用花費大量時間學習多媒體編製軟體的製作技術

與其中複雜的設定，就能以較輕省的方式完成理想中的多媒體電腦輔助教

材，從而激發出他們主動開發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的興趣，並提昇教材的

質量，進而有效落實我國「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一貫教育理想。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動機是為解決中等學校音樂教師對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之設

計需求問題，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中等學校音樂教師編製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的情形。  

二、瞭解中等學校音樂教師編製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的需求。  

三、分析音樂科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的人本設計原則及適性化特質，以提

出音樂科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的設計要點及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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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待答問題 

茲將本論文與研究目的對應之待答問題條列如下：  

一、中等學校音樂教師編製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的情形。  

（一）中等學校音樂教師使用的多媒體編製軟體。  

（二）中等學校音樂教師在教學中使用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的比例。  

（三）影響中等學校音樂教師有無自製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的因素。  

 

二、中等學校音樂教師編製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的需求。  

（一）「有自製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與「無自製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

的中等學校音樂教師對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的設計需求。  

（二）「有自製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與「無自製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

的中等學校音樂教師對實機操作軟體的人本設計評價。  

（三）「有自製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與「無自製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

的中等學校音樂教師對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建議。  

 

三、音樂科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的設計要點及相關建議。  

（一）音樂科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需著重的人本設計原則。  

（二）音樂科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需著重的適性化特質。  

（三）對相關單位與後續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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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人本設計 

人本設計翻譯自英文“Human-centered Design”或“Human-centered 

Technology”。“Human-centered Design”（又稱 User-centered Design），

由 Norman 提出，中譯名詞有「人本設計」、「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

（卓耀宗譯，2000）；“Human-centered Technology”（又稱 Human-centered 

Computing），則由 Dertouzos 提出，中譯名詞有「人本科技」、「人本運

算」等（羅耀宗譯，2001），本文統一以「人本設計」稱之。 

根據 Norman 與 Dertouzos 的論述（卓耀宗譯，2000；羅耀宗譯，2001），

人本設計是一種以「人」為思考中心的科技觀，強調科技是為了服務人群、

節省使用者的精力與時間而存在。故電腦系統的設計者應以使用者的「實

際需求」和「操作能力」為注意焦點，以成就更有效率的人機互動模式。

本研究即經由人本設計相關理論的探討，分析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之人本

設計要點。  

二、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 

廣義而言，只要可以編輯一種以上媒體資料的處理軟體均可稱為多媒

體教材編製軟體（authoring software for multimedia instruction），例如文

書處理軟體【Word】、音訊資料處理軟體【Finale】、靜態影像資料處理

軟體【Photoshop】、動態影像資料處理軟體【威力導演】及整合式多媒體

編製軟體【PowerPoin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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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在本研究中，所謂的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單指整合式多媒體編製軟

體，因為它可以將文字、語音、圖形、動畫及影像等多種單一媒體統合在

一起，且其製作出的教材較適合透過視聽媒體的播放，提供學習者學習。

例如：【PowerPoint】及本研究於問卷中使用的實機操作軟體【Show 3D】

及【編輯手】。   

 

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包含軟體之實機操作，因時間有限，無法進行大量

的軟體測試，故僅選擇【Show 3D】及【編輯手】兩套軟體做為研究工具。

研究對象需具備基本電腦能力，且研究樣本中必需包含「有自製多媒體輔

助教材」及「無自製多媒體輔助教材」兩組教師以進行分析比較，因此選

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在職進修教學碩士班共二十名現職的中等學

校音樂教師為研究對象，惟因樣本數不多，不適宜做為一般廣泛性之推

論。文獻探討及研究發現僅討論人本設計於音樂科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的

重要性，無法推論人本設計至其他科別之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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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Norman 曾任美國加州大學認知科學系首任系主任，退休之後擔任蘋果

電腦公司副總裁，1998 年創立尼爾森‧諾曼工作室（Nielsen Norman 

Group），專事於改良人機界面（使用者－電腦）的設計，致力於人的

思維作用與失誤方面的相關性研究。  

2 Dertouzos 曾任歐美多國政府領袖的顧問，負責指導資訊科技未來的走

向，自 1974 年起擔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實驗室主

任。  

3 《活氧計畫》（MIT Project Oxygen）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科學與人

工智慧實驗室主任 Dertouzos 於 1999 年 4 月提出，宗旨歸向「希望讓人

們使用科技產品就像呼吸氧氣一般地自然」，將發展包括晶片、軟體、

系統與網路等八種軟硬體產品及技術，最終希望在科技的應用上達成

「以最少心力完成最多事」的實際願景（MIT 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 1999），計畫網址 http://oxygen.lcs.mit.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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