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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內容是探討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及人本

設計中與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相關的理論，並討論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學位

論文與研究報告，探討的結果將做為本研究的理論根據及問卷設計的基

礎。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相關理論，第二節

為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的分類形式，第三節為人本設計的相關理論。  

 

第一節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相關理論 

本節首先綜述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相關理論，以討論多媒體電腦輔

助教學的意義與優缺點，緊接著再針對多媒體電腦輔助音樂教學，討論其

實施方式與相關的論文及研究計畫。 

一、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意義 

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 Assisted/Aided Instruction，簡稱 CAI）發展

至今，涵蓋的範圍包括學習理論、教學模式、實務經驗以及技術等面向（洪

榮昭、劉明洲，1997；羅綸新，2000）。若僅就定義而言，電腦輔助教學

是指以電腦作為教學媒體，將設計好的教材，透過電腦的控制呈現在螢幕

上，提供學習者學習的一種教學方式（引自楊淑茹，2002：20）。「多媒

體」（multimedia）一詞則約出現於 1950 年代，顧名思義就是將多種媒體

結合在一起來傳達訊息。早期的多媒體主要是由幻燈機結合可控制的音響

設備來呈現，而隨著電腦軟硬體技術的日趨成熟，到了 1980 年代，電腦

與螢幕便開始成為多媒體呈現的主要載台（羅綸新，2002：14-16）。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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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文、郭鴻志（1993）與羅綸新（2002）等學者的論著，「多媒體電腦

輔助教學」（Multimedia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簡稱 MCAI）的基

本觀念是以電腦為中心，控制周邊各種視聽媒體設備如錄影機、碟影機、

攝影機及 CD-ROM 等，以提供文字、聲音、圖形、電腦動畫、影像等多種

管道的資訊輸出，來進行教學的一種方式。以現今的教學趨勢而言，多媒

體電腦輔助教學不但可以使用電腦來執行，也可以置於網路上傳輸，達到

更高的教學效益。  

教育部鑑於網路教育的重要性，承續行政院自八十三年開始推動的《國

家資訊基礎建設》建構國家資訊高速公路之成果，於八十六年推動《資訊

教育基礎建設計畫》及《TANet 到中小學》1 的三期計畫，並於八十七年

在《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下再提出〈擴大內需方案實施作業計畫〉，

於八十八年度編列六十四億七千二百三十萬的經費，達成全國每一中小學

皆有 ADSL 寬頻上網電腦教室的目標，同時更斥資八十億積極推動《各縣

市設置「教室電腦」》的五年計畫，屆時電腦將全面進入教室，達成「班

班有電腦，人人上網路」的願景（李友文，2003；教育部，1998b；陳三

億，2000）。  

因此，在本研究中的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意指教學者運用電腦科技，

將多種媒體獨特的訊息形式統合成教學材料後，再透過視聽媒體或網際網

路提供學習者學習的一種教學方式。以下就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優缺

點、多媒體電腦輔助音樂教學的實施方式及多媒體電腦輔助音樂教學的相

關研究依序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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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優缺點 

（一）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優點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優勢可以彌補傳統教學的限制與不足，

根據尹玫君（1995）、陳景章（2003）、楊淑茹（2002）、溫明正

（2000）、蔡振昆（2001）與羅綸新（2002）等人的研究可歸納為

三項主要的特色：  

1. 教材能以更豐富多樣的形式設計與呈現：多媒體與電腦科技結

合時，可以產生千變萬化的各種姿態，例如 3D 技術可使影像

呈現三度空間的變形扭曲或快速溶釋等。且可隨著科技的進

步，不斷加進新的設計元素，讓教學更加生動活潑。  

2. 多元化的學習方式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並提昇教學效果：多

媒體電腦輔助教材可以用各項媒材來介紹知識，所以較傳統教

學主要以聲音及文字來傳授知識，感官刺激較多。根據研究，

一般人經由聽覺獲得的資訊，會保留 20%；經由視覺所獲得的

資訊，會保留 40%（何志明，年代不詳），而從 1980 年代起即有

學者提出透過多媒體互動獲取的資訊，可保留住 80%之多

（Bangui, 1998; Kulik, Kulik & Schwalb, 1986）。因此，多媒體

電腦輔助教材提供的高度誘導性及刺激性的視聽教學環境，不

但可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並能進一步提昇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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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破傳統教學在時間與空間方面的限制：因為電腦教材一經製

作完成，即可不限次數地重複播放並更新內容，讓教師可以擺

脫傳統吃力不討好之說書角色，擁有更充裕的時間輔導與啟發

學生學習。而多媒體教材在結合網路後，還可無限拓展教學對

象，提供一個富彈性、同時兼具挑戰性、豐富性與活潑性的學

習環境，使學習者能依照自己的能力、興趣與需要自主的學習。 

（二）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缺點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雖有優點，但是歸納朱國光（1998）、陳

景章（2003）、蔡振昆（2001）、顏榮泉（1996）及 Nonis, Bronack 

and Heaton（2000）等人的研究文獻，可發現長期使用多媒體電腦輔

助教學，會產生下列三項缺點：   

1. 學生的文字書寫、語言表達及深度思考能力均受到影響：文字

書寫能力方面，因書寫文字的機會降低，師生的文字書寫能力

均受到影響，且拼音式的輸入方式常造成同音異字等錯別字的

出現；在語言表達能力方面，因著標準答案的設定及回答時間

的壓力，致使學生在語句修辭上無法進步，甚至有退化的情形；

而在深度思考能力方面，因為在電腦化的教學環境下，資料的

存取太迅速也太容易，使學習者較少經歷深度思考的過程，根

據研究，此現象最容易發生在網路學習的環境中。  

2. 教學模式更加複雜，師生負擔加重：師生均需透過科技工具，

以獲得教學資訊、進行編輯與設計互動模式，故需花費時間學

習及適應如何使用這些工具，對初學者易導致學習挫折。而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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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的快速更新，更加重了教學者之負荷，無形中降低了教學

品質，且若教學者的資訊素養不足，亦無法有效引導學習者。

而軟硬體相關設備的欠缺或網路傳輸品質不佳等，亦常造成學

習者的倦怠感。  

3. 網路化教學環境的負面影響：網路教學除了容易發生認知超載

及知識結構難以整合的問題，且無法顧及學生人格教育中重要

的環境教育。包含校園文化的薰陶、師生面對面的溝通、師生

與學習者同儕間肢體語言、表情、眼神的交流互動與真實的情

境對話，加上一些不易察覺到的潛在課程與潛移默化的影響

等，諸如此類皆為傳統教學獨特且不易被取代的功能。  

三、多媒體電腦輔助音樂教學的實施方式 

（一）課堂教學 

音樂是表現聲音的藝術，音樂的演出與聆賞都與視覺、聽覺有

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傳統的音樂教學即常運用影音等多媒體

資訊的呈現來加深學生的印象，從早期的黑膠唱片、錄音帶、錄影

帶，到後來的 CD（compact disc）、LD（laservision disc）、VCD

（video compact disc）、DVD（digital video disc）等雷射或數位光

碟，影音的品質不斷改進，成為音樂老師教學上不可或缺的工具。

而隨著電腦輔助音樂教學的發展，不論是一般音樂課或是器樂合奏

與合唱等社團訓練，教師都可以利用各種編輯軟體設計及製作更生

動的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讓各類教學所需的影音資訊可以透過電

腦做更精確的呈現（Miller & Young, 2003）。根據李鴻亮（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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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羅綸新（2002）等學者的研究，教師應具備的數位科技能力包含

以下三點：  

1. 將蒐集的教材資料數位化：當教師依照教案進行蒐集與課程相

關資料後，需先判斷是否需要利用轉檔軟體轉存成電腦檔案（數

位化資料），以便直接使用或者利用相關的剪輯軟體間接加工。 

2. 建立教學檔案資料庫：教師可將常用的數位化教材與資料做妥

善的貯存（如燒錄成光碟片）以便使用，因此，教師平時需做

的教學準備工作包含蒐集常用的教學軟體及工具軟體，與貯存

有用的教材資料。  

3. 能使用軟體編製電腦教材：尤其是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例如

【PowerPoint】簡報軟體，因為此類軟體不但可以結合許多類

形之數位資料，也可以用來播放與展示編製完成的教材，非常

適合教學使用。  

（二）網路教學（web-based instruction） 

二十一世紀可說是網路資訊的世紀，人們生活的許多層面都受

到網路深刻的影響，音樂藝術亦不例外。網路所具有的「即時性」、

「超連結」等獨特性質，也為其在電視、報紙、廣播之外博得「第

四媒體」的稱謂。就音樂教育而言，網路具有豐富的、各種形態的

音樂資源（表 2-1-1），且能提供音樂工作者自由發表的新空間，加

上不受時空限制的雙向溝通等特性，均為音樂藝術的發展帶來新的

契機，這些豐富的資訊不但彈指之間隨手可得，而且主要是以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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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型態出現，包括文字、語音、樂譜、影像、各種聲音檔案、動

畫甚至是虛擬實境等，再再都提供人們感受音樂的新方式，也更增

加音樂教學許多新的便利與可能性，對於強調聲音和視聽關係的音

樂教學特別有幫助（李友文，2003：567）。  

綜觀世界教育趨勢的發展，可發現利用網際網路豐富的多媒體

資源來輔助傳統的課堂教學，或進行視訊雙向同步遠距教學，及進

行以網路為主的分散式遠距學習課程等教學方式已成為世界性潮

流。根據高熏芳、楊諮燕（2001）的整理，各種網路工具對於教育

輔助之功能如表 2-1-2。  

表 2-1-1 網路搜尋引擎提供的音樂網站數量表 

關鍵字 Google Yahoo  

music 475,000,000 

(臺灣網頁：805,000) 

275,000,000 

(臺灣網頁：454,000) 

音樂 8,510,000 

(臺灣網頁：3,700,000) 

5,830,000 

(臺灣網頁：2,750,000) 

搜尋時間：2004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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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各類網際網路工具的功能與教學應用方式表 

網際網路工具 功能 教學應用 

電子郵件 

（E-mail） 

使用者只要擁有個人電子郵

件位址，即可透過網路傳

輸，傳遞各式檔案訊息。 

師生可彼此傳遞訊息，

進行非同步式之課程主

題討論，或向相關領域

專家做知識請教。 

論壇通訊 

（Listserv） 

為一群組工具。使用者依主

題加入後，便會定期收到相

關資訊。每一位使用者都可

以提出問題或意見，論壇通

訊會自動將所收到的文稿轉

發給所有使用者。 

教師可選定一課程主

題，讓學生加入相關主

題論壇通訊群組列，定

期接收相關訊息，並利

用課堂或電子郵件對主

題做討論。 

新聞群組 

（Newsgroup） 

為一群組工具，使用者依興

趣選定主題加入，可定期收

剽相關資訊，並能在群組網

站上做回應與問題的張貼。

教師可選定某一新聞群

組主題網站，供學生做

平日訊息接收與討論之

工具。 

聊天室 

（Chat） 

使用者需先到相關網站下載

特定軟體，才能與線上使用

者做文字或影音方式的溝

通。目前最為盛行的有 ICQ
與MSN。 

師生可透過聊天室以文

字或影音形式進行同步

式主題討論及檔案傳

輸。 

檔案傳輸協定 

（File Transfer Protocol，

簡稱 FTP） 

FTP 為一種短時間內檔案傳
輸的方式。使用者可透過

FTP 做遠端電腦與自己電腦
之間的資料傳輸。 

學習者可從教師電腦中

取得學習資料，或將作

業及作品檔案透過 FTP
傳輸至教師電腦中。 

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
簡稱WWW） 

通常為網頁式的資訊展示空

間，可做各種媒體資訊之瀏

覽、搜尋與連結。 

透過全球資訊網引導學

生做資訊之搜尋、下載。

資料來源：高熏芳、楊諮燕（2001）。網際網路融入學習領域教學創新之探討。九年一貫課程

改革下的創新教學研討會論文。2004年 12月 12日，取自 http:// class.eje.isst.edu.tw/files/20011119

九年一貫改革下的創新教學研討會/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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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媒體電腦輔助音樂教學的相關研究 

根據何貴良（1996b）、賴美鈴（1994）的文獻敘述，國外將資訊科技

運用於音樂教育的研究，於 1970 年代已有數項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例如

1971 年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由 Deihl 等人製作的聽力訓練軟體，及 1970 至

1973 年美國伊利諾大學進行的《PLATO 計畫》，由 Robert 等人利用研發

出來的 PLATO 系統進行大學生節奏教學研究。而國內近幾十年來亦有不

少學者及教師投入電腦輔助音樂教學的軟體開發、網站建置或教學實驗研

究，如 1980 年代開風氣之先的陳藍谷、謝苑玫、陳真明、楊文貴與陳茂

萱；1990 年代的傅賓瀅、劉憲雯、楊雅惠、賴美鈴、何貴良與尹玫君；以

及近年來的廖明玲、陳玉玫、楊淑茹、饒桂香、李怡蓉、楊麗雪、曾佩宜、

蔡菊花、黃玉生等人。以上除了尹玫君（1997）的研究沒有發現顯著的差

異之外，所有研究結論均證實電腦輔助音樂教學之成效優於傳統音樂教

學。  

在多媒體網路教學方面，若單就視訊雙向同步遠距教學（亦稱全面遠

距教學）觀之，依據李友文（2003）的分析，此一教學方式至今仍多以大

學為發展重心。例如 McLain（2002）於 2001 年調查美國全面性遠距教學

的實施現況，發現 38 州 115 所大學共開設了 155 個提供學分的網路音樂

課程，其中涵蓋的課程及數量為：音樂欣賞(64)、特定主題如爵士與美國

音樂等(23)、音樂基礎與理論(17)、音樂概論(13)、音樂教育(13)、音樂史

(7)、科技(9)、世界音樂(4)、碩士研究(4)與表演(1)。而我國由教育部主導

的遠距教學先導系統則於 1997 年開始提供大學通識教育的藝術人文課

程，音樂方面分別由臺灣師範大學開設音樂鑑賞課程，成功大學開設中國

音樂課程（蘇郁惠、吳舜文、陳恆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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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從以上的相關研究發現，國外的網路音樂教學課程，在應用的

範圍上已相當廣泛，而國內電腦輔助音樂教學的發展則大約以 1995 年為

分界點，1995 年之前發展的電腦輔助教學系統，由於軟硬體的限制，大部

分僅能以單一色調呈現文字及較簡單的圖樣；1995 年之後的研究才與多媒

體電腦輔助教學相關性較密切。因此，本文選取 1995 年之後完成或發表

的研究分別討論如下：  

何貴良（1996a）用兩年的時間設計發展出一套適合初學兒童使用的弦

樂器（大、中、小、低音提琴）學習教本及合奏教本，研究成果包含一套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軟體及與軟體相連接的硬體音色輔助儀具。研發的音

色輔助儀具可將學習者在拉奏時影響音色的因素如弓壓、弓速、弓位等 

予以量化，以幫助學習者清楚的知道如何改進音色，而配合教本進度使用

的多媒體教學輔助軟體亦以寓教於樂的內容幫助學習者學習。研究結果證

實此一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系統，包含教學軟體及硬體音色輔助儀具均有

助於兒童的弦樂學習與推廣。  

在《QuickTime VR 在小提琴運弓教學上之應用研究》中，何貴良

（1997）以數位錄影機多角度的錄下學生的演奏，再利用【QuickTime VR】

影像編輯軟體將平面的 2D 影像轉變成具備環繞與互動效果的 3D 虛擬畫

面，讓學生能在電腦上多角度的檢視接近自己真實的演奏記錄，並有機會

觀察其他同學的演奏記錄，以瞭解其他同學不同的換弓方式，然後與老師

討論自己的問題，從而研究改善方式並加以練習。使用【QuickTime VR】

輔助教學的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的換弓技術在如此反覆進行三個星期之

後，顯示了極大的進步，證實【QuickTime VR】影像編輯軟體的互動式內

容設計與環繞影像有助於小提琴運弓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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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九年一貫領域課程的實施，廖明玲（2001）的研究針對多媒體網

路教學，探討概念化網路統整課程在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發展

過程與可行性。研究者將其設計之概念化網路統整課程經藝術、課程、網

路教學專家的評估，並以國中教師、國中學生為測試對象取得該網站之教

學結果。結果發現受訪對象普遍認為本多媒體網路統整課程之模式可行，

惟在國中發展「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概念化網路統整課程時需由有心的

教師工作團隊組成，以將設定的教材轉化為網頁，才能真正落實多媒體電

腦輔助教學的網路學習成效。  

陳玉玫（2002）的碩士論文以編曲軟體【快樂音樂家】做為研究工具，

探討應用電腦輔助國小音樂教學之成效，研究樣本為四年級四個班級的學

童計 142 人，分成兩組個別進行十週的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與傳統教學。

研究結果顯示，接受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和傳統教學之國小學童在整體的

音樂學習態度上雖無明顯差異，但接受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之學童的音樂

學習成就，無論在音感、基本樂理或基礎曲調創作上均優於接受傳統教學

的學童，證實透過【快樂音樂家】此一電腦作曲軟體的使用，確能有效提

升學童之音樂學習興趣。  

楊淑茹（2002）的研究則以自製之【練習用直笛缺一合奏 CD】為實驗

教學工具，進行國中音樂直笛教學自製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具之實徵研究，

以探討用多媒體電腦製作之教學媒體及輔助教具是否能縮短國中學生在

音樂及直笛合奏上之學習與練習時間，並增強其自學意願。實驗結果發

現，學生的學習態度確實因為多媒體電腦教學的視聽效果而改變，而【練

習用直笛缺一合奏 CD】此一多媒體輔助教具亦確實可讓學生感受到學習

音樂不再是艱深困難又沒有成就感的課程，學生不但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成

就均有所提昇，且表達出願意主動參與各種音樂表現活動的意願。與直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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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奏相關的研究還包括《運用電腦輔助直笛合奏教學之實徵研究》（楊麗

雪，2004），經由音樂基本能力測驗、直笛合奏評分表、直笛合奏學習調

查表與實驗組教學滿意度調查表獲得的教學結果，證明運用電腦輔助直笛

合奏教學的學習成效優於傳統直笛合奏教學。且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的確

能培養學生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有效提升音樂基本能力與直笛合奏技

巧。研究並指出音樂教師必須具備電腦素養，把握課程規劃及教材設計原

則，並有效利用電腦軟硬體，才能發揮教學成效。  

針對網路學習社群的教學機制，饒桂香（2002）以自編之「音樂科網

路學習社群」為研究工具，透過教學實證、教學成效測驗、問卷調查以及

研究觀察，探討網路學習社群在國中音樂科實施的可行性。研究結果發現

「音樂科網路學習社群」的多媒體網路學習機制與「布蘭詩歌與中世紀的

邂逅」之多媒體教學設計受到多數參與學生的肯定與喜愛，而「音樂科網

路學習社群」的「課後自學」的功能，亦能突破傳統學習的限制，提昇音

樂科的教學成效，且「音樂科網路學習社群」之教師介面機制，確實能讓

教師能有效掌握與管理教學資訊，惟教師規劃設計與建構線上課程教材時

須注意網路教學設計的模式，同時考量網路學習社群的特性，才能達到最

佳的教學效果。  

李怡蓉（2003）為使一般民眾能透過網路學習樂理課程，針對線上音

樂學習者個人的樂理能力與學習期望，設計並建構出以代理人技術為基礎

之互動式樂理學習系統。此系統發展的多媒體課程包括(1)樂理能力檢定、

(2)學習內容建議與(3)學習效果確認等三個互動的諮詢機制。研究預期的效

果在近程方面為使每個線上學習者能夠得到個別化的學習引導，達成最佳

的學習效果，在遠程方面則希望能夠藉由此系統的輔助使線上學習者提高

其音樂素養及欣賞音樂的能力，並提供音樂教學網站建構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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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佩宜（2004）以國中一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應用資訊科技融

入音樂科教學設計之實證研究，以檢視電腦輔助音樂教學與傳統音樂教學

在學習成效之差異性。教學結果顯示學生在音樂認知與數位應用能力上皆

有顯著的提昇，證明整合性之多媒體資訊教材能強化學生學習能力與效

率，並得到多數學生之肯定與喜愛。而研究使用的電腦音樂編曲軟體不但

能增強學生之理解力、想像力與創造力，提高音樂創作之興趣與技能，還

能使學生對於創作更具信心與成就感。其他運用「電腦音樂創作軟體」的

研究還包括蔡菊花（2004）的碩士論文《應用電腦對於國小音樂課兩聲部

歌唱教學輔助功能之行動研究─以國小五年級之教學為例》與黃玉生

（2004）的碩士論文《電腦科技在音樂創作上之應用》。  

蔡菊花以兩班學生進行「準實驗教學」，一班實施一般教學法，另一

班以「電腦作曲軟體」進行二聲部歌唱教學。教學實驗進行十週，研究者

本身擔任教學者，設計教學活動、依教案實施教學和掌控教學流程，並請

兩位有經驗的教師作觀察者進行每節課的觀察與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應

用電腦作曲軟體在教學、評量及補救教學的輔助功能方面優於使用鍵盤樂

器之一般教學，在興趣方面之主動參與程度亦有顯著差異。  

黃玉生的研究對象亦為國小五年級學生，課程共進行十二週。課程主

題包含「聲音探索與體驗」、「玩音：嘿！我把聲音改變了」、「弄樂：

瞧！我的作品出現了」、「電腦互動音樂：讓我們來集體創作」及「標題

音樂創作：我們的故事」等五個單元。結果發現以多媒體電腦科技輔助音

樂創作的教學設計確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且應用多媒體電腦科技能讓

教師更清晰的描述聲音概念並有助於音樂創作素材的蒐集與擴充，證明電

腦科技是有效率的音樂創作輔助工具。  



 

 24

小結 

整理第一節的研究可發現我國中、小學的多媒體電腦輔助音樂教學已

具備一定的教學成效，在實施形式上亦已有多元化的發展。應用的形式涵

括了市售的音樂工具軟體、自編的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及網路教學，而應

用的範圍在一般的音樂課程上，以樂理、編曲創作及直笛合奏為主，在社

團活動方面，則包括各種獨奏、合奏課程的學習與訓練，而隨著九年一貫

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實施，統整課程的多媒體或網路教材的發展也漸成潮

流，顯見多媒體輔助音樂教學受重視之程度，但基層音樂教師不論是在使

用或都製作上仍未形成普遍之風氣，故下二節將從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的

分類形式及人本設計的相關理論探討此類軟體在設計上的問題。  

 

第二節 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的分類形式 

一、多媒體編製軟體的意義 

編製軟體（authoring software）可說是一種高階的軟體程式或指令組

合。這些指令可以藉由支援各式各樣的硬體裝置與檔案格式，將不同屬性

的視聽物件組合在一起，以產生多媒體或超文字的文件，來形成一個供展

示的節目。故多媒體編製軟體（authoring software for multimedia）之目的

是提供給內容設計者一個便利的「設計文件的架構」（the design of document 

architecture），讓多媒體節目的發展者可以專注在結合各種媒體元素，而

不需太在意程式語言撰寫的部份。因此，多媒體編製軟體通常應該包含生

產（create）、編輯（edit）與輸出 /入（export/import）等基本功能，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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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種形式的資料組合成一個連續性的多媒體節目（Dr. eye 2002 譯典通

專業辭典－計算機辭典，2002；李蔚澤，2003；羅綸新，2002：148；Hodges 

& Sanett, 1990）。  

二、多媒體編製軟體的分類形式 

多媒體發展至今，可應用的元素已包含了文字（text）、圖形（graphic）、

靜止影像（still image）、圖片（picture）、動畫（animation）、影片（viedo）、

聲響（sound）、音樂（music）、互動交談（interaction）等各式各樣的媒

體資料。本研究依多媒體編製軟體處理上述資料的能力，並參考羅綸新

（2002）的研究，將多媒體編製軟體分為五類，包括文書處理軟體、音訊

資料處理軟體、靜態影像資料處理軟體、動態影像資料處理軟體與整合式

多媒體編製軟體。茲就其特點及應用軟體分述如下：  

（一）文書處理軟體 

此種軟體主要處理的資料形式包含各種語文的文字、數字以及

符號等。以一般的文書處理軟體而言（例如【Word】與【Excel】等），

大致包含以下三種變化： (1) 字型基本變化：如字型、字型樣式、

顏色及大小等。 (2) 框線、表格與資料庫圖表等：用以整齊歸納資

料，使其更為一目瞭然。 (3) 藝術字：進階的字型變化，可以讓文

字呈現更強烈獨特的立體色彩與光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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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訊資料處理軟體 

以音樂科教學而言，在製作音樂科多媒體輔助教材的過程中，

音訊資料的使用是不可或缺的。潘世姬（1996）的研究更指出，音

訊資料是人類聽覺感知的主要媒介，其品質對於一個以聽覺訓練為

主的教學是最基本而首要的一環，若選擇不當，將造成學習者的學

習困擾，進而影響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成效。  

若從電腦發展的歷史觀之，早期的電腦僅能發出簡單的聲音，

後來才漸漸應使用者需求發展出各種音效及音訊處理設備。隨著軟

硬體技術的成熟，除了可使發出的聲音更接近原音之外，還可經由

電腦合成來編製各種音樂，如常見的編曲製譜軟體【Finale】和

【Encore】等。現今應用在電腦上的音訊種類大致包括波形音訊、

MIDI 音訊及 CD 音訊三種。  

1. 波形音訊（waveform audio）  

這種音訊可以接受任何的聲音，包括音效、音樂及人類的

口語旁白等，一般而言，人類聽力所能接受的聲音在 20Hz 到

2000Hz 之間（Hertz，簡稱 Hz，表示聲音每秒振動的週波數）。

此種音訊在電腦上儲存檔案的格式原本只有 wav 一種，但因此

種檔案所需的儲存空間相當大，因此後來發展出一種由

ISO/MPEG 語音編碼標準所製定的一種聲音的壓縮技術，在

wav 檔案上可達到 1:10 到 1:12 的壓縮效果，檔案格式則另稱

mp3（MPEG Layer 3）（Dr. eye 2002 譯典通專業辭典－計算機

辭典【光碟】，2002；李蔚澤，2003）。後來 Microsoft 公司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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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一種新的音樂檔案格式 wma（windows media audio），僅

需同品質 MP3 的 1/4 儲存空間（作者不詳，2001）。近來 Xiph

公司也開發出 ogg（ogg vorbis）音樂格式，因其開放原始碼而

且免費，音質不但可媲美 mp3，所需空間又更小，是一個前景

備受看好的網路音樂標準（Xiph.org，2004）。  

2. MIDI 音訊（MIDI audio）  

MIDI（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的音訊是以訊

息（message）的方式組成，而非波形的方式，於 1980 年訂定，

提供了電腦外部的電子樂器與電腦之間的連接器介面，目的是

讓各種樂器的音樂及合成音可以經由一連串的訊息，在不同的

設備上交流傳輸。MIDI 音訊在電腦上儲存檔案的格式為 mid，

儲存所需空間很小，可以播錄音樂，但不適合編製旁白及口語

等音訊。  

3. CD 音訊（compact disc audio）  

CD 音訊是一種儲存在光碟片內的數位音訊，可詳盡地記

錄多種音訊資料，為音樂教學上最常使用的音訊來源，雖可以

直接經由電腦程式播放，但若要在電腦上進行編輯，則常需藉

助音樂格式轉檔軟體如【CDex】、【Goldenwave】、【AudioRight 

Converter】等先將其轉換成波形音訊（如 wav、wma、mp3、

ogg）、或 MIDI 音訊（mid）等格式，以符合不同的多媒體編製

軟體所能接受的格式限制，是在應用上最讓音樂教師及其他使

用者感到困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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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靜態影像資料處理軟體 

泛指一般照片或印刷資料上的各式圖案、風景、由連續的影片

中擷取的單張影像以及所有以電腦繪圖工具繪製的靜態圖像等。其

中以電腦繪圖軟體製作的圖像又包括兩度空間（2 Dimension，簡稱

2D）及三度空間（3 Dimension，簡稱 3D）兩種：製作或編輯 2D 圖

像的軟體有【小畫家】、【ACDSee】、【Photoshop】、【PhotoImpact】

等；3D 的則有【AutoCAD】、【3D Studio Max】（亦可製作動態

影像）等。  

（四）動態影像資料處理軟體 

動態影像資料又可稱動態視訊（motion viedo）或視訊（viedo），

是一種連續演出的畫面，包括電影及動畫兩種。製作或編輯動態視

訊的軟體，常見的有【Flash】、【QuickTime】等，臺灣也有一些

廠商投入此領域的軟體研發，已上市的有【威力導演】等。根據林

文昌（2004）的研究發現，使用動畫且與之互動除了可刺激學習者

感官外，還可以補充解釋課本靜態文字說明的不足，強化學習者理

解與吸收，讓學習者充分掌握其中的意義精髓。這樣一個有意義的

東西，會深深植入我們的知覺系統，悄悄的從「工作記憶區」轉存

入「長期記憶區」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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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合式多媒體編製軟體 

大多數的多媒體基礎教學均可以透過多媒體編製軟體來製作教

材，目前已上市的多媒體編製軟體，其數量可說是相當可觀，而且

還不斷地在推陳出新當中。因為直接以編製軟體來製作教材比起撰

寫專業的程式語言而言，可以省下相當多的精力與技術訓練，而能

集中焦點在課程的設計及內容的充實上。惟每一種多媒體編製軟體

的設計都有其特色與其適用之目的。事實上，現在電腦系統上的各

種應用軟體或多或少均含有多媒體整合製作與生產的功能，例如：

【Word】就常使用此項功能製作出圖文並茂的文件。但若針對本研

究對整合式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的定義而論，依其組織方式與安排

資料的系列，據羅綸新（2002：150-151）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成下

列四種類形。  

1. 以卡片或頁面為基礎的編製軟體（card- or page-based authoring 

software）：此種編輯模式是將檔案與資料以如一疊卡片或書本

的頁面形式來組織，例如常見的簡報軟體【PowerPoint】是引

投影片的編輯概念；麥金塔作業系統（Macintosh operating 

system）上的超媒體卡系統【HyperCard】（簡稱超卡）則是流

行最早的多媒體編輯系統，其製作的畫面單位就直接稱為「卡

（card）」。因這兩套軟體都擁有設計好了的圖片與聲響等資料

庫，而成為較受入門者青睞的多媒體編製軟體。臺灣亦已開發

出此類軟體，例如【魅力四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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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 圖 誌 為 基 礎 ， 事 件 為 導 向 的 編 製 軟 體 （ icon-based, 

event-driven authoring software）：所謂圖誌，是指顯示在螢幕

面上的一種符號，通常以按鈕的形式呈現，使用者可以使用諸

如滑鼠那樣的裝置指向這種記號，以執行特定的操作。在這種

編輯軟體當中，資料是以物件或事件的順序來組織的，例如

【Authorware】就是此類型中的翹楚之一，它以「流程圖」

（flow-chart）為主幹，表示出整個節目的邏輯藍圖，讓不會寫

電腦程式的設計者可以將各種圖表、聲音、控制按鈕等以滑鼠

拖拉的方式一個個安在流程圖中，直接編構成一套多層次的建

構系統。  

3. 以時間為基礎，發表為導向的編製軟體（ time-based and 

presentation authoring software）：在這種編輯軟體中，資料或事

件的排列順序是以「框」（frame）為單位，好像電影中一張張

連在一起的底片一樣，可以依順序來放映。因此其所製作的節

目最像電影與卡通影片，其以「時間行列」（time-line）來決定

事件的順序，及每一物件呈現的位置和上演的時段。例如：

【Action!】使用「時間行列」及「控制面版」（control panel）

來組成一個個「場景」（scenes），每個場景即成一個兼具各種

多媒體效果「幻燈片」（slide）。  

4. 以 網 路 應 用 為 基 礎 的 編 製 軟 體 （ web-based authoring 

software）：網路應用編輯軟體主要是讓設計者自行編輯網頁，

以便在網路上流傳或發行。此類軟體因著網路的發達與線上教

學的需要而大受歡迎，其以「頁」為節點加上可以自由鏈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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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網頁的特性，可輕易的建立起一個網狀的教學系統。例如

【 FrontPage】與【 Flash】都是多媒體的網站編輯軟體，

【FrontPage】讓入門者不必學習撰寫全球資訊網的 HTML 程式

與語法，就可以製作出個人的專屬網頁；而【Flash】雖然與

【FrontPage】有部分相似之處，但更適合有製作動畫需求的進

階設計者。  

三、多媒體編製軟體於音樂科教學之運用情形 

根據 Miller 與 Young（2003）的研究，音樂教師使用電腦的目的可分

為十四項，其中有五項使用人數的比例超過 50%，包括「編製備忘錄或表

單」、「使用電子郵件」、「上網找資料」、「登錄學生分數」與「列印

音樂會節目單或計畫表」，其餘九項的比例均在 35%以下，依序為「列印

樂譜」、「燒錄 CD」、「作曲或編曲」、「編製或播放 MP3」、「編製

MIDI 伴奏」、「編輯數位錄音」、「編製網頁」、「編製簡報」和「編

製多媒體」。  

此一於 2002 年所做的調查亦發現，音樂教師會應用於教學上的軟體，

依使用率的高低依序為：文書處理軟體（內容含資料庫圖表及圖片處理）、

電子郵件軟體、網頁瀏覽軟體、音樂製譜軟體（【Finale】【Sibelius】

【Encore】）、音樂伴奏軟體（【SmartMusic】【Band-in-a-Box】【FreeStyle】

【Cakewalk】）、音樂教學軟體（【Music Ace】【Music Lessons】【Making 

Music】）、簡報軟體（【PowerPoint】）、網頁製作軟體、與多媒體編製

軟體，顯示音樂教師在教學上使用比例最高的是文書處理軟體，使用率最

低的則均為整合式多媒體編製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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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本節對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分類形式的探討中，可發現它們可做出

各種形式的多媒體成品（羅綸新，2002），茲依其在音樂科教學上的呈現

資料歸納成四類：  

1. 書面資料：最常見的成品為教學講義與試卷等，可包含的內容有

文字、圖表及樂譜等。  

2. 互動式光碟：包括市售的音樂教學軟體、政府或民間研究單位出

版的互動式教學光碟，及音樂教師自製的電子書等，因其具備互

動功能，可讓使用者自行操作，反復學習相關知識。  

3. 多媒體簡報：常運用於課堂教學，內容可融合多種媒體資料，做

同步或異步之呈現，一般由教師做單方面的操作。  

4. 多媒體網頁：因為教學網頁在使用上不受課堂時間限制，故可發

揮許多特別的功能，通常包含訊息公告、教學相關資料的展示、

上傳與下載、討論區及留言板等。  

 

第三節 人本設計的相關理論 

本節主要是討論人本設計的相關理論，並整理相關的研究發展成果，

以瞭解人本設計的理論發展，並分析其應用於音樂科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

的基本原則。本節討論的內容將作為問卷設計、選擇研究工具（輔助問卷

調查之實機操作軟體）及結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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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本設計的源起 

（一）人本設計的產生背景  

以時代背景觀之，二十世紀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是催生人本設

計的最大力量。根據 Dertouzos（羅耀宗譯，2001）與 Zakon（毛慶

禎編譯，1993）兩位學者的整理研究，資訊科技的歷史大致從 1950

年代開始，以每十年的間距快速發展如下：1950 年代資訊革命肇始

於電腦之問世，當時僅有少數的實驗室將其專用於數學運算，1957

年，美國在國防部內成立高級研究計畫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簡稱  ARPA），轉而將科技運用至軍事用途。1960

年代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開發出「相容分時系統」（ compatible 

time-sharing system），亦稱「分時電腦」，優點是共用電腦的每個

小組內部，可以透過文件傳送來分享資訊。1970 年代「美國國防部

高級研究計畫局網路」（Arpanet）開發完成，可連線十組「分時電

腦」；而 1971 年 Tomlinson 又發明電子郵件軟體，因此促使分享資

訊的社群擴增到數千人。1980 年代「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

簡稱  PC）推出，電腦成本大幅降低；「乙太網路」（Ethernet）又

可將數百台 PC 連結成區域網路；再加上「網際網路」（Internet）

滿足了連結數千個區域網路日增的需求，使此時期透過網路分享資

訊的社群拓增到幾百萬人。1990 年代全球資訊網（WWW）以連線

電腦應用軟體的形式到來，創造和瀏覽網頁的風潮席捲全球，截至

二十世紀終葉，全球連線使用者的人數因此激增至三億人之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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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本設計的產生原因  

1. 系統瑕疵：Dertouzos（羅耀宗譯，2001：15-19）指出此一問

題暴露資訊科技在高速發展之下，於技術上所產生的發展瓶

頸，以致於下列的系統瑕疵不斷出現：(1)系統未整合瑕疵：整

套軟硬體系統只要其中一項裝置與其它裝置間產生些微衝

突，系統就會發生問題或導致作業中斷。(2)超載及勞力瑕疵：

電腦系統在設計上仍欠缺體貼使用者的功能，且在資訊的存取

上設計不當；(3)學習無此境瑕疵：諸如語焉不詳的系統訊息、

不斷加進升級的軟體、厚達數百頁的使用手冊等都需要使用者

費心學習。  

2. 資訊焦慮：Wurman（張美惠譯，1994）認為此一文明病徵反應

出資訊科技的瞬息萬變與快速傳播，對現代人類所產生的衝

擊。茲就資訊的內涵與引發資訊焦慮的因素討論如下：  

(1) 資訊的內涵：根據 Wurman 的研究（張美惠譯，1994：

25-26），環繞在我們周圍的資訊對我們有不同程度的密切

性，大致上可分為五個呈放射狀的層次（圖 2-3-1），核心

是攸關實際生存問題的內在資訊，亦即人腦發出的訊息，

影響層面為人的內在系統與身體功能，最外圍則為最抽象

層次的資訊，涵蓋個人的迷思、文化發展與社會觀點，每

一層次的資訊都可能充分其自身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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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資訊的五個內涵層次 

─────────────────────────────          

資料來源：張美惠（譯）（1994）。資訊焦慮，46。台北：時報文化。 

(2) 引發資訊焦慮的因素：一是時代壓力，一是資訊極權，時

代壓力導致資訊化身為我們生活中的驅策力，而且不斷地

增長、等待消化與吸收，其壓迫力幾已發展成當代人類本

質性焦慮的一部份。而資訊極權者則認為我們的社會應全

數轉換成電子的形式，不可轉換的部份則一概摒棄。面對

著「資訊汪洋」和「資訊極權」，人的渺小性和無力感也更

加凸顯，而渺小無力卻也正是焦慮的淵藪和增強劑（張美

惠譯，1994；顧淑馨譯，2001）。  

文化資訊

新聞資訊

參考資訊

談話資訊

內在資訊



 

 36

二、人本設計於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的探討 

根據 Dix、Finlay、Abowd & Beale（1998）及 Norman（卓耀宗譯，2000）

的整理，人本設計的研究最初是起源於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

對於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簡稱 HCI）的探討，著重於

解釋人機互動之間的行為模式，以及軟硬體系統對人類認知上的影響，包

括人類的記憶、注意力、語言與推理等。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當具有心理

學上的應用價值，而此一結合認知心理學與資訊科學理論的研究，在逐漸

擴充演變後，亦催生了一個新的學術領域─「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

（羅綸新，2002）。  

美國加州大學認知科學系首任系主任 Norman 以其認知心理學的專業

理論背景，以及對人機界面設計工作的豐富實務經驗，指出人本設計的研

究過程是應用心理學與認知科學的觀點，分析物件在人機互動設計上各方

面的問題，進而探討改善的方法，以促使最後研發出來的產品，能夠達成

讓使用者覺得易用、好用又安全的目標。Norman 強調這樣的產品才能增

加其在世界市場上的影響力，並認為執行這個信息的公司會在商場上受益

（卓耀宗譯，2000；黃賢楨譯，1995；Norman, 1986）。以下以人本設計

為中心概念，從「使用者」及「物件本身（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兩個

面向探討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的設計原則。  

（一）使用者 

根據心理學的分析，人們對於新接觸的事物，通常都會經由經

驗、環境、訓練和教導產生新的概念模式（conceptual model），亦

稱心理模式（mental modol）。Norman（卓耀宗譯，2000：243）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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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區分為三類：設計模式（design model）、使用者模式（user’s model）

和系統影像（system image），三者之間的關係如圖 2-3-2。根據此

圖，若使用者模式能和設計模式完全符應就是最完美的人本設計。

但通常設計者都無法與使用者直接接觸，致使所有的溝通只能憑藉

系統影像，因此如果系統影像形塑不當，設計者預期使用者產生的

心理模式就會發生錯誤（Norman, 1986），茲將其內涵說明如下：  

 

 

  

              

 

              

 

 

設計者     物件（系統影像）         使用者 

    圖2-3-2 概念模式 

───────────────────────────────                
資料來源：卓耀宗（譯）（2000）。設計心理學：以使用者為中心、安全易用的日常生活

用品設計原理，45。台北：遠流。（Norman, D. A. 原著，1988） 

1. 設計模式：設計模式即為設計者的概念模式，也就是設計者心

中對產品的概念。Dertouzos（羅耀宗譯，1997/2001）與 Norman

（1983/1986）指出大多數的設計者因對自己專業的物件瞭若指

掌，因此常逕行根據本身的直覺、喜好及方便進行研發，而不

考慮使用者的需求和心理認知的原理。因此，兩位學者均表示

設計者 

心理模式 

使用者 

心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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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應改以「投人所好、而非投機器所好」的全新角度為電

腦系統的設計重點，亦即不論系統背後的運算多麼複雜，電腦

在操作上都應該讓使用者覺得自然、簡易又有樂趣。例如全球

資訊網（WWW）就是人本設計最好的例證，它以「用滑鼠按

下突顯的文字或圖案」如此容易的單一操作方式，數年間就吸

引了上億的愛好者。  

2. 使用者模式：使用者模式是透過使用物件所發展出的心理模

式。Dertouzos（羅耀宗譯，1997/2001）與 Norman（卓耀宗譯，

2000；黃賢楨譯，1995）兩位學者均呼籲使用者將自己定位為

「消費者」而非「被奴役者」，體認科技的出現與存在是為了服

務人群、節省使用者的金錢和時間，同時提高工作士氣，因此，

消費者學習應該拒絕不好用、經常導致錯誤和挫折的產品，以

要求設計者研發出更簡易迅捷的使用途徑與更接近使用者想要

的控制方法，真正改善人機之間的基本溝通。  

3. 系統影像：系統所有的物理結構、說明書、標示和文件等都是

系統影像（亦可譯為系統映像，以使用者的角度來看則稱系統

印象）的一部份，然完整的系統影像是由設計者與使用者雙方

的心理模式共同建構而成（卓耀宗譯，2000；Norman & Draper, 

1986）。因此只要彼此對系統影像的認知有任何的落差，都會影

響物品的使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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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  

根據 Norman（卓耀宗譯，2000：242）的研究，人本設計包含

七個原理：(1)應用外界和腦中的知識；(2)簡化操作的結構；(3)把系

統設計的明顯易見：縮小執行和評鑑之間的鴻溝；(4)把配對關係設

計正確；(5)盡量利用自然的或人為的局限；(6)考慮可能發生的人為

錯誤；(7)標準化。以上七個人本設計原理，綜合李青蓉、魏丕信、

施郁芬與邱昭彰（1998）、羅綸新（2002）與 Cox and Walker (1993)

等人的文獻後，可獲知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若要讓教師感到滿意並

樂於使用，在人機互動上必須具備下列幾項特色：  

1. 易視性（visibility）：良好的人本設計必須能夠幫助使用者清

楚地看出是那一部件在運作、如何操作，以及人和機器之間如

何配合。  

2. 易用性（usability）：易用性與易學性（learnability）互為表裡。

好的軟體設計應朝簡單、步驟精簡及操作方法明確等方向設

計，以達成易學、易懂、易操作的人本設計目標。  

3. 安全性（security）：安全性可確保使用者在製作過程中順暢無

誤，例如應避免不慎按下某個按鈕就使先前的努力完全錯亂或

付之一炬。因此，人本設計必須包含防錯機制（error-proofing），

仔細考量人們無心之中易犯的錯誤及習慣動作，以防止使用者

誤用的各種可能性。  

4. 親和性（user friendly）：電腦雖是機器，但人本設計就是希望

讓這項機器能配合人性，所以在軟硬體系統的操作上，都必須

以使用者易懂易學的圖示、按鈕等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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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適應性（adaptation）：適應性是指一套工具能考慮到不同使用

族群的特性、需求及能力等，因此，一套好的多媒體編製軟體

應能適應個別差異，或發展出配套組件與支援系統，以提昇各

族群的接受度。  

以上五項人本設計的特色如要落實在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上，

可依據認知科學的理論整理出兩大原則，首先是學習設計的原則，

其次是螢幕設計的原則（屠名正譯，2003；羅綸新，2002），分別討

論如下：  

1. 學習設計的原則  

(1) 教學引導：認知心理學當中的基本學習原則為「由易而

難」，由此大原則可延伸出許多讓使用者容易理解的教學引

導方式，可歸納為下列三項：由模仿至創新、由編輯到程

式、由互動引導到批次處理 2。  

(2) 編製流程：使用者在面對一套新軟體時，多依簡單至複雜

的認知原則來學習使用，因此編製流程的設計應把握下列

具體的原則：易理解易使用、操作所見即所得、允許使用

者人為錯誤（human error）。  

2. 螢幕設計的原則  

(1) 空間佈置：應把握平衡、簡約、順序化與規則化等原則，

在表達清楚的前提下，每一項物件如視窗、按紐及選單等

均以最少的資料顯示最多的資訊。  



 

 41

(2) 文字用語：應把握能見度（visibility）、能辨度（legibility）

與能解度（readability）三項原則（許勝雄、彭游、吳水丕

編著， 1993），加上注意字體大小（ size）、字體型式

（typeface）、字體風格（style）、對齊與否（alignment）與

行距（spacing）等五項要素（Jones, 1989），以達到最佳呈

現效果。亦即同一功能區的文字字型應力求一致，語句需

依照使用族群的習慣用詞，並以最簡潔有力的方式表達出

來。另在選取按鈕時可顯示必要的行動字句，讓使用者清

楚按鈕的功能。  

(3) 圖像樣式：根據梁朝雲與許明潔（2001）的分析，設計圖

像時要考慮下列五個因素：選用最容易懂的圖像、選用適

合情境的圖像、不同類別的圖像以不同樣式的圖像來表

示、愈抽象的概念愈不宜以圖像來表示、控制圖像的類別

與數目。  

(4) 顏色：應善加利用顏色的特性，把握住調和性、對比性、

分別性與相關性等原則，並注意同一畫面不要使用過多的

顏色。根據許銘津、林清達與劉明洲（1996）的研究顯示，

電腦教材的背景顏色對國小學童的學習情意有顯著影響，

文字顏色則對其學習情意與知覺都有顯著影響，可見螢幕

用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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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本設計應用於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的相關研究 

針對人本設計應用於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此一議題，國內已有許多研

究者積極地進行研究開發，茲將近年來的相關研究整理如下：  

陳登吉（1997）認為電子故事書已成為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新潮流，

而各種多媒體資料如聲音、圖片、影像等的搜尋不易也成為教材製作上的

一大問題。為解決此一問題，研究者以「軟體再利用」的觀念發展出一套

電子故事書多媒體資料資訊系統，目的即在降低製作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

的時間成本。研究進行的步驟是由製作電子故事書的方法中找出教師所需

的多媒體資料，分析這些多媒體資料的特性，並找出可再利用性較高的多

媒體資料，然後將尋找的資訊及基本的資訊合併成多媒體資料元件，定義

元件的規格及提出製作元件的方法。最後，實做一個多媒體資料元件資訊

系統來管理多媒體資料元件（影像元件、聲音元件、動畫元件和視訊元件）

及軟體元件，以輔助教師製作多媒體電子故事書。  

賴阿福（2001）在「2001 兒童資訊月」活動中，運用網路與多媒體技

術，建構一套適合幼稚園至國小六年級兒童使用的網路遊戲樂園，並讓教

師可以自行建構教學內容。此研究開發之教學遊戲軟體庫，共計十二套遊

戲，內容包含：【星際大戰】、【文字拼湊】、【趣味猜迷】、【猜數字】、

【撿石頭】、【歡樂配對】、【坦克大戰】、【貪吃蛇】、【拼圖遊戲】、

【華容道】、【孔明棋】、【迷宮遊戲等】。且此一多媒體編製系統採用

軟體 IC（元件）之概念、以開放式架構，提供教師或家長自行建構遊戲教

材內涵，以配合教學之實務需求，將遊戲融入教學與學習中。研究結果證

明此套教學遊戲軟體庫的確可以大量減省教師及家長學習及製作多媒體

遊戲教材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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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畫教材的製作上，陳梧桐與宋志元（2001）設計了一套即時式卡

通動畫課程軟體編撰系統，目的在降低教師製作動畫教材的成本與時間，

並提高其產量與品質。此軟體為了達到「即時式」卡通動畫的高速度及高

效率，針對許多與多媒體卡通動畫有關之演算法則均加以討論與改善。研

發的編撰系統整合了各種重要的多媒體卡通動畫物件（如：聲音、畫面、

影像、動作、軌跡、速度和背景等），並讓教師以劇情或腳本導向的方式

製作，亦即教師只要把與課程教材相關之劇情、腳本等適當的加以設計及

安排，系統即會自動產生具有卡通動畫效果之教材。  

在教育部籌辦的《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網站設於亞卓市

http://www.lt.ncu.edu.tw/intro/intro.htm）中，與人本設計應用於多媒體教材

編製軟體相關的部分，是由臺灣大學心理系執行的分項計畫二〈結構知識

學習〉（胡志偉，2003），研究目標有三項：(1)建構一個根據學習心理歷

程來幫助學習者學習的網路環境，並在這網路環境中設計數種 ICAL 系統

（智慧型電腦助學系統），以便學習者利用這些系統學習一些和學校課程

有關的知識；(2)設計一些「教、學工具」幫助學習者在網路的環境下學習；

(3)探討在網路的學習環境中，應如何評量學習者的學習表現。為達成研究

目標，本計畫建置了「亞卓文山鎮與本位教學學習網」，不但出版了數套

「九年一貫鄉土暨合科教學電子書」，並研發出多款步驟引導式（step by 

step）的人性化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如【織書機】、【連連看】、【拼圖】

等，並將之串連成教學模組，供合作學校（文山區十四所小學）的師生使

用，最終目標是能夠讓老師能以更輕鬆且更省時省力的方式，自行完成一

個具有多重內容的電子書。整套模組架構如圖 2-3-3，整合器呈現介面如圖

2-3-4，表 2-3-1 則為各模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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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亞卓文山鎮與本位教學學習網」模組架構 

────────────────────────────────── 

資料來源：胡志偉（2003）。模組開發構想及進度報告。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 92年度分項

計畫二：結構知識學習。教育部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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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亞卓文山鎮與本位教學學習網」模組整合器介面 

────────────────────────────────── 

資料來源：胡志偉（2003）。模組開發構想及進度報告。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 92年度分項

計畫二：結構知識學習。教育部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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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亞卓文山鎮與本位教學學習網」各模組簡介表 

模組名稱 介面 功能及應用建議 

整合器 

 

 

將各模組的製作介面(vb)匯入，
使用者只需要開起整合器，就可

以製作各種類型的模組。 

目錄製造器 

Index 

 

可以把所需模組順序，做成按鈕

連結介面。 

連連看 

Linkage 

 

 

一次可製作六組對應的題組。提

供圖片連連看、文字連連看以及

圖文連連看。可串連兩到三個成

為一個大題組。可作引導教材，

也可以讓小朋友於練習時使用。

織書機 

Leafing 

 

 

以角色為主導方式的模組。可輸

入文字、圖片及聲音。讓動畫具

有互動感。教師教學用，或者是

學生呈現作品用。也可當成角色

扮演遊戲的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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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亞卓文山鎮與本位教學學習網」各模組簡介表（續） 

模組名稱 介面 功能及應用建議 

相本 

Album 

 

可加入襯底音樂，播放圖片及說

明文字。圖片展示用。可做為電

子相本展示。例如旅遊照片或者

歷史圖片教學。 

資訊按鈕 

Infobutton 

 

使用圖片做成按鈕，並可放入說

明文字及聲音。適合一次要說明

多種物件時使用。 

喜從天降 

HappyFall 

 

可設定掉落物品圖片，以及加減

分還有遊戲時間。教學時的小遊

戲。可使用教學內容相關的圖片

做為掉落物品，做為學生小組競

賽的教具。 

拼圖 

Puzzle 

 

提供三種分割圖片方式（2*2、
3*3、4*4），使用者只需要指定圖
片，就可以輕易的做出拼圖。訓

練組織能力。低年級學生適合使

用 2*2，中高年級可使用 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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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亞卓文山鎮與本位教學學習網」各模組簡介表（續） 

模組名稱 介面 功能及應用建議 

小小設計師 

Design 

 

可匯入背景圖片，利用畫筆，可

以自己設計想要的布置。訓練創

造力。教師可放入底圖，讓學生

在上面布置。學生可畫完以後還

可以列印出來。 

資料來源：胡志偉（2003）。模組開發構想及進度報告。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 92年度分項

計畫二：結構知識學習。教育部補助計畫。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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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而存在，是為了節省使用者的精力與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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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理以上的相關研究，可發現國內的相關研究都是以建立

「元件庫」或「模組」的方式來降低多媒體教材編製軟體的學習難度，或

提昇教師在製作流程上的速率與效率。本節所歸納的人本設計相關理論，

可做為研究者設計問卷的基礎及判斷輔助問卷調查的實機操作軟體是否

對應人本設計的依據，並可提供音樂教師做為選購此類多媒體資訊產品的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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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TANet 到中小學》為教育部推動臺灣學術網路連接到全國各中小學的

計畫，所謂的 TANet（Taiwan Academic Network），稱為臺灣學術網路。

於 1990 年 2 月成立，為一連結教育部與各學術研究機構的整合性高速

學術網路，由該區域的負責學校來管理網路相關事宜，而在各區域之

間，連有 T1 的骨幹線路，由各區域負責的大學（台北區：教育部、台

灣大學與政治大學；桃園區：中央大學；新竹區：交通大學；台中區：

中興大學；嘉南區：中正大學；台南區：成功大學；高雄區：中山大學）

提供教育訓練的課程和撥接的服務。截至 2003 年 3 月底為止，臺灣各

級學校連線 TANet 的比率已逹 100%，TANet 用戶數為 345 萬人，是國

內規模最大的網路（教育部電算中心，1997a；李雅萍，2003）。  

2 批次（Batch）就是將整批的檔案資料之多工處理作業一次完成。因此，

不同的使用者就可以依照各自的工作性質與目的，選擇合適的專業批次

作業軟體，來取代以往耗時費力的制式化人工處理作業，大幅提高工作

效能。例如：【IrfanView】、【AutoMate】等（陳信介，2003：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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