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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網路學習平台加入影音即時傳訊功能 

*蕭顯勝、**鄭琮生 

*台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副教授、**台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研究生 

 

壹、前言 

網路學習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成為一種有利的學習工具但有學者研究指

出，網路學習平台面臨了「線上會議室的討論效果不彰」及「網路學習社群成員

的真實身份不易掌握及有效管理」等問題。本研究針對這兩個問題，整理相關研

究與尋求專家建議，在研究者所建構之網路學習平台的聊天討論區中，加入即時

傳訊（Instant Messaging以下簡稱I.M.）的功能。經問卷調查分析結果，證明在學

習網站中加入即時傳訊確實可解決網路學習中所遭遇到的問題。 

 

貳、網路學習的新起與所遭遇到的問題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在2004年「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年中報

告指出，台灣地區上網人口成長到1274萬人，上網率達61.17%。五成 (49.47%)

家庭實際使用寬頻上網，用戶數達349萬戶，寬頻人口普及率和寬頻網路滲透率

均高居全球第四（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04）。 

寬頻網路的普及，網路科技在教育上的使用已成為一種有利的教學輔助工

具，這種建構在網路上的學習網站，勢必將是最新的教育發展趨勢(林平勺、洪

國勳，2003)。但網路環境的虛擬與真實世界其實有許多差異性，所以將傳統的

教材教法轉換到網路環境上，在施行上會面臨到許多新的問題。張基成和唐宣蔚

（2000）指出線上學習網站中網路學習社群的實施會遭遇到的問題與限制有「線

上會議室的討論效果不彰」及「網路學習社群成員的真實身份不易掌握及有效管

理」等十四點；其中「線上會議室的討論效果不彰」乃由於部份使用者的文字輸

入速度較為緩慢，因此打字速度較慢的使用者通常無法跟上大家的討論步調，可

能因而喪失了許多討論的機會。或當眾多使用者一同發問時，大量即時的文字訊

息經常會中斷原先的討論問題，使得討論主題無法連貫，造成討論品質低落等線

上會議室實施時會遭遇的問題。而「網路學習社群成員的真實身份不易掌握及有

效管理」乃是因為有的學生為了積分或是擔心沒有參加網路學習活動而遭到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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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扣分處分，因此會有學生將自己的帳號及密碼告訴別人，並請他人代為上

網。如此一來的確會破壞積分制度的公平性與系統記錄的真實性，或是社群成員

會不會因為可以安全的躲在幕後，而逕行發表不當言論或其他有失網路禮儀等行

為。 

 而目前在網路上最當紅的即時傳訊軟體，正好可以解決上述問題，以微軟的

MSN Messager為例，除了傳統以手打字傳遞即時訊息的功能之外，還可以在電

腦安裝上視訊與語音設備（如Web Cam、麥克風、喇叭或耳機）之後，進入另一

種網路對話的方式，也就是面對面的透過網路用聲音交談，過程中不僅可以看到

對方的即時影像，也可以直接聽到對方的聲音。 

 

參、即時傳訊軟體的緣起與優勢 

即時傳訊不是新科技，發明至今至少已存在十年以上。第一個即時通訊系統

是「IRC」，於1988年由一位名為Jarkko Oikarinen的人所研發，目前仍在不少使

用者愛用。IRC類似於BBS的聊天室模式，可讓使用者針對特定主題建立討論群

組。而在1997年，以色列年輕人所撰寫的即時通訊軟體－ICQ是IM市場發展的

關鍵點，打破IRC指令式操作介面，ICQ簡易且年輕活潑的圖形化介面，讓使用

人數迅速成長，這也是ICQ推出之際，難以預期的龐大市場規模 (Taiwan Cnet

網路資料)。 

IM本指一種可在網路中進行即時文字對話的工具，演變至今功能不斷進

化，今日的IM軟體不僅可文字對話，還能即時傳遞檔案、圖片、聲音，甚至是

即時影像。目前常見的有微軟的MSN 、Yahoo即時通等，雖然不同IM間所提

供功能相去不遠，但仍然無法直接互相通連。 

隨著寬頻網路的普及、視訊系統及麥克風等視聽設備的平價化，以即時傳訊

軟體的風行，在IM軟體的使用上已經日趨的簡單，滑鼠一點就可以與對方開啟

連線；如果能將IM的技術整合入線上學習網頁中，即可解決上述兩個問題，因

為學習者參與討論時無需用手打字，可以直接透過麥克風以與因的方式參與討

論，而且可以減少因打字緩慢而讓費之學習時間，讓每個參與者都可以順利進行

討論；許多無法用言語表示之聲音也可以直接傳遞，減少文字描述時失真。而對

於網路學習社群成員的真實身份不易掌握這點，IM功能可以讓老師透過網路視

訊的功能即時點名，教師只要啟動即時對話功能，透過即時視訊的功能可以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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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的即時影像，請他人代為上網者將無所遁形。 

 

肆、系統的功能分析與設計 

網路學習平台並非將教材數位化之後在放置到網路上供學生下載或閱讀，就

可稱為學習網站，而是需依循一完整的學習理論基礎以及教學方法來建構，才能

達到學習效果。PBL問題導向學習模式(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PBL)源於醫

界，近來廣泛運用在各科的教學上。有別於傳統教學模式，PBL強調學習的主體

為學生本身而非教師，學生藉由解決問題的過程，透過不斷的收集資料、互相討

論的方式進行學習，教師僅是從旁引導的輔助者。多方研究證實PBL能有效提昇

學生的學習成就與問題解決能力（陳明溥、顏榮泉，1999）。在生活科技教學上，

姚乃慈（2004）指出，運用問題導向學習教學策略於國中生活科技課程教學中，

使學生能夠主動學習，經由和同儕互動建構知識，提昇問題解決能力。 

洪榮昭（2001）指出：PBL的運作方式可分為下面四種：(1)學生自學→小組

討論→與教師討論→小組再討論→全班分組討論。(2)學生自學→小組討論→與教

師討論→學生自學→小組再討論→全班分組討論。(3)小組討論→學生自學→小組

討論→與教師討論→全班分組討論。(4)小組討論→與老師討論→學生自學→與小

組討論→全班分組討論。整個學活動的進行需透過不斷的討論來發現問、題尋求

解答與嘗試解決問題，可見討論是此學習模式最重要的一環；本研究將PBL的學

習過程網路化，建構一個PBL的網路學習平台，因此在網站的設計上，特別著重

於線上討論區的設計，希望可以克服上述的兩項缺點使線上討論區可以更貼近生

活化。 

 所以在聊天室的設計上，加上了微軟所提供的ActiveX元件–「Netmeeting」，

除了傳統的文字功能之外，使用者可以呼叫聊天室中的使用者來進行一對一的影

音即時傳訊功能，將其流程以圖4.1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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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聊天室使用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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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 聊天室選單     圖 4.3 聊天室介面 

圖 4.6 語音聊天室介面 

圖 4.4 使用者選單 

圖 4.5 等候接受 

 

 

 在使用上，要參與影音

即時傳訊的使用者必須經由

聊天室選單（圖4.2）選取所

欲參加的聊天室，以進入文

字聊天室介面（圖4.3）。在

加入同一個聊天室介面之後，可以在右方的使用者選單

（圖4.4）中點選欲進行視訊連線選項的使用者送出邀請

（圖4.5）。被邀請者如果同意則會開啟影音即時傳訊視

窗（圖4.6），如果被邀請者拒絕，會給予邀請者拒絕訊

息，並繼續留在文字聊天室中。如被邀請者接受，則會

進行語音與影像的交談模式，使用者可以在此時透過電

腦所安裝的視訊與語音設備（如Web Cam、麥克風、喇

叭或耳機）與對方進行語音與視訊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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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使用與評估 

 本學習網站建構完成之後，由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60位一年級學生

進行實驗，學生可以在上課或課餘時間自行透過網路進入本學習網站中進行學習

活動。受試者實際使用此語音即時傳訊功能的討論區進行討論。最後，我們使用

經專家評估過的自編問卷進行系統評鑑，其結果分析如下： 

 

 

問題描述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使用影音即時傳訊功能使用上較傳統文字討論有效率。 16 22 17 5 0 0 

2.影音即時傳訊功能的聊天室有效克服我在打字速度上的落差 17 19 13 9 1 1 

3.影音即時傳訊功能的聊天室減少了等待對方回應的時間。 18 16 22 2 1 1 

4.影音即時傳訊功能有助於打字速度較慢的使用者使用聊天室。 20 18 15 7 0 0 

5.透過即時語音視傳訊功能可以讓我更清楚對方表達的意思 15 28 14 2 0 1 

6.透過即時視訊線上點名，可有效防止冒名上線情況。 9 26 16 7 1 1 

7.透過即時視訊線上點名，可以有效預防學習者開啟視窗賺取時

數，而不在電腦前進行學習的情況。 

12 24 20 3 0 1 

  

問卷1∼4題針對「線上會議室的討論效果不彰」設計，調查影音即時傳訊

功能否有效解決「使用者的文字輸入速度較為緩慢」對討論效果的影響；5∼7

題針對「網路學習社群成員的真實身份不易掌握及有效管理」此問題設計，調查

影音即時傳訊功能否有效解決此一問題所帶來的影響。我們將問卷意見中非常同

意、同意與有點同意三項歸納為「同意」，而有點不同意、同意以及非常不同意

三項歸類為「不同意」將問卷結果分析如下： 

有91.67％的使用者同意使用影音即時傳訊功能使用上較傳統文字討論有效

率。81.67％的使用者認為影音即時傳訊功能的聊天室有效克服我在打字速度上

表 5.1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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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差。93.33％的使用者同意影音即時傳訊功能的聊天室減少了等待對方回應

的時間。95％使用者同意透過即時語音視與訊功能可以讓我更清楚對方表達的意

思。88.33％的使用者認為影音即時傳訊功能有助於打字速度較慢的使用者使用

聊天室。85％使用者同意透過即時視訊線上點名，可有效防止冒名上線情況。93.33

％使用者同意透過即時視訊線上點名，可以有效預防學習者開啟視窗賺取時數，

而不在電腦前進行學習的情況。 

此一結果表示，在學習網站中加入即時傳訊功能可以克服以往純文字討論模

式的兩個缺點，減少對於文字輸入速度的較慢者在討論時的效率，也可以有效遏

止學生掛在網站上賺取時數，或是冒名頂替帳號的情形發生。 

 

陸、結語 

 以往的網路聊天室大都僅限於文字性的敘述，或佐以圖片與表情符號等網路

語言來強調語氣，但仍然不容易將每一句話表達的如面對面般清楚。因此如能利

用此一IM系統可以簡單的做出線上即時聊天平台，不僅可以做到面對面的視訊

會議，也可以啟動電子白版將想法與概念圖形化。如此一來，網路將可以做到接

近於在教室即時討論的效果，對於網路學習的互動效果會有一定的幫助。 

Net meeting是透過點對點的方式進行連線，在本系統中，討論內容的影像與

聲音部分無法記錄，所以不能作為學習歷程的一部份。針對此一問題本系統將學

習者進入系統以及離開系統的時間加以記錄，並要求學習者必須在每次離開聊天

室之後將對話內容作心得摘要，用此記錄作為學習歷程以彌補此一缺憾。而未來

工作則希望可以進一步將網路學習平台的IM功能擴展成支援一對多或可以同時

多對多進行的即時語音視傳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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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如何在線上學習網站中加入即時通訊功能 

要將IM功能與學習網站結合，我們可以利用微軟所提供的ActiveX的一個

元件–「Netmeeting」；在網頁中要引用Active時，只要在HLML原始碼中加入

<Object>⋯</Object>的標籤，要在網頁中引用「Netmeeting」的基本語法是： 

<object id="NetMeeting" classid="CLSID:3E9BAF2D-7A79-11D2-9334-0000F875AE17">其中

Classid="CLSID:3E9BAF2D-7A79-11D2-9334-0000F875AE17"這一段為「Netmeeting」

元件的識別碼（ClassID），每一個ActiveX元件都有一個全球獨一無二的識別碼，

用來讓你的電腦判別，假如電腦中沒有相關的ActiveX元件，或網路上有更新的

ActiveX元件電腦再瀏覽此一網頁時會自動去下載或更新，而此一元件是微軟所

開發的視訊元件，如果學習者使用的是微軟的作業系統，那麼此元件應該已經內

建於各不同的作業系統版本了，所以無須再行下載相容性也比較高； 

 我們可以試著在網頁中加入以下程式碼： 

<html> 

<body> 

<object id="NetMeeting" classid="CLSID:3E9BAF2D-7A79-11D2-9334-0000F875AE17"> </object> 

</body> 

</html> 

可以得到如圖一畫面： 

此為Netmeeting的完整視窗，可以提供視訊、語音、程式共用、Chat、電子白版

以及傳送檔案的功能。如果我們不需要這麼多的功能可以在<Object>⋯</Object>

標籤之間加入一行<Param name="mode" Value="模式">來控制Netmeeting的視窗模

式。 

 

各模式之Value值之差異，說明如下： 

 

一、完整模式 

我們若將Param之Value值設為Full 

<Param name="mode" Value="Full">為完整模式， 

因為Netmeeting元件預設值即為此一模式，因此可以省略不寫。 

 

圖一 完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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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僅視訊模式 

我們若將Param之Value值設為PreviewOnly 

<Param name="mode" Value="PreviewOnly"> 

此模式僅顯示自己的視訊畫面，按下按鈕之後， 

若電腦已裝有Web Cam，即可在視窗中呈現本機 

Web Cam所拍攝之畫面，如圖二。 

 

我們若將Param之Value值設為RemoteOnly 

<Param name="mode" Value="RemoteOnly"> 

此模式僅顯示對方的視訊畫面，按下按鈕之後， 

若對方電腦已裝有Web Cam，即可在視窗中呈現 

對方Web Cam所拍攝之畫面，如圖二。 

 

我們若將Param之Value值設為PreviewNoPause 

<Param name="mode" Value=" PreviewNoPause"> 

此模式與PreviewOnly模式類似，僅顯示自己的視 

訊畫面，但沒有顯示啟動按鈕，如圖三。 

 

我們若將Param之Value值設為RemoteNoPause 

<Param name="mode" Value="RemoteNoPause"> 

此模式與RemoteOnly模式類似，僅顯示對方的視 

訊畫面，但沒有顯示啟動按鈕，如圖三。 

 

三、僅聲音模式 

我們將Param之Value值設為Telephone 

<Param name="mode" Value="Telephone"> 

可得如圖四之撥號鍵盤畫面，用法如同一 

般電話，如果想與某人通話時，只需輸入 

對方之電腦IP位址，在按下連線扭及可進 

行連線通話，按下掛斷扭即可掛斷，下方 

圖二 PreviewOnly模式與 RemoteOnly模式 

圖三 PreviewNoPause模式與 RemoteNoPause模式

圖四 Telephone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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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調整麥克風與耳機（喇叭）之音量。 

 

四、僅資料模式 

我們若僅需要程式共用、Chat、電子白版以 

及傳送檔案的功能，可將將Param之Value 

值設為DataOnly，  

<Param name="mode" Value="DataOnly"> 

可得如圖五之介面，此一模式沒有語音及影 

像功能，僅有程式共用、Chat、電子白版與 

傳送檔案的功能。 

 

 

 

 

圖五 DataOnly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