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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資訊融入教學」這個口號自幾年起，已經變成推動資訊教育的目標。但是，

如何落實「資訊融入教學」，各界看法仍為歧異。有一看法為在各學科內依學科課程

內容進度及需求實施電腦教學；另一看法則認為學生必須先修習一定的基本電腦素

養課程之後，才有能力在其它學科的學習過程中利用電腦技術來提高學習成效。這

兩種看法各有其獨特的理念，實際用在學校的教學上時亦無法相互取代(王全世，

2000；徐新逸，2003；張國恩，2001)。 

我國資訊教育的發展是從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CAI)起，經

由電腦課程的實施，到九年一貫課程中的資訊融入教學。這種脈絡正符合現今學習

科技(Learning Technology)的發展，也滿足學習觀點的改變(張國恩，2001)。而 Jonassen

等人 (2000)提出學習資訊科技有三階段的發展，分別是「從電腦學(Learning from 

Computer)」、「學電腦(Learning about Computer)」、與「用電腦學 (Learning with 

Computer)」，恰可與我國資訊教育發展過程相呼應。 

在全國高級中學現有普通學科的師資中，要讓所有學科老師在課程內融入電腦

素養的內容，在實施上存在若干問題。除了老師的電腦能力僅足以應付自身所需而

無法達到可以進行電腦課程的教學之外，一般學生上課用的普通教室也無法完全支

持資訊融入教學。目前折衷的作法是，學校仍然以基礎電腦課程來培養學生的資訊

素養。其原因在於現在學校電腦教室及網路頻寬等資訊基礎建設已經完備，另一方

面現行的課程即以此模式正在進行。而現在所要留意的事情，就是課程內容的設計。

因為當學生不具備任何資訊素養時，當然無法在學科的學習過程中利用電腦技術得

到好處，有時反而因為硬生生地將教材套上電腦，而加深了學習的挫折感。但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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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修習基本電腦素養課程時，授課老師忽略了培養學生利用電腦自主學習的能

力，而完全以電腦科學為授課主要內容時，則學生不但沒有學到如何利用電腦提高

學習生效，更有甚者，反而對電腦科學失去興趣。 

民國 95 年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科目「資訊科技概論」課程大綱(教

育部，2006)已經改採以資訊能力發展原則為基礎，此一作法不啻為「資訊融入教學」

打了一劑強心針，它解決困擾各界多時的問題，也就是解決了「如何落實資訊融入

教學」的難題。由高中 95 資訊課程綱要可看出，目前高中資訊課程的目標是培養學

生資訊能力、並且希望能夠運用該能力於學業、生活等方面。但是，在課程綱要中

僅提出教材綱要及目標，對於學生在完成課程後應具備行為能力並沒有清楚的定

義。因此教育部在民國 96 年透過「以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原則為基礎的示範教學與評

量系統開發計畫」，發展出「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原則」（詳如附錄一），該原則詳列出

國小至高中階段學生應具備之資訊應用能力，教師可利用此原則設計適當之資訊融

入教學課程，並且培養學生資訊素養及資訊應用能力。 

 

本研究將「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原則」與高中「資訊科技概論」課程結合，將資

訊課程綱要作為課程主題，並以「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原則」為基準，建立學生學習

成效評量標準，透過發展一系列示範教案，及教學實驗驗證此設計模式之可行性，

做為高中資訊老師設計資訊課程之參考。 

 

貳、教案設計模式 

    本研究發展一套資訊課程教案設計模式，是以高中 95 資訊課程綱要為課程主

題，以高中資訊融入發展原則為學生學習成效及行為的評量基準，進行資訊課程的

設計，其模式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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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資訊科技概論課程教案設計模式 

 

1. 選定主題、規劃課程內容 

95 課程綱要之高中資訊科技概論共有七大主題，分別為：資訊基本概念、應用

軟體解決生活問題、網路資源的應用、資訊素養與倫理、問題解決、程式語言與邏

輯、資訊與生涯及資訊的未來發展。教師在選定主題後，需進一步進行課程時數、

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評量方式等設計。 

 

2. 根據高中資訊融入發展原則設計具體發展原則 

    為使教案的內容易於評鑑，因此本研究提出「具體發展原則」之設計。由於高

中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原則其是以高中資訊融入發展原則為基礎，由教案設計者依據

課程主題加入具體之發展原則。目的在於藉由具體發展原則之定義，做為課程之學

習目標，並協助教師在資訊課程教學活動結束後，評鑑學生是否達到課程目標。具

體發展原則設計的方式為將課程大綱對應至適合的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原則，並進一

步寫出具體發展原則，而具體發展原則是在此課程主題下，學生若要達到資訊能力

發展原則之目標，應該表現出的行為或學習目標，本研究節錄了高中教師所編寫資

訊能力發展原則與課程大綱對照表，如表 1 所示。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八年  四十一卷  第八期 

 69 

表 1 高中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原則與課程大綱對照表 

高中資訊融入教學

發展原則 
具體發展原則 課程大綱 

B-4-1-1 根據各種資源所

在地，運用最適切

的工具找出並使

用 

三、網路資源的應用 

(一)搜尋引擎與知識庫的使

用 

(二)圖書館檢索系統的使用 

(三)網頁設計與部落格介紹

應用 

(四)電子郵件網路電話介紹

應用 

B-4-1 能辨認現代科

技資源的功能

與限制，並評

估其在個人、

終身學習與職

場需要的發展

性。 

B-4-1-2 能了解原理更能

得心應手的選用

適當的資源或工

具 

三、網路資源的應用 

(一)搜尋引擎與知識庫的使

用 

(二)圖書館檢索系統的使用 

(三)網頁設計與部落格介紹

應用 

(四)電子郵件網路電話介紹應用

 

    教師在設計具體發展原則時，可依據課程主題，訂定多項具體發展原則。因為

高中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原則是的訂定範圍較大，在施行於各種在不同的課程主題下

會有更進一步的學習目標。以表 1 為例，該課程主題為「網路資源的應用」，教師認

為課程大綱可以與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原則之 B-4-1 對應。為了要進一步定義課程之

學習目標，因此以 B-4-1 為基礎，發展了 B-4-1-1 及 B-4-1-2 兩項具體發展原則。 

 

3. 設計教學活動 

    在訂定具體的發展原則後，教師可以依據具體發展原則設計每一節課的教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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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內容及時間分配。由於具體發展原則為學生學習目標及行為之評量依據，因此，

課程教學內容也依據其進行發展，如此一來，便可更精確的設計出符合學生能力及

目標之課程內容。下表二為教師以「網路資源的應用」設計之教學計畫表，在每一

個單元一開始會將本單元應完成的具體發展原則列出，做為以下教學活動設計的依

據，教師再進一步依照所設計的教學活動規劃及分配時數，節錄如表 2。 

 

表 2 教學計劃表（詳細計畫表請見附錄二） 

單元三、網路資源的應用 

具體發展原則 

A-4-1-1 根據各種資源所在地，運用最適切的工具找出並使用

B-2-2-1 能了解什麼來源的資源、程式可能具有風險 

B-4-1-1 根據各種資源所在地，運用最適切的工具找出並使用

B-4-1-2 能了解原理更能得心應手的選用適當的資源或工具 

D-4-2-1 能了解原理更能得心應手的選用適當的資源或工具 

D-4-2-2 能利用有效的方式發表、散佈成果 

教學活動  時間 說明 

(一). 搜 尋 引

擎與知識

庫的使用 

25 分

鐘 

1. 搜集訊息：搜索引擎的訊息搜集基本都是自動的。搜索引

擎利用稱為「spider」的自動搜索機器人程序來連上每一個

網頁上的超連結。…(以下省略) 

(二). 圖 書 館

檢索系統

的使用 

25 分

鐘 

圖書檢索系統廣泛使用在圖書館的書籍檢索上。通常檢索系

統的查詢方式: 

(1)圖書檢索點資料，可選擇題名、…(以下省略) 

(三). 網 頁 設

計與部落

格介紹與

應用 

25 分

鐘 

1. 網頁設計 

網頁是一種文件格式，屬於公開的資料格式，不受特定軟體

或廠商掌控。公開的網頁原則上是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都

能取用，因此易於瀏覽與散佈。不同於其它文件格式，網頁

必須放在「網頁主機」上…(以下省略) 

(四). 電 子 郵 25 分 1.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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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與網路

電話介紹

與應用 

鐘 常見的電子郵件協議有以下幾種：SMTP（簡單郵件傳輸

協議）、POP3（郵局協議）、IMAP（Internet 郵件訪問協議）、

HTTP、S/MIME。這幾種協議都是由 TCP/IP 協議族定義

的。…(以下省略) 

 

4. 設計成果評量及具體發展原則評量表 

    在教案的最後，除了設計學習單了解學生課程之學習成果外，尚設計學生具體

能力評量表，讓教師能夠藉由此表檢視每一位學生在每一項具體發展原則之達成程

度。若發現學生在某一項具體發展原則之達成程度偏低，教師可以在針對此項目給

予學生補救教學，評量表節錄如表 3 所示： 

 

表 3 學生具體能力評量表 

課程大綱 具體發展原則 達成程度 

5 4 3 2 1

一、網路概論 

(一)認識電腦網路 

(二)網路的分類 

(三)電腦網路的組成與架

構 

A-1-3-1 能了解各個專有名詞

所代表的意義 

 

 

□ □ □ □ □

 

 

 

二、網路的運作原理 

(一)認識電腦網路 

(二)通訊協定介紹 

(三)網際網路、無線網路

通訊協定 

(四)乙太網路的運作方式 

 

 

A-1-3-1 能了解各個專有名詞

所代表的意義 

B-2-2-1 能了解什麼來源的資

源、程式可能具有風

險 

D-4-2-1 能了解原理更能得心

應手的選用適當的資

源或工具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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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2-2 能利用有效的方式發

表、散佈成果 

□ □ □ □ □

 

 

參、教學實驗結果 

    本研究在教案設計完成後，依據設計完成之教案進行相關之教學實驗，其步驟

及結果說明如下： 

1. 實驗步驟 

    本研究使用四個主題之教案進行教學實驗，其分別為主題三：網路資源的應用、

主題四：資訊素養與倫理、主題五：問題解決、主題六：程式語言與邏輯。在實驗

開始時先確認即將進行教學實驗的教師所設計的教案主題。接下來針對教師所編寫

的評量題目進行專家效度檢測，確認其所設計之題目能夠有效的評測出學生學習成

果。教學實驗在確認實驗的班級及對象後，便開始進行前測、教學活動、後測等工

作。完整的實驗流程如圖 2 所示。 

 

圖 2 實驗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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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設計 

    本研究之教學實驗採準實驗設計。自變項為使用「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原則」教

案與否，共使用四個主題之教案進行教學實驗，依變項為「資訊課程學習成效」，控

制變項包括：教學時數、教材內容、教學者、教學環境及學生資訊起始能力等。研

究樣本為 4 所高中各 2 個班級共 305 人，教學實驗前學習者先接受前測，接著配合

原來授課班級之編制分派為控制組及實驗組。本研究各實驗處理組別及人數如表 4

所示，研究架構如圖 3 所示。 

 

表 4 教學實驗人數分配 

教學實驗單元 

實驗組 

(使用資訊融入教學發

展原則教案) 

對照組 

(使用一般教案) 
合計 

網路資源的應用 38 37 75 

資訊素養與倫理 41 38 79 

問題解決 39 37 76 

程式語言與邏輯 37 38 75 

 

圖 3 研究架構圖 

 

3. 實驗結果 

    本研究針對教學實驗之前測與後測分數進行統計分析，分別對各主題的實驗組

與控制組進行相依樣本 t 檢定。經實驗後獲得統計分析之結果，依教學主題分別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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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下。 

 

3.1 「網路資源的應用」單元實驗結果 

    本單元之有效樣本實驗組為 38 人，對照組為 37 人。實驗結果顯示實驗組具顯

著的學習成效提升效果，而對照組則沒有明顯的差異，如表 5、表 6 所示。 

 

表 5 實驗組實驗結果 

 平均(M) t-value p-value 

前測 57.89 

後測 94.47 
16.941* .000 

*：p-value<.05  表示達顯著差異 

 

表 6 對照組實驗結果 

 平均(M) t-value p-value 

前測 60.13 

後測 62.45 
1.815 .071 

*：p-value<.05  表示達顯著差異 

 

3.2 「資訊素養與倫理」單元實驗結果 

    本單元之有效樣本實驗組為 41 人，對照組為 38 人。實驗結果顯示實驗組具顯

著的學習成效提升效果，而對照組則沒有明顯的差異，如表 7、表 8 所示。 

 

表 7 實驗組實驗結果 

 平均(M) t-value p-value 

前測 65.61 

後測 71.46 
4.227* .000 

*：p-value<.05  表示達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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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對照組實驗結果 

 平均(M) t-value p-value 

前測 67.63 

後測 70.92 
1.836 .074 

*：p-value<.05  表示達顯著差異 

 

3.3 「問題解決」單元實驗結果 

    本單元之有效樣本實驗組為 39 人，對照組為 37 人。實驗結果顯示實驗組具顯

著的學習成效提升效果，而對照組則沒有明顯的差異，如表 9、表 10 所示。 

 

表 9 實驗組實驗結果 

 平均(M) t-value p-value 

前測 46.67 

後測 70.00 
12.943* .000 

*：p-value<.05  表示達顯著差異 

 

表 10 對照組實驗結果 

 平均(M) t-value p-value 

前測 45.14 

後測 47.57 
1.158 .225 

*：p-value<.05  表示達顯著差異 

 

3.4 「程式語言與邏輯」單元實驗結果 

    本單元之有效樣本實驗組為 37 人，對照組為 38 人。實驗結果顯示實驗組具顯

著的學習成效提升效果，而對照組則沒有明顯的差異，如表 11、表 12 所示。 

表 11 實驗組實驗結果 

 平均(M) t-value p-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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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47.43 

後測 82.16 
9.959* .000 

*：p-value<.05  表示達顯著差異 

 

表 12 對照組實驗結果 

 平均(M) t-value p-value 

前測 46.58 

後測 49.61 
1.188 .242 

*：p-value<.05  表示達顯著差異 

 

3.5 研究結果討論 

    由以上的統計分析結果可知，本研究所發展的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原則教案，在

運用於教學時可顯著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而本研究以四所高中分別進行教學實

驗，所得結果在擴論性上亦具備一定可信之程度。 

 

肆、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本研究結合資訊融入發展原則及高中資訊教育課程大綱，發展了一套教案設計

模式，希望能夠提供高中教師進行資訊課程內容活動之設計。經由教學實驗之後發

現，四個教案之實驗組的結果均可提升學習成效且皆達到顯著差異，證明所發展之

教案能夠有效的提升學生之資訊能力。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持續進行其於單元的

教案建置及教學實驗，提供高中資訊教師一個範本，作為進行符合自己學校課程及

學生特性之教案設計。 

    後續將配合 98 年資訊課程綱要的實施，繼續研究如何有效的將 98 課綱與高中

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原則融合，利用此模式發展教案，輔助教師設計資訊課程，並同

時能培養學生必要之資訊應用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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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原則-高中階段 

1.基本運作與概念 

A-4-1 能在資訊科技系統、資源和服務中，做出有根據的決定。 

 

2.社會、道德與人文議題 

B-4-1 能辨認現代科技資源的功能與限制，並評估其在個人、終身學習與職場需

要的發展性。 

B-4-2 能在資訊系統、資源和服務的使用中，做出符合社會道德的決定。 

B-4-3 能分析在職場與社會中廣泛使用及依賴資訊科技時的優缺點。 

B-4-4 能在同儕、家人和社群中，表現並提倡合法及合乎道德的資訊科技使用行

為。 

 

3.科技生產工具 

C-4-1 能使用資訊科技工具和資源以處理個人生活資訊或專業資訊。 

C-4-2 能應用專業領域應用軟體於日常生活上。 

 

4.科技溝通工具 

D-4-1 能使用資訊科技工具和資源以溝通討論個人生活資訊或專業資訊。 

D-4-2 能善用線上資源以滿足溝通與發表上的需求。 

D-4-3 能正確選擇並運用資訊科技工具，以進行有效溝通或分享學習內容。 

D-4-4 能使用資訊科技和同儕、專家或他人進行知識溝通，以利作品之創作與分

享。 

 

5.科技研究工具 

E-4-1 能評估與選擇適當的線上學習模式以滿足終身學習的需求。 

E-4-2 能善用線上資源以滿足個人或團體研究需求。 

E-4-3 能正確選擇並運用資訊科技工具，以進行研究、分析資訊、解決問題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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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決策。 

E-4-4 能應用專業領域應用軟體於日常問題的研究。 

 

6.科技問題解決與決策工具 

F-4-1 能善用線上資源以滿足個人或團體在問題解決或問題決策上的需求。 

F-4-2 能應用專業領域應用軟體於日常問題的解決。 

F-4-3 能使用資訊科技和同儕、專家或他人共同解決問題與協助決策。 

F-4-4 能了解軟硬體背後的概念和學習與問題解決的實際運用 

F-4-5 能研究並評價電子資訊來源對現實生活問題的正確性、相關性與適當性、

理解性及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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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教學計劃表 

單元三、網路資源的應用 

具體能力發展原則

A-4-1-1 根據各種資源所在地，運用最適切的工具找出並使用 

B-2-2-1 能了解什麼來源的資源、程式可能具有風險 

B-4-1-1 根據各種資源所在地，運用最適切的工具找出並使用 

D-4-1-2 能了解原理更能得心應手的選用適當的資源或工具 

D-4-2-1 能了解原理更能得心應手的選用適當的資源或工具 

D-4-2-2 能利用有效的方式發表、散佈成果 

教學活動  時間 說明 

(一). 搜 尋 引

擎與知識

庫的使用 

25 分

鐘 

1. 搜集訊息：搜索引擎的訊息搜集基本都是自動的。搜索

引擎利用稱為「spider」的自動搜索機器人程序來連上每

一個網頁上的超連結。機器人程序根據網頁鏈到其他中

的超連結，就象日常生活中所說的「一傳十，十傳

百……」一樣，從少數幾個網頁開始，連到數據庫上所

有到其他網頁的連結。理論上，若網頁上有適當的超連

結，機器人便可以遍歷絕大部分網頁。 

2. 整理訊息：搜索引擎整理訊息的過程稱為「建立索引」。

搜索引擎不僅要保存搜集起來的信息，還要將它們按照

一定的規則進行編排。這樣，搜索引擎根本不用重新翻

查它所有保存的信息而迅速找到所要的資料。 

3. 接受查詢：用戶向搜索引擎發出查詢，搜索引擎接受查

詢並向用戶返回資料。搜索引擎每時每刻都要接到來自

大量用戶的幾乎是同時發出的查詢，它按照每 個用戶

的要求檢查自己的索引，在極短時間內找到用戶需要的

資料，並返回給用戶。目前，搜索引擎返回主要是以網

頁連結的形式提供的，這些通過這些連結，用戶 便能

到達含有自己所需資料的網頁。通常搜索引擎會在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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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下提供一小段來自這些網頁的摘要訊息以幫助用

戶判斷此網頁是否含有自己需要的內容。 

 

(二). 圖 書 館

檢索系統

的使用 

25 分

鐘 

圖書檢索系統廣泛使用在圖書館的書籍檢索上。 

通常檢索系統的查詢方式: 

(1)圖書檢索點資料，可選擇題名、作者、出版者、摘要、

分類號、登錄號、ISBN、文件編號、登錄日期、統一

編號(GPN)、資料別為檢索點進行查詢。 

(2)輸入查詢條件後，便可查詢。通常採布林邏輯的查詢

方式(AND /OR /NOT)，並可選擇查詢結果排序方式。 

 

(三). 網 頁 設

計與部落

格介紹與

應用 

25 分

鐘 

1. 網頁設計 

網頁是一種文件格式，屬於公開的資料格式，不受特定軟

體或廠商掌控。公開的網頁原則上是在任何地點，任何時

間都能取用，因此易於瀏覽與散佈。不同於其它文件格

式，網頁必須放在「網頁主機」上 

網頁基本概念 

 網頁是一個純文字檔,副檔名為.html or .htm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是編寫網頁的基

本語法，用最基本的文字編輯器即可編寫。 

 標籤：又稱為標記，例如<body>。html 文件就是由一

群標籤所構成的，瀏覽器會根據你所寫的標籤，解讀

出相對應的內容。 

 首頁：當你連上一個站時，必須指定一個網頁為索引

頁。被指定為索引頁的網頁會第一個被顯示出來。通

常完整檔名應該存成 index.htm 或是 index.html 。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八年  四十一卷  第八期 

 82 

2. 部落格介紹 

網誌（blog）是網路日誌（weblog）的簡寫，也有人從

英文音譯為部落格、部落閣、博客等,以及大陸的一些專用

名詞如個人空間等，是按照時間順序以文章的形式在網路

上發表內容的一種方式，屬於網路共享空間的一種。 

目前網誌最多用於個人出版，也有用於商業公司的內部交

流和教育學習領域。另外，許多新的應用也相繼出現。例

如 Moblog（通過移動通信設備寫網誌）。 

這幾年，科技產業發展的趨勢，都脫離不了「行動」

的概念，帶著聽、帶著看，現在更能帶著寫。 雖然台灣

網誌的發展，還停留在個人心情抒寫的層次，尚未出現明

顯的商業化運用，但過去一向動作保守的電信業者，也紛

紛推出相關應用。 

   1. 用手機隨拍隨寫上傳 

   2. 行動部落格形成連結社群 

   3. 多元加值服務的一環 

目前國內最主要的部落格有：無名小站、天空部落

格…等。主要的 Open Source 的部落格系統有：wordpress, 

lifetype…等。 

(四). 電 子 郵

件與網路

電話介紹

與應用 

25 分

鐘 

1. 電子郵件 

常見的電子郵件協議有以下幾種：SMTP（簡單郵件傳

輸協議）、POP3（郵局協議）、IMAP（Internet 郵件訪問協

議）、HTTP、S/MIME。這幾種協議都是由 TCP/IP 協議族

定義的。 

* SMTP（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SMTP 主要負

責底層的郵件系統如何將郵件從一臺機器傳至另

外一臺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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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Post Office Protocol）：目前的版本為 POP3，POP3

是把郵件從電子郵箱中傳輸到本地電腦的協議。 

* IMAP（Internet Message Access Protocol）：目前的版本

為 IMAP4，是 POP3 的一種替代協議，提供了郵件

檢索和郵件處理的新功能，這樣用戶可以完全不必

下載郵件正文就可以看到郵件的標題摘要，從郵件

客戶端軟體就可以對伺服器上的郵件和文件夾目

錄等進行操作。IMAP 協議增強了電子郵件的靈活

性，同時也減少了垃圾郵件對本地系統的直接危

害，同時相對節省了用戶察看電子郵件的時間。除

此之外，IMAP 協議可以記憶用戶在離線狀態下對

郵件的操作（例如移動郵件，刪除郵件等）在下一

次打開網路連接的時候會自動執行。 

* HTTP(S): 通過瀏覽器使用郵件服務時使用。 

 

2. 網路電話 

網路電話(簡稱 VoIP，源自英語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又名寬頻電話或 IP 電話)是一種透過網際網路或

其他使用 IP 技術的網路，來實現新型的電話通訊。過去 IP

電話主要應用在大型公司的內聯網內，技術人員可以復用

同一個網路提供數據及語音服務，除了簡化管理，更可提

高生產力。隨著網際網路日漸普及，以及跨境通訊數量大

幅?升，IP 電話亦被應用在長途電話業務上。由於世界各

主要大城市的通信公司競爭日劇，以及各國電信相關法令

鬆綁，IP 電話也開始應用於固網通信，其低通話成本、低

建設成本、易擴充性及日漸優良化的通話質量等主要特

點，被目前國際電信企業看成是傳統電信業務的有力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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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目前世界多個標準組織和工業實體提出了很多話音

編碼方案。其中包括國際電信聯盟的 G.711(速率 64kbps)，

G.723.1(速率 5.3kbps 或者 6.3kbps)，G.729A(速率 8kbps)編碼

方案。 微軟、Intel 等業界巨頭也有自己的編碼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