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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巨大學音樂課程椎動網路輔助教學之需求評估一以信

義社區大學『音樂欣賞』課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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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的網路輔助教學多半用於國中小

的課程當中，且幾乎都是運用於基礎學科

上，本研究冀望將此系統推廣至社區大學的

音樂課程上。因此，在建置此網路輔助教學

系統前，對社區大學的學員、教師及網路管

理人員三方面做一完整的需求評估。經由深

度訪談後，本研究發現，上述人員對於使用

或推廣網路輔助教學系統大部分皆有意

願，無意願之學員主因為工作過於忙碌，沒

有多餘的時間學習，其餘人員都贊同此系統

的推行。

Abstract
For recent few years, e- learning has

been adopted by mos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high schools. In fact, almost every
fundamental courses are utilizing
Internet-assisted instruction through school
network. The main purpose of也is study is to
develop an Internet-based instructional
material for music literacy co世間 in
community college. A complete need
assessment is performed to obtain information
企om the target students, teachers and network
administrators prior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Internet-assisted Instruction system. An
in-depth interview is don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se applicants have an interest
towards the participation of this learning tool.
The outcome indicates that most of the
potentiallearners are in favour of this learning
system while some students refuse to utilize it
due to current work commitments and leak of
time for additional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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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及動機

網路輔助教學在近幾年來，儼然成為

教育界的新趨勢，各學校為了因應資訊充

斥且不斷更新的時代，也了解到這塊領域

發展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大多數皆已計畫

投入網路輔助教學的建置中。然而，現今

的網路輔助教學多半用於國中小的課程

當中，且幾乎都是運用於基礎學科上，像

是國文、英文、數學等科目，還並未推廣

至有關於成人教育且非基礎學科的課程

上。根據 Ingram(1 979)的說法，認為成人

教育的理念代表終生學習的教育理想，由

於成人教育涵蓋整個生命週期的大部

分，更是重要。在美國 1972 年的一項調

查發現，幾乎每三個成人中有一人會參加

某種正式的有組織的學習活動，而其他世

界各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均有眾多成人須

再接受教育，像是丹麥的民眾學校、英國

的開放大學等均是將重點置於「成人之學

習.!J 0 (鄧運林，民 84)而台灣則是將一九

九八年定為「終身學習年.!J '教育部並於

同年三月十八日正式提出「邁向學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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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白皮書，便可以說明台灣也正積極

的邁向終身學習社會的願景。(邱珍玫，民

89) 此外，在二00二年通過的台灣終身

學習法，則是另一項將成人教育理念積極

落實到各層面的全面性推展王作。(歐志

華，民 93)

近年來政府逐漸的重視成人教育，其

目標便是希望帶動民眾能有「活到老學到

老』的觀念，而社區大學的建立，是目前

提供成人教育發展的重要媒介。社區大學

和一般傳統學校教育的不同，像是在課程

的設計上，從課程名稱、大綱擬訂、單元

內容、以至於授課方式，皆希望以「接近

生活」、「多舉實例」、「親和」、「深入淺出」

的方式和內涵，做為規劃設計的指導原

則，其課程規劃是以現代公民養成教育為

主，而非學術菁英教育;著重通識性能力

培育，而非職業技能訓練;著重公共議題

探討，與社會生活緊密聯結;並採學程式

設計而不分系。(信義社區大學， 2004). 而

一般社區大學課程多分為學術課程、生活

藝能課程、社團活動課程等三類，而目前

實際開課課程的趨勢為學術、社團課程逐

漸萎縮，而生活藝能課程則不斷增加，原



因在於學習者在實際選課中多會選擇與

生活藝能、實用技能相關之課程。(施怡

如，民 91)

另外，根據調查顯示，許多民眾雖有

求學慾望、但礙於工作時間無法配合，或

是閒暇希望陪伴家人或休息，因此不想增

加自己額外的負擔，常會打消參與社區大

學的念頭，如果能善用電腦上網的互動式

學習，將能免去通車的疲憊與時間配合的

麻煩，更能帶動終身教育的風潮。(陳撫

靖'民 89) 而網路輔助學習的特點，就是

能在不同時間不同地域，只要民眾有心學

習，課程便隨處可得。

本研究基於上述背景，期望以信義社

區大學為例，並以其中的生活藝能顯的音

樂欣賞課程為主，在建置網路輔助教學系

統前，於學員、教師及網路管理人員三方

面的需求評估。藉此來了解學員們對網路

輔助教學系統的認知及需求，以確實針對

其需求來設計出一個可供學習及互動的

網站;並輔以教師的專業訪談，來了解教

師對於發展音樂欣賞課程實施網路輔助

教學的想法及規劃;最後再針對設備方

面，了解信義社大是否具發展的條件。期

望此三大需求評估的結果，讓音樂欣賞課

程在未來建置網路輔助教學系統時，此一

系統能確實擔任起輔助教學者及學習者

的角色，並提供給後進者作為音樂課程推

動網路輔助教學的範本。

貳、研究目的

(一)了解學員對於使用音樂課程網路輔

助學習系統之意願及要求。

(二)了解教師對於使用音樂課程網路輔

助教學系統之意願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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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了解網路管理人員對於推動音樂課

程網路輔助教學系統之意願及現有

設備評估。

參、研究範圍及限制

本研究的對象為信義社區大學音樂

欣賞課程網路輔助教學的參與人員，在各

方面做一需求評估。也因此可能會造成兩

點限制，其一，由於針對的是音樂方面的

課程，所以無法推論至其他基礎課程或藝

文課程等施行網路輔助教學在教學者或

學習者的需求;再者，只針對信義社大一

名教師、三位學員及一位網路管理人員做

訪談，其意見亦不足以代表所有社區大學

的教師或修習音樂課程方面的學員，但這

兩點限制是來自於目前成人教育並沒有

推廣網路輔助教學的範例，得知信義社大

音樂課程有發展此一系統的意願'故以此

作為先例，期望開展未來成人教育音樂課

程發展網路輔助學習的可能。

肆、社區大學成人學習者的

特色及學習動機

民間推動社區大學的理念，起源於過

去的大學教育資源貧乏，只能讓少數的菁

英獨享，但知識的學習應是屬於全體國民

的，如何推動終身學習觀念，建立成人學

習模式，以培育現代公民，形成公民社

會，成為當務之急，在這樣的覺醒下，於

是有社區大學的產生。(文山社區大學，

2004)設立社區大學的構想，源自於 1994

年台大數學系黃武雄教授的倡議，正式開

始規劃; 1998 年 3 月，民間教育改革人士

組成「社區大學籌備委員會 J '著手在全

國各地推動社區大學的設立，並於六月首

先獲得台北市政府與新竹市政府的大力

支持。同年 9 月 28 日，全國第一所屬於



平民大眾的「文山社區大學』誕生了;第

二所社區大學，新竹市「青草湖社區大學』

亦於 1999 年 3 月 1 日正式開學，至今全

國已有大約三十所社區大學的成立。(楊碧

雲等，民 89)

社區大學最大的特色在於它是無入

學及修業限制的大學，其入學資格，凡年

滿十八歲以上之民眾，無論學歷為何，均

可選修課程。目前修課學員之年齡層多介

於四十一歲至五十五歲間，其次為三十一

歲至四十歲，兩個年齡層之學員幾乎古修

課人數百分之六十五。(黃榮村，民 93)而

施怡如(民 91)的調查中也發現，社區大學

參與者多為女性，且是已婚者居多，職業

別以從事公共行政與商業者為最多，上課

目的以增加知識與自我成長最多。

一般認為成人學習者的特性，可以分

成生理、心理、及社會等三方面: (黃富順，

民 91)

(一)在生理特性方面，最重要的是老化的

現象，造成感官能力的消退和反應速

度的減慢，另一是反應時間的增長。

(二)在心理特性方面，成年人認知能力的

發展，表現在流質智力的逐漸衰退，

晶質智力的持續增長以及記憶能力

衰退現象。

(三)在社會特性方面，成年人必須扮演較

多角色，以致常感時間不足情形。

從以上三點特性可知，成年人由於反

應能力和時間不如年輕時代，故常常忽略

了繼續學習的必要。但近年來，許多成人

由於休閒或工作上的需求，而願意至社區

大學或其他進修學校學習。一般來說，這

些成人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多為: (陳順

成，民 92)

(一)成人學習有明確的預期結果一或為工

作的應用，或為自我的成長，所要求

者並非遙遠的未來，而是日常生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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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者。

(二)成人學習以解決問題為導向一在生

活中面臨問題時、常常成為成人學習

的誘因。它側重在立即困惑情境的瞭

解和應用。

(三)成人學習的動機大都來自內在的力

量一或為工作需要，或為實現自我，

提高生活品質等。如果其引發的過程

僅是來自家人、僱主等的期望，就不

能長久維持。如何轉化外在的期望為

內在的動力，才能持續的學習。

(四)經驗是成人學習豐富的資源一可視

為一種助力，幫助成人加速學習或引

發學習的興趣;也可能是一種阻力，

使成人預存一些不良的習慣、偏見或

先入為主的看法，而妨害學習的效

能。

(五)成人學習真有主動參與的特性一成

人學習並非來自父母的強迫，其學習

行為常常是主動性、自發性。由自己

做決定，自我負責。大異於兒童或青

少年的學習行為。

因此成人教育學假設成人是志願學

習者，他們不是被法律或習俗所要求，來

參與正規的學習活動;他們之所以參與成

人教育活動，主要是因為他們覺得有興

趣、有需要或有價值。(蔡培村，民85)

而在資訊科技發達的現在，知識角色

也產生了變化，網路化社會的成人教育需

求也有了一些改變，至少包括以下幾項:

(楊國德，民 93)

(一)對學習內容網路化的需求一配合網路

軟硬體設備，將成人教育實施的課程

結合編撰成網路化教材，使學習者能

隨時隨地學習。



(二)對學習媒體運用的需求一將課程內容

配合影像、圖像或聲音傳播，各自配

合進行設計與運用，交由成人學習者

自行選擇。

由以上可知，網路化社會的來臨，使

得資訊融入教學已成為必然的趨勢，成人

教育自然也不能漠視課程搭配網路輔助

學習系統的可行性，了解成人學習者的特

性及動機，才能確實針對成人學習者來設

計出課程的網路輔助系統，以期滿足學習

者的學習需求。

伍、網路學習環境的特性

網路學習的發展將對成人學習產生

積極促進的作用，因為網路學習是以學習

者為中心，強調自我導向的個別化學習，

正符合成人教育的需求。(楊國德，

民的)。

根據饒桂香在其研究中歸納出網路

運用在教學的活動上，具有以下九點特

性: (民 91)

(一)資訊流通全球整合化

(二)學習內容呈現多元化

(三)學習途徑開放多樣化

(四)學習環境遠距自主化

(五)學習進度個別彈性化

(六)知識運用科技整合化

(七)互動溝通即時分散化

(八)學習對象超越層級化

(九)資訊更新全面迅速化

而網路運用在成人學習上，依序則可

分為三個層次: (李雅慧，民 89)

(一)將網路『視為』學習資源一學習者透

過網路為溝通媒介，主要目的在做資

料的蒐集及分類，以作為學習上的輔

助。

(二)將網路『當作』學習資源一亦即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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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近一步納入學習活動的一環，目的

在於傳遞訊息、學習社群間的討論、

資料的傳送與彙整以及作業的傳遞

等。

(三)將網路「融入』學習資源一亦即網路

課程的開發與學習，目的在於幫助學

習者在任何時間、地點皆可透過網路

進行學習。

應用網路合作學習的模式被證實有

許多優點，包括增進學生責任、主動，性和

參與性;更多與同儕的溝通與課程概念的

討論;更高學習和分數的表現;以及虛擬

團體如何參與共同學習

(Brandon&Hollingshead ' 1999)而成人學習

者參與終身學習的活動，大都是有感於終

其一生不斷學習的重要性，對於能提供更

快速、更方便的網際網路學習環境，學習

者應利用豐富的軟體工具獲取自己想要

的資源或交換學習訊息與心得，進而建構

出屬於學習者自己有意義的知識。(張世

忠，民 88)

雖然網路輔助學習可以打破時間和

空間的限制，但也有需要克服的困難，像

是額外設備經費及人力的支出、內容傳輸

速度瓶頸、學習介面操作熟練等問題。此

外，學習者之學習能力及先備知識等因素

之差異，一樣的內容並不一定適合所有學

習者。(楊國德，民 94)

曾琳雲(民 93)便針對成人學習者在面

對網路學習環境時，所遇到的一些障礙來

做建議:

(一)細心設計網路的操作模式，盡量排除

各種可能的障礙一即教學者避免使用

過多電腦專用名詞與英文，把螢幕的

字體放大，並藉由重複的示範和練習

幫助成人學習者習慣滑鼠與鍵盤的操

作。



(二)藉由各種方式，喚起學習者的學習動

機一鼓勵成人學習者利用電腦和家人

溝通以及學習課堂外的新知識，亦可

加入網路中同性質的虛擬社群，以增

強並維持其使用電腦的動機。

(三)教學者應有教導成人學習者的正確觀

念一教學者要有耐心的教導，並建立

他們的信心，鼓勵他們勇於嘗試。

(四)加強補助電腦的購置並鼓勵使用公用

電腦一對於經濟較為弱勢的學習者而

言，可能無力購買電腦設備，政府應

有配套措施來補助，也可鼓勵企業或

機關學校贊助，另外一些公共場合如

圖書館等，也可至此處使用電腦。

資訊社會的來臨，網路的使用已成為

必備的能力，成人若能掌握網路學習環境

的優勢，對於各領域的學習，將更能達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陸、音樂課程實行網路輔助

教學之現有資源及分析

於目前音樂課程實行網路輔助教學

的案例不多，研究者利用 Google 搜尋引

擎鍵入「音樂教學網站」關鍵字，並以繁

體中文網站為主，經過篩選後，找出三個

其規模且可供未來發展網路輔助教學的

範本，並從中分析其網站特色。

(一)小豆芽的天空

http://www.geocities.com/littledoya

本網站分為五個單元，計有古典音

樂、樂理加油站、線上測驗、音樂網站及

教育資訊區。古典音樂區提供著名的音樂

家生平大事及經典作品介紹與線上聆

聽;樂理加油站內有從基礎的音符到音樂

記號的詳細解說，還有各種樂器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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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測驗區是針對前面兩區所做的複

習;音樂網站內有國外及國內的一些優良

古典音樂網站可供連結;最後一區是教育

資訊的部分，除了介紹優良兒童網站與教

育網站外，還有自編及收集的教學資源。

整體而言，應是針對國小學童在音樂課程

方面的網路輔助學習教材，網頁設計的很

可愛，介面也很清楚不複雜，另外也設計

了測驗區，不過素材還可以更豐富，若能

增加一些互動，性遊戲，更能提高國小學童

的學習慾望

(二)國中音樂科學習加油站- -五甲國中

音樂教材

htto:llcontent.edu.tw/junior/musicl

ks w立 Icontent.htm

內容多屬國中教材，分為教學園地及

教學百科。教學園地中，將教材分為四

冊，內叉分為許多章節，每一個章節都提

供給國中教師像是一些教學的目標、重點

研究、教學內容等，讓教師們一目了然知

道此單元設計的目的。而教學百科中則是

有許多音樂教學資源，如基礎樂理、樂器

介紹、音樂家傳、音樂欣賞、音樂年表等，

像音樂欣賞內叉分各音樂派別來蒐集許

多樂曲，提供線上試聽，對於教師在課堂

上的使用，的確有不小的幫助，是一個不

錯的音樂教材網站。由於目標使用者比較

偏向是國中教師，所以網頁設計的比較中

規中矩，主要是以提供教法及資源為主，

若也能發展成國中生在家主動學習的網

站，想必更能提升其重要性。

(三)樂器資源網

http://resources.emb.gov.hk/musiceb

lindex.htm



這是由教育統籌局資訊科技教育

資源中心所成立的網站，網站內介紹了

八十種中西樂器的資料，除了詳細的簡

介之外，並提供演奏影片及每一種樂器

的音色表現，對於無論是教學者或學習

者而言，一次可以囊括中西樂器的基本

知識，並且在線上就可直接欣賞到樂器

音色之美。此外還有樂隊知識，分為管

絃樂隊、搖滾樂隊等，在此亦可以感受

到樂隊的演奏以及了解其組成的樂器為

何;考考你單元，則有按圖辨名、按生

辨顯及按聲辨名，共計一百題，期望可

以讓使用者完全熟悉、樂器的外型及音

色;音樂寶庫內則有音樂家的故事及為

後人津津樂道的樂曲之收聽;而網路資

源的部分，則是提供了各樂團及知名音

樂家的網站連結，整體而言，堪稱豐富。

另外，此網站也有英文的瀏覽版本，可

將其價值更為擴張。

梁、研究方法及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信義社區大學音樂欣賞

課程專業教師一名做深度訪談，藉此了解

教師方面對於網路輔助學習應用於音樂

課程的建置構想;同樣以深度訪談法，藉

由專業教師的推薦，和三名學員做訪談，

以深入了解修習此一課程的學員對發展

音樂欣賞課程網路輔助教學的看法及意

願。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於規劃網站內

容前，透過「文獻探討」、「現有教材分析」

及「訪談」了解目前現況與預期目標，以

分析「基礎樂理網路化多媒體教材」之需

求，如表 1 :

捌、研究工具

由於成人的教育參與多數是自願

的，因此，能吸引成人的教育活動必定是

表卜需求分析工作表

方法 範國/對象 分析面向

文獻
國內外相關專著 ※社區大學成人學習者的特性及學習動機

探討
論文、期刊、網路 ※網路學習環境的特性

資料等相關文獻 ※音樂課程實行網路輔助教學之現有資源及分析

※教師對於此網路輔助教學系統的構想

深度 社區大學音樂欣 ※教師對於現有網路輔助教學系統資源的分析
訪談

賞課程教師一名 ※教師使用網路輔助教學的意願及動機

※網路輔助教學系統目前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深度
社區大學修習音 ※學員使用電腦的基本能力現況

訪談
樂欣賞課程學員 ※學員對於網路輔助教學的要求

一名 ※學員使用網路輔助教學的意願

深度 網路管理人員一
※信義社大目前現有的設備

訪談

名
※網管人員協助推行網路輔助教學的意願

※目前推動網路輔助教學系統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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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學習者的需求或興趣而設計的，成人

教育活動設計者應掌握學習者的需求來

進行活動方案的規劃'以激發成人參與教

育或進行學習活動。(陳慧娟'民 85)

成人教育的活動類型繁多，內容各

異，因此活動的模式亦各不同，難有一致

而普遍的模式，唯大多數成人教育學者均

一致同意需求評估(need assessment)為

其中不可少的一環，也是活動實施的前

驟。(蔡培村，民的) Ii'需求.JJ (need)是一

個相當複雜的概念，國內學者進行有關成

人需求之探討時，多採用國際教育百科全

書對需求概念的詮釋: (魏慧捐，民 86)

(一)需求是指個體實際狀態與目標狀態

之間的差異

(二)需求是指個體希望或比較喜歡的狀

態

(三)需求是指個體感到『不足的狀態」

而『需求評估」則是利用有系統的方法

來蒐集相關資料的一個連續的過程，也是

減少現狀與需要或期望狀態之間差距的

工具，需求評估可以把個人的不足或差距

按其優先順序排列，並且經由新的或現有

的課程來實施，是合理化方案設計不可忽

視的步驟。(楊清蘭，民的)

根據 McKillip(1990)的說法，需求評估

有以下五個步驟:

(一)定義使用者及使用者行為的需求分

析

(二)敘述目標群眾及環境

(三)定義需求範圍，包括敘述問題及解決

方式

(四)需求的重要性評估

(五)結論而 Kaufman 、 Raj as &Maye r (1993)

亦提出需求評估進行的步驟和程序如下:

(一)需求評估

1.找出系統與注重的焦點

2.找出需求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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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需求與機會

(二)需求分析

1.分析需求與機會

2.找出符合需求與機會之可能方法

(三)設計計畫發展

1.選擇方法

2.得到方法和工具，包括設計分析與

系統發展

(四)實施控制修正

1.實現所選擇之方法

2.確定中途的有效性與效率，並依要

求修正

3.確定最終項目、計畫或行動的有效

性與效率

4.修正

本研究針對信義社大參與音樂

欣賞課程的成人學員為對象，期望能

推行音樂課程發展網路輔助教學的

需求模型。為能真正了解目標對象的

需求，首先採丈獻資料分析，並輔以

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依據需求評估

的步驟和程序，以期能進一步確實掌

握未來建置網路輔助教學系統的關

鍵需求。

玖、資料分析及解釋

(一)就學員部份

1.學員使用電腦的基本能力

三位學員的年齡層分布在五十

歲到六十五歲之間，基本上由於現在

科技的趨勢，他們對於基本的電腦使

用都沒有太大的問題，像是簡單的點

選或上網功能，都會有使用的經驗，

但可能並不太常把時間花費在此。

2. 學員對於使用音樂網路輔助學習

系統之意願

三位學員中有兩位對於此系統



的開發抱持樂觀的態度，也表示對於

學習『音樂欣賞』課程會有很大的幫

助，非常樂意使用此系統作為課後複

習或預習的工其;而另一位由於目前

白天還要上班，太過忙碌，對於使用

此系統並無太大的意願。

3. 學員使用音樂網路輔助學習系統

之動機

有意願使用的兩位學員皆表

示，由於自己來社區大學是出於自發

性的學習，自然想要多了解有關音樂

方面的知識，讓自己更能投入『音樂

欣賞』的課程中，因此，若平時就有

機會在家中能上網自學，是非常方便

的一件事;而無意願使用此系統的學

員，則擔心網路上會建置一套學習歷

程，教師也會隨時上網觀看同學們的

學習反應，由於自己可能沒辦法常常

上網學習，上課時會不好意思面對教

師，而且認為「音樂欣賞』課程是一

門很休閒的活動，若有作業或是壓

力，則失去原本想來上課的動機。

4.學員對於音樂網路輔助教學系統

之構想

三位學員皆可了解音樂網路輔

助學習系統，在輔助教師在『音樂欣

賞』實體課程的作用，對於其中可能

會建置的有趣的學習單元、留言版、

測驗區等功能，皆可認同，並給予極

優的評價;但由於對網路的接觸並不

多，無法提出其他更具體的構想。

(二)就教師部分

1.教師使用電腦的基本能力

教師課堂上會使用 Powerpoint

其他多媒體工具，來作為教學上的輔

助;也會在網路上搜尋有關於『音樂

欣賞』主題的相關資訊，基本上，具

有使用電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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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對於使用音樂網路輔助教學

系統之意願

教師體認到，推動網路化輔助學

習系統，是全世界學習的趨勢，所以

一直有發展此系統的想法，因為其認

為，透過網路可以達到一個無線學

習、不受空間及時間限制的目的。再

加上也配合台北市政府的教育政

策，所以有這樣的意願來推動音樂網

路輔助學習系統。

3.教師推動音樂網路輔助教學系統之

動機

教師表示，在教室裡有很多難以

表達，或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去表達的

課程內容，若是能藉由此網路輔助教

學的系統去做預習或是複習，可以達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像是「音樂欣賞』

課程當它學習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必

定要有基礎樂理的能力，才能再學習

更進階的課程。而通常在教授基礎樂

理課程時，同學們的反應不一，有人

感覺有趣，有人感覺很難，也必須瞭

解到學生程度上的差異，若必須在課

堂上來解決樂理程度差異的問題，會

要花費許多時間，甚至若要以分組方

式進行，會干擾到已經有基礎樂理底

子的人，所以寧願把基礎樂理放在網

路上，讓同學自行選擇單元來學習，

若有不懂也可以直接透過網路來詢

問。

4.教師對於目前音樂網路輔助教學系

統資源的看法

教師提到，現在有少部分的學校

有做線上學習，但是幾乎都是把講師

的課程錄影下來，放在網路上，類似

空中大學的教學模式，這樣的教學一

般人的反應就是不夠生動或是陷入

無聊的情境;再來像是松山社區大



學，也有英文的線上學習課程，設計

了一些題目，但是一樣不夠有趣。

另外在音樂網路輔助教學系統

的建置上，目前大多數的學校也都採

用很制式的表現方法，以文字居多的

方式來呈現，基本上要用來引起學員

學習的動機還有待加強。

5.教師對於音樂網路輔助教學系統的

構想

教師覺得現在要發展一套成人

網路輔助學習系統，最大的不同是必

須要設計出有趣味性的互動性的音

樂學習模式，來放在網路上面，希望

將來的學習，除了在網路上可以點選

不同的音樂學習歷程外，它能像做作

業一樣反過來練習，它練習的成果可

以被紀錄，可以累積學員的音樂學習

記錄，直到學員把這個網路課程學習

完，到最後會有非常完整的一份報告

指出，學員現在透過這個網路學習，

已經把基礎樂理學到何種程度。

此外，這過程是以線上學習方式

來進行，所以必須其備電腦操作的基

本技能，於是學員在做線上學習同

時，也讓學員在無形當中兼具了網路

操作的技巧，即使是較年長的人，拿

起滑鼠就會點選，進網路或做作業，

甚至於會發郵件。所以將來社區大學

可能也會為學員開一門基礎的網路

課程，可能是四個小時，可能是八個

小時;或是和「音樂欣賞』課程做搭

配的方式，兩小時上「音樂欣賞 JI '

另一個小時上電腦基礎能力，以確實

輔助成人能具備使用此系統的能

力，為目前一個初步發展的構想。

6.推動音樂網路輔助教學系統目前遇

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就社區大學而言，線上學習是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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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發展的階段，目前的硬體設備也

有不足的現象，所以目前都需要進一

步結合政府及社會的資源來進行。而

對配合的專業人員而言，需要非常了

解講師理念，進入講師的專業系統，

像是音樂的網路輔助教學系統，搭配

的人員必須對於樂理有初步的理

解，才能把講師想要表達的專業，透

過適當的介面呈現出來，所以不僅僅

是要有網路建置方面的專業而已;這

是兩者間的差距，但這個差距，相信

會因為合作愈頻繁而減少，甚至可以

結合在一起。

再者，目前社區大學未將教育資

源做一整合，也就是說，如果有 30

所社區大學就會發展出 30 個基礎樂

理出來，是很不符合效率的。未來台

北市政府教育局和教育部必須扮演

一個角色，即如何把相同的課程，將

專業師資整合出一個共同的範本，發

展出一套共同的網路教學系統，然後

做最有效的應用。

(三)就網路管理人員部份

1.網管人員對於目前音樂網路輔助教

學系統設備的分析

網管人員認為，就目前而言，硬

體設備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幾乎所

有的社大， 90%以上都可以應付此系

統的需求。有問題的部分像是網路頻

寬，社區大學不像一般的學校，有所

謂的學網，所以可能沒有辦法做大量

的傳輸。 另外，如果有需要拍攝課

程的部分，問題也應該不大，採取的

方式有自行拍攝或委外，但委外成本

可能還蠻高的，發行上也會有些問

題，但品質會不錯;而自行拍攝可能

比較粗糙，卻是最節省成本的方法。

而如果課程資料隨時需要更新，也不



至於很麻煩，只是需要很大的硬碟空

間把很多資料放進去，目前是受限在

頻寬的問題上。

2.網管人員對於推動音樂網路輔助教

學系統之意願

關於這個部分，網管人員也是蠻

贊同的，認為這樣的方式，對於招生

應該是會有幫助的。

3.網管人員對於推動音樂網路輔助教

學系統之動機

網管人員認為，能夠把課程上網

是很好的，因為放在社區大學網路上

的課程很多，不是每個人看到就知道

這門課在教什麼，比方說音樂治療，

很多人就不了解，而此系統可以作為

一種展示性的作用;再者當成輔助教

學，學生可以在網路上自行去複習上

次教過的內容，因為社大的學員有些

不是那麼專心或回家後就忘了今天

上的內容，如果他們下週回頭來再問

老師上週的問題，其實對老師而言也

是一種負擔，畢竟課程是有進度的。

4. 目前推動音樂網路輔助教學系統的

困難

網管人員表示，頻寬是最主要的

問題，頻寬如果要買的話是蠻貴的，

要租專線的話，每個月的花費會不

少，成本蠻高的，但目前如果要做，

是需要社區大學獨立去租頻寬來

做，對於社區大學的營連成本有很大

的負擔。叉加上政府對於社大的補助

並不是很多，可能只能勉強的補助一

些設備的部分，沒有多餘的費用讓社

大建置這樣的系統。但網路教學是一

個趨勢，大家都在尋求有沒有一個好

的方式，來解決以上的問題，像是找

一些管道或資源來做贊助的動作。

而內容的部分，像是在網站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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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樂曲的欣賞，會不會牽涉到版權或

公播權的問題，這點是需要克服的;

或是線上教學有時候需要即時的服

務，像是用 Web-Cam 轉播，也不知道

效果如何，因為還沒測試過，此外，

影音是所有視訊傳輸裡面最大的，也

會有頻寬的問題;而若是要採用會員

制，可能就要牽扯到保密或是程式撰

寫等技術，但原則上，是不會有太大

的問題，還是牽涉到頻寬的問題，因

為如果每天上線瀏覽人數過多的話，

就會無法負荷。

而有關於學員使用電腦方面的困

難，網管人員認為，其實社大也開了

很多課程來提供給每位學員，畢竟網

路化是趨勢，如果真的不會使用電腦

也沒辦法，但對大部分的人而言，是

多了一條學習的管道，所以其實還是

可行的一種方法。如果「音樂欣賞』

課程要搭配網路基礎課程來上，在電

腦設備上也是沒問題的，因為學校有

兩間電腦教室，而每個電腦教室都可

以容納三四十個人，她也認為這個方

法是沒問題的。

拾、結論

根據上述資料，本研究有以下發現:

(一)就學員部分，若為目前退休在家或工

作量不大的成人學員，其對於使用音

樂網路輔助學習系統的意願較大;此

外，對於學習「音樂欣賞』課程的動

機不同，使用網路輔助學習系統的意

願亦不同;基本上，願意使用此系統

的學員，其動機多為想吸收更多在音

樂上面的新知;由於成人學員對於網

路的認識畢竟不如年輕人，較無法在

音樂網路輔助系統的構想上做建議。



(二)就教師部分，其對於音樂網路輔助教

學系統有完整的構想，並有意願來推

行此系統，原因在於此系統的發展，

將可用最節省時間的方式，來讓學員

對於基礎樂理達到更優良的學習成

效，對於教師的「音樂欣賞』課程教

學而言，具有加分的效果。

(三)就網管人員部份，也同意網路輔助教

學系統是目前的趨勢，只要能夠克服

頻寬的問題，其對於「音樂欣賞」課

程推動此系統也深具意願'其動機在

於此系統的推行，對於社區大學學員

的招生，會有一定的幫助。

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建造了新的溝

通模式與資源分享，若能將這樣的優勢，

推廣至學校教育，甚至是終身教育上，受

益的人口將更為廣泛。本研究冀望以此精

神，先以「音樂欣賞」課程發展基礎樂理

網路輔助教學系統作為成人教育發展此

系統的出發點，提供社區大學新的教學思

維方向，也使得成人學員有更多的機會接

觸新科技，不會和社會脫節;並期待政府

或教育單位，能更重視社區大學的發展，

全力輔佐其走向更寬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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