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和試驗環境設定 

本章闡述研究方法，蒐集資料的方式和流程，並且簡述教學測試的

硬體環境設定。本研究原本欲設計輔助華文新聞教學網站，用以輔助華

文新聞課程，後來聚焦於華文報紙新聞的網站輔助教學，後文敘述緣

由、轉變。 

針對台灣師大國語中心報紙新聞課程《新聞選讀一》，設計網路遠

距同步和非同步課程，其課程定位為「輔助實體」的課程。研究的方法

採「發展研究法」：進行發展《新聞選讀一》課程的網路輔助教學課程，

由原本的學生需求問卷調查，歸納結果分析，結合遠距同步視訊軟體和

非同步的網站伺服器架設，組成「綜合型」的同步和非同步網路課程。

並進行一學季的教學測試，同時探討「混合式教學」中，虛擬和實體課

程之間的關係。 

同時進行「非正式」的訪談教學測試的受試學生，根據學生意見，

在教學過程當中，不斷地修正遠距教學內容。由於筆者負責本教學研究

的網路教學試驗部分，藉由教學互動和檢討，不斷讓網路遠距華文新聞

輔助教學課程，更具教學成效。 

在教學測試之後，針對所設計的輔助教學網站，再繼續進行學生和

專業華文教師的評鑑：希望尋出網路遠距華文同步教學和非同步教學的

教學活動，其尚待改進之處。希望可以減少網路教學活動中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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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所提網路遠距華文教學的需求之後，本論文研究針對華文

報紙新聞輔助教學部分，進行教學活動設計和教學測試。本教學設計採

ADDIE 數位教材設計模式，一共五個步驟：分析（Analysis）、設計

(Design)、發展(Development)、建置(Implementation)和評鑑(Evaluation)。 

本網路遠距教學活動發展，參照（表 3-1），且因應本測試情況分

為四個階段：在第一階段進行探知「新聞課程學生需求」，並同時分析

所需「軟體」和「適用硬體環境」，並且整合實體課程的輔助需求。第

二階段開始選定輔助教學的對象，並且選定非同步的多媒體輔助教材，

並開始架構出非同步網站雛形，同時也和同步軟體公司，進行洽談和環

境測試。 

 

表 3- 1 教學活動設計發展模式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1.需求問卷設

計 
2.調查學生需

求 
3.軟體分析選

用 
4.教學環境調

查 
5.實體課程需

求整合 

1.界定教學目

標 和 輔 助

對象 
2.選定非同步

教 材 的 原

則 
3.設計網站雛

形 
4.同步軟體測

試 

1.發展電視新聞輔助教材及

評量. 
2.教學測試：遠距同步教學、

非同步網站建置 
3.同步教學活動和非同步網

站功能因應需求需定 
4.反覆測試和排除困難 

*發展評鑑問

卷 
1.根據教學測

試 的 建 議

修正 
2.學生評鑑 
3.教師評鑑 

2003.11 月中旬 2003.12 月上旬 2003.12 月 12～2004.02/28 2004.3月 7-11日
2004.3 月 19 日 

兩週 兩週 十週 三週 

（註：本模式參考改編自張淑萍（2003）數位化教材設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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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實體課程自開始十二月初即開始，故立即針對所選定的輔助

教學班級，進行細部的輔助教學目標，並且因實體教材，界定選用的電

視新聞影片範圍或主題，並且測試遠距同步軟體，並且逐漸豐富網站內

容。在第三階段：依照實體上課進度，建置非同步的輔助網站，並且在

每週五的一小時實體上課時間，進行網路同步互動教學測試，在十週內

不斷建置、發展、修正，以符合輔助課程班級的需求。第四階段，根據

第三階段的教學測試的訪談結果和建議，修正網路遠距華文教學，並且

同階段發展評鑑問卷，並在三週之內，進行學生評鑑和教師評鑑，希望

藉由評鑑結果，再次讓本網路遠距華文教學模式更具完整。

以下第一節針對「第一階段」的華文新聞輔助教學需求調查，陳述

如何蒐集該項問卷資料。第二、三節針對第四階段的學生、教師評鑑問

卷，敘述如何進行評鑑，蒐集該項研究資料。並且簡述問卷發展過程。 

第一節 華文新聞輔助教學問卷調查 

一、問卷和實行 
為了瞭解外籍華文學習者對於中文新聞的學習情況，以該問卷探求

中高級課程「新聞選讀」和「電視新聞」輔助課程的需求，以瞭解學生

在學習之餘，是否需要任何協助或是需要什麼樣的多媒體教材輔助。問

卷內容詳見附錄一。

該問卷發展，請益國語中心教師，在協商討論的情況下，針對新

聞相關課程的輔助需求，發展基礎問卷。內容分為四個部分：包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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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背景資料，二、使用電腦和網路的情況，三、調查新聞課程的輔助

需求，四、學生中文能力自評、電視新聞和報紙新聞的關係，以及接受

輔助教學的意願填答等。 

針對新聞課程輔助教學的學生問卷結果，其施測日期：2003/11/24

～11/28，該次發放問卷共 95 份，回收有效問卷 62 份，回收率 65.26

％。本問卷填調查針，對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的「新聞選讀相關課程」

學生，進行普查，已瞭解新聞課程相關學生的學習情況，以及是否需要

輔助教學。 

二、受試者的背景分析 
本次問卷針對就讀台灣師大國語中心中文新聞課程的九十二學年

度第二學季的外籍學生—已註冊學習—就其學習經驗，表達對課程是否

任有任何學業需求；此外，也調查預選新聞相關課程的學生，而由於實

驗對象為第三學季新聞課程的學生，所以也納入施測範圍。 

本問卷調查以台灣師範大學的國語中心，92 學年第二學季的「新

聞選讀一二」和「電視新聞」的 58 位學生（回收 44 份，回收率 75.86

％），以及第三學季預選「新聞選讀一二」的 37 位學生（回收率：48.65

％），作為施測對象，發放問卷共有 95 份，回收 62 份有效問卷，問卷

總回收率為 65.26％。（請參看表 3-2）本次問卷調查中，92 學年第二

學季中，有 14 位學生預選下一學季同類課程，本問卷並未重複施測，

施測時已經扣除預選中的原就讀學生。而第二學季的新聞選讀一、二課

程中，各有一個單人班級14；在第三學季的預選中，並未有人預選電視

                                              
14單人班為一位教師和一位學生進行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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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課程以及個人班課程。 

表 3- 2 九十二學年國語中心新聞課程 同步網路教學問卷施測情況15

 
  

新聞 
選讀一 
人數 

(班數) 

問卷 
回收 

新聞 
選讀二

人數 
(班數) 

問卷

回收

電視 
新聞 
人數 

(班數)

問卷

回收

發放 
問卷 
(份) 

回收 
有效 
問卷 
(份) 

回

收

率

(％)
團 
體 
班 

38（4） 30 12（3） 11 6（1） 2 
第二 
學季 單 

人 
班 

1（1） 1 1（1） 0 0 0 

58 44 75.9

第三 
學季 
預選 

團 
體 
班 

31（5） 15 6（2） 3 0 0 37 18 48.7

施測人數 
回收 70 46 19 14 6 2 95 62 

回收率 
（％） 65.71 73.68 33.33   

65.3

 

由於施測時間是第二學季（03/11/24～11/28）的最後一個星期，已

經有許多學生先行回國，所以雖為針對新聞課程學生的普查，但仍有許

多學生未能實際填答。 

表 3- 3 九十二學年國語中心新聞課程 同步網路教學問卷結果分析 

課程 回收份數/
施測人數 

單項 
回收率 

佔總施測 
人數比例 

佔有效 
回收問卷比例 

新聞選讀一 46/70 65.71％ 73.68％ 74.19％ 
新聞選讀二 14/19 73.68％ 20.00％ 22.58％ 
電視新聞 2/6 33.33％ 6.32％ 3.23％ 

 62/95  100.00％ 100.00％ 

                                              
15 92 學年度第二學季的 58 位學生（回收：44 份）回收率:75.86％。92 學年度第三

學季的 37 位預選學生（回收：18 份）回收率:48.65％。以上未計入兩期重複選課就

讀學生（不計入預選中的原就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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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3-2，可以看出該次的問卷結果，「新聞選讀一」課程在相

關中文新聞的三門課程中，接受問卷人數最多（73.68％），而有效問

卷所佔比例（74.19％）亦是最多，而「新聞選讀二」居次（22.58％），

而「電視新聞課程」的有效問卷最少（3.23％），如此看來「報紙新聞」

所屬的「新聞選讀一二課程」施測人數最多（93.68％），其有效問卷

最多（96.77％），故本問卷結果可推測「報紙新聞課程」的學習情況

和輔助需求。而後續為求精準，國語中心以及筆者，選擇本次有效問卷

最多的「新聞選讀一」課程，進行需求規劃，並且進行遠距輔助實驗檢

測，該問卷結果分析，請參考表 3-3。 

根據本項教學需求調查，並且下一學季，新聞選讀二預選人數不

多，且電視新聞課程無人預選，決定選擇「新聞選讀一」課程班級，做

為教學測試的對象。 

第二節  學生評鑑的施行 

一、學生評鑑（問卷）的來由 
經過了新聞網站的需求分析問卷調查，且根據調查結果，進行遠距

同步暨多媒體輔助教學，在進行一個學季的試驗之後（2003.12.02- 

2004.02-28），輔助教學模式和內容大抵完善，為了進一步探求學生遠

距華語文學習的偏好程度，以及遠距教學和多媒體網站之間的關係，遂

進行第四階段的的學生使用測試，並在測試之後，進行問卷評鑑16。 

該次學生評鑑問卷，分為四大部分：基本資料、電腦使用和語言課

                                              
16 學生評鑑問卷詳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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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及使用教學網站的教學成效，以及使用遠距網路進行華文學習的

意願。其中第三個部分的問卷設計，偏重詢問於「同步的互動功能」，

以及和「同步」和網站「非同步」設計的關連，因為篇幅關係，該問卷

並未直接探問網站的非同步設計，如：影片、聽力測驗是否能夠幫助同

步學習等，該份問卷內涵聚焦於教學網站的「同步的功能」，以及和非

同步功能的「關係」。 

該份學生評鑑問卷重心，欲學生評鑑同步教學成效。問卷問題來源

針對教學測試中的網站設計功能，側重於同步教學功能，和非同步網站

內涵的互動。該份問卷僅用來協助教學網站的改善，問卷的第四部分（學

習意願部分），則作為網路輔助華文教學課程的參考。該份問卷經由指

導教授信世昌博士協同設計和認定。 

二、學生評鑑的執行過程 
本次施測對象共有 49 名，必須修讀過國語中心《新聞選讀一》課

程，或其中文水平已達漢語水平中等A級17，才可以參與本次測試，受

試者包括該學期未續讀國語中心的學生。 

該次的受試者來源，是由試驗執行者到國語中心內的《新聞選讀

一》、《新聞選讀二》、《報章雜誌》等，等同或高於新聞選讀一的課程班

級，進行宣導，希望學生自願參加，參與試驗學生，則事先發與網路講

義紙本，希望學生事先閱讀。此外參加學生若全程參與並且完成問卷，

則給予一百元薄酬，聊表感謝。 

                                              
17 依照台灣師大國語中心的課程規劃，修習《新聞選讀一》課程完畢，應該相當於

「漢語水平考試」的第八級，獲中等水平考試A級證書，屬於中高級的中文課程。

請參考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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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評鑑地點於 2004 年 03 月 08 日至 12 日，為期五天，如同遠距

的教學測試，師生在不同的教室，學生端配有一名助教，負責協助學生

使用軟硬體、排除問題，在國語中心的電腦教室，共有 49 人，每次參

與人數 4-8 人，略低於國語中心一般語言課程的人數18，一共進行八個

梯次的測試，進行時間為 2 小時至 2.5 小時，活動時間分配和內容，請

參看表 3-4 和 3-5。 

表 3- 4 學生評鑑活動：活動流程和時間 
時間 活動內容 

0.5～1 小時 網站、軟體簡介和熟悉操作介面 
1 小時 遠距同步教學測試 

0.5 小時 評鑑問卷施測 
 

測試內容：軟硬體介紹和熟悉操作方式；網站簡介和登入；多媒體

輔助網站簡介；遠距同步教學登入：而因本試驗重點為「使用遠距同步

軟體進行華文教學」，所以在簡介系統之後，便依序進行七項測試，請

參看表 3-6。 

表 3- 5 活動梯次時間和參與表 
梯次 日期/時間 參與人數（人） 

1 04.03/08（一）10：10 8 
2 04.03/08（一）14：10 7 
3 04.03/09（二）10：10 5 
4 04.03/09（二）14：10 7 
5 04.03/10（三）10：10 4 
6 04.03/11（四）10：10 5 
7 04.03/11（四）14：10 7 
8 04.03/12（五）12：10 6 

 49 
 

表 3- 6 學生評鑑活動：軟體體測試 

                                              
18 師大國語中心中文課程，最多 12 人，低於 8 人，則不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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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測試硬體 搭配軟體 硬體測試要求 

1 耳機 
調整戴耳機的方式，保持較為舒服的角

度。調整音量，能夠聆聽師生談話、串流

影音檔案時，音量合宜。 

2 麥克風 

微軟視窗

系統音量

調整 測試主機可以接收說話者的聲音，且要求

受試者，將麥克風靠近嘴巴下緣，方便接

收聲音。 

3 滑鼠 
若討論版、控制台未開啟，可以使用滑鼠，

進行開始。使用滑鼠點取「發言鍵」，並

且開啟切換「第二影像視窗」等功能。 

4 
網路 
攝影機 

調整攝影機的位置，且在 Web-Office 軟體

的「會議室」，可以清楚看到自己的臉部

影像。 

5 手寫板 可以使用手寫板在「討論版」上，進行手

寫或是畫線、標明重點。 

6 鍵盤 

Web-office
會議室 

調整為微軟新注音或是拼音輸入法，可以

在會議室的「文字交談框」中進行中文輸

入。 

 

在進行測試硬體的同時，也介紹遠距同步教學所搭配的硬體，與軟

體之間的關連，要求每位受試者親自使用，熟悉軟體介面和硬體之間的

關係，也順便體會網路同步教學，藉由各項硬體和即時網路傳輸，進行

互動。 

三、受試者的背景分析 
根據本次的受試者的背景資料，女性佔了 77.6％（男女比例約為 1：

3.5），相較於輔助教學需求問卷調查的 1：2，在在顯示學生群女多於男

的情況。而在受試者的國籍、教育程度、年齡方面，都和第一次問卷調

查結果相仿，年齡平均為 26.12 歲，81.7％為 20～30 歲之間。74％受試

者為東亞的日韓或東南亞的學生。67.3％試者具有大學學歷，較輔助教

學需求問卷（第一次問卷）結果不同之處：擁有碩士教育程度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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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 19.2％，該次受試者近九成擁有大學以上的學歷。第二次受試者

的背景大致和第一次相仿。 

因為本試驗要求受試者必須是《新聞選讀一》課程以上的中高級學

生，所以學習中文的時間，77.6％學習中文有兩年以上，該題驗證所要

求的受試者資格大致符合。 

輔助華文教學網站的學生評鑑結果分析，請參看第六章第一節。 

第三節  教師評鑑的施行 

一、教師評鑑（問卷）的來由 
本教學研究歷經第一階段的「學生輔助教學課程的需求問卷調

查」，且根據調查結果，進行第二階段「遠距同步暨多媒體輔助規劃和

教學」設計，第三階段進行了一個學季的「教學測試」（2003.12.02 

-2004.02-28），輔助華文教學的網站和功能，已具備了應有的功能，為

了進一步探求學生遠距華語文學習的偏好程度，以及遠距教學和多媒體

網站之間的關係，遂進行第四階段的「學生評鑑」，並在學生評鑑之後，

為求整個教學模式的完整，所以設計了第二份教師評鑑問卷，邀請國語

中心教學資深老師，針對多媒體輔助華文網站、遠距同步華文教學，進

行教學成效的評估。 

 

二、教師評鑑的執行過程 
教師評鑑日期於民國 93 年 3 月 19 日在國語中心五樓的演講廳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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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用五十分鐘進行整個教學模式的展示，以演講的模式進行，受試

者在台下，觀看「遠距同步教學錄影」和「遠距教學和多媒體輔助華文

網站的功能」之後，進行該教學模式的問題討論互動，讓現場老師更加

瞭解此教學網站的功能。接著進行該問卷評鑑。（參看表 3-7）本次教

學施測共有 39 位老師報名，33 位到場，回收有效問卷有 21 份，回收

率為 63.63％。 

 
表 3- 7 教師評鑑：活動流程 

施測時間 活動 時間 

12：30～13：20  教學成果展示：新聞選讀一多媒體

輔助教學網站和網路遠距同步教學 50 分鐘 

13：20～13：35  展示的問題互動 15 分鐘 

13：35～14：10  問卷施測（受試者現場要求有關問

卷的任何問題回答） 35 分鐘 

 

回收有效問卷中，僅有一名男教師（4.8％）填答，受試者的年齡

平均為 43.64 歲，其教學年資平均為 15.64 年，曾任教「新聞選讀」課

程高達 95.2％，或任教「六級」以上的課程也有 85.3％，但是曾經使用

過多媒體進行華文教學，只有 33.3％，大部分都沒有此經驗。故本份問

卷結果，可以顯示「傳統課室華文報紙新聞教學」對「同步遠距和多媒

體輔助華文網站教學」的看法。 

輔助華文教學網站的教師評鑑結果分析，請參看第六章第二節。 

第四節  輔助教學環境的設定 

本節闡述教學網站中的同步教學的套裝軟體，以及教學環境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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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節的內涵，用來支持教學測試的縝密性。 

本教學測試原本想要使用免費的的即時通訊軟體，但是因為和教學

環境的網路關係，有很多非筆者單獨且在短時間可以解決的問題，所以

最後放棄使用。但是這在本實驗的教學測試上，有莫大的重要性，故其

測試羅列如下，並比較和本測試所使用的軟體。 

目前全世界越來越多人使用即時通訊軟體，而台灣地區19更有數百

萬使用該種軟體，用來線上溝通。即時通訊軟體用來作為教育之用，就

功能和頻寬發展，都已成熟，並且該種軟體具有商業利益，廠商快速更

新功能，更提供了線上教學一個新的契機。 

一、即時通訊軟體和視訊軟體的分析 

本教學測試的同步教學部分，起初預計採用免費的即時視訊軟體，

作為網路同步線上教學的媒介。 

（一）台灣使用即時通訊軟體的情況 

即時通訊軟體，在網路上註冊之後，便可以使用即時（Real time）

的文字訊息互動，如：MSN Messenger、Yahoo Messenger、ICQ 等；藉

由麥克風、網路攝影機（Web-Cam）可以提供線上即時影音互動，可

以看見對方的影像、聽見聲音。而進行溝通交際；有些還可以使用「電

                                              
19根據 2004/05/24 的工商時報，目前台灣最流行的即時通訊軟體為微軟公司所產的

MSN Messenger，有 655 萬人註冊，經常使用的人有 587 萬人，而另計入同登入系

統的Windows Messenger，則全台有 739 萬的註冊人口，佔了台灣使用即時通訊軟體

的 93.0％。其次為YAHOO Messenger，註冊人數也有 412 萬人，而即時通訊軟體的

元老ICQ，和 20003 年底剛進軍台灣的中國大陸騰訊科技的QQ軟體，僅有十二萬的

活躍用戶QQ，則在台灣的使用者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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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白板」，供繪圖、寫字溝通；而這些通訊軟體還提供「線上傳檔」，可

以藉此分享、傳遞檔案；除了以上的功能，還符合流行文化。提供動態

圖示來簡潔表達心意或意思。如表達心情的笑臉、哭臉、疑惑轉眼睛等，

或是電話、月亮等表達生活事務的圖示。而即時通訊軟體。還有其他外

掛功能，如 MSN Messenger shell 直接傳遞手寫功能，或是 Yahoo 

Messenger6 所提供的人物造型更換功能等。 

就文字、影像、聲音和檔案的同步傳輸而言，已經能夠符合本遠距

同步華語文輔助教學的需求，而且即時通訊軟體對於使用已經不陌生

了，同時因為免費，可以初步列入同步教學軟體考慮之列。 

（二）即時通訊軟體的測試 

 台灣目前最流行的即時通訊軟體， 如 ： Yahoo Messenger、MSN 

Messenger、Eyeball chat 和 CU-See Me 等軟體進行測試，除了檢測其功 

能之外，還測試台灣師大國語中心的電腦系統、網路系統，是否可以使

用。 

1.功能比較（請參看表 2-23） 

就網路同步視訊溝通功能而言，以上四款軟體都能夠達到支援多對

多文字溝通的功用，所以如果拿來使用，就文字傳訊互動教學，所有同

學都可以同時藉由文字傳訊溝通。針對視訊溝通部分，除了 CU-See Me

和 Yahoo Messenger 支援多對多的視訊溝通功能，其他都不行，但是在

測試的過程當中，一對一的視訊互動，即需要 150Kbps 以上的傳輸頻

寬，若在多對多個情況之下，便會癱瘓網路，這是一個急迫的問題。而

如果是一對一的語言教學或是線上聊天學習，則Yahoo Messenger6.0 及

MSN Messenger 6.0 都已經提供充足的功能了。而 NetMeeting 的功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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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被 MSN Messenger 6.0 取代了，功能雷同，但是 MSN Messenger6.0

的功能更加完整。 

就教學功能而言，CU-See Me 和 MSN Messenger 提供電子白板功

能，適合做為圖示講解之用，如：簡圖或示範中文字的筆畫等，但是

MSN Messenger6.0 版本，僅能在雙方都是 XP 的作業系統下，才能使

用電子白板，所以如果是碰到不同的作業系統的電腦。還是不能使用該

項功能。 

就使用人數而言，Eyeball Chat 在美國和台灣兩地進行文字傳訊，

則會有亂碼的情況，雖然介面簡單易於使用，但是無法呈現中文。如果

是在台灣境內使用，雖然無法看到介面上的中文，但是可以使用中文進

行打字。其優勢在於「可以整合 MSN Messenger 和 Yahoo Messenger

的使用者」，在同一介面之下，包括己方，可以同時出現三種不同的帳

號使用者。所以可以囊括不同的使用者。 

就功能比較和對比教學需求之後，考量「影音傳輸」、「使用平台

廣度」、「是否免費」和「電子白板」，就多對多的影音傳輸功能，挑

選 Yahoo Messenger5.0 作為首要測試遠距同步教學的軟體。其次挑選具

備電子白板功能的 MSN Messenger 6.0，作為次要的選擇。而由於

CU-See Me 需要購買，Eyeball Chat 則會產生亂碼問題，所以暫時不在

考慮當中。 

2.即時視訊軟體的環境使用測試20： 

在中心電腦教室進行實地測試的時候，不管是上午、中午或是下午

                                              
20 測試時間：2003 年 8 月，所測試版本截至論文編寫時（2004 年 6 月），都已有版

本升級。如：MSN Messenger6.0 已改版為 6.2 版，Yahoo Messenger5.0 已經升級為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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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以中午以後）學生人潮湧入中心電腦教室使用網路，學術網路頻

寬為多人分享使用。所以視訊影音測試，造成很大的障礙。如：Yahoo 

Messenger5.0 的聲訊溝通，若網路壅塞的時候，聲音便會斷斷續續，而

影像停格狀況更為嚴重，影像模糊，若是關閉影像，聲音會更清楚一點，

但是還是不具教學效能。而 MSN Messenger 6.0 則因為防火牆或系統不

明原因，一直不能建立影音連線。軟體與環境的多次測試之後，僅能宣

告即時通訊軟體不適合在本次教學環境使用。但是依照功能而定，免費

即時視訊軟體已具備基礎的遠距同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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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 視訊會議軟體和即時通訊軟體的功能比較 

 軟體 CU-SeeMe 
3.1.2 

Yahoo 
Messenger 

5.0 

MSN 
Messenger 

6.019

NetMeeting 
3.1 

Eyeball Chat

環

境 
適用 

平台 
Windows95/9
8/NT4.0/Mac 

適用於各種

微軟系統 
適用於各種

微軟系統20
適用於各種

微軟系統 
適用於各種

微軟系統 

鍵盤打字 
多對多 

(透過聊天站) 
多對多 多對多 一對多 

多對多 
(亦提供聊天室)

離線留言 ╳  ╳ ╳ ╳ 
表情符號 ╳   ╳ ╳ 

文

字

傳

訊 
電子信件    ╳ ╳ 
聲音/影像  21     影

音 白板  ╳   ╳ 
傳檔 ╳    22

附註 
其他 

必須登錄至

聊天網站，類

似聊天室後

才能開始視

訊或一般打

字聊天 

可使用其他

網站查詢資

訊，如天氣、

英文單字，透

過電子地址

當作帳號登

入 

提供網路資

訊以及其他

連結，透過電

子郵件地址

當作帳號登

入 

必須經由輸

入ip位址，才

能夠使用，功

能較msn少 

可以和MSN
和Yahoo的使

用者，進行打

字交談。就影

音訊而言，使

用 較 為 簡

單。 
費用 索費 免費 

 

                                              
19 微軟Windows XP作業系統內附Windows messenger，文字傳訊功能和MSN 
messenger，但是使用限制更多，如：不同作業統的Windows messenger，不能夠影音

通訊。因為功能和MSN messenger雷同，所以表中不討論Windows messenger。 
20MSN Messenger6.0 只有談話雙方都是XP視窗系統才能提供影像傳輸 
21Web-Office、CU-SeeMe和Yahoo Messenger可以多對多進行視訊互動，其他僅能一

對一。 
22Eyeball Chat較MSN Messenger6.0 和Yahoo Messenger5.0 容易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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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Web-Office 視訊會議軟體的選用 

 因為頻寬和網路設定，遂轉向求助於商用視訊軟體，在此感謝遠古

科技公司提供所代理「即時互動式遠距教學通訊服務軟體」Web-office 

23，供本研究做教學測試24。 

1. Web-office 的低頻使用和多點互動 

 Web-office其特點在於「多點傳播」和使用「窄頻網路」，其允許

多人在網路上進行同時互動25，同時使用視訊和音訊進行互動，最低需

要 24kbps26，亦即在使用電話撥接網路(telephone modem)27，也可以進

行最基本的同步影音互動。相較於免費的即時視訊軟體28，該兩點為遠

距同步多人語言溝通交際，提供成功的可能性。 

2. Web-office 所需的硬體和軟體 

 「Web-office」為即時互動通訊的伺服器(Server)軟體：處理遠距影

                                              
23 Web-office軟體是由美國HomeMeeting公司出產，在台灣由遠古公司代理。 
24 該軟體相關內容，請洽遠古科技有限公司，或網站http://weboffice.chinatimes.com
25 伺服器Web-office軟體，提供多人網路遠距線上影音互動，若系統負荷得當，最

高可以有 250 人同時上線，但是連線人數不同，軟體費用亦不同。 
26 該公司建議，為維持好的影像和聲音，建議視訊和音訊各採用 24kbps，合計為

48kbps，電話撥皆使用者仍可使用。 
27 電話播接的傳輸速度為 56kbps(每秒 56kbits) 
28 請參照表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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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同步。其客戶端 （client）為 JoinNet 軟體，則為免費下載：負責接

收或傳輸使用端自 web-office 伺服器所發送的資料。針對其客戶端

JoinNet 軟體，和即時通訊軟體同屬免費，其影音同步傳訊功能可以適

用於微軟各種作業系統，此點較前文所探討的即時視訊軟體為佳。「其

他」一項，所需的硬體設備，也是其他免費即時視訊軟體，所需的硬體，

如網路攝影機和音效設備等。 

表 3- 9 即時互動式遠距教學通訊服務軟體的硬體需求 

 
Web-office 
伺服器 

JoinNet 
客戶端 

 索費 免費 
電腦中心

處理器 
Pentium III 800MHz 以上 Pentium III 333MHz 以上 

作業系統 

 Windows NT Workstation 
4.0 with Service Pack5.0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Windows Server 
 Windows XP 
 Linux 

 Windows 98 SE 
 Windows ME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Windows Server 
 Windows XP 

記憶體 256MB 以上 64MB 以上 

其他 （未列） 

 微軟 Internet Explorer4.0
以上 

 音效卡 
 麥克風 
 擴音器/耳機/喇叭 
 網路攝影機 

（註：本表內容參考整理遠古公司 Web-office 軟體宣傳單） 

3.JoinNet 所提供的教學功能 

 客戶端 JoinNet 軟體，免費讓使用者使用，分為三個視窗：會議室、

 92



討論版、控制台。除了免費的文字傳訊、線上影音溝通交際之外，另外

提供了電子講義視窗（包含電子白板功能）、亦可以同步展示滑鼠移動

路徑和進行標記和書寫，在互動方面，師生可以同步觀看網站、進行投

票和統計、指定發言，或是將發言權和控制權暫時讓學生控制。 

 
表 3- 10 即時互動式遠距教學通訊服務軟體的功能分析 

 功能 

會議室 

1. 同步多對多文字傳訊 
2. 同步多對多影音溝通互動（最多同時四人，包含教師。第五

人欲說話，須排隊，等前者移轉發言權） 
3. 同時觀看發言者的影像（最多同時四人） 
4. 物件拍照且上傳 
5. 手動調整傳輸品質 
6. 進行同步錄影（包括影音、互動文字傳訊、滑鼠路徑、電子

講義） 

討論板 

7. 有電子講義視窗（可上傳圖片、WORD、EXCEL、
POWERPOINT等，或可展示電腦視窗） 

8. 教師和發言者可以標記電子講義 
9. 可下載電子講義、檔案 
10. 可遠端遙控客戶端電腦 
11. 可共同瀏覽網站（亦可將網頁轉成圖片，進行標記） 

控制台 

12. 可線上投票和統計 
13. 教師指定學生發言，由學生主持發言 
14. 教師可以控管學生（強制離開等） 
15. 提供離線影音多媒體留言 

其他 
16. 提供離線影音留言 
17. 可以控制時間點、或是電子講義張數，進行非同步收看錄影

檔案 

 （註：表格內容摘要整理自遠古科技公司） 

相較於免費的即時通訊軟體，多了很多教學功能，另外客戶端 Jo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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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表情符號」、「傳送電子信件」的功能，但是兩者在本教學試驗

中，可以由其他功能替代。除了涵蓋了免費即時通訊軟體的功能之外，

另外提供了教學互動同步錄影功能、教師線上發言管理機制，這讓網路

遠距同步互動，實現了教學互動。 

二、非同步網站和伺服器架設以及教學環境的硬體情況 

（一）伺服器的主機架設和客戶端的電腦 

因為經費問題，所以預計把同步教學的Web-office伺服器，和本教

學研究所需的「串流影音伺服器」（Streaming Media Server）、 

「檔案傳輸伺服器」（FTP Server)和「網站伺服器」（Web Server）， 

四種不同分工的伺服器架設在同一部主機中 29 ，為了避免和主機作業

系統的衝突問題，檔案傳輸和網站伺服器採用軟體為IIS5.0（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5.0），而串流影音則是採用 Microsoft Media 

Server。四個伺服器分工如表 3-11： 

 伺服器主機和學生電腦配備，如表 3-12，伺服器主機供給同步和

非同步之用，學生電腦配備提供多媒體影音學習之用，另有手寫板可

                                              
29 因為將Web-office和其他伺服器架設在一起，發生的實驗上的問題，請看評鑑和

結論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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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練習手寫輸入，伺服器主機也有相同配備，以供性能測試。但是學

生電腦裝設還原卡，裝設作業系統的 C 槽，為避免系統無端被學生修

改，或植入病毒，所以重開機之後，C 槽會自動還原。僅有部分電腦

規劃 D 槽，可以儲存。 

表 3- 11 伺服器分工表 

伺服器 分工說明 
Web-office  負責同步影音互動 
串流影音  負責新聞影片影音傳輸 
檔案傳輸  負責傳輸共享檔案學生個人影音歷程檔案 
網站  負責 ASP 和 HTML 網頁 

 
表 3- 12 試驗教學的硬體規格 

系統配備 伺服器 學生電腦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Professional  

Microsoft Windows 2000

電腦中心處理器

CPU 
Intel Pentium IV 3.0F Ghz Intel Pentium IV 1.5Ghz

記憶體 RAM 512MB 128MB 
硬碟空間 80GB 40GB 

其他 
搭配音效卡、網路攝影機 

耳機、喇叭、手寫板、鍵盤、滑鼠 

在網路同步遠距教學部份，師生藉由網路攝影機、音訊輸出工具

（如：耳機、喇叭）、輸入器具（如：鍵盤、滑鼠和手寫板），透過校

園網路，進入 Web-office 伺服器，進行互動。此外在非同步部分，師

生亦透過校園網路進入，使用瀏覽器（browser）進行觀看串流影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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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使用網站資源，並和 ASP(Active Server Page)資料庫，進行即時的

互動，其關係如圖 3-1。 

 

圖 3- 1 同步和非同步互動的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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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環境和遠距教學階段 

本研究的教學實驗教室，因應教學研究需要，分為兩階段，共十週，

而有不同的規劃。第一階段(前六週)，由於學生對於軟體和非同步網

站，不甚熟悉30，並且會有非預期的網路、電腦障礙，進行模擬同步教

學，師生同在一個教室內，由教師和助教指導學生使用電腦和處理突發

狀況。教室在國語中心六樓的電腦教室，電腦教室內有十三台電腦，其

中編號「教師電腦 01」在所有學生電腦的最前面，教師透過電腦廣播

器31為輔，或連線至Web-office伺服器為主32，進行模擬遠距同步教學。

（請參看圖 3-2） 

第二階段（後四週），師生隔離在不同的教室內，僅透過 Web-office

伺服器，進行遠距同步教學，學生教室則由助教進行攝影和排除障礙，

教學測試如表 3-13 所述。 

                                              
30 學生不願意另抽時間，進行電腦技能學習或補強。 
31 使用廣播器，進行同步教學：教師為示範電腦的執行步驟，或是展示電腦螢幕上

的內容，可以切換廣播器，讓學生自己的電腦螢幕上，看見教師電腦螢幕上的東西，

同時也控制了學生的電腦螢幕。也可以指定某一學生的電腦進行廣播，讓學生進行

教學示範。 
32 倘若連線至Web-office出現狀況，如：校園網路維修，伺服器主機有問題，或其

他不能解決的障礙，則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利，改為使用廣播器進行同步教學，教學

模式相同，差別在於學生不能控制自己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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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3 教學測試的時程規劃 

 時間 地點 情況 

第一階段 六週 電腦教室（師生）

模擬網路遠距同步教學 
透過 Web-office 伺服器為主 
透過電腦廣播器為輔 

第二階段 四週 
電腦教室（學生）

另一教室（教師）

網路遠距同步教學 
僅使用 Web-office 伺服器 

 
圖 3- 2 網路遠距華文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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