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語音教學網站之設計與考量 

本章討論筆者的語音教學的理念和網站設計之前的考量，語音教學應

從「面」教學著手，前製作時應考慮前置分析面向、整體設計面向、輔助

與管理功能。 

第一節  前製作 

一、前置分析面向 

1. 需求分析 

學習漢語時，面臨著教學資源不足、師資不足、以及教學訊息流通緩

慢的困難。因此，發展以網路來從事中文遠距教學的目的，是為了要彌補

教學資源與師資不足，並提供快速方便的訊息交流管道，就應預先做更廣

泛而精密的調查評估。由於網路具有國際性，其調查範圍亦應及於世界各

國具有學習華語市場之地區，尤著重於該地區之網路建設情況、中文教學

資源。 

 

2. 目標型態分析 

網路教學之基本模式有三種：1）以網路教材作為正規教學中的輔助教

學：2）遠距教學為主，但網路教材僅為其教學管道之一，其他尚可能包

括函授資料、電視廣播等管道；3）網路教學為主的遠距學習。 

 

3. 學習者（使用者）分析 

學習者的特性分析，包含中文程度、學習動機、需求及所需的協助都

應預先分析，作為教材撿選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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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設計面向 

在設計方面，必須將下列三者加以綜合：1）教材內容設計 ─ 根據已

決定的內容範圍，考慮如何將教材切割、連結、排序；2）教學設計 ─ 考

量呈現教材時所隱含的教學策略和教學方法；3）學習者介面設計 ─ 考

量教材文字、圖像及聲音之安排呈現的視覺與聽覺因素，以及學習者與教

材之間的互動因素。 

 

1. 教材內容設計 

教材內容即所謂的教學訊息設計，主要包含了教材的架構及教材的呈

現元素。在教材的架構方面，主要是設計教材的分割、連結、分層和次序。

例如一般的中文教材課程中，包括了課文、生字、句型解釋、語法分析、

練習、測驗、註解等等的內容，必須將之以超連結（hypertext）的方式加

以分層和連結，呈現樹狀或網狀的架構。在教材的呈現元素方面，除了一

般文字的內容以外，尚應基於學習效果的考量，適當地加入圖片、照片、

聲音和影像，以迎合語文教學的需求。其具體步驟為：1)確定內容；2)規

劃架構；3)教材切割；4)內容連結；5)多媒體教材製作（語音、圖檔、照

片、影片、電腦動畫）；6)電腦程式撰寫；7)測試與修改. 

 

3. 學習環境設計 

以教學設計理論為主體，結合語言教學理論：包括中文教學理論、第

二語言習得的理論；並考量學習心理學和認知學習的理論，以及相關之應

用領域知識，例如電腦輔助學習和遠距教學之理論與實務。 

 

4. 人機介面設計 

學習者與電腦網路介面設計，包括三個項目：1）畫面安排、位置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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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運用，即中文教材呈現的視覺因素的考量。2）聲音呈現與安排的考

量，即聽覺設計。3）教學的回饋功能，使用者的輸入訊息方式、圖誌（icon）

的隱喻和反應，即互動設計。 

 

5. 單元的教學步驟： 

參考舒兆民（2002），舒兆民、陳懷萱、林巧婷（2001）,應用教學網

站（請參考 http://tcsl.ntnu.edu.tw/writing）系統化的教學設計概念，設計單

元的教學步驟。 

1) 學習目標：說明本單元的學習目標。 

2) 準備活動：有 3 個活動項目，除了一般語言元音的最基本的知識以外，

還說明舌頭前後高低和嘴型、漢語單元音的類型和聲調，利用 flash 動畫，

引起注意力。 

3) 教學活動：有 3 個教學活動項目，利用漢韓對比和解說方式跟微軟公司

netmeeting 軟體，應用到教學活動。 

4) 練習活動：有 3 個練習活動。利用 flash 語音遊戲方式，找一樣的/yu/

的發音，自己練習詞和句子，練習完以後，寄給老師聲音檔。 

5) 聲音檔展示：有 2 個活動。參考建構主義理論，學生先聽同學的聲音，

然後可以打分數和寫意見。 

6) 課後測驗：利用 netmeeting 線上公開測驗。 

7) 課程評估：簡單的單元課程設計問卷，由學生評鑑單元教學相關部分，

給予評分。 

8) 自我評估：簡單的學習自我評鑑問卷，由學生進行評鑑學習過程與成

效，給予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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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助與管理功能 

在設計教材之時，亦須考略教學管理的問題，由於教材使用者皆由遠

端透過電腦網路聯系，如何僅以電腦網路來做雙向溝通並傳輸訊息，必須

在教材之外，尚有一些輔導功能，包括線上查詢、資料庫、和教學管理制

度。 

 

1. 協助諮詢功能 

在學習者遇到電腦操作或教材使用方面遇到困難時，能提供協助諮

詢，甚至針對學習者閱讀教材的情形提出教學建議；此外，亦應提供相關

教學資源的指引功能，即提供能直接串連連結至其它教學網站的工具項

目。而良好的教學網站更應具有收納學習者的建議和意見的功能，即提供

讓使用者能直接送電子郵件到該站的操作區域。 

 

2. 教學資料庫 

儲存個別學習者之上線資料、考試成績、學習路徑，使用該教材之意

見及討論的問題，允許學習者每次使用該遠距教材時能夠回顧先前的學習

狀況。具體項目包括：1）學習者資料：包括學習者個人的上線記錄、考

試成績、學習過程。2）考試評量資料：包括考試題目、自動批改。3）問

答資料庫：將學習者所提出之問題加以分類、並提供解答。4）主題討論

資料庫：提供討論區，透過電子郵件討論學習中文之意見。 

 

3. 教學管理制度 

當網路教材完成後，尚應具備完善後續的管理，以維護使用功能、改

進教材內容，並滿足學習者的需求，因此必須建立一套教學管理的制度，

由專人負責。具體而言應包括下例各項：1）學籍與註冊，2）教材增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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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3）作業批改與考試評量，4）意見回應與疑難解答，5）問題討論，

6）教學資料的傳遞。 

 

第二節 語音教學的理念 

一、 前言 

學習第二語言最終的目標是跟標的語的母語者一樣自然地說出來，但

是實際上大部分的溝通是不會因發音的細微差異和口音的些微不同而引

起阻礙。目前，在對外漢語教學上，大部分的發音研究是，先進行漢語跟

學習者的母語對比研究及分析，再預測學習者的錯誤和提出偏誤教學策

略，而發音內容也限制在輔音、元音和聲調上。王幼敏(1999)觀察到目前

在對外漢語語音教學中，存在著兩個對外華語教學界短期性和在聲韻調教

學中沒有重點的誤區，提出以下一些看法。 

第一，大部份集中在前幾週的時間教授拼音，但實際上只是引導學生

念單個漢字的「字」音，而沒有注意到漢語音節以上各語音層次的問題。

最初幾週的拼音教學是必要的，但是只是繁重的語音教學的開端，而不是

終結。因而語音教學不只是一個階段的教學，而應是分階段的長期教學過

程。 

第二，大部份只教單字的輔音、元音和聲調，結果學生雖會唸「漢字」，

卻不會說「漢語」（程裳。1997）。因此，漢語語音教學包括聲、韻、調三

方面的教學，三者中應以聲調為重點，聲調中應以實際的聲調為重點，即

要重視語調教學。 

第三，要有一套聲旁代表字、辨調代表字等的教學方法。 

第四，要有聲調、語調教學的專門教材。 

目前在台灣，語言中心實施一個學期內幾小時的拼音和發音教學，短

期的拼音和發音教學，「字」的聲韻調的教學，而不是「詞」的聲韻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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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教學。對外漢語語音教學除了輔音、元音的「點」教學以外，應包括

音節、聲調的「線」教學，同化和異化等的音韻變化、兒化韻、阿化韻、

輕重音和語調的「面」教學，所以筆者提出的理論是在語音教學上應設定

教學目標以後，設計發音的內容時，擴大到超音段的教學內容。指向系統

性的教學階段和方法。 

 

二、 對外漢語的語音教學內容 

2，1 語音教學內容結構的策略 

以語音教學本質的實際發音為主 

策略 1：在一般語音教學上，除了教導輔音和元音的正確發音以外，

還跟包含連續的發音和超音段的自然整體發音。 

策略 2：在溝通的功能觀點上，所教導的內容強調於普遍（自然發音）

而非局限於語音的結構上。除了音素教學，也要教學生音變後的實際音

質。例如：實際上漢語單韻母中的 o 在發音時，發音部位是有微小的變化

的。漢語中的 o 由於總是出現在 b、 p、 m、 f 之後，在發 o 時，由於受

其前面唇輔音的影響，在唇輔音聲母和 o 之間，實際上有一個過渡音[w]，

這是由於嘴唇打開後舌位滑動正好經過[w]的位置時自然產生的，[w]音短

且模糊（吳宗濟。1992）。 

策略 3：在音與義的區別上，雖然文法上很正確，但是已經失去了辨

別性的因素，在發音教學上並不教導。例如：學習者不能發「叢林」的「叢」

時，教師可以說「你從哪兒來」即「從」和「叢」一樣的發音。

在韓國話裡一般口語中有異形同音，在韓語的口語不能區別/ㅐ/和/ㅔ/、/

ㅒ/和/ㅖ/、/ㅙ/和/ㅚ/的音，/ㅚ/本來是單元音，一般人也常常說成複元音

，/ㅚ/、/ㅙ/沒有辨別性的功能。所以韓語語音教學上不必強調區別性。 

 

2，2 發音教學的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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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在發音教學上，必須包含音素單位的發音方式和認知。 

第二， 發音教學上，必須包含音節的發音方式和認知。 

第三， 在發音教學上，必須包含同化和異化等的音韻變化。 

第四，  在發音教學上，必須包含輕重音。 

第五，  在發音教學上，必須包含超音段特徵和語調。 

 

三、 授課的結構和方法 

이종은(1996)主張以培養正確的聽力能力和運用能力為主，先進行聽

力教學內容再設計，讓學習者自己感覺到發音的教學內容。實際的教學

步驟如下：先聽音節後跟著學 ─ 先聽再培養辨別能力 ─ 先聽文章後發

出音來 ─ 錄學習者的發音 ─ 邊聽教師邊糾正發音 ─ 聽寫。 

우인혜(1998) 提出有效率的糾正發音教學法。他主張學標的語的時

候，母語的干擾現象普遍，所以教學的時候，探索干擾減少的方法就是練

習正確的發音，並且多聽和多說標的語，教師進行對比研究。教學步驟如

下：提出一般錯誤的語料 ─ 說明錯誤的原因 ─ 強調糾正發音的必要性 

─ 學習者自己找出自己的錯誤─ 說明 ─ 教師耐心且細心的觀察。 

在一般語音教學上，大部分利用對比研究的結果，聽辨標的語和母

語、模仿標的語和糾正學習者的發音錯誤，這一些教學法注重獨立音素的

練習，反而不能進行整體的語音教學。 

所以筆者認為語音教學設計是在模擬語境環境下，以溝通為主，讓學習

者習得實際的發音，提出「引導─ 提示及說明 ─ 練習 ─ 應用 ─ 完

成」的一系列教學方式。 

所說的引導階段是引導、確定和介紹教學目標。如果漢語的唇齒音/f/

是教學目標的話，教師進入教室時，故意上齒咬下嘴唇也是一種方法。 

提示及說明階段是示範單元學習項目的發音，說明對比研究的結果和

正確的發音，引導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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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階段是學習者反覆練習發音的階段。最理想的教學方法是多聽多

練習標的語的發音。具體活動的練習如下： 

（1） 先聽再模仿 

（2） 練習最小的最近似的音 

（3） 發現錯誤及糾正 

利用錄音的資料或者經過學習者、同學和老師的說明，發現糾正錯誤的方

法，可以鼓勵學習者自己找出解決方法。 

應用階段是把學過的教學內容應用到溝通的練習階段，練習階段結束

以後，實際應用的階段即是對話、演講比賽和角色扮演的活動。 

完成階段的活動是整理學過的內容，鼓勵學生和提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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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學內容設計 

對外漢語教學的基本單位是以詞為主，零聲母的 xtd和韻母的û`m 是

第二章聲學實驗難點結果之一，為了精細設計，筆者只設計到 xt 的聲母。ϔ

 

一、教學內容 

參考現代漢語詞典（1996：商務印書館），選相關 xt 的音。ϔ

  聲調 n l j q x 零聲母 

hnmfϔ 1           yong 
ϔ ϔ  ϔ 2             

 ϔ 3             

 ϔ 4             

ûϔ 1           yu 
 ϔ 2             

 ϔ 3             

 ϔ 4             

ûdϔ 1           yue 
 ϔ 2             

 ϔ 3             

 ϔ 4             

û`mϔ 1           yuan 
 ϔ 2             

 ϔ 3             

 ϔ 4             

ûmϔ 1           yun 
  2             

  3             

  4             

表 4-1：相關漢語 xt 音 

1. 對比分析 

韓語的單元音中，有[i]、[o]、[y]圓唇與不圓唇的對立，但是[y]慢慢變

成複元音，所以韓語裡面只有[i]、[u]的圓唇與不圓唇的對立。對韓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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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漢語的圓唇元音與不圓唇的對立是針對韓國學生要首先強調的。在

[i]和[y]，[e]和[o] 這兩對圓展對立的音中，[i]和[o]相對來說易被學生掌

握。可以先從[i]和[o]開始，待學生掌握了以後再學習較難的[y]和[e]，學生

發[y]時，從[i]開始，先發一個[i]，然後保持舌位不變，同時嘴唇圓起來，

嘴唇同時要向前，就可以發出[y]了。 

通過聲學分析結果，韓國學生在圓唇單元音發音時的問題就是圓唇的

程度不夠；換句話說，有嘴唇的變化。解決問題的建議： 

先發一個[o]，再接下去發一個[u]、一個[y]，反覆幾次這個過程，讓學生

比較教師所發的前面的[o]和後面的[u]、[y]在圓唇程度上的區別。而通過

比較可以瞭解圓唇程度更大的特點。瞭解了[u]、[y]圓唇與[o]的圓唇的區

別之後，對[u]、[y]的唇形要做專門的強化練習，反覆操練，培養新的習慣。

也可以先不發出音而做唇形的單項練習。 

 

2. 自學指要 

要讓韓國學生自己體會到圓與展的語感，可選取設計音節、詞語的對

比練習來訓練。 

2.1 音節 

一ϔ 9ϔ魚ϔ 惡ϔ 9ϔ喔ϔ 伊ϔ 9ϔ無ϔ

業ϔ 9ϔ月ϔ dmfϔ9ϔnmfϔ 牙ϔ 9ϔ挖ϔ

銀ϔ 9ϔ雲ϔ dhϔ ϔ 9ϔntϔ 演ϔ 9ϔ遠ϔ

2.2 詞語ϔ

鹽份 - 緣份 前部 - 全部 妳的 - 女的 
餓者 - 握者 閒者 - 懸者 利子 - 驢子 
小寫 - 小學 先嘗 - 宣傳 起來 - 取來 

2.3 繞口令ϔ

（1） 去公園運動ϔ

（2）下雨天，去漁港買魚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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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雨季漁港缺魚ϔ

（4）呂兄拒絕娶徐女 

（5） 許允勇約略敘述全月捐血率 

 

二、教學順序 

在日常生活當中可聽到兩個人的對話，（在水果店裡）甲：這是什麼水

果？乙：葡萄。實際的語言行為當中最小的溝通單位就是詞，所以筆者認

為對外漢語教學是以詞為開始，安排教學順序時，按照教學環境隨時可

改。筆者在教學順序安排上先教漢語的音節結構，然後再慢慢開始教詞彙。 

1. 音節 

元音＋聲調 

元音＋聲調＋輔音 

2. 詞語 

3. 句子 

 

三、教材分析 

其分析原則包括：教材的數量與份量，即課數和單元；教材層次，即

初級、中級、高級等；教材分類，即聽力、閱讀、會話等；教材內容，即

一般教材和專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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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華語語音教學之網頁設計 

網頁設計，亦即前製作，可分為四個階段進行：教學設計、前置設計、

製作分析及腳本設計。在網頁教材設計者應考慮整體設計面向。 

一、 教學設計 

教學設計的主要目的在進行媒體製作的需求評估，從媒體在教學上可

能扮演的角色以及現有相關媒體資源的分析兩個角度加以探討。而製作教

學媒體最困難的其實也就是在這個構想內容、決定主體的階段，一旦確定

主體、目標和內容之後，後續的工作就簡單多了。 

1. 教學年級、教學科目、教學單元：配合教學需要，選擇製作的主體。 

a. 針對韓國學生初級階段的網站教學。 

b. 為了詳細精明地研究只做出一個教學單元 

2. 教材來源： 

製作電腦媒體需要許多素材，因此平時多蒐集、多累積，並做系統整

理，就顯得格外重要。各版本教科書、教師手冊、報紙、期刊、雜誌、書

籍、網路、專家及各種型式的媒體等，任何與主體相關的資訊都是可能的

資料來源，但運用蒐集的資料時切記不能侵犯版權。 

a. 在會話的部分參考朱川主編(1997：219)測試句的內容 

甲：姐姐，妳去哪兒啊？ 

乙：上街買東西。 

甲：給我買一把雨傘吧。 

乙：好，我一定給你買來。 

甲：你真是我的好姐解。 

b. 採用曾金金(1999)所錄製的播音員語料的聲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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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經驗與文化背景：與本單元目標有關的課程經驗，包括正式與非正

式課程；以及學生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因年齡、族群、社經、智商而異的

次級文化背景。 

 

4. 教學目標 

本媒體預期達成的教學目標，最好兼顧知識、技能與情意三個領域。 

a. 認得漢語的撮口呼跟韓文的圓唇音的差別。 

b. 認得韓國話ㅟ[y]實際音 

c.學會發漢語撮口呼之音。 

5. 內容大綱 

即教材內容綱要，為了使內容結構視覺化，內容大綱可以樹狀圖或流程圖

表示（請參考第四章第六節）。 

6. 教學理念 

從教材性質與學生特質，選擇適當的理論基礎，可從學習理論（請參考第

四章第二節）。 

 7. 已有的相關教學媒體分析 

教學應先充分運用已發行流通的媒體。已有的媒體應先行評估其適用性，

現有媒體仍不足時才進行開發製作（請參考第二章第四節）。 

 

二、 前置作業 

前置作業（前置分析）主要進行媒體製作可行的評估，評估的內容可

從下列幾項目著手： 

1. 創作主體的認識與分析：創作主體所涵蓋的專業領域、內容以及預期觀

眾的需求評估。 

2. 組織製作小組：例如製作人、執行製作、程式設計師、動畫製作、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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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等。 

3. 創作可行性評估：媒體創作還必須評估預算的多寡、人力和設備狀況，

以及完成創作所需的時間等。 

 

三、 製作分析 

製作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依現有條件初步決定節目製作的目的與方向。 

1. 製作目的：為了教學理想和技術與能力的磨練？甚至為了賺錢？ 

2. 使用者特質分析：學習對象在年齡、性別、能力、文化、經驗甚至消費

能力的評估。 

3. 使用者所需配備分析：螢幕大小、電腦主機及周邊設備、介面卡、記憶

體等使用者所需的基本電腦軟硬體配備。 

4. 現有製作資源分析：包括現有人力資源如美工、程式以及各種相關資

源；現有製作設備以及軟體。 

 

四、 腳本設計 

1. 分工合作 

製作成員若為各領域專長人才組成的小組，腳本設計之前最好召開創

意企劃會議，所有人員參與，進行節目企劃，例如程式人員與美工設計溝

通規劃檔案的檔名、格式、大小等各項細節。 

如果是個人製作，剛開始時，務必花一段時間蒐集資訊、構想。 

2. 決定內容 

經過前一階段的醞釀、構思之後，再進行內容的裁定與規劃： 

1） 擬定節目目的的、大綱與詳細內容。 

2） 決定節目內容架構與流程，可以用樹狀圖（流程圖）表示。 

3） 決定節目呈現的架構：標題畫面、主要內容若干、結束畫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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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腳本設計 

腳本的內容很重要，但多媒體製作牽涉的素材種類很多，細目和組織可能

十分龐大。為了提昇製作效率，製作流程必須有系統。 

1）腳本內容 

腳本內容裡應包含畫面設計、訊息設計、介面設計、檔案格式規劃等的部

分。 

2）腳本格式 

項目包括最終要呈現的畫面、按鍵名稱（人機介面）、畫面的設計理念與

製作說明、語音內容、文字內容、圖表內容、動畫內容、本畫面與其他畫

面的連結、音樂、音效、資料來源並表示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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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製作本課程所使用之軟硬體簡介
34

一、 硬體 

1. 電腦主機板 

主機板在一台個人電腦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關係著個人電腦的

擴充性與穩定性，並提供各種插槽，支援中央處理器（CPU）、硬體與記憶

體。 

2. 介面卡 

介面卡是一塊具有某種功能的版子，放到電腦後，電腦就增加了這種

功能，所以也可以說它是擴充卡，因它可擴充電腦功能。介面卡是一種泛

稱，所以使用者必須指明提供哪一種功能的介面卡，例如：跟解析度相關

的顯示卡、音效卡和網路卡等等。 

3. 其他常用輸入/出設備 

常用的輸入設備包括掃描器、數位照相機、數位攝影機；輸出設備包

括數位電視與可讀寫光碟機。 

4. 其他周邊設備 

多媒體無論運用在教育、訓練或簡報，除了必須呈現高品質的彩色影

像之外，更需藉助高品質的聲音輸出來強化影像所要傳達的內容。因此，

多媒體聲音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影像。然而，聲音卻是多媒體製作與播放時

最受忽略的一環。 

 

 

 

                                              
34 參考：江高飛等編著。2002.超世代計算機概論。台北：金禾資訊，吳權威、王緒溢。2002。

電腦概論實務第三版。台北：碁峰，陳會安。2001.JavaScript網頁製作徹底研究。台北：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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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WWW 功能分析 

WWW 全球資訊網屬於一種主從架構的系統，主從架構的主端是「伺

服器(Server)」，指的是 web 伺服器，在伺服器上儲存著 HTML 文件等網頁

文件和圖片等多媒體資料，從端是「客戶端（Client）」，也就是使用者執行

瀏覽程式的電腦，負責和伺服器溝通和讀取伺服器的資料，也就是 HTML

文件。如下圖所示： 

1) 客戶端 

 
2) 伺服端 

 

 

1. 客戶端網頁技術 

1） HTML 為 HyperText Mark up Language 的縮寫，是目前常用於 WWW

上超媒體文件的語言。HTML 必須是純文字文件，而且它的延伸檔名必須

是.html 或.htm。 

2）Java Script 

Java Script 和一般程式語言一樣，有變數、陳列、迴圈、邏輯判斷、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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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程式設計元素，同時它也是一種物件式的程式語言。通常內嵌在 HTML

中，只要開啟 HTML 檔案，就可以找到原始的 Java Script 程式，這些程式

可以複製到自己的 HTML 檔案中並做些修改配合自己的網頁內容。 

 

2. 伺服器網頁技術 

1）CGI(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CGI 程式是共通匣道介面提供 Web 伺服器執行外部程式的管道，而是一個

標準的執行檔，屬於一個外部程式，能夠使用各種程式語言進行開發，例

如：Visual Basic、C、C++ 或 Peal 等等。其應用程式的架構，如下圖所示： 

 

 

 

CGI 程式和 Web 伺服器溝通的介面是 CGI 介面，使用標準輸入（stdin）

和輸出(stdout)方式傳送資料，傳到 CGI 程式的是表單欄位資料和「環境變

數」也就是一些系統資訊，傳回的就是 HTML 文件。 

 

2）ASP(Active Server Pages) 

直接從英文字面上解釋是一種讓網頁在伺服器上動起來的技術。能夠將

Script 語言直接加上 HTML 網頁內，在伺服端產生動態的網頁內容。ASP

程式為伺服端的技術，因為 ASP 擁有功能強大的物件模型，所以 ASP 技

術的動力來源並不是程式碼本身，而是 ASP 提供的物件。整個 ASP 技術

因為擁有物件才能真正發揮強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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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軟體使用 

製作多媒體節目需要的元件包括文字、圖表、圖形、靜態影像、動態

影像、語音、音樂與音效等。 

1. 網頁編輯軟體 

目前常見的網頁編輯軟體至少有 MS Windows 內的記事本、MS Office

家族中的 Prontpage 和 Macromedia 公司的 Dreamwear。  

2. 影像處理 

影像處理軟體可以解決圖片在主題範圍、色彩、光線明暗、特殊效果

等各方面的問題。最常用的影像處理軟體是 Photoshop、PhotoImpact 和

Illustrator 等等。檔案類型有點陣和向量圖(bitmap & vector graphics)兩種，

兩者的特性與支援的軟體有顯著的不同。 

3 語音處理 

近來由於多媒體電腦日趨重要，音效卡已經成為個人電腦必要的配

備，不但音效卡品質逐漸提升，價錢也越來越便宜。音效卡品質提升的結

果，大多數音效卡都可以支援一般錄音以及 MIDI（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因此，一般人不但可以利用音效卡錄音、放音，就連作

曲、剪輯也已經不是專業錄音室的專利了。 

聲音檔案類型常見的有 AU、WAV、AVI 和 MPEG(MPG)。AU 雖然不

是個人電腦系統常見的檔案格式，但是全球資訊網上倒是十分普遍；WAV

則除了普遍運用於 Window 工作環境之外，同時也與 AU 檔共同構成全球

資訊網上聲音檔的主流；AVI（Audio- Video Interleaved）檔案格式主要是

由影像與聲音兩種資料格式所整合而成，是十分普遍的動態影像檔案格

式。另外一種 MPEG（Motion Picture Experts Group），依發展之先後，又

分為 MPEG-1 以及 MPEG-2 兩種，具有極高品質的輸出效果。目前 ISO

（Inter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正在發展（沒有 MPEG-3，MP3 則是 M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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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伸檔名）。 

常用的軟體如 Microsoft 附屬應用程式裡的錄音程式，最長只能錄 60

秒。另外有一些軟體如 Golden waves 以及 Media Studio Pro 同樣使用音效

卡錄音，但可錄時間不受限制。 

 
圖 4-1：Microsoft 錄音程式 

 

4 影音 

如聽不到看不到老師在傳統教室內上課教材的講解過程，所以就錄製

老師的教學過程以影音檔方式儲存，然後置於網路教學平台上供學生下載

收看。雖然以影音方式來播放老師完整的教材講解內容，但為了較好的影

音效果通常需要很大的儲存空間和網路頻寬。例如以 MPEG1 格式（320

＊240 pixels, 1.2Mbits/s）的一小時影音教材內容就需要 540M 位元組，即

使在寬頻網路下要傳輸也有困難：如果選用 H.261(64Kbits/s)的頻寬需求的

影音格式，還是會有因影音資料播放率與解析度過低，造成教學內容不清

晰，同樣會影響網路教學效果，所以如何選擇合適的影音格式錄製製作網

路教材，也是需深思熟慮的（許政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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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網頁製作前考慮項目 

設計網頁時有必要的考量，大概有四種；1）學習者電腦使用環境的考

量、2 單層次或複層次的考量、3）怎樣都實施聽、說、讀、寫教學的考量。

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 學習者的電腦使用環境 

在網路教學上利用什麼樣的技術來接近使用者的要求？學習者在什麼

樣的電腦環境下學習目標語？有關將來使用什麼樣的技術滿足使用者的

要求與因人施教的問題先必須分析教學的特性、提供的型態及要達成的目

標。在網站教學上可以實施的型態是什麼、應考慮容不容易使用提供或實

施的型態。在技術方面要考慮的部分是使用者的電腦環境、連接網路的方

式、傳送資料的速度與內容設計。 

網站教學設計時最先要考慮的部份是在什麼樣的電腦環境下、用什麼

樣的網路線來上網而上課。筆者的網站是推薦使用 pentium 以上的 cpu、

ie5.0, netscape4.5 以上的電腦環境。這樣的電腦環境是按照技術計畫實行之

前討論，先考慮使用者及提供者的電腦環境、content 的技術水準及寬度，

然後再開發網路教材，當然能滿足學生的要求。 

電腦使用者把想要的資訊點兩下以後等幾秒才看到？提供鮮豔的

graphic 、音響、照片很久下載學習者等不及看別的內容。總之，考慮開

發教材的技術水準按照未來普遍電腦技術水準而製作工具，或按照學習者

的目前電腦基本設備而做以 text 為主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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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單層次網頁或複層次網頁 

對建構主義論者而言，知識並不反映一種客觀的實在，由我們心靈的

建構性活動所產生，都有其主觀性的成分，都受到認知者的意向的影響。

建構主義學者強調，認知的過程在本質上是一種目標導向的有意識活動。

所以教學設計者應該注意學習內容的建構化。 

學習內容也應該建構起來，考慮提供給學習者一面一面的網頁，或者

提供給學習者在一層網頁下再放一層網頁式的方式。 

複層式網頁（Multi - liner）是學習者任意選擇想要學習的內容，符合

建構主義的學習環境精神，但是深一層想，對漢語語音教學設計方面學習

者任意選擇學習內容到底會不會有效率，換句話說，教學設計者先考慮難

易度，按照教學的步驟再設計教學內容，對漢語初學者來說容易接受單層

式（liner）的網頁。單層式網頁的缺點是如果學習者得到想要的資訊的話，

可能點許多次的網頁，容易減少興趣導致學習動機低落。 

所以筆者網站的設計方法是指向單層式的網頁，少用複層式的網頁。

單層跟複層不能單一個來討問，是互相彌補，最重要的是如何隨時利用單

層跟複層的方式，建立有效率的教學網站。我們需要深一層討論，及研究

什麼樣的層次才不會分散學習者的注意力，會在教學方面有效率。 

 

三、 怎樣實施聽、說、讀、寫的整體教學 

現有的漢語網站教材大部分以聽、讀為主，讀和寫領域大概除了讀、

聽 text 以外，包含詞彙文法、理解回答。 

評價漢語網站教材時，最成提出的部份是學習者跟提供者、學習者跟學習

者之間缺少互動而且偏重聽的領域，不容易學習說跟寫的領域。在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方面的技術越來越發達，對寫的領域來說，學習

者在鍵盤上可以打中文，用電子郵件的方式寄給施教者功課，隨時糾正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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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四、 其他因素 

1. 螢幕 

解析度（resolution）是指螢光幕上每一吋的點數，（dpi, dot or pixel per 

inch）。考慮解析度時，同時須考慮記憶體，因為檔案大小（記憶體）不變

時，畫面大小與解析度成反比。本網站採用 800*600 解析度。 

2. 語音檔的處理 

在設計過程中最主要考慮是聲音檔案的大小、聲音品質和傳輸速度三

者之間的妥協，為了避免檔案過大導致傳輸緩慢，利用Goldenwave軟體作

22KHz、單音（mono）、16Bit的採樣率35。 

 

 

 

 

 

 

 

 

 

 

 

 

 
                                              
35 最佳品質的採樣率是 44KHz，低品質的採樣率是 11KHz,mono,8Bit。信世昌（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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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本教學網站之介紹與範例 

站名：針對韓國學生的華語語音學習網站 

網址：http://tcsl.ntnu.edu.tw/phonetic（暫時） 

課程範例：現代漢語單音節撮口呼之教學 

簡介 

學習第二語言的時候，學習者利用母語再詮釋。韓國學生學習中文時

也是一樣的，常常利用韓文再詮釋而造成而造成偏誤現象的情形非常普

遍。此網站製作之前，參考本論文第三章的難易度結果，拿難易度最高的

音û來，在網站上設計û學習環境。在一般語言中心實施一個學期內幾小時

的拼音和發音教學，對外漢語語音教學除了輔音、元音的「點」教學以外，

應包含音節和聲調的「線」教學，乃至實施同化和異化等的音韻變化、兒

化韻、阿化韻、輕重音和語調的「面」教學，這是筆者對外漢語語音教學

的看法（請參考第四章第一節）。社會跟教育密切的關係之下，筆者採用

資訊時代的建構主義理論，提供扮演教師的角色（請參考第二章第一節）。

製作 WBI（Web – Based - Instruction）教學設計時，整體設計者、執行製

作者、教學設計者、程式設計師、動畫美工設計師和行政人員等人參加網

站整體架設，筆者則扮演教學設計者的角色來分工合作。 

一、 網站的架構及流程 

設計一個單元的八個教學步驟，如：學習目標、準備活動、教學活動、

練習活動、同儕互評、課後測驗、課程評估和自我評估（請參考第四章第

四節）。為了製作學習者基本資料、管理功能和學習的針對性，報名時經

過測試，給學習者帳號跟密碼。詳細的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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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測 驗 

登  入 

帳號和密碼 

出  版 

結束 

教學手冊 

準備活動 

課程評估 

自我評估 

教學活動 

練習活動 

課後測驗 

功課展示 

No 

No

 

 

 

 

 

 

 

 

 

 

 

 

 

 

 

 

 

 

 

 

 

 

 

圖 4-2：本網站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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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流程之頁面介紹 

[ 首頁 ] 

功能：本網站之第一頁 

1. 歡迎詞 

2. 第一次來的學習者，應先測驗

以取得帳號跟密碼 

3. 如果會員的話，輸入帳號跟密

碼 

4. 公告升級教學的內容 

[ 首頁 >> 使用者基本資料 ] 

功能：管理使用者基本資料 

1. 帳號、密碼、姓名 

2. 身份證號碼 

3. 使用者的地址、電話號碼 

4. 電子郵件的地址 

5. 自我介紹 

 

[ 首頁 >> 測試 01 ] 

 功能：測驗漢語單音節的聲母  

1. 選擇一樣的發音 

2. 找出捲舌音 

3. 舌面音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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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 >> 測試 02 ] 

功能：測驗漢語單音節的韻母 

1. 解釋漢語的聲母結構 

2. 選擇一樣的發音 

3. 解釋漢語單音節的複韻母 

 

 

 

[ 首頁 >> 測驗 03 ] 

功能：測試漢語拼音的方法－零

聲母跟合口呼。 

1. 韻母û的解釋。 

2. 選擇一樣的發音。 

 

 

 

[ 首頁 >> 主頁 >> 最近消息 ] 

功能：公告最近消息 

1. 使用者的姓名、漢語水準、電

子郵件的地址、公告項目、公告

Netmeeting 的時間、說明使用者

最合適的電腦環境。 

2.  如果出現亂碼的話，怎麼解

決。 

3. 下載字型跟 Window Media Player 的方法。 

4. 介紹本網站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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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 漢語單音節撮口呼主頁（學習目標）] 

功能：告知學習目標。 

1. 韓國話的/위/跟漢語的 

û不同點。 

2. 學習舌頭位子跟漢語韻母的

關係。 

3. 學習韓國話的/위/的變化。 

4. 學習漢語單韻母的û。ϔ

[ 首頁>> 漢語單音節撮口呼的準備活動 ] 

功能：引起學習動機和注意力。 

1. 瀏覽漢語韻母的一般常識。 

2. 有哪些漢語單韻母和發音部

位。 

3. 說明單韻母和聲調。 

 

 

[ 首頁>> 漢語單音節撮口呼的教學活動 ] 

功能：追憶學習者母語知識，並

說明目標語的知識。 

1. 韓國話的/위/。 

1.1 單元音。 

1.2 複元音。 

2. 漢語的û。 

3. 漢語單韻母û實現在零聲母

時，實際的音。 

4 公告 Netmeeting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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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 漢語單音節撮口呼的練習活動 ] 

功能：實際練習。 

1. 遊戲：選擇一樣的音。 

2. 練習。 

2.1 單字練習。 

2.2 句子練習。 

3. 先學習者的「居、去、迂、

烏、區」音寄給網站管理者，再

網站管理者掛上同儕互評活動坊。 

 

[ 首頁>> 漢語單音節撮口呼的同儕互評活動坊 ] 

功能：同儕學習。 

1. 按照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設

計同儕互評活動坊。 

2. 學習者先聽練習活動坊第四

題的音，提出討論區。 

 

 

[ 首頁>> 漢語單音節撮口呼的課後測驗 ] 

功能：實際練習和回饋。 

1. 利用 Netmeeting 媒體，教師

跟學習者同時上網，進行課後測

驗。 

2. 只有教師打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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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 漢語單音節撮口呼的課程評估 ] 

功能：評量教學課程設計和回

饋。 
 

1. 看學習目標以後，可以推測

學習內容。 

2. 學習目標跟教學內容一致。 

3. 合不合適「準備活動坊」的

說明跟例子。 

4. 聽得清不清楚例子的音。 

5. 合不合適「教學活動坊」的例子，而且有沒有興趣。 

6. 合不合適「練習活動坊」的例子，而且有沒有興趣。 

7. 「同儕活動坊」的聲音檔的滿足度如何？ 

8. 整體「漢語單音節û的教學內容」的滿足度如何？ 

 

[ 首頁>> 漢語單音節撮口呼的自我評估 ] 

功能：評量成就和回饋。 

1. 已經瞭解韓國話/위/的音。 

2. 已經瞭解有關漢語單音節û

的基本知識。 

3. 已經學會說漢語單音節û的

實際發音。 

4. 可以解決在網站上技術上問

題。 

5. 本單元學習過程中對網路操作有自信。 

6. 本單元學習過程中容易解決在電腦操作上的困難點。 

7. 已經獲得更多與漢語單音節û相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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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想信 WBI 教學可以代替傳統課堂教學。 

[ 首頁 >> 句子 >> 語調 ] 

1. 在漢語語音教學「線」方面

（參考第四章第四節） 

2. 例子：給我買一把雨傘吧 

 

 

 

 

[ 首頁 >> 主頁 >> 會話 >> 在家裡 ] 

 

[ 首頁 >> 主頁 >> 介紹相關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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