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學習網站建置 
 

建置科技學習網站為本研究首要達成的研究目的。一個學習網站

的建置則應經過分析、設計、製作、發展實施及評估修正五個過程（湯

清二，1998；徐新逸、楊昭儀，1999）。本研究網站之實施部份已於第

三章第四節中說明，本章將說明本研究網站建置之分析、設計及製作，

並於第三節中說明製作過程中專家所給予的建議、專家評估結果以及

網站修正情形；實施成果之分析則留待第五章中再做說明。 

 

 

 

 

 

 

 

 

 

 

 

 

 

 

 

圖 4.1  網站製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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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學習網站設計 

 

本研究之網站設計，可分為課程內容與系統功能兩部份。因此，

本節將分別說明本研究之學習網站內容、以及系統功能之設計理念及

設計依據。 

 

壹、學習內容需求分析 

本研究欲架設一個 MST之學習網站，雖然可做為 MST課程的主

題非常多，然而考量研究對象（國中生）的學習及生活經驗，在與指

導教授討論之後，決定以「攝影」做為本研究網站之學習主題。該主

題所包含科技、科學、數學之相關內容如表 4.1。 

 

表 4.1  攝影在科技、科學、數學間相關內容之關聯表 

項目 相        關        內        容 
科技 機械結構、材料、科技應用、動手操作 
物理 光學 
化學 化學反應（感光原理、酸鹼中和）、原子與電子 
數學 比例換算 

 

在決定課程主題之後，旋即開始蒐集相關資料，蒐集範圍包含網

路資料、書籍、國中教科書（理化、生活科技）、光碟等，以作為編製

網站內容的參考依據。 

 

貳、網站設計原則 

研究網站在設計過程中，遵循下列六點原則： 

1. 課程架構—在課程設計時，將與課程主題—攝影—相關之



 

 

數學、科學及科技知識加以整合。在課程設計的同時亦必

須顧及學習者的學習經驗，使課程能被學習者所接受。 

2. 操作模擬—利用操作模擬能讓學習者從動手做的過程中

進行學習，網站在規劃的同時應考量哪些模擬適合使用於

網路學習中。另外，操作方式不可超出學習者能力範圍之

外，這也是在規劃過程中應考量的。 

3. 線上評量—一個完整的課程必須包含線上評量，然而線上

評量必須源自課程內容，讓學習者透過評量了解自己實際

的學習情形。 

4. 學習者為中心—網站在設計時應考量學習者之學習經驗

及能力，在內容上應依據學習者舊有的知識為基礎再做發

展，文字說明則避免使用過多學習者不熟悉的專有名詞，

應以淺顯易懂的文字說明，並配合各種媒體的呈現，使學

習者有機會透過多元感官進行學習。操作方式則不可過於

複雜，最好能說明操作方式。 

5. 多媒體的呈現—多媒體為網路的一大優勢，因此在設計時

應能妥善運用多媒體。 

6. 相關網頁的連結—在網站設計的同時，若能建立相關網頁

之間的連結機制，將更有助於學習者連貫及印証知識。 

 

參、學習網站規劃（網站腳本編寫） 

本研究旨在建置科技學習網站，期望能達到動手操作及問題解決

的目標。在探討若干網路教學及學習相關文獻後，繼以實際瀏覽國內

外相關網路教學網站之後，研究者認為學習網站中應具備下列四項內

容： 



 

 

1. 線上課程—善用各種網路多媒體來呈現教材，如文字、圖片、

聲音、影音等多媒體的相互配合，以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 

2. 線上測驗—讓學習者能自行測驗，以了解自己的學習情形。 

3. 線上討論—提供即時（線上交談、討論）和非即時的互動（討

論版），學習者能經由與他人的討論來得到回饋進而刺激學習。 

4. 線上模擬—能引起學習者的興趣並能透過模擬來進行學習。 

因此，本研究網站由研究者進行初步規劃之後，經由指導教授指

導、四位專家的建言來集思廣議、共同討論，在時間與人力的考量下，

幾經修改之後，方完成學習網站規劃。本網站整體架構如圖 4.2。 

 

 

 

 

 

 

 

 

 

 

 

 

 

 

圖 4.2  網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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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內容呈現設計 

在網站內容呈現方面，運用文字、圖片、動畫、影片以及操作、

模擬等數種方式，以下則依各學習區分別說明。 

 

一、課程區 

在課程區方面主要以動畫或圖片配合文字，另外利用電腦模擬

的方式展示內容，以加深學生學習的印象，並在底片相紙部份以文

字說明配合實際操作的影片，俾使之能與真實情境結合。網站主要

版面配置如圖 4.3。 

 

                文字     多媒體 

 

圖 4.3  主要版面配置 

 

二、模擬區 

模擬區期望能讓學習者透過動手操作進行學習。因此，在設計

上皆可讓學生自行調整物件而得到不同的結果；在操作方法上力求

簡單，儘量不造成學習者在操作上的困難，並依專家建議在每一個

模擬操作中皆說明操作方法。 

 

三、問題區 

在問題區中，以多樣的方式呈現問題，有以故事型態呈現（問

題一、四、六）、單選題方式（問題二、三）、配合題方式（問題五）。

題目的來源，則由研究者與具攝影專長的專家針對課程主題及學習

者共同討論而來。 



 

 

四、測驗區 

測驗區主要在於了解學習者的學習成效，為避免學習者以猜答

案的方式回答，因此測驗區中的 11題皆為簡答題，題目出處則來自

於課程區中的內容。 

 

伍、學習網站功能設定 

為配合研究需要，本網站功能需求如下： 

 

一、學習者登錄 

為能夠記錄學習者學習路徑，在學習者在進入網站時必須要先

進行登錄的動作，且讓新進學習者能夠自行增加帳號或修改個人資

料。 

 

二、測驗答案記錄 

學生所輸入測驗區的答案必須要能夠記錄於資料庫中，使學生

所填寫的答案能夠被紀錄下來。 

 

三、討論區功能 

本網站討論區參照目前常見的 BBS模式設計，學習者可以在討

論區中觀看別人張貼的文張，也可以張貼文章及回應文章。 



 

 

第二節  學習網站製作及介紹 

 

學習網站除了要有豐富的知識內容外，亦應發揮網路特性，善用

各種網路媒體以期能將網站整體做最完美的呈現，然而，使用越多樣

的媒體所代表的即是幕後越繁重的製作工程，這並不是應用一種軟體

即可製作，亦非靠一人之力所能完成。本研究所建置之網站，在製作

上即為多人共同合作完成，此節中將介紹及說明整個網站系統製作方

式。 

 

壹、版面配置 

網站版面依不同的內容而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大致上可分為四個

部份—主選單、子選單、副選單以及內容四個部份（如圖4.4），由主

選單和子選單組成網站基本的框架。網頁框架的製作上是先繪製好每

個圖示後，再利用Dreamwaver 4編製，並加入連結功能，而被點選的

項目則以不同的顏色加以區分。 

 

 

圖4.4  網頁框架說明 

 

 



 

 

貳、網站系統製作 

網頁的製作首先必須編寫腳本，而腳本的內容包含版面配置、網

頁文字內容、配合內容以不同方式呈現的媒體型式以及製作的材料（圖

片、影片等）。研究者就所蒐集的資料編寫腳本，並在腳本初步完成後，

經指導教授及專家修正後，交由製作小組分工合作完成。網頁製作過

程中，製作小組與研究者不斷針對設計及製作理念進行溝通以及討論

網頁的修改，並時常與指導教授、專家及製作小組一同針對網站內容

進行討論中，由討論中吸取寶貴的建議加以修改，使網站能更臻完善。

以下則說明本網站系統製作方式。 

一、課程區—首頁（圖4.5） 

主要在於內容做整體性的說明，網頁內容僅有單純的文字，

製作的方式為在網頁編輯軟體（Dreamwaver 4）中輸入文字即可

完成。在本網站中每個小單元的首頁以及課程區—顯影.定影—原

理的內容皆由此種方式製作完成。 

 

 
圖4.5  課程區首頁 

 

二、課程區—相機—原理—光波（圖4.6） 

本網頁主要以文字及動畫組成。將文字以及表現文字意義的動畫



 

 

以Flash製作完成，再放置於框架內容的位置中。在課程區—相機—

原理之下各個網頁多為此種方式製作。 

 

圖4.6  課程區—相機—原理—光波之畫面 

 

三、課程區—相機—原理—針孔成像（圖4.7） 

本網頁所說明的知識概念較為簡單，因此以文字配合圖片展示內

容，網頁內容以Flash製作而成。 

 

 

圖4.7  課程區—相機—原理—針孔成像之畫面 

 

四、課程區—相機—原理—凸透鏡成像 

本網頁除了文字的說明（圖4.8），更以動畫的方式表示凸透鏡成

像情形，學習者可以自行點選物體的位置以觀看成像情形（圖4.9），

並以一步一步的標示說明的方示呈現。本網頁利用Flash製作，凹透

鏡成像亦是以此手法製作完成。 



 

 

 

圖4.8  凸透鏡成像之文字說明 

 

 

圖4.9  以動畫方式呈現凸透鏡成像 

 

五、課程區—相機—結構（圖4.10） 

本網頁之相機主體是利用3D Studio R3建構相機的立體圖形，以

得到不同的角度的相機圖形，再利用 Flash 製作完成本網頁。在此單

元中可以由不同角度觀看相機，並可利用滑鼠點選不同的相機機構，

透過右邊的圖文解釋以了解各機構的功用。 

 

 

圖4.10  課程區—相機—結構之部份畫面 



 

 

六、課程區—光圈.快門.景深—光圈（圖4.11） 

本網頁以 Flash 製成，學習者可以透過自行操控光圈大小而看出

光圈葉片以及進光量的變化，在課程區的光圈.快門.景深的單元中，

大多數皆可讓學習者自行操控而看出其中的變化。 

 

 

圖4.11  課程區—光圈.快門.景深—光圈之畫面 

 

七、課程區—光圈.快門.景深—光圈大小（圖4.12） 

本網頁在於介紹光圈值的計算，因此除了文字的說明外，亦將公

式列於右邊，以增加學習者的印象。 

 

 

圖4.12  課程區—光圈.快門.景深—光圈大小 

 



 

 

八、課程區—底片.相紙—感光原理—感光晶體（圖4.13） 

本網頁在介紹感光晶體的結構，以Director製作完成，可利用滑

鼠點選結構中每個不同的部份，被點選的部份將以不同的顏色標示，

而右邊則出現相對應的說明文字。在課程區—底片.相紙—結構等網頁

皆以此種方式製成。 

 

 
圖4.13  課程區—底片.相紙—感光原理—感光晶體之畫面 

 

九、課程區—底片.相紙—感光原理—底片感光（圖4.14） 

本網頁在於說明底片感光的過程，以動畫的方式呈現，利用

Director 製作完成。在課程區—顯影.定影—相紙沖洗的部份亦多用

此種方式製作。 

 

 

圖4.14  課程區—底片.相紙—感光原理—底片感光之畫面 

 



 

 

十、課程區—顯影.定影—底片沖洗步驟—捲片（圖4.15） 

為讓學習者了解捲片的真實情景，本網頁在文字說明之外，亦以

實際的影片來彌補文字上的不足。本網頁製作分為兩個階段，在專家

的協助下完成影片拍攝，再將拍攝好的影片加以剪輯、增加說明文字

以及配音，並為求能在網路上順利播放，再將製好的avi檔影片轉為

檔案較小的wmv檔。第二階段則是將影片配合文字放入網頁中，並加

入連結的功能。 

 

 

圖4.15  課程區—顯影.定影—底片沖洗步驟—捲片之畫面 

 

十一、模擬區—透鏡原理（圖4.16） 

本網頁以 Flash 製作完成。學習者可以在移動人像的過程中看到

成像的變化，在右上角則有透鏡公式的計算，而左下角則針對凸透鏡

成像情形加以說明。 

 

 

圖4.16  模擬區—透鏡原理之部份畫面 



 

 

十二、模擬區—光圈.快門（圖4.17） 

本網頁在於讓學習者了解光圈和快門的改變，對於所拍攝出來的

照片有什麼影響。為求照片的真實，在製作前先實際使用單眼相機以

不同的光圈、快門搭配拍攝實物照片，再將所得到的照片依不同的光

圈及快門以Flash製作後放入網頁中，景深模擬亦是以此種方式製作。 

 

 
圖4.17  模擬區—光圈.快門之部份畫面 

 

十三、模擬區—底片沖洗（圖4.18） 

沖洗照片模擬以一步一步的方式引導學習者，透過自己操作而加

深印象。本模擬以 Flash 製作完成，網頁中所使用的圖形材料一部份

來自於參考書籍（圖形經過影像處理），一部份則由製作者自行繪製。 

 

  

  
圖4.18  模擬區—底片沖洗之部份畫面 



 

 

十四、問題區—問題一（圖4.19） 

問題一以情境引出問題，利用活潑可愛的故事型態呈現問題，並

加上逗趣的音效。本題為多重選擇題，每個答案皆有相對應的回饋，

回饋內容為針對所選擇的答案加以說明，以引導學習者再次答題。整

體以Director製作完成。 
 

 

 
圖4.19  問題區—問題一之部份畫面 

 

十五、問題區—問題二（圖4.20） 

問題二在於了解學生對於底片標示上的認識，為單選題的型式，

每個答案皆有相對應的回饋，以Director製作完成。 

 

 

圖4.20  問題區—問題二之畫面 



 

 

十六、問題區—問題三（圖4.21） 

問題三為讓學生由真實的照片找出曝光適當的相片，為單選題。

以 Flash 的方式製成，而每個答案皆有相對應的回饋，回饋中則對於

正確答案有所提示，以引導學生再次答題。 

 

 
圖4.21  問題區—問題三之畫面 

 

十七、問題區—問題四、六（圖4.22、圖4.23） 

問題四與問題六皆以故事情節呈現問題，為單選題，以 Flash 的

方式製成，每個答案皆有相對應的回饋，回饋中則對於正確答案有所

提示，以引導學生再次答題。 

 

 

 

圖4.22  問題區—問題四之部份畫面 



 

 

 

圖4.23  問題區—問題六之部份畫面 

 

十八、問題區—問題五（圖4.24） 

問題五為困難度較高的配合題，學習者必須要將畫面上列的小圖

片拖曳放入下面正確的方框中，每張圖皆可放大觀看（如圖4.23之右

上圖）。將圖片放入適當的位置後，按下確定，即可看到結果，而每個

選擇都有相對應的回饋，學習者可由回饋了解錯誤原因。本問題以

Flash製作完成。 

 

 

 

圖4.24  問題區—問題五之畫面 



 

 

十九、測驗區（圖4.25） 

測驗區皆為簡答題，製作上先將題目輸入在Dreamwaver中，並設

定學習者填答的答案可暫存於cookie中，使學習者可點選不同的網頁

尋找答案，當學習者將答案送出後，即可記錄於資料庫中。 

 

 

圖4.25  測驗區之畫面 

 

二十、討論區（圖4.26） 

討論區主要在於提供學習者討論的空間，以bbs討論版的方式呈

現。整體採樹狀結構，用ASP語法及資料庫配合製作而成。 

 

 

圖4.26  討論區之畫面 

 

二十一、登錄系統 

學習者在進入學習網站時必須先進行登錄，並可於登錄時修改個



 

 

人資料。製作上運用ASP語法與資料庫配合，學習者可在登入時檢查

資料是否正確。 

 

 

圖4.27  登錄系統之畫面 

 

二十二、資料庫 

由quiz、record及students三個資料表組成，分別記載學生測

驗之答案、學生所瀏覽的時間及網頁名稱、學習者資料記載等三種資

料。 



 

 

第三節  專家建議、評估及網站修正 

 

本研究網站建置過程為避免研究者因置身於研究中而產生盲點，

因此在網站建置過程中時常請教專家，並依據專家所提供的建議加以

修改。在本研究中一共邀請四位專家（分別以 A、B、C、D 代表），

四位皆為科技教育領域之教學者，其中專家 A、B 具有攝影專長及教

學媒體專長，專家 C具有電腦教學媒體專長，專家 D則為教學及電腦

實務經驗豐富的現任國中生活科技教師。無論在建置過程或建置完成

後所進行的專家評估中，四位專家皆給予本研究充份的建議及幫助，

然而由於人力、時間上的限制，僅在能力範圍之內加以修正或增加。 

本節中將以整理歸納專家對於網站各區之建議，以及網站針對專

家建議所進行修正的情形，並進一步透過專家評估了解本研究網站之

可行性，亦即了解本研究是否達成研究目的二。 

 

壹、課程區 

一、針對課程區，四位專家（分別以 A、B、C、D代表）皆肯定課

程內容對於國中生在科技的學習方面有所幫助，但仍有改進空

間。專家認為光圈、快門、景深的說明應統一（B、D）；底片

與軟片亦應統一採用一種文字說明（A、B）；在光圈快門的選

項部份，則應直接點出標題較為適當（C、D）。四位專家其他

的建議如下： 

專家 A 

1. 可再增加自動相機、數位相機的簡要介紹，或以自動相機替

代單眼相機的複雜內容。 

2. 一般人「自沖」底片相片（紙）的機率較低，因而外沖相關



 

 

介紹，如溝通用語：尺寸、放格等。 

3. 可增加說明相機常見的類別或型式。 

4. 可增加一項照相器材的維護與保管（養），相機握持、取景構

圖等。 

5. 就問題解決的精神看：問題界定、分析問題、尋求可能的解

決方向⋯應考慮將課程的呈現與這些流程對應或融入。 

專家 B 

1. 相機結構部份建議增加（1）捲片鈕（2）退片鈕（3）光圈調

整環（光圈）（4）對焦環（5）計數表（6）取景窗。 

2. 建議增加(1)眼睛與鏡頭成像原理之比較(2)圖片（景深）(3)

沖片捲片操作可用影片示範(4)對焦說明(5)變焦（可用影片示

範）(6)光圈口徑圖示(7)裝置底片與拆卸底片說明。 

3. 本網站對於國中學習有幫助，但仍需配合實物教學。 

專家 C 

1. 電子應標示附著在溴原子上。 

2. 眼球圖之後方標示視網膜。 

3. 課程內容說明應與理化課本相對照，取得一致性。 

專家 D 

1. 相機結構以及底片相紙結構呈現方式適當。 

2. 可增加康軒課本所附之常用的光圈快門對照表。 

3. 光圈快門應說明的更清楚，尤其大小的概念應統一說明。 

4. 科學的部份以動畫呈現表現很好，數學部份則可加入在相同

曝光量下光圈快門之對應計算。 

5. 影片配音太小聲。 

6. 沖洗照片時，應強調「酸鹼中和」之概念。 



 

 

二、依據專家建議之修正說明如下，並將修正採納情形列於表 4.2。 

1. 將文詞語句部份加以統一、修正，內容部份則依照專家所建

議的加以修改。 

2. 在內容增加部份，由於人力及時間上的不足，因此僅補充現

有的課程內容（如相機結構）使現有內容更加完善，至於擴

充部份（如其他相機介紹）則未予以增加。 

3. 影片部份如專家所建議增加，並在專家評估之後將音量加大。 

4. 在實物教學部份，因本研究期望讓學習者以網路型式完成學

習，因此在實物教學部份無法達成。 

5. 問題解決流程的增加，則因實際製作上之困難未能融入課程

區中，而以其他的方式呈現於問題區中。 

 

表 4.2  課程區修正情形 

專家 A B C 

建議 1 2 3 4 5 1 2 3 1 2 3 

            

專家 D      

建議 1 2 3 4 5 6      

            

已修改 未能修改 部份修改 

 

貳、模擬區 

一、針對模擬區，四位專家建議如下： 

專家 A 

1. 光圈調整時是否影像的清晰範圍會變化？  



 

 

專家 B 

1. 活動區的光圈與快門下載時間過長。 

2. 載入時間較長者建議加載入時間指示器，以免以為當機。 

專家 C 

1. 相機操作部份應有說明。 

2. 透鏡成像模擬中應有說明以區分不同的成像情形。 

3. 景深模擬中之照片位置應固定而不要跳動。 

專家 D 

1. 底片沖洗的模擬中敘述應適當修改，以免令學習者混淆題意。 

2. 景深部份的圖片無法明確指出其不同景深的效果。 

 

二、依據專家建議之修正說明如下，並將修正採納情形列於表 4.3。 

1. 在景深模擬的部份，由於照片放置於網頁上時，照片大小及

電腦圖檔本身的限制，這方面的呈現較難克服，但為了讓學

生了解景深的變化，在照片的上方加上景深的變化作為說明。 

2. 在下載時間部份，實施網路學習時網站主機將設置於學校

中，因此將能解決下載時間過長之問題。 

3. 內容部份已依建議修改或增加。 

4. 照片跳動問題由於照片是實際拍攝成照片後再掃描至電腦

中，因此較難克服跳動問題。 

 

表 4.3  模擬區修正情形 

專家 A B C D 
建議 1 1 2 1 2 3 1 2 

         
已修改 未能修改 部份修改 



 

 

參、問題區 

一、針對問題區，四位專家建議如下： 

專家 A 

1. 問題可以分為兩類呈現，一是利用操作的方式讓學習者學習

操作技巧、相機結構等：二是由拍出後的結果來尋找問題所

在，再進行學習。 

2. 每一問題答對後，是否建議下一步？ 

3. 是否應呈現學習者學習哪些重要內容？ 

4. 問題回答結束後應如何引導？ 

專家 B 

1. 可再增加（1）影像模糊原因？（2）人像在照片中太小怎麼

辦。 

2. 建議問題四、六也有 skip，可直接跳到問題。 

專家 C 

1. 問題解決部份可列出可能出現的問題，由學習者自行選擇所

遇到的問題，再由裡面找出答案。可設計如問題照片一覽表

等設計，再由其中列出可能原因。 

2. 問題四及問題六之字體加大、速度加快。 

3. 問題五應設計成拖拉的 icon，並在題目回答後立即給予回饋。 

4. 問題一進入題目的標示應該更清楚。 

5. 增加答對即到下一題的機制。 

專家 D 

1. 問題 3太簡單，建議改成光圈快門的換算。 

 

 



 

 

二、依據專家建議之修正說明如下，並將修正採納情形列於表 4.4。 

1. 各問題內容部份依照專家建議修改。 

2. 在增加部份因考量必須配合課程區內容，在人力及時間上的

不足，因此未依建議增加。 

3. 在問題區中希望能各具難、易的題目，因此仍保留問題 3。 

 

表 4.4  問題區修正情形 

專家 A B C D 

建議 1 2 3 4 1 2 1 2 3 4 5 1 

             

已修改 未能修改 

 

肆、測驗區 

一、針對測驗區，四位專家建議如下： 

專家 A 

1. 建議呼應此單元的學習目標，呈現及細化測驗題目，並與課

程區呼應。 

2. 對應每一課程重點，應有易、中、難的題目較佳。 

3. 可否作學習者管理？作答到測驗結果送出的過程。 

專家 B 

1. 測驗區亦可有數學及科學的題目。 

 

二、依據專家建議之修正說明如下，並將修正採納情形列於表 4.5。 

1. 測驗區題目根據課程區內容設計以作為呼應。 

2. 測驗區可記錄學習者所填寫之答案，因此能管理每位學習者



 

 

之作答情形。 

3. 數學部份增加光圈及快門的計算，科學的部份則增加成像及

底片沖洗相關題目。 

 

表 4.5  測驗區修正情形 

專家 A B 

建議 1 2 3 1 

     

已修改 

 

伍、整體建議 

一、四位專家對於網站整體建議如下： 

專家 A 

1. 一連上網站即顯示課程區，已經難以展現問題解決導向的氣

氛。 

2. 留意ＭＳＴ教學策略或取向的精神。數學的部份較為缺乏，

可針對攝攝底片張數、相紙尺寸、外沖價格計算等設計。透

鏡原理的成像計算可能較無實用性。 

3. 介紹「單眼」相機的「實用性」可能較低，國中生較不適宜。 

4. 應提出教學綱要，是否達成目標才能較了然。 

5. 增加生活上會需要了解的照相知能。 

6. 模擬活動的動畫很費心地被呈現出來，不過應多採取實景圖

再搭以設計的操控來增進臨場「實境」。 

7. 學習遇到問題困難時，可否與教師連絡、和同學討論。 

 



 

 

專家 B 

1. 可增加聲音的部份。 

2. 建議要學生選點的位置可用閃標的指示。 

專家 C 

1. 每個單元部份應有整合的文章，引出為什麼在這個單元內有

這些內容如相機、原理等部份。 

2. 聲音對於網站來說是十分重要的，若來得及可以增加配音。 

3. 此類的軟體對於國中生將科技產品與科學知識連結有正面的

幫助。 

4. 建議加入鏡頭的說明介紹。另外結構部分宜分別針對外部與

內部結構介紹，並加強與原理部分的關連性。 

5. 建議加入音效。 

專家 D 

1. 有關問題解決相關活動題或測驗題稍不足，無法讓學生充份

練習與了解相機使用技巧，以解決拍照時所面臨之不同情境。 

 

二、依據專家建議之修正說明如下，並將修正採納情形列於表 4.6。 

1. 在問題解決部份，由於網站中學生可隨意點選任何想看的網

頁，所以學生在進入課程區之後仍能直接點選到問題區中，

因此在此不做修改。 

2. 增加內容之建議十分實用，但考量在有限的時間及人力之

下，增加部份較難做到，僅能將現有內容部份加以修改。 

3. 與生活的結合方面，已在問題區中儘量增加生活化的問題。 

4. 在增加聲音及音效部份則儘可能增加，但仍未能達到每一網

頁中皆有聲音及音效。 



 

 

表 4.6  整體建議修正情形 

專家 A B 

建議 1 2 3 4 5 6 7 1 2 

          

專家 C D    

建議 1 2 3 4 5 1    

          

已修改 未能修改 部份修改 

 

陸、小結 

本研究網站之可行性評估，除了網站初步完成時進行專家評估

外，建置過程中亦隨時請教專家並進行修正。而專家評估的結果，認

為網站對於國中生科技學習有所幫助。並建議可在現有網站內容部份

已做修改或添加，然囿於時間及人力，部份建議則僅做侷部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