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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在傳統模式下，閱讀一本書，往往大家只會看著厚重的書，來了

解其中的內容。而傳統的書籍因為是實體的，所以多少都會有重量，

當所需要使用的書籍越多時，可能會覺得肩膀的負擔越來越重，尤其

是一般常用的原文書，一本少說有四、五百頁以上，這樣的重量對於

人們造成過大的負擔。 

隨著資訊科技發達，網際網路的無遠弗屆，數位化多媒體的出

現，讓想閱讀書籍的人們，不是以一本又一本書籍為限，亦不再侷限

於必須兩眼盯著書本閱讀，而是變成可以隨時隨地以影音的方式閱讀

書籍，讓閱讀變得生動活潑有趣。 

為何現代的人，對於紙本化的書籍，比較缺乏興趣而不願去閱讀

呢？根據學者的研究，動態性並具聲音效果的物品，容易引起人們的

興趣，並進而透過探索模式學習數位多媒體的功能，讓使用者在觀看

欣賞中，能引發更大的學習興趣。 

若今日把沉重的書本轉換成教學光碟，必定能減輕許多重量。光

碟裡的內容是沒有所謂實體重量的。什麼是教學光碟？大家應該並不

陌生。簡單來說就是將傳統的書本、文章，用掃描或是鍵盤輸入的方

式輸入到電腦裡面，轉成數位的格式，是存在電腦中的書籍。並可以

利用燒錄器製作成一片具有教學功用的光碟片。 



  多媒體應用-英語教學光碟製作 

 2

簡單而言，教學光碟是以電子形式存放內容（包括文字、圖片及

影音），透過電腦、軟體或其他網絡出版及發行的書本；我們今天看

到的教學光碟，跳脫了以往呆板式教學法，利用電腦的形式進行教

導，減輕了負擔，卻多了學習的便利性。不過，由於教學光碟的模式，

對支援教師與學生有很大的優勢，所以教學光碟往往是實體書與傳統

教學的「多媒體增值」，生動的教學模式觸碰你的視覺神經，都輕易

在教學光碟上看得見。  

無論你在世界各地，只要有電腦的地方就能使用你的教學光碟。

再也不必帶著一堆書到處跑，只要找個有電腦地方或隨身攜帶一台筆

記型電腦就夠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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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當我們在閱讀書籍的時候，大多都是透過圖片及文字的表達方式

來了解以及學習書籍內容。即使有生動的圖片，敘述精彩的文字，卻

又像少了些什麼，其實就是少了一份參與感。也許書籍內容能使人有

重複閱讀的慾望，但是卻不能保證再多次閱讀後仍保有新鮮感。假

設，如果今天所接觸到的書籍內容是生動有趣的，既可以互動，又賞

欣悅目，操作簡單，這樣是否能夠擁有更多的求知慾以及學習動力？ 

目前多媒體已經被大多數人大量的應用在教育學習和遊戲上，它

們憑藉著多媒體組成的要素:『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動

畫』，讓想觀欣賞及學習的人們帶來更多元的變化與無窮的樂趣，並

且提高人們的學習效率。 

本次研究的主題「英語教學光碟製作」，在這次的研究中，將顛

覆一般讀者對閱讀英語書籍呆版的觀念，用英文最基本英文字母的

A~Z 為主軸，延伸出「單字」、「句子」、「對話」三個部分，用最簡單

的方法了解單字，用最生動的動畫熟記英語，用最輕鬆的態度學習英

語，讓學習英語不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是一種再自然不過的習慣。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1. 製作一套適合兒童英語初學者學習的英語教學光碟。 

2. 透過生動活潑的視覺效果，提升初學者的英語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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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教學光碟的教導方式，可以改善傳統教學方式的呆板，提供

有趣的學習空間。 

1.2 研究限制 

(1) 本研究的對象以兒童英語初學者為主。 

(2) 由於本研究以英語教學為主，所以不適合中文教學。 

(3) 本研究屬於初學者的英語教學內容，所以不適合艱深的英語教

學，例如: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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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多媒體的定義與特點 

多媒體〈Multimedia〉是指色彩、文字、圖形、影像以及聲音等

多種資訊媒體的綜合表現和傳播方式。多媒體技術是以電腦技術為核

心，將多種資訊進行處理的一種技術。多媒體技術與其他媒體相比，

擁有交互性強、傳輸訊息量大、速度快、使用便利和多重感官刺激等

的優勢。將多媒體技術應用於教學，可使教學更具有直觀、交互、集

成、可控制、即可編輯性等特點。 

2.1.1 多媒體教學系統架構 

多媒體教學的系統架構，是以課程為單元組織。其課程建設資源

包括媒體素材庫〈含文本、圖形／圖像、音頻、視訊、動畫等〉、案

例庫、試題庫、課件庫和網路課程庫的集合體等，網路上的資源庫和

網路多媒體教學平台應有一體化的設計思想。 

2.1.2 多媒體對學習者的貢獻 

媒體對學習者的貢獻有下列八點〈Kemp et al. 1989 ，謝瑜萱，民

國 93年 〉: 

1. 內容選擇與組織可更精緻 

於計畫製作一套教學媒體前，再檢視選擇教學媒體時，教師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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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對內容給予詳細的思考。 

2. 教學實施可更標準化 

每個教師在不同情境下對同樣教材內容可能有不盡相同的說明。

然而，使用教學媒體可減低不同情境下的差別，因為教學媒體內

涵蓋標準化的訊息。 

3. 教學可更有趣 

媒體的特徵之一是能夠引起學習者注意並保持敏銳的學習狀態，

如將比較艱深或是抽象的科目或課程多媒體化，以繁化簡，可大

大提升學習者學習興趣及學習效果。 

4. 藉適當學習理論的應用可更具互動性 

經過良好的設計，教學媒體內容的組織與呈現可以導致更好的教

學，藉由教材之互動性設計，學習會變得更有趣。 

5. 減少需求的學習時間 

相對於傳統教學，大部分的多媒體教材均呈現以較短的時間來傳

遞訊息。但是再這較短的時間裡，有大量的訊息傳達給學習者，

並被順利吸收。 

6. 提高學習品質 

只要能將圖像、聲音、文字等媒體加以妥善組合，教學媒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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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知識有條理的傳播給學習對象。 

7. 教學可以依需要隨時進行 

如果教學媒體是為了個別學習而設計，那麼學習者可以依個人需

求而不受時間與地點的限制來進行學習。 

8. 個人可加強學習過程與內涵的正面態度 

學習者若能感受到媒體學習的樂趣與滿足，並給予正面的評價，

則可加強學習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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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學媒體 

2.2.1 教學媒體定義 

媒體(Media)，是傳播訊息的管道。若媒體應用於教學上而能傳

遞、溝通訊息或是針對學生特性以及學習目標呈現教材，才稱之為教

學媒體(Instructional Media)(李宗薇，民國 83年)。傳統教學採單

一媒體往往無法實施多樣化教材呈現，而多媒體科技不斷進步，若能

以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來輔助或是取代傳統教學媒體，應能迎合各個

學生最適合的學習型態(陳民溥，民國 81年)。 

 2.2.2 媒體理論 

在教學活動中常用的教學媒體理論包括：『戴爾(Edgar Dale)─

經驗的金字塔(Cone of Experience)』以及『布魯納(Jerome Bruner)

─表徵系統(Representation)』。 

戴爾─經驗的金字塔 

美國視聽教育學家戴爾教授，是第一位完整地將視聽教材提出

『具體與抽象』概念的學習，至今仍被不少學者所沿用。他於 1969

年提出將學習經驗以一個狀似金字塔的錐形體做表示，因此稱為

『經驗的金字塔』。人類的認知發展，是主要的變化是由具體經

驗到抽象認知的過程，因此教學應以學習者從前的經驗為基礎，

教學內容以及方式亦應由具體形象著手，透過分析與思考的方式



  多媒體應用-英語教學光碟製作 

 9

引導學生學習抽象概念，培養學生的邏輯思考能力(張祖忻、朱

純、胡頌華，民國 84年)。戴爾教授案各種教學媒體與方法提供

的學習經驗按具體程度將腜體分為十層，接近底層的經驗愈具

體，而月往頂端的學習經驗愈抽象。底層為『實作中學習』階段；

中間屬於『觀察中學習』階段；頂端的階段為『思考中學習』(Dale, 

1946；李宗薇，民國 83年)。然而這並不是一個絶對正確無缺點

的模式，它只是表示各種不同的教學媒體在教學上的相互關係，

以及學習中之個別地位而已，因此經驗之金字塔只是在歸納各種

不同的經驗，以及其從上而、從具體到抽象的程度而已(張霄亭，

民國 80年)。 

布魯納─表徵系統 

布魯納在發展其『教學理論』時曾經主張：教學必須提供學習者

以直接經驗來進行學習。也就是從經驗形象表現(如圖片、影片

等)到符號表現(如語言文字)來達到學習目的。以及(Bruner, J 

1986)也提到任何學科的主要概念都用某些心智上真實的方式，

有效的教給任何發展階段的兒童。依據此論點可知，直接而具體

的經驗有助於抽象符號的理解與應用，對學生的學習有很大的幫

助。由此可見，瞭解學習者的背景經驗，有助於教學內容與方法

的設計，而媒體的選擇也是學習準備的一個重要部分(張祖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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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純、胡頌華，民國 84年)。因此，在教學活動中運用不同的媒

體，增加具體的學習經驗，可幫助學習者作更有效的學習(張玉

燕，民國 83年)。 

2.2.3 教學媒體運用原則 

運用於教學的媒體非常多，例如：報章雜誌、圖卡、大字報、黑

板、投影機、幻燈片、電視或是錄放影機等，直到現在電腦多媒體科

技的出現，它的強大的功能整合了許多媒體的特色與優點，不僅可展

現平面的教材在教學活動中所無法呈現的聲光效果，更能以高度的互

動性與回饋來提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與成效，以及其個別化的特性也

使得學習者能以自己的學習需求來調整學習的步伐。因此，以電腦多

媒體為媒介的學習已經漸漸受到重視與肯定(張儷齡，民國 90 年；

Jonassen,1986)。 

以下針對在多媒體教材中使用媒體元件的運用原則作重點整理說明: 

1. 文數字(Text & Number) 

 文字大小：較大或特效的文字適用於傳達重要的訊息或是標

題，而較小的文字則適用於教材內容的陳述說明。 

 文字的字體：一般而言，在畫面的設計上應盡量避免用兩種

以上的字體，以免畫面太過於雜亂，反而降低學習者的學習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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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的效果：傳達一些重要訊息時，可使用閃爍、反白或是

改變字效體果或顏色等效果來提醒學習者注意，但需留意使

用時機，不可過度使用，如此才能收到預期的功效。 

2. 色彩(Color) 

色彩可以讓畫面豐富美觀，也能引起學習者的注意力，在畫面中

含有大量資訊時，色彩的表現具有較好的辨識性同時也能區別出

訊息得重要醒，便利學習者訊速找到所需的資訊(李孟峰，民國 86

年)。彩的運用原則如下： 

 活動中與非活動中之物件顏色應不相同。活動中的色彩應較鮮

明，而非活動中的色彩應較黯淡。同時，應採用鮮明的色彩作

為活動中的前景，以暗色或是淺色作為背景色。 

 避免使用光譜兩端的顏色，例如：紅/藍、黃/紫，否則易造成

視覺的疲勞。 

 色彩本身都有其特性，在使用時應不要違反大家認同的原則，

例如紅色適用於警告的訊息等，避免造成誤解。 

3. 圖像(Graphic) 

圖像是多媒體系統中重要的元素，可以有效輔助文字所無法精確

表達的概念，以具體的方式呈現給學習者，所謂的『一圖勝千言』。

圖像能夠增加學習者的動機與興趣、好奇心與注意力，但圖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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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定要適當，否則反而會產生對概念認知的誤導或混淆。在

多媒體績學系統中圖像的設計應該掌握以下原則(Davis,1985)： 

 用適當可被理解的圖像，讓使用者辨識圖像比閱讀文字來得

快。 

 盡量以使用者的普遍認知設計圖像，以符合使用者的期望。 

 在設計圖像按鈕，應加註文字說明，以利使用者瞭解其功能。 

4. 動畫(Animation) 

動畫是將多張經過設計的圖像，利用技術讓它呈現出動態的效

果，透過人類視覺暫留的特性，在視覺上產生動態的感受。利用

動畫所呈現出來多變且豐富的效果可引發學習者的好奇心，持續

其學習的注意力，因此一段引人入勝的動畫比單純的文數字或是

平面圖像更能增進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效果(施威銘，民國81年)。 

利用動畫可強調學習的重點，以畫面狀態的變化吸引學習者的注

意力，進而達到重點提示的效果，因此使得動畫已經漸漸成為一

種大眾所能接受並且喜愛的動態媒體。 

5. 音訊(Audio) 

選擇適當的使用音效(語音與音樂)對學習者的學習有正面的影響

(李世忠，民國 83年)，配合不同的情境給予不同的音效，使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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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呈現變得更生動、活潑，可以有效提昇學習者興趣、注意力

與對內容的理解程度，也使得教材內容的呈現更具有親和力。教

材設計中語音說明使否清晰、播放速度是否適中、背景音樂使用

是否恰當等因素都是運用上應詃注意重點。 

6. 影像(Video) 

透過影像的運用，動態展示教材內容，以影像方式呈現資訊更能

比用文數字與圖像提供清楚明確的表達與所要傳遞的概念，然

而，影像的主題應與所要表達的概念相呼應，避免造成學習者的

誤解。此外，在運用影像媒體時，往往需要較高的影體週邊設備

需求，故在運用此媒體時應該要考量、注意影像的解析度、執行

速度與技術層面等問題(王俊人，民國 83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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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英語初學者為主，通常此類的人以兒童居多，所以會

偏向於可愛又有趣的風格。如果想要以「撼動人心」為目標，那麼就

必須先打動學習者的心。而如何引起學習者的學習興趣，以如何打動

他們的心，則是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替畹禾有限公司開發一套具有「文字」、「圖片」、「聲

音」、「影像」及「動畫」等多媒體效果的英語教學光碟。由於畹禾有

限公司的產品主要致力於推展數位學習及多媒體英語教材為主，所以

本研究將以畹禾有限公司的立場，透過多媒體應用、電子書與教學教

材之相關文獻研究為基礎，做深入且整體性之探討。 

一、 透過實地訪談方式，與畹禾有限公司經營者深入訪談，並

了解公司的產品導向與期望，然後收集相關的資料進而分析

與探討。 

二、 其次透過文獻分析後，了解多媒體與教學光碟的關係，也

察覺多媒體能提升學習效率，增進學習者的求知欲，因此以

英語字母架構為基礎製作有趣的英語教學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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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後，依上述所得資料，採實作的方式，實地製作英語教

學光碟。 

3.3 研究流程 

本研究專題為「多媒體應用-英語教學光碟製作」，此研究流程如

下圖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專題探討 

成品 

資料收集 

文獻探討 

研究動機 

教學光碟 

設計與製作 

光碟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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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將使用影像處理軟體 PhotoImpact 8.0、動畫製作軟體

Macromedia Flash MX 2004，來搭配製作互動式多媒體應用-英語教學

光碟製作。 

3.3.1 動畫製作軟體-Macromedia Flash 8 

Flash 8 是採用向量圖的圖像處理方式，比起一般網頁上使用的

點陣圖，向量圖擁有更小的容量，雖然在質感上無法與點陣圖相比，

但在 Flash 中可集合影像聲音動畫等多媒體元件，此外 Flash 也結合

網路的串流技術，即使是一個較大的 Flash 影片檔案，瀏覽者也能邊

下載邊觀賞的方式進行，如此輕鬆方便。Flash 主要運用在網頁設計

及動畫製作上的應用，配合高階的程式，易懂的圖形介面，讓使用者

可以簡單的設計出互動性強的動畫。 

Flash 作的出更生動的特效，它為我們製作英語教學光碟的主軸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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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影像處理軟體-PhotoImpact 8 

PhotoImpact  是一套全方位的影像處理軟體，強調專業的影像處

理效果，但是卻以簡單的方式完成，讓一般電腦使用者也能在很短的

時間內，運用直覺式的「百寶箱」操作介面，做出專業品質的影像作

品，不必學習昂貴複雜的專業軟體，其整合了以下領域的功能：  

1.影像的輸出入：由掃描器、數位相機、相片光碟等輸入影像，再以

另存新檔，印表機印出，或是儲存成網頁標準的檔案格式。  

2.影像的基本處理： 對如輸入的影像加以處理，例如改變大小、調

整亮度與對比、改變顏色，或是加上邊框與陰影等，例如。 影像特

效製作： 在影像上加入特殊的濾鏡效果，例如模糊、繪圖、水波、

而在 PhotoImpact 還有閃電與雷射等炫麗的濾鏡。  

3.影像合成製作：將兩張照片、多張照片，或是照片影像的部份選起

後，合成在一起，產生不可思議的集錦效果，這是影像處理中相當具

有想像力的部份，而 PhotoImpact 中即有好幾種方式可以進行合成的

工作。  

4.網頁影像製作：網頁設計中，由於瀏覽器的因素，需要特殊的檔案

格式；而頻寬的有限也限制影像檔案的大小，因此必須進行壓縮的工

作，將檔案大小縮小，但是卻不影響影像的視覺品質；另外按鈕與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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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設計，則是網頁設計中常運用的特殊功能，在 PhotoImpact 中即

有現成的工具，讓您在一、兩個步驟中即完成製作。  

5.立體物件製作：在影像處理軟體中通常也提供另一種繪圖方式，稱

為向量式（Vector）繪圖，直接畫出曲線，在於其中填上顏色，或是

立體的凹凸效果，以產生獨特的物件。  

6.擬真筆觸彩繪：如果搭配數位板與壓力筆，影像處理軟體也提供模

擬自然筆觸，例如水彩筆、油畫筆、甚至中國毛筆等功能，讓您在電

腦中也能如在一般畫版上自由揮灑。  

7.影像管理：在影像處理的運用中，檔案一多時即需要好的管理工

具，通常以電子相簿的方式出現，但是在 PhotoImpact 中則是影像的

資料庫，具有建立欄位，輸入資料以及查詢的功能，還有「投影片播

放」與「相簿網頁」製作等，提供更實際的用途。 

8.GIF 動畫製作： PhotoImpact 的許多功能，均能將連續改變的狀

況，輸出成 GIF 動畫，直接用於網頁製作上，或是 Power Point 2000

中，而 GIF Animator 則是 PhotoImpact 內附的動畫製作功能，可以

獨立進行，將輸入的圖片轉成 GIF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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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成果 

4.1 光碟架構 

             

▲圖 4.1 光碟架構圖 

4.2 光碟設計與規劃 

以英語教學加上真人發音為主軸，主要目的是讓想學習英文的

人，可以輕鬆利用此片光碟達到對英文的基本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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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光碟介紹 

光碟的內容，包含︰單字練習、例句與遊戲等三個部份，分別如下︰ 

 

▲圖 4.2 開頭動畫圖 

 

▲圖 4.3 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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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單字-A~H 選單 

 

 

▲圖 4.5 例句-T~Z 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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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遊戲頁面 

 

 

▲圖 4.7 遊戲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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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遊戲選單-打地鼠 

 

 

▲圖 4.9 遊戲選單-記憶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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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遊戲選單-連連看 

 

 

▲圖 4.11 LOGO 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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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LOGO-指導老師介紹 

 

 

▲圖 4.13 LOGO-美工人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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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LOGO-程式設計人員介紹 

 

 

▲圖 4.15 LOGO-實務整合人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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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LOGO-影音處理人員介紹 

 

 

▲圖 4.17 LOGO-The End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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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單字 

光碟內容中有 A~Z 的二十六個單字，均含目錄、主畫面、發音等

按鈕，單字分別如下︰ 

Apple Bus Cow Dog Elephant Fish 

Gold Horse Ice Juice Key Lion 

Milk Newspaper Orange Pencil Queen Rabbit 

Sheep Table Umbrella Volleyball Watermelon X-ray 

Yellow Zoo     

 

 

▲圖 4.18 單字-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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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單字-S 

 

 

▲圖 4.20 單字-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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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例句 

光碟內容中有 A~Z 的二十六個例句，均含目錄、主畫面、發音等按鈕，

例句分別如下︰ 

1. I love apples. 
2. Here comes the bus. 
3. Cows eat grass. 
4. Dogs bark. 
5. Elephants have long noses. 
6. Fish swim in the river. 
7. Gold shines.   I have a gold ring. 
8. Mary lives in a big house. 
9. John likes chocolate ice-cream. 
10. I can make orange juice. 
11. This is my car key. 
12. We lion are the king of beasts. 
13. My sister drinks milk every morning. 
14. I read newspaper everyday. 
15. May likes oranges. 
16. My little brother writes with a pencil. 
17. King and Queen live in a castle. 
18. A rabbit can make a long jump. 
19. He keeps a flock of sheep. 
20. There are many dishes on the table. 
21. It is raining. I need an umbrella. 
22. Do you play volleyball? 
23. Watermelons are juicy fruit. 
24. The doctor uses X-ray to check lungs. 
25. Bananas are yellow. 
26. There are many animals in the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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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例句-F 

 

 

▲圖 4.22 例句-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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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例句-W 

4.3.3 遊戲 

提供三個遊戲，讓學習者可以從中做為練習，了解自己是否已記得光

碟內容的 26 個單字。 

4.3.3.1 打地鼠 

玩法︰一開始選擇要打擊的物件之後，在畫面的左下方會有指定的圖

示，例如︰ ，則打 Elephant此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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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4 遊戲-打地鼠主畫面 

 

 

 

 

 

 

 

 

▲圖 4.25 遊戲-打地鼠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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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 記憶大考驗 

玩法︰一開始，讓你看清楚牌的內容及擺設的位置，只要兩兩一

組的圖片配對成功即可。 

 

 

 

 

 

 

▲圖 4.26 遊戲-記憶大考驗主畫面 

 

 

 

 

 

 

 

▲圖 4.27 遊戲-記憶大考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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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3 連連看 

玩法︰將上面圖示，連到正確的英文單字即可。 

 

▲圖 4.28 遊戲-連連看主畫面 

 

▲圖 4.29 遊戲-連連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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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本次教學光碟完成後，雖符合公司的需求，但是礙於時間關係， 

並未能針對一般使用者做實際測試，以使了解使用該光碟後的學習成

效為何，進而做為改進本教學光碟之依據。因此，在本章中只能針對

在製作教學光碟時所碰到的問題及狀況作結論與建議。我們歸納為以

下幾點： 

一、資料來源 

    在教學光碟製作的資料來源都是經由組員一次又一次的反覆討

論的篩選，並與指導老師討論後，確定教材的內容，進而與畹禾公司

的人員確認教材內容是否可行。 

二、教學光碟設計 

 在教學光碟製作的過程中，公司負責人希望教學光碟的重心能夠

著重在互動式的方面，能以生動活潑呈現，以突顯產品特色，並能引

起使用者的興趣。因此，光碟的設計內容、放置資料等，都是經由組

員與指導老師多次討論的成果。由於我們的教學光碟是採用 FLASH

動畫方式呈現，為了表現出獨特性，所以我們在動畫的方面全部都是

自己製作與繪製元件非常耗時。因此，本小組採用分工合作的方式，

每位組員分配一小部分，製作完成後再將大家的作品整合起來，成為

今天的教學光碟。 

三、與公司溝通方面 

 因事前未能與畹禾公司做詳細說明，以致於出現溝通上的問題。

本小組初步的規劃是，想製作一套數位的英文童話故事，以動畫的方

式來呈現童話故事書的內容，不過後來經過多次討論後，發現此主題

並沒有符合廠商的期望，故精協商後更改為現在的主題，在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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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公司都一直保有良好的互動關係及溝通，我們仍以公司的需求

為優先，繼續製作，達到公司負責人的期望。 

5.2 建議 
5.2.1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以精益求精為主要目的，但礙於時間、人力與物力等

因素，亦有待改進之處，盼後續研究者，可加以突破並再進行更深入

之研究。因此，提出後續研究建議如下： 

(1)增加更豐富的內容：在本次教學光碟內容當中，我們製作了基

本的 26 個字母單字及例句讓使用者能簡單的認識英文。但是

在內容上還是有很多可以加強的地方，如：可以增加句子的難

度、線上測驗、英文文法等。 

(2)加強教學光碟的整體感：可以在美工方面，設計出更吸引一般

人使用的介面及環境，讓小孩或一般成人都會有興趣玩玩看。 

(3)加強學習英文的功能：可以增加說與寫模式，使得使用者能夠

輕鬆的運用此光碟學習到更多元化的英文。  

(4)增加遊戲的多元化：使遊戲有更多的選擇，或是增加它的困

難度。例如:看中文寫單字、看圖說故事、填空題等。 

 

 

 



  多媒體應用-英語教學光碟製作 

 38

參考文獻 

一、網址部分 

 友立資訊-Photo Impact 簡介。 

http://www.ulead.com.tw/pi/handylinks.htm。 

二、書籍部分 

 Flash MX 卡通創作，TWG 洪傳華譯。 

出版社：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93年 4 月出版 

 李宗薇(民83年)，教學媒體與教育工學，師大書苑，頁

49-51。 

 陳民溥(民81年)，CAI之發展趨勢─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

資訊與教育，第28期，P5-11。 

 張祖忻、朱純、胡頌華(民國 84年)，教學設計-基本原理與方法。 

 張霄亭，視聽教育與教學媒體，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張玉燕(民國 83年)，教學媒體，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施威銘 (民81年)。動畫製作系統實務手冊。 旗標圖書出版公

司，p.20。 

 Bagley, C.& Hunter,  B.  (1992). Restructuring, Constructivism, 
and Technology: Forgoing a new relationship. Educational 
Technology, 32(7), pp.22-27. 

 Bruner, J.(1986). Actual mind, possible worlds. Cambrige, MA : 



  多媒體應用-英語教學光碟製作 

 3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le, E. (1946).  Audio -visual methods in teaching (1st ed.)  

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Jonassen, D. H. (1986). Hypertext principles for text and courseware 
design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1(4), pp.269-292. 

 Kemp, J. E. and Smellie, D. C.,  Planning, Producing, and 
UsingInstructional M.E.D.I.A., 6th ed.,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1989). 

 Raimes, A. (1983).  Techniques in teaching writing. Oxford, 

GreatBritai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usan Hanley (1994).On Constructivism 
http://www.inform.umd.edu/UMS+State/UMD-Project/MCTP/Ess 
ays/Constructivism.txt 

 Von Glasersfeld, E (1989). Constructivism in education. In T. 
Husen & N. Postlethwaite (Eds.), The international in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Supplementary Vol.1, pp.162-163.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三、論文部分 

 謝瑜萱(民國93年) 「河川生態工法之網路互動式多媒體教學

｣，碩博士論文，中華大學土木研究所，新竹。 

 張儷齡(民國90年)，網際空間國中數學多媒體教材內容與呈

現之研 究。大葉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李孟峰(民國86年)，多媒體融合介面文字呈現方式對使用者

影響之研究。大葉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王俊人民國83年，多媒體軟體使用介面與互動性之研究。國

立政治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多媒體應用-英語教學光碟製作 

 40

 翁靜宇(民國 91年 6 月)，運用電腦多媒體視覺特效輔助啟聰學

童英語學習之研究，大葉大學，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P12-18，

P20-24 。 

 張君平(民國 93年)，網路互動式多媒體教學於公路邊坡生態公

法應用，中華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P5-6。 

 

 

 

 

 

 

 

 

 

 

 

 

 



  多媒體應用-英語教學光碟製作 

 41

附錄 

score = 0; 
startDrag("/hammer", true); 
tellTarget ("/tts") { 
 nextFrame(); 
 play(); 
} 

▲打地鼠程式碼-進入畫面 

random = Number(random(6))+1; 
if (Number(t) == 1) { 
 tellTarget ("/m" add random) { 
  t = 1; 
  play(); 
 } 
} else if (Number(t) == 2) { 
 tellTarget ("/m" add random) { 
  t = 2; 
  play(); 
 } 
} else if (Number(t) == 3) { 
 tellTarget ("/m" add random) { 
  t = 3; 
  play(); 
 } 
} else if (Number(t) == 4) { 
 tellTarget ("/m" add random) { 
  t = 4; 
  play(); 
 }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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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Target ("/m" add random) { 
  t = 5; 
  play(); 
 } 
} 

▲打地鼠程式碼-過程 

g = Number(random(5))+1; 
if (Number(g) == 1) { 
 tellTarget ("ans") { 
  gotoAndStop(1); 
 } 
} else if (Number(g) == 2) { 
 tellTarget ("ans") { 
  gotoAndStop(2); 
 } 
} else if (Number(g) == 3) { 
 tellTarget ("ans") { 
  gotoAndStop(3); 
 } 
} else if (Number(g) == 4) { 
 tellTarget ("ans") { 
  gotoAndStop(4); 
 } 
} else { 
 tellTarget ("ans") { 
  gotoAndStop(5); 
 } 
} 

▲打地鼠程式碼-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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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地鼠程式碼-對與錯的計算 

 

 

 

if (Number(right) >= 10) { 
 i = 1; 
 while (Number(i)<7) { 
  mm = "/m" add i; 
  tellTarget (mm) { 
   gotoAndStop(1); 
  } 
  i = Number(i)+1; 
 } 
 i = 1; 
 gotoAndPlay("win"); 
} else if (Number(error) >= 3) { 
 i = 1; 
 while (Number(i)<7) { 
  mm = "/m" add i; 
  tellTarget (mm) { 
   gotoAndStop(1); 
  } 
  i = Number(i)+1; 
 } 
 i = 1; 
 gotoAndPlay("over"); 
} else { 
 gotoAndPlay("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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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 
var cardAmount = 16; 

//卡片的數目 

//陣列內容代表各卡片的圖案編號 

var cardFace = new Array(); 
for (i=1; i<=cardAmount; i++) { 
 cardFace[i] = int((i+1)/2); 
} 

//將卡片的順序打亂 

for (i=1; i<=cardAmount; i++) { 
 j = cardFace[i]; 
 k = 1+random(cardAmount); 
 cardFace[i] = cardFace[k]; 
 cardFace[k] = j; 
} 

//設定排列卡片的起始位置 

var cgX = 290, cgY = 70; 

//設定卡片之間的距離 

var gapX = 60, gapY = 70; 

//設定每行有幾張卡片 

var perColumn = 4; 
for (i=1; i<=cardAmount; i++) { 
 _root.attachMovie("m_card", "c"+i, i); 

 //排列卡片的位置 

 with (eval("c"+i)) { 
  _x = cgX+((i-1)%perColumn)*gapX; 
  _y = cgY+int((i-1)/perColumn)*g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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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val("c"+i).cardNum = i; 

 //設定卡片號碼 

 eval("c"+i).face = cardFace[i]; 

 //設定卡片圖案 

 eval("c"+i).firstTime = true; 

 //設定每張卡片都還未翻過面 

} 
var score = 0; 

//設定分數為 0分 

var couple = 0; 
var exposedCard = new Array(); 

▲記憶大考驗程式碼-過程 

gotoAndStop (_parent.face+1); 

▲記憶大考驗程式碼-卡片正面 

sc=_root.score; 

▲記憶大考驗程式碼-記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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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連看程式碼-進入畫面 

fscommand("fullscreen", "true"); 
var quz_length = 5; 
var quz_array = new Array(); 
var ans_array = new Array(); 
var check_array = new Array(); 

//關於影片物件的變數 

var quz_x = 45; 
var quz_y = 70; 
var ans_y = 300; 
var quz_distance = 85; 

//先讓影片物件隱形 

for (i=0; i<quz_length; i++) { 
 eval("q"+(i+1)+"_mc")._visible = false; 
 eval("a"+(i+1)+"_mc")._visible = false; 
} 

//排列選擇按鈕 

for (i=0; i<quz_length; i++) { 
 with (eval("q"+(i+1)+"_btn")) { 
  _x = quz_x+quz_distance*i; 
  _y = quz_y+60; 
 } 
 with (eval("a"+(i+1)+"_btn")) { 
  _x = quz_x+quz_distance*i; 
  _y = ans_y-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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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在此影格停止 

stop(); 
 

//表示未選擇 

var choice = 0; 
scoreBar_mc._visible = false; 
 

//設定陣列的初值 

for (var i = 0; i<quz_length; i++) { 
 quz_array[i] = i; 
 ans_array[i] = i; 
 

//表示未選擇 

 check_array[i] = false; 
} 
 

// 亂排陣列 

function randomArrange(a_array) { 
 var len = a_array.length; 
 for (var i = 0; i<len; i++) { 
  var rand = Math.floor(Math.random()*len); 
  var temp = a_array[i]; 
  a_array[i] = a_array[rand]; 
  a_array[rand] = tem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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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亂排題目影片物件 

randomArrange(quz_array); 

//亂排答案影片物件 

randomArrange(ans_array); 
 

//排列影片物件 

for (i=0; i<quz_length; i++) { 
 with (eval("q"+(quz_array[i]+1)+"_mc")) { 
  _x = quz_x+quz_distance*i; 
  _y = quz_y; 
  _visible = true; 
  gotoAndStop("picture"); 
 } 
 with (eval("a"+(ans_array[i]+1)+"_mc")) { 
  _x = quz_x+quz_distance*i; 
  _y = ans_y; 
  _visible = true; 
  gotoAndStop("word"); 
 } 
} 
 

//按下題目的圓形按鈕時 

q1_btn.onPress = function() { 
 choice = Number(this._name.charAt(1)); 
 var mcName_str = "line"+choice; 
 _root.createEmptyMovieClip(mcName_str, cho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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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滑鼠的移動 

_root.onMouseMove = function() { 
 if (choice != 0) { 
  var tmp = eval("q"+choice+"_btn"); 
  with (eval("line"+choice)) { 
   clear(); 
   lineStyle(2,0x0000FF,100); 
   moveTo(tmp._x, tmp._y); 
   lineTo(_xmouse, _ymouse); 
  } 
 } 
}; 

//按下答案的圓形按鈕時 

a1_btn.onPress = function() { 
 if (choice != 0) { 
  var tmp = eval("q"+choice+"_btn"); 
  with (eval("line"+choice)) { 
   clear(); 
   lineStyle(2, 0x0000FF, 100); 
   moveTo(tmp._x, tmp._y); 
   lineTo(this._x, this._y); 
  } 
  var ans = ans_array[Number(this._name.charAt(1))-1]; 
  if (ans == quz_array[choice-1]) { 
   check_array[choice-1] = true; 
  } else { 
   check_array[choice-1] = false; 
  } 
  choice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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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每個圓形按鈕都有作用 

for (i=2; i<=quz_length; i++) { 
 eval("q"+i+"_btn").onPress = q1_btn.onPress; 
 eval("a"+i+"_btn").onPress = a1_btn.onPress; 
} 
 

//放開「對答案」按鈕時 

checkAnswer_btn.onRelease = function() { 
 gotoAndStop(3); 
}; 

▲連連看程式碼-過程 

//顯示計分板 

scoreBar_mc._visible = true; 

//分數由零開始計算 

var score = 0; 
for (i=0; i<quz_length; i++) { 
 if (check_array[i]) { 
  eval("q"+(quz_array[i]+1)+"_mc").gotoAndStop("right"); 
  score += 20; 
 } else { 
  eval("q"+(quz_array[i]+1)+"_mc").gotoAndStop("wrong"); 
 } 
} 

//設定顯示的分數 

scoreBar_mc.score =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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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重玩時 

playAgain_btn.onRelease = function() { 
 scoreBar_mc._visible = false; 
 for (i=1; i<=quz_length; i++) { 
  eval("line"+i).removeMovieClip(); 
 } 
 gotoAndPlay(2); 
}; 

▲連連看程式碼-記分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