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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我們現在的生活環境受到美、日的影響極深，台灣的動畫及漫畫、

偶像劇及綜藝節目型態大多起源於日本，而日本的文化更是目前青少

年嚮往的目標，如服飾、裝扮、飲食等生活習慣，而許多的生活家電、

日常用品及交通工具等知名廠牌有大部分也都來自於日本，更有許多

民眾甚至可以講出幾句簡單的日語，可看出日本與台灣的文化及生活

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台灣與其地理位置接近常會有許多的合作機會與

市場交流，因此日文成為現今國內企業人才重要的外語之ㄧ。 

依據全球台商服務網資料顯示(圖 1-1)，台灣每年最大宗的進口貿

易國家為日本。日本的電子產業和高科技著名製造商包括了索尼

(SONY)、松下(PANASONIC)、佳能(CANON)、夏普(SHARP)、東芝

(TOSHIBA)、日立(HITACHI)等。在汽車業方面，日本的汽車生產量現

已超越美國和德國，是全球最大的汽車生產國。 

圖 1-1：台灣進口貿易國家   資料來源：全球台商服務網  

訪查日期，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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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台灣與日本的貿易行為非常的頻繁，因此企業對於日文

人才的需求非常大，所以今日的學子若能於平時學習第二外國語，定

能為自己提升日後的職場競爭力。日語的發音學習大多可用簡單的羅

馬拼音標示出來，因此可利用英語來幫助日語的學習，而英語早在更

久之前就已經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學校方面也在國中設立了英語教

學的課程，有不少幼稚園及安親班在幼童學齡前就開始教導英語，所

以在使用英語輔助日文學習的過程就可輔助學習以減少的障礙。 

 

另一方面，透過影像、聲音的刺激，可以強化與激發學習效果。而

這些影音的呈現方式和互動設計，正是多媒體日語教學中的重要元

素。隨著電腦的普及與網際網路的興起，多媒體應用已漸漸在教學媒

體上成為主流，目前只有專科以上的學校有設置日文科系，但是以多

媒體方式的相關教材少之又少，而有許多日語初級教學的網站使用影

像的部分相當少，大多都只有文字加上簡單的發音，這樣不但無法吸

引初學者的注意，也忽略了多媒體的實用的許多特性，多媒體可以建

構出一個生動、有趣、並且互動式的教學環境，讓學習可以有更多選

擇。 

 

使用電腦輔助語言學習，可以提供具有情境的練習內容，彌補學習

者因為不同生活環境所導致語言接觸的不足，用以培養運用語言溝通

的能力有一定的效果，但是粗糙、模糊不清的教學設計，對語言初學

者而言，如果應用錯誤，學習效果反而大打折扣。 

 

 隨著時代的進步，家家戶戶幾乎都有一台甚至多台電腦，

造成網路已經是不可或缺的趨勢，內容豐富且易瞭解的網站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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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容易吸引瀏覽者的注意，而豐富的內容通常就代表了內容包

含多樣化的知識加上使用大量的多媒體技術，多媒體有許多表

達方式，如圖示、文字、照片等，這些大多淺顯易懂，是很好

的學習方式。  

  詳細的來分，上網的人第一種為資訊蒐集者，這一群的網

友多半是對某一特定產品感興趣，希望透過網站查詢產品的相

關資訊，或是最新的技術發展資訊。第二種是資訊瀏覽者，這

一類的人大多是已有上網的習慣，一天沒上網就渾身不自在，

沒事上網一下，查看所興趣的領域範疇。   

  依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資料顯示 (圖1-2)，91年後上網普

及率提升，每次調查趨勢都有往上攀升，可見使用電腦的人口

數量一直再增加，而92年7月後調查年齡由15改為0-100歲，顯

示使用電腦的年齡層範圍擴大。  

 圖1-2：台灣上網人口成長圖   資料來源：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訪查日期，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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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1-3可看出家中擁有電腦的家庭數量每年攀升，就受

訪之家戶中，家中擁有個人桌上型電腦的家庭約佔73.66%，也

因為電腦的使用率以及普及率提高，所以高中以上的學校大多

都設有電腦的相關課程，而電腦的補習班也日漸增加，由此可

得知電腦已經是不可或缺的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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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擁有桌上型電腦的比例。資料來源：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訪查日期，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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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1-1可得知，電腦的用途越來越多樣化，並且大部分

的項目不論是娛樂項目、資訊，甚至是新聞都和多媒體的運用

相關，可見多媒體的應用在網路上早已普及並且盛行多時，單

純文字的內容已經無法滿足瀏覽者的需求。  

           表 1-1：民國96年7月調查台灣上網瀏覽內容  

項目別 相對次數 
新聞 
吃喝玩樂等娛樂項目 
行動辦公室功能 
購物資訊 
交通資訊 
電子地圖服務 
影片音樂等娛樂 
優惠訊息 
財經股市 
行動電子商務(購物/購票) 
網路電話 
行動學習服務 
電子導航服務 
行動付費服務 
家電用品無線控制 
行動醫療服務 
安全監控防盜系統 
其他 

54.59 
43.20 
38.53 
31.22 
28.10 
28.05 
26.38 
17.84 
17.62 
15.80 
14.13 
11.93 
9.46 
4.51 
3.33 
3.33 
2.90 
2.96 

          資料來源：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利用多媒體技術與電腦科技的整合來進行教學的效率會比以往單

純只使用書籍來學習會更有效率，並且運用多媒體技術來互動式教學

可以更快速的加深使用者的印象。讓使用者放下以往學習的沉重包

袱，用輕鬆且愉悅的心態來體會多媒體互動式學習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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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背景  

人類最基本的溝通方式就是透過言語進行溝通和傳達思想。語言是

一種帶有思緒和情感的聲音，而人所使用的語言是由語音、語義和語

法的組成。雖然語言也可用文字來表達，但是文字卻無法顯示出人類

在講話時所蘊含的語氣、聲音起伏，文字所要表達的意思完全是靠解

讀的人自行想像。 

 

科技日新月異、進步神速，隨著電腦的廣泛應用，影像的設計已成

為目前各種多媒體輔助學習軟體中非常重要的介面元件。使用電腦作

為輔助語言學習的工具成為最佳的工具。不同的教學方式在教學過程

中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及結果。 

 

而電腦輔助教學內容的呈現，一般著重圖像和影像的設計及音效，

以攫取人們的注意力，進一步喚起學習興趣，使用圖形化使用介面最

大特點就是能減輕使用者的認知負荷，就算不了解字面的意義也可以

透過圖像讓使用者了解文字的意思而輕鬆學習。對於視覺上的效果可

在短時間內帶給人們刺激，而生動有趣的影像，對學習有很好的效果，

同時以具體的方式呈現文字和語言間表達彼此的關係，幫助學習者組

織資料和建構知識。 

 

目前國內接受美語教學的年齡層逐漸下降，主要的原因在於科技的

發達使得國際之間的距離比以前還要接近，除了美語為國際通用語言

之外，也因為科技的發展迅速，加上現在人們在工作之虞追求休閒的

比例有向上攀升的趨勢，因此旅行就成為社會大眾喜好的休閒之一，

以往跟團出國若是語言溝通不良，還可以仰賴導遊翻譯，但如果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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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就必須靠自己打理所有的瑣事，如訂房、訂票、購物，要在國

外找到可用中文溝通的對象並不容易，所以外語的學習是有必要的。 

 

 而在台灣一般人最常接觸到的外語，除了英語之外就是日語，原因

在於台灣交流機會較多的國家就是大陸以及日本，而大陸使用的語言

與台灣相似，雖有口音的不同，但是皆為中文，因此在溝通上遇到的

阻礙較小，而另一種最常接觸的就是日語，若是能夠多學習不同的語

言，不論是將來在職場上，抑或是有出國的機會，多會一種語言就多

一種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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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本系統的建置開發主要是以大專院校之初接觸日文的學

生為主要對象。為了使初學者可以簡單學習，容易吸收教學內容，

所以在教材部分必須要能夠喚起人的注意，而寓教於樂是最能引起其

學習興趣的方法，詳細的圖文解說，不僅易教易學，降低初學者在學

習過程中的挫折感，以聆聽歌謠、 說故事、玩遊戲等容易記憶學習的

方式，幫助初學者增加其學習興趣。 

 

 而透過網路學習最大的好處就是方便，只要有網際網路，不管人

在何處也不需要考慮時間問題，都可以上網學習，且使用網路學習時，

可以依個人學習進度來控制及重複使用教材；其次是使用網路學習

時，有多媒體教材可以使用，包括音效、動畫等，比起使用書本學習

只能用看的照書念而沒有語音教學的學習成效好，這樣在學習時就可

以降低學習難度。  

 綜合歸納後，本研究目的可分為： 

1.設計適合初學者所學習之多媒體日語教材。 

2.以多媒體的方式增加初學者的學習意願。 

3.讓使用者可以了解日文句子的結構。 

4.讓使用者學會簡單的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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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限制  

  日語並不是台灣的母語，除了年長而受過日本教育的祖

父母學過日語，以及一些日常生活偶爾會聽到的日語，如『打

火機，英文 lighter，日文為ライター，羅馬拼音 la i ta』、『螺絲

起子，英文 screwdriver ，日文為ドライバー  羅馬拼音 do la ta 

ba 』(片假名的長音記做『ー』，唸法也是將前音的母音音節拉長一

倍)，常聽見有人用日語發音之外，其他的在一般日常生活中

較少使用，民眾最常接觸到大多就是日本的電視節目或是目

前流行的日系卡通可聽到日語發音，除此之外可聽到日語的

機會就相當的少，因此學生在離開學校後練習的機會就少了

許多，家中若是沒有年長並受過日本教育的祖父母，想找可

以用日語對話的對象就更少了。且在家中練習時旁邊若沒有

人糾正指導，或是沒有影音可以重複聽而找出錯誤，也會降

低學習效果及效率。  

 

 初學者不論年齡大小，目前在社會上都極少與日語接觸，

而有時間去找日語的補習班學日語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加上日

語補習班和英語補習班比較起來，日語的補習班數量非常少，

如果不是在較大的都市中 (如台北、台中 )，要找到日語補習班

的機率不高，而只靠自己看書學習的效果並不佳，加上不管是

學哪種外語，一般民眾不論會不會講，大多不好意思開口，因

此可以對話的對象也相當少，就算說出口也不知道是否發音正

確，少了一個可以正確學習的方法則學習的程度會大打折扣，

因此一個適合的學習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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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流程圖  

 

 

 

 

 

 

 

 

 

 

 

 

 

 

 

 

 

                      

 

 

 

 

 

 

 

 

圖 1- 4：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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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研究流程圖說明  

在開始進行本研究前，奠定題目後，首先確定此專題研究的背景、

動機以及目的，開始進行文獻的蒐集並且加以分析，展開小組會議討

論網站功能並確認網站需求，進而擬定網站架構後，便開始著手設計

資料庫及動畫。 

 

動畫以及網站建置完成後，需與資料庫連結，並且經過反覆的測試

與修正，確認網站功能可正常執行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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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與科學系朱延平教授對多媒體的定義，歸納為以下

幾項條件： 

1. 可呈現文字、圖形、照片、動畫、影片、音效及語音等不同型

式的資料。 

2. 所有訊息皆轉成數位化的型態。 

3. 以電腦來掌控其播放呈現的方式和內容的安排。 

4. 具有與使用者互動的功能。 

    多媒體的強大功能，與電腦科技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以前，

各種用以傳達訊息的媒介都是各自獨立的。例如 : 要閱讀文字，必須

仰賴於印刷的書面文件；要聽音訊，必須靠收音機 ; 要觀賞影像，則

須透過電視 ; 想觀看靜態影像，則有賴於照片或圖片 ; 各種訊息資料

的讀取和呈現的方式不同，所需的軟硬體設備也各有不同，要將這些

不同類型的資訊和設備整合為一套完整的系統是有一定的困難度。然

而，目前的電腦科技技術已可將各種不同形式的訊息轉為數位化，形

成一致的基本格式，並利用電腦來儲存或呈現所有資料，成為多媒體

的資訊，對於各種訊息的整合及呈現帶來了極大的助益。 

 

當人們接受多媒體且成為無所不在的話題時，一般民眾對於多媒體

的定義仍模糊不清，各專業領域對於多媒體的定義和內涵也各有不同

的解釋；如資訊工程界提到多媒體，偏向於多媒體的硬體設備，電腦

軟體界較偏重於多媒體的軟體發展、使用與程式語言的撰寫，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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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提及多媒體則注重於多媒體的教材呈現、內容結構及學習成效，休

閒娛樂領域中的多媒體大多是指多媒體光碟的節目片[1]。 

 

由以上的敘述可知，多媒體本身所包含的面向是非常多元化的，在

不同領域之間也因為彼此的認知不同而造成了許多溝通上的困難，而

各領域對於多媒體的認知有極大差異，卻又容易誤認為自己的定義就

是它的全部，以致於忽略了多媒體其它的面向，因此，對於初學多媒

體的學習者而言，有必要先從各方面去瞭解多媒體，方能知道自身所

將學習的部份，在整個多媒體知識領域中的定位。 

 

 多媒體的本質︰為"交互性"，操作者不僅可以觀看，而且能夠親自

參與。就好比看電影，有聲音有顏色有文字有動畫，集合了各種多媒

體的素材，但就算情節再感人、動作再精采，也只能在觀看而無法參

與。只有當觀眾掌握了主導權，可以讓電影停在某一點，也可以讓它

重演，甚至能夠控制或改變劇情的發展，與電影故事交流和互動，才

是真正具有了多媒體的特點，使人主動地獲取而非被動地接受訊息。 

 

 網路傳媒會如此被重視，史瑪特(1997)認為可能的原因是：  

1. 可包容文字聲音影像，為可接收大部分的廣播、電視、電影、報

章、雜誌書籍的傳播工具。  

2. 以極快的速度與容量，累積、傳輸資訊。  

3. 搜尋功能不斷強化的性質，使知識權力徹底分散。  

4. 其對話功能，讓使用者輿論力量、參與感都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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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散年齡、社會階層、地域、種族群體，各種多樣因素，開啟全

新的網路社群型態。  

6. 透過網路，能提供的多元化、相對意見，比任何媒體都多。 

網路的崛起，使網路媒介不再只是傳遞資訊的工具。Internet塑造了

一個全新的生活空間和交往環境，人們能夠在其間進行社會互動，而

不只是交換資訊。網路普及率，網路應用廣泛助長網路文化的發展。

網路論壇，網路電話，網路會議，網路教學，單向傳播，BBS（佈告

欄），金融轉帳交易等等各種網路活動都延展了網絡文化。 

 

 

2.1多媒體教學的定義 

可以傳播訊息、轉移素材的機構、人、動物、機械、物體均可稱為

媒體，而此處所謂的多媒體是指被傳播的素材，而非傳播者，例如：

圖片、文字、聲音、音效、動畫、電影等等。 

多媒體教學，也就是使用以上所介紹的媒體種類，編輯在教材當中，

透過電子設備來實施教學。 

 

2.1.1媒體的組成要素 

當製作多媒體時，一般都會先從找尋素材著手，素材就是多媒體的

組成要素。而這些素材大多不會單獨使用，通常會使用兩種或兩種以

上的素材組合而成。郭秋田、林佳漢、楊永仁(2002)整理出常見的要素

有以下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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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包括各種文字與符號。這是人與電腦溝通最基本的方式，也是大多

人們最常使用的表達方式。藉由文字可以傳遞作者的信息，可由文

字大小、顏色、字型及粗細等表現出不同的效果。  

文字具有佔有儲存空間小、利於電腦處理、可呈現的內容精準等特

點，但不是很吸引人注意。文字儲存在電腦內須經過編碼，為了資

訊交換的共通性與便利性，文字訂有標準的編碼方式，在英文字元

方面以 ASCII碼為主，而繁體中文則以 Big-5碼為主，文字的輸入

主要是透過鍵盤，英文可直接透過鍵盤上的符號輸入；中文則必須

透過中文輸入法進行。 

 

 影像 

影像數位化是將畫面縱橫切割為棋盤狀的方格小點，這些小點稱為

像素，每一個像素以一個顏色表示，以構成完整的影像。同一張影

像的像素切割的越細，畫質就越好；每一個像素可使用的顏色種類

越多，則影像的色彩組合越豐富。一張影像所含的像素點動輒數以

萬計，因此需要的儲存空間遠大於文字。以像素記錄影像內容的格

式稱為點距陣影像。 

它可以彌補文字描述的不足，或是加強使用者的印象；當遇到不易

描述時，特別是描述情境或是人的表情時，所描述的方式往往不一

定會瀏覽者有相同感受，此時就會有一張圖勝過千言萬語的感覺。

圖形方面可分為靜態與動態，靜態泛指圖畫或相片；動態就是所謂

的動畫，它是由一連串的靜態圖片快速播放所構成的。 

目前常見的圖形格式有：BMP、PNG、JPEG(JPG)、GIF。對於相

片影像品質，應使用 PNG 檔案、JPEG 檔案。BMP 檔案適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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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Windows 中的底色圖案。GIF 圖片支援透明度、壓縮，以及多

重影像圖片 (動畫 GIF)。 

 

 音訊 

由聲音構成的媒體。聲音在本質上由聲波所構成，因此透過取樣的

過程進行數位化，以此形式儲存在電腦的音訊資料稱為波形音訊。 

數位化的過程首先是由麥克風或其他音源輸入裝置等設備輸入，由

音效卡完成數位化以後儲存在電腦中。 

就內容與性質而言，音訊可分為語音、音樂跟聲音。語音通常代表

了人的聲音，音樂的內容由旋律構成，有音階的高低、節拍的長短、

聲音的強弱等等具有規律的特性，依據這些特性所發展出的

MIDI，即所謂的「音樂樂器數位介面」，可以將音樂的內容以MIDI

中的各種指令與符號表達、儲存。聲音方面則具有人的語言、動物

的聲音與各種自然及人工所產生的聲音，聲音無法像音樂一樣用簡

單的符號儲存。 

在周遭環境中，充滿了各種聲音，可以用錄音的方式把這些聲音直

接加入多媒體中，有時就算不使用文字，只看圖及聽音效就可以了

解作者要表達的意境。 

目前常見的音訊格式有：WAV、MP3、WMA、MIDI。WMA 是 

Windows Media Audio 編碼後的檔案格式，為 Windows Media 

Player的聲音檔案。RA 則是 RealAudio 格式， RA 和 WMA 是

目前網路上，用於在線試聽最多的媒體格式。MP3由 MPEG 標準

中的音訊部分而來，也是為大多數人最常使用。MIDI 俗稱「電子

合成樂」，將音樂的音色、節拍、音調⋯等資訊以符號的方式表示，

播放時依據符號所對應到的音效取出預先儲存的音訊樣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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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圖像 

 二度空間的動畫，簡稱二維動畫或 2D動畫 ( Two Dimensions ) 

二維動畫是平面類的動畫，將靜止的畫面變為動態，由靜止到

動態，主要是靠人眼的視覺殘留效應，利用人的這種視覺生理

特性可製作出具有高度想像力和表現力的動畫影片。 

 三維動畫或 3D動畫  ( Three Dimensions ) 

三維動畫是由二維動畫延伸而來，差異在於三維動畫比二維動

畫多了空間感。 

 視訊 

視訊是由動態影像畫面所構成，而視訊每秒中必須播放 25~30個畫

面，每一個畫面即是一張影像，因此視訊需要的儲存空間非常大，

這象徵要讓電腦播放視訊影片，除了要將龐大的視訊媒體資料儲存

下來，也需要能即時處理這麼多資料的能力，而目前電腦科技發展

出很好的視訊資料壓縮方式，使視訊媒體資料能以較小的儲存格式

存放。 

簡單的說，視訊就是聲音跟影像的結合，利用電腦周邊硬體與軟

體，把這些內容輸入電腦來進行編輯修改，而成為電腦所能接受的

格式，然後加入多媒體中。 

目前常見的視訊格式有：AVI、MPEG(MPG)、WMV、RA(RAM)、

DIVX。AVI即音頻視訊交叉存取格式，MPEG 不是簡單的一種檔

案格式，而是編碼方案。DIVX較特殊的地方為採用MPEG-4格式

壓縮影像內容，但聲音部分卻採用MP3格式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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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多媒體教學的優點 

 資料數位化，容易儲存、編修、轉移、複製。 

 重複使用，成本低廉，注重環保。 

 降低人為因素，教學內容一致性。 

 媒體元素多樣性，學習不枯燥。 

 互動性高，非直線式強迫學習。 

 

 

2.1.3實施多媒體教學 

 在普通教室 

傳統教學多半使用粉筆、黑板，有時也使用投影片，但是舊式投影

片製作費時，保留不易，並且難以更新檔案內容，只能製作新投影

片使用，而現在的電子儲存硬體價格低廉，購買容易，投影片則可

以使用 PowerPoint來完成，不需使用舊式的投影片。  

 

 在電腦教室 

在電腦教室實施多媒體教學是最好的方式，因為老師可以將教材內

容直接送到每一位同學前的螢幕上，這種學習方式，比起看課本或

聽講是更加具體真實的，也可以確保每一位同學都看得到。 

 

 在自己家中 

學生離開學校後，就可自行在家上網繼續學習，而不會導致學習的

中斷，若社會人士也想學但是沒有時間去上課或補習的時候，休閒

之餘就可以自己上網自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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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資料庫－MySQL 的定義  

 MySQL 是一個快速、多執行緒（multithread）、多使用者

且功能強大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可以與  C、C++、Java、

Perl、 PHP 等語言很容易的連結，可運行於多種平台上。由

MySQL AB 公司開發與提供技術支援，屬於「Open Source」

（開放原始碼）的資料庫管理系統，是一套支援 SQL 語言且

免費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SQL 是「結構化查詢語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的簡稱，是專門用於關連式資料庫的一種查詢語言。利用 SQL 

可以用來定義資料庫結構、建立表格、指定欄位型態與長度，

也能新增、異動或查詢資料，已成為關聯式資料庫的標準語言。 

 

使用資料庫的目的：  

 去除不必要的重複性資料  

使用資料庫系統的主要目的，就是將資料經過整合後集中

存放在同一個位置，以統一的資料來源將可避免各單位檔

案中都有許多重複資料的問題。  

 集中式管理、確保安全  

集中存放的資料 , 能做更有效的管理與維護。可有效限

制使用者可存取的資料範圍、方便追蹤資料異動的歷程 , 

這些都大幅提昇資料的保密性及安全性。  

 提昇效率  

由於資料都整合集中存放 , 使用者就能很迅速地從單

一來源取得所需的資料。不需費心到處找出散落在各處的

資料 , 提昇工作效率 , 大幅降低時間成本 ,減少人力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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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化應用程式複雜度  

1. 當資料分散存在多個檔案時 , 開發相關的應用程式

必須考慮多個檔案的內容、要透過網路連線到多個

位置存取檔案、甚至要開啟多種不同格式的檔案 ,

使開發應用程式的工作變得複雜。  

2. 採用資料庫系統後 , 應用程式只需到資料庫管理系

統以一致的方式即可存取資料 , 不必再自行讀寫資

料實際存放的檔案 (格式 ), 使資料庫程式更容易開

發 , 程式也較不容易出錯。  

 

2.2.1 MySQL 資料庫系統的特點  

 支援 C/C++、Java、PHP、等等各種不同程式語言的資料庫

函式庫。  

 多執行緒的系統核心，可以使用在多 CPU 電腦系統。  

 登入使用者數沒有限制。  

 速度快、可靠且資料庫容量大。  

 提供執行快速的命令列工具。  

 容易使用，且提供效率高的使用者權限管理系統。  

 

2.2.2 MySQL 管理程式－phpMyAdmin 

phpMyAdmin 是一套 MySQL 資料庫的管理工具。整套系統利用 

PHP 來撰寫，針對MySQL資料庫系統的Web管理界面。它可以很方

便地以圖形化界面，來對MySQL資料庫內之資料做增刪的做動，更可

以做資料庫本身的增刪管理。因早期的 MySQL 並沒有提供簡易的使

用者介面，phpMyAdmin 利用網頁方式來讓管理者建立、變更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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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執行 SQL 指令、管理使用者的權限、匯入/匯出資料等基本

功能。 

 

phpMyAdmin 設定檔案名稱是 config.inc.php 檔案，簡單的

說，它是一套 Web 介面的 MySQL 管理程式，而且支援中文的

使用介面。  

 

phpMyAdmin 是透過瀏覽程式來管理 MySQL 伺服器，不論

MySQL 是安裝在 Linux 或 Windows 作業系統，都可以使用相

同步驟在 MySQL 建立資料庫、資料表和編輯記錄 [2]。  

 

 

2.3 程式語言－PHP 的定義  

PHP(Hypertext Preprocessor)是在伺服器端執行的程式語言，

被廣泛運用在網頁程式撰寫，尤其是它能適用於網頁程式的開

發及能夠嵌入 HTML 文件之中，它的語法和 C、 Java 及 Perl

等語法相似，且學習起來更容易上手。PHP 的目地是為了能使

網站開發者可以快速地撰寫動態網頁。   

 

2.3.1 PHP 主要運用  

PHP 能使用在大多數的作業系統，像是 Linux、Microsoft 

Windows 等等都能使用。PHP 也能在大多數的網站伺服器上

執行，像是 Apache、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IIS)都可執

行。在大多數的伺服器中，PHP 被編譯其中的一個模組，但

PHP 也能編譯成 CGI 模式，使 PHP 成為一個 CGI 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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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PHP 的功用  

PHP 不單單只是輸出 HTML 文件而己，它的功能還包括了

輸出圖形、PDF 檔、及 Flash 檔。也可以讓它輸出一些文字，

像是 XHTML 及任何其它的 XML 檔，PHP 可以產生出以上這

些檔案，並且將它們儲存在伺服器上。PHP 也提供了相當多的

協定，像是 LDAP、 IMAP、SNMP、NNTP、POP3、HTTP、

COM 等等，還有其它相當多的擴充模組可以使用。PHP 也支

援相當廣泛種類的資料庫，所以在撰寫網頁時，使用到資料庫

變成是相當的容易了 [3]。  

 

2.3.3 PHP與MySQL資料庫 

屬於開放原始碼 (Open Source) 的 PHP , 只要網頁伺服器支援解

析 PHP 網頁的功能, 就可以使用。PHP程式可以直接在伺服端存取資

料庫的記錄資料，其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2-1：PHP與資料庫(摘自多媒體導論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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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Web Server Engine－Apache  

Apache 是 Linux 系統上最廣泛用來架設 WWW 伺服器的架站軟

體，WWW 就是全球資訊網，可以結合文字、圖形、影像及聲音等多

媒體，並透過超連結的方式，將資訊透過 Internet 傳遞到世界各處。 

 

1995 年，由國際超級電腦應用中心主導並克服了一些 Web 主機

的臭蟲之後，才讓這個 http 協定的 WWW 套件得到了更廣泛的應

用！而因為這個釋出的版本是來自於一些臭蟲的克服，因此，這個 

WWW 套件被戲稱為『 A patchy server 』，意思是，一個經過更新後

的 Server 的意思！後來，因為要將名字確定下來，乾脆就直接取其諧

音，用『 Apache 』[4]。 

 

 

2.5 資訊流 

網站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資訊交流，除了網頁上可供使用者獲得

想要的資訊之外，也可以透過討論區的方式來交換訊息。 

資訊交換可分為： 

 網站主動 

網頁上所提供的資訊，此資訊由網站站主所提供。 

 使用者主動 

使用者在討論區所交換的資訊，由使用者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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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主要對象是以未曾學過日語的大學生為主，因為

是第一次接觸第二外國語言，所以網站的內容規劃應淺顯易

懂，最好還能包含許多生動、活潑有趣的教材才能吸引初學者

學習的興趣，所以本學習網站的內容規劃既以此為目標，因此

內容上是以日語單字的教學為重點，使用童謠、遊戲等方式加

深學習印象，建立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為目的。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建置一個多媒體日文教學網站讓使用者可學習並且

互相交流資訊。擬定對象為日文初學者，在學習的過程中，基

礎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因此網站的功能建置時重點就在基礎教

學。  

一、多方面蒐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與探討。  

二、分析文獻後，以多媒體日文教學網站架構為基礎，製  

作出各種適合於教學之多元化的多媒體要素，用以組

合成豐富、有趣的教材。  

三、使用上述教材進行多媒體日文教學網站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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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EasyPHP 2.0 beta1軟體、Macromedia Dreamweaver 8.0 

軟體、Macromedia Flash 8.0 軟體、Photoshop CS2軟體、GoldWave 軟

體，互相搭配使用，建置適合初學者的多媒體日文教學網站。  

 

3.3.1  EasyPHP 

EasyPHP是使用非常簡單的套裝軟體，安裝過程中不需要特殊設

定，直接點選下一步就可以安裝完畢。本研究所用的版本為2.0 beta1。

EasyPHP 2.0 beta1整合了Apache2.2.3、PHP5.2.0、PHPMyAdmin2.9.1.1、

Mysql5.0.27、SQLiteManager1.2.0， EasyPHP啟動後會在工具列出現圖

示E，雙擊圖示後會出現兩個伺服器(Apache2及MySQL)的執行情況(綠

燈表示啟動成功)，可以確定兩種程式都正常啟動，使用起來相當方便。  

 

3.3.2  網頁製作軟體－Macromedia Dreamweaver 8.0 

使用Dreamweaver 8.0，不論是製作靜態html網頁，還是要作動態

PHP網頁都容易上手；與資料庫連結、寫入資料、編輯資料庫內容都可

在Dreamweaver 8.0完成，而Dreamweaver 8.0要將Flash Video視訊及圖

像文件(gif、jpg圖檔)放在網頁上非常簡單，按滑鼠 5 下，就可輕鬆自

訂視訊外觀，並將它加入網站，或直接將Flash Video視訊及圖像文件拖

放至Dreamweaver 8.0就可以使用，且Dreamweaver 8.0可從 Macromedia 

Dreamweaver Exchange 取得超過 800 個免費下載的擴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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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動畫製作軟體－Macromedia Flash 8.0 

Flash 是 Macromedia 公司所推出的軟體，它是專門用來設計網頁

及多媒體動畫的軟體，可以為網頁加入專業且漂亮的互動式按鈕及向

量式的動畫圖案特效，是目前製作網頁動畫最熱門的軟體。 

  

Flash主要有以下幾點特性： 

 使用向量式圖形技術來製作動畫，它使檔案容量較小；而且將向量

圖放大或縮小，也不會失真，最重要的是檔案容量也不會改變。 

 可為網頁配上音效，是以 MP3 的音樂壓縮格式壓縮〔可匯入WAV

聲音檔〕，降低聲音所佔據的檔案容量，也可保有高品質的音質。 

 採用 Streaming資料流傳送方式，在檔案下載的同時即可流暢的播

放，不須等到資料全部下載完畢才能觀看動畫。 

 提供 Actions指令設定環境，可使網頁作到極佳的互動性。 

 為了讓使用者可以在完成動畫之後，立即看到動畫在網頁中的效

果，Flash可直接將動畫出版成網頁，產生 HTML。 

 具有抗鋸齒的功能，可讓文字或影像的邊緣都非常平滑。 

 加強與支援點陣式圖形處理 (Enhanced Bitmap Support)，使之可旋

轉、 拉長等功能。 

 

Macromedia Flash 8.0比以前的版本多了些新功能，包括對點陣圖

的快取、全新的物件繪圖模式及各式特效等， Flash 8.0有更豐富的視

覺效果，最方便的就是 Flash 8.0增強了動作面板(script助理模式)，不

需要再記一大堆指令；Flash 可存成許多種類的檔案，除了基本的 fla

及 swf，還包含了 exe、html、jpg等各種檔案。需在網頁加入音效、特

效、動畫時，使用 Flash就是最方便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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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的專題中，Flash在此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動畫部

分的人物角色中的肢體動作因為動作部份比較細膩也比較不好調整而

有對話的部份都要配上錄音檔，並且在對話部份時，人物一些小地方

的動作都是比較難處理的地方，至於其他大部份的動作則是靠簡單的

補間動畫就可以完成了。 

  

3.3.4 繪圖軟體－Photoshop CS2 

Photoshop 擁有完整、強大的影像處理功能，因此 Photoshop 一直

都是影像處理軟體界的龍頭老大，被認為是做為美工、排版人才必備

的軟體操作能力，不只數位照片處理功能的加強， Photoshop CS2 還

加入了更多智慧型的新增指令，能認原本複雜的影像處理效果，現在

只要簡單步驟就可以製做出更為完美的效果。需要改圖的時候，

Photoshop 有非常多樣化的功能，有許多功能甚至有兩至三種樣式的工

具可用。 

 

3.3.5 聲音剪輯軟體－GoldWave 

GoldWave是一個聲音的編輯、播放、錄製、及轉換處理的程式。

除了基本的編輯功能（Undo、Redo、Cut、Copy、Paste、Mix、Delete）

之外，還有多重的聲音編輯視窗（有時間軸、振幅、波形圖、快速檢

視區）與獨立的左右聲道編輯及檢視功能，和許多的音效處理特效。 

 

GoldWave 同時也支援相當多的檔案格式（WAV、VOC、SND、

MAT、AIFF、MP3…等），並且可以交互的轉換這些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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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伺服器端電腦系統與配備 

表 3-1伺服器端電腦系統與配備 

系統／配備  規格  

作業系統  windows 2000 server 

CPU AMD Athlon 64 4800＋  

記憶體  2G*1 

顯示卡  NVIDIA GeForce 9600 GT 

繪圖晶片 

硬碟  160G 

網路  ADSL專用網路 

錄音軟 /硬體  GoldWave/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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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使用者端建議配備 

      表 3-2 使用者端建議配備 

系統基本需求 

項目 基本配備 建議配備 

CPU Pentium Ⅲ 1GHz Pentium Ⅳ 1.8GHz 

硬碟空間  1G 1G以上 

作業系統  Windows XP/ME/2000 (或更高版本) 

記憶體  256MB 512MB以上 

顯示卡  32 MB以上之顯示記憶

體的顯卡 

64 MB以上之顯示記憶

體的顯卡 

音效卡  支援 DirectX之音效卡 

顯示設定值  螢幕解析度 1024*768個

像素 色彩品質 16位元

螢幕解析度 1024*768個

像素 色彩品質 32位元

網路  ADSL專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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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網站架構  
4.1 架構圖  

 
 

  
 
        
 
 
 
        
 
 
    

 

 

 

 

 

 

 

 

 

 

 

 

 

 

 

圖 4-1：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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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網站架構圖說明  

網站分為八項目：單字 (包含清音、濁音、拗音 )、對話、

童謠、故事、遊戲以及討論區、測驗區以及下載。  

 

「清音」與「濁音」、「拗音」下有平假名與片假名的分類選

項。頁面中包含單字、圖片以及寫法、語音，為基礎的教學。 

 

「對話」選項之下包含了三種對話，『購物』、『問路』、『日

常問候』，以 Flash 動畫方式呈現，這都是日常生活中可能出

現的對話，都是簡短的句子，藉此了解文字的排列組合，另外

在『生活補充』中包含了對人物的稱呼、時間、數字的發音。 

 

「童謠」選項之下包含了三首童謠，學外語容易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不敢開口說，以唱歌的方式來說日語，是最輕鬆的學習方式，而

三種曲目都有中文版本，對於旋律不需要另外去花費時間去記憶，因

此在歌曲的選擇上，童謠比流行歌曲更適合當成教材使用，背誦過單

字之後，就可以隨著音樂哼著唱。 

 

「故事」選用『老鼠跑第一』，在台灣有個名稱為『十二生肖』，

是家喻戶曉的古老傳說，以 Flash 動畫方式呈現，主要用意是

讓使用者可以了解句型的變化以及句子的排列。  

 

「遊戲」選項之下包含了三個遊戲選項，遊戲的用途除了可以

加深學習印象之外，還可以測驗學習成果。  

 

「討論區」則可讓使用者發言及回覆，只有管理者可刪除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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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區」部份提供了三種測驗，認字測驗的主要是測試使用

者是否可以認出單字以及發音。配合測驗則是簡單的單字配

圖，聽力是最後一種測驗，題目中不附上羅馬拼音，需要使用

者自行聽題目，而選擇出答案。  

 

「下載」選項之下包含了兩種，一種為歌詞，另一種則是日文

輸入法 _櫻花輸入法的下載。下載頁面中包含了輸入法使用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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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網站建置  

4.2.1首頁 

進入首頁，左邊有各式選單，首頁包含了日本文字的由來，並簡單

介紹日文句子的格式，如圖 4-2。 

 
圖 4-2：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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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單字 

點選左列單字後，可看到如圖 4-3的頁面，點擊任一單字，都可以看到

如圖 4-4的單字教學頁面，頁面中綠色按鈕按下後可以聽到單字發音。 

在單字教學頁面中，左下角的『觀看書寫』按鈕點下後，就會出現單

字書寫的方式，有快慢兩種，如圖 4-5。 

 
圖 4-3:單字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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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單字教學頁面 

 
圖 4-5:單字頁面中顯示出書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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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對話 

對話中包含四種不同用途：購物、問路、問候、生活常用補充。圖

4-6、圖 4-7、圖 4-8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經常會遇到的情況，動畫中含

發音，邊聽語音邊看文字有助於加深印象。而圖 4-9的生活補充中，可

以看到對人、數字的單字，滑鼠移過去後可以看到該單字的日文，按

下後還可以聽發音。 

 
圖 4-6:對話中購物的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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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對話中問路動畫 

 

 
圖 4-8:對話中日常生活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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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生活補充頁面 

 

4.2.4童謠 

選擇想聽的歌曲就可以開始了，且歌曲的詞不多，反覆唱幾次就能

朗朗上口了。童謠包含下雨、紅蜻蜓、玩具進行曲，配合動畫可以更

加深印象。 

 
圖 4-10:『下雨』童謠的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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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紅蜻蜓』童謠的動畫 

 

 

 
圖 4-12:『玩具進行曲』童謠的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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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故事 

圖 4-13 為故事動畫的畫面，藉著故事較多的文字，可以看出句子

的文法以及句型排列，慢慢的跟著故事中的句子念，更可以練習長句

子的發音。 

 
圖 4-13：『老鼠跑第一』的故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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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遊戲 

猜字遊戲畫面如圖 4-14，遊戲中選出日文所代表的數字，亂數出現

1-10 的日文數字，如果頁面的選項中一直沒出現該數字，可按下右下

角的『換字』按鈕，頁面中的中文就會隨機換字。 

 
圖 4-14：猜字遊戲畫面 

 

圖 4-15 中可以看到記憶大考驗則是常見的翻牌遊戲，卡片中使用

的圖案都是單字教學時有用來講解單字的圖，除了圖案之外，也加上

了該圖案的日文，玩遊戲的時候就會邊回想練習單字時所學習到的。 

 
圖 4-15：記憶大考驗遊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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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為拼圖完成模樣，第一次玩拼圖的時候，因為不知道圖片

組合起來的模樣，就只能依照拼圖的缺角來拼湊出圖案，拼圖完成後，

下方會出現拼圖上的文字及發音，若了解拼圖上的文字後，可學習先

思考文字的排列句型，再拼出圖案。 

 
圖 4-16：拼圖遊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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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討論區 

進入討論區可看到如圖 4-17 的畫面，討論區中一般使用者都可以

留言及回覆，管理者登入之後，頁面上才會出現可以刪除留言的功能，

如圖 4-18，使用搜尋功能時，可自由輸入留言的暱稱、主題等其中一

樣來做搜尋的動作，如圖 4-19。 

 
圖 4-17:討論區首頁畫面 

 

 
圖 4-18:管理者登入畫面，圖片下方中會出現叉號，表示可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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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使用『搜尋』功能的畫面 

 

4.2.8測驗區 

圖 4-20 為認字測驗時的畫面，認字是最基礎的學習，因此在認字

測驗中，會隨機出現所有單字的選項，因此每次使用的時候，出現的

單字都不會相同。 

 
圖 4-20：認字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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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題以連線方式進行，選出圖片的日語名稱，如圖 4-21所示。 

 
圖 4-21：配合題畫面 

 

圖 4-22 為聽力測驗，測驗時需要聽題目中的語音來選出答案，使

用的題目，在對話及故事中都有出現，題目出現時也有語音，因此沒

有使用過對話或故事選項的使用者仍然可以單靠聽語音而作答。 

 
圖 4-22：聽力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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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下載區 

圖 4-23為資源下載的頁面，普通使用者都可自行下載，但需要登

入管理者才可以上傳及刪除檔案。另外在資源下載的選項中，有兩種

輸入法的使用說明，一種為微軟內建的日語輸入法設定，如圖 4-24。

另一種輸入法為櫻花輸入法，頁面中有輸入法的安裝教學，如圖 4-25。 

 
圖 4-23:下載頁面 

 
圖 4-24:微軟內建日語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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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櫻花輸入法的安裝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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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資料庫系統  

4.3.1 討論區資料表  

討論區的系統使用 easyPHP 架設，表 4-1 為討論區發佈新主題

的欄位表，表 4-2 是回覆主題時所使用的資料表設定。  

表 4-1： topic資料表(發言)  
Field Type Null Default Comments 

TopicID  int(11) No  主鍵 

Title  varchar(100) No  主題名稱 

Content  text No  內容 

Nickname varchar(20) No  暱稱 

Email  varchar(30) Yes NULL 電子郵件信箱 

Time  datetime No  發表時間 

P_Img  varchar(30) No  使用圖片 

 

 

表 4-2： reply資料表(回覆) 
Field Type Null Default Comments 

ID  int(11) No  主鍵 

Reply_TopicID int(11) No  回應主題之TopicID欄位值

Content  text No  內容 

Nickname  varchar(20) No  暱稱 

Email  varchar(30) Yes NULL 電子郵件信箱 

Time  datetime No  發表時間 

R_Img  varchar(30) No  使用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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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下載區架構  

下載區所使用的資料表設定為表 4-3。  

表 4-3：upload資料表(下載) 
Field Type Null Default Comments 

ID  int(11) No  主鍵 

UserFilename varchar(255) No  上傳檔案之原始名稱 

ServerFilename varchar(18) No  
存在伺服器上的檔案名

稱 

Size  varchar(30) No  檔案大小 

Comment  varchar(255) Yes NULL 檔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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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對學習者的貢獻 

本研究嘗試以系統化的教學設計方法，於全球資訊網環境，藉由網

路互動及多媒體的特性，設計發展初學者學習日語網路化多媒體教

材，將初學者學習日語教學內涵，做一套有系統性、結構性及提高學

習者學習動機及成效的設計與發展，呈現生動活潑及生活化之教材內

容。網站架設完成後，我們預期會達到以下幾點： 

1. 使教學更具有互動性、趣味性，提昇教學成效。 

融合童謠、故事等較有趣的方式取代枯燥乏味的課文閱讀，使

用大量的圖片及配合發音輔助單字學習，減少文字閱讀的障

礙，並提供了遊戲及測驗，讓使用者可以自行測試學習效果。 

2. 有效運用多媒體配合教學。 

目前現有的日語教學網頁，大多都只有五十音的發音以及極少

數的圖片，並且也沒有附上發音的童謠及故事，有使用動畫輔

助教學的網頁更是少之又少，在學習上難免覺得無聊、乏味，

而本研究所提供的教學網頁不僅提供了童謠、故事等常句子的

發音，也提供了日常生活中常使用到的對話句型，讓教學更融

入生活化。 

3. 可依學習程度使教學可以依照個人需要隨時進行。 

使用者可自行掌控學習進度，了解自己的能力，並依需求而不

受時間與地點的限制來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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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結論 

    網路教學將是未來重要的教學管道之一，網路科技的發展打破了

傳統授課方式與角色，學習者可藉由網路的環境進行教學活動，將傳

統的學習環境轉移到虛擬的線上學習環境中，體驗不同於傳統的教學

方式，讓教學活動更精采、更生動、更具效果，以補足傳統學習的不

足之處。且多媒體不屬於任何一種行業的專屬領域，人人皆可在其中

適度扮演某種角色並提供某些貢獻，如何瞭解本身的專業知識技能在

團隊合作中的定位以及所扮演角色的價值，是值得深思探討的。 

    

  本專題主要引導學習者上網學習，不同於以往傳統的教學方式，學

習者可以隨時上網學習，觀看動畫多媒體所表現的日文相關介紹與練

習，並以遊戲融入學習與測驗中，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好壞可直接由學

習評量的測試來反應出學者的學習狀況，這些都可以讓學習者感到新

鮮及有興致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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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建議 
 
本研究由於受限於發展之時間與人力，故於內容方面仍有再充實與

改進的空間。然本研究以初學日文的大專生為學習內涵，發展網路化

多媒體教材雛形系統，乃力求教材架構之完整以及功能面的建立。對

於未來後續製作及研究，提供以下幾點建議： 

1. 提昇教材與使用者互動 

由於學習者在網路化環境主要的互動對象為教材，因此，教材本身      

必需能夠與使用者有高度的互動，才能引發學習動機並確保學習效

果。所以，日文多媒體教學網頁建置，在教材內容及功能上應

設計多元的互動途徑，以提昇教材與學習的互動。 

 提供線上日語聊天室，讓學習者可運用日語進行線上交

談，以創造更生活化的日語學習環境。 

 讓使用者錄製自己的發音，並且與線上提供的發音做比

對，測驗發音是否正確。 

 提供讓使用者輸入日文的測驗或遊戲，讓使用者練習日文

打字輸入法。 

  

2. 加強人力資源調配 

   在網站建置過程中，人力資源的調配是重要的一環，因為動畫、美

工、程式各部分都是環環相扣的，當中某一關節延滯，相對的就會

影響到其他部分的進度。 

 

3. 音效錄製 

  播放的音量不一致，有時候較小聲而無法聽清楚，有可能是教學者

在錄製時，麥克風位置距離教學者的嘴巴較遠，因此收音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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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Client端電腦喇叭音量的影響，以及網路傳播速率的影響，因此

建議解決的方式與改善的措施：教學者錄製教學影片時須調整麥克

風與嘴巴的距離，或是使用功率較高的喇叭裝置並改善網路頻寬與

傳輸速率。目前使用的都是組員自己錄製的發音，發音的正確度多

少都會受腔調影響，若可以找到專門科系的日語老師錄製發音，更

能提升發音的正確度。 

     

4. 男女發音區分 

有時發音會因為男女不同而有所差異，目前線上發音都是女生，希

望以後可以加入男生的發音，並做比較，區分不同之處。 

 

5. 完善的網站功能 

 在討論區加入驗證碼，或是偵測文字字數長短的有效機

制，避免使用者在討論區大量發表無意義的文章。 

 測驗及遊戲部分，紀錄最高分的排行榜以及使用者暱稱，

排行榜可讓使用者自我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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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工作預定進度表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時               間  

工作項目 97 

/09 

97 

/10 

97 

/10

97 

/11

97 

/12

98 

/01

98 

/02

98 

/03 

98 

/04 

98 

/05 

 

資料收集 

          

 

系統架設 

          

資料庫設

計與規畫 

          

 

動畫設計 

          

 

音效製作 

          

 

製作動畫 

          

 

網頁製作 

          

 

實體測試 

          

 

整合與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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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工作分配表 

 林佩蓉 黃立岑 莊雅涵 洪珮綸 邱育樺

音效製作  ˇ  ˇ ˇ 

動畫設計 ˇ ˇ ˇ ˇ ˇ 

製作動畫 ˇ  ˇ  ˇ 

 

 

動畫 

實體測試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資料(FLASH) 

收集(日文)   ˇ ˇ  

資料整合 ˇ ˇ ˇ ˇ ˇ 

簡報製作 ˇ ˇ  ˇ  

書面 

文獻資料蒐

集 
 ˇ ˇ  ˇ 

網頁

製作 
網頁設計 ˇ     

系統架設 ˇ     

資料庫設計與規畫 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