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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科技不斷的突飛猛進，網路技術不斷更新，電腦科技也隨著技

術不斷地演進而有了很大的轉變。加上「區域網路」、「網際網路」的

技術發展，改變了資訊傳遞的方式和速度，新科技已帶來一場工作、

教學與學習的革命。所以，學校電腦教室及企業辦公室的設備均已趨

向多媒體化、網路化，將資源作最有效的整合與運用，以便發揮組織

運作的最大效益。 

在多媒體網路發展初期，靜態圖形及文字資料是常見的表達方

式；自影音光碟技術出現後，呈現出來的動態效果，可說是嘆為觀止。

而影音壓縮技術的快速進步，更加速了網路內容多媒體化的腳步。這

些技術上的突破，使網站內容的多樣化，提供了最佳的發展基礎。正

因為全球資訊網多樣性的表現手法，影音技術的部份很快地成為眾所

注目的新焦點。  

對於的傳統式書本的學習，往往較難引起人們學習的興趣，根

據研究結果發現動態性且具聲音效果的物品，更容易引起人們的興

趣。因此利用電腦技術將書本內容數位化，並結合影音、視訊等多媒

體技術。製作成一片薄薄的、攜帶方便、內容生動活潑的光碟片，可

以提高學習書中知識的可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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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利用電子數位化模式的學習，可以跳脫呆板的教學模式，

增進師生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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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當孩童在閱讀書籍的時候，都是以文字配合圖片的輔助，來提升

幼兒認字、認詞、造句、說話的能力，並透過圖片及文字的表達方式

來讓孩童了解以及學習書中的內容。但是即使有生動活潑的圖片，敘

述精采的文字內容，卻有稍嫌不足之處，那就是少了一份參與感，無

法完全吸引孩童學習的興趣。從許多方面顯示，兒童是天生的「科學

家」。他們對任何事務都感到好奇，喜歡發問，鍥而不捨地追求答案，

並運用其想像力不停地探索。或許書籍內容可以使人有重複閱讀的慾

望，但是對於擁有強烈好奇心與玩心的孩童而言，卻不能保證孩童在

多次閱讀後仍保有新鮮感；能滿足孩童學習慾望。假如孩童所接觸到

的書籍內容是生動有趣的、內容豐富、操作簡單並透過互動式多媒體

的方式來學習，這樣是否能夠擁有更多的求知慾望，以及學習動力

呢？或許是否能更提升孩童的學習能力呢？ 

目前在幼兒教育方面有許多人將多媒體應用在教育學習和遊戲

上，它們憑藉著多媒體所組成的要素：『文字』、『圖片』、『聲音』、『影

像』、『動畫』，比書本更可以與人產生互動，可以帶給孩童們更多元

且變化無窮的樂趣，滿足他們的好奇心與玩心，並且提高孩童們的學

習興趣與效果。 

本次研究的主題「注音ㄅㄆㄇ多媒體教學光碟製作」，在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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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是朝顛覆一般傳統教導幼兒學習ㄅㄆㄇ時只能閱讀書籍呆板

的侷限。再者，希望彌補傳統教學的不足，引領幼兒的心靈投入有趣

的知識世界中，使孩子熱衷於學習的樂趣。 

學中國話，認識中國字，最有效的起步工具就是以中國語音為本

位的「注音符號」。首先以我們小時候學習過的基本ㄅㄆㄇ為主軸來

認識ㄅㄆㄇ字體結構，將單字結合成簡單的句型。透過中國語音學習

步驟以結合多媒體元素的應用，及設計互動式遊戲，來延伸學習的方

式，結合了「認知」、「教學」及「遊戲」功能，提升了孩童學習知識

的能力及學習效果。 

基於上述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1. 製作一套適合幼童學習的注音ㄅㄆㄇ教學光碟。 

2. 透過生動活潑的視覺效果，提升幼童的注音符號學習動機。 

3. 透過教學光碟的教導方式，可以改善傳統教學方式的不足，提  

供有趣的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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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限制 

1. 本研究的對象以 3-8歲幼童為主要對象。 

2. 本研究屬於注音符號學習的教學內容，所以不適合艱深的中文 

句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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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流程 

 
 

圖 1.1研究流程圖 

首先，在擬定研究主題後，再建立研究對象與目的。之後再經過

相關資料的蒐集之後，開始進行教學內容的製作與報告的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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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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組合兩種以上媒體的一種互動式信息

交流和傳播媒體，使用包括色彩、文字、圖形、影像以及聲音等多種

的資訊媒體。多媒體技術與其他媒體相比，擁有互動性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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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教學更生動、活化、高互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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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課程為基本單元，利用包括媒體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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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設計組合而成。網路上的

資源庫和網路多媒體教學平台，兩者一體化的設計思想已是不可避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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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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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教學媒體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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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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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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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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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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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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文字大小：較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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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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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文字的效果：傳達一些重要訊息時，可使用閃爍、反白或是 

改變字體顏色等來提醒學習者注意，但需留意使用時機與訊息

重要程度，不可過度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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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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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的重要性，便利學習者迅速找到所需的資訊(李孟峰, 1997)。

色彩的運用原則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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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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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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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

的正確意義，以易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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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的使用若不適當，反而會產生對概念認知的誤導或混淆，所

以使用上需特別注意。在多媒體績學系統中圖像的設計應該掌握

以下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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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盡量以使用者的普遍認知設計圖像，以符合使用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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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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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畫是指由許多張靜止的畫面，以一定的速度連續播放時，眼睛

會因視覺殘象產生錯覺，出現畫面活動的感覺。利用動畫所呈現

出來生動且活潑的效果可引發學習者的好奇心與其持續學習的

注意力，因此一段吸引人的動畫比起單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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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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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達到印象深刻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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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不同的情境給予不同的音效，使得教材的呈現變得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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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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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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 

2.3 注音符號的發展與功能 

本節將針對注音符號的歷史發展、注音符號的功能、注音符號的

內容來予以說明。現行的注音符號是在民國二年，由教育部召開「讀

音統一會」，為決定每個漢字的標準讀音，使全國的讀音得以統一，

且為擬訂一套全國通用的漢字拼音方案所制定的。於民國七年十一月

二十三日正式公布「注音字母」。直至民國十九年四月廿九日，因吳

敬恆提議，由國民政府訓令行政院等，改定「注音字母」為「注音符

號」（陳弘昌, 1998）。 

2.3.1注音符號的功能  

注音符號可以用來標示國字讀音，幫助學習國語、矯正發音，認

識國字，是一套「自學工具」和「檢索工具」（胡建雄, 1992a），功

能如下： 

1. 解決識字的困難 

民國初年，教育家希望解決國家文盲的問題，考慮到中國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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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很多國字，才能順暢的閱讀一般的文章，而外國人卻只需要

學有限的字母、通曉拼音字母的原則，就能夠獨立的閱讀和寫

作。於是教育家們發展了一套注音符號幫助國民學習國語（吳敏

而, 1990）。 

2. 幫助國音的統一 

中國文字屬於意符文字。然而因為中國幅員廣闊、語言南腔北

調、字音不斷地變遷，加上翻切字繁多難認，這些補強字音的方

式在使用上並不方便。民國以後，為了促進溝通，選定北平地區

的語言為國語，並設計了注音符號，以幫助國音的統一（吳敏而, 

1994）。 

3. 增進閱讀的效果進而提早寫作 

學會注音符號，在閱讀課外讀物時，可藉著注音符號大量涉獵課

外讀物；兒童會說不會寫的字，也可以用注音符號暫時代替，進

而幫助兒童提早寫作（柯添遜, 1992; 陳弘昌, 1998; 羅秋昭, 

2001）。 

4. 資料檢索 

注音符號提供一種「音序排列法」，使字書、辭書的排列科學化、

簡單化，甚或應用於電腦上，便於檢索、查閱，以培養自學能力

（胡建雄, 199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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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注音符號的內容 

1. 認識注音符號 

注音符號由37個所組成，其中分為聲母21個與韻母16個。如下表

藍色為聲母，紅色為韻母。 

表2.1 注音符號 

ㄅ ㄋ ㄑ ㄗ ㄚ ㄠ ㄦ 

ㄆ ㄌ ㄒ ㄘ ㄛ ㄡ  

ㄇ ㄍ ㄓ ㄙ ㄜ ㄢ  

ㄈ ㄎ ㄔ ㄧ ㄝ ㄣ  

ㄉ ㄏ ㄕ ㄨ ㄞ ㄤ  

ㄊ ㄐ ㄖ ㄩ ㄟ ㄥ  

    聲母又稱輔母或子音，是氣流從肺部出來，經過聲門，在發音器

官受阻後所發出的噪音，很少能獨立運用，但為了教學上讀說方便，

就在後面加一個領音，如：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ㄍ、

ㄎ、ㄏ加領音「ㄜ」;ㄐ、ㄑ、ㄒ加領音「一」等使聲母能發出聲來(羅

秋昭, 1996)。 

    聲母的分類，可依發音部位、發音方法及調節聲母發音的兩大因

素清音跟濁音、送氣跟不送氣來予以分類(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音教

材編輯委員會,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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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韻母在帶音的氣流進入口腔後，受到口腔的開合、舌位的升降、

舌頭的前後、嘴唇圓展的節制產生共鳴，但不會受到發音器官的阻

礙。共分四大類，單韻母、複韻母、聲隨韻母、捲舌韻母。說明如表

2.2。另外把一、ㄨ、ㄩ三個介音分別和單韻母、複韻母、聲隨韻母

相結合，稱為結合韻。（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音教材編輯委員會, 1983; 

羅秋昭, 1996; 賴慶雄, 2001） 

表2.2 韻母表 

單韻母 發音時，不論時間短或長，它的舌位、唇形、口腔始終

保持某種姿態而不變的。有ㄚ、ㄛ、ㄜ、ㄝ、一、ㄨ、

ㄩ。 

複韻母 由兩個單韻合成的一個韻，也就是從一個單韻母的狀

態，轉變為另一個單韻母的發音狀態而成的。有：ㄞ、

ㄟ、ㄠ、ㄡ。 

聲隨韻母 一個單韻後邊附帶一個鼻聲而成。有ㄢ、ㄣ、ㄤ、ㄥ。

捲舌韻母 只有一個捲舌韻母「ㄦ」。 



注音ㄅㄆㄇ多媒體教學光碟製作 

17 

2. 調號與五度音程 

    國語是有語調的語言，隨著情緒和句子而有輕重緩急所產生的聲 

音變化。根據聲音的長短高低可以分成四種，叫做四聲。分辨四聲的 

符號叫「調號」（羅秋昭, 1996）。 

表2.3 調號表 

陰平：一 陽平：ˊ 上聲：ˇ 去聲：ˋ 輕聲：˙ 

 

2.3.3注音符號的教學方法 

首先從韻開始教起。從韻開始的理由有三：第一，韻是語音的基

礎，沒有韻母，聲母是不能單獨成音的。從基礎學起，把根紮穩。第

二，韻是音裡最難的部分，但因為它有一個關連的學習方法，反而成

了最容易學的部分。因為最重要，也最容易學，所以先學。第三，韻

可以單獨成音，這些音是有意義的音，便於教材上生動活潑的設計。 

注音符號裡的韻分為：單音韻母，雙音韻母，聲隨韻母、捲舌韻

母和結合韻五種。教學步驟除了在單音韻母後加入聲調教學外，韻的

部分就是依照這個次序進行的。中國語音的高低起落叫做「聲調」。

在這裡加入聲調教學的理由有三：第一，聲調具有辨義功用，所以說

中國話時，聲調要抓得準，才能說得清楚，讓人聽得懂。第二，讓學

生知道「聲調」是和「韻」在一起的，將來拼音就容易了。第三，聲

調要說得準不容易，需要長時間的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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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ㄧ、ㄨ、ㄩ分別和步驟一、二裡的單字韻母（ㄜ、ㄦ除外）

結合在一起，就叫做「結合韻」。在注音符號裡，結合韻共有二十二

個。它們是：ㄧㄚ、ㄧㄛ、ㄧㄝ、ㄧㄞ、ㄧㄠ、ㄧㄡ、ㄧㄢ、ㄧㄣ、

ㄧㄤ、ㄧㄥ、ㄨㄚ、ㄨㄛ、ㄨㄞ、ㄨㄟ、ㄨㄢ、ㄨㄣ、ㄨㄤ、ㄨㄥ、

ㄩㄝ、ㄩㄢ、ㄩㄣ、ㄩㄥ。這些結合韻各自獨立成音、成義，所以兩

個符號之間是不可以分開的。ㄧ和ㄚ在一起，唸成「鴨」，這就是拼

音。在這個單元裡，所有符號統統學過，因此，教學重點就放在拼音

上，務必讓學生看到兩個符號，就能馬上發出一個正確的音來。其中

幾個比較難的音，如：ㄧㄞ、ㄧㄢ、ㄧㄣ、ㄧㄥ、ㄨㄥ、ㄩㄢ、ㄩㄣ、

ㄩㄥ等，更需要多多練習。學會了結合韻，要拼三個符號在一起的注

音，就沒有問題了。等學生都能發正確的音後，再加上聲調來練習。

學過的音越來越多，教材可以設計得更豐富、實際、有趣。 

在聲母中，有些不能單獨成音，它們必須與韻結合，才能拼成音，

或是不與韻合拼也可以獨立成音。在學習時可將一個聲母與每一個韻

母做結合來練習。等二十一個聲母逐一學完後，學生就已經學過所有

中國的語音。只要再配合聲調，就可以做更生活化的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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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對象以 3-8歲的注音符號初學者為主，通常初學者以學

齡前的幼童居多，所以會偏向於可愛又有趣的風格。如何引起學習者

的學習興趣以及如何打動學習者的心是本研究的目的。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替畹禾有限公司開發一套具有「文字」、「圖片」、「聲音」、

「影像」及「動畫」等多媒體效果的注音符號教學光碟。由於畹禾有

限公司主要致力於數位學習及多媒體教材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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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整體性之探討。 

1. 透過實地訪談方式，與畹禾有限公司經營者面對面溝通，  

並了解公司的產品導向，然後收集相關的資料進而分析與探討。 

2. 其次透過文獻分析後，了解多媒體與教學光碟的關係，及 

注音符號的功能與學習技巧，因此以ㄅㄆㄇ架構為基礎，製作有

趣的注音符號教學光碟。 

3. 最後，依上述所得資料，採實作的方式，實地製作注音符號 

教學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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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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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來搭配製作互動式多媒體應用-注音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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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比起點陣圖在質感

上無法與之相比，但向量圖擁有更小的容量，並可在 Flash中集合影

像、聲音、動畫等多媒體元件。Flash 主要運用在動畫設計及網頁製

作上，配合高階的程式，易懂的圖形介面，讓使用者簡單的就可以設

計出互動性強的動畫，它正為我們製作注音符號教學光碟的主軸軟

體。 

3.3.2 影像處理軟體-PhotoImpact 8 

PhotoImpact 8是一套全方位的影像處理軟體，是以簡單的方式完

成專業的影像處理效果，讓一般電腦使用者也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藉

著立即可用的各式工具，做出高品質的影像作品。其功能包括以下幾

種的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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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量式繪圖 

在 PhotoImpact中通常提供一種繪圖方式，稱為向量式（Vector）

繪圖，以直線、曲線、顏色和位置的數學表示方式。  向量圖可

以調整為任何大小與解析度而不會失去其清晰度，在容量與下載

速度上也比點陣圖來的快。 

2. 多樣化筆觸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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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在電腦上也能

如在實際作畫般自由揮灑。 

3. 影像的基本處理 

在 PhotoImpact 裡可以針對輸入的影像進行如改變大小、調整亮

度與對比、修改色差，或是加上邊框與陰影等處理。更有更多有

趣的影像變化功能，例如模糊、繪圖、水波，或是如上閃電與雷

射等炫麗的濾鏡。  

4. 影像的輸出入 

可以利用掃描器、數位相機、相片、光碟等將影像，輸入並依自

己的喜好加以修改，再使用印表機輸出或是儲存成各種標準的檔

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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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影像合成製作 

可將多張照片的部份選起後，拼湊在一起，產生一張全新的圖

片，而 PhotoImpact 中有好幾種功能可以進行圖片合成的工作。  

6. GIF動畫製作 

PhotoImpact 所內附 GIF Animator 的動畫製作功能，可製作 GIF

動畫或將輸入的圖片轉成GIF動畫，直接用於網頁製作或是 Power 

Point 中。 

7. 網頁影像製作 

網頁設計中，因瀏覽器與頻寬的因素，需要特殊的檔案格式來限

制影像檔案的大小，所以必須進行影像的壓縮，將檔案大小縮小

卻不會影響影像的品質。另外在網頁上常常會看到一些按鈕與背

景的設計，在 PhotoImpact 中亦有現成的工具，可以在一、兩個

步驟中就完成製作。  

8. 影像管理 

在影像處理的運用中，通常是用電子相簿的方式來進行檔案的管

理工作。在 PhotoImpact 中則可建立影像的資料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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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相

簿」製作等功能，提供更實際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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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聲音剪輯軟體 Gold Wave 

GoldWave 是一個聲音的編輯、播放、錄製、及轉換處理的程式。

可以自製網頁的背景音樂、程式執行的回應事件音效。 

GoldWave 支援了大部分的音效卡（SB、AWE、ESS、GUS、CS⋯等）

可快速開啟最大 1GB 的檔案。除了基本的編輯功能（undo、cut、copy、

paste、tr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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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IFF、VOC、

SND、MAT、AIFF、MP3⋯等），並且可以交互的轉換這些檔案格式。 

3.3.4 系統需求 

項目 基本配備 建議配備 

處理器 
Pentium Celeron  

300Mhz 以上 

Pentium III  

500Mhz 以上 

記憶體 256Mb 
1G 

(以同時執行多個Studio 8產品)

作業系統 Windows 98/2000/ME/XP(或更高的版本) 

硬碟空間 500Mb 建議 500Mb 以上 

顯示設定值 
 螢幕解析度 1024X768 

色彩品質 16 位元 

螢幕解析度 1024X768  

色彩品質 32 位元 

顯示卡 
32Mb 以上之 

顯示記憶體的顯示卡 

64Mb 以上之 

顯示記憶體的顯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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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成果 
4.1 多媒體教學光碟內容 

開啟光碟後，首先是開頭動畫，動畫完畢後按下箭頭將進入主選

單，主選單下有注音ㄅㄆㄇ單字教學、課文讀讀看、小遊戲，依照學

習的程度點選項目。 

 

導入頁動畫

主選單

ㄅㄆㄇ 課 文 小 遊 戲

目次

畫畫板 連連看

注音 單字

01-08課
課文導讀

製作團隊光碟說明 製作理念 離開

小拼圖 接接樂

內容 內容 目次 內容

 

圖 4.1 教學光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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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光碟設計與規劃 

用鮮明的圖片以及活潑的動畫來引導幼兒學習，從快樂遊戲之中

可以輕鬆從此片光碟學習並達到對注音的基本認識。 

4.3 多媒體教學光碟內容介紹 

光碟的內容，包含︰注音ㄅㄆㄇ單字練習、課文導讀與遊戲等三

個部份，分別如下： 

4.3.1 導入頁動畫 

哈囉，我是小 m，我們一學習注音ㄅㄆㄇ吧！！Let’s go！！ 

圖 4.2 導入頁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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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主選單 

可經由黑板上三個圓圈內所代表的內容，分別是注音ㄅㄆㄇ單字

練習、課文導讀與遊戲等三個部份，來選擇想要學習的部份。 

 

圖 4.3 主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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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ㄅㄆㄇ單字練習 

提供從ㄅ到ㄦ，共三十七個注音符號的筆順與符號所代表的圖

片。小朋友按下螢幕的鑑盤就會教你認識注音符號ㄅㄆㄇ還可以看

到有趣的卡通喔 

圖 4.4 注音ㄅㄆ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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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課文導讀 

藉由簡單且簡短的課文，讓使用者能夠學習韻母與聲母的

組合。小朋友點選螢幕上的小瓢蟲就會教你讀讀小短文，帶你

練習注音符號的拼音，還可以看到有趣的動畫喔。  

圖 4.5 課文讀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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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遊戲 

在學習之餘，也需要放鬆心情。隨手塗鴉畫個圖，心情能更加放

鬆讓使用者有快樂學習的感覺。小朋友只要移動滑鼠就能在電

腦上畫畫還可以練習寫ㄅㄆㄇ不但有四種顏色也有橡皮擦喔。 

圖 4.6 小遊戲 

小朋友發揮你的腦力將圖片放到正確的位置就可以完成一幅

美麗的圖片。  

 

圖 4.7 小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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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只要移動滑鼠就可以接到蘋果，小心接到炸彈會扣分喔。 

 
 

圖 4.8 接接樂 

小朋友把注音符號連結到正確的圖片上就可以過關喔。  

 

圖 4.9 連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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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製作團隊與理念 

圖 4.10 製作團隊及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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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對學習者的貢獻 

關於第二章中所提到多媒體對學習者的貢獻，在光碟完成後我們預期

會達成下列數點： 

1. 使教學更具有吸引性、互動性，提昇教學成效。 

以較簡單的方式來表達學習過程中較困難的部份，或是在課程內

容的設計上，利用合適的分類與正確的圖片含意，如此更能引起

學童的興趣與注意，有助於教學成效及學習生動化。 

2. 利用媒體品質與融合性，提高學習品質。 

在課程內容中所使用的圖片、聲音與動畫，能增強學習效果，提

高學習品質，達到教學目標。 

3. 依學習的適應性使得教學可以依需要隨時進行。 

學習者可以掌控自己的進度，了解自己的知識能力，依個人需求

而不受時間與地點的限制來進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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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結論 

    本次教學光碟完成後，雖符合畹禾公司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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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資料來源 

教學光碟的資料來源都是經由組員一次又一次的反覆討論與篩

選，並與指導老師研討，確定教材內容的可行性。 

2. 教學光碟設計 

在教學光碟製作的過程中，我們希望教學光碟能夠著重在互動式

的方面，並以生動活潑呈現，因此教學光碟是採用 FLASH動畫方

式呈現。為了表現出獨特性，所以我們精心設計與繪製各項元件，

以突顯產品特色，並能引起使用者的興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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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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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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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個注音符號及代

表的圖片讓使用者能簡單的認識注音符號。但是在內容上還是有

很多可以加強的地方，例如：增加發音唇型的視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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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更

多學童都會有興趣玩玩看。 

3. 加強學習注音符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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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多元化的注音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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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工作預定進度表 

     年月份 
 
工作項目 

96 

年 
4 
月 

96 

年 
5 
月 

96 

年 
6 
月

96

年

7 
月 

96 

年 
8 
月

96 

年 
9 
月

96 

年 
10 
月

96 

年 
11 
月

96 

年 
12 
月

97 

年 
1 
月

97 

年 
2 
月 

97 

年 
3 
月 

97 

年 
4 
月 

97

年

5 
月 

擬定研究主題 
 

   
 

         

建立研究對象 

與目的 

 
   

 
         

蒐集資料 
 

   
 

         

彙整、分析研 

究資料 

 
    

 
        

多媒體光碟製作
 

   
 

         

資料整理與評估
 

           
 

 

教學系統測試 

與執行 

 
     

 
       

撰寫報告 
 

    
 

        

專題報告定稿 
 

             
 

 

附註：預定進度            已完成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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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工作分配表  

姓 名  工 作 內 容  

黃仁廷 資料蒐集、彙整、分析，書面報告撰寫 

蔡茜喻 資料蒐集、彙整、分析，書面報告撰寫 

柯雅慧 多媒體光碟製作（含繪圖、動畫設計、語音製作） 

阮稔純 多媒體光碟製作（含繪圖、動畫設計、語音製作） 

蘇靖茹 多媒體光碟製作（含繪圖、動畫設計、語音製作） 

林宸蓮 多媒體光碟製作（含繪圖、動畫設計、語音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