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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幾年科技日新月異，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和相關資訊技術不斷

的創新與進步。每個人接觸網路的機會越來越多，因此在網路上瀏覽

的人口也如雨後春筍般增加。網際網路使用需求廣泛，經由本研究討

論之後，幼稚園 E 化通常只有簡單的網頁介面，無法傳遞園方資訊，

造成園方與家長無法達到有效的溝通。

本研究將製作新網站與資料庫，設置電子聯絡簿，主要提供管理

者與家長聯繫管道，不受時間、地點的侷限，家長提供學生身體狀況

與每日應特別注意事項給管理者，管理者提供園區各班級學生出缺勤

與應注意事項給幼教人員，使幼教人員能多注意學生每日狀況，以讓

家長安心，並提供便完善的教育品質，此目的主要區分傳統聯絡簿不

足之處，即使家長在上班時，臨時想到的特別狀況或未提醒幼教人員

的應注意事項，方便管理者，能迅速提供的學生資訊給幼教人員，另

一方面建置完善後勤資料庫。

系統區分為三大部分：一.管理者管理系統 二.家長登入系統

三.訪客瀏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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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者管理系統：管理者權限包括新增資料、刪除資料、修改資

料、查詢資料。

(二.)家長登入系統：主要提供園區的各個家長和園方有良好互動、溝

通管道，家長利用帳號登入系統，可留言給管理者，提供良好的建議

給管理者去進行改善，另一方面家長登入系統之內，可看見子女們的

基本資料、討論區等。

(三.)訪客瀏覽區：一般訪客瀏覽，除了基本瀏覽網站功能之外，還可

進一步留言給管理者，讓訪客能夠方便的提出問題，詢問管理者教學

品質、就學資訊、學區環境、交通設備等。

本研究經過幾次與小飛鼠幼稚園溝通並取得園方同意後，來加強

製作與管理。

小飛鼠幼稚園，雖然有完善的網站架構，但缺乏管理者管理網站，

網站不僅無法定期更新資料，且無後勤資料庫系統，能妥善將資料保

存下來。幼稚園經過 E 化整合後，更加完善且便利，資料保存會更為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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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一般傳統幼稚園，除了傳統的電話聯絡方式與家長聯絡簿之外，

並無更便利的聯絡方式，現今 E 化已逐漸改善傳統幼稚園，所無法提

供的教育品質。

本研究以傳統幼稚園小飛鼠為例，來進行探討，雖然小飛鼠幼稚

園乍看之下已有完善的網站建置，但其實不然，原來舊有網站，只能

提供最初的基本瀏覽功能，只供園區幼教人員或一般訪客上網瀏覽，

對此為了加強舊有網站不足功能而進行製作網站與資料庫。

圖 1.2.1 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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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E 化的管理系統而言，一個幼教網站要如何落實的把管理者

、幼教人員、學生與家長之間的關係串連起來，例如：管理者要如何

有效的監督幼教人員，讓幼教人員能夠妥善運用管理者提供的資源，

並落實管理者交待的事務，使學生得到良好的照顧，以提升教育品質

，家長藉由討論區來反應出家長們對於教學品質上的意見與看法，藉

由這些意見，呈現出的資料可讓管理者了解，並加以改善園區之缺點，

網站上還有許多即時資訊讓家長與訪客了解幼稚園最新的動態。

本研究以小飛鼠幼稚園為例，在網站介面設計的研究中，使用性

一直是評估網站的重要標準之一，在針對幼教網站使用性的研究中，

就特別說明，在設計幼教網站時，學生對於娛樂的、有趣的、愉悅性

的需求會特別明顯。

網際網路所具備的互動性功能，亦豐富了電腦多元化之特色。在

這樣的趨勢下，互動式的幼教網站勢必成為未來的主流。然而目前學

術界卻鮮少針對幼教網站的互動性做研究，而相關幼教網站的研究也

大部分是以教師的觀點出發，因此，針對家長需求，以家長觀點出發

的介面設計研究是刻不容緩且極須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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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傳統與 E 化幼稚園探討

傳統幼稚園必須跟上科技的腳步，才能把傳統不方便之處，用 E

化來改良，使得現代的幼稚園，才能跟上資訊化的世界。

福祿貝爾認為，藉遊戲以引導兒童自我活動(－人的教育，1826)；

蒙特梭利說道：「強調兒童主動探索(蒙特梭利教學法，1912)」(註：

參考文獻第三點)。然而，本研究認為藉著遊戲可以提高兒童的學習能

力且兒童自己去摸索學習，才是最好的教學方法。

本研究分為二大點探討： 一.傳統幼稚園 二.現代幼稚園 E 化。

(一.)傳統幼稚園

在傳統社會中，由於家長忙於工作，往往無法參與子女在學校的

情況，更無法得知幼教人員想要傳達的訊息有那些。傳統的幼稚園

裡，學生的學籍資料也會因年代過久，日積月累，會讓紙本的資料數

量過於龐大，造成管理者資料存放的困難與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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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研究歸納傳統幼稚園的缺點：

1.聯絡簿：

家長下班回到家，因忙碌而忘記拿子女的聯絡簿來看或是子女借

給同學忘記帶回家，使得家長無法知道子女的今日作業、隔天應攜帶

的用品。另一方面，園方會無法得知學生是否有特別需要注意的事項。

2.年度入學學籍資料：

管理者必須依照年度入學的學籍資料，以書面的方式來管理，可

是時間久了，累積的數量就會越龐大，而且擺放的位置空間也會跟著

影響，況且尋找資料也需要花費時間與力氣，這些都是會讓管理者帶

來麻煩與不方便。

3.校園觀摩：

可以讓家長到園區，瞭解校園裡所有的現況。家長必須撥空時間，

到園區參訪，才能得知園區最新消息、學期規劃、教學情況、子女每

日課程時間及每日活動時間說明、每週菜色、子女作品等等，這些都

可以讓家長多多瞭解園區的情況與子女在校學習的狀況。

(二.)現代幼稚園 E 化

何謂 E 化？E 化(electronic)其實就是“電子化”或稱為數位化

(digital)，這裡指的是對於資訊的取得，儲存與傳送改以電子化(或數

位化)。將傳統存放在紙本上的資料，加以數位化，讓使用者可以透過

電腦有系統的找尋和處理各種資料，而建構網站是進入 E 化的第一

步。建立一個以網路為基礎的架構，讓使用者能在任何時候，皆能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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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網路擷取所想要的資料。美國教育部長 Riley 曾說：「電腦是美國教

育的新根（New Basics），而網際網路是未來的黑板。」

網際網路提供眾人更便利的資訊傳遞管道，減低從前的各種限

制，各項網路服務也不斷向前進展，伴隨而來的網際網路資料庫連結

技術，提供了更多的彈性。管理者可以透過網際網路還有網路伺服器

來存取資料，這二者之間並不會受到地理區域的限制，任何有存取資

料權利的人員都可以使用到同樣的資料。

為了符合時代潮流，以下是本研究特別針對現代幼稚園，所應具

備的特質，用 E 化的方式分析：

1.電子聯絡簿：

將傳統聯絡簿改成電子化，避免學生忘了帶聯絡簿回去讓家長知

道今日注意事項，家長也不會因忙碌而忽略了對子女的關心，幼教人

員更可以多注意學生，使得幼教人員與學生、家長之間的溝通更加順

暢。

2.後勤資料庫建置：

透過 E 化的方式建立資料庫，除了改善傳統龐大不易保存的紙本

資料外，資料會因性質的不同而加以分類，進而儲存，還可以定期更

新資料，使管理者在處理資料時會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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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花絮：

園方把戶外教學照片新增至網站，園方再上傳，讓家長可以觀看

照片分享子女的學習成長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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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網路介面使用性探討

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ISO)曾對一項

產品或工具的使用性做出以下的定義：「產品的使用性是指某種程度

能讓特定的使用者在特定的環境中，以一種可被認同接受的方式，有

效能、有效率且很滿意地達成特定的目標。」

Nielsen(1993)的定義，使用性是衡量使用者和網站、應用軟體等

設備互動經驗的指標。

一個系統的使用性取決於兩大要素： 一.實用性 二.使用性。

(一.)實用性：

該系統是否能提供消費者需要的功能?若提供的功能和消費者的

需求無關或者無法解決主要的問題，那麼不管它好不好用，都是一個

差勁的系統。

(二.)使用性：

使用者是否會用該系統，能否有效地操作該系統?即便該系統所言

不虛，提供令人滿意的功能，但若使用者想不出怎麼操作，依舊是差

勁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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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小飛鼠幼稚園網站的使用性，特別加強善溝通的功能：

1.登入系統

藉由登入系統，透過使用者的權限設定，對應給適用的老師(管理

者)或是家長，並依使用者帳號設定其可使用的作業及功能。

2.留言板

希望能透過園方、家長、幼教人員和訪客彼此互相交流，當發現

此網站某些部分不夠完美，或某些技術上的問題時，可用來表達意見

及提供建議的功能來互動，當園方看到意見與指教時，會加以改善，

而達到此留言板的互動效果。

3.電子聯絡簿

為了讓家長和幼教人員能更快互動和傳遞聯絡事項，幼教人員將

每日的應注意事項與學校訊息，利用電子聯絡簿傳達給家長，另一方

面，家長透過登入系統，經由電子聯絡簿叮嚀幼教人員或學生有特別

提醒事項，讓幼教人員了解方便照顧學生，互動的方式較靈活，不受

限於時間、地點。

4.討論區

主要提供家長、園方及幼教人員彼此相互交流，經由討論的主題

以及回覆討論主題的內容，能使參與討論且快速得到回覆，而園方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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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管道來管理，讓彼此互動更加密切。例如：討論區可提供給家長

來使用，由於某些家長假日要上班而沒有多餘的時間照顧子女，因此

向園方提出請求，當園方看到有此需求，便會詢問園方的幼教人員是

否願意利用假日的時間，撥空照顧學生，如果園方沒有以上所敘述之

服務，園方也可把這些訊息，傳遞給其他托兒所的幼教人員知道，而

願意撥空照顧學生。家長希望經由園方提供場地，且透過合格的幼教

人員來照顧學生，家長也比較安心。

5.補救教學

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如遇到學習問題或學生生病無法到校上課，

學生的受教權益將受到影響，為了保障學生受教權益，幼教人員把當

天所教的課程內容(影像、文字)上傳到網站，若當天學生無法到幼稚

園上課，還可以透過線上學習，不但可以跟上進度且不會錯過學習的

機會，另一方面，有去上課的學生，回家後可以透過線上複習，加強

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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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網路介面互動性探討

互動性是家長、園方、幼教人員及訪客對於網站的瞭解與想法不

同，透過網站表達意見或問題諮詢的溝通管道，還提供了親子之間的

互動交流，在互動性方面，Ha & James 學者(1998)提出，將互動性分

為五項：一.樂趣性 二.選擇性 三.連結性 四.資料收集 五.交互

傳播。

綜合上學者所述，本研究彙整使用者有關的部份，針對小飛鼠幼

稚園網站的互動性探討，可分為二項：

(一.)樂趣性

樂趣性可以讓使用者得到滿足感，以小飛鼠幼稚園網站中提供使

用者藉由點選動作或網站互動過程中獲得樂趣，經由小遊戲拼圖等來

激勵或引發好奇心的機制。使用者與親子同樂中獲得良好的親子互

動、增進彼此的交流情感，並從中獲得成就感。

(二.)選擇性

在小飛鼠幼稚園網站中，提供多樣選擇的功能設計，讓使用者與

園方的互動機會也就愈多，當感受到擁有較高的網站選擇權，使用不

同瀏覽器的使用者皆可以適用，相對的使用者停留的時間就會越長，

提高使用者互動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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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建置小飛鼠幼稚園網站時，特別針對傳統幼稚園網站不

足的部份，加以改善。其主要項目以及功能，大致可分為三部份：

(一.)管理者管理系統

輸入管理者帳號和密碼，具有網站權限及後勤資料庫管理功能。

管理者將每個班級生活花絮等上傳，讓家長不會錯過子女的成長記

錄。家長提供子女的基本資料，並留下聯絡方式，讓園方管理建檔。

若學生在園區有任何狀況，以方便與家長聯絡。

(二.)ID 登入系統

輸入 ID 和密碼後，除了瀏覽網站外，還具有網站權限功能。其功

能如下：

1.電子聯絡簿

為讓小飛鼠幼稚園與家長聯繫更加方便，因此本研究設計簡單易

用的電子聯絡簿，提供管理者張貼每日事項或特別記事等功能，這樣

一來，教師與學生、家長之間又多了一個新的溝通橋樑。

2.補救教學

保障學生受教權益，幼教人員將課程內容上傳網站，透過線上複

習，加強學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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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討論區

家長可觀看所有的主題文章，並透過線上討論與其他使用者交流

分享。

(三.)訪客瀏覽區

能瀏覽網站，但無網站權限功能。

1.留言板，訪客若有任何想法或問題，可利用留言板留言給園方。

2.學習規劃，行事曆、戶外教學、課程介紹、學生作息表、菜單介紹，

能知道園方對於學生的學習安排。園長的話、成長歷史，瞭解園方創

辦小飛鼠幼稚園的教學理念及歷史背景。

3.生活保健、安全教育、疾病預防，能獲得兒童身體健康資訊。

4.電子信箱，若詢問事項不想被公開，可透過電子信箱和園方來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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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網站介面設計準則

網站介面設計準則隨著網路技術的提升，傳統的介面型態已然大

大改變。但是在現代的科技之下，怎樣的網站介面設計能保有特色以

及讓人容易操作使用，這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表 2-4-1 網站介面設計準則初稿

網站介面設計準則初稿

類 別 敘 述

最新消息 公佈園區最新活動內容。

會員登入 判斷帳號的權限首頁

留言板 訪客留言觀感、諮詢管道。

園長的話 園長的期許。

成立歷史 創立背景。

行事曆 園區學期規劃。

戶外教學 透過照片介紹學生戶外教學情況。

課程介紹 介紹每日課程時間。

幼兒作息表 學生每日活動時間說明。

學習規劃

教具教學 透過照片介紹學生上課情況。

遊戲拼圖 訓練邏輯能力。

打地鼠 訓練手眼協調的能力幼兒遊戲

放放看 認識文字及水果的遊戲

生活花絮 生活照片 透過照片介紹學生在校生活情況。

安全教育 利用網站介紹交通安全守則。
生活保健

疾病預防 利用網站介紹如何預防疾病。

學生基本資料 由家長提供學生基本資料，供管理者建檔。

家長聯絡方式 由家長提供聯絡方式，供管理者建檔。
ID 登入

電子聯絡簿 方便家長與管理者聯繫。

電子信箱 管理者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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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介面設計的構成元素分類如下：一.主題與風格 二.版面架構

三.功能呈現（按鈕） 四.內容呈現 五.色彩搭配 六.互動功能支

援。

(一.)主題與風格：

1.主題必須適當且明確。

2.圖像風格須與主題有一致性。

3.整體網站些許部分使用動態元素，背景以簡潔乾淨為主。

圖 2.4.1 原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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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面架構：

1.簡單、清楚的規劃。

2.考慮使用者視覺上的感受，可以輕易找到目標。

3.頁面要避免一些無謂的資訊。

圖 2.4.2 原網站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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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呈現(按鈕)：

1.文字清楚表達按鈕功能。

2.按鈕的圖像、配色等，與週遭搭配。

3.按鈕大小適中。

4.當滑鼠點選範圍要夠大且與圖案範圍吻合。

圖 2.4.3 原網站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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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容呈現：

1.內容文字簡單，文章不宜過長。

2.圖片要符合網站主題性。

3.圖片生動活潑。

4.動畫要符合網站主題。

5.將資料有系統的分類。

6.需考慮網路頻寬，避免網路下載時間過久。

圖 2.4.4. 原網站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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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彩搭配：

1.色彩豐富但須注意協調。

2.首頁與內頁的色系必須能夠搭配。

3.利用顏色區分不同的資訊。

4.背景色簡單、柔和不影響主體。

(六.)互動功能支援：

1.設計難易程度符合使用族群。

2.符合簡單操作原則。

3.小遊戲之設計方向與網站主題相關。

4.提供留言板、電子信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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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藉由文獻探討、初步與園方及教師訪談，在訪

談中評估園方對網站的需求，以發展一套更完整幼教網站的介面設

計，利用建置資料庫，藉由介面性設計方面的實用性，讓管理者能夠

簡易管理。

一.初步訪談：

在訪談前即先以電話邀約，告知其研究目的並詢問受訪者意願，

先行讓訪談者了解初步網站設計內容與本研究新增資料庫管理系統初

步構想，提供資訊讓訪談者了解，資料庫之優點。

二.設計準則初稿：

實地了解學區環境，正式拜訪園方，得知園方於西元 1993年初創

至今，已成立 14年，從僅能容納 4班的環境中走到現今，在訪談當中

可清楚得知，園方有心將網站做整合，基於簡易考量，本研究將設計

更貼近園方需求為走向。

三.網站介面設計準則探討：

利用使用性與互動性為主要設計內容，設計可愛活潑小遊戲，吸

引學生瀏覽網站，還可利用網站補救教學區，複習學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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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站設計：

利用 Dreamwaver 軟體來設計網站動畫與美化的部分，整體網站些

許部分使用 Flash 動態元素，背景以簡潔乾淨為主。

五.資料庫設計：

資料庫主要採用 ACCESS、ASP 等軟體來製作，設計簡單資料庫

符合使用族群。

六.結論：

對於未來相關研究者，提出有效資訊供為參考之用，

建議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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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研究流程

圖 3.2.1 流程圖

設計準則初稿

園方訪談初稿

網站介面設計

準則

使用性探討 互動性探討

結論

實際操作網站

介面

後續研究建議

網站設計 資料庫設計

網站、資料庫

(整合、修改)



24

3-3.研究時程

表 3-3-1 甘特圖

96年 97年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擬定研究
主題

尋找合作
幼稚園

擬定研究計畫

蒐集資料專題
封面、結構表

文獻探討

資料分析
實地訪問
資料整理
專案評估、

網站初步架構
進行個案研究
網站初步建置

彙整研究資料

第一次口試

資料庫建置

網站、資料庫
建置結合

撰寫研究報告

第二次口試

研究報告發表

預計完成：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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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作與分析

幼稚園建置網站，其設計方向以簡單容易操作、方便園方管理後

勤資料庫為主。

4-1.網站架構

使用 Dreamwaver 8 這套視覺化的網頁製作軟體，提供最具親和力

的網頁編輯介面，可在最短時間內建構出高水準的網站。無論網頁製

作的新手、經驗豐富的網頁開發人員或是程式設計師，都能在人性化

的操作面中完成所需的工作。

圖 4.1.1 網站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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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Flash 8 一開始被歸類為網頁動畫軟體，多半用來製作首頁

開場動畫與互動式按鈕，其豐富的動態特質，也逐漸應用在表單、聊

天室等網頁功能上，跳脫傳統網頁的設計方式。在媒體支援方面，可

匯入更多樣化的檔案格式，也可在 Flash中編修剪輯匯入的影片。

圖 4.1.2 網站橫幅動畫

圖 4.1.3 網站公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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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Impact 12 數位相片管理與動感相片光碟製作軟體，結合數位

相片編修、自然彩繪、網頁設計及多媒體管理軟體。

利用 PhotoImpact 12 套用範例按鈕，加以修改字型圖片、色彩美

化設計，加強美觀，對於初學者而言，可利用此功能來製作可愛的按

鈕圖示，來加以修改、美化的功能，是一套很不錯的軟體。另外也可

以利用 CSS 語法來加強按鈕開關效果運用方面，CSS 其實是與 HTML

語法相類似，可配 HTML 或 JavaScript 來達到多種的效果。在開始製

作時就將這些設定做好，不需要再反覆輸入同樣的標籤，整個網頁就

會套用這個設定來呈現，也能降低將來維護網頁的困難度。

圖 4.1.4 網站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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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ccess 2003『管理資料庫』的軟體，此軟體可以有效地管理

大量的資料，並可以容納多種欄位，與大量的資料筆數。不論有多大

的資料要存取都很方便。適合記錄大量資料，可做讀取、插入、刪除。

另外使用 ASP 撰寫程式，對於初學者而言，簡單的程式撰寫方式

可讓初學者更容易上手，ASP 主要在於所產生的執行結果都是標準的

HTML格式，而且這些程式是在網路伺服器端中執行，使用一般的瀏覽

器 (如 IE 或 Netscape 等)都可以正確的獲得 ASP 的『執行』結果，

大多數參考書籍幾乎都以 Access 2003 相互搭配 ASP。

選好資料庫與撰寫系統後，如果使用 ASP 來撰寫程式，必須使用

IIS 5.0 伺服器相互搭配，唯有 IIS 支援 ASP 系統，微軟的 IIS 並不只是

一個單純 Web 伺服器的應用程式，它同時提供有眾多的 Internet服

務，例如：FTP、News 和 Mail，不只如此，它也是一個整合的 Web 應

用程式開發環境，能夠在 Web 環境開發具有擴充性和元件基礎的主從

架構應用程式，以及支援其管理功能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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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系統架構

系統架構如表 4-2-1：

表 4-2-1 系統架構

平台(OS) Windows 2000

WEB 伺服器軟體 IIS 5.0

程式語言 ASP

資料庫 Access 2003

提供寬頻 租 ADSL 2M/512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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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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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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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軟硬體需求

軟硬體需求如表 4-3-1：

表 4-3-1 軟硬體需求

作業系統 Windows 2000 Server/Professional

CPU Pentium III 550 以上

記憶體 512MB RAM

硬體空間 100GB

顯示卡 SVGA

乙太網路卡 100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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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伺服器設定

設定資料庫之執行權限：

若要在作業系統下對資料庫進行更新，是必需要對資料庫所在的

目錄進行額外的設定，否則當要新增、更新或刪除資料庫內容時，便

會得到錯誤訊息。

設定權限的步驟。如圖 4.4.1。

按右鍵執行「內容」指令，並依下列說明來設定。

工具→資料夾選項→檢視→使用簡易檔案共用(建議使用)，不要打勾

圖 4.4.1 設定權限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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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資料庫的建立

一.使用者類別

Kind_id與 kind_name：以 kind_id是用來判斷使用者的代號。

kind_name是判斷角色的名稱。如圖 4.5.1。

圖 4.5.1 使用者類別

(一.)班級資料

class_id、clss_name與 teacher_id：以 class_id是用來判斷班級的

代號。clss_name是用來判斷班級的名稱。teacher_id是用來判斷老

師的代號。如圖 4.5.2。

圖 4.5.2 班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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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者基本資料表。如圖 4.5.3。

圖 4.5.3 管理者基本資料表

2.老師基本資料表。如圖 4.5.4。

圖 4.5.4 老師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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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長基本資料表。如圖 4.5.5。

圖 4.5.5 家長基本資料表

4.學生基本資料表。如圖 4.5.6。

圖 4.5.6 學生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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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統使用者基本資料表。如圖 4.5.7。

圖 4.5.7 系統使用者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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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功能操作說明

會員登入：自動判斷使用者的權限。如圖 4.6.1。

一.會員輸入帳號與密

碼，系統自動判別，是

否為會員。

二.不是會員將無法登入

也無權限使用功能。

       (非會員者只有簡單的

網頁瀏覽與留言板留

言功能)。

圖 4.6.1 登入流程圖

三.登入成功者，可有權

限電子聯絡簿、補救

教學、討論區等資料。

N

輸入帳密

登入檢查

Y

資料確認 登入失敗

Y

登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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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員登入系統畫面：

使用者輸入帳號和密碼便可登入。如圖 4.6.2。

圖4.6.2 會員登入

(二.)會員登入成功的畫面：

會自動判斷此帳號密碼權限是管理者、老師或是家長。

1.管理者登入成功的畫面。如圖 4.6.3。

圖 4.6.3 管理者登入成功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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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者可修改自己的基本資料如圖 4.6.4。

圖 4.6.4 管理者可修改自己的基本資料

○2：可管理每個班級，點選某班級後，會看到老師、家長、學生的基

本資料，並且進行新增、修改、刪除的權限。

(1) 師生長管理的畫面。如圖 4.6.5。

圖 4.6.5 師生長管理的畫面



41

(2)班級呈現的畫面：點選某班級後 (如蘋果班 )。如圖 4. 6.6。

圖 4.6.6 班級呈現的畫面

(3)班級資料建檔：可新增班級、老師、系統使用者資料建檔

的基本資料。如圖 4.6.7。

圖 4.6.7 班級資料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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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班級資料建檔成功畫面：可進行修改動作。如圖 4.6.8。

圖 4.6.8 班級資料建檔成功畫面

(5)學生、家長資料建檔：可新增學生、家長、系統使用者資

料建檔的基本資料。如圖 4.6.9。

圖 4.6.9 學生、家長資料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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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生、家長資料建檔成功後的畫面 ：可進行修改、刪除動

作。如圖 4.6.10。

圖 4.6.10 學生、家長資料建檔成功後的畫面

(7)刪除班級學生資料：當要刪除班級學生資料 ，首先要先刪

除學生資料連同家長資料一併刪除，才能刪除班級，避免誤刪

的動作發生。如圖 4.6.11。

圖 4.6.11 刪除班級學生資料

○3：可觀看、回覆、刪除留言板內容。

○4：針對各種不同的主題來進行討論或新增新主題。

○5：監督老師是否確實地把補救教學的內容檔案放上網頁，讓家長經

由點選超連結下載檔案。

○6：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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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師登入成功的畫面。如圖 4.6.12。

圖 4.6.12 老師登入成功的畫面

○1：老師可修改自己的基本資料：可修改密碼。如圖 4.6.13。

圖 4.6.13 老師可修改自己的基本資料

○2：管理自己班級的學生。可透過電子聯絡簿來傳達訊息，與家長進

行一對一的交流。告知今日注意事項，或提醒隔天要應帶的用具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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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準備。

○3：針對各種不同的主題來進行討論或新增新主題。

○4：老師放上補救教學檔案，檔案名稱以日期來命名。學生當天生病

請假或其他事件而無法去上課，藉由補救教學網頁，透過超連結並下

載補救教學檔案，可看到教學的內容，並且跟上課程的進度。

○5：回首頁。

3.家長登入成功的畫面。如圖 4.6.14。

圖 4.6.14 家長登入成功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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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長可修改自己的基本資料:可修改密碼。如圖 4.6.15。

圖 4.6.15 家長可修改自己的基本資料

○2：透過電子聯絡簿來傳達訊息，與老師進行一對一的交流，可留言

給老師。家長透過電子聯絡簿留言與老師進行私密的話題，家長下載

完補教教學檔案，回覆讓老師了解，這是電子聯絡簿最大的功能。

○3：針對各種不同的主題來進行討論或新增新主題。

○4：學生對於當天上課內容有不懂或想再複習，也可利用補救教學網

頁下載檔案來進行課後複習。對家長而言，不但讓親子之間的互動更

加密切，甚至了解學生對於課業上疑問，適時的給予幫助，更加了解

老師的教學方式。

○5：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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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聯絡簿：

當老師和家長想徹底的了解關心學生狀況，可透過電子聯絡簿來

傳達訊息，進行一對一的交流，利用此網頁針對某位學生點選 GO 進

去後，可留言給家長今日注意事項，或提醒隔天要該帶的用具請家長

準備，而家長透過電子聯絡簿留言私密的話題及下載補教教學檔案讓

老師了解並進行溝通，這是電子聯絡簿最大的功能。

(1)老師電子聯絡簿呈現的畫面 。如圖 4.6.16。

圖 4.6.16 老師電子聯絡簿呈現的畫面

(2)家長電子聯絡簿呈現的畫面 。如圖 4.6.17。

圖 4.6.17 家長電子聯絡簿呈現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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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聯絡簿溝通的畫面。如圖 4.6.18。

圖 4.6.18 電子聯絡簿溝通的畫面

(四.)討論區：

擁有權限者，利用討論區可針對各種不同的主題進行討論。

(1)使用者可以新增討論區主題內容如圖 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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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9 新增討論區主題內容

(2)回覆討論區主題內容如圖 4.6.20。

圖 4.6.20 回覆討論區主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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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救教學：

學生當天生病請假或其他事件而無法去上課，藉由補救教學網

頁，透過超連結並下載補救教學檔案，如影片檔、文件檔、壓縮檔等，

可看到今天上課教學的內容，並且跟上課程的進度，不會因此生病請

假或其他事件而落後課程的進度。而學生對於當天上課內容有不懂或

想再複習，也可利用補救教學網頁來進行課後複習。對家長而言，不

但讓親子之間的互動更加密切，甚至了解學生對於課業上疑問，適時

的給予幫助，更加了解老師的教學方式。如圖 4.6.21。

圖 4.6.21 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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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補救教學檔案如圖 4.6.22。

圖 4.6.22 補救教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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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留言板：

(1)留言板新增留言：此留言板是專屬給訪客使用，訪客可利用留言

板，將新增好相關內容的訊息後，按下送出留言。如圖 4.6.23。

圖 4.6.23 留言板新增留言

(2)留言板回覆畫面：送出留言後，此內容訊息會出現在網頁上，當管

理者進到留言板網頁，開始進行管理未回覆訪客留言的動作，且訪客

再度進入網頁便可看到此管理者用心的管理此留言板。如圖 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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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4 留言板回覆畫面

(3)刪除留言畫面：管理者觀看留言板，進行刪除廣告留言，

透過超連結到管理者回覆留言畫面進行回覆動作 。如圖

4.6.25。

圖 4.6.25 刪除留言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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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刪除成功畫面：點選刪除動作後，看到刪除成功的畫面。

如圖 4.6.26。

圖 4.6.26 刪除成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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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研究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建置小飛鼠幼稚園網站，而在製作專題的過程

中，遇到不少困難問題，例如：如何建立資料庫、撰寫 ASP 程式，這

兩方面將如何結合，使本研究覺得是個重大的考驗，但是這個考驗，

也都能一一被克服，重要的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與園方實際訪

談，訪談之中可了解園方對於網站、資料庫的需求，另外與老師多請

教與多配合，並且尋找相關製作的參考資料。

本研究加強了園方後勤資料庫的製作，使得方便管理，並且也落

實的把管理者、幼教人員、學生與家長之間的關係相互連接起來，例

如：家長們可以在討論區來反應出他們的意見與看法，藉由這些意見，

可以讓管理者與幼教老師多多了解；訪客藉由留言板，發表他們的意

見與問題，管理者都會一一的去回覆；幼教人員可藉由電子聯絡簿與

家長、學生做為溝通的橋樑，是個不錯的交流管道；另外，還製作補

救教學的功能，幼教人員上傳學習的內容到網站，如有學生請假，就

可以使用此功能，來做練習，不怕跟不上進度，也不會錯失學習的機

會，然而還可以加強複習的動作，讓學生更加為深刻。

而網站美化的部分，也下了許多的功夫，並參考許多美化的書藉，

例如：Flash、FrontImpact 等等的工具書，來做美化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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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還增加了三個幼兒小遊戲，激發學生的腦力激盪與思

考能力，使學生能在玩樂中學習成長。

然而在本研究過程中發現團隊之間的合作與溝通相當重要，因為

專題報告，是無法一個人獨力完成，必需大家共同努力與製作，在製

作過程中，面臨組員意見相互分歧時，專題組員時間配合上的難度，

需如何有效解決問題，更成為專題製作上的難題之一，藉由專題製作

的機會，可讓彼此相處更加為了解與透徹，除了學習上的互相幫助之

外，更多了幾分革命的情感。

在研究過程中讓我們發現，有計劃性的規劃研究時程，鎖定專題

撰寫方向，與網站、資料庫管理功能，更重要的是工作分配，確實完

成工作時程內之進度，這樣才能有效的製作專題，避免時間上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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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後續研究建議

從幼稚園 E 化後，使用者在觀念上，仍停留在傳統幼稚園，對於

網站的操作複雜性，造成許多困擾，因此退縮。本研究讓使用者對於

網站操作，更加簡單化及快速上手。且網站已經建置完成，但尚有其

他功能可待加強，並達到盡善盡美之地步，在未來若要持續經營「小

飛鼠幼稚園網站」，亦可將原本有構想但沒有實作的部份加入，讓功

能更加完善，且藉由溝通管道的改善也是提升網站互動的重要環節。

以下為未來研究撰寫專題方向：

一.電子信箱的寄信功能，可利用 ASP 製作出 Web 網頁寄信程式，

讓使用者利用簡單的確認信，並傳送郵件訊息，直接寄信給管理者。

二.若是系統的資料量相當龐大，可以採用SQL Server，這樣在資料庫

的新增、刪除、查詢、修改的整體表現會比較好。

三.文字大小、背景圖案及版面樣式等，可提供讓使用者自行選擇的功

能，更能符合使用上的需求。

四.可以預先以投影片或是影音教材，讓學生在網路上先行預習，這樣

子的方法應該會比單純的口頭講述更生動也更安全。所以建議以傳統

教學方式為主，適時地以網路教學為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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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供上傳的功能，如：文件、影音、壓縮檔、軟體等。並且讓使用

者操作時更方便，而不用時常去更改檔案名稱，會節省很多時間。

六.網站的多媒體方面，文字的呈現必須考量學生的接收程度。

七.網頁美化可更精緻，勿使用過多的動畫及圖片，會讓使用者瀏覽網

頁變慢，排版上面也會非常凌亂。

八.利用討論區，呈現出社群的互動方式，家長會長適時的利用活動來

與家長彼此間的分享與學生交流，僅提供參考，好的訊息與作法讓家

長之間受益良多。

九.網路攝影機，針對近年來幼稚園提供視訊功能，透過線上收看學生

上課情形，本研究因考量到學生安全、園區經費問題，在此本研究無

法提供此功能。

十.公佈欄，可撰寫程式，以方便管理者新增公佈事項。

十一.請後續研究者，務必多注意時事問題，避免專題研究事項與時事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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