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將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對於「幼兒英語教學光碟評鑑表」的試用

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進而瞭解本評鑑表的實際可用程度。 

為瞭解本評鑑表的信度與效度，研究者擬分為三組收集資料：三組不同的受

試者(A、B、C)使用三片不同的光碟(a、b、c)，並依據資料性質，將檢核項目與

評鑑項目之評鑑結果分開處理。 

檢核項目評鑑結果將以圖表形式呈現，探討受試者與專家之間、受試者與受

試者之間評鑑結果之一致性；評分項目則根據以下假設進行統計分析與討論： 

（一）若受試者之間對於同一片試用光碟的評鑑結果之一致性高，表示本評鑑表

具有穩定性；換句話說，若 A 組五位受試者對於光碟 a 的評鑑結果有一

致性，而 B組評鑑光碟 b 及 C 組評鑑光碟 c 的結果也都有一致性，表示

本評鑑表具有穩定性。 

（二）若本評鑑表穩定性高，則同一受試者對同一試用光碟在不同時間的評鑑結

果，應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說，若 B 組受試者評鑑光碟 b 後，相隔一週

再度評鑑光碟 b，不同時間所做的兩次評鑑結果有一致性，表示本評鑑表

穩定性高，不因時間間隔而受影響。 

（三）若同一受試者對不同光碟的評鑑結果有顯著差異，而不同受試者對於同一

光碟的評鑑結果又具有一致性，則表示本評鑑表能有效區別光碟品質。簡

單地說，如果 B組受試者對光碟 b 及光碟 c 的評鑑結果有顯著差異，表

示 b、c兩光碟品質相異，而 C組對光碟 c的評鑑結果與 B組對光碟 c的

評鑑結果一致，表示本評鑑表確實能反映光碟 c的品質，且能有效區辨出

b、c兩片光碟的品質差異。 

分別瞭解檢核項目與評分項目的穩定性及有效性之後，研究者將探討檢核項

目與評分項目之間的關係；最後，則對評分項目各評鑑指標之內容說明，即評鑑

表的題目進行信效度的討論。 



第一節 檢核項目 

    本節主要以長條圖呈現受試者對於三片試用光碟在檢核項目上的評鑑結

果，並討論其一致性。 

    檢核項目為本評鑑表的第一部份，針對英語教學光碟之包裝標示進行檢視，

不必試用即可評鑑，具有重要的篩檢功能。受試者必須針對檢核項目所提出之各

項問題，檢視試用光碟的包裝標示是否符合，再予以註記「是」或「否」；此二

者為名義變項(nominal variables)，透過慣用的等距變項(interval variables)之信度

分析等統計方法所得到的各項數據並無實質意義，因此運用長條圖呈現受試者對

於各光碟檢核項目之評鑑結果與專家（研究者）設定的評鑑結果一致之人數，分

別列於圖 4.1、4.2及 4.3。 

 

一、光碟 a檢核項目評鑑結果之一致性 

圖 4.1 光碟a檢核項目評鑑結果與專家（研究者）設定的評鑑結果一致之
受試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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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呈現的是 10 位受試者對於光碟 a 的檢核項目評鑑結果與專家（研究

者）設定的評鑑結果一致之人數長條圖，顯示 10 位受試者對於光碟 a 在檢核項

目 1、2、4、6有著與專家評鑑完全一致的評鑑結果；檢核項目 7 有 9人與專家

的評鑑結果一致，也有高度一致性。 

檢核項目 5 有 2 人的評鑑結果與專家評鑑不一致，約佔 18.18%，表示這 2

位受試者認為光碟 a在包裝上有標明所需的軟硬體配備；然而，經過研究者再次

檢查，確認該光碟包裝並未標明軟硬體配備需求，反而是列印在光碟片本身表



面，可能因此導致此 2位受試者答「是」。 

至於檢核項目 3「包裝上是否有光碟內容活動說明」，評鑑結果與專家不一

致的受試者有 5人，一致性較低，可能是因為部分受試者認為光碟 a包裝上，有

簡介該光碟的特點在於以「圖像記憶法」與「格式塔拆字」法學習英文，因此認

為其包裝上有光碟內容活動說明，但另一部份的人則不認為這是光碟內容活動說

明，才造成一致性較低。 

 

二、光碟 b檢核項目評鑑結果之一致性 

圖 4.2 光碟b檢核項目評鑑結果與專家（研究者）設定的評鑑結果一致之受
試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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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呈現的是 5位受試者對於光碟 b的兩次檢核項目評鑑結果與專家（研

究者）設定的評鑑結果一致之人數長條圖。兩次評鑑時間相隔一週，由同樣的 5

位受試者評鑑同一片光碟。 

由圖得知，5位受試者第一次評鑑光碟 b的檢核項目時，在項目 1、2、4、6

有著與專家評鑑完全一致的評鑑結果；項目 5、7則各有 4人評鑑結果與專家一

致，也具有高度一致性。而第二次評鑑光碟 b的檢核項目所得結果，項目 2、4、

7達到完全一致，項目 5維持 4人與專家一致的評鑑結果，項目 3與專家評鑑結

果一致的人數則增加 1人。 

    若比較兩次評鑑結果，可以發現項目 2 及項目 4 具有完全一致性，項目 5

也可說是完全一致，表示唯一一位評鑑結果和專家不一致的受試者，兩次評鑑都

不認為該光碟包裝上有標示所需軟硬體配備；項目 3由第一次評鑑時與專家評鑑



結果一致人數 3人增為第二次評鑑與專家結果一致有 4人，可說是一致性增加，

表示該位受試者第二次評鑑時才發現，光碟 b包裝上其實是有內容說明；而項目

7由第一次評鑑與專家評鑑結果一致人數 4人增為第二次評鑑與專家結果一致有

5人，更是由高度一致提升為完全一致。 

 

三、光碟 c檢核項目評鑑結果之一致性 

圖 4.3 光碟c檢核項目評鑑結果與專家（研究者）設定的評鑑結果一致之
受試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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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呈現的是 15 位受試者對於光碟 c 的檢核項目評鑑結果與專家（研究

者）設定的評鑑結果一致之人數長條圖，顯示 15 位受試者對於光碟 c 在項目 3

及項目 4有著與專家評鑑完全一致的評鑑結果；項目 1和項目 6有 14人與專家

的評鑑結果一致，比例約為 93.33%、項目 2和項目 5有 13人與專家的評鑑結果

一致，比例約為 86.67%，也有高度一致性。 

 

結語 

從各試用光碟的檢核項目評鑑結果折線圖可以得知，a、b、c三片光碟在檢

核項目部分的評鑑結果皆有高度的一致性，表示不同受試者評鑑同一片光碟及同

一受試者在不同時間評鑑同一光碟，都可以獲得一致的評鑑結果，證明本評鑑表

檢核項目具有信度。 

另，根據三片光碟檢核項目之評鑑結果，發現項目 2、項目 4及項目 6雖具

有一致性，但都是否定的回答，顯示一般光碟包裝上皆未標明「幼兒應先具備的

語言程度」、「不滿意可退貨」及「安裝軟體的操作程序說明」。 



將「幼兒先備語言程度」列入評鑑指標，是基於學習者需求之考量，然而對

光碟製造廠商來說，並不容易在包裝上具體說明幼兒應該先有哪種語言（母語？

英語？）、何種程度的語言能力，一般家長更難清楚判定；而「安裝程序說明」

一題，由於光碟都只需放入光碟機，電腦會自動讀取，不需其他操作步驟，當然

不需標示說明安裝步驟。 

研究者以為，檢核項目 1「是否標明適用年齡」大致涵蓋幼兒各層面的發展，

包括：認知能力、動作控制、語言等，因而考慮將項目 2「是否標明幼兒應先具

備的語言程度」一題刪除；因為光碟只需放入光碟機即可使用，因此將刪除項目

6「是否提供安裝軟體的操作程序說明」及項目 7「安裝步驟是否簡易」。 

而項目 3「包裝上是否有光碟內容活動說明」，雖然光碟 a 及光碟 b 評鑑結

果之一致性不高，但光碟 c卻達到完全一致性，表示該項是可見的、可評分的項

目，且有助於消費者瞭解產品之內容，故予以保留。 

關於項目 5「是否標明不滿意可退貨」，雖其評鑑結果一致為否定，為確實

維護消費者權益，更為了促進光碟製造廠商重視使用意見回饋，不僅在包裝簡介

上用心，還願意改善、提升幼兒英語教學光碟之設計品質，研究者仍決定保留該

題。 

目前一般商店，如：書局、唱片行、錄影帶店，所販售的幼兒英語教學光碟

類產品之種類及數量其實並不多，有需求的家長也很少在這些商家購買，最主要

的商品通路還是透過網路購物或郵購型錄。但無論是在一般商店購買，或透過網

路訂購，消費者都很容易受到廣告宣傳或包裝標示所誤導，以為光碟內容就是自

己依據廣告包裝上的文字形容所想像的樣子；等到實際使用，才發現不符合消費

者或學習者的需要，甚至根本名不符實，達不到學習目標。然而，拆封後若要退

換，不是被商家拒絕，就是得經過繁複的手續，或支付手續費等多餘支出，許多

消費者因此放棄退換的權利，自認倒楣。況且，許多幼兒英語教學光碟類產品又

都是成套出售，動輒數萬元，假使礙於退換麻煩，只能將不合需求或品質不佳的

光碟束之高閣，消費者就必須承擔精神與金錢兩方面的雙重損失。 



    如果消費者在選購之時、結帳付款之前，有機會被提醒而注意到「是否提供

『在使用之後感到不滿意可退款換貨』之服務」，將提昇其消費權益的保障。 

    這不僅僅是消費者的心聲，研究者個人在研究過程中就有相似的經驗：一般

商店的幼兒英語教學光碟類產品，不是標示不清，就是誇大其詞，而且完全拒絕

退貨。研究者總共購買三片，在拆封試用之後，有一片包裝上標明的硬體配備明

明符合研究者的電腦規格，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仍然無法使用；另一片則是完全

和研究者想像的不一樣，包裝上強調「結合影、音、圖畫等多媒體設計，豐富有

趣」，實際上不過是將紙本圖畫書的內容變成電腦可以讀的檔案，即所謂的「電

子翻頁機」；也就是說，研究者用三片光碟的價錢，只買到一片堪可使用。 

 

 

 

 

 

 

 

 

 

 

 

 

 

 

 

 



第二節 評分項目 

本節將列出各組受試者評鑑各試用光碟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之描述性統計

資料，並以「信度分析」、「相關檢定」及「t檢定」來分析討論評分項目之信度

與效度。 

評分項目主要是請受試者根據本評鑑表所提出之評鑑指標，針對光碟內容與

使用的設計，以及幼兒試用的真實情況，以主觀認定的符合程度進行四點量表評

分(0~3)；分數越高，表示光碟的內容設計品質越好。 

茲將各試用光碟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列於表 41。 

表 4.1 各組受試者對於各試用光碟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 

 評分項目評鑑結果 
受試者（評鑑者） 試用光碟 平均數 變異數 

A組 a 1.57 .49 
b（第一次） 1.11 .40 
b（第二次） .74 .27 

B組 

c 2.14 .46 
C組 c 2.27 .26 

a 1.40 .56 D組（準專家） 

c 2.14 .28 

 

    由表 4.1得知，在評分項目上，三片試用光碟所得評鑑分數的平均數，以光

碟 c得分最高，光碟 a次之，光碟 c最差。以下將分別探討評分項目之信度與效

度 

 

一、信度 

本研究擬以「信度分析」及「相關檢定」來探討三組光碟評分項目評鑑結果

之信度。 

若本評鑑表實際可行有效，各組內不同受試者對於同一片光碟的評鑑結果應

有一致性，同一受試者對於同一試用光碟的第一次評鑑與第二次評鑑也應有一致



的結果。換句話說，若不同人對於同一片光碟的評鑑結果有一致性，表示本評鑑

表的穩定性高，且同一人對於同一光碟在不同時間的評鑑結果，也不會因為時間

或熟練等因素有而所改變。 

（一）不同受試者對同一片光碟的評鑑結果之一致性 

    本研究以「信度分析」來討論三組受試者對於試用光碟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

之內部一致性。若本評鑑表實際可行有效，各組內不同受試者對於同一片光碟的

評分項目評鑑結果應有一致性；換句話說，若 A 組五位受試者對於光碟 a 的評

分項目評鑑結果有一致性，而 B組評鑑光碟 b 及 C 組評鑑光碟 c 的結果也都有

一致性，表示本評鑑表的評分項目具有穩定性。 

    經由統計分析，各組受試者對於試用光碟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皆有很高的內

部一致性(aAa=.95，aBb=.95，aCc=.89)，顯見本評鑑表的評鑑項目之內部一致性

信度極高，具有高度的穩定性。 

（二）同一受試者對同一片光碟在不同時間的評鑑結果之一致性 

本研究以「信度分析」及「相關檢定」來討論同一組受試者對同一片光碟兩

次評鑑結果在評分項目上的內部一致性。若本評鑑表確實有效，受試者對於試用

光碟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不會因為時間或熟練等因素有而所改變；即受試者根

據本評鑑表的評分項目，對於該光碟的第一次評鑑結果與第二次的評鑑結果應該

一致。 

根據信度分析，同一受試者對於同一光碟在不同時間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皆

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a 第一次=.95，a 第二次=.90)；相關檢定則顯示，同一受試者對於

同一光碟在不同時間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具有正相關(r=.75，p>.05)，雖然未達

當統計上顯著水準，但在樣本規模只有 5 人的情況下，仍有.75 的高度正相關，

表示本評鑑表具有再測信度，不受時間或熟練等因素影響。 

 

二、效度 

本研究主要以「信度分析」及「t檢定」來討論本評鑑表對不同光碟的適用



性，以瞭解本評鑑表評分項目之有效性。 

若本評鑑表確實有效可行，同一評鑑標準應可適用於不同光碟，即可以區別

光碟品質的差異；也就是說，若 B組受試者認為 b、c兩光碟品質有差異，光碟

c品質比較好，C組受試對光碟 c的評鑑結果應與 B組受試者對光碟 c的評鑑結

果一致，才能證明光碟 c比光碟 b好，也才能證實本評鑑表真能區別光碟的品質。 

根據信度分析，B組受試者對於 b、c 兩光碟在評分項目上的評鑑結果與 C

組受試者對於光碟 c 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皆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aBb=.95，

aBc=.97，aCc=.89)。 

t 檢定則顯示，B組受試者對於 b、c 兩光碟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有顯著的

差異(t (4，p<.05)= -4.58)，B、C兩組受試者對於光碟 c在評分項目上的評鑑結果則

沒有顯著差異(t (7.965，p>.05)=.55)。這表示 B組受試者認為 b、c兩光碟品質有差異，

而 B、C兩組受試者對於光碟 c的評價一致。由評分項目平均數得知，B組受試

者對於光碟 c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分數比光碟 b的評鑑結果分數高（2.14>1.11），

顯示光碟 c 比光碟 b 好，且 C 組受試者對於光碟 c 的評價與 B組受試者一致，

證明光碟 c確實擁有較佳品質。 

從上述統計檢定得知，本評鑑表評分項目所提出之檢核標準既具有評分者間

信度，也適用於不同光碟，確實可以顯現光碟品質的差異，具有建構效度。 

又，為證明光碟 c品質真的比較好，研究者邀請五位具有幼兒教育專業背景

與實際教學經驗之研究生，根據本評鑑表對光碟 a及光碟 c進行評鑑比較。五位

研究生皆是幼兒教育相關系所在學學生，其中三位還具有幼兒英語教學相關工作

經驗，分別是四年、五年及兩年半。 

選擇光碟 a及 c進行比較的原因是，研究者當初選用這三片光碟作為試用光

碟時，自行做過比較，發現 a、c 兩片光碟在包裝及內容上的差異最大，教學品

質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選擇這兩片光碟，請具有幼兒英語學習專業學經歷背景

的研究生（準專家）進行評比，以證實兩片光碟品質的差異。 

若本評鑑表確實能區別光碟的品質好壞，則準專家組受試者對於光碟 a及光



碟 c在評分項目上的評鑑結果應有顯著的差異。 

根據信度分析，準專家組（D組）受試者對於 a、c 兩光碟在評分項目上的

評鑑結果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aDa=.96，aDc=.90)。 

t檢定則顯示，準專家組對於光碟 a與光碟 c在評分項目上的評鑑結果有顯

著的差異(t (4，p<.05)= -2.59)，表示準專家們認為 a、c兩光碟的品質有差異。由評

分項目平均數得知，準專家組對於光碟 c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分數比光碟 a的評

鑑結果分數高（2.14>1.40），顯示光碟 c 比光碟 a 好。而且，一般家長與準專家

們在光碟 c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上，評予相近的分數，表示光碟 c確實擁有較佳

品質。 

經由上述分析討論，證明本評鑑表對不同光碟所做的評鑑，確實能區別不同

光碟的品質差異，具有建構效度。 

 

 

結語 

透過信度分析得知，不同受試者評鑑同一片光碟及同一受試者在不同時間評

鑑同一光碟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且同一受試者在不同時間評

鑑同一光碟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有高度的正相關，證明本評鑑表的評分項目不但

具有內部一致性信度，還具有評分者間信度及再測信度。 

經由 t檢定則發現，根據本評鑑表評分項目所得之評鑑結果確實能顯現不同

光碟的品質差異，可見評分項目對於不同的光碟的適用性及有效性。 

 

 

 

 

 

 



第三節 檢核項目與評分項目 

本節將說明檢核項目與評分項目之間的關係。 

本「幼兒英語教學光碟評鑑表」主要分為兩部分，檢核項目與評分項目。檢

核項目主要是對英語教學光碟之包裝標示進行檢視，不必試用即可評鑑，審核專

家認為其具有重要的篩檢功能，若被評鑑之光碟不符合的項目過多，不建議購買

該光碟；評分項目則針對光碟教學內容、介面操作及多媒體媒材等進行評分，總

計分數越高，表示設計品質越好。 

雖然兩者因為資料性質不同而分開處理，但是，檢核項目和評分項目卻不是

完全獨立不相干的兩部分，而是具有一致性的。茲將各組對於各光碟的評鑑結果

之平均數列於表 4.2。 

表 4.2 各組受試者對於各光碟的評鑑結果之平均數 
受試者 試用光碟 檢核項目評鑑結果 評分項目評鑑結果 

A組 a .14 1.57 
b（第一次） .31 1.11 
b（第二次） .43 .74 

B組 

c .49 2.14 
C組 c .54 2.27 

a .31 1.40 D組 
（準專家） c .60 2.14 

 

    根據表 4.2可以發現，檢核項目中，不同受試者評鑑光碟 c的平均分數比光

碟 a、光碟 b 都高，表示其包裝標示最為詳盡完整；再查表 4.2，發現光碟 c 在

評分項目上得到的平均分數，也是三片試用光碟中最高的，顯見光碟 c的確擁有

較佳品質。 

    而光碟 b第二次評鑑結果，檢核項目增加、評分項目卻降低，可能是因為光

碟 b第一次進行評鑑後，相隔一週再度為光碟 b進行評鑑時，受試者—包括評鑑

者（家長）及使用者（幼兒）—對其內容都還留有印象，並向研究者表示這片光

碟很無聊，使得評分項目分數降低；也由於是第二次評鑑，受試者對於光碟包裝



標示檢查得更為仔細，因而提高了檢核項目的分數。即便如此，光碟 b兩次評鑑，

其檢核項目的評鑑結果達到了高度的一至性，評分項目的評鑑結果也呈現了.75

的高度正相關；和 a、c 兩光碟相較，其檢核項目得分偏低，評分項目評價也是

比較低的。 

由此可證明，本評鑑表之檢核項目與評分項目的評鑑結果有一致性，且檢核

項目可作為選用幼兒英語教學光碟類產品的初步篩檢工具。 

 

 

 

 

 

 

 

 

 

 

 

 

 

 

 

 

 

 

 

 



第四節 評鑑指標類別項目之信效度 

    本評鑑表除重視幼兒英語教學光碟外在包裝上應有清楚的、重視學習者需求

與消費者權益的標示外，也強調其內容、介面操作及多媒體的設計品質，必須符

合幼兒發展及英語學習的原則，因而設計有檢核項目與評分項目。 

    本節將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來探討評分項目內各評鑑

類別之信效度，並簡要討論一般幼兒英語教學光碟在教學內容、螢幕介面及媒材

應用各方面的設計品質。 

    為瞭解本評鑑表評分項目題目之有效性與幼兒英語教學光碟的內容、操作及

多媒體之設計品質，本研究將三片試用光碟的評分項目評鑑結果分成「教學內

容」、「真實性」、「回饋」、「協助」、「使用者控制」及「多媒體」六類，以「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進而瞭解一般幼兒英語教學光碟在評分項目各類

別設計上的品質差異。 

茲將各光碟評分項目各類別評鑑結果彙整於表 4.3。 

表 4.3  各光碟評分項目各類別評鑑結果之摘要 

 光碟 a 光碟 b 光碟 c 
評鑑人數 10 10 15 
類別 平均數 變異數 平均數 變異數 平均數 變異數 
1. 教學內容 1.62 .46 .86 .25 2.24 .16 
2. 真實性 .96 .24 .56 .21 1.93 .27 
3. 回饋 1.53 .66 .45 .28 2.08 .43 
4. 協助 1 .44 .9 .54 2.07 .50 
5. 使用者控制 1.24 .27 1.53 .22 2.25 .27 
6. 多媒體 1.84 .26 .98 .19 2.28 .07 

 

    評分項目最高分為 3，根據表 4.3 得知，光碟 c 幾乎各類別都得到評分 2，

光碟 a各類評分則接近 1.5，光碟 b各類別評分差不多都在 1以下；各類別評鑑

結果之平均數都是光碟 c最高，光碟 b則幾乎都是最低，符合評分項目各類別之

單因子變異數（簡稱「各類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也證明研究者對於試



用光碟的選擇判準適當，確實呈現了不同品質的幼兒英語教學光碟。 

根據各類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結果，顯示在六個評鑑類別的設計上，三片

試用光碟的品質有著顯著差異(F 教學內容(2，p<.05)=21.71，F 真實性(2，p<.05)=25.79，F 回饋(2，

p<.05)=17.90，F 協助(2，p<.05)=10.85，F 使用者控制(2，p<.05)=13.18，F 多媒體(2，p<.05)=31.97)，證

明本評鑑表能同時評鑑幼兒英語教學光碟內容的不同面向，有效區別其品質差

異。事後比較（Post Hoc檢定）則顯示，在這六個類別上，a、b、c三片光碟內

容品質不一，除光碟 c 得分較高，a、b 兩光碟整體品質的評鑑結果都偏低。進

一步分析發現，「真實性」是所有類別評鑑結果中最不理想的一類，連光碟 c 都

只得到 1.93，是其評分項目評鑑結果中分數最低的類別，顯見幼兒英語教學光碟

中，教學內容真實性的設計品質需要改進提昇。 

     而以各試用光碟本身在評分項目各類別評鑑結果之單因子變異數進行分析

（簡稱「各光碟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則發現光碟 c評分項目各類別的評鑑結果

沒有顯著差異(Fc (5，p>.05)=1.00)，光碟 a及光碟 b評分項目各類別的評鑑結果卻達

到了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a (5，p<.05)=3.24，Fb (5，p<.05)=5.11)，表示光碟 a本身在「真

實性」、「協助」及「使用者控制」的設計上，需要加強；光碟 b雖然在「使用者

控制」一類上得到較高分數，整體說來，其每一類別的設計都需改進。 

    由以上分析討論得知，目前一般市售之幼兒英語教學光碟在教學內容的設計

上，應提升教學內容的「真實性」；介面操作方面，則需加強軟體在「協助」及

「使用者控制」兩方面的設計。 

    「真實性」指的是幼兒英語教學光碟之教學內容，與幼兒生活情境及經驗相

連結的程度；真實性高，表示教學內容是幼兒可以運用在生活中的，例如：英語

學習方法、人際溝通技巧及對不同文化的認識等等。「協助」是指當幼兒在使用

軟體的過程中，需要協助時，可隨時在畫面上得到指引幫助。「使用者控制」則

包括：功能按鈕位置及功能的固定、幼兒能獨立操作、內容的呈現可依幼兒學習

風格而自行選擇文字呈現或聲音讀出，及符合幼兒學習速度等。 

 



結語 

本章目的在尋求研究者根據相關研究文獻所發展出的「幼兒英語教學光碟評

鑑表」之穩定性與有效性，邀請家有四到六歲學齡前幼兒，且有購買幼兒英語教

學光碟類產品需求的家長作為本評鑑表之試用者，根據試用光碟的外在包裝及內

容設計做實地評鑑，以瞭解本評鑑表的實際可用程度，並作為改進之參考。 

根據本章各節檢定分析，證明： 

（一）本評鑑表具有內部一致性信度、再測信度、評分者間信度及建構效度。 

（二）本評鑑表之檢核項目及評分項目具有一致性，檢核項目可作為幼兒英語教

學光碟的首要篩檢工具。 

（三）目前一般市售之幼兒英語教學光碟，其教學內容之「真實性」、介面操作

上的「協助」與「使用者控制」等三類，是設計品質上最需加強的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