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發展一「幼兒英語教學光碟評鑑表」，以協助家有四到六歲學

齡前幼兒的家長，在選用、購買幼兒英語教學光碟類產品時能有所依據。 

研究者根據國內外學者對於英語學習、電腦輔助語言學習、英語教材評鑑及

電腦輔助語言學習軟體評鑑各方面的研究文獻，歸結發展出本「幼兒英語教學光

碟評鑑表」；接著邀請兒童英語學習、電腦輔助語言學習、電腦輔助學習軟體設

計及兒童發展等各領域的專家，針對本評鑑表所提出的各評鑑類別及各項評鑑指

標之適切性進行審核；然後請家有四到六歲學齡前幼兒，且有選購幼兒英語教學

光碟類產品需求的家長作為評鑑表的試用者，根據本評鑑表所提出的指標，對幼

兒英語教學光碟進行實際的評鑑；最後將評鑑結果（評鑑表試用資料）進行統計

分析及檢定，以瞭解本評鑑表的實際可用程度及有效性。 

本章將說明本研究的研究發現、結論，進而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節主要說明研究者邀請消費者試用本評鑑表，實際對光碟進行評鑑，並進

行信效度分析及 t檢定等統計分析所獲得之研究結果，以瞭解本評鑑表的實際可

用程度及有效性，進而探討一般市售之幼兒英語教學光碟的品質。 

 

一、信度 

本評鑑表具有內部一致性信度、再測信度及評分者間信度。 

（一）內部一致性信度 

研究者邀請三組受試者評鑑三片不同的光碟，並根據三組的評鑑結果資料進

行信度分析，發現三組評分項目的內部一致性皆高於.89，顯示本評鑑表具有內

部一致性信度。 

（二）再測信度 



研究者邀請其中一組在第一次評鑑後，相隔一週為同一片光碟做第二次評

鑑，進而以兩次評鑑結果進行相關檢定，發現不同評鑑時間所得的評分項目評鑑

結果為正相關，證明本評鑑表具有再測信度，對同一片光碟在不同時間的評鑑結

果具有一致性，不受熟練或時間因素影響。 

（三） 評分者間信度 

研究者邀請兩組不同的受試者對同一片光碟進行評鑑，經由兩組評鑑結果的

t檢定得知，兩組受試者對於同一片光碟所做的評鑑結果沒有顯著差異，顯見兩

組評價接近，證明本評鑑表具有評分者間信度。 

 

二、效度 

本評鑑表具有專家效度、內容效度及建構效度。 

（一）專家效度 

研究者邀請以下各位學者，擔任評鑑類別與評鑑指標的審核專家，針對本評

鑑表所提出各項類別與指標之適當性進行審核： 

1. 請私立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柯志恩教授擔任兒童發展方面的專

家。 

2. 請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兒童英語教育研究所張鑑如教授擔任幼兒英語學習方面

的專家。 

3. 請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研究所招靜琪教授擔任電腦輔助語言學習方面的專

家。 

4. 請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錢正之教授擔任電腦輔助語言學

習軟體設計方面的專家。 

5. 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陳百齡教授擔任電腦輔助學習軟體設計方面的專

家。 

每一項評鑑類別皆獲得全體專家認可，完整地代表著幼兒英語教學光碟之品

質面向；而每一項評鑑指標皆獲得 80%以上的專家同意其適當性，可詳盡說明該



面向的內涵，證明本評鑑表具有專家效度。 

（二）內容效度 

根據各光碟評鑑結果的檢核項目與評分項目之平均數，發現檢核項目得分高

者，評分項目也高，證明檢核項目與評分項目之一致性，且專家認為檢核項目具

重要篩檢功能，若對包裝標示進行檢核，發現不符合項目過多，不建議購買該幼

兒英語教學光碟類產品。由此可證明本評鑑表之內容效度。 

（三）建構效度 

研究者將消費者實際評鑑之試用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發現透過本評鑑表，能

區別不同光碟的品質差異。一組受試者(B)對於兩片不同光碟的評鑑結果，t檢定

達顯著差異，表示其中一片(c)比另一片(b)有較佳品質，而另一組(C)受試者對 c

的評鑑結果與前一組(B)對 c 的評鑑結果作 t 檢定，卻未達顯著，表示兩組受試

者都覺得該片品質好，證明本評鑑表確實能比較光碟的品質差異，具有建構效

度。且，準專家組評鑑三片試用光碟後，也覺得光碟 c比較好，種種證據顯示，

三片試用光碟之評鑑結果符合研究者根據本評鑑表對於三片光碟的評價，再次證

明本評鑑表之有效性。 

 

三、一般幼兒英語教學光碟的品質 

    根據評分項目各類別評鑑結果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各光碟評分項目各類

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三片試用光碟，無論在「教學內容」、「真實性」、

「回饋」、「協助」、「使用者控制」或「多媒體」的設計上，其品質皆有顯著的差

異，且光碟 a及光碟 b本身這六個類別的設計品質也不平均，有顯著的不同。再

進一步分析，發現目前一般市售之幼兒英語教學光碟，其教學內容設計上的「真

實性」、螢幕介面設計上的「協助」與「使用者控制」等三方面，是最需加強的

部份。 

 



第二節 結論 

根據文獻探討與消費者實際評鑑資料的分析結果，研究者提出「幼兒英語教

學光碟評鑑表」作為本研究結論。 

本評鑑表共分為兩部分，三大層面，九個類別，共 45 題，希望幫助家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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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用時有

所依據，能夠買到既符合需求，品質又有保障的幼兒英語教學光碟類產品。 

兩部分分別為檢核項目及評分項目。 

檢核項目主要是檢查光碟包裝上的標示，包括了「學習者需求」、「消費者權

益」及「可行性」三類，以是否進行勾選；答「是」的項目越多，表示此光碟越

符合學習者年齡與能力及消費者的需求。 

評鑑表初擬時，有檢核項目 7題，然根據研究結果，檢核項目 1「是否標明

適用年齡」可以涵蓋項目 2「是否標明幼兒應先具備的語言程度」，故將項目 2

予以刪除；因為目前一般幼兒英語教學光碟只需放入光碟機，由電腦自動讀取，

不需其他安裝步驟，故將刪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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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項目 5「包裝上是否標明不滿意可退貨」，由於家長支持及研究者的親

身體驗，深感此服務之重要性，故堅持將此題列於檢核項目中。 

評分項目則針對光碟的教學內容、螢幕介面及多媒體三大層面進行評鑑，包

括「教學設計」、「真實性」、「回饋」、「協助」、「使用者控制」、「多媒體」等六類，

計有 42題，以四點量表進行評分；總計分數越高，表示此光碟品質越好。 

茲將正式檢核表列於下。 



 幼兒英語教學光碟評鑑表 

本評鑑表目的在幫助家有四到六歲學齡前幼兒的家長，在選用幼兒英語教學光碟

類產品時有所依據，希望家長能購買到既符合需求，品質又有保障的幼兒英語教學光

碟。 

 

光碟名稱： 

價格： 

 

 

第一部份  檢核項目 

請依據該張光碟包裝的實際狀況作答，若您認為題目中的敘述和考慮購買的光碟

相符合，請勾「是」；不符合，請勾「否」。 

選擇「是」的項目越多，表示此光碟產品越符合您的需求。 

 
1. 包裝上是否標明適用年齡？ 是□ 否□ 

2. 包裝上是否有光碟內容活動說明？ 是□ 否□ 

3. 包裝上是否標明不滿意可退貨？ 是□ 否□ 

4. 包裝上是否標明需要哪些軟硬體配備？ 是□ 否□ 

                                                共計有▁項符合 

第二部份  評分項目 

請您依據該片光碟內容的真實狀況，針對項目中的敘述，給予評分。若您覺得光

碟的真實狀況和項目中的敘述非常符合，可以評給 3 分；如果大致符合，可以評給 2

分；不太符合，給予 1分；完全不符合，請填 0分。 

分數累計越高，表示光碟內容設計的品質越好。 

 

評分項目 評分 

1. 教學內容針對教學目標        分 

2. 避免「規則條列式」的教學        分 

3. 教材編寫沒有發音、字彙或文法上的錯誤        分 

4. 教學內容適合幼兒認知發展程度        分 

5. 教學內容符合幼兒的興趣        分 

6. 指導語說明清楚        分 

7. 教學內容編排由淺入深        分 

8. 每個單元的設計有頭有尾，例如有：背景介紹、活動說明、評量及講評        分 

9. 教學內容活潑有趣，能引發學習動機        分 

10. 所進行的英語教學是幼兒在生活中可實際運用的英語能力        分 

11. 教學內容是幼兒可能遇到的生活情境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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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教學內容配合幼兒的生活經驗        分 

13. 教學內容提示幼兒英語學習方法        分 

14. 教學內容提供幼兒學習用英語進行人際溝通的機會  

15. .教學內容能增進幼兒對本國文化的認識與欣賞        分 

16. 教學內容能增進幼兒對英語文化的認識與欣賞        分 

17. 幼兒在活動過程中有機會確認自己的答案正確與否        分 

18. 電腦能針對幼兒的回答給予有效的回應        分 

19. 幼兒在活動過程中，如果有語言方面的錯誤，電腦能提示錯誤        分 

20. 幼兒被提示錯誤後，有機會再作一次以改正錯誤        分 

21. 如果有需要，幼兒能很方便地在畫面上得到協助        分 

22. 畫面上所提供各種功能按鈕位置固定且功能相同        分 

23. 幼兒能自行操作所有功能選項        分 

24. 幼兒可以隨時回到前一畫面        分 

25. 幼兒能選擇自己喜歡的學習單元或活動        分 

26. 幼兒能選擇內容的呈現方式，例如：文字呈現、圖片顯示或讀出聲音        分 

27. 幼兒能一再點選單字或句子以重複聽發音、語調        分 

28. 幼兒能調整文字的播放速度        分 

29. 字體大小適合幼兒閱讀        分 

30. 文字內容與教學內容相關        分 

31. 色彩運用適當，例如：使眼睛舒適        分 

32. 色彩與教學內容互相搭配        分 

33. 圖片豐富        分 

34. 圖片內容與教學內容搭配得宜        分 

35. 動畫活潑        分 

36. 動畫呈現與教學內容相連貫        分 

37. 音效運用適宜        分 

38. 音效效果與教學內容相輔相成        分 

39. 電腦的單字與句子的發音清楚        分 

40. 電腦讀句子時的速度適當        分 

41. 電腦讀句子時有抑揚頓挫        分 

總分        分 

 

第三部份  備註、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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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評鑑表對於幼兒英語教學光碟的教學內容設計、螢幕介面設計與多媒體各

項媒材應用等三大層面並重，特別強調幼兒英語學習應具有真實性、介面操作功

能的簡易性及各種影音動畫的互補性： 

（一）教學內容設計的真實性：教學內容應與幼兒生活環境經驗相連結，避免條 

列式的規則說明。 

（二）介面操作功能的簡易性：螢幕上各項功能按鈕圖示設計，宜符合幼兒認知

能力及社會習慣用法，方便幼兒能獨立學習。 

（三）多媒體媒材的互補性：各種多媒體媒材，如：文字、圖片、動畫、音效等，

應相互搭配補強，與教學內容相輔相成，以提升幼兒英語的學習。 

    而且，參與實際使用本評鑑表的受試者表示，「是否標明不滿意可退貨」一

項，真的很重要！因此，本評鑑表強調，在選購時要特別注意「是否標明『不滿

意可退貨』」。 

 

 

 

 

 

 

 

 

 

 

 

 

 

 



第三節  建議 

    本節擬依據研究發現及結論，提出對幼兒英語教學光碟類產品品質審議之相

關單位、消費者、軟體製造廠商、產品設計研究人員及未來研究的幾點建議，以

作為使用、發展或改進之參考。 

 

一、對幼兒英語教學光碟類產品品質審議相關單位之建議 

在研究者著手進行本研究之前及過程中，曾經向多位學者請教幼兒英語教學

光碟評鑑的相關問題，學者表示曾聽聞政府每年都會公布年度優良光碟類產品，

但是學者們也不清楚該評鑑的正式名稱、專責單位及評鑑標準為何。研究者多方

查詢，只有在網路上獲得某一年度優良光碟名單，且僅有粗略地分類，如：中小

學生適用光碟及幼教類光碟。 

本研究「幼兒英語教學光碟評鑑表」之檢核項目與評分項目，具重要篩檢功

能，且能有效區別光碟品質差異，因此，建議政府相關單位參考本評鑑表，儘速

建立幼兒英語教學光碟類產品審議制度並廣為宣導，公布品質優良之幼兒英語教

學光碟，揭示選用購買時應注意之事項要點，並訂定包裝上必須列明之標示，例

如：試用年齡、內容說明、硬體配備要求及不滿意可退貨等，以提升幼兒英語教

學光碟類產品之設計與製造品質，並保障幼兒的學習者權益及家長的消費者權

益。 

 

二、對「幼兒英語教學光碟評鑑表」使用者之建議 

本評鑑表各評鑑類別及評鑑指標之發展，以兒童英語學習、電腦輔助語言學

習、英語教材評鑑及電腦輔助語言學習軟體評鑑等相關研究文獻為基礎，透過專

家審核與消費者試用之實證研究，進而建立「幼兒英語教學光碟評鑑表」。 

本評鑑表的第一部份，檢核項目，目的在檢核光碟包裝對於適用年齡、軟硬

體配備需要及內容活動的標示說明，具有重要的篩檢功能，建議家長在選購時特



別留意，如有過多檢核項目不符合，強烈建議不要購買該光碟；尤其要注意是否

提供「不滿意可退貨」之服務，以保障自己的消費權益，選購到「符合需求、品

質精良、包裝與內容名符其實」的幼兒英語教學光碟。 

 

三、對幼兒英語教學光碟類軟體製造廠商之建議 

根據家長及研究者實際消費經驗，為確實保障學習者與消費者的權益，建議

幼兒英語教學光碟之製造廠商，無論是透過一般商店或網路、郵購任一行銷通

路，皆提供試用服務，可以是在一般商店設立試用點，方便有購買需求的家長當

場根據本評鑑表進行試用檢核，或提供消費者試用期限，甚至在網站上設立網路

試用區，讓消費者帶回家使用評鑑，並接受消費者不滿意的退貨要求，收集消費

者的試用意見，以作為品質改良、服務提升之依據。 

 

四、對幼兒英語教學光碟類軟體設計研究人員之建議 

歸納幼兒英語教學光碟之品質面向，主要分為三大層面：教學內容設計、螢

幕介面設計及多媒體媒材應用，缺少其中任何一項，將大大降低該光碟之品質，

影響學習效果甚鉅，尤其是教學內容的真實性及螢幕介面操作的協助與使用者控

制功能，是研究中發現當前幼兒英語教學光碟品質上最為不足處；因此，研究者

建議幼兒英語教學光碟類產品之軟體設計研究人員應並重教學內容、螢幕介面及

多媒體這三大層面，採納本評鑑表所提示之幼兒發展及英語學習的特點及專業要

求，進行相關產品之設計，以提升幼兒英語教學光碟之適用性及教學品質 

另，建議設計研究人員擴充幼兒英語教學光碟之種類，例如：開發練習式、

指導式、模擬式或測驗式各種類型，或研發適合在學校教室情境下使用的幼兒英

語教學光碟，或結合網際網路不受時空限制的特性，發展出適合幼兒學習需求且

符合英語學習要求的線上學習教材。 

 

五、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為求本「幼兒英語教學光碟評鑑表」適用性及有效性的不斷提升，建議未

來研究可比較本評鑑表與其他幼兒英語教學光碟評鑑方式的評鑑結果，以瞭解本

評鑑表之效標關連效度，進而探討本「幼兒英語教學光碟評鑑表」各項評鑑指標

之判準，評鑑結果必須達到何種標準，該光碟才算是真正符合需求，品質又精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