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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自由軟體為開發工具，建立一套「語音互動電子聯絡簿」，結合

網際網路及互動語音回覆系統（IVR），希望透過簡易與普及的電話方式

增加家長的參與程度，使不會或無法使用電腦及手機上網的家長，亦可以



透過撥打家用電話來獲得電子聯絡簿的互動性及便利性。 同時，本系統

可提供個別化的資料，使學生家長能更了解子女在學校中的行為與表現，

提高家長使用本系統之動機，也能達到輔助目前現行傳統紙本聯絡簿的功

能，使親師溝通的訊息能更加正確地傳達給家長，增進親師溝通效益。 

系統發展完成後，本研究於台北縣蘆洲市忠義國民小學進行實驗，以評估

系統之實施效能，同時對老師與家長進行訪談與問卷調查，以瞭解教師對

此系統的使用態度與建議。 從實驗後的問卷與訪談可得知，教師認為本

系統操作相當簡易、對於操作界面也相當認同，只要花費少許使用時間，

即可彌補學生自行抄寫傳統聯絡簿所造成的不清楚、不正確的缺點，也能

使親師溝通的內容更加容易與方便地傳達給家長，確實讓學校與家長間的

親師溝通達到更好的效果。 就家長使用情形而言，高達 85%的使用率

中，有半數以上的家長是透過電話來使用本系統，證明了本系統確能整合

現行電子聯絡簿與語音式聯絡簿的使用優點，以最低的使用限制，讓更多

家庭具備使用新式聯絡簿所帶來的便利。此外，在與傳統聯絡簿使用相比

較，家長認為本系統更具內容正確性、使用方便性、與時效性，使用本系

統後更能增加對子女在校行為表現及考試成績的了解。由教師與家長的使

用回饋可知，本系統在增進親師溝通上相當有幫助，可成為學校輔助親師

溝通的良善工具。  

摘要

(英) 

Traditionally, parents rely on “Homebook”or making personal phone calls to 

interact with teachers to know their children’s behaviors at schools. Recently, due 

to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new ways of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such as 

“Internet Homebook”, “Voice Box Homebook”, and “Mobile Internet 

Homebook” had been developed. However, all of them are not very popularized 

because of different kinds of limitations existed. For some parents with poor 

computer literacy or limited internet access, they cannot utilize the “Internet 

Homebook” as they wished. “Mobile Internet Homebook” can be accessed only 

through mobile internet cellular phone. “Voice Box Homebook” simply provides 

school announcements pre-recorded by teachers. No customized information about 

particular child was provided. One of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n 

“IVR/Internet Homebook” system which can be accessed either by internet or by 

regular phones. For parents with limited computer or internet literacy, they can just 

dial to school and access the database to acquire customized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children.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are overcome in this new system. To evaluate 

the usability, an IVR/Internet Homebook system was deployed at Chun-yi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Parents’ and teachers’ suggestions of the 

system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paper-pencil type of questionnaire developed by 

the researcher.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both teachers and parents ha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 using of the IVR/Internet Homebook system. Inteface 

of the system was user friendly and the learning time was short. Par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clear announcements provided by the teachers using the new 

system. Actually, both parents and teachers agreed with that the IVR/Internet 

Homebook system is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ool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論文 目 錄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i 謝 詞 v 目 錄 vi 表 次 ix 圖 次 x 第壹章 緒



目次 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2 第三節 研究目的 4 第四節 研究

程序 7 第貳章 文獻探討 10 第一節 親師溝通與交流 10 第二節 家庭聯絡簿 

15 第三節 電子聯絡簿 17 第四節 親師語音教育網 27 第五節 行動家庭聯絡

簿 29 第六節 IVR 互動式語音回應系統 34 第參章 研究方法 36 第一節 研究

架構 36 第二節 研究問題 38 第三節 研究工具 39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40 第肆章 語音互動電子聯絡簿系統 41 第一節 軟硬體需求與系統開發工

具 41 第二節 系統建置與預期成效 45 第三節 網際網路系統功能說明 49 第

四節 語音系統功能說明 64 第伍章 系統實驗結果分析 66 第一節 教師訪談

與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66 第二節 家長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77 第陸章 結論與

建議 95 第一節 研究結論 95 第二節 研究建議 98 參考文獻 100 附錄一 語音

互動電子聯絡簿初期使用者問卷 104 附錄二 語音互動電子聯絡簿實驗計

畫教師問卷 107 附錄三 語音互動電子聯絡簿實驗計畫家長問卷 111 表 次 

表 2-1 現行二種電子聯絡簿系統的比較 24 表 2-2 現行新興非傳統式聯絡簿

比較 33 表 4-1 網路界面使用權限表 50 表 5-1 實驗教師基本資料統計表 67 

表 5-2 教師對本系統操作界面之評估 68 表 5-3 教師系統功能使用情況統計

表 70 表 5-4 教師對系統功能滿意度之分析 71 表 5-5 教師對本系統與傳統

聯絡簿功能之比較分析 72 表 5-6 教師對本系統親師溝通成效之意見統計 

73 表 5-7 實驗初期使用統計表 78 表 5-8 實驗初期家長未使用原因統計表 

78 表 5-9 家長基本資料統計表 80 表 5-10 使用語音互動電子聯絡簿的方式

統計 81 表 5-11 電話模式存取本系統之使用情形資料統計 82 表 5-12 透過

電話使用本系統所遭遇的問題 83 表 5-13 電話模式「語音互動電子聯絡

簿」內容數量適當性分析 83 表 5-14 不使用網路存取本系統之原因 84 表

5-15 透過電話使用本系統的優點統計 85 表 5-16 以網際網路存取本系統之

使用情形資料統計 86 表 5-17 透過網路使用本系統功能項目統計 87 表 5-

18 透過網際網路使用本系統所遭遇的問題統計 87 表 5-19 網路版使用者不

透過電話來存取系統的原因 88 表 5-20 網路版使用者認為本系統的優點統

計 88 表 5-21 電話及網路並用的使用情況資料統計 89 表 5-22 使用家長對

本系統與傳統聯絡簿使用情形統計表 94 圖 次 圖 1-1 研究流程圖 7 圖 2-1 

資策會「網路家庭聯絡簿」 22 圖 2-2 濟大數位媒體「行者數位學園」 23 

圖 2-3 「親師語音教育網」工作流程圖 27 圖 2-4 「行動家庭聯絡簿」教師

發送訊息畫面 31 圖 2-5 「行動家庭聯絡簿」教師統計使用人數畫面 31 圖

3-1 研究模型圖 36 圖 4-1 「語音互動電子聯絡簿」系統架構圖 45 圖 4-2 

「語音互動電子聯絡簿」系統資料流程圖 46 圖 4-3 「語音互動電子聯絡

簿」網際網路功能示意圖 49 圖 4-4 「語音互動電子聯絡簿」使用者登入

頁面 51 圖 4-5 校長與系統管理員操作功能主頁面 51 圖 4-6 校長與系統管

理員維護教師資料功能頁面 52 圖 4-7 班級資料管理頁面 52 圖 4-8 學生資

料管理頁面 53 圖 4-9 教師使用功能主頁面 54 圖 4-10 教師教師個人資料維

護頁面 54 圖 4-11 班級學生資料管理頁面 55 圖 4-12 家庭作業管理主頁面 

56 圖 4-13 每日家庭作業指派頁面 56 圖 4-14 學生平時成績管理頁面 57 圖

4-15 學生在校行為表現管理頁面一 58 圖 4-16 學生在校行為表現管理頁面

二 59 圖 4-17 網際網路使用者統計查詢頁面 60 圖 4-18 學生回家作業功能

頁面 61 圖 4-19 學生平時成績功能頁面 61 圖 4-20 學生行為表現功能頁面 

62 圖 4-21 學生個人資料管理頁面 62 圖 4-22 聯絡教師功能頁面 63 圖 4-23 

「語音互動電子聯絡簿」語音版資料存取示意圖 64 圖 4-24 「語音互動電



子聯絡簿」語音版操作流程圖 65  

參考

文獻 

參考文獻 1.王書琴，〞「親師語音家庭聯絡簿」系統的主要應用〞，

ZDNETCHINA ，2002 年 1 月. 2.世紀領袖文化基金會網站，

http://www.clf.org.tw 3.台北市興華國小網路家庭聯絡簿師資培育教材網

站，http://wwwnet.tmps.tp.edu.tw/edu/train/netsource/sour10.htm，2003. 4.行者

數位學園，行者網路家庭聯絡簿，http://linc.hinet.net/，2003. 5.吳宗立，”

創造和諧雙贏的親師溝通”，菁莪，1998，頁 40-45。 6.吳明隆，網路家

庭聯絡簿的時代意義與功能，

http://www.chihps.kh.edu.tw/wu/info/nethom.htm，2003. 7.吳春助、林淑女，台

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與家長溝通之調查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初等教

育系畢業論文，1992. 8.吳筱雯，”問號產品─行動上網，遠景迷人，使用

環境待改善”，工商時報，2001 年 1 月 28 日。 9.呂鴻榮，「高雄市國小

實施「網路家庭聯絡簿」之研究」，中華民國第十二屆電腦輔助教學研討

會論文發表手冊，1998。 10.李嘉瑾、董建杰，”親師間的高速公路─網

路家庭聯絡簿”，視聽教育雙月刊，2001 年 8 月 11.李錫津，”有溝不一

定會通？親師溝通的理論與實務”，班級經營，1997，頁 10-14 頁。 12.周

崇儒，”如何建立良好的親師溝通”，教育實習輔導，1999，頁 1-9。 13.

林東佂，”親師溝通理論與實務”，教育實習輔導，1997，頁 41-48。 14.

林惠真，海闊天空開放教育─理念篇：開放教育與教育改革，台北：聯經

出版社，1999， 15.施威銘研究室，RedHat 7.2 實務應用，台北：旗標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2001。 16.祝炳琳，「網路家庭聯絡簿實施成果說明」，

高雄市八十九學年度國中小學「網路家庭聯絡簿」研討會，2000。 17.張

笑虹，”全方位、多功能的「家庭聯絡簿」”，班級經營，1998，頁 56-

61。 18.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2001，

http://masterplan.educities.edu.tw/conference/total.shtml 19.教育部，教育改革行

動方案，1998，http://www.edu.tw/ministeraction87 20.教育部 ，資訊教育基

礎建設─擴大內需方案，1998，

http://www.edu.tw/information/expand/expand.html。 21.連清森，國民小學使用

「電子聯絡簿」之現況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碩士論

文，2001. 22.郭淑娥，”以現況談電子聯絡簿實施之可行性”，國教新

知，第 46 期，1999，頁 101-104。 23.陳姵樺，”用「親師語音家庭聯絡

簿」手機過癮飆網”，Easy Talker 通訊雜誌，200 年 3 月，頁 38－43。 24.

陳慧玲，學校公共關係，台北：師大書苑，1994。 25.新亞洲數碼臺北縣

家庭聯絡簿網站，http://tpcedu.neo-asia.net/homebook/manager/。 26.楊坤

堂，”親師溝通”，學生輔導通訊，第 55 期，1998，頁 78-93。 27.溫嘉

榮，「「網路家庭聯絡簿」推動計畫」，高雄市八十八學年度國中小學

「網路家庭聯絡簿」研討會，2000。 28.詹晉宗，「產業分析：行動數據

商機探索」，電子時報，2000 年 1 月 22 日. 29.「網路家庭聯絡簿」網

站，http://homebook.more.org.tw。 30.趙聖秋，國民小學家長與教師親師溝

通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台北市立師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31.劉國正、林景毅，PHP4 入門實務手冊，台北：松崗電腦圖書資料股份

有限公司，2000。 32.劉培文，「網路家庭聯絡簿系統功能介紹」，高雄

市八十八學年度國中小學「網路家庭聯絡簿」研討會，2000。 33.歐陽

誾，我國國民小學學生家長參與子女學習活動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34.歐陽誾、柯華葳、梁雲霞，”我國國民小學學

生家長參與子女學習活動之研究”，教育心理與研究，第 13 期，1980，

頁 265-306。 35.駱神助，怎樣實施家庭聯絡，台北：復興書局，1954. 36.

戴清江，我國國民中學學校溝通聯繫之調查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37.謝文全，教育行政─理論與實務，台北：文景

出版社，1987。 38.顏如玉，國民小學公共關係之調查研究，國立台中師

範學院碩士學位論文，1998. 39.About the Apache HTTP Server Project, 

http://httpd.apache.org/ABOUT_APACHE.html 40.About the Linux Operation 

System, http://www.linux.org/info/index.html 41.Articles about MySQL, 

http://www.mysql.com/articles/index.html 42.Barbara, G.& Tiffany,K.Web-

Enhanced Learning Environment Strategies for Classroom Teachers.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99. 43.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http://www.linux.org/info/gnu.html 44.Lombana,J.H.,Home-school 

partnerships:guidelines and strategies for educator. New York :Green and Stratton，

1983. 45.May 2003 Web Survey, http://news.netcraft.com 46.PHP:Introduction , 

http://tw.php.net/manual/tw/introduction.php 47.PHP:Manual, 

http://www.php.net/manual/tw/ 48.The world’s Most Popular Open Source 

Database, http://www.mysql.com/products/mysql/index.html  

論文

頁數 
126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