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一起聊

     能說出線上聊天與會議系統的功用與使用時機 。

     能夠自行正確安裝、申請視訊通訊軟體，並能學會基本操作方式 。

     會使用視訊通訊軟體與其他人溝通訊息，並解決生活上實際遭遇的問題。 

     能注意使用視訊通訊軟體時的網路禮節與個人資料保密。

學習目標



Co-Life

老師說：

大家一起聊

語音通訊軟體的介紹第一節

大家一起聊

       「語音通訊軟體」是一種軟體類型的統稱，也就是只要能讓我們進行

語音或視訊通訊的軟體，都可以稱之為「語音通訊軟體」。

這類軟體有很多，而且大部分都不需要花錢購買，只要搭配一些簡易的
硬體設備，就可以透過網路達成面對面聊天的目的，甚至也可以應用於
教學喔。像現在很流行的「線上學習」課程，也經常會利用語音視訊的
方式進行線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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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覺得用打字方式跟朋友

聯繫很累啊？假如可以用說的

那多輕鬆啊！ 如 何 能 看 到 對

方聊天，那就更酷囉。

嗯 ~ 這次要介紹的「語音視訊通訊」

顧名思義就是要讓你以面對面的方

式，跟網路的朋友輕鬆「聊」。

現在就來認識一下這些有夠酷的「語

音通訊軟體」吧！ 

以語音視訊為主
有些支援文字模式

適合較大的網路頻寬

需搭配語音及視訊設備

具備網路電話功能

一般網路頻寬即可

以文字圖形模式為主
語音視訊為輔

         語音通訊軟體                              即時通

如不使用語音視訊功能
用一般電腦配備即可

無網路電話功能

傳輸模式

網路頻寬

配備

網路電話

類型
項目



      我 們 之 前 介 紹 過 的「yahoo 即 時 通 」 與「MSN」（windows live 
messenger），與目前最熱門的網路電話軟體是「Skype」，都是語音通
訊軟體的一種。

4 5

「Skype」要去那裡下載？

大家一起聊

「Skype」網址是：
http://skype.pchome.com.tw/

老師說：

「網路電話」也是語音通訊軟體的一種。只是網路電話不僅可以做為
網路通訊工具，也可以透過網路撥打一般家用電話、 長途電話、手機、
甚至是國際電話，而且費用相當便宜喔。

「Skype」是目前最常用的網路
電話，用電腦直接對話時，只要
雙方有帳號都是免費的，如果要
撥打一般電話哪是要收費的喔！

       不同於「yahoo 即時通」、「MSN」、「Skype」這類需要安裝特定軟

體的應用方式，「Co-Life 線上會議系統」是透過網路系統平台，提供一個

網路使用者進行語音視訊通訊的介面，因為不須安裝特定軟體，使用也相

當方便。

老師說：

由於「Co-Life 線上會議系統」是屬於網站運作模式，不受特定軟體的牽
制，因此只要是能夠上網的電腦，都可以上線使用， 這樣當你要進行
語音通訊時，就不用擔心軟體的問題了。

http://colife.nchc.org.tw/

常見語音通訊軟體



接耳機或喇叭

接麥克風

       由於現在的電腦，都是「多媒體」電腦，也就是都已經具備聲音輸出
入的功能。所以在聲音的部份，我們通常也不需要進行其他設定，只要將
聲音輸出、輸入設備安裝好，並實際測試輸入、輸出效果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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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要進行網路視訊功能，那就必須要具

備網路視訊設備，通常使用的是「網路攝

影機」。

老師說：

大家一起聊

影像、聲音輸入設備的介紹第二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要進行網路語音視訊通訊，就
必須先檢視電腦是否具備相對的設備。

現在檢查一下你的電腦前方
( 或後方 )，是否有一組紅色
與綠色並列的插孔？這組插
孔就是聲音輸出入的插孔。

接收對方的
聲音訊號

耳機

傳給對方的
聲音訊號

麥克風

將自己的影像
傳給對方

網路攝影機

顯示對方的影像

螢幕

        要進行語音通訊，你的電腦就必須要有聲音的輸出入設備，聲音「輸
入」設備，就是將聲音送進電腦，通常是使用「麥克風」，而聲音「輸
出」設備呢，就是負責將聲音播出來，「喇叭」或「耳機」就屬於這類
的設備。

       另外，假如要進行網路視訊，那就必須要具備網路視訊設備，通常
是使用「網路攝影機」。

現在的電腦都是多媒體電腦
都具備聲音輸入輸出功能。

「綠色」插孔：
是用來安裝聲音輸出設
備的，也就是安裝「耳
機」或「喇叭」的位置。

「紅色」插孔：
是用來安裝聲音輸入設
備的，也就是安裝「麥
克風」的位置。

喇叭與麥克風的安裝



       如果我們要使用網路視訊，就必須安裝「網路攝影機」了，要記得選

用具備「隨插即用 (plug & play)」的網路攝影機，可以節省許多安裝上的

困擾。

       目前「隨插即用 (plug & play)」的網路攝影機大多為 USB 介面，所以

只要將網路攝影機的 USB 接頭，插入電腦主機的 USB 接孔，即可完成網

路攝影機的安裝，相當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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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聊

       聲音輸出入設備安裝好了之後，就先來實際測試一下是否可以正常
的使用吧，另外，我們可以利用內建的「錄音機」這個小軟體來測試
我們的聲音輸出入設備。

 1  點選「開始」→「所有程式」
    →「附屬應用程式」→「娛 
     樂」→「錄音機」。

 2  點選「錄音」按鈕，即可開始
       進行錄音。
 
 3  點選「播放」按鈕即可播放剛    
       才錄製的聲音。

跟著以下的步驟來
實際測試看看吧！

小提示：

錄音功能正常時，在錄音時
應該會看到綠色上下震動的
聲波。

小提示：

在選購時就可以特別選用具有【隨插
即用 (plug & play)】功能的網路攝影
機。

老師說：

假如你的網路攝影機不支援「隨插即用」功能，那你就要參考網路攝影
機的安裝說明，安裝網路攝影機的驅動程式。

所謂的【隨插即用 (plug & play)】，就
是將設備安裝至電腦後，電腦就會辨識
該設備，並且自動安裝所需的驅動程
式，讓使用者馬上就可以使用該設備。

錄音功能正常，
會出現綠波。

網路攝影機的安裝喇叭與麥克風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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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完成註冊表單的填寫即可。

小提示：

註冊的帳號就是你的電子郵
件地址。帳號、密碼千萬別
忘記喔。

語音通訊軟體的使用第三節

註冊 Co-Life 帳號

       「Co-Life 線上會議系統」是由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NCHC) 所
開發的線上會議系統。可以讓多人同時在線上進行語音視訊會議或進行
演講、上課。是個相當方便又實用的語音視訊系統。
       要使用這類網路平台，首先都要先完成註冊的程序，才具有系統使
用權限喔。

現在就先去完成
註冊申請吧！

 1   進入 Co-Life 網站：
        http://colife.nchc.org.tw/。

 2   點選「我要註冊」。

11

 1 進入系統後，你就可以看到
   目前正在進行的「會議」及 
    「演講」。

 2  點選你有興趣的會議或演講
     就可以參加線上與音視訊會    
     議囉。

老師說：

當然你要先完成語音視訊設備的安裝，才能在 Co-Life 系統中正常使用
語音視訊所帶來的便利功能與服務。

大家一起聊

Co-Life 的功能簡介

        註冊完成後，你就可以登入 Co-Life 網站，使用他所提供的各項服務。

 3  點選「進入」就可以正式參
       與該門演講或會議了。



       Skype 是相當受歡迎的一套語音視訊通訊軟體。他最大的好處就是除
了可以進行語音視訊通訊外，他也是一套功能完善的網路電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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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安裝完成之後，Skype 會提
     醒你建立你的 Skype 帳號。

 3  點選 Skype 安裝程式。

大家一起聊

認識並安裝 skype

 1  進入 Skype 網站：
      http://skype.pchome.com.tw/

現在我們就來下載並
將他安裝起來吧！

 7 再 將 電 子 郵 件 等 相 關 資 料
     填寫完成。

初次登入 Skype 可以先進行
語音及視訊設備之偵測，以
確認相關設備皆可正常運
作。

 2 點選「免費下載 Skype」即
    可下載最新版 Skype 安裝程 
     式。

 4  點選「執行」即可開始安裝
      Skype。

 6 將相關資料填寫完成，點選
    「下一步」。

 8 點選「登入」即可以申請之
     帳號登入 Sk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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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快將您的好友
通通加入至

「聯絡人」內吧！

大家一起聊

新增聯絡人

       與其他通訊軟體相同，Skype 也要先將朋友加入成為「聯絡人」才能知
道朋友上線狀態，並且在朋友上線時呼叫對方進行語音視訊連線。

 3  再連絡人搜尋欄裡輸入朋友

 4  點選「新增聯絡人」就可以

 1  點選「聯絡人」。

 1  要與朋友進行語音或視訊通
      話，先雙按該聯絡人名稱。

 2  出現聯絡視窗後，再點選
      「視訊通話」按鈕。

進行語音視訊通訊

 3  對方接受連線後，就可以進
     行視訊通話囉 ~~ 酷喔！

 2  點選「新增聯絡人」。

新增聯絡人

的 Skype 帳 號， 就 可 以 找 
到朋友。

將朋友加入聯絡人名單囉。

視訊通話

老師說：

聯絡視窗中，「通話」代表進行語音通訊；「視訊通話」才是進行視
訊連線。假如你的語音或視訊設備並未安裝完成的話，「通話」或「視
訊通話」按鈕會無法啟用喔。



      透過語音視訊通話可以讓我們與朋友的溝通不僅沒有距離，更能感受

「面對面」通訊的快樂。

        但是在進行網路通訊時還是要注意網路通訊的相關禮節喔。

並且因為是透過網路進行通訊，所以也要注意不要在對話中洩漏個人隱私

資料，以免資料外洩引起困擾！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隨意跟陌生人聯繫通訊，更不要隨意與網路

獨自約會見面喔。

單元結論

課後練習：

1. 請說出「Co-Life」與「Skype」使用上之差異。 
2. 在 Skype 中加入二位以上的聯絡人，並與他們進行語 
    音或視訊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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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嗎？！

妳家在哪？
我去找妳吧 !!

千萬不可以隨便告訴
別人個人隱私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