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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風調整設定說明步驟麥克風調整設定說明步驟麥克風調整設定說明步驟麥克風調整設定說明步驟    
1. 使用 MyET 完成作業或自學練習之前，必須準備耳機麥克風(請注意，電腦若要使用手機免持聽筒或手機使用

傳統耳機麥克風錄音時，需確認是否需要外接3.5MM 音源轉接線)。 

(手機免持聽筒轉接電腦手機免持聽筒轉接電腦手機免持聽筒轉接電腦手機免持聽筒轉接電腦)         (耳機麥克風轉接手機耳機麥克風轉接手機耳機麥克風轉接手機耳機麥克風轉接手機)     (耳麥耳麥耳麥耳麥或或或或免持聽筒轉接免持聽筒轉接免持聽筒轉接免持聽筒轉接電腦單一音源電腦單一音源電腦單一音源電腦單一音源) 

2. 同學們在任何學習模式中，都需使用麥克風進行錄音。為避免因為麥克風收音不佳，而影響學習及考試成績，

必須先透過 MyET 軟體中的音效調整精靈功能，確認麥克風能夠正常錄音。 

(1) 開啟 MyET 軟體，登入學校伺服器，點選登入畫面

左上方之「工具」→「音效調整精靈」。 

(2) 請按下一步，開始進行耳機麥克風音量調整測試。 

  
(3) 在調整喇叭音量中，按下「撥放鍵」確認耳機或喇

叭播放音量是否適中，請直接手動調整音量大小。 

(4) 依步驟確認收音是否正常；若播放錄音的音量並無

明顯變小，表示麥克風收音是正常的，反之，若兩

者差距過大，則需調整電腦中麥克風設定值(請參

見 WinXP/7/8 麥克風錄音調整設定步驟) 
 

 
(5) 最後，按下錄音環境測試後即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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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TMyETMyETMyET 電腦版的錄音及收音問題說明內容電腦版的錄音及收音問題說明內容電腦版的錄音及收音問題說明內容電腦版的錄音及收音問題說明內容    

1111、、、、 MyETMyETMyETMyET 錄音正常範例說明錄音正常範例說明錄音正常範例說明錄音正常範例說明    

(1) 尚未錄音的音波圖示 
(2) 錄音中的音波圖示(未達紅色爆音區塊) 

  

2222、、、、 進入進入進入進入 MyETMyETMyETMyET 課程中錄音及收音不正常課程中錄音及收音不正常課程中錄音及收音不正常課程中錄音及收音不正常    

(1) 錯誤圖示： 

too soft (音量太小聲) 

(2) 錯誤圖示： 

pop sound (音量太大) 

(3) 錯誤圖示： 

noisy background(背景環境吵

雜) 

   

問題發生原因： 

(1) 麥克風收不到音(音波圖沒反

應) 

(2) 麥克風收音音量過小(音波圖

音量條過小) 

解決方法： 

(1) 麥克風收不到音： 

� 檢查確認麥克風設定有開啟

(參見設定步驟圖四) 

� 確認音效調整精靈步驟中麥克

風音量 

� 參考 WinXP/7/8 麥克風錄音調

整設定步驟，開啟麥克風增量。 

(2) 麥克風收音音量過小： 

� 將您唸的音量放大讓麥克風更

靠近您的嘴巴 

� 參考 WinXP/7/8 麥克風錄音調

整，開啟麥克風增量。 

問題發生原因： 

(1) 麥克風收音音量過大(音波圖

音量條過大) 

解決方法： 

(1) 麥克風收音音量過大： 

� 確認音效調整精靈步驟中麥克

風音量 

� 將您唸的音量放小 

� 讓麥克風更遠離您的嘴巴 

� 參考 WinXP/7/8 麥克風錄音調

整設定步驟，調降麥克風增量。 

問題發生原因： 

(1) 目前錄音所在位置環境吵雜，

且可能有干擾到錄音品質的有

聲物體 

解決方法： 

＊ 在安靜的環境中或是隔絕錄音

環境背景噪音 

＊ 避免有聲物體的聲音或是電風

扇直接對著您的麥克風 

＊ 參考WinXP/7/8麥克風錄音調整

設定步驟，調降麥克風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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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XPWindows XPWindows XPWindows XP 麥克風錄音調整步驟圖示麥克風錄音調整步驟圖示麥克風錄音調整步驟圖示麥克風錄音調整步驟圖示    
經 MyET 音效調整精靈操作後，錄音過程中仍出現收不到音或是錄音不正常的錯誤畫面，以下

為作業系統內麥克風音量調整的操作步驟給您參考： 

1111、、、、 請同學們先確認耳機及麥克風是否正確與電腦連接完整請同學們先確認耳機及麥克風是否正確與電腦連接完整請同學們先確認耳機及麥克風是否正確與電腦連接完整請同學們先確認耳機及麥克風是否正確與電腦連接完整。。。。    

(新型電腦若是耳機麥克風為單一插孔，則可使用手機免持聽筒) 
 

 

2222、、、、 Windows XPWindows XPWindows XPWindows XP 麥克風錄音調整步驟圖示麥克風錄音調整步驟圖示麥克風錄音調整步驟圖示麥克風錄音調整步驟圖示    

(1) 直接在螢幕右下角的喇叭圖案上點擊滑鼠左鍵。 (2) 音量控制的「選項」→「內容」。 

 

 

(3) 點選「錄音」，並在「顯示下列音量控制」→勾選

「麥克風」→「確定」。 

(4) 出現錄音控制視窗，請勾選「麥克風」，並將音量

調整至適當位置。 

  
(5) 點選「選項」勾選「進階控制」，再點選「進階」。 (6) 若已確實將麥克風收音部分調整至最大，在錄音過

程中音量仍太小或收不到音，請將「選項 1」勾選。 

  
(7) 若錄音過程中音量仍太大或是環境過於吵雜，請確

認「選項 1」未被勾選，並重新調整錄音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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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WindowsWindowsWindows    Vista /Vista /Vista /Vista /    7777    / 8/ 8/ 8/ 8    / 10/ 10/ 10/ 10 麥克風錄音調整步驟圖示麥克風錄音調整步驟圖示麥克風錄音調整步驟圖示麥克風錄音調整步驟圖示    
(1) 直接在螢幕右下角的喇叭圖案上點擊滑鼠右鍵，選

擇「錄音裝置」 

(2) 將滑鼠左鍵點選「麥克風」，然右下方出現「內容」

按鈕，按下內容進入調整麥克風音量 

  

(3) 進入麥克風-內容-選擇-「等級」-將麥克風之音量調整至適當位置。 

 

 

� 一般多數電腦只要調整麥克風收音音量大小即可正常錄音一般多數電腦只要調整麥克風收音音量大小即可正常錄音一般多數電腦只要調整麥克風收音音量大小即可正常錄音一般多數電腦只要調整麥克風收音音量大小即可正常錄音，，，，並不需特別並不需特別並不需特別並不需特別開啟麥克風增量開啟麥克風增量開啟麥克風增量開啟麥克風增量。。。。    

(開啟麥克風增量，容易出現 pop sound 或是 noisy background 的圖示) 
    

� 若若若若說話說話說話說話音量太小或是音量太小或是音量太小或是音量太小或是說話很大聲卻說話很大聲卻說話很大聲卻說話很大聲卻收不到音收不到音收不到音收不到音，，，，而而而而出現出現出現出現 too softtoo softtoo softtoo soft 的圖示的圖示的圖示的圖示，，，，請請請請先先先先將麥克風的將麥克風的將麥克風的將麥克風的

音量調大音量調大音量調大音量調大再進行錄音再進行錄音再進行錄音再進行錄音；；；；若若若若麥克風的音量調麥克風的音量調麥克風的音量調麥克風的音量調到最大還是出現到最大還是出現到最大還是出現到最大還是出現 too softtoo softtoo softtoo soft 的圖示的圖示的圖示的圖示，，，，此時才需開此時才需開此時才需開此時才需開

啟麥克風增量啟麥克風增量啟麥克風增量啟麥克風增量。。。。    

(正常錄音情況下開啟麥克風增量，容易出現 pop sound 或是 noisy background 的圖示) 
    

� 正常正常正常正常錄音錄音錄音錄音情況下情況下情況下情況下((((未開啟麥克風增量未開啟麥克風增量未開啟麥克風增量未開啟麥克風增量))))而而而而出現出現出現出現 pop soundpop soundpop soundpop sound 或是或是或是或是 noisy backgroundnoisy backgroundnoisy backgroundnoisy background 的圖示時的圖示時的圖示時的圖示時，，，，

請將麥克風音量調小請將麥克風音量調小請將麥克風音量調小請將麥克風音量調小或者是麥克風距離嘴巴遠一點或者是麥克風距離嘴巴遠一點或者是麥克風距離嘴巴遠一點或者是麥克風距離嘴巴遠一點；；；；若若若若在在在在必須開啟麥克風增量才能正常錄必須開啟麥克風增量才能正常錄必須開啟麥克風增量才能正常錄必須開啟麥克風增量才能正常錄

音的音的音的音的情況下情況下情況下情況下，，，，卻卻卻卻出現出現出現出現 pop soundpop soundpop soundpop sound 或是或是或是或是 noisy backgroundnoisy backgroundnoisy backgroundnoisy background 的圖示的圖示的圖示的圖示，，，，可微調麥克風音量達到可微調麥克風音量達到可微調麥克風音量達到可微調麥克風音量達到

錄音最佳狀態錄音最佳狀態錄音最佳狀態錄音最佳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