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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中所規劃的網路教學系統包括

了同步與非同步的教學模式，主體架構建
立於 Web 之上，而其主要的研究課題有
三：一是影音文件同步及互動功能的研
發；二是 Web 上多媒體教學資料之存取與
傳輸架構：三為資料收集倉儲技術之研發
及個人化使用機制之研究。首先，我們研
發技術更有效率地將學習者端的Web瀏覽
器和教學資料庫系統連接。在此，我們建
構新的多媒體資料庫系統，以有效的存放
各種多媒體的教學資料。其次，我們研發
搜集使用者行為之機制並作資訊勘測
（data mining）以瞭解學生之操作模式並
據以作系統改進。最後，我們改善此一教
學系統的介面，以提供學習者更多的互動
功能。應用此計畫所研發之技術，可以協
助推動多媒體輔助教學，使網路系統發揮
更具建設性的功能。隨著網際網路的普
及，網路教學已漸被廣泛地使用，我們深
信此計畫之執行對網路教學可提供同時深
具學理與實用價值的成果。

關鍵詞：網際網路，資料庫系統，多媒體
系統，電腦輔助教學

英文摘要
This project is under the integrated 

project “An Adaptive Networked 

Educational System: toward Ubiquituous 
Personalized Learning,” and aims at using 
the WWW as an interface to provide access 
mechanism and data mining for a 
personalized networked education system. 
The system is composed by both 
asynchronous and synchorous distance 
education subsystems. Our primary goal 
includes (1) eatablishing an efficient Web 
access mechanism, (2) providing proper 
personalized education systems, and (3) 
studying multimedia data synchronization. 
More specifically, we first devise techniques 
to allow users to efficiently access data from 
a networked educ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Web interface. Next, we develop and 
implement data mining algorithms to capture 
the user behavior. Finally, we shall utilize the 
related technologies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to increase user friendiness by 
allowing more interactive functions. 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Internet, 
network education systems are expected to 
become popular rapidly, and we believe this 
project should deliver very timely results
which are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Keywords: Internet, computer-aided 
education, data mining, multimedia network, 
and networked education.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近年來架構於WWW環境中的應用日漸

普及，WWW 具有易於使用且可與多媒體資



料整合的特性，因此我們設計的教學服務
系統以 WWW 為主體架構，以達成高普及率
的計劃目標。我們主要的研究課題有三:
一是影音文件同步及互動功能的研究; 二
為個人化使用模式之研究以及搜尋整理技
術之研發; 三是 WWW 上多媒體教學資料之
存取架構。

在一個完善的教學系統中，十分重要
的功能是要達到影音與文件同步，舉應用
上的實例而言，網路教學系統可以同步播
出教授上課的影像，聲音，以及教學投影
片，並隨著時間的變動，適時的更換投影
片的內容。但目前為止，仍存在許多技術
課題待克服。如何研發相關技術去建構一
個以 Web 為基礎的多媒體互動式教學系統
是此計劃之核心研究課題。

在計畫執行中，我們在影音與文件同
步方面的技術問題有所深入的了解，並針
對所遭遇的困難一一克服，並實作影音文
件同步的系統雛形。授課老師藉由我們開
發的系統，可以方便的將課程教材轉換成
影音同步的媒體檔，而使用者可以透過所
開發的的系統，達到多媒體影音文件同步
互動式的學習環境。

三、研究方法與成果
針對教學系統的特性，我們已研發並

實作可使教學影音播放與教學文件同步的
功能。在課堂上，藉由已開發完成的
teaching activity recorder，教師上課
時的教學行為和時間會被記錄保存，而這
個記錄訊息將會被送到 transformation 
server，此 server 將會把上課的投影片
檔經由所開發的 foil preprocessing 模
組做個別存檔的動作以及轉成影音同步所
需要的媒體檔格式，並依據 recorder 所
送來的記錄訊息將之編寫成事件同步檔。
在學生的那一端，使用所開發完成的瀏覽
器，來點選所要收看的課程，在此瀏覽器
中可以見到上課影音檔，並且可以做到投

影片和影音檔的同步模式。此外，在本瀏
覽器中，也可以讓學生以手動的模式切換
到所需要的投影片，而此時影音檔也會跳
到該投影片播放時的時段，或對影音檔做
快轉動作的時候，投影片也會跳到該時段
所播放的位置。

舉應用上的實例而言，網路教學系統
可以同步播出教授上課的影像、聲音以及
教學投影片，並隨著時間的變動，適時的
更換投影片的內容。在計畫中已完成多媒
體影音資料同步及使用者互動的介面教學
系統架構的建立。另外在非同步的網路教
學子系統中，我們亦已研發並實作了一教
學網站(如圖一所示)，使學生可以在非上
課時間亦可在家中或宿舍等對網站中的課
程內容作課前預習或是課後複習，此一利
用了網際網路的特性，讓教師可以隨時的
更新教材，學生亦可在隨時隨地進行非同
步的學習。

圖一、可供非同步學習之教學網站

為達成個人化教學系統計劃目標。我們
已對教學材料搜尋整理以及使用者個人行
為進行記錄與研究。針對此教學系統，我
們已藉由資訊勘測(data mining)技術以
瞭解學生之操作模式並據以作系統改進。
此外，為提供充份之資料進行資訊搜尋整
理，本計畫所研發在網路上收集使用者行
為(data collection)之機制，除可以達到
個人化教學系統的建制，更可以協助老師



做到因材施教的教學，是本計畫研究成果
中一項重要的研究成果。

圖二  使用者資訊分析機制

在今日 Web 系統上，如何正確且有效
率地收集使用者使用行為仍是一項值得重
視的課題。Web 伺服器上收集到的存取記
錄(access log)大多不能有效的界定單一
使用者之存取行為。如前所述，今日的 WWW
系統為了有效的降低網路頻寬之需求，並
加快反應時間(response time)，proxy 伺
服器的設置非常普遍。大部份的 Web 
browser 皆透過 proxy 伺服器來存取 WWW
上的資訊，此一現象造成大部份之存取記
錄皆只記錄少數的 proxy 伺服器。因此，
利用 Web 伺服器上收集到的存取記錄來分
析使用者行為將不準確，而無法達成總體
計劃中個人化的計劃目標。為解決此一困
難，我們已經成功地完成了 Access 
Pattern Collection Server 機制的研發
和實作。

藉由此機制和伺服器的建構，可以克
服因為使用 proxy 伺服器而造成不能準確
分析使用者行為的困難，而此機制和伺服
器的研發已與第三年計畫中所研發完成的
Web 倉儲系統整合（如圖三所示），以做為
教學材料搜尋整理以及使用者個人行為的
記錄和研究，以達成個人化教學系統計劃
目標。

Data Collection Index / View 
Materialization Re-Construction

Web Warehouse

Output
Data Mining

Web Applications

Queries

Feedback

圖三  Web 資料倉儲系統的架構

本計畫執行所完成之工作項目與具體
成果如下。(1)研發並實作多媒體影音資料
同步及使用者互動的介面教學系統架
構;(2)研發完成記錄個人使用者存取行為
的機制;(3)完成 Web browser端進行解碼
與紀錄存取行為的動作的伺服器模組;(4)
非同步教學網站的設置完成(5) Web 倉儲
系統的設計與建置完成。
四、結論與討論

在本子計劃中的資料庫系統及資料存
取介面已結合子計劃二的研究成果以保證
資料的安全性。相對的，本計劃所發展之
收集使用者行為之機制亦可提供子計劃二
參考使用。而子計劃三所研究之個人化網
路教學系統之服務控管與排程研究可協助
本計劃中多媒體教學介面之改善。進一步
地，針對此教學系統進行 data mining 之
結果可以提供子計劃三和子計劃四之個人
化網路教學系統網路資源管理的依據。

最後，本計劃已與其他子計劃進行系
統整合，並已建置與測試此一網路教學系
統。在系統建置地點與使用者實際參與方
面，我們經由台大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遠距教學組的協助，實際透過網路教學系
統已進行個人化網路教學系統之測試，與
實際地觀察學生的接受度與其使用系統時
之行為模式，並以此分析作為系統在技術
層面的運作效能與使用者心理層面的人機
界面改善之依據。事實上，由於網路普及



速度之快，網路教學機制之研發早已是刻
不容緩之事。目前大眾修習的管道，已日
趨增加，以空中大學為例，就是利用大眾
傳播系統在空中進行授課與修習學位。同
樣的，網路亦能成為授課教學的管道之
一。此計劃之最終目標，即研發相關技術
建立一個實用且有效率的網路教學機制，
透過個人化的服務來提昇網路教學之效
果，進而達到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之教學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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