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數位版權教學元件線上估價機制之研究 
 

楊永芳、田子杰、楊千慧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電子商務研究所 

{yangyf, tctien, hueiyang}@iii.org.tw 
 
 

摘要 
 

本提研究出一個數位版權教學元件估價交易

機制，對受版權保護的教材元件進行估價，藉由這

樣一個機制給予教材元件在市場上合理的價格，促

進交易公平性，刺激元件消費者及供應者在元件交

易平台上進行交易的興趣。本研究從教學主題相似

性、教材元件的品質及使用授權三方面來估算教材

元件合理的售價，並提出一可行的系統架構，最後

真實的應用情境來驗證系統之可行性。 
關鍵詞：智慧型代理人、數位教材元件、線上估價、

SCORM、XrML。 

1. 前言 

一般消費者在網際網路上進行購物時，必須經

過需求確認、資訊搜尋、選擇評估、商品採購，以

及售後行為等六個階段，在每一個階段都會面臨到

一些問題[8]，問題發生的原因主要在於網際網路上

的資訊量過多且過於分散，導致消費者投入購物的

時間成本大幅提高，也降低了消費者在線上進行購

物的意願。因此，許多的研究也提出各式智慧型代

理人來解決消費者線上購物的問題[11][12]，其中大

多數使用資料過濾或資訊推薦的方式來輔助消費

者挑選出有價值的商品，減少商品搜尋的負擔，使

得消費者能夠確認其需求，進而評估商品的價值。 

對大多數在網際網路上購買實體商品的消費

者來說，藉由需求確認、資訊搜尋的前置程序，便

能更明確地指出其所要購買的特定商品，而接下來

的便是消費者選擇評估的程序，大多數人的決定購

買的因素包含了商品的品質及商品的價格，也就是

說，當實體商品都能確保一定的品質的情況下，價

格便是消費者決定是否購買的最重要因素。在目前

資訊如此透明化的網路市場上，要對某項商品進行

比價的動作並不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在許多提供

商品交易的網站上都有提供比價的服務，例如

pricescan.com、bestbookbuys.com、compare.net 等網

站上都提供了類似的功能[9][5][6]，搜尋各網路商

店上特定商品的報價，做為確認購買的參考。 

然而，對於需要購買之數位化教材元件的消費

者而言，評估其是否購買的決定性因素並不是價

格，而是教材的品質。由於每一份教材都是一份創

意的產物，無論在教材的課程範圍、章節編排、教

學範例、測驗題目…等方面都不可能完全相同。當

消費者決定要購買某種教材時，首先考量評估的是

數位化教材的內容規劃上，是否能滿足消費者學習

或是教學上的需求，其次才是教材價格的考量，因

此現有的線上比價方式並不適用於教材元件的比

價。 

一般標準化的商品都具有標準化的規格及功

能，擁有相似規格或功能的商品也就應該具有近似

的價格。然而，數位教材正因其創作性的特質，無

法這種方式來評估其價格。除此之外，由於教材元

件屬於一種數位化的商品，在交易和使用的授權上

都受到數位版權之保護，可以針對教材被使用的時

間、使用次數、使用地點…等各項條件分別授權，

而不同的授權也進一步影響到教材元件的售價，如

此一來，更增加教材元件消費者在選擇評估的困難

度。因此，如何評估教材元件的品質，並且在不同

的授權條件下預估其合理的售價，是本研究所要解

決的問題。 

針對上述的問題，本研究提出一個數位版權教

學元件線上估價交易機制，以量化的方式來計算教

材元件的品質和授權價值，進而推估受版權保護之

教材元件的售價。希望藉由這樣的線上估價機制給

予每份教材元件在市場上合理的價格。使用此估價

交易機制一方面對於教材的消費者而言，可以了解

欲購買的教材售價在市場上是否合理，增進其購買

教材元件之意願。另一方面，對於教材供應者來

說，其所設計教材的品質更可以直接反應到教材的

價格，促進買賣雙方在網際網路上進行交易的意

願。 

本篇論文第二章將進行相關研究調查，第三章

對數位版本教學元件線上估價的機制做詳細的說

明，第四章以一個應用的情境加來驗證系統的可行

性，第五章提出本研究的結論，最後第六章為誌謝。 

2. 相關研究 
在本章節裡，首先對目前教材元件交易的方式

進行探討，以教育部推動之國教學習元件交易平台

為例，說明教材元件交易進行的程序。接著探討教

材元件製作及分享的標準，最後探討目前主要使用

的版權描述方式。 

有鑒於九年國教市場目前已有完整且成熟的



課程綱要，加上市場上已具備高自製能力的數位內

容開發商，若是市場上能制定交流標準，必能使數

位學習市場更加蓬勃發展。因此教育積極推動國教

學習元件交易平台[1]，以促進教學元件的分享與再

利用。國教學習元件交易平台的使用角色可簡單區

分為內容發佈者和使用者，內容發佈者在交易平台

上發佈內容資訊，同時設定版權資訊和採購資訊；

使用者就能在交易平台上透過檢索介面檢索，選購

教學元件，付費下載，其架構圖如圖 1 所示。下載

後之教學元件版權管控及管理則以 XrML 來描述

[13]，而教學元件要能被檢索和再用，需要遵循一

個共通的規範，目前採用 ADL 所制定的 SCORM
標準[4]，因此只要一份素材或課程封成為符合

SCORM 規範的學習元件，就能被再用和檢索。 

 

圖 1、國教學習元件交易平台示意圖 

SCORM (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 是由美國國防部成立的 ADL(Advanced 
Distributed Learning)組織在西元2000年所制定教材

元件共享參考模型[4]，為教材元件的製作提供了一

套共通的標準，其目的在於透過教材分享與再利

用，縮短教材開發時間、減少開發成本、促使教材

在各學習平台廣泛的使用，並確保教學元件重複使

用性(reusability)、取得容易性(accessibility)、相互

通用性(interoperability)、耐用性(durability)。SCORM
基本上遵循 IMS 教材標準定義[7]，使用 XML 文件

來描述教材元件，並且利用資料模型(Data Model)
來統一教學互動的基礎資料格式，方便日後課程轉

移至其他系統，也是教材元件分享與再利用的基

楚。學習管理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則是提供教學元件執行的環境，只要實作

LMS 就能提供虛擬的學習環境，教學、討論、評量、

學習紀錄及進度追蹤等功能得以實現。 

可擴充式版權標記語言 (eXtensible rights 
Markup Language, XrML)是一相容於 XML 之描述

性語言，用來確保使用數位內容的版權和使用條

件，保護數位內容不被非法使用，屬於數位版權管

理（DRM）標記語言[13]。XrML 由 Xerox 與微軟

合作建立的 ContentGuard 負責發展，在 2000 年發

佈了XrML第一個版本，於 2001年推出了XrML 2.0
版本，為許多的知名大廠諸如：Microsoft、Adobe、
Sony、HP 和 Xerox 等及一些著名出版商率先採用。 

XrML 提供一個共通的描述方法來設定並管

理數位內容和服務的使用權利及使用條件，將

XrML 內文(license)與數位內容分開，一份數位內容

文件、服務或軟體程式，可以有許多份 XrML 內文，

每份內文可指定一種以上的使用授權(grant)，因此

可以針對不同的使用對象，授與各種不同使用條件

下方可使用的權利。XrML 的基本概念是行為主體

（principal）在某條件（condition）下對特定資源

（resource）享有的某種權利（right）。行為的主體

可以是資源的提供者、使用者、傳播者和管理者。

“條件＂指定了權利得以執行的時間及空間約

束。包含有效的時間間隔、合法持續時間、合法累

計時間、合法時間週期、執行次數、撤銷開始等；

空間約束則是限制權利執行的地理或實際位置

等。“權利＂是行為主體對於相關資源可以執行的

一種或一類行為，在授權分派上，XrML 定義的基

本權利包含發佈、擁有、撤銷、獲取等權利；在資

源的管理上則包含五種規範：呈現權（Render 
Rights）、傳送權（Transport Rights）、作品派生權

（Derivative Work Rights），配置權（Configuration 
Rights）和文件管理權（File Management Rights）。
“資源＂是則授權主體執行權利的物件，它可以是

一份數位作品也可以是一項服務或是其它的資訊。 

3. 系統架構 

教材元件之品質及授權方式決定了教材元件

的售價。教材元件的品質的認定是相當主關的，某

些人認為是好的教材，其它人可卻可能認為它是不

好的教材，不同的需求角度會造成教材元件品質評

價上的差異。然而，從統計的角度來看，對於該教

材評分人越多，其平均的評分就更反應教材元件的

價值；除此之外，除了從客觀的角度來評價教材元

件的品質也是必要的，從教材的交易價格、交易成

功的次數、…等都是做為參考的依據。另一個影響

售價的因素是教材元件的授權使用方式，如授權人

數、可使用的次數、可使用的時間、地點、…等。

本研究以 SCORM 教材做為估價之教材，供交易之

元件都必須明確定義 SCORM 之 META DATA，其

授權使用方式以 XrML 來描述。 

研究提出一系統架構來驗證估價機制之可行

性，其架構如圖 2 所示。此架構分為教學元件索引

及教學元件價值推估兩個部份，教學元件索引負責

蒐集教學元件交易平台上的教學元件，再經過適當

的分類，儲存在教材資料庫中，並且隨時更新教材

交易完成時的各項屬性資料，做為教學元件價值推

估之用，主要包括教學元件擷取代理人、教學主題

分類和交易監控模組。教學元件價值推估則是在消



費者提出教學元件的估價需求時，預測該元件的售

價，主要包括相關教學元件擷取、教學元件品質評

估、使用授權分析及售價預估等模組。各模組的詳

細運作方式將在本章各小節中深入說明。 

元件庫 元件庫

交易監控
模組

教學主題
Ontology

教學元件擷取
代理人

教學主題分類
模組

教學元件庫

消費者

相關教學元件

擷取模組

教學元件品質
評估模組

使用授權分析
模組

…

售價預估
模組

教學元件

交易資料

欲購買元件

售價

教學元件索引

教學元件價值推估

教學元件
交易平台

 

圖 2、估價系統架構 

3.1 教學元件擷取代理人 

在圖 2 的架構中，本研究規劃以服務代理人技

術從教學元件交易平台上取得的教學元件，一旦各

元件庫有發佈新的教學元件或是更新教材元件

時，教學元件擷取代理人必須能夠取得最新的元

件，供教學主題分類模組處理。教學元件擷取代理

人另一個功能是擷取教學元件的交易日誌及交易

成功的 XrML 檔，供交易分析模組分析之用。 

3.2 教學主題分類模組 

為了將增加教材搜尋的效率，當教材元件擷取

代理人取得新的教材元件，教學主題分類模組將教

學主題以特定分類方式進行分類，以加快預估售價

時比對的速度。本研究引用教育部製定之數位教學

資源交換規格 V1.0 做為教材元件的學習主題分類

參考[3]，引用其中「分類」之 META DATA 來做為

學習主題 ontology，其中分類系統採用教育部九年

一貫七大領域及六大議題，包含語文、數學、健康

與體育、生活課程、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

與人文等七大領域，人權教育、家政教育、資訊教

育、性別平等教育、生涯發展教育、環境教育等六

大議題。教學元件擷取代理人擷取之教學元件將依

上述類別來進行分類。 

3.3 交易監控模組 

交易監控模組監控每一筆教學元件成交的資

料，確保所有教學元件的交易資料都是最新的。每

一筆資料包含成交的元件、最新成交的價格和使授

權的 XrML 檔案。最後，交易監控模組也統計每一

個元件成交的總次數。  

3.4 相關教學元件擷取模組 

當消費者欲購買某個教學元件時，就可對這某

個教材元件來進行估價。估價的第一個步驟就是由

相關教學元件擷取模組從教學元件庫中篩選出教

學主題相關教學元件，做為候選的比價標的，也就

是說，系統僅評估與教學主題同的教學元件的品質

及授權，再從比價的過程中來預估教材元件預測欲

購買的教學元件的售價，既可以提昇比對的效能更

也可以增加預測的準確性。 

3.5 教學元件品質評估模組 

教學元件品質評估模組以教學元件被的使用

評價來決定其品質，並給予一個標準化分數，使得

不同的教材元件可以用分數高低來比較品質的高

低。評價的來源可以分成顯性評價(explicit ratings)
及隱性評價(implicit ratings)，本研究以消費者者給

予該教材元件的評分做為外顯評價，分數介於 1~10
之間，分數越高表示評價越高，代表教材元件有較

佳的品質。若有n個人對於教學元件X的評分為R1 R2 
R3…Rn，設X的顯性評價為E(X)，計算方式為： 

E(X) = sum(R1 + R2 + … + Rn)/n 

本研究以教材元件的交易次數做為隱性評價的計

算的依據，當交易成功的次數越多，表示該元件的

品質也較佳，反之則品質較差。設該教學元件所屬

的教學主題為 C，屬於該主題的教學元件交易次數

最高為 Top(C)，次數最低為 Bottom(C)，教學元件

X 被交易成功的次數為 T，設 X 的隱性評價為 I(X)，
其計算方式為： 

I(X) = 10 × [T –Bottom(C)/ (Top(C) – Bottom(C))] 

最後，設 Q(X)為教學元件的品質評估分數，

若α為顯性評價對該教學元件品質 Q(X)的影響系

數，0≦α≦1，則(1-α)則是隱性評價對 Q(X)的影

響系數，α值可適系統實際使用情況進行調整。加

權處後可以得到 Q(X)，計算方式為： 

Q(X) = α×E(X) + (1-α)×I(X) 

3.6 使用授權分析模組 

同一份教學元件搭配不同的使用授權會有不



同的定價，使用授權分析模組針對不同的使用授權

給予不同的授權分數值，來比較不同授權之間的差

異。本研究以 XrML 做為教學元件來描述使用授

權，每一個可交易教材元件都一定包含一個 XrML
其使用授權。由於 XrML 是一個可延伸的授權描述

語言，除了本身已經定義的豐富語言來描述之外，

還可以自行定義授權使用的行為，其中不乏此無法

量化名義尺度，並不適合用來進行比較分析，因

此，本研究選擇以最常被使用的「可使用時間」和

「可使用次數」來做為評比的項目，本研究以查表

方式來將授權的屬性值轉換成授權的評比分數。 

表 1、授權分數值對照表 

可使用時間 分數 可使用次數 分數

∞ 10 ∞ 10 
5 年內 9 ≦900 次 9 
1 年內 8 ≦800 次 8 

6 個月內 7 ≦700 次 7 
3 個月內 6 ≦600 次 6 
2 個月內 5 ≦500 次 5 
1 個月內 4 ≦100 次 4 
2 週內 3 ≦50 次 3 
1 週內 2 ≦10 次 2 
1 天內 1 單次使用 1 

設 G(X)為教學元件 X 是使用授權評分，參照

授權分數值對照表，教學元件 X 查表所得之可使用

時間分數值為 Time(X)，可使用次數分數值為

Count(X)。α為使用「可使用次數」授權限制之係

數，β為使用「可使用次數」授權限制之係數，當

教學元件若僅使用一種限制時，使用該限制則係數

為 1，不使用該限制則係數為 0，都同時使用兩種

限制，係數皆為 0.5。經加權計算後，可以得到教

材元件 X 的授權分數，G(X)，其計算方式為： 

G(X) =α×Time(X) + β×Count(X) 

3.7 售價預估模組 

當消費者決定了欲估價的教學元件X之後，相

關教學元件擷取模組便選出了n個相關的教材元

件，X1、X2、X3、…、Xn，其最新的交易售價為

Price(X1)、Price(X2)、Price(X3)、…、Price(Xn)，對

每一個教材元件計算Q(Xi)和G(Xi)，設α為教學元

件品質對售價的影響係數，(1-α)是教學元件使用

授權對售價的影響係數，設X的預估售價為

Price(X)，其計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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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用情境 

本章裡以一個實際的範例來說明整個教學元

件價值推估的計算過程。假設消費者想要對「輕鬆

學數學方程式」教學元件進行估價，輕鬆學數學方

程式的消費者評分為 6 分，交易次數 569 次，授權

可使用時間是 6 個月內，最新的成交價是 5,000 元，

消費者想了解該元件是否有 5,000 的價值呢? 

首先，由相關教學元件擷取模組取出和數學方

程式主題相同的教學元件 A、B、C、D、E，其對

應的交易記錄及使用授權經整理後如表 2。 

表 2、數學方程式主題教學元件表 

元件

名稱

消費者

評分 

交易

次數 

可使用 

時間 

可使用 

次數 

最新成

交價 

A 7 657 1 年內 600 8,000
B 8 843 -- 800 7,000
C 5 345 6 個月內 350 3,500
D 9 986 1 年內 -- 10,000
E 3 136 1 週 30 1,200

 接著由教學元件品質評估模組和使用授權分

析模組來計算教學元件的品質評估分數及授權評

分，設顯性評價係數為 0.7，則隱性評價系數為 0.3，
授權評分使用表 1 來計算，經計算可得 A、B、C、
D、E 之評價分數如表 3。「輕鬆學數學方程式」的

品質評分為 5.7，授權評分是 7。 

表 3、教學元件價值推算表 

元件名稱 品質評分 授權評分 成交價 

A 6.73 7 8,000
B 8.09 8 7,000
C 4.25 6 3,500
D 9.3 8 10,000
E 2.1 2.5 1,200

 最後，由售價預估模組來推算估計的合理售

價，設品質影響係數為 0.6，則使用授權影響係數

為 0.4，經計算可得「輕鬆學數學方程式」之合理

售價應為 5,520 元。因此，可以推斷以 5,000 來購

買輕鬆學數學方程式教學元件是筆合理的買賣。 

5. 結論 

數位教材的品質良窳深深影響著網路消費者

之購買意願，目前教學元件並無客觀的定價模式，



對使用的授權卻又使得教材定價模式更加的複

雜，導致消費者在決策時造成很大的困難。因此，

本研究提出了一套數位版權教學元件線上估價方

法，根據教學元件的品質及使用授權，提供合理的

價格讓消費者參考，也使得教材出版商更致力於提

供教材元件的品質，因為品質可以立即正確的反應

到售價，如此一來，同時可以提高買賣雙方交易的

意願，對促進教學元件市交易有很大的幫助。 

由於人力和時間的關係，本研究僅提出一個可

行方法來預測教學元件合理的售價。然而在品質及

使用授權的衡量上仍有許多改進的空間可以做為

未來研究的方向。在品質衡量上，除了顯性和隱性

評分的方式之外，也可以以內容的好壞來直接決定

教材的品質，可以使用客觀的評斷標準來進行評

分，例如由「經濟部工業局數位學習產業與發展推

動計畫」所推動的數位學習服務品質規範 V1.0 的

學程服務品質驗證中的檢核重點，可以用來衡量教

學元件的品質，未來在這方面可以深入研究。在使

用授權分析的部份，本研究只選了可使用時間及可

使用次數來進行比較，如何嘗試不同的組合應可以

得到更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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