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隨著網路的發展，人類的生活已經與網路有著密
切的關係，透過便利的網路，一些繁雜重複性的事件
也可以透過網路與電腦代為處理，一方面既可以免除
人的舟車勞頓，同時也免除了日益繁忙的社會交通資
源的浪費；當然最重要的事，可以將人力資源利用在
其他更需要的地方，有效提昇產能，增加競爭力。 

網路報名系統的需求，來自於現實面的考量，如
何利用最短的時間耗費達成，有效減少人力資源的支
出。除此之外還同時增加宣傳效果，讓有興趣的人能
夠便利的報名參加各類研討會等，則是發展這個系統
所要著手解決的課題。 

關鍵字：網際網路、報名系統、Fast-CGI、CGI、
Apache、身分認證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資訊電腦化、網路化，以及網路電腦的普及

化，有許多曾經需要透過冗長的傳遞時間的事務都可
以透過網際網路完成。既然連會議的進行都已經可以
透過視訊網路進行，那報名參加若也能夠透過網路進
行，則更能夠真正的享受網際網路的便利。 

而且，隨著網路的高度發展，人也愈加感覺到所
學的不足，更希望能夠增加見聞知識提昇自己的學養
與層次。在這個狀況下，各種不同層面的學術講演、
研討會也一個接一個展開，雖然這樣，知識的流通依
然趕不及人們的求知欲望，問題不在於研討會舉辦的
不夠，而是這些研討會開辦的消息並沒有能夠廣泛的
讓大眾知道。為了要解決這個狀況，必然需要在研討
會或學術演講之前先行宣傳，但一些免費有料的研討
會，並無法負擔這麼龐大的宣傳費用，那怎麼辦？當
然是利用現成的最便利的網路作廣告。 

但是除了廣告以外還不夠，還需要有一個可以讓
想要參加的人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報名的系統存
在，不斷讓有心參加的人能夠便利的報名，在社會日
益繁忙的現在，更重要的一點是在行程之前，還要能

夠通知他已經報名了那些研討會，提醒他準時出席，
以防有些人很想參加，也報名了，但是卻因為種種原
因忘記那一天那一個時刻有一場重要的研討會可以參
加。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WWW 正逐漸成為網際網
路運用的主流，他具有強大的多媒體呈現能力，透過
CGI等更可以做到互動模式。 

因為這個緣故，我們著手開發設計這樣一個具有
人性化的網路報名系統。 

2. 需求分析 
2.1 管理者端需求： 

可想而知的是，管理員需要一個可以建置課表、
處理報名者資料、查閱報名者紀錄以決定是否接受報
名的系統。 

甲、 課表內容最少需要包括以下： 

(1) 課程名稱：一系列的研討會辦理下來，必然
會有許多的研討課程，分門別類。 

(2) 適用對象：並不是所有的研討會，各式各樣
的人都可以參加，有些研討會需要有一定的
學識背景的人，才能夠理解研討會究竟在討
論些什麼東西。 

(3) 講習日期、時間：可以讓使用者斟酌舉辦的
日期、時間，以作為決定是報名的參考。 

(4) 報名日期：在報名期限內報名才能夠讓主辦
單位有所準備。 

(5) 主講人：可以讓參加的人了解主講人的學術
背景，以便於研討會當中提出相關的問題，
更進一步的達成彼此之間的互動，這也才是
研討會舉辦的意義。如果一場研討會能夠聽
學一些知識固然不錯，但若能夠有所互動，
更可以教學相長。 

(6) 時數：參加一場研討會所需要的時間。 
(7) 研討會舉辦場地：就遠期規劃著想，現在已

經開始在推動遠距離教學，而視訊會議也在
實驗的階段。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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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網路參加研討會，免除旅途奔波。 
(8) 課程內容簡介：對於課程的內容作一個概要

的介紹，讓想參加的人能夠知道這個課程主
要是在介紹那方面的知識。 

乙、 報名參加者資料的整理： 

為了預防有些人以為報名很容易，所以隨便填報
名表，然後不出席，造成研討會主辦單位的困擾，所
以需要有一個資料庫來保存每個曾經報名的人的相關
資料。 

如果有些人經常報名後不出席，那就可以提供一
些相關的資料讓管理人知道他的紀錄，以決定是否要
接受他的報名。對於接受其報名的人，可以直接寄發
入場證，並同時以e-mail的方式通知，提醒他準時參
加研討會，以免喪失日後報名參加研討會的資格。 

2.2 使用者端需求： 

就使用者觀點而言，需要可以看到想要參加的課
程後便可以直接選擇課程、報名，或當臨時有要務以
至於無法參加需要請假、取消報名等功能。 

在課程方面，除了基本的課程內容介紹外，如果
是常態性舉辦的研討會，必然會有一些比較早期的研
討會講義等等資料，可以經由HyperLink的方式在網
路上查閱。如此一來，對於研討會的內容可以有一些
粗略的了解，在參加研討會的時候可以更容易進入狀
況。 

同樣的，講師的個人資料或是學識背景等等也可
以透過HyperLink的方式，讓Users可以對這位講師
的專業背景有點了解，也才能知道其專業背景在那，
若要請教也才知道可以在那些方面獲得實質得利益。 

3. 問題分析與解決方案 
3.1 帳號的管理 

為了管理方面起見，也為了一些經常會參加研討
會的人在報名程序上能夠簡便，在我們的資料庫當中
會允許每一位 User 設定自己的專屬報名帳號，並容
許設定自己專用的密碼。問題在於因為報名並不是天
天都有，可能Users會遺忘自己的密碼，這個時候，
我們也提供他重新設定密碼的功能，他只需要到網頁
上填妥個人資料表，經過系統確認無誤，便會重新設
定一個密碼寄到他在本系統中所登錄的 e-mail 
account 去。在收到新的密碼之後，他就可以在到本
系統更改密碼。 

3.2 資料庫的管理 

為了顧及資料在同步性、以及關聯性上的複雜處
理問題等等，相關的資料將採用合乎 SQL 語法的資
料庫，除了可以便利的更改並維持資料的同步性以
外，若需要擴充功能，或是需要儲存的資料項目增多
了，可以很容易增減資料欄位。 

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如何能夠在大量的資料處理
下，還能夠維持一定的服務品質，不會因為某個研討
會的場次熱門，或幾個場次相近，報名時間相互cover
造成想參加的人需要久候。另外一方面，舉辦研討會
的單位不見得有龐大的財力支援，有能力去購買夠強
大，而且一次能夠容許大量使用者同時 access 資料
庫的 License。在接下來的一節中我們將探討這個問
題可行的解決方案。 

4. 相關技術研究 
4.1 以FastCGI改善效能 

1993 年9月，Rob McCool提出CGI(Common 
Gateway Interface)，自此以後WWW 便具備有與使
用這間互動的能力。就現階段而言CGI上已成為所有
網站都必備的功能。雖然，對於一些網路流量較低且
不常被使用的網頁而言，CGI 就足夠應付所需；但是
對一些網路使用量大的網頁而言，CGI程式則可能成
為效能的瓶頸，這對一個望站而言是項嚴重影響。 

為了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在 1996 年 4 月間，
經由Open Market 正式對外發表的 Fast-CGI，其後
不斷的改版更新，對於一些明顯造成CGI程式效能低
落的問題已經能夠有效的解決。 

傳統的 CGI 程式被呼叫執行之後，系統需要額
外花費時間在一些必要的前置作業上：(一)載入程
式；Web Server必需先利用 fork()system call產生新
的子程序(Process)。(二)若該 CGI 程式係採用 Sh、
Perl、TCL、Python等這類直譯式程式語言所撰寫，
則還必須再載入能解譯這些 CGI 的程式予以解譯並
執行。(三)心程序的初始化。這幾個步驟或其中之一
都會耗掉許多時間以及系統效能。就另外一方面，CGI
每次執行時都需要為他配置足夠的記憶體空間，對於
記憶體的耗費頗為可觀。 

目前，已經有許多種解決方式可以解決上述的問
題，例如(一)直接利用網站伺服器所提供的應用程式
呼叫界面(API)來解決上述的問題。(二)有另外一種則
是利用特定的模組程式，例如 Apache Httpd 採用
mod_perl 模組直接把Perl 直譯器引進Httpd 中；或
是類似 FastCGI 所提供的 mod_jserve(雖然它是基
於 Java Servlet 的界面而非 CGI)。其它還有像 



PHP 及 Cold Fusion 之類的伺服器端處理語言。這
些工具各有其強弱之處，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限制
就是可移植性。其主要的缺點在於使用該伺服器的
API會被侷限在特定的Httpd Version上。 

而由Open Market公司所發表的FastCGI，不但
有效地改善了 CGI 所遭遇到的問題，而且就可移植
性，以及跨平台性而言，其限制也比其他的解決方案
來得可行及可靠，再加上其撰寫程式的方式與 CGI
幾乎沒有差異存在，不需要再額外針對某些個特定的
Httpd Version 進行特訓以求能夠活用他所提供的資
源。目前已知有：Roxen, Zeus, Apache及其衍生品，
如 Stronghold 等都有支援FastCGI，其中Zeuse 更
內建支援FastCGI，不需要載入額外的模組。而一些
常見的商業版本的 Httpd Server，例如：IIS 及
Netscape 等，Fast Engines 公司也有提供商業版的
模組供使用。更為方便的一點是，以程式設計師的角
度來看，FastCGI還可以採用任何一種習慣的語言來
設計撰寫，目前已經有在提供發展工具的包括
C/C++,Perl,TCL,Python和Java等。FastCGI還具備
更多的優勢，若為了分散主機負荷，FastCGI 程續也
可在別的主機上執行。在新版本的 FastCGI 規範當
中，更增加了數種不同的使用者身份確認及授權，以
及做為改變回覆給使用者回應的過濾器。  

依據非正式的調查，Apache Httpd的使用網站大
約占目前已知的網站的50%，為了方便於介紹起見，
將在本文中以Apache Httpd Server為討論對象。 

FastCGI程式有兩種不同的驅動方式： 

(一) 靜態的：應用程式在Apache Httpd執行
時一併載入並開始執行，視設定時數目
多寡來決定同時會有多少執行中的
FastCGI，以處理遠端使用者的請求；如
果是一個程序終止時，一個新的程序會
重新啟動並取代舊的行程。這些行程會
被凍結，直到收到一個傳送給這些行程
的請求。 

(二) 動態的：FastCGI 在第一次遠端使用者
的請求到達時才被載入執行，然後依據
負荷多寡會啟動更多的程序以處理需
求，類似Apache所使用的process pool
模式；一旦需求下降，有些應用程式就
會終止。但若假如已經沒有閒置的靜態
FastCGI，或是說動態模式 FastCGI 已
經到達容許的最大程序上限，這些請求
會擱置直到有空閒的程序可以處理需

求。 

因為FastCGI只有在第一次開始執行的時候會需
要耗費時間去載入並初始化該程序，所以在效能的改
善頗為顯著。舉例來說，倘若一個CGI程序要花數秒
鐘去載入並初始化它的資料結構，但幾乎不需要耗費
額外的時間在處理請求上，使用FastCGI就可以完全
免除因為載入執行以及初始化所需耗費的延遲。相較
之下，對於需要載入一堆模組的大型程式，如：Perl
等載入緩慢的應用程式，若產用FastCGI會有驚人的
效能提升。 

4.2 以Perl與FastCGI進行檢驗 

方 法 傾 聽 連 線 
的 數 目 

每分鐘回應 
請求的數目 

每 秒 回 應 
請求的數目 

10 1166.8 19.45 
FastCGI 

1 1122.8 18.8 

10 887 14.78 
Raw Perl 

1 849.8 14.16 

10 373.2 6.22 
CGI.pm 

1 359.3 5.99 

(表四—1)FastCGI與CGI效能比較 

Jonathan Roy設計了一個簡單的測試模式，用於
檢驗在使用FastCGI前後，Perl Script的CGI程式能
夠有多少效能上的改善。採用Perl的主因在於可以看
出，若是在需要 fork()、載入解譯程式、載入 CGI 
script、解譯、初始化、執行多重步驟的最遭狀況下，
若利用FastCGI能作到多少改善。 

Raw Perl是一個簡單的 print 指令，沒有載入其
他任何模組。CGI.pm 版本的程式只單純的載入
CGI.pm 而已。由上表中可以看出就算只載入了
CGI.pm 也需要耗去大量的編譯時間，導致每秒中可
以處理請求的數目不到單純載入Perl時的一半。 

換言之，倘若今天以 Perl 所設計的 CGI 程式因
為功能上的需求而變得複雜，他的效益只會每況愈
下。然而，如果把設計的方法改為合乎於FastCGI標
準時，就不需要每次都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在重新載
入、初始化等等繁雜且重複性的工作上，那該 CGI
的效能增加會較為明顯。 

Raw Perl 所需要的啟動時間為所有以 Perl 所寫



成的CGI當中號時最短的，也就是說Jonathan Roy
的這種測試已經是 Perl 版本的 CGI 程式的最佳狀況
了。 

由(表四--1)看來，在每秒可處理的請求數目上，
FastCGI 比Raw Perl效能增加了32%，而比CGI.pm
增加了 317%。在某些情況下，FastCGI 甚至可以比
使用網站伺服器應用程式呼叫介面還要快。例如
DataBase Access，因為每個API 都隸屬於該Httpd 
Process，於是每次的 API 呼叫都會需要重新建立與
DataBase 的連結，但是 FastCGI 可以獨立於 Httpd
之外運作，他只需要單純一次的連結建立就可以提供
給多個 Data Query 需求使用，在本文的 Reference
當中有幾篇論文有提到這個狀況，在此不再多加累述。 

另外，若將FastCGI應用在DataBase上，還有
額外的邊際效用是：不需要購買太多的DataBase 使
用 License，因為只需要單一的 process 去連結
DataBase 即可以提供給大多數透過 Httpd 查詢相關
資料的人使用。 

4.3 幾種解決方案的效能評估的依據以及規範 

Open Market針對FastCGI和API與傳統的CGI
之間進行了一連串的測試，用於比較各種解決方案之
間的差異性與優劣。  

因為Client端Browser的接收能力受到網路狀況
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所以測試是以 Server 端的
Httpd 每固定時間內收到連續的使用請求之後的輸出
能力為測量對象。 

為了真正的測量出每種不同的互動式介面的效
能，Open Market建議不要嘗試將試驗的樣本多到超
過機器實體可容許最高效能的一半。比如說，試驗機
組只能夠提供200 IO/sec，建議在試驗時將式樣控制
在100 IO/sec左右。許多機種在遭遇到瓶頸的時候其
產能都會大幅降低，這種實驗上的限制可以避免吊這
種最遭的狀況，而能夠真正的測試出確實的數據以供
參考用。 

4.4  測試與檢討 

Fast Engine 公司設計了一些簡易的測試方式用
於評估FastCGI在實際運用上的效能。這些測試包括
了傳統的CGI、FastCGI以及一些Httpd Version 所
提供的API call等方式。 

4.4.1 待測試功能規劃 

通常一個互動式的網頁應用程式(Ex: CGI、API、
FastCGI 等等)大都會使用的功能包括有1.認證; 2.讀
取資料; 3.輸出資料。 

其功用如下： 

(1) 認證：簡易的認證方式，採用 Userid 與
Passeword的辨認方法。 

(2) 使用權限設定： 依據登入的Userid設定或
更改其使用資源的權限。 

(3) 資料的取回與過濾：一般而言，都是要和
Httpd索取資料，在Open Market的試驗當
中這個部分當然是一定要試驗的，除了傳回
資料以外，對於資料內部的一些資訊也會更
改為與使用者登錄的資料相關。最後才以
HyperText Format輸出傳回給Users。 

首先是允許使用Caching技術，當然在這個實驗
當中，對於無法使用Caching的傳統式CGI會稍微不
利。 

每個由 User 端所取得的資料大約有 100 bytes
長，而輸出給User的資料也在3,000 bytes左右。 這
些資料都同樣放在 Httpd 主機上，換言之並沒有利用
到FastCGI可以在其他的主機上執行的能力。若採用
FastCGI 可以分散系統 loading 到其他機組上的特異
功能的話，其效能評估會將會更高一些。 

操作模式為模擬真正User在閱讀HomePage的
狀態，在有限的三十至六十秒內，一次索取十個檔案，
然後消失一段時間，重複以上動作。 

4.4.2 條件分析 

FastCGI 在新的請求到達之後會將部分的資料
Cache 在 Memory 當中，如此一來便不需要在向
Database 重新Query所要查詢的資料。當所Cache
的資料已經無法滿足查詢的需求之後，才會再由
Database 查詢。而在完成建立 DataBase 的連結之
後，FastCGI 不會將連結切斷，也可以免除重新與
DataBase連結所需要耗費的時間。 

實驗中的FastCGI也採用Multiple的設計方式，
當正在向DataBase 查詢資料的時候，同時也可以接
收新收到的請求，或是將之前一個查詢的結果送出。
FastCGI module提供了一個簡便的Session Key，讓
FastCGI AP 可以知道那個 Result 送往那一個
Remote User。如果同時有兩個以上的Users查詢同
一筆資料，也可以直接把 Cache 的資料分送給這些
Users不必再重新查詢。  

但是利用Httpd所提供的API介面所撰寫的互動
式網頁就無法達到FastCGI所具的功能，不但不能夠
Cache在Memory當中以供下一個Reqest使用，就
算是查詢資料，也只能夠在每個Request到達之後便



與DataBase 重新連結並查詢，然後切斷連線，送出
Query結果。 

可以預見的是，這個繁雜且重複性的步驟就會大
幅的降低API的實用性及處理、回應速度。  

4.4.3 測試平台 

以十個 Client Http Processes 模擬為
Users 輪流送出需求，當第一個模擬機送完
Requests之後，第二個模擬機接著送出，然後第三
個，直到一輪完畢後再換第一個模擬機繼續送出
Requests。以這種方式模擬出Users在真實狀況下
一次送出十個左右的 Requests 然後休息一段時間
後再發出Requests的狀態。 

為了完全避免網路傳輸所造成的瓶頸，所以client
端、Server 端以及 DataBase 都放在同一台主機上
面。而實際上，因為 Client 端通常都不會在 Server
主機上，所以可能在真實狀況下的效能會比試驗數據
較佳。 

回應時間並不是我們研究的目標，通常Request
只要能夠送到Server，Server就會有所回應，所以測
量 Response Time 並不準確，我們測量的是在送出
Request之後，一直到Server端送完回訊為止所需要
的時間。  

Open Market 用於試驗 API 效能的基準是由
Netscape公司所發行的Httpd。 

4.3.3 測試結果與討論 
 

(表四--2)測試結果 

若使用Httpd所提供的Pre-fork以及Keep Alive
功能，API 也可以做到保留與 DataBase 間持續連線
不用每次結束Response後就關掉，但是需要支付較
高的經費去購買使用 DataBase 的 Users License。 
就算所購買的 License 足夠應付所需，例如購買
UnLimited License，API 的表現也不會比 FastCGI
來得好(見表四--3)。而且有些資料庫對於斷線的處理
不佳，若未依照正常程序 logout DataBase還會佔用
一個User， 

測 試 對 象 每秒處理數
(requests) 

每個Request處
理時間(msec) 

DB Alive API 61 16 

(表四--3)保持與資料庫連結的API 

而如果再把FastCGI的Cache功能關掉， 也依
然保有不錯的表現(見表四--4)。 

(表四--4)關掉Cache功能的FastCGI效能 

而在這裡FastCGI之所以會比API來得慢一些的
主因，在於 FastCGI 所查詢到的資料以及Output 需
要透過網路傳送的關係。而API不需要，任何API所
獲得的資訊，或是所要送出的資料都可以直接透過
Httpd直接送往Remote端。 

但若顧及到在一般狀況下，Httpd Server並不會
和DataBase 放在同一台主機上，有時候甚至會離得
很遠，特別是一些常見需要查詢的資料，類似於
Search Engine之類等等，並不會作 local file的處理，
在這些狀況下，FastCGI得不利因素就不存在了，因
為API也需要付出同樣於FastCGI的網路傳送耗時。 

而一些大型的資料庫，往往需要高昂的經費去支
付 Use License，在這些複雜的因素之下，使用
FastCGI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就現實應用上而言，世界第一大的Yahoo搜尋引
擎，目前就已經與Fast Engine公司合作，推出以Fast 
Server以及FastCGI為架構的搜尋引擎，以應付無時
無刻都存在的龐大查詢需求。 

4.4 設計FastCGI的建議規範 

使用 FastCGI 在會稍微有些麻煩的地方，因為
FastCGI 會長駐在記憶體內，直到Httpd 結束，才能
夠將他釋放掉(這個問題希望FastCGI module group
在新的版本能提供較佳的解決方案)，所以除非自己在
該 FastCGI 內撰寫一個更新 CGI 的程序，否則往往
需要重新啟動Httpd 才行更換掉FastCGI。而且若該
FastCGI 在設計上有問題，一但請求到了，Httpd 將
他載入產生 coredump 的狀況，Httpd 會不斷的嘗試
載入，並無法知道這是一個有問題的FastCGI程式而
主動放棄。 

這在提供一個簡易的設計方式，在程式設計初期

輸 出 率 
測 試 對 象 每秒處理數

(requests) 
每個Request 
處理時間(msec) 

FastCGI 83 12 

API 23 36.6 

測 試 對 象 每秒處理數
(requests) 

每個Request處
理時間(msec) 

Cacheless 
FastCGI 50 20.1 



先採用 CGI 的方式設計及 Debug，但是把程式當中
的初始化和處理請求的部份分開設計撰寫。如此一
來，當主體程式完成之後只需要在原先處理請求的部
份加上一層FastCGI的迴圈。 

最為簡便的方式便是將初始化的部份以及處理請
求的部分，分別封裝成兩個獨立的副程序，只要再呼
叫接受請求的副程式之外加上一層FastCGI迴圈也可
以達到這個目的。 

另外，若要能夠抽換使用中的FastCGI，比如說
程式升級或修正bug等，也可以加入一些重新啟動的
參數或是signal的處理，讓管理者自己在需要的時候
把FastCGI重新載入或重新啟動。 

當然也可以讓該FastCGI程式自動去檢查自己所
參照的相關設定檔案是否有更新，以重新載入初始化
所需的資料，要達到這個目的只需要利用檢查資料檔
案或程式本身的檔案時間即可。  

5. 系統規劃與設計 
為了在規劃報名系統上方面起見，我們以教育部

每學期都會舉辦的「網路應用暨套裝軟體研討會」為
例，進行規劃。 

5.1 使用者介面： 

(圖五-1)課程表 

一個講習課程最重要的當然就是要讓使用者知道
目前有那些課程可供選擇。所以需要列出所有的課
程。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定要有：課程時間、講習日期、
講師、地點、人數等相關資料。(如圖五--1) 

報名資料更改方式：勾選《報名》及《更改》欄，
填入「姓名、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選《送出》，
待顯示全部個人資料後即可更改。  

若要取消報名只要填上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
電話，並勾選《取消》後按 《送出》鈕即可。  

若要查詢報名參加那些課程只要填上姓名、身分
證字號、聯絡電話，並勾選 《查詢》後按《送出》鈕
即可。 

 

 

(圖五-2)報名表之1--課程介紹 

報名截止後即不可《取消》報名，請改用《請假》
功能。  

報名截止前使用《請假》功能，視同《取消》報
名，唯個人資料會暫時保留， 可用《報名》功能取消
《請假》；若截止報名前未取消《請假》 則資料將於
截止時消去。  

(圖五-3)報名表之2--填報名表 

在容量表中的數字，第一排視實際容許的報名人
數，第二排式以'+' 號開頭的是候補人數，當報名人數
總數已經到達容量上限， 其後報名的都會列入候補名
單中，若有人於研討會寄發通知前請假， 則會議通知
發出時也會通知候補名單內的人。  

在本系統當中我們也提供了查閱自己已經報名了
那些研討會，以及之前曾經報名過的研討會的出席紀
錄，如(圖五—4)。 



 
(圖五-4)報名暨出席紀錄  
5.2 管理者介面： 

透過本介面，一位管理者可以很方便且迅速的建
立研討會的課程表。 

 

(圖五-5)建立課程表略表 

目前本畫面即為一般設定, 用於大量輸入課程, 
若本頁面不敷使用, 請按下確定鈕即可翻頁繼續輸
入。  

部分的資料輸入較為複雜, 可於一般設定完成後
選用《進階設定》, 即可輸入其餘部分的資料。  

當輸入的資料有錯誤，修改可於進階設定功能中
進行。在本功能表中的修改，只有部分有效，場地的
分配將不會一併更改。 

報名狀況查詢功能, 請先選擇要查詢的課程之後
按《確定》, 即可列出指定的課程目前的報名人數及
其名冊, 以及以前的課程報名後出席紀錄。  

(圖五-6)提供修改設定、新增資料等功能，若不
是大量建立新的資料，也可以採用本功能表直接建置
研討會的課表。 

 
(圖五-6)建立課程表含課程介紹 

《設定》用於編修已經存在的資料，在「課程名
稱」的地方為下拉式功能表， 只要選定了就會自動載
入新的資料。並將修改後的資料存回資料庫中。  

《新增》用於建立新的課程內容，在「課程名稱」
的地方改為可輸入資料的欄位。 若課程名稱未給，則
該次填入的資料將不會存檔；但若所給的課程名稱和
已經存在， 則視為使用《設定》功能。  

《重設》鈕用於取消修改的資料；《存檔》鈕用於
儲存目前的資料； 《下一筆》則會同時儲存並載入次
一筆課程資料，若沒有下一筆， 則停留在現在所編修
的課程。  

《總表》鈕會將目前所有的課程資料列出以供參
考。  

在場地容量表格單中，輸入格式為《場地》、《接
受報名人數》、《候補人數》， 在報名截止後，會視請
假人數多寡接受將候補人數列入其中，並於研討會前
通知。  

(圖五-7)即為《檢視報名表》，提供處理研討會報
名狀況用途； 《列出名單》會列出所有接受報名的人
的資料，可據以送出研討會通知單。  

本功能表會依據報名的先後次序，列出所有申請
參加研討會的人名單， 並依據其出席紀錄推薦是否接
受其報名，承辦人可以是實際狀況改勾選其他選項  

在編號的後面有一個'*'表示是候補名額。  

出席狀況統計表當中，《缺席》為無故不出席研討會次
數；《請假》為有報名參加研討會但因故不能出席次
數；《出席》唯有出席研討會的次數；《報名》為目前



已經報名但研討會尚未舉行， 不包括未開始但已先行
請假的數目。  

 
(圖五-7)報名資料處理 

若要檢視其他的課程，只要把最上方的下拉選單
拉下即可，如(圖五—7)下拉功能表所示。  

若有更改相關的設定，請務必記得按確定鈕，否
則資料不會儲存。  

請勿更動報名人數的值，該欄位適用於輸出結算
目前該場地已經報名人數用途。 

 

(圖五-8)現場報到狀況統計 

當報名者已經完成報到手續，無論他是在研討會
的那一個場地報到，都可以由該場地的負責人，將報
到的結果直接登錄到資料庫內備存。提供日後是否接
受該位人士報名的參考依據。 

6. 結論 
在本系統當中，目前尚未能夠完全有效解決的問

題為身分確認問題。在現階段是採用帳號管理的方式
暫時解決。但這種管理方式尚無法完全解決部分只是
單純好玩，就申請個帳號來試驗看看的問題。 

這部分的問題，在現今的 TANet BBS 上所採用
的E-Mail Reply認證系統遭遇Free E-Mail Account
氾濫而造成嚴重挑戰的現在，也同樣變得極為棘手。 

而在TANet’ 95由徐黎鎮、趙國仁、陳年興、何
扭今提出的「TANet BBS的發展經驗與管理策略」一

聞當中，提出了「可信任的第三者」策略。這個構想，
除了解決 TANet BBS 現存認證制度的盲點以外，也
同樣可以解決本報名系統所遭遇到的認證問題。 

(圖六--1)可信任的第三者認證方式實施參考架構 

我們將再本計劃的下一個階段納入實作進度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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