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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資訊網所提供的聲音、圖像、

動畫、文字等多媒體資料，成為實現非同

步學習環境的最佳工具。但目前這樣的學

習系統的困難是老師們必須花許多的時

間來設計網頁與互動環境，使得只有少數

具有高度熱誠及網頁設計專長的教授才

有辦法維運這樣一個非同步的學習環

境。為了使這個非同步的學習環境能讓更

多的學生與老師受益，我們提出建立一讓

非同步的學習環境的建造自動化的系

統，讓老師可以很容易地為所教授的課程

建造出專屬的非同步學習環境。 

 

研究動機與目的 

教育工作者對於能增加學生學習成

效的任何方法，總是展現相當大的興趣。

而隨著電腦網路科技的興起，個別化的學

習方式變得更為普及。如果能善用網路科

技所提供的優勢環境，設計出一個具有彈

性的學習系統，一方面能夠讓學生透過電

腦網路的科技而強化其學習效果，另一方

面也能提供老師具親和力的工具，讓老師

可以很容易地編纂多媒體教材及進行教

室管理。那麼對學生學習的成效必能大大

地提昇。 

根據研究報告指出，非同步學習環 

境對於學生的學習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尤

其在比較同儕互動的情形方面，在非同步

學習環境中發現有較顯著的同儕互動效

果[1]。此外，學者們亦針對影響非同步學

習環境的因素，作了深入的探討[2-5]。一

般認為，要建立一個有效的非同步學習環

境，必須考慮下列幾個因素：大量資訊的

存取、發展有效的教學與學習活動以配合

個人的需求、經由多種方式與媒體來傳輸

學習內容、高階的學習者控制等等。更有

一些研究指出，低成本、高容量的硬體與

傳輸科技將在整個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而這些都使得遠距學習者可以充分利

用聲音、圖像、動畫等工具來強化學習。 

近年來，由於網際網路的普及，使

得全球資訊網(WWW)的使用，蔚為風

潮。全球資訊網所提供的聲音、圖像、動

畫、文字等多媒體資料，成為實現非同步

學習環境的最佳工具。從八十五學年度

起，中正大學就有許多教授積極投入這種

新的以全球資訊網為基礎的非同步的學

習環境的製作與實驗，也獲得了學生的肯

定 與 許 多 寶 貴 的 經 驗 

(http://caip4.cs.ccu.edu.tw)。目前這樣的學

習系統的困難是老師們必須花許多的時

間來設計網頁與互動環境，使得只有少數

具有資訊專長的教授才有辦法維運這樣

一個非同步的學習環境。為了使這個非同

步的學習環境能讓更多的學生與老師受



益，我們提出此一計畫，希望讓非同步的

學習環境的建造自動化，讓老師可以很容

易地為所教授的課程建造出專屬的非同

步學習環境。我們將利用全球資訊網的超

媒體文件語言(HTML)撰寫生動活潑的多

媒體教材，再結合爪哇(JAVA)、共同通訊

界面(CGI)、即時視訊傳輸(real video)等先

進技術搭配後端的資料庫系統，在中正大

學建造這個非同步學習的環境。我們希望

這個計畫能達到以下幾項預期目標：第

一，設計與發展全自動化的非同步學習環

境系統。此系統提供最新的網頁設計技術

與互動工具，讓老師透過具親和力的介

面，建構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學習環境。

第二，探討這個學習系統的優點和限制。

第三，推廣此一系統至中小學，讓不具網

路專長的國中小教師也可以使用。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的特點就是能由系統自

動產生具互動性的教學網頁。也就是說，

系統不光提供教師一個方便的介面，讓教

師能夠輕易的產生想要的教學網頁，同時

產生出的網頁更必須具備良好的互動

性。這邊所說的互動性包括教師與教學系

統的互動性，學生與教學系統的互動性，

當然最重要的是學生與學生或學生與老

師間的互動性。為了達到此一目的，我們

必須利用一些技術和工具來建構我們的

教學系統。所以我們嘗試以 JAVA 和 CGI

來建構全動化的非同步學習網頁，並以

Mini SQL 這個 database server 當做我們後

端的資料庫。 

 

(一) CGI 和 JAVA 技術 

     

CGI(Common Gateway Interface)是全

球資訊網上最常見的技術之一。它的特點

是讓資料或訊息很容易的在 client 和

server 間傳遞，這可彌補傳統 HTML 網頁

互動性不足的缺點。使用者在網頁表單上

填寫的資料透過 HTTP 的協定傳送回

server 端，再經由 server 端執行的 CGI 程

式加以接收處理，然後再將結果用 HTML

的格式傳回到使用者的瀏覽器上。利用這

個機制我們可以設計出網頁上所需的互

動功能，例如留言版，線上公佈欄等。 

     

    相對於 CGI 的普遍性，JAVA 則是近

幾年來急速興起的程式語言。由於它的跨

平台特性和完全物件導向的語言結構使

得它在很多領域都被廣泛的使用。在全球

資訊網上，我們可以利用 JAVA applet 將

JAVA 的程式展現在使用者的瀏覽器上。

利用 JAVA 強大的功能，可以使網頁更具

變化性和互動性。例如透過 JAVA 的 JDBC

驅動程式，就可以很輕易的跟後端的

database server 進行連接，所以我們可以在

網頁上利用 applet 來實做成績管理系統或

是學生管理系統。除此之外，美國昇陽

(SUN)公司還有一種名為 servlet 的技術，

透過 servlet server，伺服器端的 JAVA 程式

可以如 CGI 程式般和網頁上的表單溝通，

但它還擁有 CGI 程式所缺乏的 session 物

件，這對於整個系統，使用者身份確認以

及互動性提供了良好的解決方案。因此整

個非同步學習環境系統，我們是以 JAVA

作為最主要的開發工具。 

 

(二) Database 

     

當一個網站擁有許多不同類型的資

料時，運用 database 是管理這些資料最好

的方法。因此，系統會將各課程的學生資

料，成積資料，線上測驗的試題資料存入



資料庫中，使用者可經由 JAVA 所撰寫的

程式透過 JDBC 去存取這些資料。我們所

使用的資料庫系統是 Hughes Technologies

所提供的 Mini SQL。 Mini SQL 雖然沒有

一般商業的 database server 功能強大，但

它也提供了完整的資料型態和 SQL 語

法，同時它的執行效率也相當好，所以很

符合我們整個系統的需要。 

 

二. 系統架構 

 

   全動化的非同步學習環境系統是希望

提供老師編纂及管理學生非同步學習的

環境。我們將整個系統分為三部分： 

   網頁建構介面：由任課教師依其課

程產生適合的網頁。教師可經由此

介面選擇網頁的背景、風格以及網

頁的內容及功能。最後系統會依前

面的選擇自動產生「教師介面」和

「學生介面」兩個網頁。 

 

 教師介面：是教師、助教使用的介

面。教師可在此介面中製作課程的

教材、管理網頁、編輯測驗用的試

題，也可以登錄學生成績或是線上

回答學生的問題。此部分的功能會

依教師在網頁建構介面的選擇而

有所不同。 

 

 學生介面：是學生在網路上學習

所使用的介面。學生可在此網頁

上讀取上課的教材，進行線上作

業或線上測驗。也可以利用線上

聊天室或課程討論區進行課程的

討論。 

 

全動化的非同步學習環境系統的使用介

面如圖一所示，系統內部架構如圖二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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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全動化的非同步學習環境系統的使

用者介面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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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全動化的非同步學習環境系統內部

架構圖 

 

三. 研究成果 

 

    下面將就我們在全動化非同步學習

環境系統所開發出來的功能，做一詳細的

介紹: 

 

(一) 網頁建構介面： 

 

提供一個簡易的介面，讓每一位教 

師可以依所教科目的性質建立專屬的網



頁。當教師想要建立所教科目的網頁時，

只需要連上此「網頁建構介面」的網頁，

輸入該科目的名稱、課程編號，再選擇網

頁所要具備的功能，例如是否需要「線上

討論區」，是否要有「登錄成績」的功

能…。等等。當這些細步設定完成後，系

統會自動產生兩個主要的網頁，分別是

「教師介面」以及「學生介面」，並提供

一個登入的網頁，教師可經此網頁登入

「教師介面」，學生則可經此登入「學生

介面」。 

    在此網頁建構介面中，可讓教師選擇

網頁的外觀以及網頁的功能。網頁的外觀

包括網頁名稱、字型大小、顏色或是背景

底圖等等。而網頁的功能包括「教師介面」

的「教材製作」、「學習追蹤」、「成績查詢

及登錄」和「學生介面」的「上課教材」、

「線上作業」、「留言板」。教師可根據需

要增刪這些功能。 

 

(二) 教師介面: 

 

1. 教材製作： 

此部分是提供教師一個簡易介面

來製作網路上使用的教材或是試題。 

 上課教材： 

 製作可以供學生在網頁上閱

讀的教材。系統提供教材製作的樣

版或是精靈，教師可以用選擇的方

式簡單的產生章或節的上課教材

網頁。若是教師已經有製作好的完

整線上教材，也可以依照系統的說

明將教材放到伺服器中適當的目

錄位置。教師如果有 Microsoft 的

FrontPage，也可以透過系統安裝好

的 FrontPage server extension 直接 

 在線上編修自己的教材網頁。  

  隨選視訊： 

   教師可以將上課實況錄音或

錄影下來，再利用影像壓縮工具

製成聲音檔或影像檔後，再利用

系統所提供的工具，建立連結。

之後學生便可隨時上網觀看上

課實況或收聽上課之錄音。 

 線上作業和線上測驗： 

   能製作出讓學生直接在網頁

上練習的作業或是測驗，所以是以

選擇或是問答題的型式為主。系統

提供樣版給教師製作試題。教師可

以輸入題目、選項、答案、各題目

的配分和考試所佔的比例等。若是

問答題，教師可以利用系統所提供

的介面觀看各學生的答案以及各

學生的繳交情況，也可以在線上直

接給成績。若是選擇題，則系統會

自動判斷答案的正確性，並自動把

學生的成績存入系統的資成績資

料庫中。 

 

   2. 成績系統： 

教師可利用系統提供的介面新

增、修改、查詢學生的成績。線上作

業和線上測驗的成績也可以在此系統

中查詢到。教師可以隨時查詢學生各

個作業或考試的成績。 

 

   3. 討論區： 

包括線上討論室和課程討 

論區。 

 線上討論室： 

也就是一般的聊天室，屬 

於同步的教學方式，大家(包括學生 

和老師)可在網路上進行及時的溝通 

和教學。教師可透過此一介面在網 

路上即時的回答學生的一些問題， 

甚至是和學生共同討論一些主題，



增加彼此的互動性。使用者可在此

介面上看到目前有那些人在那些

討論區中，可加入某一討論區或是

自己建立一個新的討論區。       

 課程討論區： 

線上討論區是屬於同步的互動

學習，而課程討論區則是屬於非同

步的方式。學生可將問題張貼在課

程討論區上，老師或其他學生可以

就這些問題發表自己的答案或意

見。同一標題的討論會被歸類在一

起，以方便後面的人進行主題的閱

讀或是加入討論。老師同時也能針

對不同的主題新增不同的討論區。 

 

  4. 學習追蹤： 

此部分主要是提供教師教學的參

考。系統會記錄學生使用此網頁的情

況，例如閱讀上課教材的次數，張貼

在留言板文章的篇數，或是使用此系

統的總時數和登錄進系統的總次數。

當教師需要參考這些資訊時可以觀看

全體學生的使用記錄，也可以針對特

定的學生觀看其使用記錄。 

 

  5. 學生管理 

         在產生新的課程網頁時，教師或

助教必須利用這個學生管理介面，將

修課的學生資料建入系統的資料庫

中。之後教師可利用這個介面查詢學

生詳細的資料，或是新增、刪除修課

的學生。 

 

  6. 發佈公告： 

         教師可利用這個功能發佈有關

課程的最新消息，以及課程介紹、課

程安排等課程相關訊息。 

 

下圖三是教師介面的線上教材製作畫 

面，圖四是教師介面的成績管理畫面。 

 

 
 

圖三: 線上教材製作介面 

 

 

 
 

圖四: 成績管理介面 

 

 

(三) 學生介面： 

 

1. 課程教材： 

 上課教材： 

此部分主要是透過「教師介面」

中的「教材製作」所產生的。內容

可以是這門課程的上課講義或是



課外的補充資料。在每一章教材中

都有線上筆記本的功能，學生可以

將一些訊息或心得記在這裡，以後

每次瀏覽到這一章時，以前所記的

筆記就會顯示出來。 

 隨選視訊： 

若老師有將上課實況錄音或錄

影下來，放至 real video 伺服器

上，則學生可隨時觀看或收聽上課

實況。 

 

2. 自我評量： 

這部分是透過「教師介面」中

的「教材製作」所產生的，包括線上

作業和線上測驗。學生可直接在網頁

上作答。若是選擇題，在作答完後可

立即顯示答案和成積，若是問答題的

作業，答案可傳回給教師批改。教師

在製作試題的時後也可以選擇在考試

或練習完後立即顯示正確的答案，讓

學生可以馬上了解自己對課程還有那

些不明白的地方。 

 

3. 討論區： 

此部分和「教師介面」中的「討

論區」功能一樣。 

 

4.  課程資訊： 

包括課程介紹、課程安排、學生

資料、成績查詢等功能。課程介紹

和課程資訊是由教師透過教師介面

所發佈的。學生資料介面可輸入個

人的基本資料，也可查詢其他修課

者的資料。而成績查詢會根據使用

者的身份列出其各個考試和作業的

成績。學生可透過此一介面查詢自

己到目前為止，各個作業或考試的

成績，系統也會顯示出班上成績的

分布情形供學生參考。 

     

5. 個人工具： 

  系統使用記錄： 

        可觀看此課程中，各使用記錄

前十五名的排行，也可以觀看個人

的使用記錄。 

 全文檢索： 

    這個功能可以讓使用者對課

程的教材或是繳交的線上作業做

全文檢索。使用者只要輸入關鍵字

或詞，就可以找到網站上所有的相

關資料。 

 

下圖五是學生介面的學生資料畫面，圖六

是全文檢索畫面。 

 

 
 

圖五: 學生資料登錄及查詢介面 

 

 



 
 

圖六: 全文檢索畫面 

 

四. 結論與未來的工作 

 

    本研究主要就是在建構一個理想

的、符合需要的全動化學習環境系統。這

個系統建置成功，將使得非同步教學環境

能適用於不同的課程，甚至是各級的學

校。這也將加速非同步教學環境的普及，

因為透過這套系統，要建置及維護各課程

的網頁將成為一件十分容易的事。當然要

達到我們預期的目標，還有許多步驟要進

行。因此我們未來的工作是： 

 

(1) 建構範例課程： 

     一個系統的建構需有使用者的測試

與建議，才能真正達到最佳親和力的介面

與最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功能。所以我們計

畫以分佈在不同學院的課程為範例，期使

此系統可以真正達到實用功能。 

 

(2) 探討非同步學習系統的優點和限制： 

 針對這個學習環境，進行形成性

及總結性評量。我們在學期中持續地進行

形成性評量，隨時收集學生、老師的意見

做為修改這個非同步學習環境的依據，諸

如新的學習工具或教學管理工具的加入

等等。在學期末時，我們將設計一份問卷

來收集分析此學習環境的優缺點，進行總

結性評量。 

 

(3) 非同步學習系統之推廣： 

   最後一階段就是將系統去蕪存 

菁，包裝成容易安裝之 package，推廣至 

國中小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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