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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ly year, the digital learning is toward to personalize and adapt for learning system.
The static leaning style, scenarios and path may not be adaptive for each learner. The aim of
personalize learning system is to enhanc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refore, we
proposed a rule-based personalize learning system, the XML is employed in system to develop
intelligent creativity learning system. Learning style such as graphical or contextual expression,
execution time, teaching procedure and learning scenarios (ex. high or low pressure). These learning
materials could be dynamically controlled by system to adapt individual requirement. The agent
system not only personalizes learning scenario, but also assistant learner to achieve the creativity
training task. The decision tree algorithm is one of data mining method which applied in system to
personalize learning path; 42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Experiment result show that learner have 90% probability get high
creativity score than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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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發展個人化與適性化數位學習系統，為近幾年數位學習發展的重要方向，主要是由
於固定的學習風格、情境，學習路徑順序，並無法針對個人差異達到有效的學習，因此，我
們發展一個代理人系統架構的創造力學習系統，並結合 XML 技術建構智慧型創造力學習系
統，系統可動態調整如執行時間，學習風格(語文、圖形)，學習情境(高壓力、低壓力)，遊戲
路徑順序，建立符合目標的代理人並執行創造力學習系統所需執行的情境與任務。本研究使
用決策樹演算法，收集 42 位政治大學學生作為訓練樣本，由訓練後所建立決策樹模型可發現，
使用決策樹演算法推薦訓練路徑，可有 90%以上機率，使得學生創造力遊戲得分高於平均水
準。
1．前言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競爭力成為邁入新經濟時代取得新競爭優勢的關
鍵，不論是個人、企業、學校乃至整體社會，對於創新與創造力應如何培養與應用皆有著莫
大的關注，教師行為深受其專業知識與個人教學效能所影響[1,2,4]。因此，欲促進學習者的
創造力，必須先培養具有創造力、創造力教學專業知識及個人教學效能的教師。主要由於
Web-based與Mobil-based learning， 可不受環境限制， 可廣泛的在各個地點進行數位學習。過
去相關學者透過ICT技術， 發展創造力學習平台， 於師資的培育訓練中[3]。而在便利的網際
網路學習環境中，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資料探勘， 也被廣泛的應用在教育系統中。可透過
資料探勘分類技術， 建構俱備個人化(Personalization)與適性化(Adaptation)的教學環境， 有效
提升學習者學習成效。在本研究中，我們發展一個智慧型的創造力學習系統，結合工作記憶
等學習變數進行特徵擷取，並透過演算法運算並結合代理人系統進行學習系統的動態調控。
透過決策樹模型的分類， 系統可提供給不同種類的學習者， 適合的學習路徑提昇其創造力學
習表現。
2. 相關文獻
學習效能提升是許多研究深入探討的問題，不同知識背景、學習能力的學習者，學習系
統應考量到學習需求上的差異，固定不變的學習策略或教材呈現,無法滿足學習需求,引響其學
習成效。近年來各研究提及個人化教育可以提升學習意願並有效地提升效能，動態學習的趨
勢日漸蓬勃。Qinglin等學者提出動態學習環境之重要性[7]。因此，人工智慧技術發展逐漸應
用在個人化學習系統[5]。本研究透過除了透過人工智慧進行學習歷程之評估，結合代理人技
術，對於學習者的學習歷程進行最適化的排程，並將系統架構設計為網路行動版，因此大幅
提高學習系統的可攜性。本研究目的在於學習者透過Web在進行個人化學習的時,學習情境對
不同類型學習者所造成的認知負荷，學習系統應可降低其學習負載[6]。本研究所提出的特徵
擷取找出個人對於創造力之影響要素，進行評估並建構一套個人化學習機制，根據學習者行
為進行創造力訓練。
3. 研究方法
3.1 智慧型代理人系統
我們將系統設計為以下兩種不同功能導向的智慧型代理人：(1).Rule-based Agent，
(2).Learning Agent，Rule-based Agent主要進行如圖形高壓、圖形低壓、文字高壓、文字低壓，
四種情境，與六種遊戲情境路徑的組合，透過規則式描述，進行系統流程與學習歷程資料收
集，Learning Agent將會再針對學習歷程資料庫，進行資料擷取與轉換，透過資料探勘演算
法如:決策樹、類神經網路進行學習歷程資料訓練，建構適性化，個人化的創造力學習系統(如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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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個人化創造力學習系統架構圖

3.2 特徵選取
「特徵選取」（feature selection）的目的，主要是從原有眾多的特徵中，挑選出較好的特
徵集合，好的特徵集合，不僅可以提高計算效率，且可以得到較高的準確率，由表1中，我們
以「創造力遊戲得分」，當作預測變項，其餘變項當作特徵集合。我們使用C4.5決策樹[1]演
算法作為本次模型建立演算法之基準，公式如下：資訊獲利(gain)最大為分類依據，計算選取
特徵值優先順序結果如表2，此結果將作為決策術評估路徑時的決策變數 。
gain ratio (i ) =

gain (i )
split in(i )

st.
n

split in(i ) = ∑
i =1

(1)

Si
⎛S ⎞
× log 2 ⎜ i ⎟
S
⎝S⎠

表 1 Gain ratio 增益值
欄位

Gain ratio

優先順序

學院

0.149

1

創造力遊戲訓練順序

0.074

2

工作記憶力得分

0.053

3

決策樹演算法，在機器學習及資料探勘領域中，廣為被使用，由於樹狀結構，相對於其
他演算法更易於理解自變數及依變數之因果關係，在本研究中，我們結合 C4.5 決策樹演算
法，與統計集中趨勢參數，進行資料訓練及分類 。為避免決策樹因特徵案例數變異量不同，
針對創造力遊戲訓練順序，從樣本中選取數目一致性的案例，作為訓練樣本。我們設定決策
樹每節點中符合最小案例數至少為 1 筆，若是低於此值，系統將會自動刪除此節點，同時，
我們使用 Entropy 作為決策樹分岔計算準則。
4.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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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學習者適性化的學習策略及路徑，提昇其學習成效，我們使用資料探勘方法決策
樹方法對學習者進行分類。系統將會推薦不同知識背景，學習能力學習者，適合的學習路徑。
同時，我們為幫助教師，了解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的認知負荷，我們使用知識擷取 ，對於不
同學習成果的學習者進行資料探勘，有助於了解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的認知負荷，及做為系
統未來發展的參考，本研究成果分為兩大方向進行探討：學習歷程分析以及推論結果作為驗
證，並以改善率作為整體分析結果。
4.1 資料來源與資料前處理
本研究透過Ruel-based Agent，收集國立政治大學共計42位就讀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生，
年齡介於18~23歲，進行本系統學習歷程資料收集。其中所收集與個人資訊有關資料欄位，即
其型態如表2所示。
表 2 樣本欄位說明
欄位

說明

型態

年齡

18~23

數值

學院

「文(外語)｣、「理｣、「工｣、「社科(教育)｣、「法｣、「商(管、
類別
傳播)｣、「電資學院｣、「其他學院｣、「生命科學院｣、「農學院｣

創造力遊戲訓練順序

創造力遊戲得分

1.
2.
3.
4.
5.
6.

客廳->廚房->浴室
客廳->浴室->廚房
廚房->客廳->廚房
廚房->浴室->客廳
浴室->客廳->廚房
浴室->廚房->客廳

每個遊戲10分、總分30分

類別

數值

由於決策樹演算法擅長處理類別(如文字、類別、離散型)資料，因此我們將創造力遊戲
得分為前50%的學習者定義為：「創造力遊戲得分較高｣，後50%定義為「創造力遊戲得分較
低｣。
4. 2 創造力學習決策樹分析結果
圖2是決策樹在選取最大的Gain ratio特徵值：「學院(Course)｣後，決策樹運算後的結果，
由圖中，藍色代表創造力得分低，紅色代表創造力得分高，因此我們可以初步得知在學院2(理
學院)，8(農學院)，10(電資學院)在創造力得分上較其他學院來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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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決策樹模型

4.3 規則知識推論結果
我們使用決策樹演算法訓練後，學習系統可針對不同學院學生，推薦其適合的訓練路徑，
透過學習代理人針對個別差異進行個人化訓練，達到適性化的學習。由表3中，發現經由決策
樹推薦遊戲路徑，可有效提升學習者遊戲得分高於平均水準。
表 3 決策樹推薦路徑
學院

隨機路徑

使用推薦路徑

其他學院(0)

0%

0%

文學院(1)

47%

100%

理學院(2)

73%

100%

工學院(3)

40%

100%

社科學院(4)

41%

100%

法學院(5)

20%

100%

商學院(6)

45%

100%

農學院(8)

100%

100%

電資學院(10)

60%

100%

生命科學院(12)

33%

100%

本研究方法在各學院都有改善創造力之學習效能，在法學院改善率高達 80%，平均改善率達
54% ，然而在創造力學習系統中，若使用隨機選取訓練路徑，整體學習者有 52%機率得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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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平均值，使用決策樹推薦的訓練路徑，可使得學習者有 90%機率可得到高於平均水準的創
造力分數，經實例證明本研究方法能有效地幫助學習者進行創造力學習。
5. 結論與討論
在本次研究中，我們嘗試結合統計集中趨勢參數，及決策樹演算法，作學習歷程資料訓
練。在決策樹模型中可發現，若在單一學院案例樣本數大於 10 筆，可從六種遊戲訓練順序中
找出至少一條訓練路徑，使得創造力遊戲得分有 90%機率高於平均水準，由此可知，透過決
策樹演算法，能針對個人化做適性化學習路徑推薦，有效提升創造力能力。在未來， 我們將
嘗試收集更多的訓練樣本， 透過更多的資料探勘技術，發掘潛在的教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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