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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點名點系統的觀念，企圖將行動計算技術應用在學生出勤資料的管理之上，結合行動計

算、資料庫、軟體工程等技術，整理出行動式學生出勤管理資訊系統的參考架構與開發指引，供各

級學校參考應用，藉以降低開發相關資訊系統的困難度和失敗機率。 

關鍵詞 

行動計算、個人數位助理、教育行政、學生出勤管理、點名點系統 
Mobile Computing,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tudent Attendance Management, Point of Muster System 

一、前言 

無線通訊網路與智慧型手持行動裝置的結

合將更進一步方便化人類的工作與生活。例如

透過個人數位助理或是 Java手機，消費者可以
隨時隨地進行線上的消費，企業的行銷人員也

可以在任何地方取得客戶資料和產品資料，提

供客戶更為貼身和有效率的服務。 

上述結合無線通訊網路和智慧型手持行動

裝置的行動計算（Mobile Computing）技術已經逐漸
受到企業的重視與應用，例如物料的盤點、醫

生的巡房、在外業務人員對公司資料的查詢等

等都已經是企業內常見的行動計算技術應用。 

然而相較於企業，目前各級學校無論是在

教學或是行政上，對於行動計算技術的應用都

不普遍，仍需產官學界予以推廣並提出各方面

的解決方案。 

在另外一方面，為了能夠有效掌握學生每

日的出勤狀況，藉以防杜學生不良行為的發

生，學校必需做好學生出勤的管理。而目前大

多數的學校對於學生出勤的管理，採取先人工

後電腦的半自動化作業方式，也就是先由老

師、班長或是外點人員對班上同學做點名並在

點名簿上劃記，然後再將點名簿轉交給行政單

位輸入電腦做儲存與進一步的處置。 

利用行動計算技術可以將上述的人工作業

部份做進一步的自動化，有效改善學生出勤管

理作業。在行動計算技術的支持之下，點名人

員可以使用個人數位助理（執行點名點系統，

Point of Muster Systems, POM）來點名。因為可以透

過無線通訊網路即時顯示學生的照片、過去的

出勤記錄等資料，不但點名作業的效率高，點

名的正確性與防弊性更能大幅度改善。而點名

資料由點名人員直接輸入個人數位助理並立即

轉存到資料庫，如此不但節省了紙張成本，除

去了行政單位的資料鍵入負擔，提高了點名資

料的正確性，更因而可以做到學生不良行為的

立即防範與因應。 

本文作者企圖將行動計算技術應用在教育

行政之上，以上述的論點為基礎，結合行動計

算、資料庫、軟體工程等技術，提出行動式學

生出勤管理資訊系統的參考架構和開發指引，

供各級學校參考應用，藉以降低學校開發相關

資訊系統的困難度和失敗機率。 

而本文先說明學生輔導的內涵，及學生出

勤管理在學生輔導上的重要性（第二節），然

後說明行動計算中最關鍵的一些技術與工具

（第三節），最後則說明如何應用行動計算技

術來有效改善目前的學生出勤管理（第四節）。 

二、學生的輔導與出勤管理 

輔導（guidance）的本質是輔助和引導，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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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協助個人得到自我了解，自我決定，以調適

學校、家庭和社會的一個歷程［2］。輔導的理

論基礎為行為科學，以教育學、心理學、心理

衛生、神經醫學為基礎，注重於內在心理問題

的採討。輔導的工作範圍包括了定向輔導、基

本資料的建立、心理測驗、統計分析、諮商服

務、困擾調查、個案研究、心理復健、學習診

斷、性向測驗、生涯輔導、進路分析、工作安

置、追蹤輔導、社區服務、評鑑等［3］。 

從功能面來劃分，輔導工作可以區分成治

療性輔導、預防性輔導、發展性輔導等三種。

治療性輔導的目的在於克服已經嚴重妨礙個人

發展的問題，預防性輔導的目的在於對可能有

適應問題或是正遭受問題的個人進行輔導或是

諮詢，發展性輔導的目的在於建立一個最有利

於學習的最佳學習情境［2］。 

在我國，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專，

學生輔導都已經成為最重要的教育行政工作之

一。幼稚園階段的輔導重點在於幫助幼兒適應

團體生活，是一種預防性的輔導工作。國小階

段則以兒童身心健康的維護為主（預防性輔

導），對於特殊個案的輔導為輔（治療性輔導）。

中學的輔導需兼顧發展性與治療性，著力於幫

助學生發展人際關係，並注意其交友與適應情

形。另一方面，透過各種測驗來瞭解其性向和

興趣，藉以幫助其排除學習困擾並發展特殊才

能。大專院校的輔導工作則著重於心理的適應

與保健，治療性與發展性的輔導工作都是輔導

的重點［2,3］。 

完善的輔導資料的收集和維護是學生輔導

活動能否做好的關鍵。為了做好學生資料的管

理，我國各級學校也大多設置了專職的學生資

料管理部門和人員，以求在學生資料管理工作

上的完善。而輔導工作所需要收集和維護的學

生資料大致上可以劃分成下列幾類［2,3］： 

（一）基本資料。 
（二）生活狀況資料。 
（三）生長及健康資料。 
（四）家庭環境資料。 
（五）心理測驗資料。 
（六）情緒資料。 
（七）社會性資料。 
（八）性格資料。 
（九）學習活動資料。 

上述的九種應收集的學生資料之中，有些

是變動性相當低的一次收集性資料，例如學生

的姓名和戶籍住址。有的是每隔一段固定期間

便要重新予以收集的定期收集性資料，例如學

習成就測驗和智力測驗。有的則是每堂課，每

天，或是每週便要收集一次的經常收集性資

料，例如學生的課堂、集會、考試等各種學習

活動的出勤記錄。 

為了能夠有效掌握學生的出勤狀況，藉以

建立良好的學生輔導基礎，學校必需做好學生

出勤的管理。然而從數量來看，學生出勤資料

幾乎等同於所有應該收集的學生資料。對於這

種很重要，數量很龐大，每天都要花費很多人

力與時間去處理的學生資料，學校方面確實應

該予以重視，並積極尋求其最佳的管理方式。 

三、行動計算技術 

接續個人電腦與網際網路帶來了人類在工

作、學習與生活上的大改變之後，主要結合了

無線通訊網路與智慧手持行動裝置的行動計算

技術將再次衝擊著人類。以下將重點說明行動

計算中最關鍵的一些技術與工具。 

3.1 無線通訊網路 

電腦網路將原本孤島式的電腦連接了起

來，讓電腦之間可以相互傳送資料與分享資

源，並因而進一步的改變了人類的工作、學習

與生活。 

無線通訊網路的出現再一次提升了人類的

機動性與方便性，我們在建構電腦網路時不再

需要繁雜的佈設網路線作業，因為線路所導致

的網路故障問題也不復存在，我們也不用再擔

心有沒有網路線可以使用，可以將電腦隨意擺

設在任何的地方。  

不同的無線通訊網路之間的區別主要在於

通信距離和數據傳輸速率。而從通訊距離的不

同來看，無線通訊網路可以劃分成下列三種［

14］： 

（一）無線廣域網路（Wireless Wide Area Network, 
WWAN）：主要的無線廣域網路有衛星

網路（Satellite Network）與蜂巢網路（Cellular 
Network）兩種。而無線廣域網路目前的頻

寛都還相當有限，GSM蜂巢電話系統約
為 9.6 K BPS，呼叫器約為 1.2 K BPS到 6.4 K 
BPS，蜂巢數位封包資料網路（Cellular Diital 
Packet Data, CDPD）則為 19.2 K BPS。 

（二）無線區域網路（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無線區域網路涵蓋的範圍不

2 



大，大約是辦公室或是一般校園的大

小。無線 IEEE 802.11b是無線區域網路的

標準協定，使用 2.4 GHz的頻段，支援 11 M 
BPS的傳輸速率。除了 802.11b之外，IEEE 
802.11a使用 5 G Hz的頻段，可支援 54 M 
BPS 的傳輸速率，還在發展中。歐洲地

區發展的 HiperLan/2 也是一種無線區域
網路的協定，使用 5 GHz的頻段，可支援
54 M BPS的傳輸速率。 

（三）無線個人網路（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 
WPAN）：無線個人網路所涵蓋的區域比

無線區域網路或是無線廣域網路都要來

得小，而且通常所要求的資料傳輸速率

或是耗用功率都不高。以藍芽（Bluetooth）
技術建立的 Bluetooth Piconet來說，大約可

以涵蓋一般住家的範圍。 

3.2 智慧型手持行動裝置 

除了上一小節所提及的無線通訊電腦網路

之外，智慧型手持行動裝置也是行動計算技術

的最重要元素之一。 

而目前的智慧型手持行動裝置的發展相當

蓬勃和多元，不過最主要的裝置是個人數位助

理（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和 Java手機這兩者，

分別說明如下： 

（一）個人數位助理：這種智慧型手持行動裝

置是一台小型但卻功能完整的個人電

腦。這幾年隨著 PDA的進展，PDA不再

祇是用來記事或是查詢行事曆，一般在

個人電腦上所執行的收發電子郵件，瀏

覽網頁和文書處理等作業也都可以輕鬆

在 PDA上完成。更進一步地，透過 PDA
程式的開發，PDA 將可以進一步應用在
企業或是學校的資訊化之上。 

（二）Java 手機：這種手機除了傳統手機的功

能之外，還內含了 Java虛擬機器（Virtual 
Machine）是它的最主要特色。因為有 Java
虛擬機器就可以執行用 Java語言所開發
出來的小程式（applet），所以 Java手機
除了可以用來做語音通訊、收發簡訊、

玩電動遊戯之外，透過 Java手機程式的
開發，Java手機一樣可以使用在企業或是
學校的資訊化之上。唯一的缺憾是，目

前的 Java手機的運算速度太慢，比較複

雜的商業應用程式可能還暫時無法以

Java手機來實作。 

3.3 行動資料庫管理系統 

前兩個小節所談的都是行動計算的硬體裝

置，而接下來的兩個小節所談的都是開發行動

式資訊系統所不能或缺的軟體要素 － 資料庫

管理系統和程式開發工具。 

在資料庫方面，由於無線廣域網路的使用

費用很昻貴，加上目前無線通訊網路可以提供

的網路頻寬還很小，而且在許多情況之下，資

料並不是一定要立即進行更新的，所以產生了

行動資料庫1（Mobile Database）的需求，相關產品
也因而相繼出現［8,11］。  

行動資料庫管理系統提供了一套程式設計

介面（例如 ADOCE），讓在智慧型手持行動裝

置上執行的程式，能夠與行動資料庫或是組織

資料庫進行連結，進而操作資料庫。而且，透

過行動資料庫管理系統的支持，智慧型手持行

動裝置得以從組織的資料庫伺服器中下載使用

者需要帶著跑的資料到行動資料庫之中，然後

使用者就可以在離線的情況下操作這些資料，

待智慧型手持行動裝置再次與組織的資料庫連

線之後，再透過行動資料庫管理系統的幫助，

解決組織資料庫和行動資料庫之間的衝突與不

一致（亦即所謂的資料同步化作業）。 

3.4 行動程式的開發工具 

要將行動計算技術引入組織裡，行動程式

的開發是必需的重要活動之一。而目前的行動

程式的開發工具基本上可以區分成三種： 

（一）以 Java語言為基礎的開發工具：因為昇
陽公司推出了特別針對智慧型手持行動

裝置而設計的 Java 技術－J2ME （Java 2 
Platform Micro Edition），提供了 Java行動程
式一個良好的執行環境，故而大多數的

Java 語言開發工具供應商紛紛都提出了

可以用來開發行動程式的版本，例如寶

蘭公司的 JBuilder Mobile Edition［6］即是此
類開發工具。 

（二）專屬性的開發工具：除了使用 J2ME 之
類，可以在多種作業平台上使用的開放

性開發工具之外，特定作業平台的提供

商也會推出能夠在其作業平台上使用的

專屬性開發工具，例如微軟的 eMbedded 
Visual Tools［10］就是一個使用在Windows 

                                                 
1 行動資料庫另一個常見到的名稱是：微型資

料庫（Micro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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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這個作業平台的專屬性行動程式開發

工具。 

（三）以.NET為基礎的開發工具：為了迎接 Java
的挑戰，並為即將到來的多元化硬體平

台世紀的到來，微軟引進了新一代的軟

體開發模式 － .NET 。.NET採用 Java的
虛擬機器的作法，藉以讓同一支程式在

完全不需要修改的情況之下，就可以在

各種不同的視窗作業平台上執行。微軟

公司的 Visual Studio .NET［12］和寶蘭公司

的 C# Builder［5］都是此類可以用來開發

出可以在多種視窗平台（包含使用在智

慧型手持行動裝置的 Windows CE .NET作
業系統）上執行之程式的開發工具。 

上述的行動程式開發工具，不論是屬於那

一類，都提供了視覺化開發環境（請參考圖 1），
讓程式設計師能夠使用現成的軟體元件來組裝

出程式。而在視覺化開發環境之下行動程式的

撰寫過程大致上如下： 

（一）產生基礎視窗。 

（二）在基礎視窗上放置元件。 

（三）設定必要的屬性值。 

（四）撰寫必要的事件處理程序。 

撰寫完成的行動程式在實際上傳到智慧型

手持行動裝置上執行之前，必需先行使用智慧

型手持行動裝置的模擬器（emulater）來做程式的
測試，而等到程式全部撰寫完成，並且確定已

經可以正常執行的時候才真正將行動程式上傳

到智慧型手持行動裝置上使用。這個撰寫程式

→測試程式→上傳程式的過程如圖 2所示。 

 

圖 1 eMbedded Visual Basic 3.0 的視覺化開發環境 

四、以行動計算技術改善學生出勤管理 

本節先探討行動計算技術可以如何被用來

改善目前的學生出勤資料管理作業，接著以這

些改善的論點當做基礎，提出行動式學生出勤

管理資訊系統的參考性架構和開發指引。 

4.1 改善的基礎與方向 

電腦管理教學（Computer-Managed Instruction, CMI）
系統，如題庫管理資訊系統、成績管理資訊系

統、學生出勤管理資訊系統、圖書流通管理資

訊系統等，係用以輔助教師進行教學活動的管

理，或用以輔助學校處理繁瑣的行政業務，是

電腦在教育上最早與最成功的應用［4,9］。 

1

在開發環境上
撰寫程式

2

在模擬器上
測試程式

3

上傳程式至
手持行動裝置

程式全部完成

而且可以正常執行

程式還未完成
或是還有錯誤

 

圖 2 行動程式的開發過程 

在另外一方面，由於傳統資訊技術在機動

性上的限制，目前大多數的學校，對於學生出

勤資料的管理，採取先人工後電腦的半自動化

作業方式，也就是先由老師、班長或是外點人

員對班上同學做點名並在點名簿上劃記，然後

再將點名簿轉交給行政單位輸入電腦做儲存與

進一步的處置。 

在行動計算技術的支持之下，我們可以將

個人數位助理這種智慧型手持行動裝置隨身帶

著走，所以可以將上述前半段的人工作業部份

做進一步的自動化，有效改善學生出勤管理作

業。 

我們可以開發出一種在個人數位助理上執

行的點名點系統2，透過這個前檯管理資訊系統

的幫助，我們可以在點名的當下就將資料輸入

電腦，也可以將龐大的資料輸入工作分散給各

個點名人員。總的來說，行動計算技術支持下

的學生出勤管理資訊系統相較於傳統的資訊系

                                                 
2 點名點系統的主要優點類似商業自動化所談

及的銷售點系統（Point Of Sales, POS），強調資訊
的即時、正確、適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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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具有下列數項優點： 

（一）點名作業的效率高。 
（二）點名的正確性佳。 
（三）點名的防弊性佳。 
（四）節省了紙張成本。 
（五）除去了行政單位的資料鍵入負擔。 
（六）可以做到學生不良行為的立即因應。 

4.2 參考性架構 

依據前一個小節所陳述的改善基礎與方

向，本文作者認為應該充份應用個人數位助理

結合無線通訊網路的行動優勢，進一步將現行

的人工點名作業予以資訊化，透過前檯的點名

點系統和後檯的管理系統（Backend Management 
System, BM）的搭配，形成一個全面資訊化的新
學生出勤資料管理資訊系統。 

以下將分別從不同的角度來陳述，這種行

動式學生出勤管理系統的組成元素、組成元素

的功能、組成元素之間的互動、組成元素的實

作考量等事項。 

這個以行動計算技術改良而成的新學生出

勤管理資訊系統主要由三個元素組成： 

（一）前檯的點名點系統：這個部份是行動計

算技術的改善重點，由點名人員安裝在

個人數位助理上，並隨身帶往課堂、集

會場所，或是考試地點進行點名作業。

在點名作業進行的當中，點名點系統會

顯示和點名相關的資料（例如學生的照

片和基本資料等）以輔助點名作業的進

行。 

（二）後檯的管理系統：這個部份是原有的學

生出勤管理資訊系統，在經過小幅度修

訂之後的產物。其主要用來負責後檯的

資料分析與維護作業，藉以讓學生資料

能夠受到妥善的管理與應用。 

（三）資料庫：新的學生出勤管理資訊系統需

要使用兩種資料庫 － 組織資料庫與行

動資料庫。組織資料庫是完整的學生出

勤資料的集合，而行動資料庫則是因應

某些點名作業的需求，從組織資料庫擷

取出來並存放在個人數位助理上，供點

名點系統使用的部份學生出勤資料。 

上面所說明的這三個行動式學生出勤管理

資訊系統的組成元素，彼此之間透過校園網路

來相互連結和溝通圖 3 可以幫助我們去瞭解這

三者之間的連結和溝通是如何進行的。 

從圖中可以知道，後檯管理系統和組織資

料庫都使用網路線持續性連接在校園網路3上

面，而點名點系統則使用間斷性連接的方式，

平常並沒有連接上校園網路，祇有需要從組織

資料庫下載資料，或是需要與組織資料庫進行

同步化處理的時候，才會透過無線網路的存取

點（Access Point）設備連接上校園網路。 

集會POM

課堂POM
考試POM

實線連結的
校園網路

資料庫

資料庫

伺服器

網頁伺服器

POM的校園

網路存取點

學生出勤
的後檯管理

郵件伺服器

 

圖 3 行動式學生出勤管理系統的網路架構 

圖 4 顯示了行動式學生出勤管理系統的一

般性架構，可以讓我們瞭解點名點系統、後檯

管理系統、資料庫這三者各自的組成元素。 

從圖中可以看出來，雖然從開發人員的角

度來看，點名點系統和後檯管理系統都是使用

SQL 命令來操作資料庫，但事實上，點名點系

統、後檯管理系統、資料庫這三者都需要藉由

許多種的軟體和硬體的幫助，才能夠達成和資

料庫溝通的目的。 

以點名點系統來看，點名點系統需要使用

資料庫存取介面（DB-API）才能夠與組織資料庫

（DB）或是行動資料庫（Mobile DB）進行通訊，

而資料庫存取介面則還需要透過作業系統

（OS）、個人數位助理（PDA）、網路卡（Net Card）
等軟硬體才能夠達成與組織資料庫通訊的目

的。 

                                                 
3  目前的校園網路多以光纖為主幹，並以

100BaseT為支幹。以原有的校園網路為基礎，再

予以適當地佈設無線網路的存取點，則可以形

成一種以有線網路為主幹的多存取點的樹狀無

線網路。所有的智慧型手持行動設備都可以通

過就近的存取點來與校園網路連結，存取校園

網路上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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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檯管理系統來看，後檯管理系統需要

使用資料庫存取介面才能夠與組織資料庫進行

通訊，而資料庫存取介面還需要透過作業系

統、電腦（Computer）、網路卡等軟硬體才能夠達

成與組織資料庫通訊的目的。 

以資料庫來看，資料庫需要透過資料庫管

理系統、作業系統、電腦、網路卡等軟硬體才

能夠與點名點系統或是後檯管理系統進行通

訊。 

圖 5 則顯示了行動式學生出勤管理系統的

實作性架構，這是本文作者在考量了目前各種

可用的軟硬體工具和技術之後，所擬定出來的

一個可以實際去實踐的資訊系統架構。 

從圖中可以看出來，在點名點系統方面，

建議採用微軟的口袋型個人電腦、Window CE作
業系統、SQL Server 2000 CE 行動資料庫管理系

統、ADOCE資料庫存取介面、802.11b無線網路

系統。 

在後檯管理系統方面，建議採用一般等級

的個人電腦、Windows XP Professional 作業系統、
ADO.NET資料庫存取介面、100BaseT乙太網路系

統。 

在組織資料庫方面，則建議採用伺服器級

的個人電腦、Windows 2000 Server作業系統、
SQL Server 2000資料庫管理系統、100BaseT乙
太網路系統。 

POM

DB-API

Mobile DB

OS

PDA

OS

Computer

DBMS

DB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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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SQL

Net Card Net Card Net Card

package package

 

圖 4 行動式學生出勤管理系統的一般性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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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行動式學生出勤管理系統的實用性架構 

4.3 開發指引  

行動式學生出勤管理資訊系統的開發，有

許多事項需要予以特別重視和解決。本小節分

別針對基礎設施、作業流程、分析與設計、程

式設計、教育與訓練等五個方面提出開發指

引，說明如下。 

（一）基礎設施方面的指引 

行動式學生出勤管理資訊系統的引入需要

對無線通訊網路、個人數位助理、行動資料庫、

軟體開發工具等軟硬體進行投資或是建置。其

中，無線通訊網路的建置更是需要予以注意的

部份。 

為了減少智慧型手持行動設備無法與校園

網路正常連結情況的發生，在佈設無線通訊網

路存取點時，要考慮到存取點覆蓋半徑的限

制，予以佈置足夠數量的存取點。另外，對於

地下室等電磁波訊號比較難以到達的地方，需

要進行加裝中繼器（repeater）和戶外天線等無線
通訊網路的品質改良工程。 

（二）作業流程方面的指引 

應用行動計算技術來改善學生出勤資料管

理之前端的點名作業，無疑是一種應用促成科

技來改善作業流程的作法。學生出勤管理的作

業流程，甚至於是整個學生輔導的作業流程都

會受到影響。 

而比較合理的作法是，在執行行動式學生

出勤管理資訊系統的開發作業之前，應該先行

分析現行的學生輔導和學生出勤管理這兩個作

業流程，並重新思考和設計，在行動計算技術

支持之下的最佳新作業流程4。而行動式學生出

勤管理資訊系統的規格和設計則為新作業流程

設計的一部份產出（可能不完善）。 

上述之作業流程的分析和設計是一項困難

的過程，不謹會有技術面的問題，還會有更難

以處理的人員抗拒的問題。對於如何模式化作

業流程和如何分析、重新設計作業流程等技術

性知識，以及如何消彌相關人員抗拒等管理性

知識，都可以從企業流程改造方面的文獻中得

到很多的學習和啟發［7,13］。 

（三）分析與設計方面的指引 

從上述之 3.4小節的說明可以看出來，目前

                                                 
4 一般所謂的作業流程設計，實際上包含了作

業程序設計、組織設計、工作設計、文件設計、

資訊系統分析與設計、作業規章設計等多項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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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型手持行動裝置的程式設計，和個人電

腦的程式設計相仿，主要採用視覺化程式設計

的方式。 

然而，不論是先前流行的結構化軟體分析

與設計方法，或是現在主流的物件導向軟體分

析與設計方法，對於採用視覺化程式設計方式

的資訊系統開發專案而言，都有很多的不適用

和不合理的地方。 

目前針對這方面問題尋求解答的文獻還很

少，程裕繁等人對這方面問題的探討和其提供

的部份問題的解答相當值得參考［1］。 

（四）程式設計方面的指引 

相較於個人電腦，智慧型手持行動設備在

螢幕大小、輸入方式、處理速度、記憶體容量

等方面都有相當大的限制，例如微軟的口袋型

個人電腦（Pocket PC）的螢幕很小，其解析度祇

有 320 × 240 像素（請參考圖 6）。 

在開發行動程式時，這些限制要特別予以

重視和解決，如此才能夠讓智慧型手持行動設

備發揮其應該有的作用。 

 

圖 6 微軟口袋型個人電腦的外觀 

（五）教育與訓練方面的指引 

點名人員對於智慧型手持行動裝置的熟悉

和使用、網路管理人員對於無線通訊網路的瞭

解和管理、程式設計人員對於行動資訊系統開

發工具和方法的熟悉和使用，都是需要予以正

視和解決的問題。 

這些問題，必需藉由適切安排的教育與訓

練課程來予以解決。 

五、結論 

學生輔導是一項重要的教育活動，而學生

資料的完善管理則是學生輔導工作能否做好的

最重要關鍵之一。 

本文提出點名點系統的觀念，企圖應用行

動計算技術來改善學生出勤資料的管理。透過

前檯點名點系統和後檯管理系統的協力合作，

將可以用最經濟與最有效的方式來管理好學生

的出勤資料。 

在目前，行動計算技術於教育行政上的應

用方興未艾，存在著許多的可能性與挑戰，本

文作者將持續在這方面進行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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