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系統架構 

上一章我們分析了多媒體流程產製的各種需求，並建立了一個服務平台模型，本

章進一步以這個模型為基礎，加上各種使用者介面，導入服務模式的應用，實做

並完成系統建置，登入介面如圖 4-1。使用者可以專案流程設計者或是平台服務

提供者兩方面來使用服務平台，如圖 4-2 

 

圖 4-1 多媒體流程產製服務平台登入介面 



 
圖 4-2 使用者定義服務平台角色 

 

4.1 流程設計 

本小節對此服務平台做簡單的應用。以政治大學為背景，從校內不同的單位收集

個人資料，整合成數位內容並產出。先對現況做簡單的描述，並設計專案流程，

再透過服務平台將這個流程實現，成為一個完整的專案。

4.1.1 情境描述 

政治大學畢業了許多學生，而這些學生或多或少會在學校裡面留下痕跡。這些痕

跡分散在學校內不同的單位裡面，像是系所、社團、教務處、學務處、秘書室、

圖書館等等。這些單位有自己的資料庫存放資料。我們要將這些資料蒐集起來，

利用這些資料組合成個人在校的特輯，串聯成『記憶河流』。而河流中的每一筆

資料單獨存在沒有什麼特殊意義，但可以透過一些資料加值的方法，讓資料具有

 



意義。而這些沒有特殊意義的資料經過適當的包裝組合後，才能具有完整的資料

內容。本計畫把個人的資料萃取出來，用一些製作數位內容的技術，加入當時校

園的影像，做個人的回憶展示，或是把傑出的校友以專輯的方式做展示，也可以

達到宣傳的效果。 

 就以往的作法，我們必須先向各個單位申請資料，請這些單位把自有的資料

4.1.2 情境流程化 

基於前一小節的情境，我們將此專案簡單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資料

 第一階段又有許多細部動作，依照政治大學的現況，資料可能分散在系所、

整理出來，主辦單位再將各單位的資料彙整收集，檢查有哪些可用資料，將資料

彙整成另外一個資料庫，再用各種方式查詢這些個人資料，並委託數位內容的製

作單位，去處理這些查詢出來的資料。以政大為例，這些資料會交給傳播學院來

處理，主辦單位請人將資料整理出來，對各項資料做註解、分類，成為一個完整

的個體，個體中包含當時校園的資訊，如政大校史、政大校訊、政大網路電視台

節目、新聞、政大之聲電台、校園當時的照片等等。在個人方面，還有畢業證書

掃描、論文檔案、得獎資訊、成績、活動照片、影片、作品、圖書館借書資訊、

社團活動檔案等等，傳播學院則根據整理的註解將資料分散出去，交給各方面的

專家來處理。 

蒐集』，找出分散在校園內各單位可能包含的資料，將這些材料準備好。第二個

階段是『資料處理』，將這些資料分門別類建檔，建立元資料(metadata)與各項資

料的註解。第三個階段是『表現資料』，將前一步驟整理完成的資料加工，把資

料去蕪存菁，處理成更容易觀賞的方式。最後第四階段是『發佈資料』，將先前

做完的數位媒體檔案，找尋適當的管道呈現及發佈。 



社 、教務處、學務處、秘書室、圖書館幾個單位，這些單位都有自己的資料可

以提供。傳播學院有校園資訊，如政大校訊、校內新聞、學生作品、網路電視台、

政大之聲，還有一些活動如校慶運動會、包種茶節活動等等。圖書館有校史、碩

博士論文、期刊、投稿資料、借閱書籍的歷史訊息等等。教務處有學生在學成績、

在校表現等等。以及學務處的學生基本資料等等，資料庫所存資料如表 4-1，將

流程整理如圖 4-3 

團

資料庫名稱 資料內容 

傳播學院資料庫 校內新聞、學生作品、網路電視台、政大之聲、政大校訊、

校慶運動會、包種茶節活動 

圖書館資料庫 稿資料、借閱書籍的歷史訊校史、碩博士論文、期刊、投

教務處資料庫 在學成績、在校表現 

學務處資料庫 學生基本資料 

表 4-1 各資料庫所含之資料內容 

 第二個階段是『資料處理』。此階段目的是要將前一步驟取得的資料，將資

料整理成內容製作者容易理解的形式，同時將資料做正規化，並統一資料格式，

對這些資料加上適當的註解，方便下一個步驟能夠讀懂這些資料。同時，設計這

些資料的元資料(metadata)，讓第三階段可以輕易的存取這些資料，將流程整理

如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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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資料蒐集的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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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資料整理的流程圖 

 第三個階段是『表現資料』。參考一般的多媒體製作方式，我們將這個階段

細分成四個項目，分別是設定主題、資訊架構、資訊互動、資訊呈現四個項目，

由『設定主題』開始設計欲呈現資料的主題、表現的形式等等。『資訊架構』則

是分析手上現有的素材，將欲表現的資料做一些資料階層上的設定，讓觀看者可

以更方便的看到想看的東西。『資訊互動』主要的目標，是設計多媒體與觀賞者



之間的互動模式。而『資訊呈現』則是將先前設計好的構想用各種工具實現出來，

將流程整理如圖 4-5。 

表現資料 

設定主題 資訊架構 資訊互動 資訊呈現 

 
圖 4-5 表現資料的流程圖 

第四個階段是『發佈資料』，將前一步驟的媒體檔案送出，在『表現資料』

階段會視情況需要，將數位檔案製作成多個版本，而此階段就是依照這些檔案的

特性，將資料發佈到可以展示的媒體中。我們將發佈的目標定為圖書館數位典

藏、網路電視台、網頁發佈三個方向，並由系統協調發佈事宜，流程整理如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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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發佈資料的流程圖 

檔案分配 
網路電視台 

網頁發佈 

網路電視台

資料庫 



4.2 流程描述 

構思完成之後，我們必須將流程想法轉換為平台讀得懂的方

式，將流程中的各步驟定義明確，如圖 4-7 

在專案流程初步的

 

圖 4-7 定義步驟 

 有了這些步驟之後，我們可以將這些步驟組合成流程，參考[11]描述流程的

方法，我們定義了幾種簡單的流程符號，方便系統讀取，符號如表 4-2： 

描述  符號  

Parallel execution  ||  

Sequence  ;  

Conditional branch  +  

Con   ditional loop L  

Separate  （） 

end process . 
sub-process Psub 

4-2 流程描述符號表 表



依照表中的符號，我們將四個階段流程描述如下： 

P記憶河流 = Psub資料蒐集; Psub資料處理; Psub表現資料; Psub資料發佈. 

第一階段『資料蒐集』描述如下： 

P資料蒐集 = 資料探測;(傳播學院||圖書館||教務處||學務處). 

第二階段『資料處理』描述如下： 

P資料處理 = 資料彙整;資料正規化;設計元資料. 

第三階段『表現資料』描述如下： 

P表現資料 = 設定主題;資訊架構;資訊互動;資訊呈現. 

第四階段『資料發佈』描述如下： 

P資料發佈 = 檔案分配;(圖書館收藏||網路電視台||網頁發佈). 

 前一小節我們在服務平台的流程定義服務，將記憶河流專案流程化。在本小

，將流程表達出來。而平台則可以根據我們設計的流

程步驟，找出相對應的服務來搭配，建構服務模組。 

設計是否會造成平台找尋

服務的困難，如圖 4-9。 

節我們以平台能接受的方式

 根據前一章所提到的服務平台模型，平台必須對使用者所設計的專案流程做

檢測，進一步的檢查流程是否產生錯誤或是迴圈，以及



 
圖 4-8 『記憶河流』專案流程設計 

 

圖 4-9 流程設計檢查 



4.3 服務設計 

前一小節所設計的工作流程必須要有相對應的服務來配合，即使是相同類型的服

務，由不同的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來設計，服務內部運作過程也有所不

同，服務的表現型態也相異，流程專案中的成員也可以抽換。 

關於『記憶河流』的計畫，我們有以下的服務設計： 

第一階段『資料蒐集』 

 此階段的服務主要功能為從已知的資料庫或內容提供者中，找尋可用的多媒

體資源，包含文字、音樂、圖片、影片等等。 

校園資訊探索服務 

 校園資訊探索服務對應使用者流程中第一階段的『資料探測』步驟。此服務

可以幫助使用者探索校內的各個資料庫，依照使用者的需求屬性，找出適合的資

料庫，並向這些資料庫發出資料申請，將取回的資料回饋給使用者。 

本服務是以 GUI 網路服務的方式提供使用者服務，屬於搜尋類服務，需由

使用者輸入需求屬性，輸出則是校內適合使用者搜尋的資料庫名單，以及這些資

料庫的基本資料、需求等等。 

 

傳播學院多媒體分享服務 

 傳播學院多媒體分享服務屬於傳播學院下的一個資料提供單位，對應到流程

中第一階段的『傳播學院』。傳播學院是一個提供多媒體檔案的大型單位，包含

傳播學院以及傳播學院之下的各個系所的資料，如新聞系、廣電系、廣告系等等。



服務模組可在這取得政大校訊、校內新聞、學生作品、網路電視台、政大之聲，

還有一些活動如校慶運動會、包種茶節活動等等的資料。 

本服務的資料提供以 XML 的檔案為主，其他非文件的影音檔則是以連結或

是附加的方式存在 XML 檔案中，方便其他服務的存取。此服務需由使用者輸入

關鍵字做查詢，輸出則是以 XML 包裝的檔案，屬於收藏類服務。 

 

教務處學生資訊查詢服務 

 教務處學生資訊查詢服務屬於教務處的資料庫，對應到流程中第一階段的

『教務處』。教務處之下設有註冊組、課務組、通識教育中心等等的單位。服務

模組可以在這裡取得學生在學成績，在校表現等等的資訊，使用者必須有一定的

權限才能取得部份個人資訊。 

本服務是以 XML 網路服務提供服務，屬於收藏類服務，使用者存取資料必

須取得相關人員的授權。此服務需由使用者輸入關鍵字做查詢，輸出則是以 XML

包裝的檔案。 

 

學生個人資訊維護服務 

 學生個人資訊維護服務屬於學務處的資料庫，對應到第一階段的『學務處』。

學務處下有軍訓室、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組、衛生保健組、藝文活動組等等。

服務模組可以在這裡取得上述單位內涵的資訊，如參與的藝文活動、健康資訊、

社團資訊、生活資訊等等。其中許多資料屬於個人的隱私，使用者也必須有相當

的權限才能取得這些資料。 



 本服務是以 XML 網路服務來提供資料查詢的服務，屬於收藏類服務。使用

者亦需有相關人員的授權才能取得資訊。此服務需由使用者輸入查詢者的帳號和

密碼，以及查詢的項目，輸出則是將資料寫在 XML 檔案中，使用對應的 DTD

檔案來識別資料。 

 

圖書館資訊系統查詢服務 

 圖書館資訊系統查詢服務屬於圖書館的查詢服務，對應到流程第一階段的

『圖書館』。圖書館為校內最大的收藏單位，除了眾多的紙本書籍之外，也有許

多數位化的資訊可供查詢。圖書館收藏了各種學術期刊、投稿紀錄、碩博士論文、

校史、學生借閱書籍資訊等等。其中學生借閱書籍資訊屬於隱私的紀錄，需取得

相關權限才能查詢。 

 本服務是以 XML 網路服務來提供資料查訊的服務，屬於收藏類服務。需要

由使用者輸入資料需求屬性，借閱書籍方面則需有帳號密碼，而輸出則是將資料

裝載在 XML 檔案中。 

 

 



 

圖 4-10 第一階段服務登錄 

 

第二階段『資料處理』 

 第二階段的服務必須將前一階段取得的零碎資料做初步的處理，統一格式並

做必要的分類與註解，方便後續的專家服務利用這些資料。 

資料分析整理服務 

 資料分析整理服務為第二階段的服務，對應到資料彙整步驟。此服務目的在

分析第一階段時，服務模組從各個單位取得的資料。第一階段服務模組資料是由

許多不同的來源所取得，取得的資料類型複雜、命名上也不統一，不確定的因素



相當多。此服務以 GUI 網路服務方式來處理，屬於製造類服務，負責資料的整

理。輸入為使用者定義來源資料名稱、類型，輸出為服務整理過後的資料。 

 

資料正規化服務 

 資料正規化服務對應到第二階段的『資料正規化』步驟。此服務的目的是要

把前一服務所整理過的資料的格式統一，如影片檔、圖片檔、音樂檔等等。由於

來源不同，編碼解碼的工具也都不同，這種情況會造成後續服務使用上的困擾。

此步驟把這些數位檔案轉成平台所能接受的統一格式，方便後續的數位加工、發

佈。此服務需要使用者輸入想要的各式檔案格式，輸出則是經過格式轉換的資

料，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 

 

元資料(metadata)規劃服務 

 元資料規劃服務對應到第二階段的『設計元資料』步驟。此服務的目的，是

為這些從各單位蒐集而來的資料加上註解。某些資料本身在原本的資料庫就有元

資料(metadata)，此時可以直接將元資料直接匯入。但有些只是一般的檔案，需

要加上註解，一方面從原始的資料取出並整理，一方面由使用者檢查補充。此服

務以 GUI 網路服務來提供協助，屬於媒體製造類，需要使用者輸入對應資料的

元資料，由服務將這些元資料整理成服務平台的格式。 



 

圖 4-11 第二階段服務登錄 

 

第三階段『表現資料』 

 設計因為牽扯到人類的視覺、聽覺，而一般的服務無法做到人類的創意想

法，故此階段的服務以專家服務為主，主要的功能圍繞在製作與呈現，藉由多位

專家的合作，將前幾步驟所收集處理的資料做利用，表現這些資料。 

設定主題專家 

 設定主題專家對應到第三階段『表現資料』的『設定主題』。參考一般數位



設計方式，第一是設定主題，確立此數位檔案的目的，該出現甚麼樣的內容，數

位檔案的觀賞者族群範圍等等。此服務將一些基本的主軸定義清楚，後續的製作

就依此方針來設計。設定並不限定單一的發佈方式，可能以套裝的概念以各種表

現方法呈現資料，如網頁、影片、廣播劇等等。此服務以專家服務來提供使用者

協助，屬於媒體製造類服務。 

 

資訊架構專家 

 資訊架構專家對應到流程中第三階段的『資訊架構』。此服務的主要目的是

將蒐集而來的資料做進一步的整理。此服務與步驟二中的資料分析整理服務目的

不同，資料分析整理服務主要是將資料整理成內容製作者容易辨識的形式，但資

料量仍然龐大、名目紛雜。而資訊架構專家必須從這龐大的資料中，找出容易吸

收的資訊，將一些次要的資訊刪除，凸顯使用者想表達的資訊。除了刪除掉多餘

的資訊，資訊架構專家還必須將表現的資料分層，將要表現出來的資料做架構上

的分析，藉由層級上的劃分，讓觀眾得以更容易理解作者想要表達的意義。此服

務以專家服務的形式呈現，屬於媒體製造類服務，使用者必須將整理過的原始資

料加上註解，依照一定的格式傳給資訊架構專家。輸出則是分層且容易吸收的資

料。 

資訊互動專家 

 現今的多媒體比起以往豐富許多，以往只有傳統的影片、音樂、圖片可以選

擇，但拜現在發展蓬勃的工具軟體所賜，互動式的多媒體在網路上大放異彩，從

一般的網頁 CGI 到 DVD 電影選擇模式，到相對複雜的遊戲模式，以及逐漸發展

的數位電視互動。資訊互動專家對應到流程中第三階段的『資訊互動』。資訊互

動專家根據資訊架構專家整理出來的資料做設計，設計各項資料與觀眾互動的形

式，讓這些資料以更有趣、更方便的方式呈現。此服務以專家服務的方式服務，



屬於媒體製造類服務。輸入為資訊架構專家整理過的基層式資料，輸出為互動式

資料呈現資訊。 

資訊呈現專家 

 資訊呈現是製作此數位媒體的最後階段，對應到第四階段的『資訊呈現』步

驟。資訊呈現專家將前面的設計付諸實現，此階段要考量的是使用的工具，選擇

一個好的工具，以大眾所能接受的方式，將前面的構想表現出來。輸入為資訊架

構專家，以及資訊互動專家所設計的樣式。輸出則依照使用者的需要，分成收藏、

電視台節目、網頁三個部份。 

 

圖 4-12 第三階段服務登錄 

 



第四階段『發佈資料』 

 前一階段服務將資料加值完成，然而卻沒有實際的應用。此階段的服務替這

些已經完成的數位內容找尋發佈的方式，有收藏、節目播放、網頁發佈等等的方

式。 

檔案分配服務 

 檔案分配服務屬於第四階段的『檔案分配』步驟。此服務在接到資訊呈現專

家傳來的資料後，依照使用者的設定來找尋可用的發佈服務，提供給使用者挑

選。在此設計中有圖書館、網路電視台、網路伺服器三個目標可以選擇，由此分

配服務將資料來檢視其它發佈單位的情況，並依照使用者要求送到目標服務。此

服務以 GUI 網路服務方式呈現，屬於搜尋類服務。 

 

圖書館數位資訊典藏服務 

 圖書館為校內最大的收藏單位，在提供資料之餘，也要負責收納資料，此服

務屬於圖書館的收藏類服務，將『記憶河流』的計畫收納起來，留給將來需要的

人，也提供有興趣的人查閱。圖書館數位資訊典藏服務對應到流程中第四階段的

『圖書館收藏』，輸入為依照正式格式的典藏資料，輸出則是提供收藏結果與取

得方式。此服務屬於收藏類服務，並以 XML 網路服務方式呈現。 

 

網路電視台發佈註冊服務 

 網路電視台發佈註冊服務對應到第四階段的『網路電視台』。此服務的功能，

是提供使用者註冊想要發佈的節目，使用者可將上一階段資訊呈現專家所做的節



目，依照網路電視台的規定，註冊在此服務中，等待電視台方面的回應。輸入為

使用者的設定與節目作品，輸出則是網路電視台的接受訊息，屬於收藏類服務，

並以 GUI 網路服務方式呈現。 

網頁發佈服務 

 網頁發佈是目前能夠流傳最廣的發佈方式，而此網頁發佈服務對應到第四階

段的『網頁發佈』步驟。此服務是由一個網頁伺服器所提供的服務，使用者必須

向此服務申請網頁空間，並將網頁上傳。輸入為使用者的設定與網頁作品，輸出

則是網頁伺服器的回應與接受訊息，屬於收藏類服務，並以 GUI 網路服務方式

呈現。 

 

圖 4-13 第四階段服務登錄 



 

4.4 服務組合 

根據前一章節的服務平台模型，使用者將專案流程(workflow)定義完成，由平台

來協助找尋適合的服務，並將這些服務對應到相對的流程步驟，做一個步驟與成

員的對應，並加上各服務的資訊提供給使用者做參考，如圖 4-14。 

 

圖 4-14 使用者定義步驟與服務成員配對 

然而平台找出的服務成員不一定會讓使用者滿意，所以平台必須提供使用者轉換

服務的機制，替換掉某幾個使用者認為不合適的服務，讓服務平台能運作的更順

利，如圖 4-15、4-16。 

 



 

   圖 4-15 更換服務                 圖 4-16 服務比對 

 使用者決定專案流程的服務成員之後，服務平台必須將這些服務做適當的繫

結，分配暫存資料空間給這些服務，讓服務有共用的空間彼此傳遞資料，設定這

些空間的使用權限，如圖 4-17。 

 

圖 4-17 分配可用資源 



 服務模組(service model)整合完畢之後，使用者必須設定各項服務的幾個參

數，讓服務經過初始化正式啟動，如圖 4-18。 

 

 
圖 4-18 服務設定 

 

4.5 服務運作 

在確定各服務可用資源空間和溝通方式，以及各項服務的運作設定完成之後，我

們將『記憶河流』專案的服務模式(service model)建構完成，接下來專案執行者

的工作是檢視各服務的狀況。第一階段的幾項服務必須先完成，這些服務將它們

所蒐集的成果列出，如圖 4-19 



 

圖 4-19 服務模式資料蒐集狀況 



 第二階段服務會將第一階段取得的資料做初步整理，專案執行者檢視處理的

狀況如圖 4-20 

 

圖 4-20 資料處理 

 第三階段的服務皆為專家服務，由專家定時將製作進度回報給服務平台，專

案執行者檢視這些專家的報告，評估進度是否有延遲的現象，如圖 4-21 



 

圖 4-21 檢視專家服務回報進度 

 第四階段服務必須在第三階段全部完成之後才開始動作，將這些完成的數位

檔案上傳至合適的發佈及收藏場所，申請發佈及收藏空間。專案執行者則等候這

些空間回應，取得這些空間提供的資訊，以及這些數位內容放置進去後的瀏覽方

式。如圖 4-22，專案執行者還必須檢視各項專家服務所做的工作，檢視這些工作

是否如專案執行者先前的預期，適時的與各個專家做一些訊息的交流，檢討缺

失，如圖 4-23 

 
圖 4-22 檢視資源登記狀況 



 
圖 4-23 檢視製作結果(1) 



 

圖 4-23 檢視製作結果(2) 



 

圖 4-23 檢視製作結果(3) 

4.6 小結 

本章我們設計了服務平台的系統架構，也利用這個服務平台來完成『記憶河流』

的計畫。我們先簡單的描述計畫的內容，目的是蒐集校內各單位的資訊，將資訊

抽取出來，做成個人在校的典藏特輯，一方面做宣傳，一方面給校友做校園的回

憶。接下來我們設計這項計畫的步驟，交給服務平台找尋適合的服務，將這些服

務組合成一個能夠合作的服務模組。專案執行者在平台建構服務模組時，對各項

服務做對應的設定，平台則分配可用資源和協調訊息傳遞方式。服務模組組成之

後，按照流程運作，彼此互相傳遞訊息。專案執行者在這個階段檢視各服務的運

作情況，檢視進度以及製成的數位內容。最後將服務發佈到圖書館、數位電視台、

網頁伺服器等等的地方，完成以服務模式的多媒體流程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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