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智慧型教學系統與學生模型之相關文獻回顧 

智慧型教學系統（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ITS）是一個提供個人化教學的電腦輔助教

學系統，智慧型教學系統使用教材相關知識、學生特質、教學策略來支援彈性的個人化

學習[Burns & Capps, 1988]。基於因材施教的概念，智慧型教學系統必須能夠依照不同

學生的學習需求與狀況挑選出適合的教材內容及調整適當的教學方式。為了幫助智慧型

教學系統做出正確的教學決策，正確的評估學生表現成為智慧型教學系統中十分重要的

一部分，透過學生在教學評估中的資訊以及目前在領域中所了解的多寡，系統才能為其

挑選出適合的教材內容，而系統亦須了解個別學生目前的程度以及學習方式，如此才能

調整出適合個別學生的教學方式。這些關於學生的資訊都是透過智慧型教學系統中的學

生模型來蒐集、分析與推論的。 

學術界中已有許多學者致力於智慧型教學系統中學生模型的建模。Brusilovsky等人

[Brusilovsky et al., 1996]將智慧型教學系統推廣到World Wide Web(WWW)上，並利用學

生模型提供個別學生適性化的教學內容。Brusilovsky等人提出智慧型教學系統

ELM-ART，ELM-ART是一個以Lisp程式教學為目的並構築於WWW上的智慧型教學系

統，ELM-ART整合了電子書、傳統教學環境與智慧型教學系統的特點，利用學生模型，

系統可以針對個別學生的學習程度與狀態來分析教材內容中的課程材料、範例、習題與

說明對於此學生的教學的型態，例如：對於某個課程材料此學生的學習狀況是「已學會

的」、「已經準備好可以學習的」或是「尚未準備好可以學習的」，並透過網頁上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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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大小、顏色及圖示等，來標示這些有關於個別學生的適性化訊息，系統並可以量測教

材內容對於個別學生程度的相似度，以適性化排序的方式來展現教材內容，將適合學生

程度的相關教材連結排序在一起。 

Conati與VanLehn等人[Conati et al., 1997]於1997年提出以貝氏網路[Pearl, 1988]實作

學生模型，用以預測及推論學生在牛頓力學的智慧型教學系統ANDES[VanLehn, 1996]

中的解題路徑(solution path)。ANDES是一個透過學生與教學系統互動合作解題(coached 

problem solving) [VanLehn, 1996]的方式來學習牛頓力學的智慧型教學系統，在學生與教

學系統互動合作解題的過程中，學生如果持續進行著正確的解題路徑，教學系統則僅須

在每個步驟中對學生表示同意，而當學生在某個解題步驟中躊躇不前，教學系統則需提

供一些合適的援助與暗示以引導學生走回正確的解題路徑。根據這樣的需求，教學系統

需要一個可以詮釋學生目前的動作並且推論學生目前所位於之解題路徑以及所遇到的

瓶頸的學生模型。Conati等人利用貝氏網路作為表示此學生模型的工具，考量了學生內

在程度與學生動作用意的不確定性，在解題的每一個步驟中即時的更新學生模型中的資

訊，這些資訊即可以幫助教學系統在學生遇到解題瓶頸時修改其對學生所提供的援助與

資訊，以幫助學生克服在解題路徑中所遇到的問題。 

Zhou和Evens[1999]等人則是以一個生理醫學領域之互動對話式教學系統作為實

例，藉由此領域知識中的因果鏈結關係的推理(reasoning in a causal domain)來教導學生此

領域的知識。在這個智慧型教學系統中，他將學生模型分為四個模組。第一個模組為「學

生表現評估模組」，此模組將學生表現評估分為「對於個別參數的了解評估」、「對於

解題步驟的了解評估」、「對於題目的了解評估」、「對於整個領域的了解評估」，此

四個層次的評估為由下而上的繼承關係，學生對於每個參數的了解評估會在每次系統與

學生之教學對話後更新，而對於解題步驟的了解評估則由學生對每個參數了解評估計算

而得，對於題目的了解評估則由學生對每個步驟了解評估計算而得，最後，整個領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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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評估則由學生對每個題目的了解評估計算而得。Zhou和Evens的學生模型中的第二

個模組為「學生答題資料記錄模組」，此模組記錄學生對於領域中每個觀念所屬題目的

答案，並且將學生的答案分為八個種類，答案的種類極有助於系統教學策略與教學對話

的決定（例如：極近似之錯誤答案）。第三個模組為「學生解題路徑模組」，此模組記

錄學生答錯之答案及其順序，藉由比對其順序與正確答案之順序來判對學生在推導答案

時可能是在哪個環節出了錯誤。第四個模組則為「教學記錄模組」，此模組記錄所有教

學紀錄與對話紀錄，藉此即可反映出學生學習過什麼以及學習的如何。 

學生模型的種類與型態隨著教學領域與教學方法的不同而十分的廣泛，然而其主要

目的都是要幫助系統對於目前個別學生的學習狀況做出最適合學生的教學決策[Zhou  

& Evens, 1999]。 

2.2 關於不確定性的相關文獻回顧 

在學生模型對於個別學生所要蒐集、分析與推論的資料當中，有許多資訊是帶有不確定

性(uncertainties)的。不管在傳統教學或是智慧型教學系統中，不確定性的來源有很多，

其中一個最常出現不確定性現象的來源就是「測驗」。在測驗的結果中，不小心答錯(slip)

或幸運的猜對(lucky guess)都是我們經常聽到的現象[Mislevy et al., 1996; Martin & 

VanLehn, 1995; Millán & Pérez-de-la-Cruz, 2002]，透過觀察學生的外在表現通常無法完

全正確的決定學生內在的知識程度。學生在進行測驗時，可能僅回答了中間的答案，或

者發生無意識的錯誤，例如打字錯誤；也可能僅是經由隨意猜測而猜對題目；另外一種

現象則是題目答案的本身並無法提供足夠的資訊來證明學生擁有特定的知識，例如當一

道題目擁有多個知識可以用來解題時，從學生最後的答案來看，我們並無法得知學生是

利用哪一個知識來解題，因此我們也無法確定學生學會的知識有哪些 [Martin & 

VanLehn,1995]。 

另外一個常在開放式的學習平台中（例如建構於WWW上的智慧型教學系統）常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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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不確定性為，即便我們對於使用者可能出現的所有行為作好相對的解譯，我們亦難

完全正確的判定使用者行為所代表的意義[Conati et al., 1997; Bunt & Conati, 2003]，而在

互動式的教學系統中，學生更可能會蓄意製造錯誤來測試系統會有什麼反應[Reye, 

2004]。 

在資訊科學的領域，我們通常透過各種推論的方法來解決或解釋這些不確定性的資

訊。推論的工作是透過我們所知道或觀察到的資訊來解釋現象、預測現象、或者對特定

的事物下結論。由於我們所觀察到的單一資訊對於一個定論或決策來說通常是不完整、

不足夠或經不起考查的，因此學者致力於建立推論系統，將我們所觀察到的證據透過計

算權重、彙整、運用機率或其他方式來取得結論或做為決策的依據[Mislevy & Gitomer, 

1996]。 

2.3 應用貝氏網路於學生模型中的相關文獻回顧 

貝氏網路(Bayesian Networks)[Pearl, 1988]，又稱為「因果網路」(Causal Networks)1、「信

賴網路」(Belief Networks)[Heckerman et al., 1995]，是一個用來表示一群變數之間機率關

係的圖形結構，更深入來說，一個貝氏網路包含了一組隨機變數相互之間的關連性與聯

合機率分配[Heckerman & Breese, 1994]。貝氏網路以機率表示出變數之間的關連性，常

用在描述許多真實世界中的問題，包括問題診斷、決策支援、預測…等，近幾年來，貝

氏網路已成為一個對於具有不確定性的事物加以描述與推論的熱門工具[Heckerman & 

Breese, 1994]。 

資訊科學領域中有許多知識表示的形式與方法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formalisms) ， 例 如 Semantic Nets 、 Symbolic Rules 、 Fuzzy Logic 、 Case-based 

Representations、Belief Networks 與 Neural networks…等等[Hatzilygeroudis & Prentzas, 

                                                 
1 雖然貝氏網路也被稱為Causal Networks，貝氏網路中所表示的關係其實是條件獨立關係，而不必然是因

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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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而貝式網路與其他知識表示的形式比較，其最大的特點在於貝氏網路可用於處

理不完整(incomplete data sets)或具有不確定性的資料，利用貝氏網路進行 Learning 並不

一定需要完整的資料集亦可進行，因此倘若我們僅能取得關於欲分類物件的部分資料，

貝氏網路還是能從我們所觀察到的資料中發掘變數之間的關聯性[Heckerman, 1995b]；貝

氏網路亦可藉由不完整或具有不確定性的資料來預測變數資料，這也是許多知識表示的

形式與方法所做不到的。貝氏網路結構化(structural)的知識表示方式也有助於我們表達

領域變數之間的關聯性[Hatzilygeroudis & Prentzas, 2004]，幫我我們了解變數之間的關

係。除此之外，貝氏網路中的附屬於個別變數的條件機率資料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tables, CPTs)亦有助於我們用以推測在各種不同的條件之下事件發生的機率[Heckerman, 

1995b]。 

由於貝氏網路的許多特點，目前已有許多學者將貝氏網路應用於智慧型教學系統的

建置工作中。例如我們在 2.1 節中提到的，Conati 等人[Conati et al., 1997]於 1997 年提出

以貝氏網路實作學生模型，考量學生內在程度與學生動作用意的不確定性，用以預測及

推論學生在牛頓力學的智慧型教學系統「ANDES」[VanLehn, 1996]中的解題路徑(solution 

path)。 

Bunt 等人[Bunt & Conati, 2002]則以貝氏網路作為開方式學習平台之學生塑模的工

具。開放式的學習平台提供學生許多教學材料，學生可以自由的瀏覽、自主的學習，然

而對於較無法自主學習的學生，系統則須提供適當的協助以幫助學生瀏覽教學材料。

Bunt 等人提出一學生模型，此模型能對學生在開放式學習平台的瀏覽動作做出評估，系

統進而利用這些資訊來提供適當的協助。Bunt 等人在建立這樣的學生模型一開始所遇到

的困難是，學生動作雖然容易追蹤，但這動作對於學生內在的思考與推論並無法提供充

足的訊息，因此 Bunt 等人使用貝氏網路來克服這些不確定性。然而，在建立此貝氏網

路所遇到的挑戰為如何正確的表示出貝氏網路中每個變數之間的機率關係，以及如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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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在學生的動作中哪些才是正確且有意義的動作。Bunt 等人利用一個反覆設計過程

(iterative design process)的方法來建立貝氏網路，首先利用直覺來定義哪些正確且有意義

的瀏覽動作且以此設計貝氏網路，接著經由評估的結果來重新設計網路，且對新網路中

的改變做進一步的評估，透過這樣反覆設計與評估的過程即可得知哪些因素決定了正確

且有意義的瀏覽動作，並且將這些因素考量到學生模型之中。 

Vomlel[2004]則是將貝氏網路應用在適性化的測驗上。Vomlel以S = {S1, . . . , Sk}來表

示學生在領域中所需學習的技能或觀念，以X = {X1, . . . ,Xm}來表示領域中的試題庫，並

對於每個試題標示出有哪些技能與此試題有直接關係，這個關係是以機率的方式來表

示。如果我們需要測驗學生對所有技能的能力，在傳統的測驗中的作法就是從題庫中選

出一個試題的集合，使得此集合中試題所相關的技能可以涵蓋所有的技能(fixed test)，

而另一種是適性化的測驗則是根據學生在上題試題答對或答錯的結果來選擇下題試

題。Vomlel以S與X所建構出來的貝氏網路做為適性化測驗選題的工具，並在實際的教育

實驗中証實這樣的適性化測驗可利用較少的施測題數測驗出學生對所有技能的程度，並

且提出一套以此貝氏網路設計fixed test的方法，此種方法所設計出的fixed test可有效的

測驗出學生對所有技能的能力。 

Liu[2005]則是以貝氏網路來表示教學領域中學生類別與觀念之間的關連性。在其所

應用領域中的觀念，有一些是基本的觀念，有一些則是由基本觀念所衍生出來的綜合觀

念(composite concept)，同時在題庫中每個觀念皆擁有可用來測試學生對於此觀念會或是

不會試題，並根據學生對於每個觀念的能力「會」或「不會」的兩種狀況挑出一些典型

的類別作為學生族群。Liu 運用貝氏網路描繪出學生類別與是否擁有觀念能力之間的機

率關係、擁有基本觀念能力與擁有綜合觀念能力之間的機率關係，以及擁有觀念能力與

是否答對此觀念試題的機率關係，並利用這樣的學生族群答題模型，再加上資訊理論中

的 mutual information[Cover & Thomas, 1991]的輔助，企圖尋找可以用比較少的測驗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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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有效分辨學生能力的類別。 

由於本研究的主要議題在於研究如何從考生答題資料觀察出考生學習綜合觀念的

學習歷程，因此本研究利用 Liu 所提出之代表教學領域中學生類別與觀念之間關連性的

貝式網路作為模擬環境中的學生族群答題模型，企圖找出從模擬考生答題資料中看不出

來的綜合觀念學習歷程。這個模型與 Vomlel 在 2004 年所提出的模型不同之處在於，Liu

所提出的模型對於教學領域中的觀念有基本觀念與綜合觀念之區分，是否擁有綜合觀念

的能力與是否擁有其親代觀念的能力有直接相關的關係，且每個試題都僅隸屬於領域中

的其中一個觀念；而 Vomlel 所建立的貝氏網路中，每個試題可能與一個以上的技能有

直接的相關性，然而此貝氏網路並沒有 model 出學生如何整合這些基本技能成為綜合觀

念的概念。透過 Liu[2005]以貝式網路所建立的學生族群答題模型所產生的模擬考生答

題資料，我們可以觀察學生在綜合觀念之可能的親代觀念的所屬試題表現與其在綜合觀

念所屬試題表現的相關性，嘗試用一些數學的方法來找出一個較能符合真實狀況的學習

歷程。 

事實上，資訊科學領域中已有許多學者研究如何從訓練資料中找出適合的貝式網路

的問題，例如Heckerman在 1995 年在假設任何合理的網路結構都是可能產生所蒐集到資

料的情況下，提出一個「Bayesian Approach」，從一些觀察的到變數資料的訓練資料中

找出適合的貝式網路結構[Heckerman, 1995a]；Neapolitan亦是假設任何合理的網路結構

都是可能產生所蒐集到資料，企圖找出最好的結構和相配合的條件機率作為隱藏在資料

背後的模型[Neapolitan, 2004]。在本研究所要處理的問題中，由於我們所能觀測的只是

學生對個別試題的答題表現，而不是直接觀測到學生對於受測觀念的能力，亦無法觀察

到考生學習綜合觀念的學習歷程以及考生學習程度，因此我們所面臨的是一個有hidden 

variables 的貝氏網路學習問題。雖然貝氏網路的相關研究早已經建議許多 learning 

Bayesian networks的技術，其中也不乏有處理hidden variables (latent variables)的相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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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我們的研究並不是第一個處理hidden variables的研究，但是在CAI / CAL2領域中，

本研究卻是少數嘗試structure learning的初步研究。因此在本論文中，我們探討是否能透

過一些簡單的方法來找出較能符合學生真實學習狀況的學習歷程，而沒有直接應用前人

的方法。除此之外，一般處理hidden variables的研究通常不會討論有很多hidden 

variables，而由於在我們所要處理的問題中，我們所能觀測到的只有學生對個別試題的

答題表現，不能直接觀測到學生對於所有受測觀念的能力，亦無法觀察到考生學習綜合

觀念的學習歷程以及考生學習程，因此在我們所要處理的問題中hidden variables的數目

是比較多的。 

對於本研究領域中的詳細問題定義以及如何建立模擬系統與如何產生模擬考生答

題資料我們則在下一章詳細說明。 

                                                 
2 CAI / CAL: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同指「電腦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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