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雛形系統建置 

第一節  雛形系統環境 

本研究希望能線上課程知識學習系統的環境中，發展具備智慧型的線上測驗系統，

此系統不但提供線上測驗出題及評分的功能外，也能透過本體論、人工智慧、詞義關係、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及文句語法分析，輔助教師產製試題，並使測驗評分能具備與傳統

測驗相同的評分效力。 
本研究之系統設計採用三層式主從遠距離學習系統架構(Three-Tier Client/Server 

Distance Learning System Architecture)，系統環境架構如圖 24 所示。本研究之後端資料庫

伺服器採用 Microsoft 公司之 SQL Server 2000，用以執行觸發程序及存放本系統之知識內

容、課程教材、試題、學習歷程、學習成績、作業、討論內容、公告資訊、課程資源及

申訴記錄等資料。Web 伺服器則使用 Windows 2000 作業系統中的 IIS(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5.0 伺服器軟體，以執行伺服器端(Server-Side Script)的語言(本研究使用的伺服器

端語言為 ASP，Active Server Pages)，並藉由 ASP 程式與資料庫進行連結。知識學習系

統主要使用 ASP 程式語言來發展各項模組功能，另外在 ASP 的程式中也會依據實際需

要，結合 Html、JavaScript 及 VBScrip 等網頁相關的程式語言，以共同完成各模組的功能

需求。從使用者端而言，使用者可藉由各種不同的瀏覽器連至本系統的網站首頁，並在

使用者端的瀏覽器上執行 Html、Java 及各種腳本語言(JavaScript 及 VBScript)，以進行遠

距課程學習的各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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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智慧型的線上課程知識學習系統環境架構圖 

 

第二節 使用者觀點之系統整體功能說明 

本研究規劃的系統功能，整合了 McGreal(1998)及林奇賢(民 86)的概念，功能包括線

上課程、線上測驗、虛擬教室、教學管理、學習工具、學習資源區及教材管理區等七個

系統功能，但在本研究中則以線上測驗功能為研究核心，各大功能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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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線上課程：線上課程為學習者進行網路學習活動的主要依據，課程的設計必須符合

全球資訊網的特性，並能符合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讓學習者依照自己方式進行學習。 
二、 線上測驗：線上測驗主要用以協助網路學習系統評估學習者的學習績效，並能結合多

媒體呈現多元的試題。當受測者測驗結束時，系統將立即給予回饋，以增加學習成效。

此外，線上測驗除了可以提供學習者的學習狀態資訊給老師，亦能提出學習者以後的

學習路徑建議。此外，本研究在線上測驗功能中，提供電腦輔助教師產製題庫的設計，

以節省教師出題的負荷，提供符合試題出題原則及涵蓋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概念的試

題，以使測驗活動能與教學目標相結合。 
三、 虛擬教室：虛擬教室是一個提供學習者或師生間的互動工具，學習者可藉由這個功能

進行課程知識討論、作業觀摩及合作學習，教師也可以藉由這個工具來進行課程資訊

公告及學習輔導活動。 
四、 教學管理：教學管理主要的目的是記錄學習者的學習活動及學習歷程，並由系統自動

分析學習者的學習成就資料，以提供教師進行學習輔導與評量的依據。 
五、 學習工具：學習工具是指學習者進行學習時，系統所提供的輔助性工具，其內容包括

線上筆記本，學習者可隨時記錄學習心得或摘要；另外，系統還提供站內資源的搜尋

引擎，以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成效。 
六、 教材管理區：提供教師及系統管理者進行教材知識萃取、建立、修改、刪除及設定

管理，除了系統可以自動產生講義教材知識內容外，教師亦可藉由人工方式，自行

建立每個知識主題的相關內容。 
七、 學習資源區：結合與課程高度相關且高品質的學習資源，並以超連結的方式，有組

織有系統的整合，以利學習者吸收網站以外的知識，並促進學習者的學習績效。 
 

第三節 系統功能說明 

為了描述「線上測驗與智慧評分子系統」及「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子系統」完成

後的系統使用狀況，以下區分為教師與管理者使用情境及學生使用情境進行功能說明。 
一、教師與管理者情境：此情境為教師與管理者操作系統之說明，其操作方式及步驟如

下。 
(一) 操作介面環境：教師與管理者可在任何時間及地點，透過網際網路及瀏覽器進

行線上教材及測驗資料之維護，諸如知識單元、教材講義、試題、學生資料、詞

彙語意、教材本體知識、試題本體知識、知識樣式規則、公式基模、測驗樣式規

則、作業資料、成績、學習資源、學習歷程、問題討論、測驗成績、相似語意詞

庫、考題申訴等資料。任何人使用本系統均需進行身份登入，系統則依據身份及

權限給予適當的學習系統相關功能。 
(二) 學生資料建立方式：為了記錄每一位學在學習系統中的學習歷程、作業繳交資

料、問題討論、測驗及成績等資料，教師可事先將學生基本資料藉由網頁畫面，

新增匯入至學生資料檔中。如果教師及管理者欲開放線上學習功能給非特定學生

(如校外人士或網路自學者)，則可允許這些學生未來在實際使用線上測驗系統

時，直接於圖 25 之畫面中進行學生資料之註冊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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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學員之系統註冊畫面 
 

圖 26: 開啟來源文章檔案及直接輸入處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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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領域詞彙主題管理畫面 

(三) 線上教材知識的建立：本研究受限於研究時間及研究目的的限制，因此線上教

材知識自動萃取功能並未包含在本研究中，因此仍須由教師以人工方式將經過斷

詞後的文章儲存至其所對應的教材結構本體資料庫中。因此在建立線上教材時需

依循以下步驟進行： 
1. 匯入原始知識文章：教師需先將網頁內容、知識內容透過網際網路或磁片檔

案等來源，透過「原始文章匯入」功能將文章內容匯至原始知識文章資料庫

中。除了教師可以透過現有知識文章直接匯入之外，教師亦可直接採用鍵盤

輸入的方式，將知識概念以文章方式建立至原始知識文章資料庫內。此步驟

主要的目的是要將自外部取得的知識以相同格式進行儲存，開啟來源文章檔

案及直接輸入處理之畫面如圖 26 所示。 
2. 管理領域詞彙主題資料內容：由於本研究以「管理資訊系統」課程做為知識

學習的應用領域範例，因此教師可以透過教材管理區內的領域詞彙主題管理

功能，建立及維護該領域中的所有專有名詞(如圖 27)，這些專有名詞與詞彙可

從國內外或特定管理資訊系統書籍內的「名詞索引」內容取得，並予以建立

完成，如此便完成「管理資訊系統」領域專業知識的初步工作。然而，本研

究在系統運作之初，便會先將所有「管理資訊系統」領域常見的專有名詞全

部建立於領域詞彙主題資料庫中，未來教師在實際使用時僅需針對尚未包含

的新名詞進行建立及維護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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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CKIP 系統斷詞處理畫面 
 
3. 進行斷詞分析並取得斷詞結果：當教師完成來源知識文章的取得及儲存，並

完成「管理資訊系統」領域專業詞彙的檢視與建立後，便可開始透過 CKIP 斷

詞分析系統，從原始知識文章資料庫中選取出所欲進行斷詞分析的內容，經

過 CKIP 斷詞分析系統完成斷詞及詞態標記後，再將斷詞結果儲存至通用斷詞

準知識庫中，圖 28 是本研究以 Visual Basic 所發展的 CKIP 斷詞處理功能之畫

面，另外本系統也提供 web 版本的線上斷詞的功能連結及處理，此程式乃是

中央研究院所開放之 CKIP 斷詞功能，如圖 29~圖 31 所示。然而，目前 CKIP
經常對於特殊領域的專有名詞、地名、人名及其他詞彙等，無法產生正確的

斷詞結果，因此教師可藉由本系統內的「領域斷詞修補」功能來修正 CKIP 斷

詞系統在特定領域應用時所產生的不正確之斷詞結果，例如原先在 CKIP 系統

會將「管理資訊系統」斷詞為「管理(Vt) 資訊(N) 系統(N)」的結果，經過本

系統之斷詞修補後，將修正為「管理資訊系統(N)」，圖 32 為系統中雖經 CKIP
系統斷詞，但尚未進行專有領域詞彙斷詞修補處理之文章表列，教師及管理

者可透過此畫面點選文章瀏覽查看儲存在系統通用斷詞準知識庫的文章內

容，文章瀏覽後之內容結果畫面如圖 33。執行斷詞修補功能後，原先 CKIP
系統所產生的斷詞結果經過領域詞彙主題資料庫內詞彙的分析與修正，將產

生特定領域專用的正確斷詞結果內容，並儲存至專用斷詞準知識庫中隨時供

系統進行知識萃取的工作，如圖 34 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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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線上斷詞功能畫面 

圖 30: 線上斷詞功能內容輸入畫面 

圖 31: 線上斷詞功能之結果回傳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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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通用斷詞準知識庫現有文章表列管理畫面 

圖 33：通用斷詞準知識庫之文章內容畫面 

 
: 

★CKIP 斷詞後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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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專用斷詞準知識庫現有文章表列管理畫面 

圖 35：專用斷詞準知識庫之文章內容畫面 

 : 

★CKIP 斷詞修補後之結果 

4. 管理公式基模與知識樣式規則：教師可透過教材管理區內的「公式基模管理」

功能，來建立或維護特定領域中的公式，或有可推導運算的知識內容。此外，

教師也可利用「知識樣式管理」來建立或維護書籍講義中常見的中文語句文

法規則及文法規則所對應的教材講義本體知識結構、詞義關係。圖 36 為本系

統所提供之規則類別管理畫面，圖 37 為系統內現有知識樣式管理畫面，圖 38
為詞性意涵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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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規則類別管理畫面 

圖 37：現有知識樣式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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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詞性意涵管理畫面 
(四) 線上教材知識內容管理：當教師想要管理線上教材講義知識內容時，教師可透

過教材管理區內的「教材講義知識管理」功能來完成。教師從圖 39 畫面中選擇

輸入知識主題關鍵字，或是依照講義章節內容進行知識關係及內容的管理。圖

40~圖 41 為進行知識內容結構的維護畫面，所有儲存於電腦中的教材知識內容，

不僅儲存原始的文字內容外，每個詞彙尚包含斷詞後的詞性標記。 

圖 39：維護儲存於知識結構中的知識內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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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維護儲存於知識結構中的知識內容畫面 1 

圖 41：維護儲存於知識結構中的知識內容畫面 2 
(五) 電腦產製試題：當線上教材知識庫中已儲存許多教材知識後，教師可透過線上

測驗區的「電腦產製試題」功能，讓系統從「線上教材知識庫」中搜尋新進的教

材內容，並依據每個教材內容的結構，自動產生題庫中所需的試題內容。圖 42
為電腦進行題庫產製的選擇畫面，系統會自動顯示出新進且尚未進行試題產製的

教材內容知識主題，教師可以選擇單一知識主題的試題產製，也可以選擇全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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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進行試題產製。試題產製過程由於牽涉到許多的知識內容的語法及詞義分

析，並需對照試題產製規則以進行試題的產製工作，因此需要花費數分鐘的執行

時間，而當電腦完成題庫產製後的執行畫面結果則如圖 43 所示，畫面中會顯示

整個試題產製過程中，試題產製、重複試題過濾及資料庫壓縮等階段所耗費的執

行時間。 

圖 42: 進行題庫產製的選擇畫面 

圖 43:電腦產製題庫的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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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電腦輔助編製試卷以「題型」單一概念自動選題設定畫面 

圖 45: 電腦輔助編製試卷以「題型」單一概念自動選題結果畫面 
 

(六) 電腦輔助編製試卷的自動選題管理：當系統經由電腦產製試題程序後，這些電

腦產製的試題將會聚合成知識學習系統中測驗評量時所需的題庫，而教師可透過

線上測驗區的「試卷產生」功能，讓系統從題庫中依據教師的需求，自動選擇符

合需求的試題組合來形成試卷。本系統提供教師二種電腦輔助挑選試題的編製試

卷方法，第一種方法是從「題型」、「知識類型」或「知識認知能力」的單一概念

中，選擇其中一種出題概念，進行電腦輔助選題的程序；第二種是同時整合「題

型」、「知識類型」及「知識認知能力」三類出題概念，進行電腦輔助選題的程序。

圖 44 為教師以第一種方式進行電腦輔助選題的畫面，圖中教師選擇以「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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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評量基礎，並挑選 3 題是非題、3 題單選題、2 題複選題及 2 題填充題，電腦

輔助編製試卷的自動選題結果畫面如圖 45 所示。另外，教師也可以利用第一種

方式的「知識類型」或「認知層次」概念來設定試卷需求，其設定畫面如圖 46
及圖 47 所示。圖 48 為教師以第二種方式整合「題型」、「知識類型」、「認知層次」

三種概念進行電腦輔助交叉選題的畫面，圖中教師完成了 10 個題目的試題類型

需求設定，其需求涵蓋了不同題型、知識類型及認知層次，電腦編製完成試卷的

結果畫面如圖 49，每個試題皆依照教師於圖 48 的需求而挑選產生。但是有可能

教師所設定試卷需求太過嚴苛，導致電腦題庫無法完全滿足教師需求，此時電腦

將採用近似查詢結果(Approximate Query Answering)方式來提供近似概念試題來

滿足教師需求，圖 50 為教師設定試卷需求過於嚴苛的範例設定畫面，假設教師

想編製一份評量分析認知層次的試卷，因此想從[單選題＋事實知識+分析認知層

次]的 18 個概念 3139 題試題中選擇 2 題，從[單選題＋概念知識+分析認知層次]
的 5 個概念 547 題試題中選擇 3 題，從[複選題利用＋事實知識+分析認知層次]
的 20 個概念 7282 題試題中選擇 2 題，再從[複選題＋概念知識+分析認知層次]
的 5 個概念 1479 題試題中選擇 3 題。但是因為符合[單選題＋概念知識+分析認

知層次]條件只有 5 個概念，而符合[複選題＋概念知識+分析認知層次]條件也只

有 5 個概念，而這兩種組合的試題概念都來自於相同的 5 種教材知識概念，但因

為每一份試卷不可以出現評量相同知識概念的重複試題，因此教師設定的[單選

題＋概念知識+分析認知層次]試題 3 題，及[複選題＋概念知識+分析認知層次]
試題 3 題，合計需要產生 6 題試題，但是這兩種組合最多僅能產生 5 種不同的知

識概念試題，因此將會產生題庫不足，因而無法滿足教師需求的情形，本研究將

會利用近似查詢技術，自動放寬條件，並以近似教師需求的試題來替代，並於產

生試題的結果畫面中說明(如圖 51 之結果畫面說明)。此外，如果教師對於這組

試題不滿意，教師可以進行試題組合的修改，或從畫面中「重新選出新試卷的試

題組合」按鈕，重新再由電腦亂數產生另一組試卷組合。被選出的每個試題，都

會在螢幕中顯示出該題的題幹、備選答案、標準答案、知識概念編號，以及該試

題所能評量的知識層次及認知能力層次類型。 

 

圖 46:電腦輔助編製試卷以「知識類型」單一概念自動選題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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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電腦輔助編製試卷以「認知層次」單一概念自動選題設定畫面 

 

圖 48:整合三種概念進行電腦輔助交叉選題的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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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整合三種概念進行電腦輔助交叉選題的結果畫面 

 

單選題的 5 個

概念知識試題

，與複選題的

5 個概念試題

相同 

圖 50:教師設定試卷需求過於嚴苛的範例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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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教師設定試卷需求過於嚴苛的範例結果畫面 

 

★提供 4種題型選單,當選擇之題型改
變,下方內容會依題型特性動態改變 

★ 提供教師設定該題專
屬之 KCR 回饋訊息 

圖 52：主功能選單及試題編輯管理-是非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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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線上測驗試題人工建立與維護：本系統提供的試題產製功能，雖可以做為教師

出題的輔助工具，但從教師平日教學的經驗中不難發現，要發展出一個非常具

有鑑別能力且靈活的題目其實並不容易，教師通常需要經過精心的設計與測試

才能達成設計好題目的目標。因此，本系統輔助教師產製的試題，大體而言僅

能代替教師產生一般性基本程度的試題，教師若要測驗學生較為活用的知識觀

念，則仍舊需要藉由教師自行發展及設計試題。因此教師可藉由線上測驗區的

「題庫製作編輯」功能來自行建立試題。若教師要產生新的測驗試卷，系統則

會在畫面上新增一個測驗，並給予這個新測驗一個測驗名稱(如：管理資訊系

統第三次小考，或管理資訊系統第 3-4 章測驗)，隨後在此測驗名稱的數位考卷

上，依照畫面功能指示逐題逐題建立題幹、選項、答案、配分及詳解等資料。

當教師逐題逐題新增試題時，每一題的題目編號是從編號 1 開始進行流水號的

自動累加，教師不需特別輸入。當題目編號在畫面出現後，教師必須在畫面特

定的測驗題幹文字框中輸入試題之語幹內容，隨後再從畫面的題型清單中選擇

此題目之測驗題型(包括是非、單選、複選及填充題)。當教師選擇題型後，則

畫面會依照各種題型的特性出現不同的選項或解答文字框物件供教師編撰。例

如：當教師選擇是非題型時，則會出現圖 52 的畫面，當教師輸入題目後，僅

需要輸入正確解答及配分即可完成題目的編輯，如有特定回饋訊息亦可一併輸

入。在此畫面中僅有 1 個「解答」文字框物件供教師輸入此題之答案為○或╳，

如果為○則輸入 1，如果為╳則輸入 2。若教師選擇的是單選題，則畫面與是

非題相當類似，但編輯畫面會出現 4 個編號(1)~(4)的「備選答案選項」文字框

物件，以提供教師逐一輸入每個選項的備選答案內容，在教師完成 4 個備選答

案內容的輸入後，則教師需在畫面上的「解答」文字框物件中輸入此題的答案，

此答案內容教師僅需輸入 1~4 其中之一的數字，用以表示此題正確的備選答案

項目為何。若教師選擇的是複選題，則畫面也會出現 4 個編號(1)~(4)的「備選

答案選項」文字框物件，並提供教師逐一輸入每個選項的備選答案內容，教師

在完成 4 個備選答案內容的輸入後，則教師需在畫面上的「解答」文字框物件

中輸入此題的答案，此答案內容教師需輸入 1~4 的數字中，所有正確的備選答

案項目編號。如果某複選題答案為選項 1、選項 3 及選項 4，則教師則在「解

答」文字框物件中輸入「1, 3, 4」即可。若教師選擇的是填充題題型，其輸入

畫面如圖 53 所示，由於填充題的評分需藉由智慧機制處理，因此在編輯時需

要設定較多的內容。在題幹中如果要表示填充題的格子，需以連續三個底線”_”
表示，系統屆時會自動在畫面上轉換成文字框物件供學生填答。當老師輸入完

填充題之題目後，則需輸入每個格子的標準答案，並決定這些填充題答案間是

否屬於集合概念，其順序是否彼此可對調。由於畫面的寬度與大小限制，因此

若是填充格子數超過 4 個，教師可透過超連結建立第 5 至第 20 個填充答案，

最後再決定本題的填充答案是否開啟語意評分機制，以及決定此題是否開啟漏

字模糊評分機制。如果本題決定開啟語意模糊機制，則會出現圖 54 的語意確

認畫面，教師可以選擇其中任一個答案設定該答案相關之語意，接下來系統會

進入相似語意詞庫中搜尋目前系統已建立與該答案相關的語意內容，並出現如

圖 55 的畫面，教師可決定是否本題之答案要完全接受已建立的個人化語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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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或挑選出本題不使用的相似語意詞彙。因此本系統除了能保有及建立整個

系統共用的相似語意詞彙關係網路之外，也能設定個人化的相似語意詞庫及單

一題目可接受的專用語意詞彙組合。當題型及解答輸入完成後，教師則填寫該

題之配分。此外，如果題目包含圖形，教師亦可在畫面上進行圖片資料上傳，

最終完成儲存即可。此時，一個試題的建立便已完成，如果教師還需要繼續進

行下一題的試題建立，則只要在畫面上選擇「建立下一題」之功能即可，若要

完成整份測驗卷的設計，只要在畫面上選擇「結束題目建立」。 

 

★ 填充題型之模糊評分機制啟動與
否設定，教師可自行組合任一個
填充題所要使用之評分機制方式
或關閉模糊評分機制。 

圖 53：試題編輯管理-填充題畫面 

  

圖 54：填充題語意專用設定畫面 1    圖 55：填充題語意專用設定畫面 2 

(八) 試卷資料建立與維護：當「測驗題庫及答案資料庫」已有足夠的試題時，教師

可以透過系統「線上測驗區」的「試卷建立」功能來建立或維護試卷資料，教

師也可以不藉由現有題庫而自行建立每一份試卷題目。當教師點選「試卷建立」

功能時，系統會讓教師選擇或輸入試卷的測驗領域名稱(課程名稱)、受測班級

及對象、測驗回饋時機(提供 11 種成績及答案公告回饋的時間供選擇，回饋的

時機根據理論從立即回饋、延遲回饋及不給予回饋等概念，依照時間區分為 11
種，還可設定開放考試的期間。完成試卷的相關設定後，教師便可開始從測驗

題庫中選擇欲放入此份試卷中的題目，為協助教師選擇試卷中的題目，本系統

會提供教師試卷出題專用的題庫查詢介面，教師可依照知識主題查詢系統現有

的試題有哪些，再勾選中意的試題放入「試卷題目挑選箱」(類似電子商務的

購物車功能)中，當教師選定所有想施測的題目後，便可完成一份試卷的建立。

對於同一個題庫中的題目而言，是可以被重複使用在不同試卷中。而對教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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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試卷而言，教師也可以透過系統只勾選部分題庫中的現有題目，另一部份教

師仍可自行建立新題目，只是這些所新建立的題目，依舊會另外儲存至測驗題

庫中供其他試卷使用。當試題資料設定完成後，凡是非該份試卷所設定的測驗

班級及指定的考試日期期間，其他非被授權的學生無法參與該考卷之測驗。圖

56 為修改試題及考試時間的畫面，教師可以設定試卷開放考試的期間、考試

對象、答案與成績回饋公告時機及評分使用之方法。如果是讓學生自我評量的

練習測驗，則老師可以設定測驗後立即公告成績及答案，但如果是學習成就的

正式測驗，由於每位學生上網測驗時間可能不同，最好能讓每位學生皆考試完

畢後在公告成績及答案，以防止先考完之學生將答案及成績洩漏給其他尚未考

試的同學。圖 56 中提供了 11 種成績及答案公告回饋的時間供選擇。評分方法

選擇部分，則可由教師決定此份試卷要使用系統預設或教師個人化設定之評分

參數，以及決定語意模糊評分時，要使用系統內建或教師個人化所建立的相似

語意詞庫。除此之外，圖 56 中亦可維護已建立題庫之題目、答案、配分及回

饋訊息，若是填充題型還可進行智慧評分機制的設定，填充題若超過第 4 格之

答案維護，則可至此畫面每一題之最右邊進行維護。 
(九) 智慧評分機制管理：此部分可針對語意詞彙、同音異字及智慧評分機制參數進

行管理。當教師初次管理智慧評分機制參數時，畫面中會顯示目前系統預設之

參數值供教師參考，當教師點選「建立個人化評分風格參數」按鈕後，則進入

圖 58 的評分環境參數設定畫面，系統會先將預設參數提供給教師參考，教師

也可直接選擇個人化的漏字比例門檻、同音異字的扣分比例、漏字扣分比例；

若是教師建立或修改個人評分參數，則系統會依據所有教師的平均設定值，重

新計算系統預設參數值，以確保系統能提供合理且不至過份嚴苛或寬鬆的預設

評分參數。在圖 57 的語意詞彙管理畫面中，教師可藉進行相似語意詞彙的新

增與查詢，查詢結果如圖 59 所示，系統會將教師尚未建立的相似詞彙資料顯

示在畫面下方，教師若同意使用，可以直接進行整批匯入，此外，畫面上方則

可針對教師設定的個人化詞彙語意相似值進行刪除及修改。一旦教師在圖 32
中建立新的個人化詞彙語意相似資料，或在圖 59 畫面中匯入、修改或刪除個

人化詞彙語意相似資料，系統都將啟動模糊推論機制，重新計算相關詞彙在系

統中的內建詞彙語意相似值，因此本系統能隨時提供結合系統內教師共識的系

統預設語意相關值。同音異字管理則可進行同音異字之中文字管理，如圖 60
所示，本系統目前已收納教育部所公告之全部常用中文字於此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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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修改試題及考試時間畫面 

★ 評分方法選擇 

★ 開啟關閉評分機制設定 

★ 11 種成績公告與測驗回饋時機選單,選項依照時間長短從「任
何考生測驗完立即顯示」、「測驗截止時間後方可顯示」,至最
後一個選項「測驗截止後不顯示成績與任何回饋」 

★ 測驗起迄時間設定 

 

圖 57：專業領域相似語意詞彙建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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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智慧評分機制參數管理畫面 

 ★ 此數值可依照教師評分時之認知自行決定(相似度從 0%~100%) 

 
圖 59：相似語意詞彙管理畫面 

 

圖 60：同音異字資料管理 

 
(十) 建立專業領域語意詞彙知識庫：教師可透過「線上測驗區」的「語意詞彙管理」

功能，針對測驗試卷所屬的專業領域，將相關試題的標準答案相關之詞彙建立至

資料庫中，以提供智慧型評分機制進行分析及自動評分工作，此專業領域相似語

意詞彙建立之畫面如圖 57 所示。 
(十一) 成績查詢及管理：當學生完成教師所指定的測驗後，教師可在系統畫面中

查看學生回答的答案及系統自動評分後的成績及名次排序，若教師需要變更成績

資料，亦可透過圖 61 的畫面進行。 

 第 97 頁



圖 61: 學生測驗成績管理畫面 
(十二) 學生成績申訴處理：當學生在查閱成績時，若對系統評分結果有所質疑，學

生可直接在電子試卷的畫面右邊(參考圖 64)直接選擇欲申訴之題目及撰寫申訴

原因(參考圖 65，此時系統會將此申訴記錄儲存於資料庫中，並透過本系統之電

子郵件發送元件即時發出 Email，以通知教師進入系統處理。當教師進入系統後，

如果有申訴案件未處理完成，系統會在畫面左上方以紅色文字提醒老師，教師透

過申訴管理功能即可進行申訴處理(如圖 62)。若是因為系統或教師建立的相似語

意詞彙不足，導致系統評分不正確，此時老師可以將新的詞彙擴充到系統及個人

化的相似語意詞庫中，未來再遇到學生輸入相同的答案，系統便能正確辨識及評

分。教師在進行申訴處理過程中，可針對每個申訴案件進行處理狀態設定，其狀

態選項包括尚未處理、處理中、處理完成、其他等四個狀態。當教師處理完成後，

申訴回覆內容將被儲存至資料庫中，系統也會立即寄發 Email 通知申訴人有關申

訴的回覆內容及結果。 

 

處理狀態設定 
申訴未處理警示 

圖 62：申訴案件警示與申訴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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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虛擬教室管理：虛擬教室是系統提供學習者或師生間進行互動的一個環境，教

師可透過系統「虛擬教室管理」功能進行各項學習環境的設定管理。而在虛擬教

室中包括線上會議室、課程論壇中心、作業繳交中心、公佈欄等功能。 
1. 線上會議室：教師可隨時於線上會議室中即時回答學生的問題，並能與學生進

行互動。 
2. 課程論壇中心：教師可在課程論壇中發佈課程討論主題，引導學生進行互動討

論及學習，教師可針對內容進行討論內容的管理及維護。 
3. 作業繳交中心：教師可透過作業繳交中心功能，設定作業主題、應繳班級及

對象、作業檔案格式、檔案大小、截止日期等資訊內容，以建立一個新的作

業公告。當超過作業截止日期後，作業系統會關閉學生上傳該項作業的權

限，並提供教師依照課程科目、作業項目、班級及個人為分類，進行作業總

覽，並提供缺繳作業名單及已繳作業名單，並可設定開放作業觀摩的學生作

業內容。 
(十四) 學習歷程管理：教師可透過「教學管理」的「學習歷程管理」功能，依據學

生個人、知識主題、使用服務類型等進行統計資料的分析，提供教師掌握學生

及資源被使用的情形，進而能掌握個別學生的學習障礙，並給予引導。 
(十五) 學習資源管理：教師可透過「學習資源管理」功能，建立相關知識文章及網

站的連結，以及上傳相關知識文獻資料供學生下載及參閱，也可以進行現有資

料的刪除、維護與管理。 
二、學生情境：此情境為學生操作系統之說明，其操作方式及步驟如下。 

(一) 學生資料註冊及登入：學生在使用系統前必須先確定系統內已有學生的資料，如

果學生的個人資料尚未儲存於系統中，學生便需要立即進行線上註冊。當學生註

冊資料獲得管理者認證後，便可使用線上學習環境的資源與功能(畫面如圖 62 所

示)。 
(二) 線上教材講義學習：學生登入系統後，可透過功能選單的「線上課程學習」功能，

進行線上教材講義的閱讀與學習。 
1.選擇學習課程：當學生進入線上課程後，畫面會出現該名學習者有權利使用或有

參與修課的課程名稱供學習者選擇。 
2.顯示課程章節目錄：當學習者選定其中一個課程後，系統會從教材本體資料庫及

線上教材知識庫中，將該課程的課程單元、章節目錄列出。 
3.顯示學習歷程及建議學習路徑：畫面顯示完課程章節目錄後，系統會至學習歷程

檔中查詢這位學習者的學習歷程記錄，並會透過畫面告知學習者，其個人曾經在

這個特定課程中的學習歷程，並提供建議學習的主題及路徑。 
4.選擇課程主題或章節單元：學習者可透過畫面連結進行課程主題或章節單元的課

程學習，也可以透過輸入關鍵字的方式，直接進行類似電子辭典查詢詞彙的知識

主題學習。 
5.顯示課程主題內容：當學習者選擇特定知識主題或章節單元名稱後，系統會將學

習者所選擇的課程主題或單元名稱送至「動態產生及展現具語意表頭之線上教材

講義模組」中，在進入「線上教材知識庫」裡找尋與該主題相關的所有知識內容，

並進行即時的知識內容整合，而動態產生這個知識主題的線上教材講義內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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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非線性知識學習：在線上教材講義內容文件中，若有其他相關或可延伸的主題概

念，則學習者可透過畫面中提供文字超連結的知識主題，依照自己的學習狀況及

知識需求，進行進一步的非線性知識學習。 
(三) 學習工具的使用：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可以在畫面中選取「學習工具」功能的線

上筆記本，學習者可隨時記錄學習心得或摘要。 
(四) 參與線上測驗：當學習者完成線上教材講義的內容學習後，或是老師指定學習者

於特定期間參與特定科目的測驗，那麼學習者便可參與線上測驗。當學生進入線

上測驗區之後，學生可在畫面上查看其個人目前可參與的測驗項目有哪些，並從

中選擇一項考試科目進行測驗(如圖 63 所示)。在開啟測驗試卷後，畫面會顯示此

試卷的所有試題，每位同學所看到的題目及備選答案順序皆不相同，而學生可以

自由選擇答題的順序。此外，這份電子試卷會記錄學生資料、考試時間及答題內

容。當學生回答完所有題目後，畫面下方有繳卷鈕，當學生按下後系統會請學生

再次確認，以避免學生未完成答題便不小心送出試卷。當系統接收到學生繳卷的

答案後，將立即進行評分程序，並依照成績公告時機，於開放查詢成績時公告該

學生之成績及答錯的題目。然而，本研究認為平時的課程學習是需要讓學習者不

斷的建構領域基礎知識，而非在進行能力鑑定，因此不採用適性測驗進行出題，

而使用所有受測學生相同試卷題目的方式進行測驗。然而，既使不同的學生在進

行測驗時，彼此間的題目內容是相同的，但是每個受測者的題目順序及選項順序

都由電腦亂數編排，因此能解決部分可能發生作弊的狀況。 
 

 
圖 63：線上測驗進行中之測驗部分畫面 

(五) 查詢成績及調閱電子試卷：學生可於考試後隨時調閱曾經參加過的測驗試卷，並

可查閱每一個題目的標準答案、自己填寫的答案、成績結果及系統回饋等資訊。

但若該測驗尚未達到老師設定的成績公告時間，則無法查看標準答案及成績，但

仍可看到自己曾經回答的題目及答案內容。圖 64 為調閱成績、答案及回饋之的畫

面中，電子試卷不僅只給予對與錯的的回饋，還會針對模糊機制處理情形，給予

適當的說明回饋，其中包括為何會被酌扣分數之原因、是否答案符合同音異字、

漏字、全半形、語意相似等情形及此題相關的知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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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調閱成績、答案及回饋之部分畫面 

圖 65：試卷批改申訴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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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利用測驗情境進行知識學習：本研究在每一份電子試卷中均加入相關知識及評分

的回饋，因此受測者不僅在電子試卷中可以查看原始題目及自己填答之答案外，

也可瞭解每一個答案的相關知識及自己答案是錯誤的理由。此外，在電子試卷中，

受測者可從試題相關的知識主題中，直接點選與該題相關的教材講義內容，使得

測驗與教學能整合為一，如此更能使學習者的學習更具有成效。 
(七) 測驗申訴：當學生發覺自己寫的答案應該是正確的，但系統卻無法正確評分時，

則可在系統中直接進行申訴，並選擇欲申訴之題目(如圖 64)及描述該題申訴的原

因(如圖 65)。例如某學生認為 http://tw.bid.yahoo.com/與 http://bid.yahoo.com.tw/是
相同意義的答案，但系統卻無法辨識，則學生可透過申訴功能進行申訴。當教師

收到申訴訊息並處理完成後，系統會自動通知該學生更正後的成績及申訴處理情

形，學生也可以上網查詢結果。 
(八) 進入虛擬教室參與其他學習活動： 

1. 線上會議室：學習者可隨時於線上會議室中即時與其他同儕學習者一起討論，並能

於教師開放的時間與教師進行互動。 
2.課程論壇討論：學生可在課程論壇中參與教師發佈的課程討論主題討論，並以非同

步方式進行知識交流及詢問課程問題。 
3.作業繳交：學習者可透過作業繳交中心功能，於規定期限前上傳作業檔案，完成

作業繳交程序。 
(九) 學習歷程查詢與建議：學習者可於系統中隨時查詢過去的學習歷程記錄，並可請

求電腦給予課程學習建議。系統的建議基本上會去分析該學習者還有哪些課程主

題尚未學習過，或者有哪些主題學習者跳過未參與學習，因此會跟學習者進行確

認是否要學習或者直接設定該主題為不願學習，未來系統便不會再重複詢問。此

外，系統亦會參考受測者的測驗成績，並針對答錯的知識主題及課程章節範圍，

建議受測者重新學習。 
(十) 使用知識相關知識文章及資源：學習者可直接於「學習資源區」中，直接點選網

路連結或下載與知識領域相關的知識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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