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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案例討論-以數位學習教材工廠為例 

大學院校一向被視為是知識殿堂，知識分享也眾所認定是大學院校在

社會上所進行的主要工作之一，本章所介紹的案例即從學校需求出發在將

標準化學習物件視為領域知識個體的前提下，搭配物件導向框架設計的資

訊技術本體論擴大研究成果的應用範圍與適用彈性，依循設計科學研究方

法論嚴謹地提出可行方法建立資訊系統促進知識分享的活動，提供知識創

新與創造力的泉源。 

5.1 背景說明 

二十一世紀是知識經濟的世紀，也是個無形勝有形的世紀。目前整個

世界潮流對商管學院學生的訓練都著重在使他們具有較廣泛之商學知識。

因此，商管學院在課程規劃上宜設計系列核心課程由商管學院學生來共同

修習，這些課程在內容規劃上宜具有宏觀的國際視野，並能放眼大陸市場，

同時能應用新科技於教學中，不但要使學生擁有廣泛及先進之商學知識，

同時在實務方面也能迎合世界潮流，不致與現實脫節。 

但是由於目前商學院之專業課程之整合性不足，在課程設計上仍是針

對本系學生設計，因此有必要將商管教育七大基礎課程：經濟學、統計學、

會計學、資料處理、管理學、財務管理及企業倫理各單元做一整合性之重

新規劃，除了要設計出適合商管學院學生共同修習之核心課程並要能不斷

因應由環境或學生需求造成新課程或新學程的增加。因此七大基礎課程各

單元的全部或部分內容必須以模組的形式呈現，以便未來其他課程或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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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需要來取用。亦即，本案例目標希望就目前商管教育七大基礎課程

的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進行通盤徹底的瞭解與檢討。並藉由上述檢討所獲

得之結論設計出更符合時代需求的基礎課程。 

為了完成上述的目標我們必須將這些基礎課程內容中的每一主題分

成數個或數十個單元，每一個單元以模組的形式出現並成為一個知識元件，

而為了讓這些知識元件可以依照教師們授課的需要去取出，以作為課程的

一部份，我們需要一個知識庫系統好讓教師們很方便的利用查詢系統去找

到他所需要的元件，此外，由於在製作網路教學所需的教材中往往會牽涉

到智慧財產權的問題，為了使參與的教師不致於因為無心的過失而涉及侵

權的行為，我們也需要對這方面的問題做深入的研究與探討並能在教材元

件中提供著作權適用範圍等資訊隨時加以注意防範意外侵權。 

此外，本案例另一個主要目標為提供老師製作教材的平台，除了考慮

電腦相關科系的老師，也考慮到非電腦相關科系老師在操作使用上可能會

面臨的問題，因此在畫面的製作上，盡可能達到製作出友善的使用者介面，

讓所有的老師能夠輕鬆的製作教材。另一方面，由於老師製作出的教材是

可以互相分享的，老師間可以很容易找到所需的知識，由於所有的教材都

已經電子化了，資料傳送可以無遠弗屆，不必再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教

材電子化的另一個好處是老師不需花重覆的時間整理相同科目的教材(例

如：某老師每年的上學期均會上某一門必修課，此老師只需修改部分需更

動的教材即可，不需重新準備新學期的教材)。此外，紙本的教材保存不易

又容易遺失，對於老師來說，常常因為資料太多、儲存的空間又不足，因

此製作電子化教材將不會有儲存實體資料空間不足的問題。 

本案例即是為了製作能支援建立商管教學單元及提供課程教材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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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系統。簡言之，本研究也就是提供「教材工廠」應用程式讓教師們

能將原本單線式的課程教材，經過解構切割成一個個資產(Asset)放入工廠

的「元件倉庫」中，再透過教材工廠將各商管相關領域之資產單元從倉庫

中取出組裝成適當的課程。而這些能放入工廠倉庫等待日後組裝的資產，

我們稱之為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所謂學習物件即指任何具備再利用

性質可以支援學習活動的數位資源(Wiley, 2002)。 

綜合前述背景說明，本案例對教材工廠系統有如下之需求： 

 建立「教材工廠」的目的是提供教師一個整合性的製作教材的環

境，在這個環境中至少應提供「內容編輯」與「流程編輯」兩項

功能，這兩項工作均係在網路上完成，而且應能支援多人的協同

作業，課程雖不同領域但語意需能一致。 

 建造一個多元的、互動的、個人化的以及使用簡易的數位知識

（E-Knowledge）環境。 

 提供老師具友善使用者介面的組裝教材平台，讓所有的老師能夠

輕鬆的包裝合適教材。 

 將教材電子化，透過分享機制，迅速累積教材資源，減少重複製

作教材之投資浪費，增進修改彈性，使教材能隨時更新。 

5.2 應用領域本體論選擇 

本案例的應用領域本體論由於是為了描述教材內容，因此經過搜尋及

討論後，決定採納現有學習物件之標準，即遵循高等遠距學習(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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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d Learning, ADL)機構的可共享內容物件參考模型(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 SCORM) (Dodds & Thropp, 2004)，該標準融合

AICC, IEEE, ARIADNE, ALIC, IMS 等數家標準，亦受許多機構、學校、學

者專家認可採用。由於其對教材內容的後設資料(Metadata)描述，包含對教

材資源的概括性、版次、版權、教學、分類等描述外，還提供與其他資源

的關聯性描述，如此即可滿足知識本體論之「概念」與「關係」基本描述

規範而能將一份教材內容視為知識個體(knowledge body)。 

SCORM 本身即為一促進各以 Web 為基礎的學習環境互通之標準，其

是一群有相互關係且能符合美國國防部的 ADL 機構其最高階需求規範之

規格集合，且能整合不同團體及利益集團，也是將剛浮現的技術帶往商業

應用的橋樑。未來建置完成後，無論是自製或他製的可共享教材內容物件，

只要符合 SCORM 標準，皆能透過學習管理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依據學員程度及老師安排，重組這些物件模組成為學習節次、單元，

乃至課程與學程。將來系統也會符合下列的需求規範： 

 存取性(Accessibility)：能在任何地方存取無論位於何處的學習教

材內容。 

 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使得各課程的運作環境與教材製作區隔

而不會綁死在某平台上。 

 耐久性(Durability)：能跟著技術發展而成長。 

 再用性(Reusability) ：達到教材發展一次就能以不同形式應用許多

次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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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性(Adaptability)： 能在適切的時機進行確切的教育訓練。 

 可擔負性(Affordability)：造就更好、更快及更便宜的學習環境。 

我們知道在現今知識經濟時代，知識要透過數位化才能更快速地傳播

與分享，然而由於知識呈現表達的多樣性，這點成為建立支援知識分享相

關應用系統的一大難題。近年來對於知識分享的研究，為達成知識個體能

在不同系統間交換，採用兩種方式：一種是做到知識表述的互通性

(representation interoperability)，另一種則是透過對映機制做到結合的互通

性(combination interoperability)(Compatangelo & Meisel, 2003)。前者需有一

致的知識表達概念而後者需花費更多的力氣在知識本體的整合。 

因此不侷限在「教材工廠」所設定的單純角色，我們採用學習物件來

當作知識個體概念的呈現物件，以此滿足知識表述的互通性來進行知識分

享，此想法極適用於以教學為主之組織但並不在此限，原因在於目前學習

物件概念的設定不單針對教學目的描述，對商業行為及權利說明亦包含其

中。 

在本案例因為 SCORM 本身即是以 XML 語言表達，對每一個學習物

件即對應一筆後設資料描述基本資料與其他物件間關係，因此，很適合建

立成輕量級的靜態結構本體論，其後設資料基本上以記錄(record)為單位，

內含九大類目(category)以及一個資料延伸節點(node)，足以描述本案例中

所有學習物件資訊，此九大類目分述如下(Dodds & Thropp, 2004)： 

 後設資料的後設類目(Meta-metadata category) : 集合凡是有關後

設資料記錄本身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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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類目(General category) : 描述整體學習物件一般資訊的群

組。 

 生命週期類目(Lifecycle category) : 含會影響學習物件演化的相

關歷史與現在狀態之後設資料。 

 技術類目(Technical category) : 包含學習物件的技術需求與特

性。 

 教育類目(Educational category) : 包含學習物件的教育與教法特

性資料。 

 權利類目(Rights category) : 包含學習物件智慧財產權與使用限制

資訊。 

 關係類目(Relation category) : 包含定義該學習物件與其他標的學

習物件間關係的資訊。 

 註解類目(Annotation category) : 提供學習物件之教育用途的註解

以及這註解是誰和何時所寫的資料。 

 類別類目(Classification category) : 描述該學習物件應歸為何種類

別。 

5.3 資訊技術本體論建立 

關於資訊技術本體論部分，我們採用的是多層應用程式框架模型(Chen, 

2004)，本研究個案規劃出四層架構：基礎框架層(Founda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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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通用模組層 (Generic Component Layer)、獨特模組層 (Specific 

Component Layer)以及應用程式層(Application Layer)，如圖 11 所示。這層

次之區分是以所包含的獨特領域知識之多寡來分層，與模組所在實體位置

或架構安排無關。 

 

圖 11 教材工廠應用程式框架 

基礎框架層可以視為整個系統發展的基礎結構，舉凡多重執行緒、記

憶體收歸及呼叫遠端程序的管理都在此層處理，由於這些程序或管理模組

與操作系統極為相關且複雜度極高，此層多由大型軟體供應商所開發，如

Java 執行環境的昇陽公司及微軟公司提出的.NET 框架，它的使用也以黑

箱框架方式運用。本研究為便於使用者能與微軟 Office 等軟體搭配，故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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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NET 框架為基礎框架層。 

通用模組層包含的是可被任何產業領域共用的模組或服務；而獨特模

組層則僅適合某一特定領域使用之框架模組。本研究中此二層多為白箱框

架，使用者大部分皆可繼承延伸使用。最後的應用程式層則是依據前面三

層模組繼承及組合出客製化後的可執行應用程式實例，而本研究就是以

SCORM 教材管理框架的領域模型為骨架建構一個名為「教材工廠」的應

用程式。 

下面兩節將分別詳細說明獨特模組層及通用模組層各個模組之內

容。  

5.3.1 獨特模組層 

針對數位教材管理領域，本層設計規劃三個獨特模組： 

 後設資料擷取模組(Metadata Extractor)： 

由於為了要能完整描述教材內容，SCO 的後設資料結構對非專業教材

製作者特別是一般教師而言是有些許難度並不容易去編輯維護這些資料。

本研究應用程式框架規劃設計之初，即接獲不少這類需求，希望能減輕教

師們分享教材前額外資料輸入之負擔。雖然為了便利後設資料之輸入 SCO

規格設計小組提供了範本樣式指導手冊協助如何描述教材物件與填寫適

當的後設資料方法(LSAL, 2003)，但介面友善性仍嫌不足。本研究透過設

計本模組以自動方式擷取教材的後設資料及精靈(wizard)介面引導輸入來

改善親和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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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組包含一個白箱框架及一個黑箱模組，前者為一白箱精靈介面框

架，提供引導式介面讓使用者能一步步輸入 SCO 後設資料，並可依情境客

製化成符合組織要求之內容。後者則是採用微軟 DSOfile 的 ActiveX 控制

項模組(Microsoft, April 4, 2001)，其可直接從 Excel、PowerPoint、Visio、

Word 格式的教材資產檔案讀取出文件摘要資訊而不用開啟檔案或讓使用

者重複輸入相同資料。 

 工作流程處理模組(Workflow)： 

當使用者進行介面操作時，每個動作背後皆有可能去呼叫一個甚或多

個模組去服務所下達的操作指令，對於較複雜的操作如新增教材資產檔案

就會牽動檔案伺服器連接、後設資料擷取、讀取組態設定等相關模組。本

研究為了確保教材物件的建立、維護、聚合包裝及刪除的生命週期相關程

序其間各模組之執行流程順序的正確性，特別制訂此模組負責流程的處理。

在這邊我們將流程處理與程式邏輯分開獨立出來其用意是為了彈性的考

量，這樣的設計可以讓我們加入新模組時能動態的調整流程邏輯也方便未

來規則改變時的維護作業。為了讓系統能有較高適應性與相容性，我們採

用規則標記語言(Rule Markup Language, RuleML)以 XML 語言格式來描述

流程邏輯(Biletskiy, Boley, & Zhu, 2006)，如此也可以很方便的儲存進支援

XML 語言之資料庫中。所以在系統中本模組居協調地位，藉由規則標記

語言之描述來決定下一個動作將交由那個模組來處理。 

 教材包裝模組(Packager)： 

本模組負責將一個以上的教材資產檔案包裝成符合 SCORM 教材聚集

模型(Content Aggregation Model)的格式，以便部署至數位學習平台。此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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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在教材打包時除了一些重要的後設資料欄位之填入外，還會依據

SCORM的規範將一些處理教材物件及維持教材結構的標準 javascript方法

放進包裝檔中。本模組也是以白箱框架方式設計，以方便框架使用者能依

需求隨意加入特定新資料欄位或替換預設類別方法，如包裝格式部分本研

究預設採用開放源碼的專案 SharpZipLib 來壓製成 ZIP 壓縮格式，透過這

樣的設計提供給框架使用者日後可自行替換成壓縮效率更高的演算法或

為效能考量僅打包不壓縮之彈性。 

5.3.2 通用模組層 

我們設計八個與企業邏輯無關之通用模組放在此層中，這些模組也可

以被其他產業領域所使用，其再用性高於前面介紹的獨特模組層中之模

組： 

 認證模組(Authentication)： 

認證模組負責處理辨識想要存取操作系統的個人身份，這模組所提供

之辨認來者是誰的功能可說是所有應用程式對於資訊安全保障的最低限

度要求，但是本模組也僅止於能以系統所定義之方式如帳號密碼輸入或晶

片卡刷卡等來辨識出符合特徵或回應正確之使用者其身份之所屬，並無從

判斷該使用者具有何種權限來使用系統，這部分將交由另一模組來決定。

在本框架中，我們運用策略設計模式(strategy design pattern) (Gamma, Helm, 

Johnson, & Vlissides, 1995)來將認證服務與認證作業流程分離，如此系統設

計者可隨時動態地改變認證服務「策略」以適應環境要求而不需更動程式

碼。如圖 12 Logon 類別可以動態選擇資料庫、LDAP 或 AD 目錄的認證方

式，未來如有額外認證方式如晶片卡、指紋辨識，僅需實做認證策略的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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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類別即可直接融入運用，而不用大幅更動程式。 

 

圖 12 認證模組的策略設計模式 

 編碼模組(Cryptography)： 

此模組提供應用程式裡資料加解密功能以保護資安等級較高的資料，

如教材後設資料傳遞過程中加密避免裡頭部分個人資料在網路上被惡意

監聽擷取甚或對於採資料庫認證方式者將密碼以加密方式存於資料庫中

等，皆需要本模組功能輔助來強化資訊安全。本模組建置以灰箱方式參

照.NET 編碼組件，以加速編碼效能及享有較多編碼選擇為其優勢。 

 授權模組(Auth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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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模組就是負責依據使用者其身份或所屬群組給予應用程式功能

可否執行的授權處理。在本研究所提之應用程式框架設計中，使用者登入

後的安全把關基本上有兩道手續。第一道關卡是認證，用來確認使用者身

份。第二道就是授權，依據確認後的使用者身份決定哪些資源可以開放被

其運用。在本模組中結合.NET 認證機制的預設兩種基本安全查核方法：角

色查核(role-level checks)及使用者查核(user-level checks)，系統開發者僅需

在所設計的方法屬性指明何種角色或使用者可存取此方法，系統即會依據

使用者身份或角色而決定能否執行該功能，而不必撰寫複雜程式碼來處理

授權問題。 

 組態模組(Configuration)： 

組態模組在系統處理客製化及提供系統彈性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此模

組可以在執行期間提供一致性的存取方式對應用程式獨特的組態資訊進

行設定，以便調整應用程式功能、行為呈現甚至策略邏輯選擇。在本框架

中，我們改進.NET 原有組態組件只有單一層次的缺點，參考類別嚴謹型態

(strongly type)概念提供階層式組態設定服務，而得以將組態設定集中管理，

方便使用者隨時調整應用程式的組態資訊設定。 

 事件通知模組(Event Notification)： 

本模組規劃提供給任何領域應用程式事件通知服務功能。因而將此模

組放在通用模組層，亦可減少開發團隊每每都需建置事件通知程序之負擔。

其主要功能即是當所關注的某應用程式狀態改變時，本模組將啟動預設程

序傳送訊息給另一個系統或通知個人。於教材工廠案例中事件通知模組即

應用在通知教材包裝者其所引用之教材資產物件已被修改，請其重新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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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更新教材至最新狀態。系統開發者可以繼承延伸此模組之抽象通知方法，

依據需求採用電子郵件或簡訊通知機制。 

 檔案伺服器連接模組(File Server Connection)： 

針對有大量檔案產出或中介資料存放處理需要的應用環境，檔案伺服

器連接模組可以提供簡單存取介面界接多種伺服器連接協定，如網頁資料

夾(Web Folder)及 FTP 檔案傳輸協定伺服器。特別是在數位學習管理系統

案例中，我們需要一個統一的介面來處理各個專屬儲存空間的連接工作時，

此模組的連接彈性與支援性就變得格外重要。本框架設計中為達成支援連

接各種不同檔案儲存空間服務且又保持統一存取呼叫介面的考量，我們採

用 GoF 四人幫提出的著名轉接器設計模式(adapter design pattern)來將各個

不同的被接者類別介面(interface of adaptee class)轉換成使用者端可瞭解的

統一介面(Gamma et al., 1995)。圖 13 所示即是採用轉接器設計模式預先規

劃將教材支援以內容物件存放發掘與註冊架構(Content Object Repository 

Discovery and Registration Architecture, CORDRA)(Rehak, Dodds, & 

Lannom, 2005)服務來當作儲存媒介以供未來系統擴充使用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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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組提供依據先前輸入的規則及系統目前狀態觸發，透過推論判斷

下一步該執行何種行動。建置此模組的目的是希望將商業邏輯與系統程式

碼邏輯切割開來，使系統在商業邏輯經常改變的情形下也能易於維護。在

本框架中此模組與上一層的工作流程處理模組有相依關係，因此我們以黑

箱框架組合納入能處理 RuleML 規則標記語言的 NxBRE(.NET Business 

Rules Engine)商業規則引擎，透過一個耦合度較低的外部實體元件為應用

程式提供正向鏈法演繹引擎(forward-chaining deduction engine)以推演規則

以及流程引擎用來控制程序流程(AgilePartner, 2004)。由於耦合度低，開發

者仍能自行選擇其他合適的規則推論引擎繫結進系統實例中來處理此功

能需求。 

5.4 教材工廠應用程式框架實例 

經過幾次反覆流程開發後，我們從前面介紹的應用程式框架產生教材

工廠系統實例。教材工廠主要作業流程如圖 14，描述著如何從個別檔案

轉成教材資產及資產組合成教材包裝套件之流程，其中主要內含五個關鍵

物件及九個步驟。從左上方開始由使用者或教材包裝者(Packager)啟動此流

程： 

1. 首先建立資產物件， 

2. 填入資產的後設資料，亦即呼叫資產物件的 SetMetadata 方法，此

步驟會呼叫框架中的後設資料擷取模組提供精靈介面引導協助使

用者簡化後設資料填入工作，如圖 15。隨後，會將填入的後設資

料透過後設資料存取模組儲存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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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材資產透過檔案伺服器連接模組存放以便分享使用。 

以上步驟為建立資產物件並存放進檔案伺服器中之步驟，底下為將資

產組合建立教材包裝檔的流程： 

4. 建立新的教材包裝檔。 

5. 透過後設資料存取模組呼叫後設資料儲存服務查詢可用教材資

產。 

6. 透過檔案伺服器連接模組取得所需的資產。 

7. 選取資產編排進教材包裝結構裡。 

8. 填入教材包裝檔後設資料，並將此後設資料透過後設資料存取模

組儲存起來。以便日後事件通知模組可以藉以判斷哪些資產被包

裝過。 

9. 呼叫包裝物件的打包方法，建立 SCORM 標準教材檔，可供匯入

至其他數位學習平台使用。 



 

圖 144 教材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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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主要作業業流程的循循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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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建立教材資產物件的精靈介面範例 

教材工廠主要操作畫面如圖 16，左半邊顯示教材內容聚合包裝的樹

狀結構，可以用來包裝一份課程每節課所需之教材內容。畫面右上方主要

呈現經後設資料存取模組查詢可透過檔案伺服器連接模組下載使用的教

材資產清單，這清單內容可依據框架的設計顯示本機教材檔案、內部集中

的教材倉儲系統或外部的儲存服務器中之資產資訊。右下方則是顯示後設

資料維護介面，當資料項目增多時採用標籤頁分類以便使用者能快速選擇

至該類別之標籤頁進行資料維護。其餘操作說明請參閱本論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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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教材包裝階層結構的範例 

5.5 系統評估 

根據設計科學的定義，研究結果會有四項產出：構件、模型、方法與

實例。對映本研究的產出分別是： 

 構件：教材工廠的基本物件─學習物件、以及描述工作流的規則

物件為構件產出。 

 模型：多層式應用程式框架及其詳細描述為模型產出。 

 方法：改良以便適用於應用程式框架設計的資訊系統發展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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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推論引擎模組所用的正向鏈法演繹方法，還有為避免因教材

元件再利用使內容改版時存取性及延續性受到威脅，所採取的通

報機制以及擷取教材物件原始檔案後設資料所用的方法皆屬方法

產出。 

 實例：政大商學院所實作的系統則為實例產出 

此系統除了提供教材工廠基本功能外，亦具備下列特色： 

 使用規則引擎(Rule Engine)模組，協助引導執行組裝課程教材的工

作流程。 

 提供通知機制，當某教材其中有個資產單元已經更新時，提醒包

裝者重新進行組裝工作。 

 對於新使用者提供輸入精靈對話視窗輔助後設資料的輸入，系統

並能自動讀取資產檔案的摘要資訊將其設定為後設資料的預設值，

以減輕資料輸入的負擔與錯誤。 

 預留介面可與高等遠距學習機構未來將發佈的內容物件存放發掘

與註冊架構(Content Object Repository Discovery and Registration 

Architecture, CORDRA)接軌結合。 

接下來我們藉由此案例之觀察，依據 Nunamaker 針對系統發展研

究所提之評估準則進行本研究成果之扼要說明： 

1. 所研究之課題是否為資訊系統建造領域上重要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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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本體論驅策資訊系統由於缺乏有彈性的架構規劃使得

系統再用性不足的情形，藉由引入資訊技術本體論概念處理本體論驅

策資訊系統建造之再用問題。 

2. 成果對此領域有無顯著貢獻？ 

解決過去本體論相關系統難以再用的缺陷並擴大過去本體論驅策

資訊系統的抽象層次與範圍，同時也為軟體產業的知識管理作法帶來

新方向。 

3. 系統可依照目的及需求進行驗證？ 

透過數位學習教材工廠之案例研究其產出及特色功能與計畫執行

目的，即提供教師一個整合性及可共享的製作教材環境來進行驗證。 

4. 新系統可以比現存系統在資訊系統問題上提供更好解決方案？ 

藉由引入支援性本體論概念，比過去系統能更全面處理資訊系統

發展過程所可能面對之問題。 

5. 建造系統之經驗與設計知識可否一般化供未來其他人運用？ 

提出五階段系統發展、四階段本體論發展的反覆式流程及實現多

層通用層次框架之一般化指引以供未來的延續研究參考。 

接下來我們依據研究方法中所述之 Burstein 及 Gregor 兩位學者針

對系統發展研究方法的評估準則以五個面向的相關問項進行本研究成

果詳細探討與自評，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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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以多重觀點本體論驅策之系統發展研究方法的評估(來源：本研究) 

準則面向 相關問項 研究論文中的證據 

重要性 

此研究是

否具理論

上的重要

性？ 

本研究確認出系統再用性與抽象化之關係，引用

延伸哲學本體論概念提出系統發展支援性本體論

與現有靜態結構本體論及動態行為本體論結合為

多重觀點本體論驅策作法，因而具理論上的貢獻。

此研究是

否具實務

上的重要

性？ 

本研究提出五階段系統發展、四階段本體論發展

的反覆式流程及實現多層通用層次框架。而且過

去並無類似的階段性方法指引且所提的方法能簡

化系統發展複雜度。 

內部效度 

此種發展

方法是否

真實可

行？ 

本研究以數位學習教材工廠系統發展為例證實所

提的架構在實務界是確實可行的。另外在參考文

獻中同作者所撰寫之多重觀點本體論驅策之物流

管理系統開發專案中也指出在不同產業應用之優

勢。 
有沒有考

慮到其他

相關的方

法？ 

本研究從文獻探討中並無發現其他多重觀點本體

論相關方法可運用，但靜態結構、動態行為及資

訊技術等本體論之發展方法則參考現有本體論發

展方法整合執行。而且若能針對其他系統發展方

法進行分析比較則更好。 
是否有呈

現足夠證

據來支持

所宣稱的

方法之價

值？ 

本研究目前僅針對一個個案來作質性分析探討，

也許多找一些個案來進行方法的分析其證據會更

充足。 

外部效度 

研究發現

是否與之

前的研究

理論一

致？ 

本研究宣稱將資訊技術抽象化建立資訊技術本體

論來提升本體論驅策之資訊系統再用性，符合先

前關於抽象化與再用性的正向關係理論，不過因

具現案例僅有一個，其效益仍不明顯。 

研究發現

是否能夠

一般化到

其他應用

環境上？ 

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本就以一般化為出發點進行

設計，因而主張多重觀點本體論驅策之系統發展

方法可應用在任何有大量重製/客製需求之環境讓

組織可節省大量的開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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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性/適
合性 

有沒有明

白詳細描

述所用的

方法？ 

有，本研究有對五階段系統發展、四階段本體論

發展的反覆式流程及實現多層通用層次框架詳細

描述作法與產出範例。 

研究者是

否能夠自

知之明地

明確指出

個人假

設、價值

觀及偏

誤？ 

有，本研究對研究範圍的限定及適用環境清楚描

述於 1.3 節。 

信度/可靠

性/可稽性 

研究問題

是否描述

清楚？ 

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標有清楚的陳述於 1.2
節。 

基礎構件

有清楚詳

細地說明

了嗎？ 

有，所有產出構件本研究於第 3 章及第 4 章中皆

有詳細清楚地定義。然而，對案例中引用 SCORM
模型為靜態結構本體論之作法，僅以一般 XML 語

言描述並未轉成更為準確的本體論語言如 OWL
來表達，及與方法論步驟銜接不足之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