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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 1990 年初的 Archie、Gopher 到現在的

Google、Yahoo 等，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搜尋引
擎的技術也日新月異。近年來，更有許多針對專門

領域的搜尋引擎出現，像是 google image與 medsite
等。然而要從搜尋引擎所傳回的大量資訊中取得對

個人有價值的資訊也是一大難題，因此各家搜尋引

擎紛紛運用各種技術來改善其搜尋結果，資料探勘

(data mining)便是其中之一。目前資料探勘的技術已
被廣泛的應用在資訊產業上，例如：資料分群(data 
clustering)、決策樹學習(decision tree learning)和關
聯法則 (association rule)等。此外，數位學習
(e-learning)也隨著網路技術與頻寬的改善而日趨成
熟，許多國家都將數位學習列為重點發展項目之

一。本系統期望整合 LDAP與 JAXB建構一套數位
教材的檢索系統，並挖掘搜尋資料的關聯法則與分

析使用者的搜尋記錄過濾出課程關鍵字，希望能將

不同平台的教材整合在同一伺服器中，讓使用者能

透過此系統獲得各種教材資訊，以期增加學習效率

與豐富教材內容。 
關鍵詞：搜尋引擎、數位學習、LDAP、JAXB、關
聯法則、協同過濾。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appearance of Archie and 
Gopher tools at the beginning of 1990 to the present 
Google, Yahoo etc,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he technologies of the 
search engine also change each passing day. In recent 
years, many searching engin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for the dedicated areas such as google image, medsite 
etc. But, it is still a big issue how to retrieve the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the individual from the 
explosive data refined by the searching engines. Thus, 
there are many techniques proposed for improving the 
searching results. Data mining is one of these 
proposed techniques. Currently, the technologies of 
data mining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to the 
information-related industries, such as the data 
clustering, decision tree learning and association rule 
etc. In addition, e-learning gets more popular as well 
as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becomes more mature. If 
adopting the concept of data mining to e-learning 
system, it will be good to make learning more efficient. 

Thus, we plan to utilize the techniques of LDAP and 
JAXB to reduce the load of development of search 
engine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learning contents 
parsing. Through analyzing the logs of users' 
searching behaviors, the keywords and the association 
among the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e users will be 
conducted or figured out. And then, we integrate with 
the related metadata of the learning materials in 
different platforms and maintain them in the dedicated 
server. We hope, with such the deployment,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promoting the efficiency of studying and 
making the contents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more 
abundant. 
Keyword: Search Engine, e-Learning, LDAP, JAXB, 
Association Rule,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1. 前言 
 
數位學習是近幾年資訊產業界的熱門話題，在

政府大力推動之下，許多廠商與教育機構紛紛投入

研究，許多的教學平台也應運而生，像是資策會的

IDEA，自由軟體社群的 moodle[13]等，然而，無論
教學平台功能再怎麼強大，若缺乏完善的數位教

材，學習成效依然有限。 
一般而言，教學平台的數位教材，往往會有下

列問題： 
 

(1) 資源共享不易 
即使所有教學平台都遵循共同的標準，但因為

平台與平台間沒有一個有效的介面來整合教

材資訊，若想得知各平台的教材內容，就必須

一一造訪各教學平台，十分不便。 
(2) 教材內容重複性高 

因為資源共享不易，所以教師在製作教材時，

難以得知其他平台的教材內容，使得相同課程

的內容相似度高，難以創新。 
(3) 缺乏課程綱要 

一般教學平台都只列出課程名稱或是單元標

題，學生選擇課程時，難以從中選擇其感興趣

的課程。 
 
因此，本論文提出一套自動化教材檢索系統，

利用 LDAP資料共享及快速搜尋的特性，來解決資
源共享不易的問題；並運用 JAXB 技術[11]，來降
低系統開發與導入所花費的時間與成本；在搜尋方

面，除了強調人性化的搜尋介面外，並從使用者搜



尋記錄中，挖掘關聯法則，以及透過協同過濾法，

找出課程關鍵字，以提高搜尋結果可靠度。 
 
2. 相關研究 
 
本系統計畫使用LDAP的目錄資料庫來儲存搜

尋資料，在收集資料的程式中，運用 JAXB來簡化
複雜的文字處理工作，且實作一關聯法則演算法以

及運用協同過濾讓搜尋結果以期能更符合使用者

需求。以下我們針對 LDAP、JAXB、關聯法則與協
同過濾等相關技術做簡要說明。 
 
2.1 LDAP 
 
輕型目錄存取協定 (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LDAP)，是美國密西根大學根據
X.500標準將它改良而來。和 DAP一樣主要是用來
存取目錄服務(directory services)的通訊協定，目錄
服務是依照樹狀結構模式，實現資訊管理和網路服

務的一種方法，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目

錄資料庫，它擁有一套完善描述資料特性的資料綱

要(data schema)，另一部份則是查詢和處理資料庫
相關的存取協定[1]。許多網路資源管理的應用，便
是利用 LDAP，像 DNS、Mail系統、電話號碼簿等。 

 

 
圖 1 LDAP架構圖 

 
本系統選擇 LDAP，主要是因其擁有下列特性

[1,3]： 
 

(1) 資料的快速搜尋 
LDAP利用資料間的階層性，以創新的索引和
快取技術，提供快速的查詢服務。 

(2) 可延伸的資料綱要 
資料綱要主要是描述及定義目錄樹中的項目

(entries)屬性，而 LDAP 允許使用者自行定義
資料綱要，讓資料的描述更加的彈性化。 

(3) 多種存取權限及資料編碼 
除了能依使用者個別設定存取權限外，LDAP
也 支 援 SSL(Secure Socket Layers) 、

TLS(Transport Layer Security)和 SASL(Simple 
Authentication & Security Layer)等安全機制。 

(4) 適合進行大量資料的檢索查詢 
目錄資料庫是設計在讀取頻率大於寫入頻率

的假設上，藉由廣泛複製資訊的能力，更能提

高資訊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2.2 JAXB 
 

JAXB(Java Architecture for XML Binding)是
2002年 Sun所發展用來存取 XML的程式套件，它
透過 Bind Compiler 將 XML Schema 編譯成許多
Java Classes原始碼，利用 JAXB提供的 API，即可
以 get、set 等方法存取符合 XML Schema 的 XML
文件。 

 
圖 2 JAXB架構圖[11] 

 
在這之前，存取 XML 文件可能會使用

SAX(Simple API for XML)或是 DOM(Document 
Object Model)這兩種方法，SAX只能以循序的方式
讀取 XML文件，並沒有樹狀結構的概念，而 DOM
雖然可將 XML 文件轉成樹狀結構，但是其所耗費
的系統資源與執行速度則一直被人詬病。JAXB 除
了改進上述缺點外，還具有下列特性[3,11]： 
 
(1) 簡易性 

透過 Binding Compiler編譯出來的綱要衍生類
別(Schema-Derived Classes & Interfaces)也是
Java 程式，因此並不需要自行處理 XML 文
件，而且可不依照順序任意存取內容樹

(Content Tree)。 
(2) 可擴充性 

可自行修改綱要衍生類別，讓程式更符合系統

所需，而當 XML Schema有所更動時，也只需
重新編譯 Schema，再新增部分程式即可，不
需要修改原來的程式。 

(3) 有效性 
由於 JAXB 所產生的內容樹皆符合 XML 
Schema 的定義，因此不會有無效的方法或物
件，還可透過 Unmarshaller 類別來驗證 XML



文件是否有效。 
 
2.3 關聯法則 
 
關聯法則是 1993年時，由 Agrawal等學者所提

出，主要目的是從大量資料中，找出資料間的關

係。透過分析交易紀錄計算出支持度(Support)與信
賴度(Confidence)，用以衡量找出的規則是否具有意
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演算法為 Agrawal等人提出
的 Apriori演算法，其主要步驟為[14]： 

 
(1) 從資料庫中產生候選項目集(candidate set)，並

找出符合最小支持度(minimum support)的頻繁
項目集(large itemsets)。 

(2) 利用步驟(1)所得出的頻繁項目集，從中獲得符
合最小信賴度(minimum confidence)的項目。 

 
但在 Apriori 演算法中，步驟(1)需多次掃描資

料庫，往往會花費大量的時間，因此陸續有許多改

良的演算法被提出，像是 DIC演算法[15]、DHP演
算法[12]和 AprioriTid演算法[14]等。 
目前本系統關聯法則主要參考 Apriori 演算法

[14]與錢依佩所提出的 QDT(Quick Decomposition 
Tree)演算法[8]，其中 QDT 演算法改進了 Apriori
演算法產生候選項目集的作法，利用拆解項目集與

二元樹，減少整體執行時間，主要具有下列優點： 
 

(1) 只需掃描資料庫一次，即可獲得所有頻繁項目
集，降低 I/O存取時間。 

(2) 可隨時更新最小支持度/信賴度，而不必重新掃
描整個資料庫。 

 
2.4 協同過濾 
 
協同過濾(collaborative filtering)是個人化網路

推薦機制之ㄧ，又稱為人物關聯式推薦(people to 
people correlation)[2]，目前廣泛應用在各類電子商
務上，主要是指透過使用者資料或行為模式的分

析，將口碑效應(word of mouth)的過程自動化，來
推測使用者對其他產品或服務的興趣。從協同過濾

再向下細分，又可分為以下幾種型式[4]： 
 

(1) 以規則為基礎的過濾 
指利用問卷或其他方式，獲得使用者偏好、興

趣等資料，藉以作為推薦的參考。 
(2) 以內容為基礎的過濾 

由使用者所選定的內容，推薦其他相關內容，

推薦的內容大多使用事先分群或參考其他使

用者經驗。 
(3) 以活動為基礎的過濾 

藉由收集使用者在網路上的活動資訊，推測出

某些內容的相關資訊，最常使用在沒有會員機

制的網站上。 
 

本系統使用簡易的協同過濾方法，代替複雜的

文字探勘技術(text mining)。文字特徵的建立原本就
是一件既困難又複雜的工作，但透過使用者搜尋記

錄的分析，找出課程關鍵字，在以使用者經驗為基

礎的情況下，雖然無法如文字探勘的結果般精確，

但也不失一可行辦法。 
 
3. 系統架構 
 
本系統整體架構可分為：收集檢索資料、搜尋

服務、關聯法則與協同過濾四部分，如圖 3 所示。 
本系統中，教師將教材上傳後，針對

LMS(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指定路徑執行
Web Spider程式，將所得結果存在 LDAP Server中
供查詢，當使用者(教師、學生等)使用搜尋服務時，
Web Server 即從 LDAP Server 及資料庫中取得資
料，將結果呈現給使用者，並同時儲存使用者行為

資訊，供日後資料探勘使用。以下即針對各個部份

作說明。 

 
圖 3 系統架構圖 

 
3.1 收集檢索資料 
 
和其他搜尋引擎類似，本系統的後端資料收集

程式也是像網路蜘蛛(web spider)類型的程式，當教
師透過 LMS將教材上傳的同時，也執行此模組程
式，只要給定課程內容的連結(即包含課程單元連結
的網頁)，程式便會自動找出該課程的所有內容，並
且分析 HTML Tag概略將所得的資料分為主題和一
般內容，再將分析後的資料利用 JAXB的Marshaller
機制，如圖 4，即可輕易地將散亂的資料整理成符
合 XML Schema的 XML檔案。 

 
public static void Html2Xml(HtmlParser hp,String ... 
 //先建立 LRType物件(由 JAXB產生的類別) 

LRType lrt = new LRType(); 
lrt.setUrl(hp.getURL().toString()); 

...... 
JAXBContext jc = JAXBContext.newInstance... 
JAXBElement<LRType> lrElement = 

(new ObjectFactory()).createLearningResource(lrt); 



//建立Marshaller物件，並將 LRType存成檔案 
Marshaller mar = jc.createMarshaller(); 

 mar.setProperty(Marshaller.JAXB_FORMATT... 
mar.marshal(lrElement,new FileOutputStream... 

...... 
} 

圖 4 JAXB Marshaller機制程式片段 
 
最後運用 JAXB 的 Unmarshaller 機制，以

geter、seter 即可輕鬆存取 XML 檔案，再透過
JNDI(Java Naming and Directory Interface)，將整理
後的資料存進 LDAP的目錄資料庫中，如圖 5所示。 

 

 
圖 5 LDAP目錄資料庫的內容樹 

 
3.2 搜尋服務 
 
學生使用教材搜尋系統不外乎是想得知「關於

這個主題的教材有哪些？」或是「這個課程大概有

哪些內容？」，而教師則是「我將要製作的教材有

哪些可參考的資料？」等問題。透過 LDAP資料共
享的機制，可將分散在不同主機上的教材內容，運

用上節的模組，將資料存進同一目錄資料庫，如此

一來，即可達到教材共享的目的，教師可參考搜尋

結果來擴充教材內容，使教材更為充實；而原本學

生須經由不同平台的 LMS 介面，也可能僅能得知
課程簡介而已，但透過本系統搜尋介面，即可獲得

不同平台間的教材連結，讓學生能從中學習更多元

化的知識。 
搜尋服務的另一個工作則是搜集使用者操作

紀錄，包括搜尋字串，及進入的連結等。大量的資

料是資料探勘所需要的條件之ㄧ，然而，並非資料

量越大，探勘所得的結果可靠度就越大，完整的探

勘資料內容，配合適當的關聯法則演算法，往往可

得到較高的可靠度。本系統在實作上是將每一次的

搜尋字串，當成一筆交易紀錄(transaction log)，搜
尋關鍵字就是 item，將這部份的資料用來挖掘關聯
法則；另外，也記錄使用者在搜尋之後所進入的課

程連結，並和其搜尋記錄作關聯，用來當作協同過

濾的資料。 
 
3.3 關聯法則 

 
本系統實作的關聯法則演算法，主要步驟為： 

 
(1) 在使用者透過搜尋介面查詢時，便將其所搜尋

之字串拆解成長度為 1的項目存進資料庫中，
也就是說，存在資料庫中的資料已經是 Apriori
演算法中的 L1項目集。 

(2) 從資料庫中依序取出同次搜尋資料，並且將項
目互相組合，同時計算各項目次數。 

(3) 藉由最小支持度的設定產生頻繁項目集，再透
過最小信賴度的計算得到符合條件的項目。 
 
最小支持度與最小信賴度的設定往往關係著

所得結果可靠性，若太小，結果可靠性會降低；太

大則會使結果數量變少甚至無法得到結果。藉由此

演算法，只要步驟(2)產生的資料還存在，就可以不
斷更新參數來測試結果，且不必重新執行費時的步

驟。 
 
3.4 協同過濾 
 
一般協同過濾都是使用在推薦相關資訊給「使

用者」上，而本系統則是使用協同過濾，推薦相關

的關鍵字給「課程」。由於如欲找出文章關鍵字，

最常使用的方法為文字探勘，但此法牽涉到許多的

演算法與技術，因此本系統透過分析使用者在系統

上的瀏覽紀錄－即當使用者進入某一課程時，他所

搜尋的字串為何？來過濾出該課程可能的關鍵

字，主要步驟如下： 
 

(1) 從資料庫中找出使用者搜尋並進入課程時所
使用的關鍵字，並統計所有關鍵字出現頻率。 

(2) 從上述項目集中挑出符合門檻值的項目，儲存
到目錄伺服器中的課程關鍵字。 

 
過程十分淺顯易懂，雖然說結果可靠性尚有待

研究，但是利用此方法，除了能取代原本龐雜的工

作，也達到系統自動化的目的。 
 
4. 系統實作 
 
本系統使用 Java來寫後端資料收集的程式，除

了著眼於 Java本身跨平台與容易使用的特性，還有
許多功能強大的套件可以直接使用，更能節省開發

的時間與成本。像是在本系統中就有使用 Apache 
Jakarta project中的 HttpClient[9]和 derrickoswald等
人開發的 Html Parser[10]。 
系 統 使 用 Linux 作 業 系 統 ， 並 安 裝

OpenLDAP，配合 phpLDAPadmin以Web介面來管
理 LDAP 目錄資料庫，而搜尋介面則採用
LAMP(Linux, Apache Web Server, MySQL, PHP)的
組合來實作，由於部份 Unix based的作業系統已內
建其他三套軟體，加上上述軟體皆為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可輕易取得及使用，因此可免除許多導
入系統時的問題，主要資料流程如圖 6所示。 
在圖 6中，LDAP儲存的是教材文字內容及儲

存路徑，MySQL 被用來儲存使用者在搜尋服務上
的操作紀錄以及儲存關聯法則產生的結果，而協同

過濾的結果則是更新到 LDAP的教材內容紀錄中。 

 
圖 6 系統資料流程 

 
4.1 Web Spider 
 
在教師上傳教材後，將 LMS 上的教材課程內

容路徑當作參數傳給資料收集程式，以本校遠距教

學教材內容為例，是使用 StreamAuthor所產生，而
教材內容大多是 PowerPoint 文件所轉換的 Html 檔
案，程式透過多型(polymorphism)的機制，事先定
義好 HtmlParser interface，只要透過實作該介面，
即可讓系統符合各類教學平台的需求。像是本系統

實作了 PptHtmlParser類別，用來專門處理本校遠距
教學的教材內容，並以正規表示法 (regular 
expression)比對 Html tag，用以分別投影片中的主題
與一般內容。 
由於採用 top-down的方式來分析 Html檔案，

因此 HtmlParser所得到的結果是未經整理排序的，
本系統利用 JAXB的轉換機制，將 HtmlParser所得
的結果轉換成符合 Schema定義的 XML文件，再透
過反轉換機制即可輕鬆存取資料，免除了許多程式

撰寫上的麻煩。考慮到各家教學平台教材內容皆有

所不同，因此 Schema 只定義一些基本元素
(element)，如圖 7所示。 

 
<xs:element name="LearningResource" type="LRTy... 
<xs:complexType name="LRType"> 
  <xs:sequence> 
  <xs:element name="url" type="xs:anyURI"/> 
  <xs:element name="title" type="xs:string"/> 
  <xs:element name="topic" type="xs:string" minO... 
  <xs:element name="content" type="xs:string" min.. 
  <xs:element name="oriContent" type="xs:string"/> 
  </xs:sequence> 
</xs:complexType> 

圖 7 本系統 JAXB所使用之 XML Schema 
 
url為課程網址，title則是網頁標題，oriContent

為原始教材內容，topic 和 content 則是分析處理後
的教材內容，topic為內容中字體較大者，其餘內容
則為 content，並將特殊符號及無用字詞(單一字母、
of、的...等)去除，讓使用者可以「教材主題」及「教
材內容」作為查詢條件，以提升查詢結果精確度。 
 
4.2 搜尋介面 
 
搜尋服務介面以網頁方式呈現，因此 Client端

只需Web瀏覽器即可使用本系統，不需額外安裝其
他軟體，除了一般搜尋外，也提供像「授課教師」、

「單元主題」或「關鍵字」等查詢條件設定，讓查

詢結果更符合使用者需求。而呈現的結果，除了有

LDAP Server中的教材內容之外，還有透過關聯法
則演算法所產生的相關詞及協同過濾所得到的課

程關鍵字。舉例來說，學生可能會在查詢「中國現

代史」、「台灣史」後，再查詢某授課教師，原因是

該教師是位歷史老師，想得知該教師是否還有教授

其他歷史課程。對系統而言，該教師原本只是授課

教師欄位的一筆資料，但在透過演算法分析之後，

當使用者再次查詢相關字詞時，便可將該教師推薦

給使用者。 
 
4.3 關聯法則與協同過濾 
 
本系統關聯法則主要是用在搜尋字串的相關

詞方面；而協同過濾結果則是各個課程的關鍵字。

因為以執行效能為優先考量，所以程式是以 C++所
撰寫，而透過這些演算法的應用所得到的結果，讓

使用者能更快速及精確的搜尋到所要的資料，在資

料量越大的系統中，越能顯現其功效。目前實作上

是採用當所搜集的資料增加一定數量後就執行一

次程式，並且更新之前所產生的資料，這樣的做法

可避免因單位時間內增加的資料太少，導致結果和

前次產生的資料相近。 
 
4.4 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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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系統搜尋結果 
 

操作介面就像一般搜尋引擎一樣，除了能同時

查詢多個字詞之外，也可設定「授課教師」、「教材

主題」、「教材內容」、「課程標題」、及「課程關鍵

字」等查詢條件來縮小搜尋範圍。以圖 8為例來說，
使用者輸入「pencil」搜尋，系統會自 LDAP Server
取得含有關鍵字的內容，並顯示該關鍵字的相關

詞。使用者可透過系統提供的資訊繼續更精確的搜

尋，或是直接進入該課程研讀。 
 
5. 結論與未來工作 
 
本系統旨在整合不同平台間的教材資訊，並透

過資料探勘的方式，來提高搜尋結果可靠性。在教

學平台尚未有像 SCORM這類標準出現之前，想要
整合各家平台可說是難上加難，但在平台標準出現

之後，仍然沒有一個資源共享的機制，因此本論文

提出一解決之道，運用新興的程式技術，配合關聯

法則演算法，實作出一套能解決上述困境的系統。

目前我們正努力運用並整合本校遠距教學系統，但

仍須克服幾項問題： 
 

(1) 存取權限問題 
由於並不是所有教材都能直接以 Http存取，大
部分皆須登入系統後才有權限，有些更使用

Session、虛擬目錄等方式來加強安全性，因此
如何克服各平台教材存取權限的問題便是我

們的首要目標。 
(2) 非文字類型的教材 

近年來由於多媒體的盛行，許多數位教材也紛

紛改用圖片、動畫、Flash、甚至是影片等方式
製作，這些格式的檔案沒有詳細的文字敘述，

若想將其加入系統搜尋範圍內，則還有待進一

步研究。 
 
在解決上述問題後，未來可以針對搜尋結果作

排序，將相似度較高的搜尋結果顯示在前幾頁，或

是運用資料分群將教材自動分類以及建立關鍵字

索引來縮短搜尋時間，甚至可使用新一代搜尋引擎

的技術，像是主題式及概念式搜尋，而不用傳統的

關鍵字搜尋方式，隨著數位學習日漸普及，說不定

在不久的將來，也會有專屬於數位教材的搜尋引擎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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