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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適性化(Adaptive)網路學習系統的基本概念，在於系統會

依照不同使用者的程度、語言、系統使用環境等變數，來

提供合適的教學內容，並透過使用者的使用情況來做適當

的調整，以提高系統的使用成效。將模糊理論 (Fuzzy 

Theory)應用在教學系統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彌補傳統

教學系統中，在評斷使用者對某一學習議題的成效是否良

好時，一般都以其對此議題「懂」或「不懂」為判斷的依

據，事實上在此兩個分界點的中間，還存在著非常多的模

糊空間，單純的以理解與否來評論使用者學習的狀況，並

不恰當。而嵌入式系統(Embedded System)的開發，已成

為目前國家產業發展的主要政策之一，也由於進入門檻較

高，產業相關的人才一直供不應求。因此，本適性化教學

系統架構，結合了適性化教學與模糊理論兩種概念，並以

近幾年國內開發人才相當缺乏的嵌入式系統設計教學為主

軸，開發出一套適性化線上教學多媒體影音平台，讓教學

者能夠透過此平台，更有效率的對使用者進行教學。 

關鍵字: 適性化網路學習系統, 模糊理論, 線上測驗, 遠距教學, 嵌

入式系統 

一、 前言 

教育是門相當古老的學問，而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

讓教育的方式有了新的選擇，不僅讓教學者有了更多選

擇，也讓學習的變化更多，也更為有趣。網路教學和傳統

教學方式的差別在於，網路教學並不受學習時間、學習地

點、以及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的距離所限制，這也讓網路

教學的應用領域和範圍更為無遠弗屆。除了上述特點之

外，網路教學亦具備了提高學習者學習意願、可利用多媒

體技術增加教材多樣性、降低教學成本、以及增加學習者

等傳統教學所無法提供的優勢。而一個好的教學系統，在

設計上除了考量到學習者的需求之外，教學者的需求也必

頇同時列入設計的考量中，例如教材的設計、日後的更

新、進行的方式等等；而對學習者來說，則包括了教材的

選擇、能否進行簡單的學習評量、如何回饋學習的狀況等

等[1][2][3][4][5]，因此這也讓網路教學成為近年來相當熱

門的研究議題之一。網路教學的一大特點，就是學習不受

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也因為如此，學習者有可能來自於各

個不同的地區，其背景和程度也會有一定的差別，因此隨

著網路教學環境的逐漸成熟，適性化教學的概念也慢慢引

起大家的廣泛討論。適性化教學的概念在於，系統可依照

不同使用者的背景、程度、需求、以及個人習慣，來調整

所呈現的教學內容，讓不同的學習者在瀏覽同樣的頁面

時，能夠看到不同的網頁內容，以滿足不同的個人需求。 

而透過簡單的考詴，進行學習成果評量，仍是目前最

為普遍且最有效率，用來判斷學習者是否確實理解課程內

容所要傳遞給閱讀者知識的最主要方法。因此，評量的內

容是否能夠真正的測驗出學生的理解狀況與能力，同時依

照學生的個人程度與特質，給予重點式的加強訓練，達到

提高學生學習成效的最終目的，就是個相當重要的課題

[6][7][8][9]。以台灣地區的教育體制為例，許多基本的評

量方式，都只能判斷出學習者是「懂」還是「不懂」，然

而在這兩個選擇中間，尚有許多模糊的空間存在，學習者

即使回答了正確的選項，也不能保證此人對此議題的概念

已完全理解，反之亦然，換句話說，這樣的評量方式無法

達到評斷學習者學習狀況在準確性上的要求。因此若單純



的用這樣的方式來評估學習者的學習狀況，未免太過偏

頗，且會進而造成教學者無法依照學習者的狀況，來給予

適當的教學內容。因此為了要彌補這種在教學過程中的缺

失，我們在教學內容中應該要包含有多個概念的集合，並

在其中融入有延伸及模糊的概念，讓系統在對學習者進行

學習狀況評估時，能夠獲得更為正確的推論結果。 

在[10]中指出，在歐美和台灣等已開發的國家中，嵌入

式系統的應用與技術，已由國防、航太、軍事、及電信等

國家級公共事業和學術研究單位，逐漸往民間業者發展，

不論是透過經濟部的科技專案，或是由民間委託的技術服

務專案等，都傾盡全力的，以其最為適當的管道作轉移，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希望能將嵌入式系統的科技能

量，能夠獲得普及。嵌入式系統的優勢，在於彈性大、數

量大、單位成本低，但也因為這些優勢，使得嵌入式系統

設計與開發的門檻，較一般科技產業更高，因為設計者必

頇盡可能的使系統的使用領域更多樣化、彈性更高，但成

本則必頇更低，因此也造成了現階段國內嵌入式系統設計

與開發人員一直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況。 

基於上述所闡述的各種現象，本系統架構將適性化教

學以及模糊理論的概念融合，並以現階段人力資源需求相

當高的嵌入式系統設計教學為主軸，旨在透過更為精確的

教學評量系統來推論出學習者的學習概況，再進一步透過

適性化網頁系統的概念，給予學習者更適切的學習內容，

以期能達到更為有效率的教學方式，進而讓更多嵌入式系

統設計人才能夠投入業界，以舒緩人力資源不足的窘境。

在第 II 章中，我們會針對適性化網路教學、模糊理論、以

及嵌入式系統提出相關文獻和討論；在第 III 章中會提出

本線上教學系統的系統環境及架構，並進行系統的實作；

第 IV 章則會為整篇論文整理出明確的結論及貢獻。 

二、 文獻探討 

2-1 適性化(Adaptive)網路教學 

在[9][11][12][13][14]中提到，以教育的層面來說，網際

網路是種新興的教學媒體與工具，提供給教學者與學習者

一個嶄新的教育環境，和傳統教育方式相較起來，網路教

學的應用層面也更加廣泛。因此為了因應這樣的趨勢，不

只是學術界投入網路教學領域的人力物力不斷增加，國家

也大力推動相關的資訊基礎建設，以期能更加突顯網路教

學的優勢所在。 

而為了避免讓網際網路的教學效果較傳統教學模式更

為不佳，系統的設計者必頇以豐富的教學資料以及設計完

善的線上教學系統為基礎，這也是線上教育的初衷。和傳

統的教學方式相比較之下，網路教學擁有以下幾點優勢

[2][12]： 

(1) 資訊流通迅速 

(2) 超越時空限制 

(3) 重視個人隱私 

(4) 公平的學習機會 

(5) 適合教學管理 

(6) 增加互動性 

而 NS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orkshop 的 Tools for 

Author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2][15]對網路教學環境應

該要為教學者以及學習者提供怎樣的功能，並藉此使得教

學與學習能在網路上順利而有效的進行，提出了幾項要

點。此討論群認為，新一代的教育工具應當包含： 

(1) 對教材編輯者而言： 

i. 系統必頇能提供彈性且具有一致性的使用者操

作介面。 

ii. 系統內容的表達方式必頇要清楚。 

iii. 系統的設計原則以及課程的樣版與範本，都應

該要以教育理論為基礎。 

iv. 知識的擷取工具，必頇要從教學者或專家身

上，取得教學的策略。 

(2) 對教育者而言： 

系統必頇要提供適切的工具，讓教學者能夠得知目

前學習者的學習進度和學習狀況，進而提升教學過

程的品質與效率，以創造一個更為完善的學習環

境。 

(3) 對學習者而言： 

系統必頇提供可互動、且開放的使用工具，讓學習

者們有一個能夠彼此討論的空間，藉此互相溝通、

切磋、學習、並解決學習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問題。 

由上述特點可知，若能充分利用網際網路所帶來的優

勢，這會是相當適合應用在教育上的工具。 

2-2 模糊理論(Fuzzy Theory) 

由[16]中可知，模糊理論(Fuzzy theory)是在 1965 年，

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 C. Berkley)的 L. A. Zadeh 教

授，在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學術期刊中所提出[17]，此

理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要讓電腦能夠處理人類知識中的

模糊資訊，發展至今已應用的相當廣泛，普遍存在於控

制、預測、分析、與決策等領域。而在教育領域中，模糊



理論也逐漸被應用在成果評量的議題中。模糊理論是一種

使用數學模型，來描述模糊資訊的方法，傳統集合理論的

函數，是在 0 和 1 兩個極端值之中做選擇，元素與集合之

間的關係，只可分為「屬於」或「不屬於」兩種，稱為明

確的集合理論(Crisp set)，而模糊理論則是將明確集合理

論，推廣為 0 至 1 之間的所有值，都可被選擇。模糊集合

是指，使用 0 至 1 之間的某一個數值，來表示某一集合元

素屬於某個集合的程度之方法[18][19]。數值 0 表示完全不

屬於，數值 1 則表示完全屬於，而介於完全屬於和完全不

屬於之間時，就依照所屬於的程度，來給予 0 至 1 之間的

數值。1980 年，Dubbios 和 Prade 提出了模糊數的概念

[20]，模糊數的表達形式有許多種，其中三角型模糊數

(Triangular Fuzzy Number)為最為典型的模糊數代表，而其

他像是梯形模糊數(Trapezoidal Fuzzy Number)、和 L-R 模

糊數(L-R Fuzzy Number)亦是相當常見的模糊數。 

2-3 嵌入式系統(Embedded System) 

廣義上來說，除了一般常見的通用型電腦之外的所有

電腦，都可被稱作為嵌入式系統，包括 MP3 隨身聽、智

慧型手機、路上隨處可見的廣告看板、汽車內的行車電

腦、衛星導航裝置等，嵌入式系統的應用都無所不在。而

狹義上來說，嵌入式系統則可根據英國電機工程師協會的

定義，視為一種控制、監視、或是用來輔助設備、儀器、

以及工廠運作的裝置[21]。這種為了特定的應用和目的，

而完全嵌入於受控制元件內部的電腦，由於只需要執行某

些特定的任務，因此在設計上就能夠進行效能上的最佳

化，並進而縮小系統的體積，以增加應用上的便利性以及

可攜性。而由晶心科技所推出的 Andes(Architecture for 

New-Generation Digital Engine) Core N9 、 N10 、 以 及

N12，是根據 AndeStarISA 架構所開發出來的三款和新

IP，此架構的主要特點在於它是種 16/32 位元指令集可相

互組合運用的架構，透過將 16 位元指令集當作 32 位於指

令集的其中一個子集這樣的設計，codesize 得以更為縮

小，系統設計的彈性也就更大。除此之外，晶心科技所開

發 的 開 發 工 具 軟 體 AndeSight ， 則 結 合 了 IDE 、

AndESLive、和工具鏈 (ToolChains)的整合開發套件。

AndESLive 為一種虛擬的 SoC Builder 及模擬引擎的

GUI(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可為使用者提供程式開發時

的虛擬硬體平台環境。而在 AndeSight 中，使用者可在目

標系統中，進行編輯、執行、除錯、以及設定來源程式的

個人化設定擋。透過 AndESLive 所呈現出來的虛擬模擬平

台 (Virtual Evaluation Platform, VEP)，使用者即可使用

Andes 的 IPs 來進行系統開發，此外亦可透過 AICE 來連結

至實體的開發平台(Real Evaluation Platform)來進行實作。  

由於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使得來自於世界各地不同

地區的學習者，得以齊聚一堂，進行同步的學習，但也因

此大幅的增加了學習者的複雜度。因此一個好的線上教學

系統，就必頇將不同使用者其背景的差異性給考慮進去，

例如不同使用者的程度、語言、使用電腦及網際網路的環

境等，來給予合適的教學內容，並普遍提高所有學習者的

學習成效，這也是適性化教學的初衷。本篇論文提供了新

增多國語系的功能，可讓教學者視教學需求新增不同的語

系模組，達到學習無國界的目標，並以儲存在資料庫中的

使用者學習歷程和評量成績為基礎，推論出學習者所可能

需要的教材內容，再給予推薦。對教學者而言，亦能減少

其在判斷及評量個別學生程度的負擔，如此一來必能提高

教學與學習者雙方面的參與意願與興趣。 

三、 系統設計與建置 

本系統架構提供了功能完善的智慧化出題系統，讓教

學者只需要將教材根據內容的難易度上傳至出題系統中，

系統會就自行依照不同學習者的學習狀況來進行出題。且

系統會透過儲存在資料庫中的學習歷程及評量結果此兩個

變量為依據，以模糊理論的概念來進一步分析學生對於各

個學習議題的認知程度，並在取得學習者的使用回饋之

後，進一步分析學習者的瀏覽歷程與評量結果，藉此取得

使用者的學習瓶頸，適時的提供學習者真正所需的提示與

幫助。 

3-1 系統環境 

本線上教學系統以嵌入式系統設計教學平台為應用範

例，可提供對嵌入式系統設計有興趣的高中職、大專院校

學生，以及初級嵌入式系統設計工程師一個相當好的入門

途徑。本系統所使用的作業系統為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使用的語言包括 C#、HTML、ASP、Java 

script；資料庫管理則以 SQL Server 來建置。 

3-2 系統架構 

圖 1.為本線上教學系統的系統架構圖，共有三種不同

的使用權限，分別是管理員、教師、以及學員。同一個帳

號可同時具有三種不同的權限，而帳號的管理則是由管理

員所負責。本線上教學系統包含有下列子功能，詳述如

下： 



 

圖 1. 適性化線上教學系統架構 

(1) 階段式學習進度追蹤 

階段式學習進度追蹤模組是本平台創新功能的主要基

礎。該模組的資 料可以讓後端平台、授課老師、以及學員

了解目前的學習進度。為追蹤學習進度的部份資料庫欄

位，其中包括了： 

 lr_id（Learning_Record ID）：學習記錄編號 

 lc_id（Learning_Content ID）：教材編號 

 up_id（User_Profile ID）：使用者編號 

 c_id（Course ID）：課程編號 

 lr_startime：學習記錄的開始時間 

 lr_endtime：學習記錄的結束時間 

 ex_1：學習記錄的間隔時間 

(2) 階段式學習成果評量 

本教學平台以學員測驗的成績當作學習成果評量的依

據。學員在完成每一門課的學習之後，皆可在網頁中選擇

線上測驗的選項進行測驗，並可在完成線上測驗之後，查

詢所做的測驗成績及內容，如圖.2 所示。 

 

圖 2. 階段式學習成果評量測驗結果範列 

(3) 智慧型題庫及出題系統 

教師可在課程中新增不同難度的詴題，包括是非題、

單選題、和複選題（如圖 3.所示）三種不同的題型。在出

題的過程中，教師必頇設定每一個題目的難易程度，之後

系統會判斷學員的學習狀況，依據教師所決定的難易程度

來給予學員不同難度的詴卷。智慧型出題系統具有兩種功

能，一、教師可以根據題目難易的比例產生該課程的詴

卷；二、教師可以讓系統根據學員學習進度自動出題。下

圖中呈現了系統根據不同學員的學習歷程自動給予不同難

易程度的詴卷。如圖 4. 所示，詴卷中題目皆偏難、圖 5. 

中詴卷則是包含了中等以及難的題目。教師身份可產生和

更新詴卷；學員身份只可進行測驗以及觀看測驗的結果。 

 

圖 3. 智慧型題庫及出題系統 - 新增多選題 



 

圖 4. 學員測驗範例-偏難 

 

圖 5. 學員測驗範例-偏中等及難 

(4) 多重身份辦別 

同一使用者在不同時間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

該使用者可能是學員、也可能是該科目的助教。於是多重

身份辨別模組能夠讓使用者使用一組帳號和密碼便可以擁

有及執行不同身份的權限及功能。教學平台的設計架構

中，管理員擁有新增、修改、以及刪除所有使用者以及課

程的權限，針對每個使用者帳號，也可將其設定為學員或

是教師。 

(5) 安全加密登入系統 

網際網路的使用人口日益增加，相對的安全性也成為

一個重要的議題。由 Netscape 公司所提出的 Secure Socket 

Layer（SSL）資料保密協定，採用了 RC4、MD5 以及

RSA 等加密演算法。本學習平台針對不同安全等級的內容

來做區分，並將需要較高安全等級的網頁內容運用 SSL 的

技術做傳遞，並未將靜態內容加密以期在安全性及系統效

能間取得一個平衡。若為正常的「http://」則此網頁未做

任何加密處理；若為「https://」，則代表此網頁已做加密

的處理。加密的分類如表 1. 所示。 

表 1. SSL加密分類表 

 項目                                     安全加密 有 無 

註冊帳號/登入 ˇ  

課程內容新增/修改/刪除 ˇ  

閱讀課程內容  ˇ 

開啟討論主題 ˇ  

參與討論  ˇ 

考題新增/修改/刪除 ˇ  

線上測驗  ˇ 

設定軟體使用權限 ˇ  

取得軟體使用權限  ˇ 

(6) 適性化首頁 

讓首頁呈現對每位特定使用者來說最有價值或最需要

的內容是適性化首頁的主要目的。本平台會根據階段式學

習進度追蹤子系統記錄使用者的學習歷程 (例如：課程學

習時間、課程學習次數)，並經過平台計算判斷後給予使

用者合適的建議。例如當使用者對某些課程的閱讀時間少

於教師所設定的建議時間，或是線上測驗的成績未達所訂

定的標準時，系統會在使用者進入首頁時給予相對應的建

議，進而增加學習的效果。如圖 6. 所示，由於學員在學

習的時間過短，於是平台在首頁使呈現相對應的提示。 

 

圖 6. 適性化首頁範例 



(7) 多國語言支援 

有鑑於平台使用者不一定熟悉本地語言，於是多國語

言的支援為平台相當基礎的功能。本平台在多國語言部份

運用資源檔實作多國語言介面，平台介面的語言檔可以匯

出成 XML 檔案，新增及修改現有語系只需使用 XML 編

輯器或純文字編輯器即可編修語言檔。平台亦提供語系管

理介面，只需要將編修好的資源檔上傳即可增加新的語系

支援。平台目前提供繁體中文以及簡體中文兩種內容呈現

方式，如圖 7. 所示。 

 

圖 7. 語系資源管理介面 

(8) 多媒體串流教學 

相對於傳統靜態文件的呈現，多媒體的教學內容能幫

助使用者做更有效率的學習。在本篇論文範例中，

AndeSight™ / AndESLive™為一功能強大的高階 Modeling

工具，以傳統靜態的教學方式，會使學員在學習上不易了

解，若運用多媒體影音串流的教學內容，將能更有效及快

速的幫助使用者學習到 AndeSight™ / AndESLive™的使用

者操作介面。本學習平台所使用的 Adobe System Flash 

Video（FLV format）影片格式是隨著 Adobe Flash 的推出

發展而發展的視頻格式，可嵌入於網頁中，並與大部份的

瀏覽器及作業系統相容，然而最重要的優勢在於 FLV 檔

在播放時並不需要藉助特別的播放軟體，免除了載入播放

器的系統資源耗損，這也使 FLV 檔為目前使用率最高的

影片播放格式，許多知名影片分享網站，例如 YouTube、

Yam 影音等，皆使用 FLV 檔來當作其影音傳播的檔案格

式，如圖 8. 所示。 

 

圖 8. 內嵌 FLV 教學影片範例 

(9) 互動學習平台 

本學習平台亦提供了互動式討論區模組，以提供使用

者一個討論平台，讓使用者可以針對自己有興趣的主題相

互討論、學習。每一門課的教師，可在該門課中開啟新的

討論主題，供學員在此主題中發表各自的意見，以達到互

動討論學習的目的。 

(10) 軟體授權管理系統 

晶心科技所開發的開發工具軟體 AndeSight™，結合了

IDE、AndESLive™、和工具鏈(ToolChains)的整合開發套

件，讓使用者可在此套開發軟體中，對目標系統進行編

輯、執行、以及除錯等動作。教學平台中亦提供了軟體授

權的管理，讓使用者能夠在經過學習、並通過線上評量之

後，即便沒有向軟體供應商取得軟體的產品金鑰，也能夠

透過系統取得軟體的授權，並進而使用 AndeSight™所提

供的功能。軟體的授權必頇事先申請，授權管理系統運用

程式開發介面，可查詢到使用者目前的狀態，並利用該資

訊來做軟體授權的管理。如圖 9. 所示，在每一門課程

中，教師可設定本門課是否為取得軟體授權過程中所需要

的課程，亦即學員必頇完成學習本課程，方可取得軟體使

用的權限。 



 

圖 9. 軟體授權管理系統 - 學員達到授權門檻 

晶心科技(Andes Technology)，為亞太地區第一家推出

原創性 CPU 核心 IP 的業者，於 2005 上半年成立，總部設

於新竹科學園區的矽導科技研發中心。在 2007 年底，推

出了名為 Andes(Architecture for New-Generation Digital 

Engines) Core 的核心 IP 產品，以及相關的開發工具軟體

AndeSight 及 AndESLive。本系統以嵌入式系統設計教學

為主軸，並與晶心科技合作，以本系統為教學平台，推出

一系列的教學內容，讓有心踏入嵌入式系統設計領域的高

科技開發工程師，能夠透過本系統，在最短的時間內熟悉

嵌入式系統入門環境，進而解決台灣嵌入式系統開發人才

供不應求的窘境。 

四、 結論 

本適性化系統架構，有效的結合了適性化教學與模糊

理論兩種教學概念，開發出此能夠應用在各種不同教學領

域中的線上多媒體適性化教學平台，並以嵌入式系統設計

教學為主軸，開發出一套加強型的線上教學影音平台，讓

使用者可透過此平台，更有效率的進行教學行為，提高教

學的品質與成效。而由於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使得參與

的學習者複雜度大幅的增加，本系統即提供了新增多國語

系的功能，可讓教學者視教學需求，新增不同的語系模

組，並以儲存在資料庫中的使用者學習歷程和評量成績為

基礎，推論出學習者所可能需要的教材內容，並予以推

薦，如此一來，必能提高教學與學習者雙方面的參與意願

與興趣，達到教學者與學習者雙贏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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