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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網路通訊技術 

Session A-1 通訊品質 
 SONET 網路傳訊品質與 UDP/ICMP 訊務的迴歸相關分析 
 通訊網路中最高頻寬限制與最小頻寬保證之機制 
 在 DWDM 中具 QoS 之 Fast Process OBS 
 ADSL 速率之測定及探討 
 ADSL 流量負載平衡系統之設計 
 ADSL 連線品質分析與問題排除之實務探討 

Session A-2 通訊協定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Pv6 Network Address and Protocol Translator (NATPT) on Linux 
 在 MPLS 網路應用 Traffic Engineering 提昇網路使用率方法之研究 
 多協議標記交換網路界接服務品質保證之研究 
 The Measurement of Impact of Cooperative Caching Proxy Server to Backbone Router 
 Implement Directly Routing Cluster and Loading Balancing 
 A Design of Multiple Links Campus Network Structure Using Load Balancer with Schemes Compared 

Session A-3 網路系統 
 封閉式廣告郵件系統的建置與效能評估 
 可擴充之電子郵件系統建構與個人化郵件過濾機制 
 Enum 雛形系統及其解析服務之研究 
 分散式使用者名單分享系統 
 台灣學術網路上因果次序之群組通訊協定實作與測試 
 架構於混合型網路之可適性分散式演訓聯盟 
 以訊息為基礎的 STB 管理平台 

Session A-4 網路串流技術 I 
 VoIP 系統之建置與管理-以逢甲大學為例 
 多媒體即時互動機制之研究 
 一種以 SIP 快速建置寬頻網路應用服務的方法 
 網路合作式即時實驗環境之可遙控視訊信息系統設計  

Audiovisual Technology for Collaborative Internet-BasedReal-Time Laboratory Experiments  
 網際網路電話整合服務之實作與測試 

Session A-5 網路串流技術 II 
 具錯誤回復特性之熱門影片廣播法 
 Deploy Multimedia-on-Demand Services Over ADSL-Based Networks 
 基於熱門影片廣播之高效快取法 
 CampusKTV: Web-based KTV Services over Campus Broadband Networks 
 Internet Streaming Media UDP-based 訊務的量測 
 VBR 串流排程法於叢集式多處理器系統效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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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數位㈻習及網路教㈻ 

Session B-1 網路教學系統 I 
 On the SCORM-compliant SMIL-enabled e-Learning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Web Based Mandarin Dialog System with VoiceXML 

 分散式網路多媒體辭典編輯系統建置之研究 

 高成效的多媒體討論區機制之研究 

 具有系統資源管理之分散式非同步網路教學平台之設計與實作 

 語言教室教學系統之設計 

Session B-2 網路教學系統 II 
 Teaching/Learn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 A case study of a Multimedia Chinese Classroom in NCNU 

 植基於網際網路之微控制器遠距實驗系統 

 應用 XML 技術設計泛用型網路即時實習系統 

 Java-based SMIL 多媒體即時同步遠距教學系統的設計與實作 

 以 Web 為基礎之串流影音技術建置多媒體網路學習課程 

 虛擬實境遠距教學網站的建構 
Session B-3 網路課程設計 

 線上課程專家評估系統 SWEEP 雛型之設計 

 九年一貫課程運用網路資源融入教學課程設計之研究 

 網路科技融入九年一貫綜合活動教學 

 網路資源融入啟智班課程的實作 

 網路輔助教學在國小數學學習領域學習成效、學習態度之影響研究 

 網站自動化線上分析處理機制之研究-以技職課程資源網站為例 

 網路教學教案設計對學習成效及資訊素養之研究-以高中電腦課程為例 
Session B-4 學習行為及成效 I 

 網路問題式學習環境建置與學習行為分析 

 Web 導向教學環境應用於國小學童學習之研究 

 學習動機對網路學習行為及學習成就之影響 

 網際網路專題導向式學習環境中學習行為歷程之初探 

 多媒體討論區機制促進高層次思考活動之研究 

 網路主題式學習之溝通網路類型分析 

 應用資料探勘技術發掘課程最適性選修之學生 

Session B-5 學習行為及成效 II 
 A Study of an On-line Multi-user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 版」臨床適用性評估之研究 

 非簡單頻繁瀏覽路線探勘與網路學習成效之研究 

 網路化個人及團體學習歷程檔案系統之建構經驗 

 網路輔助數學課程學習效益之研究 

 網頁融入數學補救教學對國小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在國小主題教學之初探 

Session B-6 教學評量 
 應用網際網路評量與試後分析系統(WATA)於師資培育：以提升生物科職前教師之評量能力為例 

 網路教學之獎懲機制與認知風格研究 

 網路同儕評量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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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網路評量與試後分析系統(WATA)之形成性評量模組對學習者自我學習之成效分析  

 網路出題系統對認知與後設認知能力之影響 

 線上題庫系統之研發 

 題庫難度與先前能力分配對適性測驗效率之研究 

Session B-7 數位化教學 
 國小三年級學童運用數位學校學習立體幾何成效之探究 

 以 Hyperbook 介面技術為基礎的國小英語教學系統之研究 

 教學軟體設計製作與評鑑—國小一年級數學科為例 

 從情境電子書引導池塘生態 PBL 教材之設計與發展 

 網際網路程式語言輔助學習之探討– 以 C 程式語言為例 

 以詮釋結構模式探討網路化教材之建置 

 網際設計教學模式雛形的建立 

Session B-8 知識管理 
 利用資料探勘技術建構維修知識分類模型 

 基於本體論分散式知識管理系統之研究 

 元資料於網際網路資料庫上整合之研究 

 以 XML 為基礎之個人化使用介面與使用者選用資訊服務設定檔 

 協同合作式圖書推薦系統 

 精進軍事數位圖書館讀者服務之芻議 

 建立物件識別符分類編碼與管理機制之解決方案 



 

 

C 行政㈾訊化 

Session C-1 校務行政 
 打造校園資訊科技政策：政大「資訊科技白皮書」經驗 

 由組織特性探討校務資訊系統之研究 

 以三階式架構為基礎的大學電子公文系統之規劃設計 

 台南市校務行政學籍系統之發展 

 以 WWW 為基礎之大學財產系統之設計與應用 

 在整合資訊架構下發展學院計分卡 
 

Session C-2 行政資訊化 
 教育行政人員網路素養對行政網路資訊系統接受度之研究 
 各國電子化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功能比較分析 
 應用系統與服務流程整合之研究與設計 
 企業內部流程電子化之實作 
 文化局行政管理自動化系統之探討 
 政府資訊化資料呈現程序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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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網路㈳會 

Session D-1 網路與社會 
 利用網頁資訊建構多層次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之社會網路關係 

 網路敵意及網路沉迷：兩種去社會抑制行為之相關研究 

 網際網路溝通之干擾因素探索 

 行動通訊中定位服務之隱私權保護分析 

 應用瀏覽路徑紀錄分析使用者網站行為之研究--以國教行政資訊網為例 

 大學生資訊科技素養研究―－以政治大學為例 

 線上和電腦遊戲玩家參與行為之探討 

 

Session D-2 資訊傳媒 
 探索在超媒體電腦中介環境下消費者對特定網路廣告態度之研究 

 以探勘使用者瀏覽興趣為基礎的個人化網路廣告之研究 

 網路遊戲作為產品置入廣告平台之初探 

 組織內電腦中介溝通媒介運用之探討--以電視台桃竹苗區地方記者為例 

 台灣網路廣播電台之競爭策略—由資源基礎理論觀點分析 

 以內容分析法探討電子報網站之經營模式 

 虛擬社群成員價值與報酬機制 

 

Session D-3 電子商務 
 銀行業之電子商務專利地圖 

 以有效率分群化演算法發掘消費者最適性之產品項目 

 A Novel E-Commerce Web Mining Agent Architecture 

 寬頻網站經營績效評估、流量稽核、客戶行為預測(CRM)模式建立之研究 

 The best practice and CSFs of e-commerce for SMEs 

 網路書店顧客滿意度調查及其影響變數之間的關係 

 以匿名新顧客為對象之適性化商品推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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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網路㈳會 

Session E-1 網路安全防護及過濾 
 校園網路安全事故自動防治系統之設計與實作 

 校園網路安全防護機制之建立 

 區域型網路安全聯防系統之設計 

 垃圾郵件與病毒郵件自動過濾機制的設計與實現 

 The Survey and Design of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in Wide Area Network 

 結合網域名稱與網路代理伺器進行資訊管制與分流之架構及其實作 

 DNS 安全檢測系統 

 

Session E-2 資訊安全 
 我國資通安全鑑識技術能量規劃初探 

 警政資通安全現況分析及管理政策之研究 

 網路犯罪偵查模式--以線上遊戲犯罪案件為例 

 安全群播中高效能更新邏輯樹群組金鑰協定.zip 

 XML Based Secret Sharing and Visual Cryptography 

 以統計區間估計偵測網路流量異常行為 

 具連線追蹤與重現之網路式稽核監控系統研究與實作 

 

Session E-3 網路入侵及防護 
 以網路處理器技術建構 Gigabit 不當資訊過濾系統  

 網站入侵偵測系統之研究 

 入侵偵測系統與弱點評估技術輔助網路犯罪偵查機制之探討 

 駭客攻防戰：駭客入侵的因應策略 

 以防火牆日誌分析之網路攻擊偵測系統 

 高可攜與可調式網路入侵偵測系統之研究 

 校園區域網路病毒攻擊自動偵測與阻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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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無線網路 

Session F-1 無線網路建置 

 校園無線網路認證系統之建置 
 無線區域網路跨校漫遊實驗環境之建置 
 無線校園網路系統規劃與應用 
 校園行動入口網站之實作研究 
 無線網路在中小學之應用 
 無線區域網路之建置與測試 

 

Session F-2 無線網路應用 

 An XML-based Automatic Code Generation for Mobile Execution Environment 
 Adapting Internet Content to Mobile Client Resources in Wireless Networks 
 博物館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設計與實作 
 WAP 上的安全推播機制 
 跨異質網路之行動式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 
 SMID 資訊分享之代理者架構 

 

Session F-3 無線網路技術 

 以 Cellular IP 為基礎架構之巨微細胞行動管理機制 
 Integration of NAT with Mobile IP  
 Mobile IPv6 結合 AAA 應用於 IEEE 802.11 
 Integration of Mobile IP with WLAN Security 
 結合階層式行動 SIP 與 IP Multicast 技術於 3G 無線網路上的多媒體 Handoff 架構 
 在 Mobile IP 下支援同步多媒體多點傳送 
 通信頻譜分配之新模式-「開放接續 OPEN ACCESS」應用於頻譜管理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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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全球㈾訊網 

Session G-1 Web 技術 
 植基於使用者行為預測的智慧型搜尋引擎之設計 
 運用 XML 技術建置以內容為基礎之訊息撮合及通報系統 
 Webtract：網頁資料擷取程式自動產生器 
 基於網頁探勘與 Greedy Algorithm 之網站架構調整方法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Trends and Techniques 
 以語音呈現模式導讀網頁文件之研究 
 提昇網路研究競爭力-網路問卷 DIY 

 
Session G-2 Web 系統 

 WEB PROXY 負載平衡器建置策略 
 應用於異質性 Web 叢集系統之 Threshold Client-Aware 
 需求分配策略的設計與製作 
 針對 UNIX 伺服器群組的遠端資料備份方案及其效能量測 
 分散式 Web 系統的封包轉送方法 
 由 SG Cluster 建立高可靠度的 Proxy Server Cluster 
 校園網路架設 Nat、DHCP 和 Transparency Proxy 實例 
 利用高速 IEEE1394 匯流排傳送 IP 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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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網路管理 

Session H-1 網域管理 
 動態網域名稱系統之研究與開發 
 .tw 網域名稱設定狀況分析 
 .tw 域名空間整體規劃與分析 
 域名整合型 KEYWORD 搜尋服務之研究 
 台灣第二層網域名稱發展規劃與分析 
 中文域名異體字互通的可行性 

 

Session H-2 網路管理系統 I 
 國家實驗網路中應用多重移動式代理人之網路管理系統 
 結合 XML 技術之 Web-Based 網路管理工具 
 分散式網路拓樸偵測之問題與探討 
 整合式網路管理系統之前端服務建置 
 以 PHP 建構具實體拓樸功能之網路管理系統 
 行動代理人結合 SNMP 的資訊家電管理架構 
 運用 CORBA 之分散式網路設備自動化整合檢測系統 

 

Session H-3 網路管理系統 II 
 網路流量即時監測與節制系統之研究_以 PC 實作之低成本解決方案 
 Distributed Netflow Analysis for Limiting User Data Rates 
 連線狀況及連通記錄系統之建置與應用 
 簡易網路流量統計系統建置方案 
 TCP/IP 在分散式 PLC 網際網路量測監控系統上應用 
 網路拓樸探索界限機制 
 ASP-Based 圖形監控系統 

 

Session H-4 校園網路管理 
 校園電腦教室管理系統 
 多功能異質性網路整合之研究 
 支援多重 ISP 用戶之 ADSL 網路接取系統 
 中小學整合第二條對外網路線路連線方式之研究 
 即時自動化宿網管理系統 
 宿舍網路管理系統之建置 
 e 校園網路資訊系統規劃與建置：以國立花蓮高工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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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ET網路傳訊品質與 UDP/ICMP訊務的迴歸相關分析 
 

楊素秋   曾黎明 
國立中央大學 電算中心 資訊工程學系  

Email: center7@cc.ncu.edu.tw (corresponding author) 
 
 

摘  要 
隨著國外訊務的迅速成長, TANet 國外連

網訊務也迅達飽和使用狀態, 為統計大量國外

訊務對 OC3 Sonet medium 傳輸品質的影響. 

本研究擷取國外傳訊 router的 Netflow訊務轉

送 log,及 Sonet 傳訊 MIB.統計連線承載的 

TCP/UDP/ICMP訊務量分布,及對應的medium

傳輸 Coding Violation (CV)頻次分布 ,計算

Sonet CV 頻 次 與 所 承 載 UDP/ICMP 

competition 訊務的迴歸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國

外連網尖峰時段出現的明顯 TCP traffic 

degression 與持續的 ICMP burst訊務明顯相關.

而 UDP,ICMP 訊務則均與尖峰時段的 Sonet 

CV burst明顯相關. 
 

[註] 本論文接受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的委

託與補助.(編號 91078067) 

 

1. 引言 

 

Internet 連網的開放特性不僅造就了多元

的網路應用型態 ,結合 Data 與 real time 

Streaming Media 傳訊則更加速連網訊務的成

長 ,帶來網路壅塞與傳輸品質劣化的問題 . 

TANet 國外連線為國內學術研究機構連上國

際網路的最主要途徑 , 為掌握  competitive 

UDP/ICMP 訊務與其 Sonet 傳訊品質的相關.

本研究擷取 WAN route Sonet medium 傳訊

MIB與 light-weight的 router轉送訊務 log,實做

medium傳輸Coding Violation (CV)頻次與承載

非自律訊務的量測,並藉由具體的訊務數據分

析競爭性應用訊務與 Sonet medium 傳輸品質

的相關. 

 
1.1 Sonet 傳輸 

 

Synchronous Optical Network (SONET)光

纖網路標準定義的傳輸速率(Rate)及 Frame,除

了提供同步切換(synchronous multiplexing)多

個 signal傳輸blocks的格式外,也制定彈性組合

多種寬頻傳輸速率的標準[1]. 藉由 4個光纖界

接層界接 Synchronous Transport Signal (STS) 

format 與 user 端點設備 format 的轉換. path 

layer map多個 end device signals 成為符合 line 

layer需求的Sonet format. line layer處理傳輸資

料的同步與 path layer block 的多工切割/組

合.section layer 則處理 physical medium 傳輸

的  Framing, Scrambling, Error monitoring,及 

Section Maintenance.  

 

除了 Section overhead (SOH)依據 Framing 

紀錄的 Out Of Frame (OOF)錯誤紀錄外, Path/ 

Line/ Section封包的 Bit Interleaved Parity (BIP) 

OverHead 均累計對應各層傳輸錯誤的 MIB 

Counters, 包括:傳輸的 Code Violations (CV), 

累計出現的 BIP傳輸錯誤或 Out of framing錯

誤次數. Error Seconds (ES) 累計曾發生 CV 或

Loss of Signal (LOS) 的秒數, Severely Error 

Seconds (SES)累計曾發生多於 CV threshold值

錯誤的秒數. UnAvailable Seconds (UAS)累計

完全無法使用連線 Medium 的秒數 . 此

外,SNMP Agent 也累計各 Sonet layer 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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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個 per-15-min interval Sonet MIB [2], 包括: 

SectionInterval, LineInterval, 

FarEndLineInterval, PathInterval, 

FarEndPathInterval 的 CV, ES,UAS MIB;藉由

routine的 SNMP pooling 即可蒐集 OC3連線

CV MIB,提供長期 Sonet Link傳訊品質的統計

與分析. 

 

1.2  相關研究 
 

藉由網路傳輸封包 herder 的監聽,網管人

員始得以依據 end-to-end的 IP address,length,

及 TCP/UDP application ports,統計與分析連網

的確切運務量與訊務特性. Barnet B.G. [3] 曾

藉由 Tcpdump 監聽區域網段傳送的封包 

headers, 重複訊務 logs 的 parsing與加總處理,

統計 NFS UDP, UDP, TCP, Decnet等區域網路

協定的訊務分布 . Kushida T. [4] 也曾透過

Tcpdump 監聽 FDDI網段 packet log, 量測其研

究網路的 TCP, UDP 訊務量與傳訊特性 . 

Thompson K. 則利用 MCI OC3MON 軟/硬體

量測 ATM連線承載的 TCP與 UDP訊務及熱

門應用訊務分布 [5]. 

 

由於 WAN router 轉送所有的 Internet訊

務, router 得以高效率地暫存/加總每一過境封

包的 header資訊,週期性地將轉送 flow資訊送

與蒐集的  UNIX PC 主機 . PC 僅需透過

flow-tools  shareware 的執行 ,接收與儲存 

router的Netflow訊務紀錄[7],進行 light-weight

的訊務特性分析. Flow-based 的訊務 log 紀錄

包括 : TCP/UDP/ICMP protocol identification, 

source IP address, source port, destination IP 

address, destination port, source routing interface, 

destination routing interface, packet count, 及 

byte count. 本研究則比對 flow 的  source 

/destination interface 及 protocol identification 

紀錄的比對,統計 TANet 連接 U.S.Internet 的

Sonet OC3 連線 TCP/UDP/ICMP 輸入/輸出訊

務量. 

 

本文將於第二節分析 SNMP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Get) pooling 蒐

集的國外連線 Sonet UAS與 CV頻次. 第三節

分析藉由連網 router Netflow訊務轉送 log,統

計的 TCP/UDP/ICMP 訊務分布. 第四節分析 

Sonet CV傳訊錯誤變量與 UDP/ICMP訊務變

量的迴歸相關. 最後於第五節做成結論. 

 

2. Sonet 光纖傳輸品質的監測 
 

本節將分析 TANet國外連網 router OC3

介面的 Sonet傳輸層的 CV頻次,甚至嚴重的

UAS 傳輸錯誤分布. 

 

2.1 OC3 Sonet MIB的量測 
 

SNMP協定定義網路設備間管理資訊的

交換管道, Sonet光纖傳輸MIB Schema的訂定

則允許網路設備實現 SNMP agent [8], 允許網

管人員應用 snmpget程式擷取/分析網路設備

的各層訊務MIB.透過 cron定期 pooling 的

SNMP MIB 則有助於 Sonet Link CV, ES, UAS 

等傳訊品質參數的長期追蹤. 

 

Fig. 1 顯示 TANet-Internet OC3 Sonet介

面中斷時實測的 ES, CV, UAS 傳輸錯誤頻次

分布(Jan-13-2002). 對應於 17:00~23:59訊務中

斷期間的 per-15-min Path UASs 值均為最高的

900 秒. 也可明顯發現 9:00及 13:00訊務尖峰

出現的高 Path CVs 值 (Fig.1b). Fig. 2 顯示一

般工作日的國外 OC3 Sonet MIB分布

(Mar-06-2002, Wednesday). 連網雖未出現嚴重 

ES及 UAS錯誤,但仍可發現明顯的 Sonet CVs

發生於 15:00~21:00訊務尖峰時段.下一節將進

而統計國外連網承載的 TCP/UDP/ICMP訊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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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Sonet CV 傳輸錯誤頻次與對應 UDP/ICMP burst訊務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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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Sonet Line/Path UnAvailable Seconds (UAS) P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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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Sonet Coding Violation Plots 

Fig.  1. The Sonet_UAS/CV Statistics of TANet-Internet Sonet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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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Traffic Plots of the Sonet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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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onet Coding Violation (CV) Statistics 

Fig.  2. The Coding Violation Statistics of TANet-Internt OC3 Sonet Link 

 

 

2.2. Sonet傳輸品質監測網頁 
 

Hypertext Preprocessor (PHP)是一種使用

相當普及的 scripting 程式語言, 常被內嵌於

HTML檔用以製作Web 動態網頁. 為提供用

戶能隨時監測國外 Sonet傳訊品質, 我們首先

安裝 apache (WWW) server , Graphic (GD) 圖

像程式庫及 PHP 程式語言 [9] [10]. 再撰寫

程式: 讀取 snmp pulling取的的 Sonet MIB 存

檔,並呼叫 PHP 的圖像函數,動態生成  Sonet 

CV傳輸錯誤頻次的圖像數輸出到監測網頁. 

於用戶輸入查詢日期後, invoke PHP程式讀取

CV 數據,將對應日期的連網Path CV分布顯示

於網頁(Fig.3). 

 

 

 

(a) 日期輸入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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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onet Path CV傳訊品質監測網頁 

Fig. 3. The Daily Path CV Statistics of TANet-Internet Sonet Link 

 
 

3. TCP/UDP/ICMP訊務的量測 

 

為 分 析 國 外  Sonet 連 線 承 載 的

TCP/UDP/ICMP訊務, 我們利用 collecting host 

蒐集的 per-10-min netflow traffic log.比對

source/destination interface及 protocol identifier, 

辨識 TCP, UDP及 ICMP封包,並分別累計到對

應 flowi的 per-10-min TCP/UDP/ICMP訊務變

量 : flowi.in_tcp, flowi.out_tcp, flowi.in_udp, 

flowi.out_udp, flowi.in_icmp, flowi.out_icmp, 統

計  OC3 link 承 載 的 單 日 per-10-min 

TCP/UDP/ICMP輸出入訊務分布. 

Fig.4(a) 顯示統計的 TANet-Internet OC3 

Link TCP 訊務量分布圖(Mar-06-2002). 國外

輸入到 TANet 的 Input TCP 訊務明顯高於

Output訊務. TCP訊務高峰自上班時段續到深

夜, TCP Input 訊務速率約為 110 Mbps, TCP 

Output 訊務速率接近於 40 Mbps.明顯的 TCP 

traffic degression 出現於  1:30, 9:00, 17:00, 

19:30, 22:00, 22:30等時段.相較之下, OC3 Link

承載的 UDP訊務分布較 TCP訊務平均. 而該

日輸出到國外的 ICMP burst 訊務也明顯偏高 

(Fig.4c),明顯 ICMP持續訊務分布於: 0:30-1:00, 

8:30-9:30, 16:30-17:30, 19:00-20:00, 

21:30-23:00 時段,則大致對應於 TCP Traffic 

Degression 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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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aily UDP Traffic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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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aily ICMP Traffic Statistics 

Fig. 4. The TCP/UDP/ICMP Traffic Statistics of TANet-Internt OC3 Link 

 

4. UDP/ICMP訊務與傳訊品質的相關 
 
4.1 UDP/ICMP 訊務與 TCP Traffic 

Degression的相關 
 
由於 TANet輸出往國外的 ICMP burst平

均的傳訊速率偏高,最高值近乎 10 Mbps; 我
們繼而統計國外 TCP Traffic Degression 與
UDP/ICMP 訊務的相關, 本節利用統計得的
TCP/UDP/ICMP訊務數據, 分別取樣每 6個時

間單元的 UDPi,ICMPi,與 (Max_BW – TCPi ) 
訊務變量, 帶入兩變數 X, Y 樣本相關係數 r 
(sam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計算式 [11],計
算單日各 time interval UDP/ICMP 與 TCP 
Degression訊務變量間的迴歸相關係數分布. 

iyyixx

ixy
i SS

S
r

)()(

)(
=   ----- (1), 

 i = 0, 1, 2, ... , 144.  n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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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a 顯示統計的國外 TCP Traffic 
Degression 與 UDP 訊務迴歸相關係數分布. 
訊務尖峰時段的 UDP 訊務與 TCP Traffic 
Degression 明 顯 相 關 出 現 於  8:00-9:00, 

10:30-11:00, 19:00-19:30, 20:30-21:00, 
21:30-22:00 時段 .而  Traffic Degression 與
ICMP 輸出訊務的明顯迴歸相關出現於 : 
1:00-1:40,14:00-15:00, 16:30-18:00 時段. 顯然,
持續 burst訊務時段的 ICMP訊務明顯相關於
TCP Traffic Degression Degression,而扁平分布
的非自律  UDP 訊務也與訊務尖峰的 TCP 
Traffic Degression 明顯相關 . 整體而言 , 
ICMP/UDP 交互影響 TCP Traffic Degression 
(Fig.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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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ig. 5. 國外連線 TCP Traffic Degression與 UDP/ICMP 訊務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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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UDP/ICMP訊務與 Sonet CV的相

關 
 
為觀察國外 OC3 Link UDP/ICMP訊務與

Sonet CV傳輸錯誤變量的相關, 我們利用整體
Interface 訊務量,UDP訊務量, ICMP訊務量與 
Sonet CV 頻次等數據, 取樣每 4 個時間單元
(per 15-min), 分別 計算 Sonet CV與 Interface 
訊務, UDP/ICMP訊務的迴歸相關係數. 

 
統計數據顯示: 整體 OC3 Interface 輸入

訊務與 Sonet CV 間的明顯相關出現於 3:15 - 

4:00, 11:00, 17:00- 17:30, 18:00 - 18:30 (Fig.6a).
而 UDP 訊務與 Sonet CV 間的明顯相關出現
於 3:30, 14:30-15:30, 17:00-17:30, 20:30 
(Fig.6b). Sonet CV與 ICMP訊務的迴歸相關數
據則顯示: ICMP輸出訊務與 Sonet CV變數兩
者間的明顯相關出現於 3:45, 14:30-15:30, 
17:00-18:00, 19:00, 20:30時段(Fig.6c). 整體而
言, Sonet CV 高峰時段明顯相關於 UDP 與 
ICMP訊務.而 competitive UDP/ICMP與 Sonet 
CV 頻次的相關高於 Interface 總介面訊務與
Sonet CV頻次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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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NET Coding Violation與 Interface 訊務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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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ONET Coding Violation與 UDP訊務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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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ONET Coding Violation與 ICMP訊務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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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ONET Coding Violation與 ICMP/UDP 訊務的相關 

 Fig. 6. TANet國外連線 SONET Coding Violation與 ICMP/UDP 訊務的相關 

 

 

5. 結論 
 

TANet國外連線為國內學術研究機構連上

國際網路的最主要途徑,隨著國外訊務的迅速

成長, TANet 國外連網訊務也迅達飽和使用狀

態. 本研究實做的 Sonet 傳訊品質與承載的

TCP/UDP/ICMP 訊務量測 ,旨在透過  SNMP 

MIB pooling 及 netflow 轉送訊務 log 的分析,

除了能協助用戶監測實際的 TANet 國外連線

狀況.我們也依據統計的 TCP/UDP/ICMP訊務

數據與  Sonet CV 傳輸錯誤分布數據 ,計算

UDP/ICMP訊務與 Sonet CV,及 UDP/ICMP訊

務與 TCP Degression 訊務變量間的迴歸相關

係數. 

 
統計數據顯示: 除了訊務尖峰出現較頻繁

的 TCP traffic degression外, 整體的 TANet國
外連線傳訊尚維持正常. 而幾個持續的 ICMP 
burst訊務則明顯與 TCP Traffic Degression及
Sonet CV 相關.而 UDP/ICMP 訊務與 Sonet 
CV的相關也明顯高於整體 Interface訊務量與
Sonet CV頻次的相關. 

 
除了網路偵錯 ping 與 traceroute 訊務外, 

ICMP 訊務並不承載網路應用封包. 但惡意的
網路攻擊程式會同時建立大量的 ICMP 連接,
快速傳輸無用的封包,企圖癱瘓網路服務主機
或連網訊務. 依據 ICMP burst訊務與 Sonet CV
頻次/ TCP degression的明顯正相關,可以了解
Internet 管理人員普遍在骨幹 router 設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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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寬,分頻管制 ICMP訊務的原因.Internet用戶
也可以了解: 藉由 ping, traceroute WAN網路所
回應的 Round Trip Time (RTT)訊息,已經無法
反應實際的連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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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近年來網路的快速發展，使用者遽增，以往
Best Effort的網路機制已經不能滿足其需求。另外也
發展出許多新的應用，例如視訊會議，遠距教學 ，
以及隨選視訊等。而這些應用都需要一定的頻寬品

質保證，但是以目前的各種排程機制來看，並無法
達到這樣的需求。本論文提出三種簡單且容易實現

的機制，利用 leaky bucket的方式來限制最高頻寬與
保證最小頻寬，並且能根據頻寬使用狀況以及不同
等級的使用者來動態分配剩餘頻寬，使頻寬能充分

被利用而不致浪費。 
 
關鍵詞:Leakey bucket、朔形器(Shaper)、標記器
(Marker)、佇列(queue)、優先等級(Priority)、排程
(Scheduling)。 
 
1. 簡介 
 
近年來由於網路的快速發展，使用者急遽增

加，雖然網路的頻寬也以驚人的速度成長，但是網
路仍然壅塞，造成相當的不便，而且可預期在不短

的未來內也是如此，究其主因係「網路傳輸服務品

質不佳」所造成。 
針對需要服務品質保證 (QoS) [1]的網路應用，

如視訊會議 (Video Conference)，遠距教學 (Distance 
Learning)，以及隨選視訊 (Video on Demand)，都需
要保證的頻寬才能維持連線的品質，但目前的 
Internet並沒有提供這樣的功能，在傳輸的過程中會
因為當時的網路品質而影響傳輸速度。當不同封包
在同一時間點都要進行傳輸時，就必須搶奪頻寬資

源，沒有辦法有效的提供保證頻寬及穩定的連線。 
通常一般人最先想到的解決方案就是升級到更

快的頻寬，這個方法是有效的，但是並不能維持太

久，因為當頻寬一升級，使用者只是使用更多的頻

寬，最後還是把頻寬使用殆盡，並沒有解決原來的
問題。 
要解決上述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網路頻寬管

理。頻寬管理將使用者傳輸的內容做不同等級的分
類，重要的資訊及內容擁有較多的頻寬並優先傳

輸，這樣可以將有限的資源做最妥善的利用。另外，

根據使用者與網路提供者所簽訂的合約，依需要提

供不同等級的頻寬服務。在本論文中，我們提出三
種機制來達到此一頻寬管理的目的。 
本論文後續的架構如下：在第 2單元我們介紹

目前存在的幾種排程機制。第 3單元說明本論文所
提出的三種頻寬管理機制。第 4單元則為三種機制
的模擬結果分析。最後我們在第 5單元作一個簡單
的結論。 
 
2. 相關研究 
 
相當多排程機制(Scheduling algorithms)已經在

一些文獻被提出，例如 First In First Out (FIFO)、
Priority Queuing (PQ)[2]、 Weighted Fair Queuing  
(WFQ)[3,4]、 Longest Queue First (LQF)、Oldest Cell 
First (OCF)[5]、Weighted Round Robin(WRR)[6]、
Deficit Round Robin(DRR)[7]。 
各種 Packet Fair Queuing (PFQ)是為了達到近似

的 Generalized Process Sharing (GPS)[8]而被提出
的。在 GPS系統中，假設每個 flow是可以被無限分
割(fluid mode)，在某個時間點如果有 N個非空佇列
(queue)，這 N個佇列的第一個封包會被同時服務。
當然這是不容易實現的。而各種 PFQ則是利用虛擬
時間(virtual time)的觀念來決定封包被服務的先後順
序，但是每種PFQ有各自的虛擬時間決定方式
(virtual time function)。 

Priority queuing主要的觀念是基於事先能定義
出不同的訊務(traffic)等級，然後將等級高的訊務排
到輸出佇列的最前面。每個封包要等到再也沒有其

他比自己等級還高的 packet被送進來，才可以被處
理。雖然 priority queuing可以將不同的服務分類，
但是卻有一個很嚴重的缺點，當一直有較高等級的

封包被送進佇列裡，則等級較低的封包便會被一直
留在記憶體裡不能被服務，最後導致頻寬全被高等

級的資料流佔住。 
WFQ利用近似於 GPS的虛擬時間，計算出根據

GPS觀念，每個封包應該被服務的時間。雖然其虛
擬時間是相當準確的，但是其複雜度卻大大地限制

了它的應用。另外在WFQ中，權重(Weights)是被事
先定義好且固定的，比較不能反映出瞬時網路狀況。 

LQF是搜尋最大長度的佇列，並優先處理，這
會發生和 Priority queuing類似的情形，較短長度的
佇列可能會搶不到頻寬。而 OCF則是選擇優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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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佇列中等待最久的封包，盡量避免 time out的情況
發生。 

Weighted Round Robin也是近似 GPS的方法。
其作法是依序輪流去掃瞄每一個有封包的佇列，然

後根據權重(Weights)決定對這個佇列服務幾個封
包。因為是以封包數量為依據，所以只能應用在每

個封包長度都相等時，才能達到公平的要求。 
Deficit Round Robin機制與WRR相似，但可適

合不同封包長度的應用。DRR也是和WRR一樣去
掃瞄每一個有封包的佇列，只不過每次服務固定的

bytes數(稱為 quantum)。如果有剩下的 quantum，則
會被紀錄起來，等待下次再輪到這個佇列時還可使

用。 
以上各種排程方法本身並無法提供任何的頻寬

保證，本文則整合排程機制與政策管理，提供較佳

的頻寬管理機制。 
 

3. 頻寬保證與限制機制 
 
為了達到最小頻寬保證與最大頻寬限制的目

的，我們在本章提出三種機制，也是本論文的重點
所在。3.1節提出 Overflow Bucket機制；3.2為 Shaper 
+ Market架構；3.3則為 Three Color Marker機制。 

 
3.1 Overflow Bucket機制 
 
本節介紹本文所提的第一個機制-Overflow 

Bucket Mechanism，此機制可簡單的保障每個資料流
的最小頻寬與限制最大頻寬，並且將剩餘頻寬依等

級重新分配給有需求的資料流。 
 

A. 架構 
在 Overflow bucket架構中，每個資料流有兩個

leaky bucket[9]，Maximum bucket用來限制最大頻
寬，Minimum bucket用來保證最低頻寬，另外再依
服務等級數目外加數個 buckets，我們稱為 overflow 
buckets。如圖 1所示，因為分成三種服務等級，所
以外加三個 overflow bucket，當 minimum bucket被
注滿時，表示有剩餘頻寬未被使用，就把溢出來的

tokens改加到等級一的 overflow bucket內，如果等
級一的 overflow bucket也被注滿，則繼續加到等級
二的 overflow bucket，依此類推，讓剩餘頻寬能依資
料流的等級充分被利用。 
在圖 1中總共有四個資料流，我們對每個資料

流所限定的最大頻寬分別為M1、M2、M3、M4，保
證的最小頻寬分別為m1、m2、m3、m4，因為四個
資料流被預先保留了m1、m2、m3、m4頻寬，所以
原始剩餘頻寬即為 

R=C- m1-m2-m3-m4 
其中 C為 link capacity。 
當每個資料流的minimum bucket加滿時，滿溢出來
的 tokens會被加到 overflow bucket內，假設為 o1、
o2、o3、o4，則依上所述，我們知道overflow bucket

所獲得 token的速率為 
O=R+ o1+o2+o3+o4 

O即為最後的剩餘頻寬，可依不同等級供每個資料
流使用。 
在 Overflow bucket機制中，所有佇列共用一個

固定的緩衝空間，用來暫存封包，等待被服務。每

個封包被服務的時機是當其可以從各自的maximum 
bucket與 minimum bucket內拿到足夠的 tokens數
量，則可以順利被服務；另外一種情況是當maximum 
bucket充足，不過minimum bucket不充足，但如果
其所屬等級的 overflow bucket內 tokens數量充足，
表示此時有足夠供其使用的剩餘頻寬，那麼這個封

包也可被服務。 
 

 
圖 1.  Overflow bucket 架構 

B. 範例 
我們舉三個簡單的範例來說明 overflow bucket

機制是如何分配頻寬。如表 1，總共有五個資料流，
分成三種服務等級，資料流 1、2屬於等級 1，資料
流 3、4屬於等級 2，資料流 5屬於等級 3。 

 

表 1.  Overflow bucket 範例 

C = 100M Case 1 Case 2 Case 3 
f Priority M m Input/Output Input/Output Input/Output 
1 1 40 20 30/30 60/20+5 25/20+5 
2 1 80 30 20/20 60/30+5 25/25 
3 2 40 20 30/30 60/20 60/20+10 
4 2 － 10 5/5 60/10 60/10+10 
5 3 － 10 5/5 60/10 0/0 
 total  90 90 300/100 170/100 
在 Case 1中，每個資料流輸入的速度都沒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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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其最大的限制，所有資料流的總輸入也沒有超過

總輸出頻寬，所以每個資料流都沒有任何封包被丟
棄，都能得到其該有的頻寬。 
在 Case 2中，每個資料流都輸入 60M，都超過

了各自的最小保證頻寬，所以每個資料流都被先給
定自己的最小保證頻寬，即 20、30、20、10、10共
90M。還剩下 10M的頻寬，因為資料流 1和 2是屬
於等級 1的服務，所以這 10M優先分配給他們，各
自得 5M，結果我們可以發現資料流 1總共獲得 25M
的頻寬；資料流 2則獲得 35M。而資料流 3、4、5
也可獲得他們最低的保證頻寬 20、10、10。總輸出
頻寬為 100M，發揮了最高頻寬使用率。 
在最後一個例子 Case 3中，資料流 2只輸入

25M，並沒有用完其最小保證頻寬，剩下的5M則分
配給其他資料流使用，我們可以發現總共剩餘

25M，資料流1屬於最高等級，所以優先被分配 5M。
剩下的 20M再均分給同屬等級 2的資料流 3和 4，
各自分得 10M。最後所有資料流的總輸出頻寬也是
100M，完全利用了所有頻寬。 
由以上範例所述，我們除了希望能保證每個資

料流的最小頻寬與限制最大頻寬外，更能將頻寬的

使用率提到最高，使其不致浪費。我們會在第四章

的模擬結果驗證其確能達到此目的。 
 

C. 實作方法 
前面已經描述過 overflow bucket的運作機制，

這裡我們再介紹實際上可行的實作方式，我們參考

Deficit Round Robin (DRR) [7]，經過簡單的修改，即
可以將緩衝管理(buffer manage)、政策管理(policy 
management)，以及排程機制(scheduling)整合在一
起。DRR是在每一次輪到該佇列被服務時，加入固
定的 token量。而在我們的實現機制中，一樣照順序
去掃瞄每個非空佇列，先在每個 buckets加入適當的
tokens，加入的數量是根據上次加入和本次的時間
差，以及事先訂定的規範來決定。例如資料流 1的
最大限制頻寬為 40Mbps，假設其上次累加 tokens的
時間點為 0.0001秒，本次的時間點為 0.0002妙，則
本此所獲得的 tokens數量即為 

M= 40Mbps × (0.0002-0.0001) = 40K bits 
佇列獲得這些 tokens後，就可以用它來接受服務。
服務的方式我們也是採用輪循(Round robin)的方式
依序去掃瞄每個佇列，如果掃瞄到的佇列裡有封包

存在，並且佇列內的 tokens足夠讓其第一個封包被
服務，則服務此封包，並將其maximum bucket與
minimum bucket內的 token數量分別扣掉封包長
度，亦即用 tokens來購買服務的意思。如果其 tokens
不夠讓第一個封包被服務，則輪到下一個佇列以同

樣的動作再做一次。以此一直循環下去，直到緩衝

器(buffer)內所有的封包都被服務完為止。 
 
3.2 Shaper + Marker機制 
 
本論文所提的第二個頻寬控管機制為 Shaper + 

Marker機制，本節將詳細介紹其運作原理。本架構

會使用到兩種緩衝管理機制(buffer management)-(1) 
最長佇列優先丟棄(Longest Queue Drop First)和(2)服
務等級緩衝管理機制(Color Buffer Management)。 

 
A. 架構 
本機制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Traffic Shaper

機制，用來限制資料流的最大頻寬；第二部分為
Traffic Marker機制；第三部分則為服務等級緩衝管
理機制(Color Buffer Management)。 
如圖 2所示，最左邊為一個緩衝器(buffer)和一

個 leaky bucket所組成的 shaper機制，其作用在於限
制每個資料流的最大頻寬。當封包送進來時，會被

先暫存在緩衝器內等待被服務，當 leaky bucket內累
積的 tokens足夠服務佇列內的第一個封包時，此封
包即可被服務，然後交由中間的 Traffic Marker機制
處理。 

 

 
圖 2.  Shaper + Market 架構 

 
圖 2中間部分為雙顏色標記(Two Color Marker)

機制，也是利用一個簡單的 leaky bucket來實現，其
目的是將送進來的封包標記成不同等級。如果能拿
到充足的 token數量，則此封包被標記成Green，為
最高等級；如果不能拿到充足的 token，則依事先簽
訂的規範看其屬於哪種等級，分別標記成 Yellow、
Orange和 Red。其等級優先順序為
Yellow>Orange>Red，標記完之後即送往最後的服務
等級緩衝管理機制。 
第三部分的服務等級緩衝機制在收到由顏色標

記制度送來的封包時，根據其所帶的等級顏色和目

前的緩衝器狀況來決定接收或丟棄此封包，此部分
我們在 B節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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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服務等級緩衝管理機制 (Color Buffer 
Management) 
服務等級緩衝管理機制在接收從 Traffic Marker

送來的封包之後，根據封包所帶的等級顏色資訊和
目前緩衝空間狀況決定丟棄或接收該封包。如圖 3，
當 buffer size 小於 Thr時，沒有任何封包被丟棄；當
buffer size介於 Thr和 Tho時將 Red封包丟棄；當
buffer size介於 Tho和 Thy時將 Orange和 Red封包
丟棄；最後，當 buffer size大於 Thy時，則只保留
Green封包，Yellow、Orange和 Red封包都會被丟棄。
依照不同等級提供不同服務，符合服務品質(QoS)的
原則。 
 

 
圖 3.  服務等級緩衝管理機制架構圖  

 
3.3  三色標記管理機制  (Three Color 

Marker) 
 
三色標記管理機制利用二速率三顏色標記法

(Two rate three color marker)來為封包標記成不同等
級顏色，如圖 4所示，我們根據與用戶簽訂的合約
訂定兩個速率參考值，亦即前面所提的最低頻寬保

證與最高頻寬限制。我們對每個進來的封包進行標

記，傳輸速率低於最低頻寬保證參考值的資料流，
其封包會被標記成 Green，在最低頻寬保證參考值和
最高頻寬限制參考值之間的則會被依其所屬服務等

級被標記成 Yellow、Orange或 Red；而當傳輸速率
超過其最高頻寬限制參考值的資料流，其封包會被

標記成 Black，這種封包除非當時的網路負載很輕時
可以被服務，不然通常是要被丟棄的。 
而標記的方法我們也是利用簡單的 Leaky 

bucket來實現，利用 leaky bucket將進來的封包標記
成三種顏色。 
三色標記管理機制(Three Color Marker)因為只

使用一個簡單的 FIFO當作緩衝器，所以不需複雜的
緩衝管理，這是本架構主要的優點。另外，其控制
流量的方式是利用緩衝管理機制，依緩衝空間狀態

來決定不同等級的服務，所以並不需要知道輸出頻

寬(link capacity)大小。再者，因為每個封包進來時，
我們只對他們標記成不同等級，所以最大頻寬限制

比較沒被強調。 
 

 
圖 4.  三色標記管理機制 

 
本機制所使用的頻寬管理方式是利用緩衝空間

的優先順序來達成，亦即控制封包被丟棄的優先等

級，且每個資料流共用一個緩衝區，所以不能很直
接的控制每個資料流所獲得的頻寬，只能分不同等

級優先順序。 
 

4. 模擬結果分析 
 
我們將前面第三章所述的三種機制利用電腦模

擬，試驗其結果是否如我們所預期。本論文是利用
LBNL所開發的模擬軟體Network Simulation Version 
2 (簡稱 NS2)[10]來進行模擬，選這套軟體的主要目
的是因為他是套免費且開放所有原始碼的模擬軟
體，方便我們修改或新增網路組件。世界各地都有

很多人在研究發展其功能，是一套越來越完整的軟

體工具，而且目前也有很多論文也是以此當作模擬
工具。因其可信度相當高，所以我們選擇 NS2當作
我們的模擬平台。 

 
4.1 模擬環境 

 
我們的模擬是假設在一個單純的環境下，如圖 5

所示，由 10個資料流和兩個路由器所組成，資料流
0從來源 0送資料到目的 0，資料流 1從來源 1送資
料到目的 1，以下依此類推。在路由器 1和路由器 2
之間的連線，即為我們所要測試頻寬管理的連線，

其頻寬設為 10Mbps、傳輸延遲(propagation delay)設
定為 1ms。 
在三種機制的參數設定方面，我們將每個緩衝

區空間(Buffer size)都設為 128 Kbytes，leaky bucket 
的大小設為十分之一的 buffer size，即為 0.1Mbits;
在 Shaper + Marker和 Three Color Marker機制中的
緩衝區各種顏色等級的 Threshold的設定我們採用較
佳的等比級數的設定方式，例如在 Shaper +Marker
機制中，設定方式為 Thr=1/8 buffer size，Tho=1/4 
buffer size，Thy=1/2 buffer size，Thg=buffer size。 
訊務模式(Traffic Model)我們是採用對網路影響

較大的 Exponential On-Off Model來做測試，封包大
小為 200 bytes。為了簡單起見，對每個資料流的最
高頻寬都限制為 2MBps，最小頻寬保證都設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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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Bps。 
 
Src. 0

Src. 9

Des. 0

Des. 9

10 Mbps

10 Mbps

10 Mbps

10 Mbps

10 Mbps

圖 5  模擬環境示意圖 
 
 

4.2 模擬結果 
     
    首先我們測試當有剩餘頻寬時，所剩餘的頻寬
是否能照預期的等級來分配。測試環境為資料流 0
屬於等級1，資料流1為等級2，傳送速率皆為 8 Mbps;
其餘資料流則皆為最低等級 3，傳送速率皆為 0.8 
Mbps。所以如果如預期的結果，屬於等級 3的 8個
資料流共使用 6.4Mbps的頻寬，剩下的 3.6Mbps則
分配給資料流 0和 1。又因為資料流 0屬於 Class 1，
所以優先分配給資料流 0，使其獲得最高限制的 2 
Mbps，剩下的才分配給屬於 Class 2的資料流 1。其
結果如圖 6所示，Overflow bucket和 Shaper + Marker
兩機制都能達到預期的目標，除了限制最高頻寬外
亦能將剩餘頻寬依等級先後順序分配給資料流 0和
1。而 Three Color Marker則無法分出等級優先順序，
此為其缺點之一，但是如果只用在限制最高頻寬與
保證最小頻寬的應用上，Three Color Marker仍然可
以獲得不錯的效果。 

 

6(a) 
 

 
6(b) 

 
6(c) 

 
圖 6.不同等級資料流剩餘頻寬分配狀況，     

(a)Overflow bucket, (b)Shaper+ Marker, (c) Three 
Color Marker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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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 

 

 
7(c) 

 
圖 7. 網路突發狀況之影響，(a)Overflow bucket，

(b)Shaper + Marker，(c)Three Color Marker 
 

    接下來我們測試網路突發狀況對三種機制的影
響，測試環境如下，資料流 0為等級 1，其餘皆為等
級 3。一開始 10個資料流都以 2Mbps的速率傳送，
但是在 2秒到 6秒資料流 8停止傳送。由圖 7的結
果我們可以發現，在 Overflow bucket和 Shaper + 
Marker機制中，資料流 8所騰出的剩餘頻寬很快地
被重新分配給等級 1的資料流 0，合乎我們的要求。
但是如圖 7(C)所示，在 Three Color Marker中，一樣
無法分辨出等級，剩餘的頻寬被平均分配給其他九

個資料流了。 
 
5. 結論 
 
以目前的網路發展狀況來看，有效率的頻寬管

理已經是刻不容緩的趨勢，不加管制的網路最後一
定會導致崩潰。本文提出了三種頻寬管理機制，其

實現方法相當容易，由單元 4所得到的模擬結果，
確實驗正了此三種機制的可行性，能達到限制最大
頻寬與保證最小頻寬的目的。其中第一種機制

Overflow bucket與第二種機制 Shaper + Marker更可
以將剩餘頻寬依不同等級重新分配給其他需要的資
料流，達到分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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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 

 DWDM ,IP over DWDM ,OBS,光纖通訊 ,全光網路  

伴隨著高密度分波多工器 (Dense Wave 

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 DWDM)[1][2]的

發展，IP over DWDM 全光網路的建構也就愈引人

注目 , 其中 Optical Burst Switch(OBS) [3][4]

是目前在建置 Terabit Router及實現 IP over 

DWDM中一個可提供服務等級的解決方法。本論文

是針對Optical Burst Switching 中的Queueeing , 

Synchronization，Control Scheduling，Traffic 

Shaping及傳輸架構的設計，提供一個簡單 QoS

控制的運作方式達到快速交換的OBS。  

 
Abstract 

Keywords: 

DWDM ,IP over DWDM ,Optical Network , OBS , 

Shaping 

 Dense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physical layer technology. 

Optical transmission provides a physical layer 

capable of carrying bits at the speed  of the order of 

a gigabit per second. Optical burst switching is 

proposed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conventional WDM deployment, such as lack of fine 

bandwidth granularity in wavelength routing and 

electronic speed bottlenecks in SONET/SDH. In this 

article, we describe an architecture for IP network 

over the OBS DWDM transmission core. We 

describe a shaping scheme to set the offset, an 

important system parameter for OBS, between the 

successive data bursts of a given data stream (label 

switched path) and their associated control packets. 

This scheme results in robust operation of the 

network and also facilitates traffic engineering. 

Guidelines are provided for implementing various IP 

QoS mechanisms in the optical backbone using OBS. 

 

1.前言 
放觀 e世紀高速網路中,高密度分波多工技

術（Dense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 exing 

DWDM）無疑已為光纖傳輸系統的主要應用技術，以

高密度的分波多工器及光放大器所組成的光纖網

路，已經對傳統的傳輸網路帶來了革命性的改變；

它不僅大大地提昇了骨幹傳輸網路的頻寬，而且降

低網路費用以及使網路傳輸系統的控制維護趨於

簡單。其中而 IP over DWDM 的應用也因應而生 , 

從第三層IP（Internet Protocol）路由到第一層

DWDM傳輸實體層之協定堆疊解決方案目前有三大

類別，分別採用：全電子式的兆位元路由器(T－

routers)技術、光波長交換(Wavelength 

Switching)技術、光分封交換(Optical Packet 

Switching－OPS)[5][6][7]技術。OPS具有優良頻

寬利用率的優點，因而使之成為矚目的奮鬥目標。

OPS技術研發。OPS目前仍有難以克服的技術瓶

頸，如：需要複雜的光暫存器、準確的光封包同步

機制等。故技術難度介於上述二者之間的「Optical 

Burst Switching－ OBS」便成為近期內最有希望

商品化的技術。 

本論文便是希望針對 Optical Burst Switching 

中的 Queueeing , Synchroniz- ation，Control 

Scheduling，Traffic Shaping及傳輸架構的設

計，的方式達到快速交換的 OBS，並結合MPL 

(Lambda) S 真對不同的 Traffic Type 給與不同

的 Label與不同的Lambda 達到全光化的網路。 

本論文第二章將介紹 DWDM Network  及 OBS的

運作。第三章我們將提出具有 QoS 之 Fast Process 

OBS 架構  ,第四章是模擬的結果。第五章為結論。 

 

2 OBS(optical Burst Switch ) 

在  DWDM 中具 QoS 之  Fast Process OBS 
林 文 彥           吳中實        林 俊 彥 

萬能技術學院電子系    中央大學通信所  
qqnice@cc.vit.edu.tw    jswu@wireless.ee.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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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邊界路由器(Edge Router)示意圖 

 

圖 2-2為邊界路由器(Edge Router)的簡單示

意圖，在 DWDM網路中，edge端的 router 將進入

的 packet依據目的地或 QoS[8][9]來分門別類，

這些進來的 packet在 Forwarder的管理下組成一

個個的 burst，Forward會在特定的時間內(burst 

assembly time)將 burst送到 LAUC-VF機制中準備

data channel的排程，圖中 Forwarder、LAUC-VF

及 Scheduler三者在 output端會作相當多的協調

來傳送 Burst，增加頻寬使用率。 

 

從邊界路由器(Edge Router)送出的 Burst及

所屬的 Header在 core router中的傳送過程如圖

2-3所示，在傳送過程中Data burst及Header分

別在不同的波長傳送對降低 header在 core 

router傳送時光電轉換的時間相當有幫助。在

core router中 Header會比Data burst提前傳送

出去，這個時間稱為 Offset time;在 data burst

到達第一個core router之前 Header已經在core 

router間將 Data burst等下要走的光通道都預先

設定好了。 

 

如此一來在 core router中就只需要將

Header作光電轉換，而 Data burst在通過 core 

outer時僅僅只做波長交換的動作，進而避免掉

Data burst光電轉換的動作，如此一來可大幅加

快傳輸的速度。 

 

圖 2-3核心路由器(Core Router)運作示意圖 

 

 3. Fast Process OBS with QoS 

建制一個具有高度可調性的 Optical Burst 

Switch 為首先確立的目標，並在這個基礎上，我

們預期完成一個具領先分析 Traffic Source前導

分析器並可用來與OBS密切結合之。另外具有學習

記憶的 Traffic Shaper，可以根據相鄰資料及

Traffic的特性決定及傳送參數。早期模擬的結

果，我們可依 OBS的 Out put Pattern來調整

Traffic Shaping的參數和Offset time的長短，

統計其工作點的分佈。以此來設計一個具備 QoS

及高度可調性的OBS來結合 Optical Network。 

3.1QoS Class 分類 

  在 OBS基本的架構中，除了並未有 QoS[5]的支

援外，頻寬的配置依然是採用靜態頻寬的方式，故

在本章中除了在 OBS系統中增加了對 QoS的支援

外，也針對靜態分配頻寬的方式提出另一項頻寬配

置法 - 動態頻寬調整。如即時影音或VOIP，可以

動態調整頻寬來應付大量的資料量，避免因為大量

資料造成延遲狀況發生，並且在負載下降後把剛剛

調整的頻寬調整回去，使得剛剛被調整借走頻寬的

類別，如一般數據資料，可以將之前buffer起來

的資料快速地傳出去，達到符合的 QoS要求。 

  在模擬的過程中，我們將進來的封包依據封包

Header所提供給我們的資訊分成三類，分別是對

時間延遲相當敏感的即時影音資料、網路電話

(VOIP)及不對時間延遲敏感的一般數據資料。表

3-1為一簡單的 QoS分類表 

 

分類 Class A Class B Clas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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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Type 即時影音 VOIP(網路電話) 一般數據資料 

特性敘述 VBR CBR ABR 

QoS要求 Load Delay Low Delay Low Loss 

表 3-1 資料類型敘述 

3.2 動態頻寬調整流程介紹 

隨著網路大量的蓬勃發展，採用靜態頻寬分

配的方式已經無法應付現在多媒體及突然大量的

資料流情況，所以我們採用動態頻寬調整的機制來

解決靜態頻寬調整機制所不能應付的問題。我們可

將狀況分類為表 4.2所示。  

負載 Class A Class B Class C 

狀況一 Low(0) Low(0) Low(0) 

狀況二 High(1) Low(0) Low(0) 

狀況三 Low(0) High(1) Low(0) 

狀況四 High(1) High(1) Low(0) 

狀況五 Low(0) Low(0) High(1) 

狀況六 High(1) Low(0) High(1) 

狀況七 Low(0) High(1) High(1) 

狀況八 High(1) High(1) High(1) 

      表 4.2 Loading 分類表 
跟據各種 Traffic type(表 4.1) 對於 QoS的要

求，我門規劃了下列圖 3-1至圖 3-7流程圖，我們

不討論狀況一的流程圖，也就是三種類別都是輕負

載的狀況，輕負載的狀況不會有頻寬不足的問題，

所以我們從狀況二開始討論。 

 

 

圖 3-1 動態頻寬調整機制流程-狀況二 

圖 3-1主要在觀察當 classA類別的負載由輕到重

時，classA的 burst dropping rate及 burst delay 

time的變化，由圖 3-1，當 classA因為不斷上升

的資料量而使得 burst在排程機制 LAUC-VF的

delay time 超過 threshold值時，系統會把共享

區的頻寬停止共用，並把共享區的一半頻寬調整給

classA使用以應付不斷上升的資料量，如果資料

量不斷地上升，後接著再向 classB及 classC調整

頻 寬 來 應 付 一 直 增 加 的 資 料 量 。 

 

圖 3-2 動態頻寬調整機制流程-狀況三 

圖 3-2 classB在 QoS分類資料類型是(VOIP)，考

慮如 classB這類型的資料時是以延遲時間來動態

調整頻寬，由圖 3-2，當 classB因為不斷上升的

資料量而使得 delay time 超過threshold值時，

系統會把共享區的頻寬停止共用，並把共享區的一

半頻寬調整給 classB使用以應付不斷上升的資料

量。  

 

圖 3-3 動態頻寬調整機制流程-狀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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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主要在觀察當 classC類別的負載由輕到重

時，classC的 burst dropping rate及 burst delay 

time的變化，classC在 QoS分類中是屬於一般性

的數據資料，這類型的資料對於遺失率相當重視，

由圖 3-3，當 classC因為不斷上升的資料量而使

得 delay time 超過 threshold值時，系統會把共

享區的頻寬停止共用，並把共享區的一半頻寬調整

給 classC使用接著再向 classA及 classB調整頻

寬來應付一直增加的資料量，classA及classB必

須不讓自己因為頻寬被調整而讓 delay time及

burst dropping rate超過 threshold，  

 

圖 3-4 動態頻寬調整機制流程-狀況五 

圖3-4主要在觀察當classA及classB類別的負載

由輕到重時，由圖3-4，當 classA及 classB因為

不斷上升的資料量而使得burst delay time 超過

threshold值時，系統會把共享區的頻寬停止共

用，並把共享區的頻寬各分一半調整給 classA及

classB使用。 

 

圖 3-5 動態頻寬調整機制流程-狀況六 

 

圖3-5主要在觀察當classA及classC類別的負載

由輕到重時，classA及 classC的 burst dropping 

rate及 burst delay time的變化，由圖 3-5，當

classA及classC因為不斷上升的資料量而使得超

過 threshold值時，系統會把共享區的頻寬停止共

用，並把共享區的頻寬以 6 : 4的比例調整給

classA及 classC使用，以應付不斷上升的資料

量，如果資料量不斷地上升，系統接著再向classB

調整頻寬來應付一直增加的資料量，由於 classA

在 QoS分類機制中的 priority比classC來的高，

所以系統會優先調整 classB的頻寬給 ClassA使

用， 

 

圖 3-6 動態頻寬調整機制流程-狀況七 

圖3-6主要在觀察當classB及classC類別的負載

由輕到重時，classB及 classC的 burst dropping 

rate及 burst delay time的變化，由圖 3-6，當

classB及 classC因為不斷上升的資料量而超過

threshold值時，系統會把共享區的頻寬停止共

用，並把共享區的頻寬以 6 : 4的比例調整給

classB及classC使用，以應付不斷上升的資料量，  

 

 

圖 3-7 動態頻寬調整機制流程-狀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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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主要在觀察當 classA、classB及

classC類別的負載由輕到重時，classA、classB

及 classC的burst dropping rate及burst delay 

time的變化由圖 3-6，當 classA、classB及 classC

因為不斷上升，delay time及burst dropping rate 

超過 threshold值時，系統會把共享區的頻寬停止

共用，並把共享區的頻寬各分一半調整 classA及

classB使用，以應付不斷上升的資料量，由於

classC在 QoS分類機制中的 priority比 classA

及 classB來的低，所以系統會優先調整共享區的

頻寬給 class及classB使用，而classC並無多餘

的頻寬可供調整。 

 

4 模擬分析及數據討論 

在本章中將針對第三章所提出的動態頻寬調

整機制，利用 Designer (Bones)模擬出來的數據

來跟靜態頻寬分配機制加以分析比較。 

4.1 數據結果之分析與討論 

  模擬系統的參數如表4-1所示， 

 

表 4-1 系統參數 

  在這次的模擬中，首先讓類別B及類別 C處於一

輕負載的情況下，來觀察類別A的負載由輕到重時

系統如何來動態調整頻寬以應付類別 A不斷上升

的資料量。圖 4-1到圖4-5分別為各類別在模擬之

後的「Burst丟棄率」、「平均延遲時間」、「頻寬利

用率」及「系統與各類別負載」圖表，由圖 4-1

及圖 4-4，當類別A的資料量不斷上升時，可以看

出類別A的平均延遲時間及Burst丟棄率不斷地升

高，當平均延遲時間到達我們所設的臨界點時，系

統首先將共享區頻寬的一半動態調整給類別 A來

使用，讓類別A的平均延遲時間下降，之後由於類

別 A不斷上升的資料量使得系統再次將共享區剩

下一半的頻寬動態調整給類別 A使用，這也是圖

4-1及圖4-2中類別A前2次平均延遲時間和Burst

丟棄率到達臨界點後下降的原因，由圖 4-1及圖

4-2中可以看出當資料量越來越大時，動態頻寬調

整比靜態頻寬機制可以容納更多的使用者進入系

統，而由圖4-3也可以看出整個系統的頻寬在負載

大時可以靈活的調配運用，將閒置的頻寬動態調整

給負載重的類別使用，整體頻寬使用率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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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各類別的平均延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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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各類別的 Burst丟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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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各類別的頻寬使用率 

4.2.2 類別 B發生重載的情形 

由圖 4-4及圖 4-5，當類別 B的資料量不斷上升

時，可以看出類別B的平均延遲時間及Burst丟棄

率不斷地升高，當平均延遲時間到達我們所設的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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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點時，系統首先將共享區頻寬的一半動態調整給

類別 B來使用，讓類別B的平均延遲時間下降，我

們在這時候繼續增加類別B的資料量，發現系統開

始向類別 A及類別 C動態調整頻寬以應付類別 B

龐大的資料量，由圖4-4及圖4-5類別 A的曲線中

可以觀察到後兩個平均延遲時間及 Burst丟棄率

在達到臨界點後都下降了。而由圖 4-6也可以看出

整個系統的頻寬在負載大時可以靈活的調配運

用，將閒置的頻寬動態調整給負載重的類別使用，

整體頻寬使用率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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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各類別的平均延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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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各類別的Burst丟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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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各類別的頻寬使用率 

4.2.3 類別 C發生重載的情形 

  觀察類別C的負載由輕到重時系統由圖4-7及圖

8-，當類別B的資料量不斷上升時 Burst丟棄率到

達我們所設的臨界點時，系統首先將共享區頻寬的

一半動態調整給類別 C來使用，圖 4-7及圖 4-8

中類別C前2次平均延遲時間和Burst丟棄率到達

臨界點後，不過我們在這時候繼續增加類別C的資

料量由圖4-7及圖4-8類別C的曲線中可以觀察到

後兩個平均延遲時間及 Burst丟棄率在達到臨界

點後都下降了;由圖 4-7及圖 4-8中可以看出當資

料量越來越大時，動態頻寬調整比靜態頻寬機制可

以容納更多的使用者進入系統，而由圖4-9也可以

看出整個系統的頻寬在負載大時可以靈活的調配

運用，整體頻寬使用率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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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各類別的平均延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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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各類別的Burst丟棄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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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各類別的頻寬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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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類別 A及類別 B同時發生重載的情形 

   類別 A及類別 B的負載由輕到重時系統如何

來動態調整頻寬以應付類別A及類別B不斷上升的

資料量。由圖 4-10及圖 4-12，當 兩者的平均延

遲時間到達我們所設的臨界點時，由圖 4-17及圖

4-20類別 A及類別 B的曲線中可以觀察到平均延

遲時間及 Burst丟棄率在達到臨界點後都下降了;

由圖4-10及圖4-11中可以看出當資料量越來越大

時，動態頻寬調整比靜態頻寬機制可以容納更多的

使用者進入系統，而由圖4-12也可以看出整個系

統的頻寬在負載大時可以靈活的調配運用率變得

更好。 

class C load 0.1

Ta = 2E-6

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

0.11

0.1 0.1990.2980.3970.4960.5950.6940.7930.8920.991 System Load

 
M
e
a
n
 
D
e
l
a
y
 
T
i
m
e
(
s
)

class A

class B

class C

class A(o)

class B(o)

 
圖 4-10各類別的平均延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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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各類別的Burst丟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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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各類別的頻寬使用率 

 

4.2.5 類別 A及類別 C同時發生重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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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各類別的Burst丟棄率-A 

class B load 0.1

Ta = 2E-6

0

0.0001

0.0002

0.0003

0.0004

0.0005

0.0006

0.0007

0.0008

0.0009

0.001

0.0011

0.10.190.280.370.460.550.640.730.820.91System Load

B
u
r
s
t
 
D
r
o
p
p
i
n
g
 
R
a
t
e

class A 

class B

class C

class A(o)

class C(o)

 

圖 4-14各類別的Burst丟棄率-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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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各類別的頻寬使用率 

4.2.6 類別 B及類別 C同時發生重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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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各類別的平均延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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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各類別的Burst丟棄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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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各類別的Burst丟棄率-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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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各類別的頻寬使用率 

4.2.7 類別 A、B及 C同時發生重載的情形 

觀察類別 A、類別 B及類別 C的負載由輕到

重時系統如何來動態調整頻寬以應付類別 A、類別

B及類別 C不斷上升的資料量，由圖 4-20及圖

4-23，當類別 A、類別B及類別C的資料量不斷上

升時，可以看出三者的平均延遲時間及Burst丟棄

率不斷地升高，當類別A、類別B的平均延遲時間

及類別 C的 Burst丟棄率到達我們所設的臨界點

時，系統首先將共享區的頻寬各分一半給類別 A

及類別 B來使用，由於在QoS分類中類別A、類別

B的優先權較類別C來的高，所以系統並未調整頻

寬給類別 C來使用;系統在動態調整完後除了類別

C之外類別A及類別B的平均延遲時間都有下降，

之後我們繼續增加類別A及類別B的資料量，系統

發現已經沒有多餘的頻寬可供調整了。由圖 4-22

及圖 4-23類別 A及類別 B的曲線中可以觀察到平

均延遲時間在達到臨界點後都下降了;由圖 4-21

及圖 4-22中可以看出當資料量越來越大時，動態

頻寬調整比靜態頻寬機制可以容納更多的使用者

進入系統，而由圖4-23也可以看出整個系統的頻

寬在負載大時可以靈活的調配運用，將閒置的頻寬

動態調整給負載重的類別使用，整體頻寬使用率變

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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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各類別的平均延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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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各類別的Burst丟棄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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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各類別的頻寬使用率 

4.3模擬結果 

  從模擬了以上幾種基本的狀況後，可以發現動態

頻寬調整在負載大時比靜態頻寬機制的效能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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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主要的原因是在於在動態頻寬調整機制中系統

會主動地依據各個類別的負載輕重來動態調整頻

寬以確保各類別都能滿足所屬的服務品質，相對於

靜態頻寬機制，整個系統不論該類別的負載輕重一

律都是給予固定的頻寬來應付所有的網路狀況，除

了在網路流量相當輕的狀況下動態頻寬調整機制

與靜態頻寬機制效能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外(基本上

負載輕的情況相當少)，其他狀況整體效能都是動

態頻寬調整機制較佳。不過當整個系統在一個相當

重載的情形下時動態頻寬調整機制因為沒有頻寬

可動態調整使得效能會與靜態頻寬機制非常接

近，這時系統應該是要加大整體的頻寬才能解決使

用者不斷增加的問題。 

5.結論 
目前新一代網路如 IPv6的設計上均將

QoS(Quality of Service)列為重點項目，因此針

對各種不同資料型態的特性來加以排程，尤其在結

合 MPLS上 Light Path的選擇及資料的歸類上以期

達到初步的QoS，但並無法將 Average Delay控制

在給定的Bound Range，我的研究便是希望利用動

態頻寬機制及設定Burst Assembly Time(Ta)的方

法來達到 QoS的參數在我控制的範圍內採用

FDLs(fiber delay lines)的方式來解決. 利用基

本的 FDLs和 offset time-base 即可提供基本的

QOS功能,在未來光 buffer的問題如果可以進一步

的解決,相信OBS可以達到更好更完善的QOS功能。 

 

參考文獻 

 

[1]Yijun Xiong; Vandenhoute, M.; Cankaya, H.C. 

“ Control architecture in optical 

burst-switched WDM networks ”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 IEEE Journal on , 

Volume: 18 Issue: 10 , Oct. 2000 

[2]Golmie, N.; Ndousse, T.D.; Su, D.H. “A 

differentiated optical services model for 

WDM networks ”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 Volume: 38 Issue: 2 , Feb. 2000   

Page(s): 68 -73 

[3]Shaowen Song “Switching issues in the all 

optical DWDM network”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2000 Canadian 

Conference on , Volume: 2 , 2000 Page(s): 

998 -1002 vol.2 

[4]Myungsik Yoo; Chunming Qiao; Dixit, S. 

“ Optical burst switching for service 

differentiation in the next-generation 

optical Internet”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 Volume: 39 Issue: 2 , Feb. 2001 

Page(s): 98 -104 

[5]Mysore, S.; Villa, R.; Beveridge, G. 

“Performance of broadband DWDM networks”

Electronic-Enhanced Optics, Optical 

Sensing i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Electro-Optics in Space, Broadband Optical 

Networks, 2000. Digest of the LEOS Summer 

Topical Meetings , 2000 Page(s): IV23 -IV24 

 

[6] Callegati, F.; Casoni, M.; Raffaelli, C.

“Packet optical networks for high-speed 

TCP-IP backbones”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 Volume: 37 Issue: 1 , Jan. 1999 

Page(s): 124 -129 

[7] Strand, J.; Chiu, A.L.; Tkach, R“Issues 

for routing in the optical layer”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 Volume: 39 

Issue: 2 , Feb. 2001 Page(s): 81 -87 

[8] Junhua Tang; Liren Zhang “Effect of IP 

traffic on optical QoS in DWDM networks”

Networks, 2000. (ICON 2000). Proceedings.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 2000 

Page(s): 370 -374 

 [9] Verma, S.; Chaskar, H.; Ravikanth, R. 

“ Optical burst switching: a viable 

solution for terabit IP backbone”IEEE 

Network , Volume: 14 Issue: 6 , Nov.-Dec. 

2000 Page(s): 48 -53 



ADSL速率之測定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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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 ADSL所通用之 Permanent Virtual Circuit

（PVC）之架構基本上可視為專線連接及專屬頻
寬，但是使用者常因其他因素質疑 ADSL之下行速
度，而由於 ADSL 環境全由網路服務提供單位
（NSP）建置及管理，對 ISP 而言，就須有一個針
對 ADSL區段之速率量測機制或工具，以界定問題
之癥結，故本文將就幾種量測機制來探討及實作一

個 ADSL下行速率之量測工具。 

關鍵詞：ADSL、PPPoE、Socket、ATM 

1.前言 

本校於去年提供了 ADSL連至本校之服務，其
環境及架構如圖 1。角色上就如同一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ISP)，且架構也如坊間之 ISP之計時制。對
於住宿於校外之本校師生，雖然提供了一個速度及

穩定度皆優於傳統撥接的環境，但不可否認的也常

會有師生抱怨兩個影響網路連線品質的問題，就是

連線中斷及傳輸速度過慢。雖然ADSL連線中斷的
機率似乎比一般網路（如 Ethernet）還高，但比起
電話撥接是好多了。而就速度而言，一般通用的

512K/64K也似乎能滿足一般使用者的需求。只是常
會有使用者反映說，ADSL 不是下行有 512K嗎，
為何在從一些訊息看來只有十幾 Kbyte/s？ 

圖 1.本校 ADSL環境架構圖 

就連接之路程而言，ADSL 只是其中之一段，
且還有各節點處理信號及各區般之流量因素，及所

連接伺服器之負載因素。但是ADSL之使用者端至
Broadband Access_Server（ BAS）之環境全由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 （NSP），目前是中華電信

公司所提供及管理維護。所以就傳輸速度問題而

言，ISP面對使用者及 NSP,必須有一個準確之量測
工具或機制，有效及準確的來提供 ISP管理者或是
使用者以得知實際 ADSL段之連線速度，或是所容
許之最高速度，如此 ISP在面對速度的問題時，對
使用者方能有效率的解決問題或是讓使用者了解

速度瓶頸何在，面對NSP可以有準確的數據與其交
涉。 
 

2.速度的問題 

就使用者之觀點，速度的感覺就是連到某個伺

服器下載檔案或網頁回應的時間。但以資料傳輸而

言其傳輸時間是使用者端至伺服器端所經路徑之

各網路段之時間總和，假設經過 4個網段如圖 2所
示： 

圖 2.傳輸時間關係 

以傳送一個固定封包或訊框而言： 
Tt1~Tt4是送出資料經由各網路段之時間 
Rt1~Rt4是回應資料經由各網路段之時間 
Lt是傳送資料串的長度 
Lr是回應資料串的長度 
所以： 
傳送時間是 Tt1+Tt2+Tt3+Tt4 
回應時間是 Rt1+Rt2+Rt3+Rt4 
傳送速度是 St=Lt/(Tt1+Tt2+Tt3+Tt4) 
回應速度是 Sr=Lr/(Rt1+Rt2+Rt3+Rt4) 

而 ADSL只是這其中的一個環節而已，但一些使用
者似乎並不了解這樣的一個關，當感覺速度過慢

時，常質疑是 ADSL這一段的問題。 

以 本 校 ADSL 架 構 而 言 ， 因 是 採 用

Point-to-Point Protocol over Ethernet(PPPoE) [1]協
定，所以當使用者連上時就如同以 Ethernet連上網

 



路。故分析此問題最好將其分成兩個部份，一為使

用者端之網路介面至 ADSL之 BAS，二為 BAS至
所連之伺服路。 

就以一個使用者以 ADSL連至 Internet上的伺
服器其架構如圖 3，因它從使用者端至 BAS端所經
過之ATM Switch有其專屬且固定之Virtual Channel 
Identifier(VPI)/ Virtual Channel Identifier(VCI)，且由
於其傳輸特性，使得其實際傳輸速率與額定最高傳

輸速率不像傳統撥接兩者差距那麼大，所以 ADSL
之連線邏輯上而言是一條專線連接專屬頻寬，故此

段應該有其規格所訂之速度，例如下行 512K/上行
64K，也就是在這一段是獨享頻寬。 

圖 3.ADSL架構示意圖 

但實體上還是分享頻寬，雖然在 ATM之 PVC
屬於固定路徑，但還是有可能因VCI過多而傳輸量
過大超出其主幹頻寬的情形發生，不管是 User 
Network Interface(UNI)<->Network Node 
Interface(NNI)，或是 NNI<->NNI，目前 NSP一再
保證不會有流量過載的情形發生，而 ISP 在負責
ATM switch（NNI）至 BAS（UNI）之頻寬時，也
應有同樣的保證，因為此段頻寬由 ISP租用。但若
是單純以主幹頻寬除以每線速率來計算使用者容

量將不敷成本。以本校為例，目前向中華電信租用

之頻寬為 45M，若以絕對的方式來計算 45M除以
512K也只可供 88個使用者申請線路。所以用「集
縮比」及「平均使用頻寬」之概念，可大大提升使

用者線路容量。 

l 集縮比：因為申裝ADSL者不是 24小時不間斷
連線使用，所以如同撥接申請者可數倍於同時

上線人數。 

l 平均使用頻寬：已上線者，也不是一直都在傳

輸資料，故可以連線時間及傳輸量來統計出平

均使用頻寬。 

所以: 
主幹頻寬/每實線平均使用頻寬=同時上線人數 
同時上線人數×集縮比＝可申請使用人數 

以目前本校為例，目前的 BAS至 ATM switch
主幹是 45M，每線 512K以「平均使用頻寬」為 90K，
故同時上線人數為 500，若以「集縮比」1:3計則可
供 1500人申裝使用。但實際得時常監視及記錄上線

人數及總流量而調整之，如以圖 4之MRTG流量統
計圖，以期在保證獨享頻寬的原則下，將線路容量

發揮到最大。總之 NSP 及 ISP 有責任來保障每線
ADSL能達到獨享額定的頻寬。 

圖 4. MRTG 流量統計 

因為有了 NSP及 ISP的保證，而不考慮 ATM 
NNI<->NNI，NNI<->UNI因流量過載而影響速度，
也是有以下之影響速度因素: 
l 使用者端設備及軟體效率的問題。 
l 各節點（ATU-R、DSLAM、ATM switch）之資
料轉換及處理的速度。 

l 實體線路之品質與長度。 
l BAS的效能及負載。 

而這之中也只有 BAS的效能 ISP可以掌控的，
因為管理者可時常監控、記錄 BAS的負載。使用者
端因本身設備或軟體之效能，例如由於 PC效能較
差，以致在顯示網頁內容時速度較慢，此類問題不

難處理，可用交叉比對方式找出問題點，不管是軟

體或是硬體。至於其他部份，則為NSP（目前是中
華電信）之權責，但是以目前之情況，就速度之問

題，除非 ISP或使用者能提供數據給予 NSP，否則
光只是告知速度過慢，可能也無從查起。 

至於 BAS至所連接之伺服器，資料己是在
Internet上傳輸，也就是分享頻寬部份，而當時的速
度就關係到當時路徑上各網段之流量與伺服器之

負載，所以變數很大，就不是 ISP本身所能掌控的，
除非是 BAS本身負載過大。所以這部份不是本文要
探討的。 

使用者使用之協定大都為 TCP（HTTP、
Telnet、FTP），但因 TCP有重傳機制及對方回應
Acknowledge封包，所以其顯示之速度不是單純下
載速度。而這在 ADSL環境下其變數更大（在下章
節會說明）。 

但是很多情況使用者常是因為 BAS至所連伺
服器之速度過慢來質疑 ADSL段之速度，因為使用
者總認為其下載速度應該離 512K/s不遠。所以一個
良好的 ADSL測速機制，就使用者的慢速問題，不
僅可釐清瓶頸是在其他網路段或是 ADSL段，而且

 



若是 ADSL段的問題，也可以有明確的數據和 NSP
交涉。 

3.幾種測速的方式 

3.1 ping 

在網路環境下可用 Ping 來得知所連接之主機
是否有回應來判斷該主機是否 Down或該路徑是否
斷路。由於其資訊尚有回應的時間及傳送之資料串

長度，因此可大略由送出的Byte數除以回應時間再
除以2來得知，因為其速度乃是由client送出 request
後經由主機 response後之時間差來計算其速率，但
前提是傳送與回應時之流量負載不能太大且雙向

傳輸媒介須等速，另一就是不能跨太多網段，因為

如此網路段變數就增多了，還有送出的Byte愈大愈
能計算出較準確的值。 

而此法並不適合在 ADSL這種非對稱速率的環
境下，因為回應速度會被侷限在 64Kbit以下，如表
1所示，這對於速率 64K以上之下行速度不能有效
的被顯現，而且又不能像對稱速度般的將回應時間

除以 2，因為其額定速度相差 8倍，也就是其不確
定因素為測值之 8/9，故較無參考價值。 

表 1.由 ADSL ping BAS 之回應時間及速率 
送出封包長度

(Byte) 
平均回應時間

(ms) 
回應速率
（bit/s） 

32 61 4.2K 

64 61 8.9K 
128 76 13.5K 

256 94 21.8K 
512 137 29.9K 

1024 207 39.6K 
2048 383 42.8K 

4096 710 46.1K 
8192 1381 47.5K 

 

3.2 由下載檔案來測知速率  

當使用者使用 FTP或在網頁下載檔案時，可看
出其平均流速，但這也只針對應用層對檔案的存取

速度，由於 FTP是使用 TCP協定，會有如上章節所
提之 Ack及重傳的問題，假設下載一個檔案需要 10
個下行 Packet 時間但還得加上 10 個上行之
Acknowledge packet雖然 TCP有 sliding window，可
讓其交通以全雙工方式運作，但是應用軟體並不曉

得其 Frame運作方式或重傳了幾次。而且在 ADSL
非對稱方式，因為上下行速度不對稱，其 sliding 
window將被上行 64K速度所侷限，以致全雙工的
功能大打折扣。 

ftp架設的位置及其主機效能、負載是一個數據
能否充份顯示重要的因素，最好能架設在和 BAS
同一網段，因為在不同網段及不同負載之 FTP 
Server下載檔案之速度相差了很多。 

當然要以一部高效能的主機來專供測速用，就

成本效益而言，是不太切實際。但一般而言可用一

般之 FTP Server，且以經驗法則來判斷其下載速度
是否太離譜。 

3.3 由測速網站測知  
此方式同樣有上述之問題，不過較下載檔案方

式強一些，是不用去考慮 Server及 Client端之 I/O
因素。目前有兩種方式，一是下載一網頁程式，而

此程式會連至各網站由各反應時間來計算其速

度，因為網路上之流量非恆定，所以每次測得之值

相差很大。另一種就單連至一個網站來計算由其回

應時間計算出速度，同樣的此網站得建置在 BAS
同網段方能得到較實際之傳輸速度，否則經過的網

段多時，和其他流量 share，每次測得之數據也會有
差距。 

3.4 由測速顯示軟體得知 

其軟體是利用單位時間內傳輸之資料量來計

算其速度或是由網路卡擷取流量值，所以先決要件

要有一個穩定資料傳輸量的來源，如上述所提的

FTP server，且同樣的要考慮 FTP Server之效能及負
荷，否則較不能反映實際傳輸上限值，所以如上述

之 3.2 之量測方式，只是顯示的方式及界面不同罷
了。目前可由網路上下載這些程式，如 DU Meter、
Netspeed。不過還得注意兩者，一為量測準確度，
以筆者測試 DU Meter竟比一般值高出一倍，另一
者是數據值量測層級，如該值是表示 Ethernet或是
IP或是 TCP的速度。 
 

3.5 實作 Socket 之測速軟體 

另一種方式，也是本文實作的主題，由 Server
送出一個固定長度資料串，而 Client擷取傳送前後
之時間差，由資料長度及時間差來計算出速率，為

了能反映真實的速度，得將各種標頭考慮進去。 
 



4.實做 

4.1架構及原理 
在 BAS同網段下以一部主機裝設 Server程式，

本實作為節省成本裝在 RADIUS 連線認證的主機
下，其 OS為 Linux，如圖 1所示。而 client在 ADSL
下的 PC執行測定下行之速度，其 OS為 Windows 
2000。Server以 Socket程式傳送一串資料，由 client
接收資料前與接收資料後的時間差來算出其速度。 

 
4.2使用 TCP 或 UDP 

先行測試過用 TCP及 UDP的封包來傳送，最
後採用 UDP，最主要是 TCP有 Ack之回應封包，
雖將 TCP 之 PDU 設大時，它還是每接收一個
Ethernet之 frame就會回應一個 Ack，而且Ack是以
64k/s的速度上傳，若以每個MTU 1500Bytes為例，
每次 Ack 48Bytes 也就是傳送與確認之資料比有
31:1，若再考量到 ADSL之不對稱速度為 8:1，則其
上行就佔了約 1/4，也就是不確定因素有 25%。 

而 UDP就沒有這種顧慮，雖然會有漏失 Frame
而傳不到的狀況，但一來從該 Server至 Client只經
過一個 BAS的唯一路徑，漏失的機率很小，且本身
在程式內可控制若無法一次收下額定的長度，就算

傳輸失敗，因此不會有因資料漏失而導致計算出來

的值不準確的狀況。 
 

4.2資料串的長度  

傳送一段固定之 UDP長度，並不代表在ADSL
線上只傳送這些，要加上各種層次的協定標頭或分

段標頭，如圖5[2]所示的各種層次，要有UDP、IP、
PPPoE、Ethernet、SAR 補滿及分割，最後再加上
ATM的標頭。而依其特性分成 Ethernet及 ATM兩
個部份來考慮。 

圖 5.PTA Model Protocol Stacks  

由圖 6看出 PPPoE是介於 Ethernet及 IP之間，

計有 8個 Byte[1]，故若以 Ethernet之MTU為 1500
為計，IP 的 Payload 應為 1472Bytes ,而 UDP 為
1464Bytes，所以考慮傳送 16個 Ethernet frame時，
則在 UDP下傳送 1472*16-8=23544Bytes，也就是這
8個 Ethernet frame傳送了 8個 PPPoE及 IP標頭，
卻 只 用 了 一 個 UDP 的 標 頭 ， 是 因 為 IP 
Fragmentation[8]之緣故。故在UDP傳送23544 Bytes
時相當於在 Ethernet傳送 24224 Bytes。 

圖 6.PPPoE Session Frame 

而在 ATM層次時 AAL5之 CPCS主要是將上
層之 PDU集合成一個小於 64Kbyte之資料串，而且
加上 CPCS-T（7Byte）後再加上填補資料 PAD的總
長度，必須為 48的倍數，以便分成多個 48Bytes之
SAR payload，如圖 7[4]所示。故 12112總共分為 505
個 SAR-PDU，故為 24240Bytes。故在 ATM傳輸為
26765bytes（505*53）。 

圖 7.AAL5 transmission 

所以當 23544Bytes資料傳輸時，相當在線路上
傳輸 26765Bytes,所以計算速率時，資料長度項得用
26765來計算。 

4.4延遲因素  



實際上還是有一些變數，如 server及 client程
式反應的速度，還有設備對於資料的處理、轉換、

分割、組合的速度，而這些因素會造成延遲，而這

些延遲卻又很難得知或量化，但是還是可以推算出

某些延遲時間，以期所計算出來之速率更準確。延

遲分成兩種，一為分割之延遲，也就是其延遲是以

每個 Packet、Frame 或 cell 都一樣，例如處理一個
Frame 固定延遲多少。而另一種為共通延遲，也就
是不管傳送多少資料，其延遲因素只有一個，如程

式處理時間，計算的誤差等。而這延遲是可大略推

算出來近似值。 

例如 UDP 之資料串用 1464Bytes（剛好 1 個
Ethernet Frame）其計算出來傳輸時間是 60ms，而
用 23544Bytes（剛好 16 個 Ethernet Frame）是
480ms，兩者不成比例，所以可用下列方式來估算
出共通延遲時間： 
60-n=(480-n)/16 

故延遲時間 n=32ms，在程式計算時將此考慮進去。 

 

4.5程式  

Server之 socket程式以 gcc來編譯，而 client
之 winsock（因為 client端大多為 window環境）以
visual c++撰寫及編譯。程式主體很簡單，將一些控
制及計算、顯示和socket之操作合在一起，如圖 8[５]
所示。 

圖 8.socket 及程式流程 

 
/* server.c */ 
#include<sys/types.h> 

#include<sys/socket.h> 
#include<netinet/in.h> 
#include<unistd.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define BUFSIZE 23544 
#define SERV_ADDR "140.116.5.200" 
#define SERV_UDP_PORT 15000 
 
main() 
{ 
   int          sockfd,clilen; 
   char         climesg[1],buffer[BUFSIZE]; 
   struct       sockaddr_in     serv_addr, cli_addr;  
   memset(buffer,0x41,BUFSIZE); 
 
   if((sockfd=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 <0 ){ 
      printf("UDP Server: socket error\n"); 
      exit(-1); 
   } 
  bzero((char *)&serv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serv_addr.sin_family         =AF_INET; 
   serv_addr.sin_addr.s_addr    =htonl(INADDR_ANY); 
   serv_addr.sin_port           =htons(SERV_UDP_PORT); 
  inet_pton(AF_INET, SERV_ADDR, &serv_addr.sin_addr); 
 
   if(bind(sockfd,(struct sockaddr *)&serv_addr, sizeof(serv_addr)) 
== 0) 
   { 
      printf("binding Socket\n"); 
   } else { 
      printf("UDP Server: bind error\n"); 
      exit(-1); 
   } 
   clilen = sizeof(cli_addr);  
   recvfrom(sockfd,climesg,1,0,(struct sockaddr *)&cli_addr, 
&clilen); 
   if (strncmp(climesg, "y", 1) == 0 ){ 
       sendto(sockfd, buffer, BUFSIZE, 0, (struct sockaddr 
*)&cli_addr, sizeof(c 
li_addr)); 
   }else{ 
      exit(-1); 
   } 
   close(sockfd);  
} 
 
/* client.c */ 
#include<sys/types.h> 
#include<time.h> 
#include<sys/timeb.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include<winsock.h> 
#include<string.h> 
#define WSVERS MAKEWORD(2,0) 
#define SERV_UDP_PORT 15000 
#define SERV_ADDR "140.116.5.200" 
#define BUFLEN 23544 
#define TOTLEN 26765 
main() 
{ 
   WSADATA wsadata; 
   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_in cli_addr,serv_addr; 
 
   if (WSAStartup(WSVERS,&wsadata)!=0) 
   { 
    fprintf(stderr,"WSAStartup failed\n"); 
    exit(-1); 



   } 
 
   serv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_addr.sin_port = htons(SERV_UDP_PORT); 
   serv_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SERV_ADDR); 
 
   if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0){ 
      printf("UDP Client: socket error\n"); 
   exit(-1); 
   } 
 
   sendto(sockfd, "y", 1, 0,(struct sockaddr *)&serv_addr, 
sizeof(serv_addr)); 
   mess_rec(sockfd, (struct sockaddr *)&serv_addr, 
sizeof(serv_addr)); 
   close(sockfd);  
} 
 
mess_rec(sockfd, s_addr_ptr, servlen) 
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 *s_addr_ptr;  
int servlen; 
{ 
   long count=0 , speed; 
   int n, reclen; 
   char mesg[BUFLEN]; 
   long tns_time, start; 
 
      reclen = servlen; 
   start = now(); 
      /* receive buffer from socket */ 
      n = recvfrom(sockfd, mesg, BUFLEN, 0, s_addr_ptr, &reclen);  
   if (n != BUFLEN){ 
      printf("!! Transfer failure !!\n"); 
   exit(-1); 
      }  
      tns_time = now() - start; 
   speed = (long)(TOTLEN*8 /(tns_time-32)); 
      close(sockfd);  
      printf("transfer time : %ld ms \n", tns_time); 
   printf("transfer speed : %ld Kb/s \n",speed); 
} 
 
long now() 
{ 
 time_t ltime; 
 struct _timeb tstruct; 
 float passed; 
 time(&ltime); 
 _ftime(&tstruct);  
 passed = ltime * 1000 + tstruct.millitm;  
 return passed; 
} 

 

4.6執行結果  

程式執行後所計算出來之速率如下: 

C:\ADSL_speed\udp\Debug>client 
transfer time : 481 ms  
transfer speed : 476 Kb/s 
 

C:\ADSL_speed\udp\Debug>client 
transfer time : 480 ms  
transfer speed : 477 Kb/s 

 

5.結論 

各個設備及程式處理資料的時間這些不確定

因素存在的話，要精準的測量該路徑的速率極限是

很難的。例如本實作結果速率在 477K/s左右，到底
是不是此路徑的極限值，無從得知。因也沒有一個

公訂的針對各媒介的量測儀器，尤其是此路徑經多

點（Host、BAS、ATM switch、DSLAM、ATU-R、
PC）多媒介（UPT、光纖，電話線）。所以針對此
種環境，能將不確定因素減至最低，所量測出來的

數據，也就愈有參考價值，而這也是本文及本實作

的目的，也是目標。 

6.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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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以 Linux Netfilter[6]架構為主，設計

ADSL流量負載平衡系統。系統利用演算法動態計

算出權重值，使系統可運用於不同頻寬的 ADSL線

路，系統也可監控每條ADSL線路狀態並於故障時

執行Fail-Over，在不同頻寬測試方面是架設模擬

環境來測試(圖3)，相同頻寬則已於南台科技大學

實際上線運作中，在測試環境與實際運作中我們發

現不同頻寬與相同頻寬ADSL的連線流量確實可以

達到負載平衡，大幅改善頻寬的使用率。 

關鍵字：Load Balance、NetFilter、Fail-Over、

Scheduling Algorithm 

 

1. 背景 
 

以往當網際網路在傳輸的過程中會因為當時

的傳輸量而影響傳輸速度。當不同封包在同一時間

點都要進行傳輸時，就必須搶奪頻寬資源，就因為

沒有適當的管理機制，卻只能在出口前慢慢排隊及

互相爭搶。 

       目前ISP業者也都低價促銷寬頻專線，許多學
校、中小企業公司也向ISP業者申請多條ADSL以

取代以往高價的寬頻線路，目前ADSL較普遍的頻

寬種類分為(下行/上行)1536/384、768/128、

512/64(單位：kbps)，之前中小企業剛開始大都申

請512/64，卻因ISP業者促銷手法使得高頻寬ADSL

的價格大幅減低，使得中小企業都會再申請一條或

多條高頻寬來提高效率，然而對外雖有多條的寬頻

專線，但網路流量卻可能只集中在某幾條線路，如

果沒有一個負載平衡(Load Balance)的機制來達到

網路流量的平均分配在全部相同或不同頻寬的線

路上，網路系統會因為負載不平衡而降低了總體網

路的效能，使得對外窗口的流量集中在某條線路

上，一方面造成低頻寬高負載線路的流量時常滿

載，另一方面也浪費了高頻寬低負載線路的網路頻

寬，使得總體網路頻寬流量無法被充分運用。 

 

2. 系統原理 
 

本系統中所用到的相關技術主要包含

Netfilter、Equal-Cost MultiPath(ECMP)、Scheduling 

Algorithm、Fail-Over，我們使用 Netfilter來進行

Source NAT的 IP轉換，而IP轉換則是根據系統演

算法動態計算出的權重值來分配，而 ECMP可使

Linux Router具有多個 Default Gateway，以達到同

時連接數個 ADSL連線的目標。而在這流程中系統

中的監控程式會監控每條ADSL狀態是否Fail而執

行Fail-Over，相關技術Netfilter與ECMP在之前

的論文中已有詳細的說明[11]在這就不再重述，其

餘說明如下： 

 

2.1 Scheduling Algorithm 
 

   系統採用Dynamic Weighted Round-Robin 

Scheduling；內部虛擬IP要對外建立新連線時，系

統會以Source NAT(SNAT)方式輪流轉換為真實IP，

轉換完後的封包再經由Source Routing流向所屬的

ADSL裝置。以上的方式若換算成Weight時其權重都

為1，但這只有符合相同頻寬的ADSL，並未考慮到

不同頻寬ADSL所要考慮的問題，因此不適用於不同

頻寬的ADSL，所以根據ADSL的頻寬加上固定的

Weight值之後，舉例說明：有三條ADSL的線路分別

為A、B、C，依其頻寬不同分別設定權重值為4、2、

ADSL流量負載平衡系統之設計 

蘇建郡*   何名欽**  劉毓芬* 

南台科技大學計網中心*   南台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ccsu@mail.stut.edu.tw*  m9090105@email3.stut.edu.tw**  yfl@mail.stut.edu.tw* 



 2

3 ，在系統運作時將新的連線以SNAT的方式將IP轉

換為A、B、C其中某一ADSL的IP，那麼系統轉換真

實IP的順序如下A、B、C、A、B、C、A、C、A，演

算法如下： 

0 1 2 1( , , ,..., )nMaxW Max W W W W −=  

While (1) 

{ 

For(j==0;j< MaxW;j++)         (X) 

     For(i==0;i<n ;i++)             (Y) 

       If (weight i ++<W i )  return  IP i ; 

For(i==0;i<n;i++) 
     weight i =0; 

} 

符號說明： 

n為 ADSL總數 

MaxW是取出最大的權重值 

weight i是紀錄已分配 IP的次數 

iW 是 ADSL的權重值 

以上的演算法中 X迴圈是以最大的權重值執

行多少次 Y迴圈，而 Y迴圈則是依序分配 ADSL

的 IP並將已分配過的 ADSL權重加 1，但在分配 IP

之前會判斷此 ADSL是否已超過所設定之權重，以

之前的例子 A B C  A B C  A C  A 來說明，每個

方框就是每個 Y迴圈所產生的結果。 

此演算法可讓系統以權重方式來運作，但若權

重值為固定時，將會導致權重大的線路中有大流量

的連線時，系統仍繼續分配給權重大的線路，所以

必須在固定時間後重新計算權重值，權重值計算公

式如下： 

iii CTAABW −=  

∑
=

=
n

i
iABWTOTBW

1
 

100%i
i

ABWTW
TOTBW

= ∗  

∑
=

=
n

i
iCCTOTCC

1
 

1 100%i
i

CCCW
TOTCC

 = − ∗ 
 

 

( ) ( )i i iW TW br CW cr= ∗ + ∗  

符號說明： 

iA ：ADSL i線路總頻寬 

iCT ：ADSL i目前的流量 

iABW ：ADSL i可用頻寬 

TOTBW ：總共可用頻寬 

iTW ：流量所屬權重 

iCC ：ADSL i連線數 

TOTCC：總連線數 

iCW ：連線數所屬權重 

iW ：ADSL i的權重值 

br：計算權重時流量所佔的比例 

cr：計算權重時連線數所佔的比例 

由於每條 ADSL上各連線流量不一，所以若以

連線數來決定權重較不客觀，故本系統提供的預設

值是將連線比例設為 0.1cr = ，盡量以流量為主(系

統預設流量比例為 0.9br = )，但系統也有提供管

理者自訂的方式來自訂比例分配。 

 

2.3 Fail-Over 
 

Linux作業系統有一個特色，當一個網路介面

故障時，Linux Kernel會自動把該介面Shutdown，

並停止需要經過該介面的Routing。當ADSL與

Linux在同一個Ethernet Switch上時，如果這個時候

ADSL與Switch之間故障，但是Switch與Linux並未

故障時，Linux還是認為該網路卡仍處於正常狀

態。除非是該Switch或是網路卡故障，Kernel才會

Shutdown該網路介面。為解決此問題系統是採主

動偵側的方式，在固定時間以ICMP通訊協定檢查

ADSL線路是否故障。 

 

3. 系統架構 
 
系統主要的架構分為三部份：核心控制、監控

程式、管理介面等，以下分為三段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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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核心控制 

 
系統架構如圖 1所示將內部網路透過 Linux 

Server(我們稱此 Server為 Linux Virtual Link)把所有

的流量都平均分散在每一條 ADSL上，不管有幾條

ADSL本系統只需兩張網路卡即可，一張為連接虛

擬 IP(圖二左邊)另一張則連接至 ADSLs(圖二)右

邊。當虛擬 IP的封包經由 eth1（Linux系統對網卡

所做的識別名稱）進入 Linux時, 因系統採 Source 

NAT且 Netfilter有提供 Connection Track[5]機制，

使系統能判斷封包狀態是否為 SYN，若是的話則將

IP轉換為某一 ADSL IP，並且依這種模式循環運作

以達到每條 ADSL均能被 Netfilter分配而不至於浪

費頻寬。當封包已被 Netfilter轉換完成時，需在

Linux系統中設定 Source Routing(其 Source IP所對

應之路由)，使封包被轉換後能送至正確的

Gateway。 

3.2 監控程式 

 
監控程式只要是由以下三大功能所組成，使管

理者只要透過管理介面就能與核心的控制溝通，功

能說明如下： 

1. 偵測目前ADSL的流量，並產生相對應的權

重更改 ADSL被分配的次數。 

2. 產生相關資訊檔，如目前 ADSL的流量、權

重、狀態，讓管理者透過管理介面得知目前系

統運作情形。 

3. 偵測 ADSL的狀態是否 Fail，並將 Fail的

ADSL即時取消配置。 

4. 在每天的固定時間將系統相關資訊主動 mail

給管理者。 

 

3.3 管理介面 

 
    管理介面(圖 2)分為圖表顯示、選項設定、系統

回報三項目，相關敘述如下： 

1. 圖表顯示：圖表顯示中分為四個子項目(流量、

流量比較、連線數、連線數比較)，主要是可以

針對單一ADSL線路得知目前的流量與連線

數，也可以同時比較多條ADSL線路的目前的流

量與連線數，如此管理者可易於得知負載平衡

狀況。 

2. 選項設定：選項設定中分為二個子項目(基本設

定、參數設定)，基本設定中設定系統所要配置

ADSL像關資料(如：IP、GateWay、頻寬等)；

參數設定中設定計算權重時所參考的流量與連

線數比例，系統預設流量比例0.9、連線數比

例0.1。 

3. 系統回報：系統回報中分為二個子項目(管理者

設定、系統資訊)，管理者設定中設定管理相關

資料與權限；系統資訊中可顯示目前系統資源

的使用度與各ADSL線路的狀態而大部份是以

數字呈現(如：InPut流量、OutPut流量、權重、

連線數、是否Fail等)。 

 

 
 
 
 
 
 
 
 

 

Switch 

eth1 
ADSL

ADSL 

ADSL 
ADSL

eth0 

192.168.1.2 

192.168.1.3 

192.168.1.4 

圖1.系統架構圖 

Linux 
Virtual
Link 

圖 2. Linux Virtual Link 線上管理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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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測試結果 
 

在此我們以模擬ADSL的架設環境 (圖 3 ) 來

做不同頻寬(1536kbps、768kbps、512kbps)的測試，

在此攫取系統所製作的管理介面(圖 2)中 Linux 

Virtual Link資訊相關圖形，其測試結果與具客觀的

MRTG[9]做比較。 

系統於模擬的環境中利用 Router來模擬 3條

ADSL，分別用MRTG及系統所製作的圖形顯示來

顯示結果，如下所示： 

 

 

 

 

 

 
     
 
 
 

 

 

Client 
192.168.1.2 

Linux Virtual Link 

Switch Switch 

192.168.1.254 161.26.1.2 
162.26.1.2 
163.26.1.2 

161.26.1.254 

162.26.1.254 

163.26.1.254 

Cisco router 2600三台
模擬 ADSL硬體裝置 

161.27.1.254 

162..27.1.254 

163.27.1.254 

模擬環境測試系統

架構圖 Server 
140.116.1.2 

Switch Switch

Linux Router 

161.27.1.253 
162.27.1.253 
163.27.1.253 

140.116.1.254

圖 3. 環境測試架構

圖 4. 161.26.1.254-MRTG圖(1536kbps)

圖 5. 161.26.1.254-MRTG圖(768kbps)

圖 6. 161.26.1.254-MRTG圖(512kbps) 

圖 7. 系統 161.26.1.254流量圖(1536kbps)

圖 8. 系統 162.26.1.254流量圖(768kbps)

圖 9. 系統 163.26.1.254流量圖(512kbps)

圖 10. 系統流量比較圖(1536kbps、 

768kbps、512kbps) 

圖 11. 系統 161.26.1.2連線數圖(1536kbps)

圖 13. 系統 163.26.1.2連線數圖(512kbps) 

圖 12. 系統 162.26.1.2連線數圖(768kbps)

圖 14. 系統連線數圖(1536kbps、

768kbps、512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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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圖 5、圖 6是由MRTG測量三種不同頻

寬的結果(1536kbps、768kbps、512kbps)，藍色的部

分為流入的流量、綠色的部分為流出的流量，這結

果顯示出系統對不同頻寬的負載平衡已達到預期

的效果；圖 7 -10是由本系統所設計的流量偵測程

式所產生的圖形，其解果也跟MRTG所測量的圖形

相似，圖 10則是將圖 7-9的流量分佈情形彙整在一

張圖表供管理者比較；圖 11-14是由系統所設計的

連線數偵測程式所產生的圖形，圖 14則是將圖

11-13的連線數分佈情形彙整在一張圖表供管理者

比較：由圖 11-13得知負載平衡對連線數的平衡情

形並不會很好，因此在計算權重值時連線數所計算

出的數值與流量計算出的數值中，連線數所佔的比

例並不能與流量的比例相同。 

5. 結論 
 

近年來由於 Internet的快速發展，除了提供傳

統的電子郵件傳送服務外，還結合了語音、圖片以

及動態影像等各式各樣的多媒體服務。然而，伴隨

著這些服務而來的，是非常龐大的資料量，於是為

了獲得更高速的資料存取能力，ISP業者紛紛提出

各種提高傳輸速率的方案，目前已從傳統數據機撥

接躍升為 ADSL。  

對中小企業來說使用ADSL上網與架設專屬網

站、郵件伺服器… 等是一個非常便利與經濟效益的

選擇方式。但要如何充分利用數條 ADSL的頻寬卻

是當前重要的問題，目前系統針對相同頻寬 ADSL

與不同頻寬 ADSL，已實作出良好的流量負載平衡

機制，使得 ADSL資源充分的被利用，但如遇到尖

峰時段時 ADSL流量也會同時達到滿載的情況，所

以頻寬管理是需要的。若不加上頻寬管理功能，就

算每條 ADSL負載平衡的非常好，也會因為整體流

量太大而效率下降，因此可加強對 Linux Kernel中

所提供的 QoS[3][4]來管制流量以輔助系統運作，使

得系統能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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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DSL 寬頻網路資訊服務的出現至今，短短

時間內就遠超過有線電視寬頻服務的發展，廣泛的

遍佈整個台灣，其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在於中華電信

公司的線路足夠普及因素，以及各家 ISP 業者

ADSL 產品促銷方案成功所致。雖然使用者廣泛，

但使用者在使用 ADSL 寬頻服務時所發生的問

題，如經常斷線、網路速度緩慢等，易造成使用者

使用上極大的不便。 

本篇論文針對 ADSL 易發生的問題並彙整研

究者業界之實務工作經驗，系統化的整理用戶端、

電信線路公司端及 ISP 公司端的連線問題點。並根

據 ISP 公司(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公司)提供之故障

排除服務經驗資料，提出具體之問題解決方針，包

括用戶端自我檢查、ISP 端網路效能管理、電信線

路公司端線路管理及介面處理等，以及 ISP 公司處

理客戶問題之流程，希望最終能達到 ISP 業者與電

信公司服務品質提高的目標。 

 

關鍵詞：ADSL、故障排除、問題處理流程 

 

Abstract 
 

ADSL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roadband 
service in Taiwan.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re that 
many enterprises and families use Chuanghwa 
Telecom’s broadband internet connection service and 
the successful marketing strategies of ISP companies. 
However ,many ADSL users face inconvenient 
problems caused by unreliable connection or 
low-speed of transmission. 
   This article tries to survey about the problems and 
provide suitable solutions. The solutions are 
concluded from telecom expertise. Solutions 
including client-side, self-side, server-sid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erminal management and 
workflow of customer service. 
  We hope the propose method is valuable to those 
telecom service companies that require high service 
quality.   
 
Keywords: ADSL, Trouble shooting, Flow of 
solution procedure 
 

 

 

1. 前言 

 
ADSL 技術服務的出現，是寬頻發展的一個

重要的里程碑。尤其在台灣這個特殊的環境下，有

線電視寬頻因網路服務品質不良，逐漸不受用戶歡

迎，造就了現在 ADSL 寬頻網路服務普及的情況，

而網路內容對網頻寬需求的日益增加也提昇了

ADSL 的使用率。然而現今 ADSL 寬頻網路服務的

故障率卻居高不下，也因而造成了使用者在使用上

的不便。因此本文針對 ADSL 寬頻網路服務經常

發生的問題，根據研究者本人在 ISP 公司服務的實

務經驗，提出在用戶端、ISP 端與電信公司端等三

方面的問題與改善建議，以提昇 ADSL 服務品質。 

 

2. 現況分析 

 
2.1 ADSL 基本介紹與應用 

 
ADSL(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全

名為“非對稱式數位用戶線路”，為 1989年AT&T
子公司 Bellcore 發展出來的一種新型態用戶線

路，利用一般銅絞對線(Copper Twisted Pair 即傳統

電話線)的射頻技術傳輸數位資料，提供高速上網

的服務。非對稱式傳輸模式的上行(資料上傳)頻寬

較低，而下行(資料下載)頻寬則較高。理論上，上

行速度最快可到達 1.5 Mbps (bit/sec)，下行最快可

到達 8 Mbps。目前台灣各大 ISP 供應 ADSL 服務的

產品大致有：頻寬速度為上行 64Kbps 下行 512 
Kbps 速率、上行 512Kbps 下行 512 Kbps 速率(對

稱式 512K)、上行 128 Kbps 下行 768Kbps 及上行 

384Kbps 下行 1.5Mbps (T1)等。 

 ADSL 主要可以提供兩大類的應用服務，

一是高速資訊傳輸，二是互動式視訊服務。高速

資訊服務泛指使用者上網傳輸資料及接取網路資

源等。互動式視訊服務則包括了隨選視訊、影像

遊戲、視訊資訊擷取等。針對未來數位媒體的發

展逐漸成熟，寬頻的使用也將更加普遍。(伍台

邦，2000) 
目前總括 ISP 提供 ADSL 的產品服務，主要

可以分為固定制及計時制。固定制主要提供企業

用戶，特色是有固定的 IP 可以提供企業架網站或

利用頻寬分享器，讓多電腦同時上網。計時制主

要提供一般家庭用戶使用，使用者上線前必須使

用 P.P.P.O.E 撥號軟體取得浮動 IP 後才能使用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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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服務。 

 

2.2 ADSL 寬頻網路服務使用情形 

 
根據資策會電子商務應用推廣中心FIND於

九十年十一月八日，公佈台灣第三季上網人數調

查報告。第三季網路人口已達七百五十五萬，普

及率達三四％(如圖 1所示)，其中撥接上網用戶

為五百二十三萬，固接式專線一萬八千、ADSL
寬頻服務達七十一萬，有線電視寬頻服務為十八

萬，ISDN 為一萬三千戶，衛星用戶僅二千六百

戶(如圖 2所示)。(何英煒，2001) 

66%

34%
無上網

有上網

 
圖 1.網路使用情形 

撥接上網用戶

固接式專線用
戶

ADSL寬頻用
戶

有線電視寬頻
用戶

ISDN用戶

衛星用戶

 
圖 2.網路使用用戶分布情形 

 

以提供家庭寬頻上網的ADSL及Cable寬頻

業者而言，兩者用戶總數已逼近九十萬戶，而電

信公司所主推的ADSL的用戶，已是 cable modem
用戶的四倍。以 ADSL 用戶結構分析，一般用戶

（計時制）佔約八七％，企業用戶（固定制）僅

一三％，由此可見 ISP 提供 ADSL 服務目前產品

銷售重點還是在於一般家庭用戶身上，因其線路

品質仍不穩定，因此企業用戶多半還是採用專線

服務。 (何英煒，2001) 
此外根據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於中華民國九

十一年一月十日公佈之 ADSL 使用者滿意度調查

資料，其中 ADSL 使用者申訴問題方面，使用者

曾向業者申訴的比例平均高達 61.7%，因此可知

ADSL 使用上的問題仍多(廖敏如，2002)。 
 

2.3 ADSL 網路基礎架構狀況簡介 

 
ADSL 是建構於 ATM(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 非同步傳輸)技術架構下，利用一

般銅絞對線(傳統電話線)傳輸 4000Hz 以上頻

率，使用分離器(splitter)的低波濾波器將電話語

音之較低的頻率與 ADSL 所用較高的頻率分開。

因此一條傳統電話線可同時傳送語音與高速資

料，因此一般 ADSL 用戶可以同時講電話及使用

網路。圖 3是 ADSL 整個傳輸過程的基本架構圖。 

 
圖 3. ADSL 連接網路基本架構圖  

(本研究整理) 

 
整個架構共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份為用戶端：從用戶端的個人電腦透

過乙太網路(Ethernet)網路線連接到 ADSL
數據機(ATU-R) 。 

 第二部份為電信公司端(如中華電信)：透過一

般傳統電話線路將 ADSL 數據機送出之訊

息，傳送至中華電信線路中心(DSLAM)線路

中心的設備接收端(ATU-C)。 

 第三部份為 ISP 服務業者端(如 Seednet)：經

由電信公司與 ISP 連接的光纖高速實體線

路，將用戶傳送之資料，透過網路端路由器等

設備，將資料傳送至 Internet 上。 
 

3. 品質分析與問題探討 

 
ADSL 主要發生的問題點主要可分為三方面

敘述，用戶端、ISP 公司端與電信公司端，以下

針對每個問題點提出具體的問題描述。 

 

3.1 發生於 ADSL 用戶端網路問題 

 
1.  用戶使用 ADSL 線路及數據機的問題 

用戶安裝 ADSL 寬頻服務時，電信公司(如

中華電信)會在用戶電話系統住家出線端安裝一

個分離器(splitter)及一台 ATU-R(ADSL 
Transmission Unit Remote Side)數據機。用戶在使

用 ADSL 上網服務時通常出現的問題有兩種： 

 

(1) 線路品質不良：用戶端電話線路及網路線品

質不良，將導致網路連線速度過慢甚至中

斷。尤其線路泡水、漏電或經過不當的地方

(如高壓電纜)等，都易有雜訊的發生而影響

資料傳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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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SL 數據機問題：ADSL 數據機過熱導致

當機或損壞是導致服務中斷。 

 
2 . 企業用戶流量爆滿問題 

企業用戶流量爆滿問題容易發生上傳或下載

時封包傳送過大，而導致網路速度緩慢甚至服務

中斷。以及受到病毒或駭客入侵攻擊而造成。因

此企業用戶的網路管理者沒有適當的控制使用者

的流量，很容易因為部分的使用者大量的使用網

路的存取，而癱瘓整體網路連線速度。 

 
3.2  ISP 端管理網路效能問題 

 
1. 一般用戶與企業用戶流量共享問題 

一般用戶與企業用戶在 ISP 設備端流量使用

相同設備及相同路由，在傳輸大量封包時相會產

生互相佔用頻寬問題，導致連線品質成效不彰。 

 

2.  企業用戶網路品質問題 

企業用戶網路品質不穩定包括傳輸速度忽快

忽慢，網路延遲(lag)問題等，網路品質的不穩定

經常造成企業用戶使用時網路舜斷，無法有效的

確保網路服務品質及造成使用上的不便。 
 

3.3 電信公司線路效能及數據機設備問題 

 
1.  線路品質不良問題 

電信公司(如中華電信)提供用戶的線路品質

不良，是寬頻網路無法達到適當服務的最大原

因。傳送訊號的不良將導致網路封包送收過程中

遺失，不斷的重送下，而造成網路速度的緩慢甚

至中斷。線路品質不良的原因多半是線路老舊、

交換機老舊或故障、線路保護絕緣體破裂因而受

潮與線路泡水導致電源流失等。若線路經過大量

的脈衝電壓亦會造成傳送頻率受影響等。  

 

2.  ADSL 數據機設備問題： 

ADSL 數據機經常發生問題；電信公司以中

華電信為例，在用戶端安裝 ADSL 服務時所提供

給用戶的 ADSL 數據機目前最主要提供品牌為

Cisco、合勤 Zyxel 及 Alcatel 三家。ADSL 數據機

設備之好壞亦是影響 ADSL 服務品質一大問題

點，茲針對以上三種 ADSL 數據機比較其問題

點，如表一所示。 

表 1、中華電信公司所提供之 ADSL 數據機問

題點比較 

廠牌 Cisco676 Zyxel Alcatel 
Web設定介

面 
有 無 有 

易發生問

題 
過熱當機 

受病毒攻

擊 

容易封包

送收不正

常 

晶片易故

障 

根據表 1資料所示做以下說明： 

 Cisco676數據機內建有Web介面設定功

能，因此病毒易透過 Web 攻擊設定介面

(如 code red 病毒)，導致無法傳輸封包。 

 合勤Zyxel數據機雖無Web介面設定功

能但其數據機傳送及接收封包，容易出

現大封包無法送出問題，導致網路服務

中斷。 

 Alcatel 數據機內建有 Web 介面設定功

能且具有安全防護並不會遭病毒攻擊

及駭客入侵，但其內部晶片因容易損

壞，而導致數據機故障。 

 
3.4 電信公司與 ISP 公司追蹤問題流程不明

確 

 
ISP 公司與電信公司追蹤流程不明確，導致

問題處理成效不彰。無法有效確認責任歸屬及處

理問題關鍵，將導致故障排除與問題處理時間延

長。整個 ADSL 連線架構十分複雜，涉及了用戶

端、電信公司端與 ISP 公司端三方面(請參考圖

3)。因此 ADSL 寬頻服務用戶反應問題時，ISP
客服人員若無法有效的了解問題的狀況及發生關

鍵點，就無法在最快的時間適切處理客戶斷線問

題點，因而造成服務品質不良。 

 

4  改善建議方針 

 
本研究針對第 3 節的問題點，提出以下各點

作為改善建議方針： 

 
4.1  ADSL 用戶端自我故障排除 

 
客戶發生問題時多半是 ADSL 客戶端線路不

良及 ADSL 數據機當機故障所致，因此自我檢查

工作顯得格外重要。如果可以自行檢查出問題的

所在，不僅可以節省很多電信公司及 ISP 公司查

修的時間，用戶可即時自我故障排除，讓 ADSL
服務不致中斷，以下針對線路及 ADSL 數據機簡

易常用故障介紹： 

           

 

1.  用戶線路與數據機方面解決方式 

(1)  線路問題解決方面： 

關於用戶自我檢查線路方面以下列三項步驟

說明： 

步驟一：檢查電話訊號是否正常、是否有雜音或

沒有撥號音之狀況。用戶迴路是 ADSL
數據機到電信公司(如中華電信)線路中

心的線路，如果電話沒有撥號音訊號，

相同的 ADSL 的訊號也會完全受到影

響。一旦有上述的情況發生，用戶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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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打電話至電信公司的故障維修中心

(如中華電信 112 障礙台)報修此狀況。 

步驟二：檢查由分歧器出現端線路是否完整的接

妥於 ADSL 數據機上，並檢查線路是否

有斷裂或保護絕緣體剝落情況發生。適

時跟換電信線路可以確保 ADSL 上網品

質。 

步驟三：檢查 ADSL 數據機連接個人電腦的網路

線是否接妥及狀況是否正常。最簡單的

方法可利用三用電表檢查 RJ-45 網路線

兩頭 1、2、3、6號(白橙色、橙色、白

綠色、綠色)是否能正常通電。 

以上三步驟即是用戶自我檢查線路的部分。 

 

(2)  ADSL 數據機問題解決方面： 

除了線路部份用戶自行檢查 ADSL 數據機狀

況也是相當重要的關鍵，以下分別以兩步驟說明： 

步驟一：檢查 ADSL 數據機上的燈號是否正常，

以3.3節中提到的三種 ADSL 數據機為

例： 

 Cisco676、677 數據機：檢查 POWER、
LAN/LNK、WAN/LNK 燈號是否有恆亮，

如 ALARM 燈亮表示出現問題； 

 合勤 Zyxel 數據機：檢查 ADSL 燈號是否

有恆亮。 

 Alcatel 數據機：檢查 PWR、LLK、WLK
三個燈號是否有恆亮。 

步驟二：重新開機測試，檢查步驟一之 ADSL 數

據機燈號，經過兩步驟檢查如仍出現問

題，用戶可立即連絡 ISP 客服人員處理。 

 

2.  企業用戶端加強網路管理防止流量爆滿 

企業用戶需加強其網路管理方面的安全控

管，限制使用者的使用頻寬，防止因不當的流量

爆滿而影響網路品質。網路管理除了限制公司內

部各網路使用者的流量外，亦要加強病毒安全的

防護。除了安裝防毒軟體外，病毒碼也須適時更

新，此外作業系統(OS)及應用軟體(AP)方面也

要隨時注意網站及出產公司的相關訊息及批次檔

案更新與防護。   

 

4.2 ISP 公司終端設備分流處理改善效能

問題 
針對3.2節所提到之 ISP端管理網路效能問

題，茲以 Seednet 之 ISP 公司提供專業分流解決

方式為例，解決方式如下： 

 

1. 一般用戶與企業用戶的分流功能 

一般用戶與企業用戶最顯著的不同點，在於

一般用戶具有高密度低流量的特性，而企業用戶

則具有高流量低密度的特性。所謂的密度指的即

是用戶數量，流量則是用戶使用網路的頻寬。換

言之，一般用戶特性是數量大卻使用頻寬小，而

企業用戶特性則是數量少但使用的頻寬大。因此

在設備端若將一般用戶與企業用戶區隔在不同的

ATM 端接收機器設備上，即可達到分流的功效。

即是將兩者不同的用戶特性分開，目的可避免一

般用戶因為數量過多的存取負擔，而造成企業用

戶的網路使用品質受影響。因此分流有助於

ADSL 網路在 ISP 設備端的環境能更加單純而流

量則能更加順暢。 

 

2. 企業用戶 QoS 保證品質設定 

透過保證品質服務 QoS(Quality of Service) 
設定可讓企業用戶的網路更加的穩定，網路品質

達到用戶需求。因此這一方面 ISP 需採用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組織提出的

差別服務架構方法(Differentiated Servicer 簡稱

Diff-Serv)，於設備端中做相關適當的設定以確保

服務品質。此外在路由之間的設定方面，ISP 端

也要能提供最迅速的 IP 路由運算方法(Routing 
Table)，以加快封包傳遞的正確性與時效性。 

 

4.3 電信公司線路管理及數據機問題處理 
 

1.  線路問題處理： 

電信公司(如中華電信)在線路品質管理必須

有定期的檢查系統。遇到系統自動偵查出問題或

經由客戶反應的線路問題時，要能夠精確的找到

問題點並迅速的處理完畢，且時時維護或更換老

舊線路及交換機設備。 

 

2.  ADSL 數據機設備問題處理： 

以下針對中華電信所提供的三種 ADSL 數據機提

出改善方式： 

 Cisco676 數據機方面：更換 677 機型，

可改善過熱及 Web 介面遭受攻擊之威

脅。 

 

 合勤 Zyxel 數據機方面：定期維護與

管理 DSLAM 端介面，預防有資料滯

留(loop)情形。 

 

 Alcate 數據機方面：請電信公司更換

晶片功能正常運作之數據機。 

 

4.4 處理流程追蹤問題方法探討 

 
ISP 客服工程人員與電信公司的故障排除方

法需採取線性追蹤法的模式。首先要能釐清與確

認客戶反應的問題點，再分別由 ISP 工程人員測

試客戶 ADSL 數據機與連結電信公司設備介面的

訊號，找出問題點後尋求相關人員(如電信公司人

員)的支援修復，即可解決用戶之問題。圖 4為問

題處理流程。 



- 5 - 

 
 

圖 4.ISP 公司 ADSL 問題處理流程圖 

〈資料來源：Seednet 桃園營運處工程組〉 

 

透過圖 4的 ISP 公司簡單的 ADSL 問題處

理流程，可清楚了解 ISP 公司在處理問題的細

節，用戶亦可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問題發生點。用

戶可從中了解整個問題處理狀況，並具體的提出

問題解決需求，因此而加快問題解決的速度。 

 

 

5.  結論 

 
ADSL 寬頻服務目前是台灣最受歡迎的寬

頻產品，不僅是因為中華電信電話線路普及，ISP
業者也積極在促銷 ADSL 寬頻上網的方案。因此

針對目前與日俱增的裝機數量，未來不管是用

戶、ISP 業者與電信公司三方面必須密切配合以

發展更有效率的故障排除模式，才能使 ADSL 寬

頻網路提供高品質的連線服務。 

本文針對用戶、ISP 業者與電信公司三方面來

探討其中的問題點，並根據研究者在 ISP 業界的

實際工作經驗，分別探討各項問題點並提出改善

的具體建議。因此可確實提供給用戶、ISP 業者、

電信公司三方面作為處理連線問題之參考依據，

以期未來 ADSL 寬頻服務可以達到品質更佳、服

務更好與產品分佈更廣的目標。 

在 ADSL 的故障排除流程中，仍有個問題點

存在，即是電信公司線路中心(DSLAM)端的設

備，經常會造成資料滯留(loop)的狀況。此問題

目前仍無法用最科學的自動化方式解決，而需由

人工在 DSLAM 設備端點重新設定才能獲得問題

的解決。因此未來能夠以自動化的方式處理線路

中心設備問題，將會是 ADSL 服務發展的一個重

要關鍵，除了可增加 ADSL 寬頻服務的穩定度

外，也可以大為減少電信公司及 ISP 公司的問題

處理人力。 

ADSL 寬頻服務發展的重點在於用戶、ISP
公司與電信公司，三者之間達到最好的互動關

係，才能提昇整體網路服務品質，最終使 ADSL
寬頻網路能夠更有效的服務日益發展，急速成長

的數位內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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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隨著網際網路與無線通訊網路的蓬勃發展，越

來越多的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的取得網際網路上

的資料與服務。然而，隨著網路使用者的增加，網

際網路通訊協定(IPv4)卻無法提供足夠網路位址讓

使用者連上網際網路。新一代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IPv6/IPng)不但可以提供大量的位址空間，也提供

了相關移動性、安全性以及服務品質的保證；因此

IPv6 將是下一世代網際網路通訊協定之首選。 
 為了讓使用著願意使用 IPv6 網路，就必須建

置許多常用的伺服器，如：網頁(Web)伺服器、檔

案傳輸(FTP)伺服器、遠端登入(Telnet)伺服器與

E-mail 伺服器等。不過，目前使用者常使用的資料

(Content)大多存在於 IPv4 網路，因此提供一個轉換

機制讓使用者可以方便地存取常用的資料，是推展

IPv6 中一個非常重要重要的項目。 
 為了讓 IPv6 的使用者可以加入網際網路，根

據 IETF 所制訂之標準，在 Linux 平台上研發出網

路位址與通訊協定(NATPT)之轉換器，可以讓使用

者從 IPv6 網路存取 IPv4 網路的資源；IPv4 的使用

者也可以存取 IPv6 網路上的資源。不過若是只有

NATPT 機制則 IPv6 網路的使用者同時上網際網路

的主機數量將受限於轉換引擎所擁有的 IPv4 位址

總數。因此，本論文也提出在已開發之 NATPT 引

擎上加上通訊協定轉換(NAPTPT)之機制。如此一

來，將可以打破同時上網人數的限制，使得所有

IPv6 網路中的主機皆可以同時上網。 
關鍵詞：新一代網際網路通訊協定(IPv6/IPng)、網

路位址與通訊協定之轉換(NATPT)、網路位址、通

訊埠與通訊協定轉換(NAPTPT) 
Abstract 

With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Networks, 
more and more users can access the data and 
services on Internet anytime and anywhere.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ing of Internet 
users,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IPv4) 
cannot provide enough Internet addresses for 
users to connect Internet. Next generation 
Internet protocol (IP version6, IPv6/IPng) not 
only provides large address space but also 
supports mobility, security and quality of 
service. Therefore, IPv6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ext generation Internet protocols. 

To promote users to join IPv6 networks, 

common servers, such as web servers, FTP 
servers, Telnet servers, and E-mail servers 
should be setup. Nevertheless, most users’ 
contents are on the IPv4 networks. Thus, to 
supply a translator for users to conveniently 
access Interne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of promoting IPv6. 

To support IPv6 users joining Internet, 
this paper design and implement network 
address and protocol translation (NATPT) 
engine on Linux according to the RFC from 
IETF. Users can easily access IPv4 resources 
from IPv6 networks through this translator. 
Contrariwise, IPv4 users can acquire the 
services on IPv6 networks, too. However, 
NATPT engine just furnishes network 
address and protocol translation, and some 
IPv6 hosts cannot attach Internet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number of 
IPv4 addresses in address pool. To break the 
limitation of address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design of NATPT translator with port 
translation (NAPTPT) on Linux platforms. 
Finally, all IPv6 users can utilize Internet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NAPTPT translator. 
Keywords: IPv6/IPng, NATPT, NAPTPT 
 

I. 序論 
隨著網際網路與無線通訊網路的成長，越來越

多使用者可以隨時地隨的使用網路。然而，網路位

址(IP Address)不足之情況也用來用嚴重。再者新一

代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Next Generation Internet 
Protocol, Ipng/IPv6)不但可以提供大量的位址空

間，也提供了相關移動性、安全性以及服務品質的

保證。因此 IPv6 成為下一世代網際網路通訊協定之

首選。 
為了加速推動 IPv6 通訊協定的發展，世界各

國均成立相關 IPv6 的公司、組織 (如：6Bone [1], 
6REN [2], 6WIND [3], Freenet6 [4]…等)與 IPv6討論

會(IPv6 Forums)積極研發與推展 IPv6 之研發與建

置。廠商部分有廠商 Alcatel [5], Cisco [6], Juniper 
Network [7], Microsoft [8], Nortel [9], Nokia[10], 
Ericsson[11]等正在設備上研製 IPv6 相關的通訊協

定。而觀察目前亞洲鄰近國家，幾乎均已經成立

IPv6 相關討論群與計畫，例如：日本 KAM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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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IPv6 Forum [13]。台灣 IPv6 Forum [14]也於今

年四月份宣佈成立，且中國大陸方面也剛剛於五月

宣佈成立 IPv6 Forum [15]。由此可見亞太地區 IPv6
的推動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了。 

在推動 IPv6 之初期，因為安裝 IPv6 的主機數

量較少，而大部分的主機使用 IPv4 通訊協定，因此

要讓 IPv6 主機能與 IPv4 主機溝通的辦法就是在

IPv6 主機上同時安裝 IPv4 與 IPv6 兩個通訊協定，

此一解決方案稱為雙堆疊(Dual Stack)。兩台 IPv6
主機要連線時，先以 IPv6 標頭加以封裝，再加上

IPv4 的標頭。如此一來，封包便可以在現有的 IPv4
網路中傳遞。這種封裝的方法稱作隧道(Tunnel)。當

IPv6 主機越來越多時，就會組成一個純 IPv6 (Native 
IPv6)的網路。雖然藉由 Dual Stack 與 Tunnel 的方法

可以使 IPv6 網路之間透過現有的 Internet 相互連

結，然而此時大部分使用者常上的網站（如：Yahoo, 
Google, Udnnews 等）與常用的 E-mail、FTP、Telnet
伺服器等均建置於 IPv4 的網路上。因此，為了增加

人們使用 IPv6 網路的意願，就必須提供一個轉換機

制，讓大家可以方便地取得常用的資源。 
因此，清大資訊系高速網路研究室在黃能富教

授的帶領之下，於 Linux 平台上研發出網路位址與

通訊協定之轉換(NATPT)引擎。此一引擎可以讓使

用者從 IPv6 網路存取 IPv4 網路的資源，IPv4 的使

用者也可以存取 IPv6 網路上的資源。不過若只有

NATPT 機制則 IPv6 網路的使用者同時上網際網路

的個數受限於轉換引擎所擁有的位址數。因此，本

論文中也在轉換器之上設計通訊埠與通訊協定轉

換(NAPTPT) 之機制，以便打破同時上網人數的限

制，使得所有 IPv6 網路中的主機皆可以同時上網。 
為加速 IPv6 之推廣與發展，目前 IETF 正在制

訂 IPv6 與 IPv4 轉換的相關機制如：NATPT [16]、
DNS-ALG [17]等。清華大學高速網路實驗室在黃能

富教授的帶領之下於本年度在 LINUX 平台上已研

發出 NATPT 的轉換機制，目前已經測試可以轉換

IP, ICMP, TCP 等封包之標頭，並且已經雙向

(IPv6 IPv4 and IPv4 IPv6)測試過 ping6, finger, 
HTTP 等應用程式，可以說在網路位址轉換機制的

開發已經有了初步的成果；未來若是再加上

DNS-ALG 則可以達成全自動建立 IP 對應關係，而

整合成一個完整的轉換系統。此一系統在 IPv6 網路

(內部)中的主機要對 IPv4 網路(外部)通訊時，可以

將內部 IPv6 的位址動態地對應一個此系統所持有

IPv4 位址。 
本篇論文將依序說明 IPv6 之轉換機制、NATPT

轉換器之設計、詳細轉換的封包格式，最後也將介

紹測試 NATPT 轉換器的測試方法與結果。 
 

II. IPv6 之轉換機制 
本章將介紹 IPv6 位址與通訊協定的轉換機

制，並詳細整理出 IPv4/IPv6 與 ICMPv4/ICMPv6 通

訊協定之間轉換之參數。 

A. 術語解釋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AT)： 

NAT-PT 中的 NAT 和 IPv4 網路中所使用的網

路位址極為類似，所不同的是 IPv4 網路位址轉換將

IPv4 位址轉換為另一個 IPv4 位址，而 NAT-PT 中所

指的 NAT 則是將 IPv4 位址轉換為 IPv6 位址， 或
是將 IPv6 位址轉換為 IPv4 位址。 
 Protocol Translation (PT)： 

PT指的是將 IPv4封包格式轉換成意義上對等

的 IPv6 封包，或是相反的，將 IPv6 封包轉換成對

等的 IPv4 封包。 
 Application Level Gateway (ALG)： 

ALG 是專為某些特定的應用程式所設計的處

理程式。某些應用程式會將位址資訊寫在封包的

Payload 部分(例如：FTP、DNS)，但是 NAT-PT 轉

換機制並不會處理封包的內容(Payload)，因此需要

ALG 作為 NAT-PT 和應用程式之間溝通的橋樑. 
 
B. 網路位址與通訊協定之轉換機制 

NAT-PT 必須在 DNS-ALG 的協助下才能完成

自動建立網路位址對應關係的功能，在此就以

NAT-PT 加上 DNS-ALG 功能的平台來說明 NAT-PT
轉換引擎的運作流程與相關技術。首先，NAT-PT
系統中必須設定一份位址集區(Address Pool)以及

封包轉換所需要的 IPv6 子網路或網域前置字元

(Prefix)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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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IPv4 開始與 IPv6 網路建立連線之流程 
首先，當 IPv4 的主機想要與 IPv6 主機建立連

線時。此時 IPv4 主機並不知道要在送給 IPv6 主機

封包中的 IPv4 目的地位址應該填什麼，因此 IPv4
主機必須利用網域名稱解析的機制，向負責 IPv6
的網域名稱(Domain Name)的伺服器查詢後才能與

IPv6 主機建立連線。如圖一所示，第一步 IPv4 主

機發出查詢 ipv6.cs.nthu.edu.tw 的 DNS 訊息，IPv4
網路中的網域名稱伺服器查詢不到這筆資料，於是

將這筆查詢封包轉送到 IPv6 的網域名稱伺服器，而

因為 NAT-PT 為 IPv4 與 IPv6 網路之間的閘道，所

以這筆網域名稱查詢封包將會被 NAT-PT 轉換引擎

攔截下來並將原本網域名稱訊息中 Resource 
Record(RR)的行別由 A 改為 A6 或 AAAA，再將此

封包轉送到 IPv6 網路中查詢，此網域名稱查詢封包

會在 ipv6DNS.cs.nthu.edu.tw (網域名稱伺服器)查得

名稱解析。在圖一中得到 ipv6.cs.nthu.edu.tw 的 IPv6 
Address 是 3FFE:3600:b::2，當網域名稱訊息回傳時

又經過 NAT-PT 轉換引擎，這時 DNS-ALG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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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Record 的 Type 由 A6/AAAA 改回 A。在此

同時，NAT-PT 藉由網域名稱訊息中的位址解析知

道 IPv4 主機欲建立連線的 IPv6 目的位址為

3FFE:3600:b::2，於是從位址集區中尋 一個可用的

IPv4 位址來代替 IPv6 目的位址，並建立 IPv6/IPv4
位址對應關係。如此一來，ipv4.cs.nthu.edu.tw 以後

只要透過NAT-PT轉換引擎給予的這個 IPv4位址就

可以和 ipv6.cs.nthu.edu.tw 溝通。位址對應關係建立

好之後，NAT-PT 要做的是就是通訊協定(IPv4/IPv6)
的轉換，並同時參照 IPv4/IPv6 位址對應關係將 IP
位址改成與連線對應的 IP 位址。IPv6 主機透過

NAT-PT 與 IPv4 主機建立連線的狀況如下圖二，流

程與 IPv4 轉換成 IPv6 一樣，兩者僅為方向上不同。 

 

找

C
以下的文章將分別描述(1)IPv6 封包轉換成

，(3)ICMPv4
封包轉

IPv6 封包 定

為 DF

 

圖二、IPv6 開始與 IPv4 網路建立連線之流程 

V4 address 
pool

NAT-PT

DNS-ALG

IPv6 
host 

IPv4
Host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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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 
DNS

Address allocation(get IPv6 
prefix)

A6 A

140.114.78.58
ipv4.cs.nthu.edu.tw

3FFE:3600: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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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Pv4 address pool
3FFE:3600:B::2 <-> 140.114.78.51

:
:
:
:

IPv6 <-> IPv4 Address Mapping Table

IPv6 Host think it’s communicating 
with 3FFE:3600:b::140.114.78.58

IPv4 Host think it’s communicating 
with 140.114.78.51

Final Result

V4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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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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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allocation(get IPv6 
pre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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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14.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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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8)

(7) (9)

(5)

(4)(6) A6 A

140.114.78.51
140.114.78.52
140.114.78.53
140.114.78.54
140.114.78.55

:
:
:

IPv4 address pool
3FFE:3600:B::2 <-> 140.114.78.51

:
:
:
:

IPv6 <-> IPv4 Address Mapping Table

IPv6 Host think it’s communicating 
with 3FFE:3600:b::140.114.78.58

IPv4 Host think it’s communicating 
with 140.114.78.51

Final Result

.  IP 與 ICMP 通訊協定之轉換 

IPv4封包，(2)IPv4封包轉換成 IPv6封包

換成 ICMPv6 封包，(4)ICMPv6 封包轉換成

ICMPv4 封包，在程式中需要對封包做的修改細節： 
 IPv4 封包轉換至 IPv6 封包(示意圖如下圖三)： 

 

圖三、IPv4 轉換至 IPv6 封包示意圖 
底下描述 IPv4 封包標頭如何轉換成相對應的

 
 

 
 
 
 
 
 

Header 

Data 

Header只有

在收到的 v4
封包已經被

分割過或是

IPv4 端沒有

(並非每次都加入) 

Transport Layer 
Header 

Data 

標頭。如果 IPv4 標頭中 flags 欄位被設

(意義為不准切割)，代表封包不需做切割。這

時轉換後的 IPv6 封包就不需要加入 Fragment 
Header。IPv4 標頭中的選項(Options)欄位在轉換時

被忽略，同時 IPv6 的欄位需做以下更動： 
 

表一、IPv4 標頭轉換成相對應的 IPv6 標頭
IPv 標頭欄位 6 欄位值 
Version 6 

c Class Traffi
Flow Label 0 
Payload 
Length 

IPv4封包總長度-(IPv4標頭長度+Option
度) 長

Next Header 同 IP Protocolv4 標頭的 欄位 
Hop Limit 頭的 TT 欄位值減一 IPv4 標 L

Source 
Address 

的 source 

 96bits = IPv6 Prefix 

Low-order 32bits = IPv4 封包

address 
High-order

Address 

Low-order 32bits = NAT-PT add
中的某 IPv4 address 
High-order 96bits = IP
it 沒有被設定，或是發現

Destination ress pool

v6 Prefix 
如果 DF b 封包本身

已經被

表二、封包被切割時的轉換 

切割。這時轉換後的 IPv6 封包就要加入切割

標頭(Fragment Header)，並做以下欄位轉換，灰色

部分是和上述轉換不同的地方。 
 

IPv6 標頭欄位 欄位值 
Version 6 
Traffic Class 0 
Flow Label 0 

Payload Length
IPv4 封包總長度 -(IPv4 標頭長度

+Option 長度)+(Fragment Header 長度)
Next Header Fragment Header 
Hop Limit IPv4 標頭的 TTL

Low-order 32bits = IPv4 封包

address 
High-order

Address 

Low-order 32bits = NAT-PT addr
中的某 IPv4 address 
High-order 96bits = IP
包因為 IPv4 封包被分割所需要加

欄位值減 1 

Source Address
的 source 

 96bits = IPv6 Prefix 

Destination ess pool

v6 Prefix 
底下是 IPv6 封

入

三、Fragment Header 需被填入的內容 

的 Fragment Header 內容： 
 
表
Fragment 欄位值 
Header 欄位

Next Header 同 IPv4 標頭的 Protocol 欄位 
Fragment Offset 欄位 同 IPv4 標頭的 Fragment Offset
M Flag 同 IPv4 標頭的 More Fragment(MF) bit
Identification Low-order 16bits = IPv4 標頭中的

Identification 欄位 High-order 16bits = 
0 

 

ICMPv4 標頭轉換至 ICMPv6 標頭 
查詢訊息， 轉

換的方

表四、ICMP 查詢訊息轉換表 

0 

如果收到的 ICMPv4 封包屬於

式如下表： 
 

訊息意義 ICMPv4 ICMP
Type 欄

位值 
Type 欄

位值 
動作 

Reply 
8/0 128/12

ICMPv6 
Checksum

Request/Repl
丟棄此封

包 
Timestamp/Timestamp 13/14  此封
Reply 

丟棄

包 
Address Mask 17/18  此封
Request/Reply 

丟棄

包 
ICMP Router 9  此封
Advertisement 

丟棄

包 
ICMP Router 10  此封
Solicitation 

丟棄

包 
Unknown ICMPv4   此封
types 

丟棄

包 
如果收到的 ICMPv4 封包是 IGMP 的話，

應該將

 

訊息

v6 其餘轉換

Echo Request/Echo 9 重新計算

Information 
y 

15/16  

之丟棄。如果收到的 ICMPv4 封包屬於錯誤

 IPv4 Header IPv6 Header 

Fragment 
Transport Layer Fragment 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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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轉換的方式如下表： 
 
表五、ICMP 錯誤訊息轉換表 

ICMPv4 Type 欄位 ICMPv4 ICMPv6
值 Code欄位

值 
0 或 1 Code 改成 0 

2 Type 改成 4， Code 改

成 1， 並將 Pointer 欄
位 指 向 IPv6 Next 
Header 欄位 
Type 改成 2，
成 0 
Code

5 Code 改成 0 
6 或 7 或 8 Code 改成 1 
9 或 10 Code 改成 0 

(Des
Unreachable) 

11 或 12  
 丟

4 (Source Quench)  丟棄此封包 

Type 改成 3，
變 

12  
(Parameter  

e 改成 4， Pointer

Problem) 

Typ
欄位要指向對應的

Parameter 欄位。 
IPv6 封 (示意圖如下圖

應轉換成 

3  Code 改

4 改成 0 

3  
tination 

 
5 (Redirect) 棄此封包 

11 (Time Exceed)  
 Code 不

 包轉換至 IPv4 封包 四)： 

以 對應

的 I

表六、IPv6 轉換至 IPv4 封包對照表 

圖四、IPv6 轉換至 IPv4 封包示意圖 

 
 
 
 
 
 
 
 
 
 

IPv6 Header 

Fragment Header 

(不一定存在) 

Transport Layer 

Header 

Data 

IPv4 Header 

Transport Layer 

Header 

Data 

下將描述 IPv6 封包標頭如何轉換成相

Pv4 封包標頭。如果沒有切割標頭，IPv6 標頭

轉換到 IPv4 標頭的方法如下： 
 

IPv4 標頭欄位 欄位值 
Version 4 
ToS and Precedence 0 
Total Length (Payload length from IPv6 Header) 

+ IPv4 Header size 
Identification 0 
Flags More Fragment flag (MF) = 0 

Don’t Fragment flag (DF) = 1 
0 

Time to Live IPv6 封包的 Hop Limit 欄位值減 1
Protocol IPv6 封包的 Next Header 欄位值 
Header Checksum 重新計算 
Source Address Address Pool 中的 IPv4 位址 
Destination Address its  IPv6 目的地位址的 Lower 32b

如果 IPv6 封包 到

IPv4

表七、IPv6 封包有 Fragment Header 之轉換表 

有 Fragment Header，IPv6

Fragment Offset 

的標頭轉換如下，灰色部分是和上面不同的地

方。 
 
 

IPv4 標頭欄位 欄位值 
Version 4 
ToS and 
Precedence 

0 

Total Length
IPv4 Header size 
0 

Flags More Fragment flag (MF) = 0 
Don’t Fragment flag (DF) = 1 

0 
Time to Live IPv6 封包的 Hop Limit 欄位值減 1 
Protocol IPv6 封包的 Next Header 欄位值 
Header 
Checksum 

重新計算 

Source Address Address Pool 中的 IPv4 位址 
Destination 
Address 

IPv6 目的地位址的 Lower 32bits  

如果

 (Payload length from IPv6 Header) + 

Identification 

Fragment Offset 

收到的 ICMPv6 封包屬於查詢訊息，

ICMP

表八、ICMPv6 封包屬於查詢訊息轉換表 

v6 標頭轉換至 ICMPv4 標頭的方式如下表： 
 

訊息意義 ICMPv6 ICMPv4 其餘轉換動
Type 欄位 Type 欄位

值 
作 

Reque
ho Reply 

ICMPv4 
Checksum

MLD 
Multic
Listener 
Query/Re
rt/Done 

ast 

po

130/131/132 Single 

ge 

 
Hop 
Messa

丟棄此封包

Neighbor 133/137 Single 

ge 

丟棄此封包 
Discovery Hop 

Messa

訊息 
如

值

Echo 
st/Ec

128/129 8/0 重 新 計 算

 

不 知 名 的 17/18  丟棄此封包 

果收到的 ICMPv6 封包屬於錯誤訊息，轉換

的方式

表九、ICMPv6 封包屬於錯誤訊息轉換表 

如下表： 
 

ICMPv6 Type 欄位 ICMPv6 ICMPv4 應轉換成 
值 Code欄位

值 
0 Type 改成 3， Code 改

成 1 
Type
成 10 
Type 改

成 1 
Type
成 1 

Unreachable) 

Type
成 3 
Code

3 (Time Exceeded)  Type 改成 11， Code
不變 

1 
Type 改成 3， Code 改

成 2 Problem) 
Type
改成 0 
丟棄此封

 

1 改成 3， Code 改

2 成 3， Code 改

3 改成 3， Code 改

1 (Destination 

4 改成 3， Code 改

2 (Packet Too Big)  改成 4 

11 (Parameter 

其他值 改成 12， Code

不知名的錯誤訊息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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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網路位址、協定與網路埠之轉換機制 

在已經開發完成的 NAT-PT 平台上實作通訊埠

之轉

 

換的功能，可以使 NAT-PT 轉換引擎提升成為

具有 NAPT-PT（Network Address Port Translation – 
Protocol Translation）功能之平台。如此一來將可以

解決 NAT-PT 轉換引擎的 IPv4 位址數量不足的問

題，但又必須容許同時會有許多網路連線通過時的

情況。 

Ethernet

DMZ Hosts

NAPT-PT

IPv4 Host P IPv4 Host Q IPv4 WWW Server

FTP Server WWW Server

IPv6 Host A IPv6 Host B IPv6 Host C

IPv4 Network

IPv6 Network

Source IP: 3FFE:3600:B::2  Source Port: 3045
Dest. IP: 3FFE:3600:B::140.114.87.5 Dest Port: 23

Source IP: 140.114.78.227  Source Port: 1025
Dest. IP: 140.114.87.5  Dest Port: 23

Translated by NAPT-PT

Source IP: 140.114.79.230  Source Port: 56
Dest. IP: 140.114.78.51  Dest Port: 21

Source IP: 3FFE:3600:B::140.114.79.230  Source Port: 56
Dest. IP: 3FFE:3600:B::3 Dest. Port: 21

IPv4 Packet

IPv6 Packet

IPv4 Packet

IPv6 Packet

Translated by NAPT-PT

 
圖五、Network Address Port Translation (NAPT) 

 
以下分為兩種情況來討論實做的過程，一種為

IPv6

III. NATPT 轉換器之測試 
為了 出幾

個重

位址的轉換 
標頭轉換 

換 

轉換與 IP 層封包標頭

格式轉

v6

由 IPv6 網路中的主機開始連到 IPv4 網路之主

機之步

欲連線之 IPv6 位址(IPv4-相容位

2. 機發出 ICMPv6 訊息，查詢 MAC 位址 

4. T 轉換器會在位址 Pool

5. Neighbor Solicitation 訊息，

6. MP Echo Reply 訊息。 
hbor 

 
實際封包傳遞的參數顯示於圖六架構的下方。 

 
圖六、由 IPv6 網路開始與 IPv4 網路通訊 

 
由 IPv4 網路中的主機連到 IPv6 網路中的主機

址，此時

個 IPv4 位址給 IPv6 的主機。 

Operation 

網路中的主機要與 IPv4 網路上的伺服器或主

機建立連線，另一種為 IPv4 網路上的主機要與 IPv6
網路上的伺服器或主機建立連線。參考圖五，第一

種狀況可以用圖中的藍色線條來表示，NAPT-PT 裝

置收到 IPv6 封包時，必須將 IPv6 來源位址及其

TCP/UDP 來源埠轉換成位址集區中沒被使用的

IPv4 網路位址（依照 NAPT-PT 記憶體中的對應表

來決定）和一個為被指定的通訊埠。而因為一個 IP
可以對應到 65535 個通訊埠號。因此位址集區中的

同一個 IP 就可以藉由指定不同的通訊埠號指定給

許多條 TCP/UDP 連線，解決位址集區中 IPv4 位址

本身就不夠用的狀況；第二種狀況則可以用圖中的

橙色線條來表示，除了跟第一種狀況方向相反以

外，我們也計劃在系統中實做 DMZ(De-Militarized 
Zone)功能，IPv6 網路中的伺服器就可以規劃在一

個 DMZ 網路中，當 IPv4 網路中的電腦需要存取

IPv6 網路中的伺服器的資源時，就可以藉由

NAPTPT 做靜態位址與通訊埠之對應，而不需要動

態指定對應的 IP，如此一來也可以加倍改善 IPv4
位址 pool 中位址數量不足的狀況，因為要存取 IPv6
網路中同樣一個服務的連線就只會佔用同樣的一

個 IPv4 位址與通訊埠。 
 

測試 NATPT 轉換器之機制，本文提

點： 
 網路

 IPv6 與 IPv4 封包

 ICMPv6 與 ICMP 封包標頭轉

 TCP 層是否可以互通 
首先，對於網路位址的

換的部分可以用 Sniffer 網路分析儀器抓取

封包來分析。關於 ICMP 與第四層的資訊，本論文

提出了兩個測試的應用—ping6 與 IE 瀏覽器。 
 測試的情形可以分成兩種，第一是封包由 IP
網路中的主機發出，要與 IPv6 網路中的主機連線；

反之，則是由 IPv4 網路中的主機啟動與 IPv6 網路

主機的連線。這兩個連線的動作(如下圖六、七所

示)。本文以 ping6 為例說明轉換的動作。 
 

驟如下： 
1. 使用者輸入

址)。 
IPv6 主

3. 如果詢問 Host 的 MAC 位址，NATPT 轉換器

將 ICMPv6 訊息轉換成 ARP 訊息送出。如果

是跨子網路(Subnet)，NATPT 轉換器則會回應

自己的 MAC 位址。 
在送出訊息前，NATP
中找一個空的 IPv4 位址來對應 IPv6 主機位

址。 
IPv6 主機送出

NATPT 轉換器則將此訊息轉成 ICMP Echo 
Request 訊息。 
IPv4 主機回應 IC

7. NATPT 轉換器將此訊息轉換為 Neig
Advertisement 訊息回給 IPv6 主機。 

IPv6 Host
3FFE:3600:B::2

NAT-PT
IPv4 Network

IPv4 Host
140.114.78.252

Sniffer

140.114.78.2303FFE:3600:B::1

IPv6 Network

Ping

6

5
4

7
2

1

8

3

ARP

ICMPv6

IPv6 Host
3FFE:3600:B::2

NAT-PT
IPv4 Network

IPv4 Host
140.114.78.252

Sniffer

140.114.78.2303FFE:3600:B::1

IPv6 Network

Ping

6

5
4

7
2

1

8

3

ARP

ICMPv6

1. Neighbor Solicitation: who is 3FFE:3600:b::140.114.78.252
2. Neighbor Advertisement: NAT-PT is 3FFE:3600:b::140.114.78.252
3. Ping Request to 3FFE:3600:B::140.114.78.252

SRC IP: 3FFE:3600:B::2 DST IP:3FFE:3600:B::140.114.78.252
-------NAT-PT translate 3FFE:3600:B::2 to 140.114.78.51---------
4. ARP Request: who is 140.114.78.252
5. ARP Reply: IPv4 Host is 140.114.78.252
6. NAT-PT translate the Ping Request to 140.114.78.252

SRC IP: 140.114.78.51 DST IP: 140.114.78.252
7. IPv4 Host Reply the Ping Request

SRC IP: 140.114.78.252 DST IP: 140.114.78.51
------NAT-PT translate 140.114.78.51 to 3FFE:3600:B::2
8. NAT-PT translate the Ping reply to 3FFE:3600:B::2

SRC IP: 3FFE:3600:B::140.114.78.252 DST IP:3FFE:3600:B::2

 
方法很類似，只是有些許不同。 
1. IPv4 主機用 DNS 查詢 IPv6 主機的位

NATPT 轉換器上的 DNS-ALG 會動態對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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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主機。 

5. 此 訊 息 轉 成 Neighbor 

 Echo Reply

 

圖七、由 IPv4 網路開始與 IPv6 網路通訊 
 

式

測試，目前所研發出來的 NATPT 轉換器可以成

功轉換

本論文目前在 NB 執行，是屬於建置

v6 網路計畫的一環。因為越來越多的使用者藉由

電腦

路下載[19]。希望藉由此 NATPT 轉換器的

完成

] 6Bone 網站 http://www.6bone.net/ 

om/ 

 

tel.com/ipv6/index.html

IPv4 主機送出 ARP 詢問 IPv6 主機的 MAC 位

址。 
3. NATPT 轉換器收到後會回應自己的 MAC 位

址給 IPv4
4. IPv4 主機送出 ICMP Echo Request 訊息。 

NATPT 轉 換 器 將

Solicitation 訊息給 IPv6 主機。 
6. IPv6 主機回應 Neighbor Advertisement 訊息。

NATPT 會將此訊息轉換成 ICMP
訊息回應給 IPv4 主機。 

140.114.783FFE:3600:B::1 140.114.783FFE:3600:B::1

經過實地使用 ping6, IE 瀏覽器, finger 等程

的

IP, ICMP 與 TCP 的封包。值得注意的是，

雖然目前 NATPT 轉換器並沒有轉換 HTTP 標頭，

不過 IPv4 與 IPv6 網路間網頁的瀏覽仍然是成功

的。可能的原因是 WWW 伺服器在接到要求時，並

沒有檢查 URL 中網域名稱的部分，而直接找到相

對應的目錄與檔案就直接回應。 
 

V. 結論 
 

EN 計畫中

IP
、PDA 甚至手機上網。IPv4 位址將於 2004 年

時用盡。因此政府、學校、業界均已積極推動 IPv6
之建置與應用。為了讓使用者更有意願使用 IPv6
網路，NATPT 轉換器的裝置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件

之一。 
目前本論文所描述之成果均已實做完成，並可以

由網際網

，能夠增進國內研發 IPv6 網路的動力，並藉此

推廣 IPv6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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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目前上網人數增加速度以指數成長，然而

網路系統服務業者的網路設備增加有限，造成在上

網的尖峰時刻，時常有網路壅塞的情況發生，因

此，如何運用 MPLS超強的流量工程(Traffic 

Engineering)來提供負載平衡(Load balance)的繞

路法則(Routing algorithms)[4][5]，使網路系統

服務業者能利用現有的網路設備，以一個新的繞路

機制，來增加系統的使用率，使上網人數能增加，

將是本論文研究和探討的方向。 

Keywords : 多協定標籤交換(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MPLS)、流量工程(Traffic 

Engineering，TE)、繞路法則(Routing algorithms) 

 

1. 前言 
 

近幾年來，網際網路(Internet)的規模和用戶

數目迅速發展，如何提高網路服務的質與量是目前

人們最關心的問題。由於傳統網際網路沒有服務品

質(Quality of Service，QoS)的概念，不能保證

有足夠的總處理能力(Throughput)和符合要求的

傳送延遲，只能夠以最大的努力(Best-effort)來

滿足用戶的需要，所以如果不採用新的方法改善目

前的網路環境，便無法大規模發展新的服務技術。 

在現有的網路技術中，以服務品質的角度來

看，「非同步傳輸模式」(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ATM)網路具有相當完善的服務品質保障功

能，因此受到全世界先進國家的重視，但是純ATM

網路的實現相當不容易，因為其架構複雜、管理不

易且硬體價格昂貴，不易為大眾所接受。 

由於傳統IP技術和ATM技術在各自發展的領

域中都遭遇到了實際的困難，彼此都需要借助對方

的優點來進一步發展，所以兩種技術的結合有著相

當的必要性。因此綜合應用ATM網路核心的交換技

術和 IP網路邊緣的IP路由(Routing)技術優點的

「多協定標籤交換」(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MPLS)便產生了[1][2]，MPLS可以運行

於現有的IP、ATM與 Frame Relay網路架構之上，

不過目前應用於IP網路之上居多，如 IP VPN加上

MPLS的功能為目前當紅之應用[3]。在 IP網路上搭

配 MPLS通訊協定，只要在設定上作一些更動即可

使用 MPLS服務，不過在骨幹網路上的路由器則必

須作軟/韌體的升級才可提供此服務，這將是未來

廣域網路上通訊協定的主流。表 1-1為 ATM、Frame 

Relay網路架構與IP+MPLS網路架構的比較。 

 ATM、Frame Relay IP+MPLS 

市場現況 

目前廣域網路之主

流通訊協定，市場佔

有率超過 80% 

新興之通訊協

定，市場佔有率

仍低 

單位成本 昂貴 較低廉 

網路品質 提供QoS 提供QoS 

網路運作 技術十分成熟 技術仍未成熟 

資料來源：工研院經資中心ITIS計劃整理(2002/4) 

表1 ATM、Frame Relay網路架構與 IP+MPLS網路架構的比較 

本論文主要是研究在 MPLS環境下，利用

on-line的繞路技術，計算出使網路負載平衡的路

徑，再將 Packet沿著這個 Explicit Route(明確路

徑)傳送，以達到提高網路使用率的目的。 
 

2. 系統架構 
 

由於 MPLS的流量工程 (Traffic Engineering) 

能提供有別於傳統網路的特殊路徑功能，有了流量

工程 (Traffic Engineering) ，我們能根據網路

的現況，判斷出較適合的路徑，將封包傳送出去，

使網路的使用效能提昇，然而如何依照網路現況，

動態決定封包的傳送路徑，便是如何使流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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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 Engineering) 技術發揮的淋漓盡致的重

要關鍵。一般提昇網路使用效能，包含減少消耗網

路資源和平衡網路負載兩種方法，減少消耗網路資

源可由限制經過的hop數目來達成，而平衡網路負

載可由經過負載最少的路徑來達成，然而這兩種方

法是可能相衝突的。雖然最少 hop法能減少網路資

源的消耗，但是它並沒有網路負載平衡的觀念，因

此，當網路負載不重時，效果不錯，但是網路負載

重時，這個演算法則也會浪費很多網路資源。 

圖2-1為在一個重度負載的情況下，用最小hop

法則，網路 Link剩餘容量的模擬圖。其中原本細

的 Link有 1200單位，粗的 Link有 4800單位，由

這張圖我們可以發現在重度負載時，有很多資源不

能被充分的利用，例如Link(1-3)還有762個單位，

但是 Link(1-2)和 Link(1-3)都使剩 0單位，因此

由 LSR1到 LSR2是不能建立 LSP的狀況。 

 

圖 2-1 傳統繞路法則下，網路重度負載示意圖 

因此在重度負載時，利用跟網路 Link的剩餘

容量有關的最小cost法則是不錯的選擇 (設 cost

等於剩餘容量分之一) ，因為它能建立更多條的

LSP，增加網路的使用率。但是這個演算法還是有

能夠加強的地方，其加強的觀念來自於所謂最小干

擾的概念[6]，最小干擾簡單的說，便是在封包決

定傳送路徑時，以不干擾別的未來可能產生的封包

傳送路徑為原則，因此，它能提昇網路的使用效

能，其說明如圖2-2。有 3個來源到目的地的路徑

的 pair，分別為 (S1，D1) 、(S2，D2) 、(S3，D3) ，

假設所有的 Link的剩餘容量為 1單位，現在有 1

個 LSP頻寬需求1單位，由 S3到D3要求建立，如

果我們在滿足所需頻寬的情況下，使用最少 hop法

則的方式，則路徑將是 1-7-8-5，但是這個路徑將

會影響到未來 (S1，D1) 或 (S2，D2) 的建立，因

此，我們可以改走1-2-3-4-5這個路徑，當未來在 

(S1，S1) 或 (S2，D2) 有 LSP要建立時，便可以

有較多的剩餘容量來建立路徑，如此一來，便增加

了網路 LSP的數目，提昇了網路的使用效能。 

 

圖 2-2 最小干擾路徑介紹圖 

然而以最小 cost法則的方式下，實際上由 S3

到 D3的 LSP還是有可能走 1-7-8-5這個路徑的，

其情況如圖2-3。其中每個Link上的數字為cost。

我們可以發現 Link(7-8)的 cost為4，是此圖中最

大的 cost，因為 S1到 D1或 S2到 D2走此 Link的

機會最大，因此此Link的剩餘容量比較小，而 cost

又跟剩餘容量成反比，因此 cost最大。我們可以

由此圖發現，若使用最小 cost法則，則走 1-7-8-5

的路線總cost等於9 (2+4+3=9) ，而走 1-2-3-4-5

的路線總cost等於 10(2+3+2+3=10)，因此最後還

是會決定走1-7-8-5這個最小cost的路徑，因此，

如何改善最小 cost法則的方法，使容易造成壅塞

的 Link的 cost能夠有個機制來加重它，便是本論

文研究的重點。 

 

圖 2-3 最小 cost法則繞路狀況示意圖  
2.1改良式最小 cost法則介紹 

改良式最小 cost法則主要參考的網路資源剩

餘容量、網路拓樸。因為這兩者是實際應用上，最

容易被使用的，而且我們假設在 on-line的環境

下，實際上要考慮Delay time、Buffer size等參

數是很不實際的。 

見圖 2-4，Link上的值是剩餘容量，若有一條

LSP的路徑由 LSR1到 LSR4，則走上面1-2-3-4的

路徑，所能使用最大的流量是 3，因為 Link(3-4)

的剩餘容量是此路徑的瓶頸，而走下面 1-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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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徑，所能使用最大的流量是4，因為 Link(1-5)

的剩餘容量是此路徑最小的，由於從LSR1到 LSR4

總共有兩條路徑，一條最大流量為 3，另一條最大

流量是 4，因此由 LSR1到 LSR4的最大流量路徑值

是 4，最大流量路徑為下面那條1-5-6-7-4的路徑。 

 

圖 2-4 最大流量路徑和最大流量路徑值示意圖 

接著介紹改良式最小 cost法則，其步驟如下： 

1. 假設我們要建立某一條LSP時，除了這條LSP

外，找出其餘的 Ingress-Egress pairs的

LSP。 

2. 求出這些 LSP的最大流量路徑和最大流量路

徑值，並在瓶頸Link給予較大的權重。 

3. 算出所有Link的權重總和(N)。 

4. 將 cost方程式設為 C=r/W，其中 W為剩餘頻

寬，r為調整參數，再使用最小 cost法則求

出所需路徑。 

上述調整參數 r=1+N/M，M是為了限制 r的範

圍，而除與此正規化的值，N是除了要建立的 LSP

外，其他 LSP的最大流量路徑經過此 Link的權重

值的總合。例如有一個LSP其最大流量路徑的 Link

剩餘容量分別為(15，19，20，18)，因為第一個 Link

的剩餘容量為 15(最大流量路徑值)，是最小的，因

此我們希望建立LSP時，儘量不要走到此Link，干

擾到未來可能建立的這個LSP，則將此Link的權重

設的較重(例如 4)，其他 3個 Link設為 1，最後考

慮所有其他 LSP他們最大流量路徑經過每個 Link

的權重值的總合。例如某一 Link除了目前要建立

的 LSP外，考慮其他LSP最大流量路徑經過此 Link

的權重值，總合為 20，那麼 r=1+20/50=1.4 (設 M

為 50，可調整)，則此 Link的 cost 方程式為

r/W=1.4/W，如此一來，此 Link的 cost便有我們

希望加重的效果，利用此加權過的cost走最小cost

法則時，越可能避開可能會壅塞的Link，使整體網

路的使用效能上升，達到我們所期望的最小干擾未

來可能產生的 LSP的目的。 

在圖 2-5中 Link旁沒有框起來的數字為該

Link的剩餘容量，假設我們要在S3到 D3建立一條

LSP，則除了要建立的LSP外，其餘的 LSP共有 S1

到 D1、S1到 D2、S1到 D3，S1到S2、S1到S3、S2

到 D1、S2到 D2、S2到 D3、S2到S3、S3到D1、S3

到 D2、D1到 D2、D1到 D3、D2到 D3等 14條 (設

邊界 LSR有 N個，則除了要建立的 LSP外，共有 

(N*(N-1)/2)-1個其餘的 LSP) ，為了方便說明，

我們假設只有 S1到D1和 S2到 D2兩條 LSP，S1到

D1的最大流量路徑為 LSR(10-7-8-11)，最大流量

路徑值為 3，因此此 LSP在此路徑的權重為

Link(10-7)為 4 (可調整到最佳值)，Link(7-8)為

4，Link(8-11)為 1，其每個Link的權重以正方形

來框住，而對 S2到 D2這條最大流量路徑為

LSR(6-7-8-9)，最大流量路徑值為 3，因此在剩餘

容量為 3的 Link權重設為4，其餘設為 1，其每個

Link的權重以圓形來框住，則Link(7-8)的權重的

總合為 4+4=8，r=1+N/M=1+8/20=1.4(設 M=20)，則

Link(7-8)的 cost比最小 cost法則大了 1.4倍，

同 理 ， Link(10-7)的 權 重 總 和 為 4，

r=1+N/M=1+4/20=1.2，cost比小cost法則大了1.2

倍 。 Link7-8 的 權 重 的 總 合 為 1，

r=1+N/M=1+1/20=1.05，cost比最小cost法則大了

1.05倍。我們透過此方法，在越不想被干擾的 Link

由於其權重的總合會越大，因此 cost放大的倍數

會越大，最後走最小 cost法則的時候，走此 Link

的機會會越小，達到我們希望加強負載平衡的目

的，進而增加網路的使用率。此外，由於改良式最

小 cost法則強調負載平衡的觀念，若網路中某一

Link忽然斷掉時，受到影響的 LSP重建路徑時，

Rerouting的表現也會比較好。 

 

圖 2-5 改良式最小 cost法則實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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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擬結果與數據討論 
 

本論文模擬的環境為假設此網路為主幹網

路，所有欲建立的LSP都是由LER到另一個LER，

此網路是一個集中式管理的網路拓樸，剛開始時，

每一個 LSR將與其相鄰 LSR的 Link的剩餘容量回

報給繞路控制中心(RCC)，使繞路控制中心能夠得

知網路的拓樸和每個 Link的剩餘容量，進而進行

繞路的運算再將結果傳到 Edge LSR，使 LER利用

RSVP Extensions或 CR-LDP的 signaling message

建立起 Explicit Route的 LFIB，再將 Packet沿著

所計算出來的特殊路徑傳送出去。如果有的 LSP是

手動設定的路徑，處理該LSP的LER會將狀況回報

給 RCC，若是LER在建立 Explicit Route時發現有

某 Link斷掉了，造成 LSP無法建立，該 LER也會

將狀況回報給 RCC，使 RCC能夠即時掌握網路的狀

態。此外假設 LSP的建立是均勻分布在LER之間，

而 LSP所需要的頻寬為 1、2、3、4這四種單位，

也是均勻分布。而 Link為雙向的，容量以 OCX而

言為 X乘與 100單位，例如 OC12即 12*100=1200

單位，如此才方便模擬建立一千條以上LSP的系統

狀況。此外假設每一個要求建立LSP的需求都是在

前一個 LSP建立完之後才出現的，且每一條 LSP的

生存時間都設為無窮大，不會有拆掉(Tear-down)

的問題。而本文總共比較三個機制，一個為最少hop

法則，其原理為建立 LSP以最少hop的路徑為主，

如果出現兩條以上路徑都是最少hop數的話，以最

小 cost (cost為 Link剩餘容量分之一) 的路徑為

優先選擇。另一個機制為最小cost法則，cost跟

Link的剩餘容量成反比，若有兩條以上的路徑都是

最小 cost的話，則以最少 hop為優先選擇。最後

一個機制為改良式最小cost法則，其為最小 cost

的改良版，除了 cost等於 r/W(W為Link的剩餘容

量)外，其餘都與最小cost法則相同。此外在改良

式最小 cost法則的模擬時，假設調整參數 r=1+N/M

中的 M的值為 50。  

3.1分析和比較 
如圖 3-1，此網路架構共有 15個LSR，只有 LER

間才會建立LSP，其中細的線代表 OC12，共有 1200

單位，而粗的線代表 OC48，共有 4800單位，在此

環境下，我們將模擬繞路控制中心(RCC)被要求建

立 5000條 LSP後，系統的狀況。 

 

圖 3-1 網路架構示意圖 

我們舉改良式最小 cost法則實例時(見圖 2-5)

是假設 M=20 (調整參數r=1+N/M)，並賦予除了欲建

立的 LSP外，其餘 Ingress-Egress pairs 的最大

流量路徑的Link的權重，而我們為了突顯最大流量

路徑值所在的 Link的重要性，我們將此 Link的權

重設成 4，其餘的設為 1，最後在統計所有

Ingress-Egress pairs 的最大流量路徑所造成

Link權重的總和，藉此求出Link的調整參數r。但

是如果我們假設最大流量路徑的瓶頸Link (最大流

量路徑值所在的 Link) 的權重為其他值 (例如

5) ，會產生另一個調整參數，因此，我們希望能找

到一個最佳化的瓶頸 Link權重，使系統有最佳的性

能表現。圖 3-2為我們假設 M=50，瓶頸 Link權重

設為1到 10等十個數值，比較系統被要求建立 5000

條 LSP後，被系統 Block的 LSP數目的關係圖。在

圖中的縱軸是在固定 20組被要求建立 5000條 LSP

後，被系統 Block的 LSP數目的平均值，由圖中我

們得知，當最大流量路徑瓶頸Link權重設為4時，

有最佳的平均值 427。此圖是以凹字型為發展曲

線，剛開始加重瓶頸Link的權重時，由於系統越來

越能強調該 Link的重要性，使得該 Link的調整參

數 r的值越來越大，最後此 Link的 cost被放大 r

倍，在執行最小 cost法則時，此 Link的權重變的

越大，使得走到的機會越小，達到我們希望網路系

統負載平衡的要求，因此系統的Block數目越來越

少，但是在瓶頸 Link權重大於4後，由於此處Link

的權重相對於其餘最大流量路徑的 Link差距越

大，使得系統考慮的關鍵路徑慢慢便成以瓶頸Link

為主，系統建立Explicit Route時，避開瓶頸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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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越大，但是由於系統總容量是固定的，如果

避開特別的Link機會越多，則走的路徑相對會變更

長，不但會造成延遲時間增加，也會使單一 LSP使

用系統的資源過多，最後造成系統能使用的容量過

度消耗，增加了系統 Block的數目。 

圖 3-2 最大流量路徑瓶頸 Link權重與Block數目 

由於我們求出最佳瓶頸Link權重為4，以下有

關的改良式最小cost法則的模擬數據都是以最大

流量路徑的瓶頸權重設為4的最佳化情況產生的。

圖 3-3為系統被要求建立5000條 LSP後的狀況圖，

橫軸代表20次實驗中的第幾次，縱軸則為系統由

於沒有資源能建立LSP，造成被系統 Block的數目。

由圖我們可以得知，最小hop法則缺乏負載平衡的

觀念，因此被系統Block的數目在平均值697上下

變動，而最小 cost法則則是在平均值 593上下變

化，至於改良式最小 cost法則有最佳的表現，被

Block的數目在平均值 427上下變化。在被要求建

立 5000條 LSP後，對最少hop法則而言，最小 cost

法則改善14.9%，改良式最小 cost法則改善

38.7%，因此我們發現改良式最小 cost法則達到了

負載平衡的要求，在此繞路法則下，系統能建立更

多的 LSP，網路的使用率上升。 

拓樸(一)建立5000條LSP之狀況圖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實驗狀況

B
l
o
c
k
 

數
目 最少hop法則

最小cost法則

改良式最小cost法則

 

圖 3-3 建立 5000條 LSP之狀況圖 

圖 3-4為Block發展圖，縱軸的Block數目是

20組數據的平均值，我們可以發現，在相同的條件

下，最少hop法則最先發生無法建立LSP的情況，

而且一開始Block的情況比較緩和，等到系統要建

立的 LSP超過一定的數量時，Block的情況便變得

比較密集，雖然另外兩個法則也有這種情形，但是

比較不明顯。 

拓樸(一)Block的數目vs欲建立的LSP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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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Block數目的發展圖 

圖 3-5是改用系統的 Blocking Rate的角度來

看三種繞路法則的性能比較，橫軸我們可以看成是

網路的負載加大的狀況，縱軸則是系統的Blocking 

Rate。由圖我們有以發現，雖然網路負載加重時，

系統的 Blocking Rate會上升，但是改良式最小

cost法則是在網路負載較重時才開始發生Block，

而且它的Blocking Rate在系統被要求建立5000

條 LSP後的值是0.094，比最少hop法則的 0.146

和最小 cost法則的0.129都來的低。 

拓樸(一)Blocking Rate 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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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Blocking Rate發展圖 

接著我們來看 Rerouting的表現，所謂的

Rerouting表現是指當系統被要求建立5000條 LSP

後，假設某一個Link忽然發生斷裂，造成原本有

經過此 Link的 LSP連結中斷，系統要利用現有的

資源，將這些受影響的 LSP重新建立替代路徑的連

結，此時由於網路是在重負載的情況下，某些 LSP

將無法重新建立連結。根據模擬的結果，在每個

Link的Rerouting表現，改良式最小cost法則都

是無法重新建立連結數目中最少的，也就是此法則

的 Rerouting表現最佳，因此我們將在每個拓樸

中，隨機取出兩個 Link Rerouting的狀況分析圖。

圖 3-6為假設 Link(3-4)斷裂的Rerouting表現。

在十次的模擬下，最少 hop法則平均有 23.7個 LSP

拓樸(一)最大流量路徑瓶頸Link權重與Block數目關係圖

400
420
440
460
480
500
520

1 2 3 4 5 6 7 8 9 10

最大流量路徑瓶頸Link權重

B
l
o
c
k

數
目



 6 

無法重新建立連結，最小 cost法則平均有19.8

個，改良式最小cost法則平均有6.4個，對最少

hop法則而言，最小 cost法則改善16.4%，改良式

最小 cost法則改善73%。 

圖 3-6 Link(3-4) Rerouting表現圖 

圖 3-7則為 Link(7-9)的Rerouting表現圖，

在十次的模擬下，最少 hop法則平均有 16.9個 LSP

無法重新建立連結，最小 cost法則平均有14.1

個，改良式最小cost法則平均有5.5個，對最少

hop法則而言，最小 cost法則改善16.6%，改良式

最小 cost法則改善67.5%。     

圖 3-7 Link(7-9) Rerouting表現圖 

接著我們希望改變網路的容量狀況，再分析和

比較系統的性能，利用少 hop法則建立 3000條 LSP

的狀況，如圖3-8所示，Link上的數字代表此時的

剩餘容量。 

 

 

 

 

 

 

 

 

圖3-8 利用最少 hop法則建立 3000條LSP的狀況圖 

4. 結論 
MPLS將成為下一代網路的核心技術，因為利用 MPLS

能夠將網路傳輸技術變得更為簡單、迅速，而且它

能確實整合IP和 ATM，大幅度增加了IP 對 QoS、

流量工程和服務功能方面的性能表現。對 ISPs而

言，MPLS能對Internet產生巨大的影響，它將減

少網路阻塞並提供更好的 End-to-End(端點到端點)

的服務。 

    由第 3節的數據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利用

MPLS的流量工程技術，我們使用on-line的改良式

最小 cost法則來選擇使網路使用率較佳的路徑，

再利用 RSVP Extensions或 CR-LDP的訊號協定來

建立起 Explicit Route，如此一來，網路的使用率

將因為我們使用負載平衡的繞路技術而大大提

昇，而且網路的Rerouting表現也較佳，可以在網

路全光纖化的過渡時期，讓 ISPs提供更多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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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協議標記交換網路界接服務品質保證之研究 
 

黃依賢(I-Shyan Hwang) 黃博俊(Bor-Jiunn Hwang)  劉有順(You-Sunn Lus)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萬能技術學院資訊工程系    萬能技術學院資訊工程系 

 ishwang@saturn.yzu.edu.tw jiunn@cc.vit.edu.tw rescue@cc.vit.edu.tw 
 

摘要 
隨著網路傳輸資料型態的不同，如：語音、資料和影音，傳統

的整合性服務模式已無法滿足使用者對不同服務品質的需

求。因應而生的是差異性服務模式，對於不同服務的層級訂定

不同的傳送策略，對於網路服務提供業者而言，也可因此有不

同的收費標準。隨著傳輸速度的激增，在骨幹網路中的差異性

服務的類別機制也顯得不敷使用，使得差異性服務網路有漸漸

邊緣化的趨勢。一種重要的網路交換技術多協議標記交換

(MPLS)網路已然完成，專精於網路中傳輸品質保證的技術，它
可不必單獨維護資料流中資料的流向路徑，而確保網路端對端

傳輸的品質。MPLS網路技術在標記裡有適當的欄位提供簡單
的服務等級記載，因為標記具備簡短且固定長度的性質，能提

供一種較簡捷的資料傳輸方式，進而可以改善網路的擴充性，

當差異性服務網路界接於MPLS網路時，如何確保網路服務品
質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論文研究將適用於有線及無線網

路差異性服務與 MPLS 界接網路環境，提出新的頻寬管理法
則，並且此法則將依即時性調整、週期性調整及阻絕率判斷以

固定或動態方式調整頻寬，使其有效地增加頻寬的使用率和降

低阻絕率。此提出界接之服務品質承接法則，可解決界接承接

影響服務品質的因素、動態資源調整給予不同的服務品質保

證，並評估整體效能以期找出不同服務等級應有的服務品質。

在有線與無線界接網路設備中如何提供服務品質的轉承，將是

一個邁向無線寬頻時代相當重要課題，也是本篇論文的主要訴

求。 
關鍵詞：多協議標記交換(MPLS：Multi Protocol Label 
Switch)，界接 (Interconnected)，差異性服務編碼要點
(Differentiated Service Code Point)，單次轉送行為(Per Hop 
Behavior)。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ransit such as 
Voice, Data and Video, the traditional Integrated Service 
Model can no longer satisfy the users’ requirements for the 
different qualities of services.  A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Model was designed to meet the different transit stratagem for 
the services of different Classes and different charging 
standards for ISP business.  Along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in 
transit speed, the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Model seems to lag 
behind, especially in the interconnected switches for different 
Internet services.  To adjust the channel bandwidth of the 
(frequency) temporarily or regularly becomes a pressing task 
needed to be conquered.  An important internet technique 
MPLS (Multi Protocol Label Switch), guaranteeing the 
qualities of the transited materials in internet, can insure high 
qualities of an internet terminal to terminal transit, with no 
need to service the flowing paths of datagram information in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Besides, it can improve the 
expansion of Internet and offer a simple service class to the 
class-marked ISP.  With its characteristic in marking short, 
simple, fixed lengths, the MPLS can provide a compact way 
of information transit.  The purpose of the thesis is to create 
a new Bandwidth Control System for the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Model and MPLS.  The System can adjust itself 
automatically according to the temporary adjustment, regular 
adjustment and the block out percentage of the bandwidth; 

hence, it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usage percentage and cut 
down the block out percentage of the bandwidth.  Hopefully 
the System can offer a connected principle for the 
Interconnected Service Quality solving the major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qualities while using Interconnected.  Judging 
from the effect of the whole, and finding out different service 
qualities for different Classes, the auto adjustment principle 
(the System) can offer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tyle of guaranty 
for different quality of services. 
Keywords ： MPLS(Multi Protocol Label Switch) ，
Interconnected，DSCP，PHB. 
 

1. 前言 
「全球資訊」的時代已經來臨！由於電腦的普及以及

通信設備的大眾化，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這個資訊交流的

大熔爐。網路除可便利電腦與網路通信連結外，並可提供

多元化的服務項目，所有的文件、圖形等不同形式的資訊，

都可在現有的網路上傳送或交換。各種跡象也都顯示，網

路將主導流行，進一步影響人們資訊的取得、溝通的方式

與生活的型態。近年來由於電腦與電信的結合及相關技術

的快速發展，使得人類快速邁入資訊化社會。在邁向資訊

化社會的過程中，網路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不僅須提供

多樣化、效率化、高頻寬及低延遲的新穎服務。不同客戶

群有不同需求的品質要求，如何在有限資源中獲取最佳品

質成為一個大眾化的問題。由於國內電信用戶量急遽快速

膨脹，傳統的傳輸方式已無法支援高速傳輸使用，而逐漸

改採編碼、標記或其他繞送技術。而穩定性良好之協定，

除了提高可靠度，更可使需要寬頻傳送之各種通信服務得

以實現。在世界性的通信發展趨勢中，網路通信將扮演重

要的角色。當無線端使用者需透過廣域網路(WAN)與遠端
用戶做多媒體資料傳輸時，在有線與無線界接網路設備中

如何提供服務品質的轉承，將是一個邁向無線寬頻時代相

當重要課題，也是本篇論文的主要訴求。 
本篇論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說明網路的 QoS問題，

點出本篇論文的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第二章則對各種服

務品質作進一步介紹，並對MPLS網路原理作較詳盡的說
明，並比較其間的關聯性和優缺點。第三章說明系統架構、

調整機制、模擬流程、界接服務品質的對應關係及系統參

數。第四章針對各種調整機制、調整方法及調整時機，對

系統平均阻絕率和頻寬分佈作詳細的探討。最後作一總

結，並探討未來可研究的方向。 
 

2.相關研究 
傳統的網際網路連線服務的傳輸協定為盡可能服務

(Best effort service)，或可依據延遲及資料流失容忍度的不
同，決定讓某些特定封包優先傳輸，提高封包傳輸的品質。

對於網際網路連線服務來說，原本無法做到品質保證服務

的網路協定，現在可提供更進階品質和效率的網路傳遞服

務。現今用戶對通信服務已趨向數據、語音、影像及視訊

整合的多媒體運用，加上網路用戶的快速成長，使得寬頻

通信服務時代逐漸成形。在網路傳輸交換過程中，若以個

別訊流(Flow)為單位則為整合性服務(Integrated Service)，
可以針對每個訊流提供個別服務，但卻會造成中間交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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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的重大負擔與衝擊而不具延展性。而以不同類別為基礎

的差異性服務 (Differentiated Services)，因為其以封包
(Packet)為服務對象，並將複雜的管理機制交由網路邊緣的
路由器來負責，使中間網路能快速的交換訊流，大大提昇

網路效能。MPLS 的基本精神，在於提供一個能整合第二
層快速標頭交換之效能及第三層彈性路由選擇之優點，且

可廣為被各方所接受之標準化網路傳輸技術。而我們所要

探討的環境即是全 IP網路架構，如圖 1網路界接承接示意
圖所示，整合性服務、差異性服務與MPLS網路。這三種
特性不同的網路，封包在通過界接網路時一定會遭遇一些

問題，如等級、優先序及資源分配等，而本論文將探討差

異性服務與 MPLS界接上的問題。MPLS是一種重要的網
路技術，專精於MPLS網路中傳輸品質保證的技術，它可
不必單獨維護資料流中資料片段的流向路徑，而確保網路

端對端傳輸的品質保證。他可以改善網路的可擴充性、在

標記裡有服務等級的欄位提供簡單的服務等級記錄，每一

個協議交換路由器均建立起資料串轉換為標記(Label)之對
應關係，因為標記具備簡短固定長度的性質，因此能提供

一種較簡捷的資料傳輸方式。 
 

Router

 
 

Internet 

 
MPLS 

Network 

 DiffServ 

 Level based Class based  
圖 1 網路界接承接示意圖 

目前差異性服務及 MPLS 其各有特色，將分別詳述
如下。 

 
2.1差異性服務(Differentiated Services) 

在 IP 網路上如何對每個不同需要提供不同等級的服
務，至今都是一直被探討的話題。整合性服務利用 RSVP
協定，依據訊流規格來保留網路資源，以保證服務品質要

求，然而所有路由器及主機皆需對每一訊流保留一份訊流

狀態而造成延展性(scaling)不佳問題。IETF於 1998年提出
的一個界於整合性服務及盡力服務的傳輸方法，就是所謂

的差異性服務[1]。差異性服務的目的與整合性服務的目
的，都是為了能夠在目前運作下增加具備品質服務保證的

能力，而差異性服務是針對整合性服務所做的改良，因此

其在擴充性與管理上要比整合性服務好。但是整合性服務

在訊流的品質是真正做到具有保證的，而差異性服務的前

提則是假設不要針對每一個訊流做處理，而是針對某一群

相同性質及需求的訊流聚集起來做處理。 
 

2.2 多協議標記交換 (MPLS：Multi Protocol 
Label Switch) 
非連結導向的路由器是不需要知道資料傳送的路

徑，其繞徑的方法是由軟體來作動態選擇，因此資料在傳

送的過程若遇到擁塞，則路由器會直接將封包丟棄，而丟

棄的封包必須再由發送端重傳，這使原本就已擁塞的網

路，因為重傳的關係而加重網路的負擔。以連結導向為基

礎的 ATM交換機，則是以硬體來做繞徑，因此速度較快，
且不因網路的擴充而增加延遲時間，比較起來有較佳的擴

充性。因此大部分系統業者的骨幹網路都會使用連接導向

網路(如 X.25、Frame Relay、ATM)。因為只有在使用連結
導向網路時，才能提供不同的服務品質等級。為了使 IP封
包能在非連結性區域網路及連結性廣域網路都能正確地傳

送，系統業者必須更新由區域網路連上廣域網路的路由

器，使其能將 IP封包轉換為 ATM cell再進入廣域網路，
進行以 ATM 交換機為基礎的資料傳遞，直到要出廣域網

路進入區域網路時再轉換回 IP封包。這種新形態的路由器

因為同時具備處理 IP封包的能力及交換機特性，稱為第三
層交換機或交換式路由器，也有人稱為 IP交換機。目前制
定中有關第三層交換機的標準，主要是 IETF 的 MPLS 
[2-5]。 

 
2.2.1 MPLS服務之特性 

MPLS 的基本精神在於提供一個能整合第二層快速
標頭交換之效能及第三層彈性路由選擇之優點。MPLS 的
標記交換路由器(LSR：Label Switch Router)可看成 ATM交
換機與傳統路由器的結合。一個MPLS網路是由多個 LSR
所組成 [5]。LSR 的功能與傳統的路由器的功能相同，但
是 LSR可以執行所謂的 LDP (Label Distribution Protocol)
是規範如何處理 Label的核心程序(Core set Procedure)，而
Core set Procedure負責各種標頭的指定(Assignment)、對應
(Mapping)、與傳播(Distribution & Forwarding)，以取代複
雜的 ATM Signaling 通訊協定。MPLS 技術的基本概念在
於引用與 ATM Switching、Tag Switch技術類似的 Label概
念，藉由 Label的引入，可以提升網路的 Explicit Route、
Load Sharing、Multi-path，… ，等功能的效率，進而加速
整個網路的運作。Label係用來識別一組可以使用 Layer 2
標頭來做資料串(stream)的交換，亦即MPLS網路中的每一
個 LSR均建立起資料串與 Label之對應關係，以提供一種
較簡潔的資料傳輸方式。MPLS 提供了有別於傳統
IP-Over-ATM的好處，因為 MPLS透過 labeling switch的
方式使不同網路服務可以運行在相同的平台之上。MPLS
網路與傳統 IP網路的不同，主要在於標記交換路由器內部
之間使用 LDP來進行通信，而在邊緣部分由MPLS與傳統
IP網路溝通。其步驟主要可分為下列四點： 
1.標記交換路由器先以傳統的路由協議（如，OSPF等）建
立起整個網路的基本資料，然後根據這些資料來執行標

記分配協議 LDP [6]，用以指定、對應及傳播標記，並
將其資料存放於標頭訊息資料庫(LIB: Label Information 
Base)。 

2.邊緣路由器接收到一個封包時，會先根據其第三層標頭
的內容來搜尋標頭訊息資料庫，並決定是否給予分組加

上標記。 
3.在標記交換路由器構成的網路中，標記交換路由器對封
包不再進行任何第三層處理，只是依據分組上的標記通

過交換單元對其進行轉送。 
4.在 MPLS 出口的路由器上，將分組中的標記去掉後繼續
進行轉發，如圖 2所示。 

 

 
圖 2 MPLS網路 

 
 傳統路由方式 MPLS標籤交換 

IP表頭分析 
在封包傳輸路徑中，

經過每一個 hop 皆須
分析 IP表頭 

封包進入 MPLS 網路時
為起點，僅需分析一次 

路由路徑之決

定 
依據 IP表頭之目的位
址決定傳送的路徑 

根據 IP表頭顯示之參數
數值，代表目的地、QoS
或資料型態 

表 1  MPLS與 IP傳送封包方式比較 
MPLS 提供流量管理工程(Traffic Engineering，TE)

的功能，使之有效率的使用網路資源，依照網路交通的目

的地、類型、當時的負載、時間，… ，等因素，規劃出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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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流量規定以期能夠讓網路頻寬更有效的被利用[7]。傳
統上的 IP封包傳輸方式是依其 IP位址傳輸，在 MPLS架
構下，傳輸封包是依據封包上標籤，二者之差異用表 1來
說明 [3]。 

 
2.2.2 MPLS與 DiffServ服務品質的承接對應關係 

MPLS的差異性服務以單次轉送（Per Hop）為基礎，
加上 LSR轉送網路資源的機制，他只要一個類似等級分類
製作制度策略的邊緣路由器及一個有單次轉送行為 PHB 
(Per-Hop Behavior)等級分類的核心路由器，即可構成一個
提供差異性服務的MPLS網路[5]。MPLS由封包標頭的標
記來區分傳輸的等級。MPLS以 3個位元的 Exp欄位標示
出每個封包的服務等級，MPLS Shim Header格式如圖 3所
示以及欄位說明如表 2所示。所以一般的MPLS網路可以
有最高 8個的服務等級，而假使超過 8個以上的話，就必
須擴充MPLS的標記及 Exp欄位。 

 

 
圖 3 MPLS Shim Header格式 

差異性服務模式劃分了較小等級的服務範，將資源建

立在以等級分類為基礎的機制上，可建立更多 IP服務模式
的 QoS方法。幾種常見的最佳化方法模式，如：所有封包
都有公平的 QoS，再加上較小規模的接收模式，是比較有
效的方法。因為差異性服務模式只有少許不同等級的傳

輸，依個封包的等級可以直接標在封包上，這跟整合性服

務模式比較看來，在 Signaling通訊協定當中，需要告訴路
由器這個封包流量定義的 QoS [8]有明顯的優點。 

 
欄位名稱 長度 功       用 

Label 20 記錄MPLS label實際的值 

Exp(CoS) 3 
在網路傳遞時做為 Queuing 或是
discard的依據 

Stack(S) 1 支援階層性的 label 
TTL 8 提供 Time-to-live的功能 

表 2 MPLS Shim header欄位說明 
一般來說，DSCP 定義一個以點為主的行為模式

(PHB)，有一些標準的 PHB 可能去定義網路本地端的
PHB。標準的 PHB包含以下三種： 
 內定值（Default）：一般的處理。 
 發射轉送 EF (Expedited Forwarding)：封包標記 EF以最
低延遲、最低損失轉送，將所有的封包放入專有的 EF
佇列及確保封包到達率低於可服務率。 
 保證傳送 AF (Assure Forwarding)：一個 PHB的集合定
義在接下來的方法。每個在 PHB集合 AFXY的範圍為 X
至 Y，這個 X值起源於 AF等級，相同等級的封包會選
擇同一個佇列，而 Y 值決定封包的丟棄優先序。舉例
來說，封包標記 AF11、AF12、AF13 依順序到達同一個

佇列時，若發生壅塞則造成 AF13封包可能較 AF11封包

容易被丟棄。同一個 AF等級的所有封包都會到一個共
同的佇列，因為他們的被丟棄優先序與封包到達前後順

序有關。 
每個標準的 PHB將取代 DSCP值，我們應該思考每

一個路由器應該有一個 PHB與 DSCP對照表 [9]，以尋找
封包至 PHB間的路徑，決定這個封包將要如何處理。DSCP
是一個載在封包內的號碼，反之 PHB是一個反應封包的服
務類別功能。而基於應用與需求的考量，就是讓 Ingress

端去設定 DSCP 封包的值。舉例來說，Ingress 端能夠用
QoS 參數設定 DSCP 封包的值表示 AF，路由器運用一些
本地的策略設定 DSCP，像是所有的封包到達 X介面時，
可設定 AF11 封包最大傳輸速率。節點收到封包後依據

DSCP上的值，處理有關 QoS的問題。當在支援差異性服
務的MPLS網路中，DSCP可以設定一個 Hop和決定後續
的 Hop的 QoS。本篇論文所提的 6種類別與MPLS的 QoS
對應關係，如表 3 DSCP、PHB與 EXP的對應關係所示。 

 
2.2.3 LDP ＆ LSP 

在使用 ATM為基礎的網路之中，MPLS可以輕易的
整合 ATM中的路由協定。傳統的 IP over ATM都是必需建
立起所謂的 PVC (Private Virtual Circuit)，所以 ATM之中
便包含了許多的 PVC的鏈結，但是當某一條 PVC的鏈結
斷訊時，將會導致數條依賴此 ATM的 PVC一同斷訊。但
是MPLS具備有 any to any的服務能力，在運作時不用事
先建立連結，便能將資訊傳遞出去。MPLS網路的 LSR可
依據封包的 Label值來轉送封包，而非 IP Header的內容。
當收到一個沒有標記的封包時，LSR便會依據封包上的目
的位址查詢是否有相對應的 LSP，若有的話便會在此封包
前加上對應的標記，然後送給下一個 LSR，若查不到對應
的 LSP，則將此封包交由第三層通訊協定(如 IP)來處理，
如此一來省去標頭的檢查時間，MPLS 就可以提升整個網
路之運作效率。MPLS 在不同等級(Class)的點對點(end to 
end)的傳輸使用不同的 LSP。LSP 的建立方法可以傳統
RSVP 或是 LDP 定義傳輸路徑 [10]。根據 LDP Message
取得 Label及可調整其頻寬容量，並設定 Ingress Router 至
Egress Router 間 End to End 的傳輸路徑。CR-LDP 
(Constraint-based Routing over Label Distribution Protocol) 
[10][11]是在現有的 LDP 中加入一些特殊欄位，使之具備
traffic-engineering 的能力，以符合不同交通流量的需求。
而建立這個路徑的程序如圖 4 所示，直到建立的需求結
束，整條 Link連結才結束。 

 

DSCP Service 
Class PHB Exp 

Field LSP 

001010 CBR-H AF11 010 LSP1 
001100 CBR-L AF12 011 LSP2 
010010 VBR-H AF21 100 LSP3 
010100 VBR-L AF22 101 LSP4 
011010 ABR-H AF31 110 LSP5 
011100 ABR-L AF32 111 LSP6 
表 3 DSCP、PHB與 EXP的對應關係 

 

 
圖 4 CR-LDP建立程序 

 

3.系統架構與模擬方法 
 本模擬系統使用 Cadence 工具軟體(BONeS 4.01：
Block Oriented Network Simulator [12])，對不同頻寬調整機
制進行模擬，根據模擬結果加以分析比較，找出最佳調整

機制及適應環境。DSCP在 ToS欄位中佔有 6個位元的長
度，但MPLS的 Exp欄位則只佔 3個位元的長度，這中間
的差異在本篇論文中將給予另一種定義。 
 
3.1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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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統架構如圖 5所示，模擬 11Mbps無線網路差異
性服務輸出節點與MPLS網路的輸入節點邊界。 
 
 

D iff-S erv  
 

M P L S  N etw o rk  D iff-S erv  R  R  

 
圖 5 系統架構示意圖 

6種不同等級網路傳輸模式定義如下： 
常速率資料(Constant bit rate, CBR) CBR-High、CBR-Low 
變速率資料(Variable bit rate, VBR) VBR-High、VBR-Low 
餘 速 率 資 料 (Available bit rate, ABR) ABR-High 、

ABR-Low 
CBR 與 VBR 每個等級類別預設頻寬各為 2Mbps，

ABR每個等級類別預設頻寬各為 1.5Mbps。本篇論文模擬
在進入 MPLS 網路前，先做好類別分類及有效的頻寬分
配，將有助確保進入MPLS網路後的服務品質。而且，不
同頻寬分配機制對於系統負載及網路服務的品質也是一個

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對於不同的頻寬分配機制作深

入的探討與比較 
 

3.2 界接服務品質之承接法則 
本論文中定義 6種不同等級網路QoS需求訊流共存服務型
態如表 3所示，DSCP與 Exp欄位的對應關係是考慮到封
包離開MPLS網路時，可再回復到差異性服務網路的DSCP
欄位而訂定的。將 DSCP 欄位的最高位元及最低位元移
除，只剩下中間 4個位元，再指定這第 4位原為優先序位
元，1為高優先序、0為低優先序，前 3位元為 Exp位元，
在封包離開MPLS網路時，在 EXP位元的前後補上 0即可
回復到 DSCP位元模式。本篇論文所提的調整機制，如圖
6邊界範圍示意圖所示，將 6種 QoS服務類別分別對應到
6條 LSP。封包經由各類別所建立的 LSP到達相同的 Egress 
LSR，而 DSCP、PHB與 EXP的對應關係定義如表 3所示。
當封包到達時，檢查 DSCP欄位對應到 PHB的優先序，分
別為 AF11、AF12、AF21、AF22、AF31、AF32。 
 

LSP1

LSP2

LSP3

LSP4

LSP5

LSP6

DiffServ
MPLS
Priority
Mapping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High
CBR(Voice)

     Low

     High
VBR(Video)

     Low

     High
ABR(Data)

     Low  
圖 6 邊界範圍示意圖 

 
3.3調整法則 

本系統服務的效能模擬評估模式如下： 
(1)當 CBR或 VBR的頻寬使用為閒置時，將所剩頻寬全部
依次給 ABR-High及 ABR-Low頻寬較小者。 

(2)當某種資料類別負載到達調整時機臨界點時，予以調整
ABR的部分剩餘頻寬給予使用。而依據下面的條件，決
定調整頻寬的幅度及策略。 
(A)判斷目前網路中頻寬使用狀況，找出需求容量不足
的類別，再做進一步的決策 

(B)以不同的邊界剩餘容量判斷機制，決定調整頻寬的
必要性。 

(C)判斷調整後的剩餘頻寬及增加的頻寬，對整體服務
效能的影響，使之達到最小的阻絕率。 

(3)根據(2)所提的三種調整策略，給予不同等級分類的調整
幅度。每個等級都擁有高、低 2種優先序的資料傳送型
態，分別為 1-6，而 1 擁有最高之優先權。當考慮三種
資料型態對延遲及損失的敏感性時，予以語音資料(CBR)
較高的調整優先權，影音資料(VBR)次之，而資料(ABR)

最後。 
本論文定義 2種調整機制，而每種調整方式依優先序的不
同及剩餘容量的不同分別做出調整決策，以調整出最佳頻

寬使用率。 
 
3.4調整機制 
 調整機制共分 2 種，機制 1 為固定式調整，機制 2
為動態式調整。每種機制再依優先序及剩餘頻寬的大小，

分別採取即時、週期性及依阻絕率臨界值的不同，制訂調

整時機，茲摘要如表 4所示。 
針對表 4之調整機制說明如下： 
機制 1：固定式 
依剩餘頻寬之 10%、20%、30%、40%、50%調整。 
機制 2：動態式 
依[某一類別剩餘頻寬/該類別頻寬]% 調整， 
如：比例為 10%∼19%，則調整 10%。 
比例為 20%∼29%，則調整 20%，以此類推，最高 50%。 
 

固定式 
依優先序 即時 週期性 依阻絕率 
依剩餘頻寬 即時 週期性 依阻絕率 

動態式 
依優先序 即時 週期性 依阻絕率 
依剩餘頻寬 即時 週期性 依阻絕率 

表 4 調整機制一覽表 
調整方式有以下 2種： 
(Ⅰ)依優先順序調整：當某一類別之頻寬不足使用時，則
先向最低優先序調整頻寬(ABR-Low)，不足時再向第二
低低優先序(ABR-High)調整頻寬。使用固定式或動態式
調整頻寬，調整方法及流程如圖 7所示。 

(Ⅱ)依剩餘頻寬調整：檢查個別類別優先順序的所剩餘頻
寬，向剩餘最多頻寬的類別優先序使用固定式或動態式

調整頻寬，調整方法及流程如圖 7所示。 
調整時機則分以下 3種 
即時性調整：當各類別交通流量突然超出臨界值而發生壅

塞時，先對每個類別蒐集資料，以知道決定哪一個類別

有剩餘資源及適合調整的幅度。 
週期性調整：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頻寬需求，因此週期性偵

測各類別的使用情況，減少檢查的動作，如 10 秒、20
秒… 。 

依阻絕率調整：依各類別的阻絕率(以 2%為臨界點)做為限
制，提供明確的服務品質保證。 

 
等級i用戶進來

等級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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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剩餘頻寬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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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各機制調整頻寬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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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系統參數 
下表 5為本網路架構之模擬參數，各類別的預設頻寬

合計為無線網路頻寬 11Mb。CBR與 VBR每個使用者的資
料率預設為 CBR 8k bps、VBR mean rate為 64k bps，因此
沒有資料大小的問題。ABR的頻寬調整自 CBR與 VBR的
剩餘頻寬，每次調整幅度不一，因此資料傳輸率不固定，

但設定已登入的使用者最低傳輸率為 1k bps。 
下表 6 為本網路模擬架構之使用者的到達率，T5~T8

及 T10為本模擬設定使用者到達尖峰時間，在此時段中，
也是本論文研究調整機制及時機效能的主要數據部分。模

擬 CBR、VBR 與 ABR 各類別的使用者到達率為 Poisson
分佈。 

 
 類別一 類別二 類別三 類別四 類別五 類別六 

資料類型 CBR CBR VBR VBR ABR ABR 
優先權 High Low High Low High Low 
預設頻寬 2Mbps 2Mbps 2Mbps 2Mbps 1.5Mbps 1.5Mbps 
生存時間 100秒 100秒 100秒 100秒 NC NC 

資料率 8kbps 8kbps 

96kbps 
80kbps 
64kbps 
48kbps 
32kbps 

96kbps 
80kbps 
64kbps 
48kbps 
32kbps 

1kbps 
minimum 

1kbps 
minimum 

資料大小 NC NC NC NC 
800KBytes 
1.0MBytes 
1.2MBytes 

800KBytes 
1.0MBytes 
1.2MBytes 

最低頻寬 512kbps 512kbps 512kbps 512kbps NC NC 
表 5 系統參數 

 
時  段 CBR-H CBR-L VBR-H VBR-L ABR-H ABR-L 

0 ~ 500 T1 1.66 1.66 0.2 0.166 0.1 0.1 
500 ~ 1000 T2 1.82 1.66 0.166 0.166 0.1 0.1 
1000 ~ 1500 T3 2 2 0.2 0.2 0.1 0.1 
1500 ~ 2000 T4 2.5 2 0.33 0.33 0.1 0.1 
2000 ~ 2500 T5 4 4 0.36 0.36 0.33 0.5 
2500 ~ 3000 T6 3.3 3.3 0.33 0.33 0.33 0.5 
3000 ~ 3500 T7 3.1 3 0.31 0.31 0.33 0.5 
3500 ~ 4000 T8 4 4 0.36 0.36 0.33 0.5 
4000 ~ 4500 T9 2 2 0.16 0.16 0.2 0.2 
4500 ~ 5000 T10 2.86 3 0.28 0.3 0.2 0.2 
5000 ~ 5500 T11 2 1.82 0.2 0.18 0.2 0.2 
5500 ~ 6000 T12 1.66 1.66 0.16 0.16 0.2 0.2 

表 6 各類用戶等級每秒的到達率 
 

4.模擬結果 
 各種機制的個別比較，在不考慮系統的其他影響因

素之下，各調整機制在個別時間內所呈現的效能如下所

示。在即時調整時機中，因為固定式依優先序調整的方式

中，每次所調整取用的頻寬最少(最低等級的剩餘頻寬的
10%、20%….50%) ，被調整等級的剩餘頻寬愈調愈小，直
到不敷調整時再換至第二低優先權等級調整，因此能兼顧

所有類別等級的需求，是所有調整機制及調整方式中阻絕

率最小的，如圖 8所示。固定式依剩餘頻寬調整的方式中，
雖然所調整的方式仍為固定式，但因為每次所調整的頻寬

仍較依優先序調整大，較容易發生資源分配不平均的情

況，因此總體的阻絕率仍然大於固定式依優先序調整的方

式。 
動態式依優先序調整的方式中，每次所調整取用的

頻寬大於固定式調整機制(被調整等級的剩餘頻寬除以被
調整等級的頻寬：再換算調整百分比)，被調整等級每次被
調走的剩餘頻寬較大，量會由大慢慢變小，因此較容易發

生佔用資源產生極端分配不均的情形發生。依優先序調整

的方式，因為先調整的等級就佔有較大的資源，而動態式

依剩餘頻寬調整雖然每次調的量也很大，但因為所有等級

調走的量都較均等，因此阻絕率發生的機率，反而較動態

式依優先序調整來的低。 
在阻絕率>2%調整時機中，如同即時性調整，在固

定式依優先序調整的方式，每次所調整取用的頻寬最少(最
低等級的剩餘頻寬的 10%、20%….50%) ，供給與需求較為
均等，因此能兼顧所有類別等級的需求，可將阻絕率的範

圍明確的限定在 2%的範圍上，是所有阻絕率>2%的調整時
機中阻絕率最小的，如圖 9所示，由於在統計上的關係，
系統初始阻絕率顯得較為不合理，但於穩態之後，系統初

絕率就較為穩定。固定式依剩餘頻寬調整的方式中，雖然

所調整的方式仍為固定式，但因為每次所調整的頻寬仍較

依優先序調整大，較容易發生資源分配不平均的情況，因

此總體的阻絕率仍然大於固定式依優先序調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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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固定式依優先序即時性調整-系統的阻絕率 
動態式依優先序調整的方式中，每次所調整取用的

頻寬大於固定式調整機制(被調整等級的剩餘頻寬除以被
調整等級的頻寬：再換算調整百分比)，被調整等級每次被
調走的剩餘頻寬較大，量會由大慢慢變小，因此較容易發

生佔用資源產生極端分配不均的情形發生。依優先序調整

的方式，因為先調整的等級就佔有較大的資源，而動態式

依剩餘頻寬調整雖然每次調的量也很大，但因為所有等級

調走的量都較均等，因此阻絕率發生的機率，反而較動態

式依優先序調整來的低。 

0

1

2

3

4

5

6

1 5 9 13 17 21 25 29 33 37 41 45 49 53 57 61

Time(×100s)

B
lo

ck
in

g 
Pr

ob
ab

ili
ty

(%
)

CBR-High

CBR-Low

VBR-High

VBR-Low

ABR-High

ABR-Low

圖 9 固定式依優先序阻絕率>2%調整-系統的阻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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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以時間為基礎週期性調整的系統阻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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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不調整頻寬時的系統阻絕率 
因為以使用者的到達為基礎的週期性調整頻寬可靠

性太低，因此如將之改為以時間為基礎的週期性調整頻

寬，記錄及學習即時性調整的頻寬分佈，固定時間固定的

調整頻寬機制，將可獲得較以使用者的到達為基礎佳服務

品質，降低以使用者的到達為基礎的阻絕率。但是以時間

為基礎的週期性調整頻寬機制仍然不是完美的，獲得較佳

的週期性調整，卻也讓 ABR 的傳輸品質較易受影響。由
圖 10看似阻絕率非常高，但與圖 11不調整時的系統阻絕
率比起來，似乎就好很多了。 

 
4.1各種機制效能比較 
 在考慮頻寬調整次數對系統的影響時，系統的調整

機率(Pt)如圖 12所示。調整機率 Pt 

(Pt=
NumberArrivalUser

NumberT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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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系統調整機率 
以每 100秒的監控視窗內，計算系統的調整機率。各機制
中固定式依優先序即時調整，因每次所調整的頻寬量較

小，因此調整機率最高。動態式依剩餘頻寬因每次所調整

的頻寬量最大，因此調整機率最低。各機制的圖示說明如

表 7所示。 
 

Per-PB 
固定式依優先序 
阻絕率>2%調整 Dy-PP 

動態式依優先序 
阻絕率>2%調整 

Per-PR 
固定式依優先序 
即時調整 Dy-PR 

動態式依優先序 
即時調整 

Per-RB 
固定式依剩餘頻寬 
阻絕率>2%調整 Dy-RB 

動態式依剩餘頻寬 
阻絕率>2%調整 

Per-RR 
固定式依剩餘頻寬 
即時調整 Dy-RR 

動態式依剩餘頻寬 
即時調整 

表 7 各機制的圖示說明 
整體看各機制的阻絕機率比較如圖 13所示，合併計算CBR
與VBR單位時間(每 100秒)的使用者阻絕個數除以單位時
間(每 100秒)的使用者到達個數，得到單位時間(每 100秒)
總體阻絕機率。如圖可知，整體的阻絕率以固定式剩餘頻

寬阻絕率>2%調整機制最高，動態式依優先序即時調整整
體的阻絕率最低。 

0

0.02

0.04

0.06

0.08

0.1

0.12

0.14

0.16

0.18

0.2

1 4 7 10 13 16 19 22 25 28 31 34 37 40 43 46 49 52 55 58 61

時間(x100)
調
整
機
率

Dy-PP

Dy-PR

Dy-RB

Dy-RR

Per-PB

Per-PR

Per-RB

Per-RR

圖 13 系統的阻絕機率 
 在考慮系統調整次數對系統所造成的額外負擔與使

用者因系統資源不足時所產生的阻絕時，這二者的孰輕孰

重關係，可以用一個花費函數(Cost Function)來表示： 
f=P t ×W t +Pb ×W b ........................................................... (2) 

Wt：Tuning Probability Weight 
Wb：Blocking Probability Weight 
Pb：Blocking Probability 

針對調整次數或阻絕機率對系統或使用者所造成的影

響，定義不同權重(Weight)參數(Wt及 Wb)，將數據分為下
列三種情況討論。 

 
 情況一：不考慮調整次數或阻絕機率所造成的影響。不
考慮權重因素的花費如圖 14 所示，將權重參數設為
Wt=1、Wb=1。最大花費是固定式依剩餘頻寬即時調整
機制，而最小花費仍為動態式依剩餘頻寬即時調整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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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花費權重Wt=1、Wb=1時的系統花費 
 

 情況二：考慮阻絕機率因素高於系統調整次數所造成的
影響。當較重視阻絕機率所造成的影響時，將權重參數

設為Wt=1、Wb=2，結果如圖 15所示。因為固定式依剩
餘頻寬即時調整機制在整體的阻絕機率是較高的，因此

花費也是最高的，而最小花費同樣為動態式依剩餘頻寬

即時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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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花費權重Wt=1、Wb=2時的系統花費 
 

 情況三：考慮系統調整次數高於阻絕機率因素所造成的
影響。當較重視系統對調整次數所造成的額外負擔時，

將權重參數設為Wt=2、Wb=1，結果如圖 16所示。以固
定式依優先序阻絕率>2%調整機制的花費最高，最小花
費同樣為動態式依剩餘頻寬即時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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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花費權重Wt=2、Wb=1時的系統花費 
 

三種情況的花費高低為：情況三 > 情況二 > 情況
一，花費高低比較如表 8所示。 

 
比較 

權重 花費高低 

Wt=1, Wb=1 最低 
Wt=1, Wb=2 中等 
Wt=2, Wb=1 最高 

表 8 三種情況的花費高低比較圖 
 

5.結論 
隨著網路傳輸資料型態的不同，差異性服務模式即因應而

生。對於對於 ISP 業者而言，不同服務的層級(Class)訂定
不同的傳送策略，也可因此有不同的收費標準。隨著傳輸

速度的激增，在骨幹網路中，一般的差異性服務的類別機

制也顯得不敷使用，使得差異性服務模式在骨幹網路的角

色中漸趨邊緣化。MPLS 專精於網路中傳輸品質保證的技
術，它可不必單獨維護資料流中資料元的流向路徑，而確

保網路端對端傳輸的品質保證，簡短固定長度的標記裡有

適當的欄位提供簡單的服務等級記載，能提供一種較簡捷

的資料傳輸方式，進而可以改善網路的擴充性。當差異性

服務網路界接(Interconnected)於 MPLS 網路時，如何確保
網路服務品質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即時性調整

中，雖然是所有調整時機中效果最好的，但因調整機制的

不同，結果卻也是相差甚多的。在依阻絕率大於 2%的調
整中，效果比即時性調整時機中效果差，調整次數卻也是

接近於即時性調整。在週期性調整中以使用者的到達為基

礎的週期性調整，雖然是所有調整時機中效果最差的，但

調整次數遠小於上述的 2種調整時機，只要每次的調整幅

度大且平均一點，相信服務品質還是比不調整的時後還要

好的。以時間為基礎的週期性調整，記錄並學習即時性調

整的頻寬變化分佈，週期性調整服務品質不佳的問題即可

獲得大幅度的改善，但需要即時性及週期性調整機制的相

互運用且網路使用者的登入時間需事先規劃，此法才可

行。雖然個別的頻寬機制對個別優先序類別所提供的服務

品質保證可達最佳化，但從整體的系統花費來看，未必是

最佳化，因此如何在用戶品質保證與系統資源分配間取得

一個平衡點，由本篇論文的模擬數據當中即可看出。現在

的網路傳輸方式，將愈來愈偏向等級分類，以符合分級付

費的制度，作為 ISP向用戶收取費用的依據。而不同的 ISP
業者間存在著不同網路架構與特性。因此本篇論文所提的

頻寬調整機制及界接服務承接法則，可為 ISP及用戶間的
服務品質找到一個平衡點。未來，用戶間的光纖高速寬頻

網路雛形已然成形，社區網路架構也已漸漸成形，不同網

路特性，如 Giga、100Tx、ADSL、無線寬頻、3G 及 ISP
與 ISP間的承接問題仍是急需克服的問題。如何在網路服
務品質與資源分配間找出一個平衡點，將是未來工作的重

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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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recent years, cooperative web proxy sever 
has been widely deployed and proved to be an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the bandwidth need, to 
alleviate the latency time and to reduce the server 
load. But little attention had been paid for the impact 
of cooperative proxy server scheme to the backbone 
router. Most papers and reports are commonly focus 
on hit ratio, efficiency of protocol and network 
bandwidth.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re is no 
research report on impact of cooperative proxy server 
scheme to the router of backbone network. We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model with parameters from 
traffic logs of regional network proxy server in this 
paper. From the analysis results, it reveals that the 
increasing packets owing to cooperative proxy server 
are significant to backbone router. As a result, we 
should take the impact of packets generated by 
cooperative proxy server scheme into consideration 
in planning and deploying cooperative proxy server 
system. 

Keywords 
Cooperative Proxy Sever, ICP, Cache Digest, Cache 
Summary, CARP, WCCP 

1. Introduction 

Caching proxy server is widely used as an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network traffic. It migrates copies of 
requested objects from origin web servers to a place 
closer to the clients. Essentially, once the object 
pointed to by an URL has been cached in the proxy 
server, subsequent requests for the same URL will 
result in the cached copy being returned, and little or 
no extra network traffic will be generated. There are 
many projects on deploying proxy server in the 
national wide network. These include NLANR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Applied Network Research, 
United States), CHOICE Project (Europe), HENSA 
(United Kingdom), Academic National Web Cache 
(New Zealand), W3 CACHE (Poland), SingNet 
(Singapore), CINECA (Italy) and Korea Cache 
Project (Korea). [2, 3, 5] 

A single proxy server has its limitation in 
capacity to serve the requests. Although the network 
bandwidth grows with respect to the requirement of 
user, the proxy server cannot afford the capacity to 
serve the increasing requests. Another problem with a 
single proxy server is that the reliability of service. A 
system failure on account of any reason will hinder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service, which highly 
impacts the user or the client. Alternative solutions 
are being proposed to meet specific requirements and 
circumstances. There are many protocols and systems, 
either research domain or proprietary, deployed in 
cooperative proxy caching today. These include ICP 
[6], Cache Digests [7], CARP [8], WCCP [9] and so 
on. Additional protocols or dedicated devices are 
being invented to satisfy the innovated requirements.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caching related techniques 
being proposed by research papers, there exist 
case-by-case deviation in practical deployment. 

2. The Deployment of Cooperative 
Proxy Server on TANet 

2.1 Overview of TANet 

Computer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CC) and some national universities built 
TANet in July 1990. The objective is to establish a 
common national academic network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research and academic institutes in Taiwan. 
At present, there are 12 regional network centers 
(RNCs) including 11 national universities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27 city/county network 
centers (CNCs), which are govern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of City/County. 

TANet is a three-layered architecture consisting 
of RNCs, CNCs and campus networks. The RNCs are 
interconnecting with high-speed ATM circuit. The 
incoming and outgoing bandwidth of RNC is 120 
Mbps. CNC is the aggregated point which connect 
K12 schools inside the city/county, and then connects 
to neighbor RNC with ATM T3 circuit. The 
international link from TANet to U.S. Internet is a 
STM1 (155 Mbps) cir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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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ooperative Proxy Server on TANet 

Figure 1.1: The topology of proxy server on 
TANet. (1st stage) 

Most RNCs and CNCs on TANet use Squid proxy 
server not only for cost reason but also for the 
capability of tailoring source code. Squid support the 
Internet Cache Protocol (ICP), which make it 
possible to share cached object in other caches. The 
initial topology of cooperative proxy server on 
TANet is depicted in Figure 1.1. It is a hierarchical 
architecture of three levels:  

(1) the top level is the root server at MOECC, 

(2) the first level is RNC, and 

(3) the next level is CNC. 

Figure 1.2: The topology of proxy server on 
TANet. (2nd stage) 

There is a sibling relationship among RNCs 
through ICP message of Squid. In additional to serve 
the proxy server of CNC, RNC’s proxy server also 
serves the universities directly connected to it. The 
CNC proxy server serves K12 schools that connect to 
it. On account of too many ICP query messages 
generated in RNC level, which make the congested 
network, become worse. Moreover, they heavily 
increase the latency time of client request. Another 
problem is that the capacity of root server and some 

RNCs cannot afford to handle the volume of request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 we narrow down 
the hierarchical topology. The root server is also 
removed. The RNC level is partition into groups of 
caches based on geographic location. Each group can 
directly connect to the U.S. Internet. The sibling 
relationship is still existed inside the groups. It 
becomes a two-level architecture as illustrated in 
Figure 1.2. The ICP traffic among groups still exists 
and occasionally in an unacceptable high latency 
because the backbone network utilization is near 
congested during office hour. Although the partition 
into groups was made to reduce the ICP traffic, the 
inter-cache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groups still do 
not work well. Based on the traffic analysis in next 
section, the cooperation among groups of RNCs is 
removed. There is no cooperative protocol running 
among RNCs. 

3. Analytical Model of Proxy Server 
Meshes 

Figure 1.3: Generic model of an ISP proxy 
server. 

A generic topology of proxy server architecture of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 is shown in Figure 1.3. 
The objective is to simplify the model for analysis. 
For any proxy server Pi on the backbone network, the 
relations of sibling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kinds: 

 (1) Siblings which ip  sends queries, 
(2) Siblings which send queries to ip . 

As shown in Figure 1.3, HTTP requests from a 
set of clients C={C1, C2, …, C x} are send to the 
regional proxy server PB. If the proxy server PB has 
the requested object in its cache, no more messages 
are generated. Otherwise, PB sends ICP queries to the 
set of siblings P={P1, …, P m} and each of them 
returns reply, a hit or a miss, to the proxy server PB. 
If some siblings return hits, it forwards the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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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s to the sibling that returns the hit first. If no 
siblings return hits, it forwards the HTTP request to 
the origin web server. On the other hand, PB receives 
ICP queries from another group of siblings 

},...,{ ''
1

'
nPPP = . This model can be generalized for 

every backbone network proxy P and P’. 

The local hit ratio of proxy server PB is lp  and 
the remote hit ratio is rp  . The set of clients 
{ C1,C2,…,C x } send HTTP requests to PB. Since the 
local hit rate of PB is lp  , it sends ICP queries to its 
siblings with the probability of )1( lp−  . One of this 
ICP queries makes a hit at a sibling with the 
probability of rp  , and in such case the HTTP 
request is forwarded to the sibling.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entire ICP queries make misses is 

)1( rl pp −−  , and in such case the HTTP request is 
forwarded to the origin web server. The related 
variables are as follows. 

TR :  the number of total HTTP requests. 
V :  the total volume of traffics generated. 

CV :  the total volume of traffics generated to 
process HTTP requests. 

PV :  the total volume of traffics generated to 
process ICP messages to its siblings. 

:'
pV  the total volume of traffics generated by 'P  

to query PB. 
S :  the total number of packets generated. 

CS :  the total number of packets generated to 
process HTTP requests. 

PS : the total number of packets generated to 
process ICP messages to its siblings. 

:'
pS  the total number of packets generated by 'P  

to query PB. 
sH : traffic size (Bytes) per HTTP request. 

sI : traffic size (Bytes) per ICP message. 

pH : packets per HTTP request. 

pI : packets per ICP message. 
m : the number of siblings which PB sends ICP 

queries. 
n : the number of siblings which send queries to 

PB. 

The siblings '
iP  receive '

iTR  HTTP requests 
and its local hit ratio is '

ipl . If '
iP   does not have 

the requested object in its local cache, it send ICP 
queries to its siblings and one of the ICP queries is 
for the proxy PB. 

The remote hit ratio of '
iP  is '

ipr . When ICP 
queries from '

iP  make hits at its sibling, '
iP  

forwards the HTTP request to the sibling, which 

returns the hit first.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that 
PB returns the first hit is 

ik . 

3.1 Traffic Analysis – Volume of Traffics 

In this subsection, the total volume of traffics 
generated to process HTTP requests is denoted as V . 
The volume of traffics contribute to the backbone 
network were be measured. These traffics consist of: 
(1) 

CV  : traffics to process HTTP requests; (2) 
PV : 

traffics to manipulate the ICP queries to its siblings; 
and (3) '

PV : traffics to process the queries from other 
proxy servers. 

src HpV =   remote HTTP hit 

srl Hpp )1( −−+  
HTTP requests to origin web servers 

sl Hp )1( −=         (1) 

slp mIpTRV )1( −=              (2) 

        the ICP queries sent to its siblings 

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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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p ITRp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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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he total volume of traffics V i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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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2 Traffic Analysis – Volume of Packets 

In this subsection, the total volume of packets 
generated to process HTTP requests is denoted as S . 
The volume of packets contribute to the backbone 
network were be measured. These packets consist of: 
(1) cS  : packets to process HTTP requests; (2) PS : 
packets to manipulate the ICP queries to its siblings; 
and (3) '

PS : packets to process the queries from other 
proxy servers. 

prc HpS =   remote HTTP hit 

prl Hpp )1( −−+   
     HTTP requests to origin web servers 

pl Hp )1( −=               (5) 

plp mIpTRS )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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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tal number of packets S i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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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3 Estimation of the Parameters 

The related parameters are derived from the 
proxy server of NSYSU. The detail logs could be 
downloaded from. The log file duration is from 8th 
April 2002 to 14th April 2002. Table 1.1 gives the 
summary of the logs. The related parameters are as 
follows. 

Table 1.1 The statistics of transaction log from 
proxy server in NSYSU. 

Date #Req. L_HitR R_HitR MByte KBytes/
Req. 

2002/4/8 25,515,828 37.03  9.29  245,709  9.9  

2002/4/9 28,052,361 43.91  9.73  263,670  9.6  

2002/4/10 27,742,357 43.57  10.01  264,022  9.7  

2002/4/11 30,041,678 43.99  10.21  272,156  9.3  

2002/4/12 29,416,858 45.21  9.91  287,781  10.0  

2002/4/13 18,287,712 45.36  8.49  219,997  12.3  

2002/4/14 16,829,643 47.44  8.06  172,054  10.5  

Average 25,126,634  43.79  9.38  246,484  10.2  

 

1. 7' 105.2:, ×iTRTR  

In this model, we assume that the clients of 
all backbone proxy server with the same 
scale of clients. 

2. 44.0:'
ipl , 094.0:'

ipr  

3. 2.0:ik  

The value of ik  depends on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round trip time between the 
sibling pair of proxy server, the local hit 
ratio, the numbers of sibling, and so on. 
Since our objective is to investigate the 
traffic and packet effect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cooperative proxy server, we set the 
value to 0.2. 

#Req.:   Number of requests. 

L_HitR:  Local hit ratio. 

R_HitR:  Remote hit ratio. 

4. 
sH : 10.2 KBytes, 

pH : 17 

The transport layer protocol HTTP used is 
TCP. The TCP connection use 3-way 
handshaking (SYN, SYNACK, ACK) to 
setup connection. After TCP session 
established, HTTP request issued from 
client to the server and server responses 
ACK to client. Next, the data transfer from 
server to client begins. The average size of 
the requested object is 10.2 KBytes. It is 
known that the maximum segment size is 
1460 Bytes in general case. It needs about 8 
packets for data to be transferred. Finally, 
the FIN and FINACK packet are exchanged. 
The total amount of packets needed for a 
general HTTP request are about 17 
(3+2+8+4). 

5. 
sI : 100 Bytes (0.1 KBytes), 

pI : 2 

ICP is a request-response protocol using 
UDP transport layer protocol. Proxy server 
sends an ICP request to query its sibling. 
The sibling receives the ICP query, searches 
its cache for the specified object and returns 
the result. The ICP message contains a 
header of 20 Bytes and the payload 
containing the URL of the object. Since the 
general URL length is less than 100 Bytes, 
thus ICP message need one IP packet. 
Consequently, 2 IP packets are needed for 
ICP communication. 

3.4 Volume of Traffics 

From equation 4, we substitute the parameters 
derived in subsection 3.3. 

)()1())(1( '

1

''
siis

n

i
iissl HkprITRplmIHpTR +







−++− ∑

=

)2.102917.01.0)(1( ++−= nmPTR l
 

)2.102917.01.0)(1(105.2 7 ++−×= nmPl
   (9) 

Case 1: 0,0 == nm  

This means no siblings relationship existed 
with PB and there are also no queries from 
siblings to PB. The equation (9) become 

)1(10552
8

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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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tal volume of traffics depend fully on 
lp  , that is the local hit ratio of PB. This is 

a special case of case 2 when m=0, the 
related value of lp  and m are shown in 
table 1.2. 

Case 2: 0,0 =≠ nm  

There existed siblings which PB sends 
queries, but no queries from other siblings. 
The equation (9) become 

)2.101.0)(1(105.2 7 +−× mpl . 

The related value of lp  and m are shown 
in table 1.2. 

Table 1.2 The result of case 2 in traffic analysis. 

m  

lp  

1  2  3  4  5  6  7  8  9  10  

0.10 2.32 2.34 2.36 2.39 2.41 2.43 2.45 2.48 2.50 2.52 

0.15 2.19 2.21 2.23 2.25 2.27 2.30 2.32 2.34 2.36 2.38 

0.20 2.06 2.08 2.10 2.12 2.14 2.16 2.18 2.20 2.22 2.24 

0.25 1.93 1.95 1.97 1.99 2.01 2.03 2.04 2.06 2.08 2.10 

0.30 1.80 1.82 1.84 1.86 1.87 1.89 1.91 1.93 1.94 1.96 

0.35 1.67 1.69 1.71 1.72 1.74 1.76 1.77 1.79 1.80 1.82 

0.40 1.55 1.56 1.58 1.59 1.61 1.62 1.64 1.65 1.67 1.68 

0.45 1.42 1.43 1.44 1.46 1.47 1.49 1.50 1.51 1.53 1.54 

0.50 1.29 1.30 1.31 1.33 1.34 1.35 1.36 1.38 1.39 1.40 

 

Table 1.3 The result of case 3 in traffic analysis. 

Case 3: 0,0 ≠= nm  

There are no siblings which PB send queries, 
but the queries from other siblings do 
existed. This also means that PB is robust 
enough to afford the queries from other 
siblings. Meanwhile, the other siblings could 
be with limited capacity to support others’ 
queries. It also implies that PB is connected 

with higher bandwidth to the Internet. The 
equation (9) become 

)2.102917.0()1(105.2 7 ++−× npl . 

The related value of lp  and n are shown in 
table 1.3. 

Case 4: 0,0 ≠≠ nm ; let m=n=h 

Both the siblings which PB sends queries 
and the queries from other siblings are 
existed. It implies that the bandwidth to 
Internet is high and also robust enough to 
handle additional ICP messages. The 
grouping of siblings means that both ICP 
query and reply existed with any pairs of 
proxy server inside the group. The related 
value of lp  and h are shown in table 1.4. 

Table 1.4 The result of case 4 in traffic analysis. 

h  

lp  

1  2  3  4  5  6  7  8  9  10  

0.10 2.38 2.47 2.56 2.65 2.74 2.82 2.91 3.00 3.09 3.18 

0.15 2.25 2.33 2.42 2.50 2.58 2.67 2.75 2.83 2.92 3.00 

0.20 2.12 2.20 2.28 2.35 2.43 2.51 2.59 2.67 2.75 2.82 

0.25 1.99 2.06 2.13 2.21 2.28 2.35 2.43 2.50 2.57 2.65 

0.30 1.85 1.92 1.99 2.06 2.13 2.20 2.26 2.33 2.40 2.47 

0.35 1.72 1.78 1.85 1.91 1.98 2.04 2.10 2.17 2.23 2.29 

0.40 1.59 1.65 1.71 1.77 1.82 1.88 1.94 2.00 2.06 2.12 

0.45 1.46 1.51 1.56 1.62 1.67 1.73 1.78 1.83 1.89 1.94 

0.50 1.32 1.37 1.42 1.47 1.52 1.57 1.62 1.67 1.72 1.76 

 

3.5 Volume of Packets 

From equation 8, we substitute the parameters 
derived in subsection 3.3. 

)()1())(1( '

1

''
piip

n

i
iippl HkprITRplmIHpTR +







−++− ∑

=

)1732.22)(1( ++−= nmPTR l  

)1732.22)(1(105126.2 7 ++−×= nmPl    (10) 

Case 1: 0,0 == nm  

The equation (10) become 

)1(102714.4 8
lp−× . 

This is a special case of case 2 when m=0, 

the related value of lp  and n are shown in 
table 1.5. 

n  

lp  

1  2  3  4  5  6  7  8  9  10  

0.10 2.36 2.43 2.49 2.56 2.62 2.69 2.75 2.82 2.89 2.95 

0.15 2.23 2.29 2.35 2.42 2.48 2.54 2.60 2.66 2.73 2.79 

0.20 2.10 2.16 2.22 2.27 2.33 2.39 2.45 2.51 2.57 2.62 

0.25 1.97 2.02 2.08 2.13 2.19 2.24 2.30 2.35 2.40 2.46 

0.30 1.84 1.89 1.94 1.99 2.04 2.09 2.14 2.19 2.24 2.30 

0.35 1.70 1.75 1.80 1.85 1.89 1.94 1.99 2.04 2.08 2.13 

0.40 1.57 1.62 1.66 1.71 1.75 1.79 1.84 1.88 1.92 1.97 

0.45 1.44 1.48 1.52 1.56 1.60 1.64 1.69 1.72 1.76 1.80 

0.50 1.31 1.35 1.38 1.42 1.46 1.49 1.53 1.57 1.61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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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2: 0,0 =≠ nm  

The equation (10) become 

)172)(1(105126.2 7 +−× mpl . 

The related value of lp  and n are shown in 
table 1.5. 

Table 1.5 The result of case 2 in packet analysis. 

m  

lp  

1  2  3  4  5  6  7  8  9  10  

0.10 4.30 4.75 5.20 5.65 6.11 6.56 7.01 7.46 7.91 8.37 

0.15 4.06 4.48 4.91 5.34 5.77 6.19 6.62 7.05 7.47 7.90 

0.20 3.82 4.22 4.62 5.03 5.43 5.83 6.23 6.63 7.04 7.44 

0.25 3.58 3.96 4.33 4.71 5.09 5.46 5.84 6.22 6.60 6.97 

0.30 3.34 3.69 4.05 4.40 4.75 5.10 5.45 5.80 6.16 6.51 

0.35 3.10 3.43 3.76 4.08 4.41 4.74 5.06 5.39 5.72 6.04 

0.40 2.86 3.17 3.47 3.77 4.07 4.37 4.67 4.97 5.28 5.58 

0.45 2.63 2.90 3.18 3.45 3.73 4.01 4.28 4.56 4.84 5.11 

0.50 2.39 2.64 2.89 3.14 3.39 3.64 3.89 4.15 4.40 4.65 

Case 3: 0,0 ≠= nm  

The equation (10) become 

)1732.2)(1(105126.2 7 +−× npl . 

The related value of lp  and n are shown in 
table 1.6. 

Table 1.6 The result of case 3 in packet analysis. 

n  

lp  

1  2  3  4  5  6  7  8  9  10  

0.10 4.37 4.89 5.42 5.94 6.47 6.99 7.52 8.04 8.57 9.09 

0.15 4.13 4.62 5.12 5.61 6.11 6.60 7.10 7.59 8.09 8.59 

0.20 3.88 4.35 4.82 5.28 5.75 6.22 6.68 7.15 7.61 8.08 

0.25 3.64 4.08 4.52 4.95 5.39 5.83 6.26 6.70 7.14 7.58 

0.30 3.40 3.81 4.21 4.62 5.03 5.44 5.85 6.25 6.66 7.07 

0.35 3.16 3.53 3.91 4.29 4.67 5.05 5.43 5.81 6.19 6.57 

0.40 2.91 3.26 3.61 3.96 4.31 4.66 5.01 5.36 5.71 6.06 

0.45 2.67 2.99 3.31 3.63 3.95 4.27 4.59 4.91 5.23 5.56 

0.50 2.43 2.72 3.01 3.30 3.59 3.88 4.18 4.47 4.76 5.05 

 

Case 4: 0,0 ≠≠ nm ; let m=n=h 

The related value of lp  and n are shown in 
table 1.7. 

Table 1.7 The result of case 4 in packet analysis. 

h  

lp  

1  2  3  4  5  6  7  8  9  10  

0.10 4.82 5.80 6.77 7.75 8.73 9.71 10.68 11.66 12.64 13.61 

0.15 4.55 5.48 6.40 7.32 8.24 9.17 10.09 11.01 11.93 12.86 

0.20 4.29 5.15 6.02 6.89 7.76 8.63 9.50 10.36 11.23 12.10 

0.25 4.02 4.83 5.65 6.46 7.27 8.09 8.90 9.72 10.53 11.34 

0.30 3.75 4.51 5.27 6.03 6.79 7.55 8.31 9.07 9.83 10.59 

0.35 3.48 4.19 4.89 5.60 6.30 7.01 7.72 8.42 9.13 9.83 

0.40 3.21 3.87 4.52 5.17 5.82 6.47 7.12 7.77 8.42 9.08 

0.45 2.95 3.54 4.14 4.74 5.33 5.93 6.53 7.13 7.72 8.32 

0.50 2.68 3.22 3.76 4.31 4.85 5.39 5.93 6.48 7.02 7.56 

4. Discussions 

From the volume of traffics analysis in subsection 3.4: 
table 1.2 to table 1.4, we conclude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volume of traffics is increasing at the rate 
about 1 percent with respect to the number of 
siblings which PB sends query. 

2. The volume of traffics is increasing at the rate 
about 3 percent with respect to the number of 
siblings which send query to PB. 

3. The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siblings which send 
query to PB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number 
of siblings which PB sends query. 

4. From 1 and 2, the total volume of traffics 
increased is ranging from 1 to 3 percent. 

5. The local hit rate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volume of traffics. 

On the other hand, analysis of the volume of 
packets in subsection 3.5: table 1.5 to table 1.7 
reveals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volume of packets is increasing at the rate 
about 8 percent with respect to the number of 
siblings which PB sends query. 

2. The volume of packets is increasing at the rate 
about 14 percent with respect to the number of 
siblings which send query to PB. 

3. The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siblings which send 
query to PB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number 
of siblings which PB sends query. 

4. From 1 and 2, the total volume of packets 
increased is ranging from 8 to 14 percent. 

5. The local hit rate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volume of packets. 

Comparing the result of volume of traffics and 
packets, we reach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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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ncreasing volume of traffics is ranging from 1 
to 3 percent with respect to the number of 
siblings. The effect is contributed to the WAN 
traffic. That is, it consumes more bandwidth to 
fulfill the requests. 

7. As the number of siblings increasing to 10, the 
total traffics gain is ranging from 10 to 38 
percent. 

8. Increasing volume of packets is ranging from 8 
to 14 percent with respect to the number of 
siblings. The effect is contributed to the border 
router. That is, the router should robust enough 
to process the additional packets. 

9. As the number of siblings increasing to 10, the 
total packets gain is ranging from 12 to 255 
percent. The effect is contributed to the border 
router of the backbone network which needs to 
sustain double or triple packets. 

When the network is not overloaded it can 
sustain the ICP message and work smoothly. Bu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already or near congested 
network, it make the cooperation in vain. From the 
analysis of total packets gained, the increment load of 
the border router makes the ICP fail to work. 
Moreover, become a failure point and cannot take the 
advantage of cooperation of caching proxy server. 
Another issue is that we should estimate the server 
capacity of a parent proxy. All the requests under this 
parent node will be served by the parent node. It 
should be robust enough in capacity to supply the 
services. 

5. Conclusions and Future Works 

From the analysis results, it reveals that the 
increasing packets owing to cooperative proxy server 
are significant to backbone router. As a result, we 
should take the impact of packets generated by 
cooperative proxy server scheme into consideration 
in planning and deploying cooperative proxy server 
system. 

In order to make a proxy server or cooperative 
proxy server system to work properly, we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 criteria into consideration in practical 
deployment. These include capacity, scalability, load 
balancing, reliability, and functionality. Other than 
functionality, the criteria must be addressed in every 
reasonable caching proxy server system. The 
functionality is to address the functions supported by 
the proxy server system. If it is equipped with user 
friendly interface that the client side need not to do 
other work while system updated or one of the proxy 
server failure. The related functionalities are cache 
replacement policy, prefetching technique, 
transparency, adaptivity, data consistency, efficiency, 
capability to deal with heterogeneity and capability to 
support streaming media. 

Finally, there are still more work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ft to be done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do the analytical 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alternative cache protocol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inter-cache group communication. To 
pick up with the pa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we should take the expansion of network 
bandwidth into consideration. The bandwidth for 
previous IP backbone networks deployed by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or regional network center has been 
limited to 45 Mbps. Current and future IP networks 
provide bandwidth ranging from 155 Mbps to 2.4 
Gbps. Thus, due to emerging network technologies, 
the capacity and scalability of proxy caching server 
will become a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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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Cluster computing(叢集計算)的環境中，由於
各個伺服器所提供的服務與所能處理資料的能力

皆不相同，很容易造成有些伺服器的負載過重，而

同時有很多伺服器的負載過輕的情形;有鑑於此，我
們必須提供一個有效的負載平衡的 Weight Load 
Level(負載加權值)，以平衡各個後端伺服器的負載
量，使得 Cluster computing的環境能真正地發揮出
最大的效能。 
 

我們的 Cluster computing 是運用 LVS(Linux 
Virtual server)的叢集架構，在架構上也就是將所有
的 Requests(使用者需求)都交給一台前端的 Load 
balancer(虛擬伺服器)處理，再由 Load balancer去做
排程演算，並將 Requests適當地分配給後端的 Real 
Server(真實伺服器)去作處理，因為除了最具擴充性
與效能最好外；我們也針對實務上的網路環境，選

擇 了 LVS 所 提 供 的 WLCS (Weighted 
Least-Connection Scheduling)作為其排程演算法。所
以我們在測量每台 Real Server 所能提供的最大效
能值後，定義其Weight Load Level，使整體叢集系
統能真正地發揮出其最大的效能。 

 
利用此叢集系統能大幅度提昇整體服務的效

能並降低其建置成本，並且幾乎都能建置在 TCP/IP
的服務上，例如 FTP、http、https、Telnet、Mail、
Proxy 等等，並且對於後端的資料庫不論是
MySql、Oracle或 SQL Server等，都能輕易的作整
合。 

 
關鍵詞：Cluster computing, Weight Load Level, LVS, 

Load balancer, Real Server, WLCS叢集計
算, 負載加權值, Linux Virtual server, 虛
擬伺服器, 真實伺服器, Weighted 
Least-Connection Scheduling 

 
1. 前言 
 
現今網路盛行及寬頻普及的環境下，越來越多

人使用網路上網，網路架構也從以往昂貴的 ISDN
專線，到目前低價位的的 ADSL 及 CABLE 
MORDOM，及未來積極推展的光纖網路架構，無
不說明著將會大大的增進資訊的傳遞效率及提昇

網路的服務品質。而現今越來越多的應用軟體及資

訊交換都使用網路來做為訊息溝通的媒介，但在伺

服器的負載能力有一定的上限下，不得不一直添加

新的硬體設備來提昇伺服器的效能，以提供更多服

務的能力，但在此時便產生了許多諸如資料轉移、

建置成本提昇及後端伺服器硬體性能不均的問題

等等。這些問題很久以前即有類似的相關討論，並

且提出以叢集架構的方法解決其問題；而在最近幾

年網路突飛猛進的進步下，叢集的應用架構及解決

方法就更加的獲得許多人的重視。 
 

2. 研究背景 
 
建置叢集架構最常採用的作業系統主要有

VMS、UNIX、WindowsNT和 Linux等等。而在九
十年代末期，Linux作業系統不斷趨於成熟，且基
於它的穩定性及開放原始碼特性更自 2000年開始
便陸續得到 IBM、Oracle、Sun等大公司及許多國
家政府的強力支持。 

 
在 Linux叢集架構上也有許多的公司推出了相

對的解決方案，如 Turbolinux公司推出的高可用性
叢集系統 Turbocluster。和 Red Hat公司也提供了基
於 LVS(Linux Virtual Server)的核心所建構的高可
用性叢集系統 Piranha。以及由 LVS(Linux Virtual 
server)的組織所開發的 LVS Cluster叢集系統。 

 
在此我們選擇使用的叢集架構為 LVS 

Cluster，因為 LVS(Linux Virtual server)組織所開發
的系統軟體，不論是在開發以及原始碼的撰寫修改

上都有非常大的彈性，且有許多的社群也基於此叢

集架構開發出其附屬的工具程式，除了增進其叢集

系統的高度使用性之外，在軟體開放原始碼的特性

下，使得在開發上便更富有彈性與實用性。 
 
3. 研究架構 
 
在各個不同等級的硬體設備上，各伺服器所能

提供服務的負載量都不同，假若在一個網路負載很

大的環境中，各台伺服器每秒所能處理資料的負載

量畢竟是有個上限，這時我們可利用叢集的方式將

負載量依照每台伺服器的性能適當的分配給 Real 
Server(真實伺服器)，再由 Real Server將處理過後
的資料，直接回覆給前端的使用者，如此便可以提

昇整體網路的負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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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LVS Cluster 架構 
 
    LVS Cluster架構有分成 NAT、IP-Tunneling、
Directly Routing三種，這三種架構的運作方式皆不
相同，雖然在概念上都是由一台 Load Balancer主
機將網路的負載量分配給 Real Server，但在效能上
與所需的網路環境架構皆不相同，下表 1列出其所
需的網路環境架構。 
 

 VS-NAT VS-TUN VS-DR 

Type Any Tunneling Non-Arp Device 

Network Private LAN/WAN LAN 

Number Low (10~20) High High 

Gateway Load Balancer Own Router Own Router 

表 1.  LVS所需的網路環境架構 
 

NAT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在架構上是
由一部 Load balancer主機擔任流量負載分配的工
作，只有對外服務的 IP是真實 IP，其餘的都是虛
擬 IP，我們也可從以下的圖 1(源於:註 1)發現到使
用者經由 Internet/Intranet所丟出的 Requests，在經
由 Load Balancer使用排程演算法演算並選出 Real 
Server，便將 Requests轉送給 Real Server，Real 
Server處理完封包後再傳回給 Load Balancer，Load 
Balancer會將封包的來源位址和 port的資料改寫後
再傳回給使用者。優點是此叢集系統能建置在任何

支援 TCP/IP的作業系統上，並且只需要一個真實
的 IP，有良好的安全性；至於缺點是在擴充性上非
常差，因為流量流入流出都必須經過 Load Balancer 
主機，不僅在頻寬上將會是一個問題，且在做 NAT
偽裝上的動作將使 Load Balancer主機的負載非常
大。 
 

 
圖 1.  NAT Cluster架構圖 

 

IP-Tunneling在架構上是將 Requests封包重新
封裝在另一個 Requests封包中，如下圖 2及圖 3(源
於:註 1)。當 Load balancer主機收到使用者的
Requests後會先使用排程演算法演算並選出 Real 
Server並將 Requests封包重新封裝在另一個
Requests封包中，並轉送新的 Requests封包給所選
出的 Real Server；當 Real Server收到封包後，先將
封包解封為 VIP(Virtual IP) 位址的封包，接著處理
完封包後，便直接將結果返回給使用者，如下圖

2(源於:註 1)。優點是此架構可以使用在 LAN或是
WAN上，並且 Real Server會直接回應封包給使用
者，此架構可以處理巨量的 Requests；但缺點是在
經過拆封解封過程將使 Load Balancer和 Real 
Server負載變重及效能變差。 

 

 
圖 2.  IP-Tunneling Cluster架構圖 

 

 
圖 3.  IP-Tunneling Cluster 封包封裝、解封圖 

 
Directly Routing叢集架構的 Load balancer和

Real Server都必須在同一網路區域中，並經由
Switch或者 Hub相連。VIP位址為 Load balancer
和 Real Server共用，Load balancer所配置的 VIP位
址是對外可連結的 Public IP，並且 Load balancer
將會接收所有的 Requests；而所有的 Real Server會
把 VIP地址配置在自己的 Non-ARP網路設備上，
因為此架構的 Real Server對外界是不可見且不可
以直接連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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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Directly Routing的架構與 IP-Tunneling類
似，但不同的是 Directly Routing的架構中，Load 
Balancer使用排程演算法演算後，不修改也不重新
封裝 IP檔頭，而是將封包的MAC位址改為所選出
Real Server的MAC位址，再將修改後的封包在本
地的網域上直接以路由的方式發送，當 Real Server
處理完這個 Requests後，Real Server便根據自己的
路由表將此 Requests封包直接返回給客戶。如下圖
4與 5(源於:註 1)。 
 

 
圖 4.  Directly Routing Cluster架構圖 

 

 
圖 5.  封包路由圖 

 
3.2排程演算法 

 
Load Balancer不管使用何種方式實作 LVS，

Load Balancer都必須決定要將Requests繞送給哪台
Real Server，這種決定過程都是依照事先定義好的
演算法去做排程演算(scheduling algorithms)。在
LVS架構裡的排程演算法有：RRS(Round-Robin 
Scheduling)、WRRS(Weighted Round-Robin 
Scheduling)、LCS(Least-Connection Scheduling)、
WLCS(Weighted Least-Connection Scheduling)四
種。 

 
RRS(Round-Robin Scheduling)：輪循式排程演

算法，是所有排程演算法中最簡單、最基本的演算

法，在 LVS裡的用法是，Load Balancer會將來自
不同使用者端的 Requests依序配發給 Real Server
處理，每一部 Real Server被排到的次數都會相同。
RRS的演算法無須計算 Load Balancer與 Real 
Server的連線數及複雜的數學運算，若 Real Server
所能提供的效能都一致時 RRS則是個蠻不錯的考
量；但缺點是不適合用於如WEB、FTP等連線數
無法估計的服務，因會導致無法均衡 Real Server
連線數。 

 
WRRS(Weighted Round-Robin Scheduling)：加

權輪循式排程演算法，改良自 RRS的排程演算法。
在 LVS裡是先對每一部 Real Server定義其Weight 
Load Level(負載加權值)，Load Balancer再將來自不
同使用者端的 Requests依Weight Load Level的大
小依序配發給 Real Server處理，Load Balancer並會
將 Requests多排程給Weight Load Level較大的
Load Balancer。例如有 A、B、C三台 Real Server，
Weight Load Level分別為 4、3、2，在實際的一次
排程週期中，Requests會以如下的順序配發：
AABABCABC。所以WRRS非常適用於 Real Server
效能不一致的情況，且排程演算法與 RRS同樣無
須計算 Load Balancer與 Real Server的連線數，也
無複雜的數學運算，但缺點也是不適合用於連線數

無法估計的服務。 
 
LCS(Least-Connection Scheduling)：最少連結數

排程演算法，是依照 Load Balancer與哪台 Real 
Server的連線數量最少，以決定將下個 Requests分
配給連線數量最少的 Real Server處理。LCS是一種
動態的排程演算法，因必須動態的去計算每台 Real 
Server所存在的連線數量，並自動將 Requests分配
給連線數較少的 Real Server。此種演算法適用於連
現數量變化大的 LVS環境，尤其是在 Real Server
的效能一致時，此演算法效能相當的好，但若是應

用在所有的 Real Servers的效能不一致的環境時，
則會造成某台 Real Server負載量過大。 

 
WLCS(Weighted Least-Connection 

Scheduling)：加權最少連結數排程演算法，WLCS
是基於 LCS排程演算法的加強型演算法，因為可
以依照 Real Server的效能不同給予不同的Weight 
Load Level值，以動態的給予適當百分比的連線
數。假如有 n個 Real Servers，則先給予 Real Server 
i一個 weight Wi (i=1,..,n) 值，和能同時連線的連線
數 Ci (i=1,..,n)，並將所有的 Ci (i=1,..,n) 總和相加求
出 ALL_CONNECTIONS數，由以下的公式將可求
出下個網路連結將會直接被導向給 Real Server j: 

 

(Cj/ALL_CONNECTIONS)/Wj = 
min{ (Ci/ALL_CONNECTIONS)/Wi } (i=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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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ALL_CONNECTIONS在此算式中都是一樣
的，故我們可以再簡化此算式如下: 
 

Cj/Wj = min { Ci/Wi } (i=1,..,n) 

 
WLCS 對於很多服務都能夠發揮其叢集系統

的最大的效能，固為實務上最常用的叢集演算法，

但WLCS因為需用到除法，故計算時間比其他各種
演算法都長，但可以使用等級較高 Server作為 Load 
Balancer以解決此問題。不然實作上也建議使用效
能一致的 Real Servers並搭配 LCS演算法也可達到
不錯效果。 
 
3.3 測試環境 
 
在實作上我們使用最具擴充性與效能最好

Directly Routing，並選擇了 LVS所提供的WLCS 
(Weighted Least-Connection Scheduling)作為其演算
法，且在測量每台 Real Server所能提供的最大負載
量後，定義其Weight Load Level的值。我們所架設
的 Directly Routing Cluster and Loading Balancing的
環境與軟硬體架構大致上如下圖 6與表二，我們的
叢集架構是由 1台 Load Balancer與 10台 Real 
Server所搭配，最主要是由 Load Balancer主機將接
收到的 Requests使用WLCS的演算法適當地將流
量分配給後端的 Real Server去作處理；並且使用一
套Webbench的軟體以製造大量 Requests的封包以
模擬整個繁忙的網路環境。 

 
在配置上是使用一台 Controller(控制器)與 14

台的 Engines(用戶端)， Controller將會負責設置啟
動、停止、與監視網頁流量測試，他同時也負責彙

整並分析由用戶端所蒐集而來的測試資料，而

Engines會執行Webbench所定義的測試方法對叢
集系統製造大量 Requests的封包作測試。 
 

 
圖 6.  測試環境架構圖 

 
 
 
名     稱 數     目 

DNS 一台 
Router  一台 
SSH server  所有的 Load balancer、Real Server 
NFS server Load balancer 
Apache server 所有的 Real Server 
Mysql server 所有的 Real Server 
Load balancer 一台 
Real Server 十× 台 
Controller  一台 
Engines 十四台 
Sniffer主機 一台 

表二  Server及網路環境建置表 
 

3.4運作方式 
 
Directly Routing的效能及擴充彈性最佳的原

因為，使用者在丟 Requests給伺服器時，由 Load 
Balancer接收後，並使用WLCS演算法，再將負載
量依照Weight Load Level以路由的方式適當的分
配給後端的 Real Server，再由後端的 Real Server直
接將處理後的資料傳回給使用者，不用再經過 Load 
Balancer或是拆解封包的過程，自然回應速度就會
最快，如下圖 7。 

 
圖 7.  Real Server接收/回應 Requests圖 

 
4. 實驗結果 
 
我們首先拿 12台 Engines與 1台 Real Server

作每秒能回應的 Requests與 Bytes數的測試，並執
行Webbench所預設的Workload時(如下表 2)，發
現到在沒有使用叢集下最多每秒能回應的數大約

是在 700 Requests/Sec左右(如下圖 8)，而每秒傳送
的資料量約在 4.2MB左右(如下圖 9)。 

 
Webbench Workload file set (static_wb41) 

Class % Class % 
CLASS_223.gif   20 CLASS_11426.htm 16 
CLASS_735.gif   8 CLASS_22132.htm 7 
CLASS_1522.gif  12 CLASS_FRACTIONAL 1 

CLASS_2895.gif  20 CLASS_404 2 
表 2.  LVS所需的網路環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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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每秒能回應的 Requests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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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每秒能回應的 Bytes數 
 

而使用 12台 Engines與 4台 Real Server叢集
後，流量雖有分配給後端，但上限最大只到 829 
Requests/Sec左右(如下圖 10)多就停了，因為我們
發現到每秒傳送 5MB左右的資料量，在 100Mbps
的環境下已經是極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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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每秒能回應的 Requests數 

 
因以上測試是屬於靜態網頁測試並不能真正

測出每台的效能並真正看到使用WLCS演算法的
結果，因卡於頻寬問題，故我們便重新撰寫製作

Webbench的 tst與 wl檔，並且匯入大量的範例資
料到MYSQL資料庫，另外並撰寫了 6支會大量存
取資料庫的 PHP程式，以測量在大量存取 Real 
Server資料庫的同時，不同硬體設備中 CPU所能負
載的 Loading量，以下便是我們以 10台 Engines與
1台 686和一台 586的機器來作測試，結果我們可
以很清楚看到 686等級的電腦，其 CPU的 Loading
量每秒能處理並作此回應的數值是在 63-64左右
(如下圖 11)，而 586的 CPU每秒能處理並作此回
應的數值約在 11-12左右(如下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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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686每秒能回應的 Requests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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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586每秒能回應的 Requests數 
 
接下來我們測量在未給予權值時由 1台 586與

一台 686等級的機器，作為此叢集系統的組合，並
且發現到每秒所能回應的值只有 23-24左右，相當
於只有使用兩台 586機器的值，原因是因為 Load 
Balancer是以 1:1的Weight Load Level去做
Requests的分配，雖然 686的機器已經接收完由
Load Balancer所配發過來的 Requests，但是在 586
那台 Real Server上並還沒有處理完 Requests，所以
Load Balancer會等到 586的Real Server處理完資料
後，才開始繼續配發 Requests；關於此問題的解決
方法只需在 Load Balancer主機上定義每台 Real 
Server的Weight Load Level值就行了，所以我們便
由之前所求出的公式計算出，586的Weight Load 
Level為 1，而 686為 6，如此我們在測試叢集系統
時，果然所得到的值(如下圖 13)幾乎等於 586與 686
的 Real Server所能承受的最大負載量相加
(11+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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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586及 686加權每秒能回應的 Requests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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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效能評估 
 
我們成功的量測出在不同硬體設備中所能負

載的最大值，並藉由此計算出不同加權的Weight 
Load Level值，我們並且實作做出在不同的叢集架
構下的測量值(如下圖 14)，並整合出所測量的列表
(如下表 3)，實驗結果發現，藉由調整叢集系統排
程的加權值時，可以發揮到叢集系統效能的最大

值，成功的計算出並達成負載平衡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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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各種情況下每秒能回應的 Requests數 
 

叢集架構 Requests/Se
c 

1台 586  11.654 
1台 686 63.775 
1台 586與 1台 686  23.750 
2台 686  127.483 
3台 686 189.637 
1台 586與 1台 686給予權值時   
(586 Weighted=1,686 Weighted=6) 

75.188 

1台 586與 2台 686給予權值時  
(586 Weighted=1,686Weighted=6) 

139.471 

表 3.  不同叢集架構下的彙整表 
 

5.結論 

 

本專題中主要的架構是模擬在負載量很大的

環境中使用 LVS的架構設計與實作 Directly 
Routing and Loading Balance的叢集系統，並希望有
效的利用整體叢集系統的計算能力，使其發揮最大

的計算能力與效用，並且使用Weight Load Level
的機制，讓後端硬體效能不一伺服器，透過一有效

的Weight Load Level值，讓後端所有的伺服器，都
能充分提供其真正最大的計算能力。 
 
   經過整個實驗的測試後，我們也證實了我們所提
出的方法能確實改善了叢集系統的效能，尤其在高

負載時，也真正能夠有效的利用Weight Load Level

和 Load Balance，提高整體叢集的效能並提供更多
Requests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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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s of network are increasing 
explosively and multiple links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for an organization to reduce network traffic 
jam problem is more necessary.  The line technique 
and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 selection problem 
by quality and cost are considered.  It leads to traffic 
load balancing and arrangement for multiple ISP 
routes problems.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sign of 
multiple links network structure using 
multi-links-load-balancers.  Also, four load 
balancing schemes in the load balancer are tested and 
compared.  This multiple links structure got benefits 
of links redundancy and traffic load balancing.  And 
it can be reference for primary and high schools that 
apply multiple 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s 
(ADSL) [1] or multiple ISP connections. 

 
Keywords: multiple links, load balancing, Internet. 
 
1. Introduction 

 
     The unusual growth of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 nightmare for us [2-3].  To reduce the network 
traffic jam problem, multiple links to the Internet is a 
righ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A multiple links 
structure affords redundant and load balancing 
functions for network. 
     The consideration factors for the multiple links 
structure are connecting links cost and quality.  
Oftentimes, low cost means low quality.  But in some 
cases, low cost link technique still suitable for us.  
For example, most of time, especially in schools, we 
download data largely but upload packets lightly.  In 
such a case, we can hire several ADSL lines with low 
cost but still satisfy our need.  The download 
bandwidth of an ADSL line is 1.5 mega bits per 
second (MBps) [1] that is equal to a T1 leased line but 
cheaper in cost.  Even the quality of an ADSL is 
getting down to 50% bandwidth, two ADSL lines cost 
is still far cheaper than a T1 link’s. 
     Another viewpoint is that we still need high 
quality high cost Internet lines as our main frame links.  
The concept of combining high and low cost links are 
better design.  There are several current Internet lines 

productions, including T1, T3, ADSL, and so on that 
can be chosen and applied.  For the servers afford 
Web, DNS, E-mail, and FTP applications, we need 
main frame connection lines to support steady services.  
And for the general users, we can add more low cost 
links to share loads, enrich bandwidth and backup 
links. 
     The other viewpoint is to choose more than one 
ISP links to ensure constant Internet access.  While 
one of the ISP breaks down, we have repair ISP link to 
keep network working.  It’s also a kind of redundant 
function.  In addition, load balancing can be worked 
between different ISP links, too.  If one of the ISP 
traffic is heavy, we can lead most of our outgoing net 
flow to the other ISP. 
     As discussed above, a multiple links structure 
leads a load balancing problem [4].  Load balancing 
schemes or algorithms for Internet have been 
researched plenty recently [2, 5-8].  Classical load 
balancing schemes include random, round robin, 
weight round robin, fastest connection, and fewest 
connections [9-10] in general and can be found in 
some network device.  Some centralize network 
devices can not only setup a multiple structure but 
also support simple load balancing function, such as 
router, switch [10].  Most the load balancing 
researches compared their novel scheme with classical 
ones in simulation environment because of too many 
extra and uncertain factors in the real network.  In 
this study, we compare load balancing schemes in real 
device because we have five ADSL links with the 
same condition in part of our design structure and can 
reduce vagueness and uncertain affect factors. 
     In my previous job at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e used two 
multi-links-load-balancers [9, 11-12] to build up 
multiple links system for two campuses.  There are 
four default load balancing schemes can be chosen in 
multi-links-load-balancer.  Three T1 leased lines, 
seven ADSL lines, including five links to Taiwan 
Academic Network (TANet) and two links to ISP are 
setup for this multiple links system.  The detail of 
this design structure will be discussed in section 3 of 
this article. 
     In this paper, first, a multi-links-load-balancer is 
presented.  And then a design of multiple network 
links structure for our two campuses is discussed.  



 2 

This structure is a solution and really setup for our 
university.  Furthermore, four schemes of load 
balancing in the multi-links-load-balancer are test and 
compared.  At last, conclusions are present and 
discussed. 
 
2. Load balancer 
 
     The device we use in the design is Radware 
LinkProof multi-links-load-balancers [11-12] that fit 
the transport layer model in the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OSI)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  It is designed for multiple ISP 
links solution.  And it utilizes load balancing 
approaches to eliminate the complexities of Internet 
and provide optimal performance. 
     A multi-links-load-balancer provides the 
following main advantages we applied: 
 Router functions, including IP address and 

routing assigned. 
 Addresses management between the various 

multiple ISPs. 
 Load balancing between multiple lines and ISPs. 
 Redundancy.   
 Link failure detection.  While one of the 

multiple links is fail, no packet will be sent to 
this fail link. 

 Supply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AT) 
algorithm. 

 Proximity.  It uses proximity algorithms to 
choose the best link for outbound traffic.  
Every a period of time, it re-calculate every 
links’ load and renew proximity information. 

Besides, this load balancer provides four load 
balancing schemes for managers selecting: cyclic, 
least amount of traffic, fewest number of user, and 
fewest bytes number.  Cyclic is the same as round 
robin schemes [10] in many researches before.  And 
network managers can setup the best load balancing 
policy for their organizations. 
 

3. System structure 
 
     Fig 1 illustrates the multiple links design for the 
two campuses.  Each campus has one load balancer 
and all incoming/outgoing network traffic have to go 
through a load balancer.  Because there is no Wide 
Area Network (WAN) port on load balancer, two 
routers, Cisco 7206 and Cisco 4500, are used to 
connect T1 leased lines.  Computer center is in the 
campus 1 and most of the main servers are there.  
There are two T1 lines connect to the TANet Area 
Center that is our upper class in TANet.  Two ADSL 
lines are linked to ISP, Hinet, for ensuring constant 
Internet connecting.  In campus 2, because budget is 
limited we use five ADSL connected to TANet Local 
Center.  This center connects to TANet Area Center 
using T3 line.  Five ADSL used by campus 2 are 
cheaper than ISP ADSL.  Besides, a T1 line is 
connected between two campuses.  Data exchanging 
between two campuses go through this line mainly. 
     The design ideas of Fig 1 are as the following: 
 In campus 1, two T1 lines and two ISP ADSL 

can be backup and load balancing each other.  
Two T1 lines are repaired each other to TANet 
and so are two ISP ADSL to Hinet. 

 In campus 2, five ADSL lines and one T1 lines 
can be backup and load balancing each other. 

 Most of the main campus servers are in the 
computer center in the campus 1.  Campus 2 
users contact servers in campus 1 throughout T1 
links between two campuses.  The backup links 
to campus 1 goes pass five ADSL links, TANet 
Local Center, TANet Area Center, and then two 
T1 links to campus 1. 

 In campus 2, outgoing packets use one of the six 
lines: five TANet ADSL go through TANet 
Local Center and one T1 that goes through 
campus 1.  While campus 2 packets go through 
campus 1 by T1, they continue outgoing by two 
T1 to TANet Area Center or two ISP ADSL to 
H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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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 1. A multiple links campus network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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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prevent the routing problems. All the ADSL 
lines, two ISP ADSL lines in campus 1 and five 
TANet ADSL lines in campus 2, translate 
outgoing packets by NAT. 

 Because of the NAT translating, incoming 
packets can be only from TANet Area Center to 
campus 1 directly.  And then go to campus 2 
through T1 between two campuses if need.  
Anyway, incoming traffic here is lower than 
outgoing one and we don’t need so many total 
network bandwidth. 

 The shortcoming is the T1 links between two 
campuses.  While this T1 link is broken down, 
campus 1 and outside users can’t connect to 
servers in campus 2.  We can ameliorate this by 
adding one more link, such as 64k, 512k, and T1 
leased lines to be repaired.  But the budget is 
not enough, we still keep it currently and force 
telephone company keep an eye on this link. 

     In brief, this design structure let both two 
campuses have two outgoing network directions as 
backup.  And each direction also has more than one 
line as repaired excepting T1 between two campuses.  
Furthermore, multi-links-load-balancers are applied 
for all outgoing links keep load balancing and get 
good performance. 
 
4. Load balancing schemes compared 
 
     Load balancing schemes or algorithms are hot 
topic for the Internet network traffic.  Because real 
network environment have several extra affectations 
for systems balancing, most researches compared their 
load balancing algorithms with classical ones in 
simulation environment.  It’s hard to realize what 
could be like in the real world for these algorithms. 
     Fortunately, the campus 2 of our system model 
in Fig 1 has 5 ADSL links connect to the same one 
load balancer.  These 5 ADSL links have the same 
setup condition and can be compared each other.  It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test load balancing 
schemes in the load balancer. 
     There are four schemes in the load balancer.  
We setup a scheme per week in our real system as Fig 
1 one by one and record five ADSL lines 
incoming/outgoing traffic load by bytes.  The 
statistic standard deviation is calculated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load balancing of these five ADSL.  
Four load balancing in load balancer we test and 
compared are: 
 Cyclic:  It’s classical round robin scheme.  If 

the current outgoing traffic goes through 
ADSL i , 51 ≤≤ i , then the next service line is 

ADSL 1)5mod( +i  
 Least amount of traffic: to direct traffic to the 

least amount of packets. 
 Fewest number of users: to direct traffic to the 

ADSL line that has the fewest number of users. 

 Fewest bytes number: to direct traffic to the 
links that has the least number of bytes has 
passed. 

     After four weeks’ test, we record five ADSL 
loads and calculat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between 
them.  Table 1 is the result of five ADSL links 
incoming/outgoing traffic standard deviation curve 
during one week. 
     Because we can’t control incoming traffic load 
balancing, we can see load standard deviation between 
five ADSL are high for all schemes.  Our load 
balancer can control load balancing for outgoing 
traffic, so the load standard deviation are low than 
incoming traffic in all schemes.  Especially, the 
fewest bytes number scheme for outgoing traffic load 
balancing standard deviation is the lowest in all.  
Remember, the y-trajectory range in its chart on the 
right down corner of Table 1 is very lower than the 
others charts. 
     Table 2 shows the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 
for our result in Table 1.  From the data in Table 2, 
we can compare the test result clearly.  All the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s for four load balancing 
schemes in incoming traffic control are almost the 
same and high.  And in the outgoing traffic load 
balancing control, the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 for 
the fewest bytes number scheme is very low and it got 
a good balance. 
 
5.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a multiple links network design 
for our two separated campuses by using load balancer 
has presented.  This structure considers both 
redundancy and load balancing viewpoints and it did 
work well during the past year in the university.  
Because budget are limited in primary and high 
schools, using a load balancer to combine all the low 
cost links together is suitable to solve this problem. 
     Four load balancing schemes are also executed 
and compared in our designed network structure.  
The problem here is the definition of load.  It’s 
ambiguous can be CPU usage rate, CPU time, system 
response time, traffics counted by bytes, by users, by 
packets and so on.  In this paper, we count traffics 
load by bytes per second and we can find that the 
fewest bytes numbers scheme, for outgoing traffic, is 
the best algorithm.  It’s probable because we define 
load by bytes.  If we define load by number of users, 
it maybe the fewest number of user scheme is the best 
solution.  On the other hand, to define load by bytes 
in a network link is real load of network.  Although 
CPU usage rate, CPU time, and system response time 
can affect network performance, but it’s another 
problem and we can’t control it.  From the other view, 
the other three schemes have considered these 
vagueness affections for network performance.  At 
least, fewest bytes number scheme is the best one for 
our network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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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 input output 
Cyclic 17,574 6,940 
Least Amount Of Traffic 17,779 5,554 
Fewest Number Of Users 16,733 6,601 
Fewest Bytes Number 16,101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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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網路開始發展以來，電子郵件一直是非常

普遍的應用，而今網路上流竄的廣告信已成了郵

件伺服器及使用者很頭痛的問題。郵件伺服器耗

費大量資源來過濾廣告信，而網路頻寬及磁碟空

間也浪費在許多內容相同的郵件上。雖然這些內

容相同的郵件並非完全沒有價值，但若能在不浪

費網路資源的前提下運作，並且讓接收者決定是

否接收郵件，將會達到兩全齊美的境界。針對這

個問題，交通大學發展了與一般 E-mail 架構完全

不同的封閉式郵件系統（以下稱 Clzmail），提供校

內師生寄送活動通知、校園公告等內容相同的郵

件。本篇文章介紹此系統的架構及運作方式。 

 

關鍵詞：Spam mail，廣告信，封閉式郵件系統 

 

1.前言 
 

E-mail 一向是網際網路上很重要的服務之

一，而 E-mail 的運作最惱人的莫過於廣告信的問

題；廣告信大量地出現，嚴重影響了網路品質，

也嚴重地浪費了網路及伺服器的資源。雖然有許

多防制廣告信的機制，郵件伺服器也耗費了相當

多的資源在過濾郵件上，但廣告信仍是防不勝防。 

 

事實上，這類大量散發的廣告信並非完全無

益；這些郵件對某些人而言可能是有價值的，一

味的反對大量寄信並不一定是最好的處理方法。

如果能夠建立一個讓寄件者能夠寄發廣告信，而

收信者能夠決定接收與否的環境，就可以允許寄

發廣告信的動作了。在這樣的背景下，交通大學

設計了一套封閉式的郵件系統(Clzmail，圖 1)，提

供一個不同於以往的處理方式，讓校園內有寄送

內容相同郵件需求的使用者，毫無後顧之憂地完

成寄發廣告信的任務。 

 

 
圖 1. 交通大學 Clzmail System 

 

Clzmail 架構在 Web 的界面上，程式以 PHP

撰寫，搭配MySQL資料庫來處理使用者及郵件的

相關資料；這個系統由其名可知是個封閉的系

統，不允許由系統外部所進入的郵件，每個使用

者都只有一個帳號，並且能夠針對發信人或郵件

標題來過濾郵件；除此之外，發信者可以藉由統

計資料得知自己所寄送郵件的閱讀狀況，以了解

這封廣告信所達到的效果，進而自我約束，不隨

便寄發廣告信，讓大量寄信的功能回到正軌。另

外在 Clzmail裡，每封送出的郵件，無論收信者人

數多寡，在伺服器上都只儲存一份，如此一來，

不論收件者人數多寡，所耗費的的時間與資源都



是固定的，一併解決了大量寄信所造成的網路資

源與磁碟空間浪費的問題。 

 

接下來的文章中，第二節介紹交通大學

Clzmail 的架構，第三節是系統效能，最後則是結

語。 

 

2.系統架構 
 
在 Clzmail中，我們常常會遇到需要針對個別

使用者記錄「是」與「否」的情形，例如郵件的

收信者名單；這是以資料庫來實作，而如果在郵

件資料表中每個收件者都使用一個欄位，其結構

將會是 table(email, n1, n2, n3…n N)，其中 email為

郵件編號，ni為使用者，若此欄位以 enum（’Y’,’N’）

的方式來記錄信件的收件者是否包含這名使用者

並不可行，因為當使用者人數成長時，存取速度

就會變得很慢；而且這種方式還會使變更使用者

狀態變得更困難，例如若 8911001與 8911002兩名

使用者原本並非收件者，那麼這兩個欄位的值都

是’N’，若要變更為收件者的狀態，資料庫的語法

是「set 8911001=’Y’,set 8911002=’Y’」。如果要修

改的使用者人數增加，就更不容易處理了。 

 

而 Clzmail的作法是先使用一個資料表，讓每

個使用者的學號都對應到一個序號。序號是由 1

開始遞增的數字，假設系統中有 10000名使用者，

則序號便由 1到 10000。無論收信者人數多寡，我

們都可以使用一個 BLOB 型態的資料欄位來儲

存，如此資料表的結構就成了 file(email, 

recipient)，其中 recipient為 BOLB資料型態，BLOB

是MySQL中與 TEXT類似的資料形態，所不同的

是 BLOB 區分大小寫而 TEXT 則沒有；recipient

資料中的每一個 bit分別代表一個使用者，如果某

個使用者序號所對應到的 bit值是 1，就表示這封

郵件的收件者包含了這名使用者。字串長度跟使

用者人數有關，例如若有 10000名使用者，則字串

就有 10000個 bit。這種表示法中，若要同時變更

數封郵件收件人的型態，就不困難了;只需先找出

適當的字串，並與 recipient 做邏輯運算 AND 或

OR 就可以達到所要的目標了，例如 94 級學生不

需收到郵件，則可以將這些使用者所對應的 bit設

定成 0而成為一個新的字串，如 111100...0111...1，

再與 recipient執行 AND運算，即可讓 94級學生

都不收到郵件了；反之若希望所有畢業生都收到

郵件，則將相對應的 bit設定為 1，並使用邏輯運

算 OR即可。 

 

除了收信人名單之外，系統中還有很多資料

以這種方式儲存，例如是否依收件人過濾、是否

依標題過濾、群組名單以及閱讀時間等等。 

 

2.1身分認證 

 
Clzmail 使用者的身分認證是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這個系統的使用對象必需限制在特定的群

組，因此使用者有身分上的限制，而且每個使用

者只能擁有一個帳號。確實驗證使用者身分對

Clzmail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就交通大學的環境而言，學生的郵件信箱是

由使用者親自到計中確認身分，而且每個人都只

能擁有一個信箱，此郵件信箱的特性完全符合我

們的需求。於是我們透過此信箱做認證，以確保

公平性及安全性（圖 2）。 

 

 
圖 2. 透過學生信箱做身分認證 

 



2.2.群組名單 

 

Clzmail 的主要功能是大量寄信給系統中的使

用者，因此收件者群組要事先編輯（圖 3）。前面

提過，群組名單是以長字串的方式儲存在資料庫

中，利用這種方式，寄信過程可以變得很簡單。 

 

 
圖 3. 編輯群組名單的畫面 

 

2.3.寄信 

 
使用 1個使用者 1個 bit的儲存方式，寄信就

顯得簡單多了。Clzmail 只允許使用者寄信給所有

人或預先編輯好的群組清單，因此收信者的欄位

很好處理。如果收件者是系統中所有人，則

recipient欄位的每個 bit都將是 1；若收件者是自訂

群組，則 recipient 欄位也已事先由使用者編輯好

了。此系統中無論收件者人數的多寡，所花費的

時間都是相同的，時間複雜度是 O(1)；而且每封

郵件都只儲存一份在資料庫裡。 

 

2.4.收信 

 
Clzmail中每封郵件都儲存在資料表中，而為

了讓收信者在讀取信件清單時，不用每次都從第

一封郵件開始檢查，於是為每個使用者都建立了

一個資料表做為收信匣以儲存郵件編號；當使用

者要讀取收信匣時，實際上是檢查該使用者最後

所收取郵件的編號，並判斷與郵件資料表中的最

後一封郵件的編號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再執行

收信的動作，此時會從使用者已收的最後一封信

開始檢查，同時每封新郵件都必須檢查 recipient

欄位是否包含這名使用者，若收件者包含這名使

用者，再檢查該使用者的過濾清單，檢查使用者

是否針對寄件者或標題將這封郵件過濾掉；被過

濾掉的郵件會丟到使用者的垃圾桶中，並且記錄

在郵件的資料表中，做為統計之用；未被過濾的

郵件會將郵件編號新增到使用者的收信匣中，最

後還必須將最後一封郵件旳編號記錄下來以完成

收信的所有步驟，如圖 4。 

 

 

收信

否 是否有未收的

新郵件 

是 結束

收信 

否 收件者是否包

含此使用者 

是 

是 使用者是否過

濾此信件 

否 

將信收到

收信匣中 

將信收到

垃圾桶中 

圖 4. 收信流程圖 



 

2.5.讀信 

 
使用者讀取郵件時，系統是由該使用者的收

件匣中取得郵件的編號，再到郵件資料表找出該

郵件的詳細資料以顯示出來。在使用者讀取郵件

時，系統同時也記錄了每封郵件旳閱讀時間。 

 

2.6.過濾郵件 

 
Clzmail 有兩種過濾郵件的方式供使用者使

用；一種是依寄信者，另一種是依標題中的關鍵

字來過濾郵件。被過濾掉的郵件會進入使用者的

垃圾桶。過濾郵件的條件無論是依寄件者或依標

題，都已於收信前編輯好（圖 5）；收信時只做設

定條件的檢查。 

 

 
圖 5. 除了依使用者過濾也可以依標題過濾 

 

2.7.資料統計 

 
資料統計可以說是 Clzmail最重要的特點。主

要是為了讓寄信者了解所寄送郵件的閱讀人數以

及拒收人數；藉由這些數據讓使用者學習對寄送

廣告信負起責任；當使用者帳號被系統中大部分

人過濾掉時，就形同信用破產一般，顯然已失去

寄信的權利。Clzmail 提供給寄件者的資料包括了

已讀信的人數、未讀信的人數、依寄件者過濾掉

這封信的人數，以及依標題過濾掉這封信的人

數，其中已讀信人數還提供有每位閱讀者所花費

的時間以供寄信者做為參考，如圖 6。 

 

Clzmail 的統計資料中，過濾是在使用者收信

時處理，而閱讀與否則在使用者讀信時記錄。要

讀取統計資料時，並不需額外再計算，只是將儲

存於資料表的資料轉換為使用者容易觀看的形式

即可（如圖 6），並不會造成系統的負擔。 

 

 
圖 6. 者所花費的時間 

 

3.系統效能 
 

Clzmail 的架構無論收件人數多寡，時間複雜

度為 O(1)，因為只是在郵件資料表中新增一筆資

料而已，與收件者人數並無關係；而使用者閱讀

訊息的時間複雜度也是 O(1)。封閉系統的運作與

收件者人數無關，因此寄信與收信並不會因為使

用人數增加而影響效能。 

 

4.結語 
 

Clzmail 提出了創新的處理廣告信做法，這種

系統不但能夠讓校園公告、社團活動等訊息傳送

給使用者，並且不會增加郵件伺服器處理郵件的

負擔、同時減少磁碟空間以及網路頻寬的浪費，

更重要的是能夠讓寄件者從統計資料中得知所寄

出郵件的閱讀情況，讓需求制約供給，以達到教

育使用者的目的。我們期待 Clzmail能夠帶給使用

者另一種體驗，讓大量寄發相同內容郵件的行為

由地下轉而為制度化。 



 

參考資料 
 
[1] https://clzmail.nctu.edu.tw 

[2] PHP官方網站 http://www.ph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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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擴充之電子郵件系統建構與個人化郵件過濾機制 
劉大川 陳昌盛 葉育如 葉致偉 林嘉軒 薛良斌 

國立交通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ltc@cc.nctu.edu.tw 

cschen@cc.nctu.edu.tw 
yryeh@cc.nctu.edu.tw 

cwyeh@ccca.nctu.edu.tw 
gslin@ccca.nctu.edu.tw 
hlb@ccca.nctu.edu.tw 

 
摘要 

 

電子郵件(E-mail)是網際網路(Internet)發展之

初就有的服務項目之一。而電子郵件的普及性也超

過其他服務，因此建立穩定且高效率的電子郵件系

統是很重要的課題。 

 

另外，網際網路發展至今，商業行為也慢慢地

擴展至網際網路上，也因此許多以商業利益為導向

的行為也在網際網路上逐漸增加；其中最讓人詬病

的漠過於廣告郵件與垃圾郵件，廣告郵件的寄送方

式不斷更新，使得系統管理者必須不斷尋找解決方

法。 

 

本篇文章將就相關的議題討論，同時提出交通

大學對廣告郵件及垃圾郵件的解決方法。 

 

關鍵詞：電子郵件系統、郵件過濾、垃圾信件、E-mail 

System、Mail Filtering、Junk Mail 

 

1. 簡介 
 

電子郵件是網際網路上的基本服務項目，一般

所指的電子郵件是指 1982 年 RFC821[1]所提到的

SMTP(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以及 1995年

RFC1869[1]所提到的 SMTP Service Extensions，這

兩份文件形成 STD10[1]，成為目前 Internet上電子

郵件傳遞架構的標準協定。 

 

交通大學自行發展一套分散式的電子郵件系

統，提供學生永久性的電子郵件帳號；在學時提供

實體的郵件空間，畢業後則提供轉寄功能，目的是

要減少學生畢業後更換電子郵件信箱的麻煩。 

 

而在廣告信件、垃圾信件愈來愈氾濫的情況

下，交通大學讓使用者自行決定過濾等級，學生透

過簡易的設定界面，達到不同的過濾條件。 

 

底下文章第 2節將介紹本套郵件系統的架構，

第 3節是郵件過濾方法的介紹，第 4節是系統擴充

的方式，第 5節是本系統的效能評估，最後是結論。 

 

2. 建置架構 
 

由於本系統保留校友帳號提供轉信之用，所以

使用者人數會不斷增加，且規劃時希望能夠做到： 

 

(1) 郵件儲存空間可以無限擴增。 

(2) 當使用人數增加時，能夠增加 POP3伺服

器以分攤原有伺服器的負載。 

(3) 信件數量增加時，能夠在不影響現有架構

的情況下增加儲存空間。 

(4) 資料庫伺服器負載過重時，能夠增加資料

庫伺服器以分攤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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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讓使用者自訂過濾信件的條件。 

(6) 保留彈性，以滿足日後增加其他服務的需

求。 

 

綜合上述 6 項要求，規劃出如圖 1 的架構，

作為建置本電子郵件系統的基礎，本系統稱為 D2 

System（Delivery 2）。 

 

 
圖 1. D2系統架構 

 

圖 1之架構中，各個伺服器所執行的功能如下： 

 

(1) d2-server執行資料庫軟體（MySQL[2]）以

存 放 使 用 者 資 料 ， 並 且 執 行

Apache[3]+PHP[4]提供使用者申請帳號、

修改基本資料的網頁[5]。 

 

(2) pop3執行 POP3 Proxy，使用 perdition[6]

將使用者的 POP3 連線重導至後端儲存郵

件的Mail Storage；同時也執行了 Horde[7]

的WebMail軟體，提供使用者透過瀏覽器

存取信件。 

 

(3) d2-mx執行 SMTP Proxy，使用 Postfix[8]

將外界送到@NCTU.edu.tw 的信件儲存至

後端的Mail Storage；若使用者設定了轉寄

信箱，也由這台伺服器負責轉寄；另外這

台伺服器也處理使用者設定的過濾信件條

件。 

 

(4) Mail Storage 執行 Postfix，將來自 d2-mx

的郵件儲存至檔案系統；同時也執行

tpop3d[9]的 POP3軟體，讓前端的 pop3伺

服器可以透過 POP3 通訊協定存取儲存區

裡的郵件。 

 

2.1 資料庫 

 

選擇使用 MySQL 的主要原因是速度的考量；

在未使用複雜的 SQL指令情況下，MySQL的效率

相當好。 

 

資料庫裡使用了三個表格，以學號（stunum）

作為三個表格之間的關聯欄位，表格的關係如圖 2： 

 

 
圖 2. D2資料庫的表格關係圖 

 

(1) auth：存放使用者申請時填寫的資料，包

括使用者的詳細資料。 

 

(2) big：存放使用者的基本資料，表格結構

為：big{學號(stunum), 真實姓名(realname), 

身份證字號 (id), 生日 (birth), 永久電話

(home_tel), 永久地址 (home_addr), 宿舍

電話(dorm_num), 聯絡電話(contact_tel)、

手機號碼(mobile_tel)}。 

 

(3) query：存放與使用者相關的資料，表格結

構為： query{學號 (stunum), 帳號名稱

(username), 加密過後的密碼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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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寄信箱(forward), 過濾層級(filter)}，例

如 A 生在 query 裡的資料為(8822040, 

gslin.am88, encrypted passwd, , )。 

 

2.2 SMTP Proxy 
 

SMTP Proxy在 d2-mx上執行，使用 Postfix作

為 SMTP Proxy；選擇 Postfix是因為其虛擬主機的

VirtualHost功能強大，而且設定簡單。 

 

在後端的儲存區中，我們將同一年級的郵件存

放在同一台儲存伺服器上，而分送郵件的工作是由

SMTP Proxy 以 Regular Expression 方式設定於

virtual-system檔案中；virtual-system設定檔如圖 3。 

 

 

圖 3. virtual-system設定檔內容 

 

處理使用者的轉寄也是使用 virtual 功能來達

成；使用者所設定的轉寄信箱記錄在資料庫中，因

此我們必須定時到資料庫中將設有轉寄信箱的使

用者資料寫到 virtual-d2檔案，如圖 4： 

 

 
圖 4. virtual-d2設定檔內容 

 

2.3 POP3 Proxy 

 

POP3 Proxy 在 pop3 上執行，我們選擇使用

perdition這套軟體做 POP3 Proxy。由於我們將不同

年級的郵件儲存於不同的Mail Storage，所以能夠輕

易地使用 Regular Expression由 username決定後端

的Mail Storage；設定檔為 popmap.re，如圖 5。 

 

 

圖 5. popmap.re設定檔內容 

 

2.4 Mail Storage 
 

Mail Storage執行 Postfix以接收信件，並且執

行 tpop3d 讓前端 pop3 伺服器取得儲存區中的信

件；寫入檔案系統的工作由 Postfix 以 aliases 方式

運作，設定方式如圖 6。 

 

 

圖 6. aliases設定檔內容 

 

Postfix要求 aliases所指到的檔案必須存在，以

圖 6中第三行為例，若/var/mail/a1011.cm89這個檔

案不存在，則 Postfix 收到 a1011.cm89 的信件時會

拒絕寫入；因此必須定時檢查資料庫，找出新的帳

號，並建立不存在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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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3 則是執行 tpop3d，由於本系統將使用者

密碼儲存於資料庫中，為了讓使用者修改密碼後就

能夠使用新密碼登入，因此採用即時存取的方式，

而不使用定時到資料庫檢查的方法；相關設定檔為

tpop3d.conf，如圖 7。 

 

 
圖 7. tpop3d.conf設定檔內容 

 

3. 郵件過濾 
 

SMTP過濾郵件的方法主要有三種：(1)針對建

立連線的來源 IP過濾，(2)針對 HELO/EHLO過濾，

(3)針對MAIL FROM過濾，大致說明如下； 

 

(1) 針對建立連線的來源 IP過濾 

這種過濾方式是在信件進入時，針對建立連線

的來源 IP做過濾；由於連線來源無法輕易被假造，

因 此 這 是 很 有 效 的 過 濾 機 制 。 其 中 又以

DNSBL(DNS Blacklist)[10]為最方便且有效率的機

制。 

 

DNSBL透過 DNS(Domain Name System)作為

查詢的工具。例如 140.113.27.124 嘗試寄一封郵件

到啟動 DNSBL 機制的郵件伺服器，則當

140.113.27.124嘗試建立連線時，這台郵件伺服器會

查詢 124.27.113.140.relays.ordb.org的Domain Name

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則表示 140.113.27.124 在黑

名單裡，於是拒收這個連線送來的所有信件。 

 

若同一個 IP不斷地嘗試連線寄送廣告信，由於

DNSBL 使用 DNS 為查詢的工具，而 DNS 具有快

取的特性，因此並不會造成提供名單的伺服器過重

的負擔。 

 

另外，對於 IP沒有反解或是正反解不一致的郵

件伺服器，也可以認定是有問題的郵件主機，而拒

收其所送出的郵件。 

 

(2) 對 HELO/EHLO做過濾 

運作正常的郵件伺服器所送出的郵件中，其

HELO/EHLO 後所接的都是自己機器的名稱，而許

多散發廣告信的軟體會變更應有的正確資料，因此

我們可以藉由檢查主機名稱以作為過濾廣告信的

方法。 

 

(3) 對MAIL FROM做過濾 

許多廣告信的MAIL FROM主機並不存在，因

此也可以藉由檢查這項資料以作為防制的方法。而

這個方法在 Sendmail 8.9[11]以上(含)的版本已經內

建，因此我們也建議設為預設選項。 

 

Postfix對這三種防制方法都提供了相當完整的

功能，細節在 Postfix的 UCE Controls網頁[12]有很

詳細的說明。 

 

本系統的過濾分為 4個不同層級，而使用者的

過濾層級儲存於資料庫中，為了降低資料庫的負

擔，我們定時至資料庫將 filter=0(不做過濾 )、

filter=1、filter=2、filter=3的使用者搜尋出來後寫到

檔案中；配合 main.cf 的設定（如圖 8），即可達到

個人化設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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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main.cf設定檔裡的內容 

 

在圖 8的 main.cf中，使用 filter=1等級的使用

者會拒收 MAIL FROM 主機不存在的信件；使用

filter=2 等級的使用者除了拒收 filter=1 的郵件，還

會拒收來自 IP在 DNSBL黑名單內的郵件，本例的

黑 名 單 網 域 設 定 了 bl.spamcop.net 、

relay.osirusoft.com、list.dsbl.org、relays.ordb.org；而

使用 filter=3 等級的使用者除了拒收符合 filter=1,2

的信件之外，還會拒收來自沒有反解、或正反解不

一致之郵件伺服器的信件。 

 

4.系統擴充 
 

在保留畢業生郵件信箱的前提下，使用者會不

斷增加，電子郵件的數量也會逐漸成長，因此增加

伺服器以分攤系統負擔是免不了的，而系統不可能

於建立之初即使用過多的伺服器以等待每年所增

加的使用者。對本系統而言，我們只需在 SMTP 

Proxy、POP3 Proxy或Mail Storage負載過重時，適

時地增加需要的伺服器即可，如此即能輕易地解決

系統擴充的問題。 

 

5. 效能評估 
 

電子郵件系統的效能表現所著重的不是平均

量，而是瞬間踴入的尖峰量；換句話說，電子郵件

系統的效率並不是看一天能處理多少信件，而是當

大量信件在瞬間進入系統時，系統是否能穩定地處

理。 

 

交通大學的 D2 郵件系統目前共有 11557 個帳

號，每天處理的信件約八萬到十萬封，瞬間最大量

曾經達到每分鐘 1300封，如圖 9[13]。對於如此大

量的信件，D2郵件系統都能輕易地處理。 

 

 
圖 9. d2-mx的統計數據 

 

6. 總結 
 

建構穩定且高效率的電子郵件系統並不是容

易的事，同時在面對大量廣告信件、垃圾郵件的網

路環境時，如何兼顧系統效能及過濾的功能，對系

統管理者而言更是一大挑戰。本篇文章交通大學針

對這些問題將經驗提供給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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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 

現有的 VoIP (Voice over IP)技術或傳統的電

話技術在結合上最大的鴻溝即在於 Internet/PSTN 

(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 雙向互通，要

一般人使用 VoIP 的技術，其現實面還是有困難

的。除了成本因素外即是使用者能否接受習慣的

改變，相信這對平常很少接觸到網路的人尚具相

當大的障礙。而 Enum ( E.164 Number, tElephone 

NUmber Mapping) 確可避免這種種的問題，更可

提供更多的加值服務。這樣的技術標準在二年前

便巳由 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及

ITU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制

定。在標準確立下技術方能推廣，但在兩年多來

不能實現於大眾的原因乃在於許多政策問題有待

努力解決。 

關鍵字：VoIP、PSTN、E.164 Number、IETF、

ITU 

2. 簡介 

Enum 制定了標準後，在美國巳有許多廠商

競相投入研究，如 .com 的註冊機構 Verisign、北

美號碼可攜性 (Number Portability)的管理公司 

Neustar，及專注做 Enum 的 netnumber，其背後

皆給合了大型的電話公司以為服務的奧援，雖然

目前服務服務尚未正式推出，但可靠性的實驗巳

證明其理論及技術是完全可行的[1]。 

雖然政策面仍然有著許多問題，但國際上許

多先進國家皆巳著手於研究開發此一領域，並且

以透過 RIPE-NCC/ITU[2] 取得了國碼的授權。國

碼的授權如同 DNS 的分層授權原理一般，在這

個機制之下，如此分能互通有無。台灣於今年初

亦巳提出申請，但遭到了 ITU的駁回，理由有二：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政治問題、台灣使用的國

碼 886不在 ITU 的國碼分配表中[3]。雖然台灣的

申請遭到的駁回，但我們的實驗還是仍能繼續下

去，只是將原來的 6.8.8.e164.arpa.暫時的換成以 

6.8.8.164.tw. 來代替。待有朝一日取得了國碼的同

意權後，系統可即刻進行轉移。 

 

3.說明 

3.1 標準 
Enum的技術透過 DNS提供了電話號碼和網

路位址的轉換機制，而其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我

們可以從下列的 DNS 轄區檔案 ( Zone File) 內

的資源記錄 (Resource Record) 的例子中來看： 

表 1  Enum List of +886255791000 

HOSTNAME TYPE ODR PREF FLAG SRV !RE!URI .

0.0.0.1.9.7.5.5.2.6.8.8 NAPTR 1 10 "U" "SIP+E2U" "!^.*$!sip:aaa@211.72.211.1!" .

0.0.0.1.9.7.5.5.2.6.8.8 NAPTR 2 10 "U" "SIP+E2U" "!^.*$!sip:bbb@211.72.211.2!" .

0.0.0.1.9.7.5.5.2.6.8.8 NAPTR 3 10 "U" "SIP+E2U" "!^.*$!sip:abel@210.201.138.58!" .

0.0.0.1.9.7.5.5.2.6.8.8 NAPTR 5 10 "U" "MAIL+E2U" "!^.*$!mailto:abel@twnic.net.tw!" .

0.0.0.1.9.7.5.5.2.6.8.8 NAPTR 6 10 "U" "TEL+E2U" "!^.*$!tel:55791001!" .

相關欄位意義說明如下： 

HOSTNAME: 機器名稱，此處作用為 Enum，

要將電話號碼轉成機器名稱需將

電話號碼反轉並在每個數字間加

上 “.” ，每個 “.” 即為一層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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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 (Sub-Domain)，最後再加上 

TLD ( Top Level Domain)，本因加

上 e164.arpa. 但如前述狀況故以 

e164.tw. 暫行。將電話號碼反轉

的原因在於 DNS 是由後往前搜

尋之特性(後序)所致。 

TYPE: 一般我們會用 A 來表示位址 

(Address) ，用 PTR (Pointer) 來

表示反解，NS 來表示名稱伺服器 

(NameServer)，在 Enum中則使用 

NAPTR [4][5] ( Naming Authority 

Pointer ) 來代表這是一個 Enum 

的資源記錄，每個不同的 TYPE

之後則是各自有著不同的格式。 

FLAG : 旗標，為一字元，需加引號，旗

標有不同的類型，本處使用 “u” 

表示 URI 之意。 

SERVICE 服務類型，用以辨識 URI 的服務

類型，但前這個格式在 IETF 將

會有稍許修正(RFC 2916BIS)，短

期間尚無法定案，故我們仍採用

原來 RFC2916 的表示法。 

RE 全名為 Regular Express，正規表

示法，用以做一此條件的判斷，

在符合 RE的條件下方能接取 

URI 的服務，即類似過濾之功能。 

URI 全名為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s [6]，用於網路資源之定

址，其中也包含了電話號碼的定

址。 

．  原意為 Replacement，在 RFC 

2915 中定義了其功能，但在 

Enum 的領域則其固定為 “.”，代

表任何值，此處並無意義。 

 

 以上所有的欄位說明即 DNS NAPTR 之資

源記錄格式，每一個欄位皆有其意義，固在實做

其系統時必需注意每一個欄位可能帶來的影響。 

3.2 解析 

 一般我們在查詢 hostname 時，皆會使用到 

Resolver 函式中的 gethostbyname，但其實其僅能

查詢 hostname 的 IP 位址，並回傳一特定的結構

(struct)，很顯然的這個結構並不能為 NAPTR 所

使用，故我們需要另一個程式來處理 NAPTR 的

資源記錄: 

 

 

 

 

 

 

 

 

 

 

 

 

 

 

 

 

 
 
 
 
 
 

圖 1 Enum Query Function Flow Chart 

開始 

將電話號碼

反轉成. 
x.x.x.164.tw 

查詢 DNS , 
CLASS=IN 
TYPE=NAPTR 
DNAME=x.x.xe164.tw 

查無結果 
回傳NULL 
結束 

將整個  DNS NAPTR 之
Pakcet 解析，檢查 
header-rcode 是否正確，
parser ANSWER 
section，計算資料筆數，
去除 RE 不符合之記錄 

有
結
果 

根據 
order/preferenc
e 特性排序 
 

檢查排序結果中 
是否有記錄 
Service為 TEL+E2U 
者 ? 
 

否
，
則
取
出 U

R
I 

中
的TEL:

中
的
電
話
號
碼
再
查
詢
一
次
， 

檢查遞迴次 
數是否過多 
 

查無結果 

是 

否 

回傳所有的 URIs 
並結束函式 



 3

雛形 
有了解析函式之後我們即可應用其相關技術

於現有的 PSTN/VoIP 及環境，H323 [7]技術相關

領域現巳相當成熟，故我們僅以目前新興而被看

好之 SIP (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 [8][9]技術結

合 PSTN為主。相同之原理亦可套用至 H323 之

環境。 

 

圖 2 PSTN to SIP (IP) 

 

圖 3 SIP(IP) to PSTN  

 上二圖為經實驗是可行的，PSTN與 SIP互

通的架構目前 TWNIC 巳可實作，對我們而言較

困難的 SS7 signaling 的控制在工研院電通所的

支援下亦巳完成。本系統內原亦包含了 MGCP 

(Media Gateway Control Protocol)但會使此圖更形

複雜，故省略。其中我們將 SIP 的指令(Command) 

再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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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PSTN to SIP Call Flow and Command 

 
圖  5 SIP to PSTN Call Flow and Command 

 由上二圖我們可知藉由 SIP 的服務確實能

將 Enum 的功能完全實現，類似的實驗我們亦於 

H323 上做過亦可達到同樣的效果，更甚者使 

H323/SIP 間皆可以互通(以 GKTMP、MGCP、

MEGACO等技術來實現)。在我們推展這個實驗同

時，亦對整個電信產業的技術有了更進一步的了

解與認識。 

 SIP 巳是一個日漸成熟的技術，而國內亦有

一些公司行號投入研發行列，其中則以工研院電

通所及資策會網通實驗室進展最快，其研究 SIP 

的同時，亦將 Enum 的功能融合到 SIP 的自身伺

服器端，並充份的應用其技術。 

 

3.4 註冊問題 
 於國際上咸認註冊政策是 Enum 的最大問

題點，其重點在於確認電話號碼與人的關係。註

策的模式則依然採用現行 Registry/Registrar 之關

係，Registry 負責 DNS 國碼 (Country Code) 的

運行及政策制定，Registrar 則責則受理使用者的

註冊登錄。目前國際上雖巳開於國碼的申請，但

申請的國家卻少之又少，主要為資格及資料不

符，非政府授權等。而即使 Registry 的問題克服，

Registrar 的問題依舊複雜，其重點則在於如何確

認電話號碼與人的關係，一個電信號碼可能發生

的行為（移機，昇碼，區碼改變，停話等諸多行

為）[10] 對 Enum 註冊的影響等。在台灣，這些

資料皆由電信公司自己保有，並無一集中型式之

資料庫以供查詢、認證。缺乏這樣的資料庫除了

影響目前電信自由化的 LNP (Local Number 

Portability)政策外，對將來的 Enum 亦可能會造成

大者恆大之局面。 

 雖然註冊政策目前尚未形成共識，但在 ITU

及 IETF的會議中目前正是進入廣泛討論的階段，

並且有許多個國家或區域成立論壇討論此一事

宜。最著名的莫國於美國的 Enum論壇

(www.enum-forum.org )。 

 儘管政策面有著許多未定論，但技術面卻是

一直在前進，Enum 的註冊技術在 IETF的充份討

論下目前巳近完成的階段(last call)，其原理及方法

即類似現行網域名稱 Registry/Registrar的註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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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網域名稱它稱為 RRP (Registry Registrar 

Protocol)[11]，在 Enum則稱為 EPP (Extensible 

Provisioning Protocol)[12]。 

 

4 結論 
 Enum 不論在國內或國外經實驗皆證明是可

行的，現在唯一欠缺的是統一的註冊政策及其相

關標準，在等待這些標準出來之前，我們無不投

以莫大的關注。EPP 是可行的，且亦能相容於 

TWNIC 現有的註冊環境中，TWNIC 目前亦開始

著眼於此一協定之研究中。 

 Enum 欲廣及一般的使用者或許仍需一段時

間，但在目前電信總局所推行的 LNP 架構下，使

用 Call Forword 的號碼可攜性即巳可套用 Enum 

功能，雖尚不知國內 LNP實際統計數量及其現行

方式，但考慮與末來的 Enum 相通，實不失為一

種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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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提出了一套在多個電子佈

告欄系統(BBS)或是任何網路系統之間，分享使用
者名單的一種方法。我們利用網路在伺服器間傳送

各站的使用者名單，並讓不同站的使用者之間能夠

做到基本的溝通。藉此，我們可以將原本在獨立伺

服器上的使用者，分散至多台伺服器上，以減輕伺

服器之負擔﹔對於使用者，在不同伺服器上所看見

的名單皆相同﹔且我們也可動態地將一部新的伺

服器載入系統中，或是將之由系統中卸載。 

關鍵詞：使用者名單、分散式系統、ICQ、BBS  

1. 簡介 

在 TANet 中，BBS 為一種常常被使用的網路
服務，它的使用者列表機制在網路服務中算是比較

完整的，但 BBS 的使用者人數常常會被系統資源
不足或是其他因素所限制住。各 BBS 站之間的聯
繫目前也只有將 BBS 的文章利用 News 的方式在
各個 BBS 之間轉信，對於各站間的使用者卻都是
獨立的，本系統便的目的即實作在不同的 BBS 站
之間使用者名單的分享與應用。 

2. 相關研究工作 
我們的使用者名單分享系統，主要參考了幾個

現有的網路系統，分為兩方面：使用者名單與分散

式系統。 

2.1. 使用者名單 

現在網路上擁有使用者名單的系統有許多

種，我們參考了 ICQ及 BBS這兩種系統。 

2.1.1. ICQ 

ICQ的原意是”I seek you”，它是現在網路上運
用廣泛的一種溝通工具。跟傳統電子郵件不同的是

ICQ為即時性的網路傳輸，且擁有相當良好的使用
者介面。它提供了傳訊息的能力，包括了一對一或

者是多使用者的聊天室、使用者間的檔案傳輸、傳

送網址、玩遊戲還有一些附加功能。 

ICQ 協定[3][4][5]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討論 – 
客戶端與伺服器端、客戶端與客戶端。 

2.1.1.1. 客戶端與伺服器端 

當一個 ICQ 使用者連接到網路上時，ICQ 客
戶端程式會先藉由傳送 UDP封包到 ICQ伺服器的
埠號(Port) 4000以嘗試連接到 ICQ-Server。在登入
的時候，客戶端會先傳送一些資訊到伺服器，這些

資訊包括了客戶端所保留的埠號、使用者的密碼還

有使用者的好友名單。當連線建立了以後，客戶端

就可以回報他的狀態還有得到好友名單上使用者

的狀態。 

2.1.1.2. 客戶端跟客戶端 

對於傳送訊息、傳送網址、檔案傳輸還有聊天

等等功能，都會建立一個客戶端與客戶端之間的

TCP 連線。而有關客戶端的位址跟埠號 都是存在
伺服器上。 

2.1.2. BBS(電子佈告欄) 

電子佈告欄在台灣流行多年，擁有眾多使用

者，也有許多版本。它藉由 Telnet協定來建立一個
虛擬終端機，客戶端可以透過此虛擬終端機登入電

子佈告欄系統，且使用者的一切動作都會顯示在終

端機上。 

在此，僅就其中一種 WindDust 版本來作討
論。在電子佈告欄中，每位使用者登入後都由一支

程序 (Process)來處理，也都有其相對應的 Process 
ID，而使用者的資料也都會即時地存在系統中的共
享記憶體，其中包括了 Process ID、真實姓名、ID、
密碼等等的資訊，電子佈告欄系統根據這些資料來

對每個使用者發出訊號，以達到即時訊息傳遞的效

果。而使用者名單就是根據共享記憶體中貯存的內

容來顯示在使用者的虛擬終端機上。電子佈告欄上

的聊天分為兩種— 一對一跟多人聊天室，一對一聊
天時，雙方會藉由 Socket 來進行溝通，而多人聊
天室則是由一支程式 chatd所管理，當使用者進入
一個聊天室時，其實是登入 chatd，chatd有自己所
屬的埠號，所有想要進入聊天室的使用者都可以藉

由連接到 chatd 來進行登入跟聊天的動作，由於
chatd 的這個特性，所以電子佈告欄系統原本就支



援跨站的聊天系統，只要使用者在進入聊天室時，

指定不同的 chatd即可。 

2.2. 分散式系統 

分散式系統係指在網路上的多個電腦系統，藉

由共享資源及彼此協調，完成預先設定的工作，而

透通性(Transparency)是分散式系統所欲追求的理
想目標[1][2]。在本論文中，我們利用分散式系統
的概念達到在不同的電腦間，分享使用者名單的目

的﹔要達到此一目的，有以下二種實作方法： 

2.2.1. Centralized System ─ Leader Election 

第一種實作方法為集中式系統，所有的使用者

名單跟站台列表都由一台中央伺服器集中管理，其

他伺服器都要跟中央伺服器做更新使用者名單的

工作，而如果有新加入的伺服器，也需要向中央伺

服器登記加入。 

此種方法的優點為架構簡單、更新速度快、同

步問題容易處理。因為其他的伺服器都只要跟中央

伺服器做更新就可以，所以架構會相對地簡單，而

當伺服器甲的使用者名單更新後，也只要傳遞兩次

名單就可以傳給伺服器乙〈伺服器甲→中央伺服器

→伺服器乙〉，而且因為所有的名單都是由中央伺

服器管理，使用者名單的同步問題也就只要在中央

伺服器上處理就可以了，每台伺服器在同一時間內

跟中央伺服器拿到的都會是同一份使用者名單。 

但集中式系統最主要的缺點就是當中央伺服

器發生錯誤導致無法正常工作時，其他伺服器也就

都無法透過中央伺服器分享使用者名單了。解決的

方式便是加入 Leader Election 的機制[2]─當有伺
服器偵測到中央伺服器無法工作時，便要發出

ELECT 的訊息，然後整個群組內的伺服器要做一
次選舉，來選出新的中央伺服器，如此便能夠在原

本的中央伺服器無法工作時，其他伺服器依然正常

工作。 

2.2.2. Non-Centralized System 

 第二種為非集中式系統，系統中沒有一台統
一的中央伺服器，每個伺服器不只跟一台伺服器做

資料更新的動作，而是跟多台伺服器做更新的動

作，藉由跟特定數量的伺服器更新資料，來得到全

部群組的使用者名單跟站台列表。如此便完全沒有

集中式系統的缺點，且整個群組的構成也較自由，

任何一個伺服器無法工作時，也都可以自動偵測到

而把它從群組中移除，但非集中式系統也有以下的

缺點： 

 第一是資料更新的路徑可能會過長，因為伺
服器並不是直接跟群組內的所有站台做更新的動

作，而是透過只跟其中幾台做更新資料來達到資料

同步，如此，便有可能當整個群組過大時，出現兩

個伺服器之間的資料更新路徑過長，甚至是沒有路

徑。解決方式為限制群組數目，和藉由調整每個伺

服器所需更新的站台數目來避免。 

 第二是安全性的問題，因為非中央集中式系
統的構成較容易，相對的安全性也較差，如何對網

路上的每一個伺服器做認證，以避免有心人藉由一

台伺服器來破壞整個系統上的資料為目前的一個

重要課題。 

3. 使用者名單分享 

本節中敘述使用者名單分享系統的整體架

構，並闡述如何透過分散式系統的概念，讓各獨立

站台的使用者名單得以分享，進而使各站的使用者

能夠互相溝通、討論。 

3.1. 整體架構 

BBS 站台間的溝通係透過傳遞封包達成。在
封包標頭檔方面，除了必備的 COMMAND欄位，
以分辨要求的功能之外，為了能夠確實分辨不同的

站台來源，而一台機器同時又能提供不只一個

Server，所以需要用到 IP以及 PORT兩筆資料。
另外，利用 SESSION_ ID和 SEQ_NUM的機制來
確保封包來源的正確性，防止有人惡意傳遞假封

包。最後再加上 CHECKCODE來確保封包的正確
性。有關封包標頭檔的詳細格式請參見 Table 1，
指令內容請參見 Table 2。 

Table 1 封包標頭檔詳細格式 
長度 命名 註解 
2位元組 VERSION 協定版本 
4位元組 IP 封包來源的位址 
2位元組 PORT 封包來源的埠號 
4位元組 SESSION_ID 封包來源站台的 Session 

ID，亂數產生 
2位元組 COMMAND 來源站台的命令要求 
2位元組 SEQ_NUM 封包的序列碼，亂數產生 
4位元組 CHECKCODE 封包的檢查碼 
變長欄 PARAMETERS 封包的其他參數 

Table 2指令內容 
客戶端專用指令 內容 
CMD_ACK 封包內容正確 
CMD_ERR 封包內容有誤 
CMD_JOIN 加入群組中的某一個

站台 
CMD_LOGIN 給 Java程式登入用 
CMD_MACHINE_LIST_STAMP 跟伺服端要求站台列

表的時間戳記 
CMD_MACHINE_LIST 跟伺服端要求站台列

表 
CMD_USER_LIST 要求特定站台的使用

者名單 
CMD_USER_INFO 要求使用者的資訊 
CMD_MESSAGE 傳訊息到另一個站台

上的使用者 
CMD_MULTI_LINES_MESSAGE 傳多行訊息到另一個

站台上的使用者 



CMD_TALK 要求進入聊天 
CMD_LEAVE 要求離開 
CMD_ELECT 向其他站台要求選舉

中央伺服器 
CMD_LEADER 通知其他站台已找到

新的中央伺服器 
客戶端專用指令 內容 
SRV_ACK 封包內容正確 
SRV_ERR 封包內容有誤 
SRV_MACHINE_LIST_STAMP 回傳站台列表的時間

戳記 
SRV_MACHINE_LIST 將站台列表更新給要

求的站台 
SRV_USER_LIST 傳回特定站台的使用

者名單 
SRV_USER_INFO 回傳使用者的資訊 
SRV_TALK 要求進入聊天 

3.2. 使用者列表 

對一 BBS 站台而言，要與其他站台分享使用
者名單，即是將其本身的使用者列表，送給其他站

台；同樣的，自己也會分別從其他站台收到使用者

列表。 

3.2.1. 格式 

各站需要的使用者資料主要有 ID、
UserName、NickName、State 和 Idle，分別記錄
著各使用者在該站台的識別碼、使用者名稱、暱

稱、狀態以及發呆時間。詳細的內容參照 Table 3。 

Table 3 各 BBS站需要使用的使用者資料 
欄位名稱 長度 註解 
ID  2位元組 該使用者在各站台中的識別碼 
USERNAME 16位元組 該使用者的使用者名稱 
NICKNAME 24位元組 該使用者的暱稱 
STATE  1位元組 該使用者目前的狀態 
STATEDES 16位元組 該使用者目前狀態的說明 
IDLE  4位元組 該使用者的發呆時間 

3.3. 站台列表 

 為了紀錄所在群組中現有的站台，供新加入
的站台能夠直接抓取，並向各個站台作各種的要

求，所以需要一份站台列表。 

3.3.1. 格式 

各站需要的使用者資料，必要的有 IP、
PORT、NAME，分別記錄各站台的位址、埠號以
及站台名稱。詳細的內容參照 Table 4： 

Table 4 各站需要的使用者資料 
欄位名稱 長度 註解 
IP  4位元組 該站台的位址 
PORT  2位元組 該站台的埠號 
NAME 20位元組 該站台的名稱 

3.4. 功能 

當各 BBS 站台間能夠分享使用者名單之後，
我們另外提供了以下讓各站台使用者間互動的功

能：訊息傳遞、聊天室、以及外掛程式。 

3.4.1. 訊息傳遞 

在電子佈告欄的世界中，兩個使用者戶傳訊息

幾乎是最常用到的功能，兩個使用者之間可以利用

這個功能，一邊聊天，一邊繼續做其他事。這裡先

對電子佈告欄中的傳訊息加以介紹，接著再針對分

散式使用者分享這個系統提出實作的方法。 

電子佈告欄系統中，有一塊所有程序和所有使

用者都可以存取的共享記憶體，在這塊共享記憶體

中宣告了一個陣列，每個使用者都在這個陣列中佔

一個位置，當甲要傳訊息給乙時，甲就會把訊息內

容丟到乙在陣列中的位置，並傳送一個 Signal 給
乙，乙收到此 Signal後就會去共享記憶體中尋找自
己所接收的訊息。 

 在分散式使用者分享系統中，因為使用者不
一定來自相同的電子佈告欄站台，所以不能直接使

用共享記憶體的方法，必須另外增加一些機制使這

個功能可以正常運作：我們的做法是設計一種傳送

訊息的封包格式，而每個站台都會有 Listener接收
這些封包；若甲乙不屬於同一個站台的使用者，就

使用這種封包將訊息送到乙所在的電子佈告欄站

台，經過 Listener處理後將訊息送到乙的共享記憶
體位址，且發送一個 Signal告知乙接收訊息。 

3.4.2. 聊天室 

電子佈告欄中的聊天室機制分為雙人模式和

多人模式二種，因為多人模式的部分已經可以跨站

台聊天了，所以在此只考慮雙人模式，首先討論電

子佈告欄的運作方式，接著再討論分散式使用者分

享系統的實作方式。 

 電子佈告欄中的甲乙兩方要開啟聊天室時，
會在甲乙這兩個使用者所屬的程序間開啟一個

Socket做為溝通的橋樑，將彼此聊天的內容透過這
個 Socket傳送。 

而在分散式使用者分享系統中，若甲乙使用者

屬於不同的站台，甲就需要先 Bind 住一個尚未使
用的序列埠 (Port)，向乙發出要求聊天的 Signal，
若乙也同意聊天，雙方會建立一個 Socket，透過這
個 Socket聊天。 

3.4.3. 外掛程式 

現今的電子佈告欄除了基本的聊天傳訊息功

能之外，還發展出許多有趣的小程式供使用者利

用，例如撲克牌遊戲，線上英漢字典查詢… 等，其
中有些小遊戲是設計給兩(多)個使用者共同參與
的。為了讓這些小程式也能跨站台使用，我們在封

包標頭檔中的 COMMAND欄位，設計了一個可讓
各個站台自訂格式的指令，當收到這種封包時，將

會以自己定義的格式來處理封包，所以，當兩個站



台有共同的協定時，就可以發展某些跨站台的小程

式，這就是所謂的外掛程式。 

4. 系統實作 
我們根據前述所提到的各種理論與架構，實作

於電子佈告欄系統上，並完成了一個以 Java 實作
的應用程式。實作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將之應用到電

子佈告欄系統中，而達到多站共享的功能。 

4.1. BBS 
我們選擇以 GNU/Debian為選定的作業系統，

BBS 方面則使用目前交通大學資科系學會會
站—Mouse BBS 作為測試環境，該 BBS是以網路
上流通的WindDust BBS為基礎所改版，主要以加
速看板讀取速度為主，並加上與資料庫連結的功

能，所有站上的文章，皆已轉存至MySQL資料庫
中。 

實作系統中幾個主要的部分就是 userlist 函式
庫以及 bbss、bbsc 這兩支程式。userlist 函式庫為
bbss、bbsc所使用的基本函式庫，包含了封包的建
構、收發以及分析，還有資料型態的基本定義，透

過這個函式庫，程式設計師可以輕易地設計所需要

的 bbss、bbsc。 

bbss 與 bbsc 這兩支程式扮演了站與站之間，
互相溝通、分享的伺服端與客戶端。目前我們先是

以中央式的架構來實作，示意圖如 Figure 1，Leader 
Election的機制亦已實作完成。 

由 Figure 1可知，主要的要求都是由 bbsc來
提出，bbss 只是被動的回應要求，且每個 bbsc 都
只針對一個 bbss提出要求。 

 
Figure 1 以中央式架構實作分散式使用者名單分

享系統 
當一站台透過 bbsc向中央伺服器的 bbss要求加入
該群組之後，中央伺服器會將該站台加入站台列表

中，更新站台列表的時間戳記，並產生一支新的

bbsc 與該站台聯繫。而在中央伺服器的 bbsc 中，
每隔一段時間會向相對應站台的 bbss 提出索取使
用者名單的要求；而在其他站台的 bbsc 中，則是
每隔一段時間，先向中央的 bbss 要求其站台列表

的時間戳記，判斷是否須更新群組中的站台列表

後，再依照最新的列表內容逐一地向中央要求更新

其他站台的使用者名單。 

在資料方面，站與站之間流通的，即是群組中

的站台列表，以及各站的使用者名單。這兩種資

料，是存在資料庫系統中，由資料庫來處理所有的

同步與資料貯存的動作，bbss、bbsc 和 BBS 之間
也都是透過資料庫來交換資料。 

在功能方面，主要是有關顯示、傳訊息、與聊

天三大方面，皆透過於 BBS中使用 userlist函式庫
來達到相關的功能。Figure 2所示為在群組中某一
BBS 站台上顯示使用者名單的狀況，其中站台一
欄列出了各使用者所屬的站台，亦即可在任一站台

的使用者名單中看到其他站的使用者。 

 
Figure 2 群組內所有 BBS站台的使用者名單 

在傳送訊息方面，若傳送訊息的雙(或多)方均
位於同一站台時，係使用 BBS 的原始方式﹔若有
一方並非本站使用者時，則透過呼叫 userlist 函式
庫來將訊息傳到另一個站台的 bbss，而當 bbss 收
到其他站的訊息時，會依循 BBS 的傳訊息模式將
訊息傳給使用者。 

在聊天方面，原本的 BBS 聊天會開一個本地
端的 Socket 來連接兩個使用者所代表的 BBS 程
序，而我們的系統會將本地端所開 Socket 之埠號
告訴遠端的使用者，然後再由 BBS 來處理有關聊
天的動作，如 Figure 3。 

 



Figure 3傳送訊息與聊天示意圖 

4.2. Java應用程式 

我們的 Java 應用程式為一支可以做到類似
ICQ 功能的應用程式，用以提供使用者在不登入
BBS 的狀況下，與其它使用者溝通，它可視為一
個在 BBS 中有登入但沒有辦法瀏覽看板的使用
者。與 BBS中的 bbsc不同的是，此 Java應用程式
一開始是使用類似登入的方式來加入使用者列

表，它需要使用者的名稱與密碼，架構圖如 Figure 
4： 

 
Figure 4與BBS分享使用者名單並與其他使用者溝

通的 Java應用程式 

5. 結論與未來發展方向 

利用 userlist 函式庫已達到分享使用者名單及
基本溝通功能，但綜觀其他類似之應用程式，如

ICQ 等，我們還可擴充一些特殊功能，如好友名
單、拒絕往來戶、外掛程式… 等等。再者，就目前
的實作架構而言，仍偏向集中式系統，未來將予以

改善，使成為一非集中式系統。Figure 5非集中式
系統示意圖，原本集中式系統的 bbss 皆可當作中
央伺服器，而非集中式系統則可能有多台甚至每一

台都是中央伺服器，非集中式系統的設計非常有彈

性，可根據系統管理者的需求而有所變化，如設計

成像是代理伺服器類似的階層性架構，也能夠因應

各種形式而發展出不同的架構。 

 

 

Figure 5非集中式架構之分散式使用者分享名單系
統 

在網路安全部分，我們考慮用 Public Key 系
統，直接將封包加密，並於站台間做認證，顗達到

更完善的系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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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來由於網路技術與電腦科技的發展，電腦系

統的環境逐漸地由單機單工的系統架構朝向多機

多工的分散式系統架構發展；藉由分散式系統的架

構，能夠整合多方資源，甚至改變人們的生活習

性。分散式的系統雖帶來了許多的好處，但仍伴隨

著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其中以同步各分散點的工作

為最主要的課題。端點同步問題的產生，主要是因

為各端點間的訊息傳送延遲不同，而造成網路非同

步現象。為了克服上述因網路非同步的現象，許多

相關的多端點（群體）通訊同步協定被提出 
[3][4][5][6][14]；其中，最著名的是因果次序協定
（causal order protocol  [2][7]）。之後所提Δ—

causal order protocol [10]同時考慮因果次序及即時

性，符合新一代網際網路應用服務的需求，但之前

的研究並未分析即時性與因果次序效能上的平衡

（trade-off），本文實作Δ—causal order protocol，並

在台灣學術網路上測試。實驗中我們發現Δ值的取

捨必須在分散式即時應用對端點的最低處理訊息

的通透率（Throughput）要求下力求盡可能的小。

另一方面，我們也指出當Δ大時，適當的可靠傳輸

機制將可以減輕某些端點的同步負擔。我們的成果

可供設計群組軟體效能上的參考。 

Abstract 
The revolutions of networking and computing 

technology motivate the deployment of widely 
distributed system that integrates resources and make 
people convenient. People take advantage of 
distributed system but there still have many technical 
issues to be addressed such as synchronization or 
coordination of the distributed processes. The 
distributed processes suffer from asynchronous 
phenomenon because of the delay variance of 
messages through the heterogeneous networks. This 
situation becomes worse when the end-to-end delays 
of links in the distributed system are asynchronous 
due to different bandwidth, different routing or 
switching technology, physical location of stations, 
etc.. To overcome the above problem, many 
coordination protocols for group-ware applications are 
proposed. In these protocols, delta-causal order 
protocol considers both requirements of causal order, 
guarantees cause and effect between messages, and 

real-time, guarantees messages are significant for the 
receiver. Nevertheless, previous research does not 
study the performance trade-off between real-time and 
causal order. In this paper, we implement the protocol 
and analyze its performance on Internet. From our 
experiments, we find that the 　 value must be as 
possible as small, subject to the lowest throughput 
requirement of the distributed real-time system. If the 
value is large, we find that retransmission may help 
some sites to decrease the overhead of synchronization. 
We believe our research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roup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and can provide some helpful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er. 

Keywords: Causal Order, Synchronization, Group 
communication, network delay, TANET. 

1. 背景 

近來由於網路技術與電腦科技的發展，電腦系

統的環境逐漸地由單機單工的系統架構朝向多機

多工的分散式系統架構發展；分散式系統架構能夠

整合多方資源，甚至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性，其相關

的應用，如視訊會議、遠距教學、線上遊戲、線上

交易等等也正日漸盛行；然而，分散式系統仍存在

著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其中以同步各分散端點的工

作為最主要的課題。本文將針對分散式系統之各端

點的非同步問題進行探討，更進一步，特別針對即

時（Real-time）應用在分散式系統架構下之訊息時

效性的問題，將提出相關實驗測試及效能分析。 

一般所謂的分散式系統，是由許多獨立的端點

（或是稱為元件）透過通訊網路連接所組成的；因

此，各端點間如何相互溝通來達到彼此合作運行於

整個系統，將成為系統是否完善運作的大課題，這

牽涉到各端點如何依特定的訊息次序來維持訊息

間（Message）的關連影響（Cause and effect），此

相關的課題便是廣為人知的端點非同步問題。 

端點非同步問題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各端點間

之訊息的通訊網路傳送延遲（Network transmit 
delay）不同，以及傳送延遲之變異性（Network 
transmit delay variance）無法預測等等因素，造成網

路 非 同 步 現 象 （ Network asynchro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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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on ），此現象將導致各端點在接收

（Receive）訊息的次序上發生無法一致的現象，舉

例來說，圖  1 中 iP 、 jP 、 kP 為三個不同行程

（Process），假設其行為模式為 iP 送尋問訊息 ( )m q
給 kP 和 jP ，而 jP 收到 ( )m q 之後，將送出回答訊息

( )m s 給 iP 與 kP ；對 kP 而言，應先收到 ( )m q 再收到

( )m s ，然而，假設 ( )m q 因通訊網路發生擁塞而導

致遺失或傳輸延遲很長的時間，導致 kP 可能收到

( )m s 時仍未收到 ( )m q ，因此， kP 如果採先收到先

處理（FIFO）的訊息處理模式而先處理 ( )m s 時， kP
將會發生困惑，並導致與其它端點處理訊息步調不

一的情形發生，如圖 1 左邊所示。圖 1 右邊則顯

示出因 ( )m s 受到網路擁塞而產生 kP 等待 ( )m s 很長

時間的問題，在此情形下， kP 可能再收到 iP 送出第

二筆資料 ( )m q′ ，如此 ( )m s 與 ( )m q 的相依性便被破

壞以致系統協調失誤，倘若 kP 在 ( )m s 到達前發生

愈時（Time out）而未將之後遲到的 ( )m s 丟棄，也

會造成系統功能錯誤。因此，如何解決因網路非同

步現象所產生的上述問題，便成為在分散系統應用

中亟需解決的課題。 

Pi

Pk

Pij

m(q)
m(q)

m(s)

m(s)

Pi

Pk

Pij

m(q)
m(q)

m(s)

m(s)
congested
region

m(q) : question
m(s) : answer

congested
region

 
圖 1 三角不等延遲現象 

1978 年 L.Lamport 提出了"happened before"定
義（→）來定義訊息的次序，其定義出與訊息相關

之事件（Event）的前後關係，相對地與事件相關之

訊息的前後關係也跟著確立了，因此各分散端點在

處理訊息的次序上便有了依據，而此次序稱之為因
果次序（Causal Order）；一旦各分散端點皆能以因

果次序來處理接收到的訊息時，各分散端點便消除

了網路非同步現象的影響並達到同步，許多群體同

步通訊協定便此概念的而相繼被提出。 

在這些群體同步通訊協定中，最著名的是因果
次序協定（Causal ordering protocol [12]），此協定

要求各分散端點在處理（Deliver）訊息的次序上不

能夠破壞"happened before"的關係，更清楚的意思為

「假使有兩筆訊息在傳送的事件（Send event）上有

因果關係且有共同的接收端點時，則此接收端點在

處理這兩筆訊息的次序上必須遵照這兩筆訊息在

傳送的事件上因果關係，即傳送事件先的訊息被先

處理」，因此，訊息能否被接收端點處理的條件

（Deliver condition）在於「先前與該筆訊息有因果

關係之全部訊息皆被接收端點處理完」，該訊息才

能被接收端點處理，因此，一旦有訊息遺失，將使

得其後與此訊息因果相關的訊息為了等待這筆訊

息而在接收端點被暫存，此將產生被暫存訊息逐漸

累積的現象，最終產生暫存區滿溢且端點無法運作

的問題，也因此因果次序協定需運作在訊息不可遺

失的通訊網路傳輸環境。 

隨著分散式即時性應用對端點同步與訊息時

效的雙重要求 [8][9][11]，因此有人提出了改良自因

果次序協定的Δ—因果次序協定（Δ— causal 
ordering protocol [10]）；Δ—因果次序協定與因果

次序協定最大的不同在於「Δ—因果次序協定給與

每筆訊息有著相同Δ時間的訊息生存期間（Life 
time）」，生存期間就是即時性應用對訊息對時效的

要求，應用程式在此前提下進行端點同步的處理；

換言之，為了滿足即時應用對時效上的要求，Δ—

因果次序協定對失去時效性的訊息與予丟棄，含示

可將遺失的訊息視為傳輸延遲久並失去時效性，端

點對訊息是否全部依因果次序被處理的要求不再

嚴苛，所以Δ—因果次序協定可運作在底層的通訊

網路不可靠的環境下。各分散端點僅對所有未失去

時效性的訊息進行因果次序處理，並以此達到某種

程度上的同步運作，滿足對分散系統對端點同步的

要求。 

在Δ—因果次序協定中，Δ的值是值得探討的

重點，Δ值的物理意義是的訊息在時效上要求，設

想當即時應用要求所有的運作都能很迅速完成

時，Δ的值的必定設小，訊息如未能在Δ生存期間

之內到達接收端點時，便會在接收端點被丟棄
（Discard），假使端點處理的訊息量多寡能反應出

端點在同步應用上的效能，那當訊息被丟棄的數量

過多時，該同步應用的效能當然也就降低，可見Δ

值大小對整個群體通訊同步協定的運作會產生何

種的影響，這也是本論文專注的重點。 

本論文之後的組織如下：第二章介紹相關研

究，第三章介紹實作系統架構、實驗環境與測試結

果，第四章是結論。 

2. 相關研究 

為了描述分散式系統所發生的事件關係，

L.Lamport 提出"happened –before relationship" 來定

義訊息的次序關係。他首先定義三種與訊息相關的

事件（Event）：傳送事件（ Send）、接收事件
（Arrival）、處理事件（Deliver）。當一個端點送出

一個訊息 m 到通訊網路時，此事件為傳送事件

（Send(m)）；當一個訊息 m 由通訊網路到達接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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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時，定義為接收事件（Arrival(m)）；而接收端點

將此訊息 m 往上層遞送給應用層時稱作是處理事

件（Deliver(m)），（請參考圖 2）。 

msg

Process

send(m)

msg

arrival(m)

deliver(m)

Process

 
圖 2 三種事件圖式 

在群組中若是兩事件 e1、e2 具有"happened 
before"關係的話（以"→"來表示）必滿足下列之一

的條件： 

 
若是兩事件並未符合上述條件，則此兩事件同

時進行  （Concurrent），因果次序協定（Causal 
ordering protocol）則是完全保證所有群組內事件都

滿足 happened-before 關係以提供應用程式因果次

序服務。換句話說： 

 
為了滿足上述關係，當端點收到訊息時，先判

別該筆訊息是否符合端點本身因果次序的要求，如

果符合，端點立即處理該訊息，如果不符合，端點

便將此訊息先存放到因果次序錯誤暫存區
（Out-of-causal-order queue）內，直到先前與該訊

息因果相關之訊息皆到來依因果次序處理後，再處

理暫存在因果次序錯誤暫存區內的該筆訊息。

Birman 及 Joseph 提出了實現因果次序協定的簡單

演算法—RST 演算法 [2][12]，在此機制中，各端點

皆擁有一個二維矩陣記載著任兩行程間已經傳送

多少訊息的因果次序資訊，並藉由訊息攜帶

（Piggyback）傳送端點之因果次序的資訊，當接收

端點收到訊息時，便比對接收端點自身因果次序資

訊與接收訊息所攜帶之因果次序資訊是否符合處
理條件（Deliver condition），以決定該筆訊息是否

可立即被處理，如果可以，立即處理該筆訊息並且

更新端點自身之因果次序資訊，維持各端點因果次

序資訊上的一致性。如果不可以，則先暫存此訊息

於因果次序錯誤暫存區，直到該筆訊息輪為正確處

理次序時再被處理。 

進一步考量一般即時應用中，允許訊息少量的

遺失以避免過多的訊息因等待遺失訊息而失去時

效性，故針對分散式的即時應用，Δ-因果次序協定

被提出來。Δ-因果次序協定與因果次序協定最大的

不同在於「Δ-因果次序協定給與訊息多加上一個Δ

生存期間（Life-time）」，以Δ生存期間代表即時性

應用對時效上的要求，並且各端點在訊息Δ生存期

間內維持訊息間因果次序的關係，換言之，一旦訊

息自傳送到接收的時間超過Δ生存期間，該訊息將

被視為失去時效性，可視作它已遺失，而此訊息的

遺失將不會影響各端點同步的進行；在生存期間到

達接收端的訊息，則根據根據原始的因果次序協定

處理方式，等待該訊息前的所有其他訊息直到Δ時

間，下圖 3 是完整的演算法。 

我們可以很輕易地察覺，在Δ-因果次序協定

中，Δ的大小決定了即時要求的程度，當Δ很大

時，Δ-因果次序協定與因果次序協定相似，但當Δ

取很小時，比如小於網路平均延遲，訊息會因嚴苛

的即時要求而造成接收端大量丟棄（discard）訊息。

已過研究多屬於協定的驗證，並沒有實作上的輔

證，本論文以下將就運用在分散式即時應用最根本

的Δ—因果次序協定在台灣學術網路上測試效能

及分析其行為。 

3. 實作與實驗 

我們以 Linux 及 FreeBSD 作業系統平台，於

UDP 協定上建構Δ-因果次序協定，為了呈現及評

估協定的運作情形，我們定義下述三向量化值： 

(1) Ratio of out-out-causal-ordering messages at 
process i ( ooco

iR )：一般認定該訊息是否因果次序錯

誤的依據在於該筆訊息是否可以被端點接收後馬

上送到應用層，即是否符合接收端之處理條件

（Deliver condition），如果不可以，代表該筆訊息

必須在接收端點等待先前較早傳送並與之因果次

序相關的訊息，因此接收端會將該筆訊息放入因果

次序錯誤暫存區中，直到符合上傳至應用層之處理

條件（Deliver condition）成立後；因此本論文以放

入因果次序錯誤暫存區的訊息個數表示因果次序

錯誤的嚴重程度；此外，我們予之與全部收到訊息

進行比率得此測量數值。在本論文定義下，接收訊

1. 1e 和 2e 兩事件發生於同一行程，並且 1e 較

2e 發生得早。 

2. 對於訊息m 而言，傳送的事件記為 1e ，到達

接收端的事件記為 2e ，則 ( )send m 一定發生

在 ( )arrival m 之前。 
3. 假 設 存 在 一 事 件 e∗ 使 得 1e e∗→ 而 且

2e e∗ → ，則 1 2e e→ . 

若在一分散式系統內兩訊息 1m 和 2m 滿足

1 2( ) ( )send m send m→ 而且目的地一樣（ 1m 和

2m 可能來自不同行程，）則目的端對於兩訊息

的 處 理 順 序 應 該 滿 足

1( )deliver m → 2( )deliver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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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因果次序錯誤率越高，代表發生因果次序錯誤的

情形越頻繁。 

(2) Queuing delay of out-of-causal-order messages 
at process i ( ooco

iQD )：端點接收到因果次序

錯誤之訊息時，會將該訊息放入因果次序錯

誤暫存區中，因此訊息在因果次序錯誤暫存

區中的延遲將導致端點在處理訊息的效率上

降低，並間接拖累整個端點的運作效能；我

們記錄因果次序錯誤暫存區之總延遲來表示

端點在處理效率上的影響，並予之正規化

（Normalize）得此數據。根據這定義，因果

次序錯誤暫存區之總延遲越久，代表端點在

處理訊息的效率上越差，也代表著端點必需

在執行端點同步的運作上增加更多處理負載

（Overhead）。 

(3) Ratio of out-of-date messages at process i 
( d

iR )：Δ-因果次序協定中，Δ參數代表訊息

之時效性，故訊息必須在此時效時間內被處

理（Deliver），否則端點將視該訊息失去時效

性而丟棄（Discard），因此Δ參數的選取將會

影響端點接收訊息的通透率（Throughput）
並間接影響該應用的品質，特別是對端點同

步上的影響，但為了增加訊息被處理的總量

而放大Δ參數，則可能導致訊息不符合該應

用對時效上的要求；訊息過時丟棄率越高，

代表端點接收訊息的通透率（Throughput）
越低，意謂端點要維持訊息間因果同步的要

求將越難達成。在此定義訊息過時丟棄率為

訊息被端點因過時而丟棄的量除以端點收到

的訊息總量。 

本文的實際網路環境測試平台如圖 4 所示，分

別在台大計中、中正計中及中正電機實驗室各架設

一台 PC 為測試端點，並假設三個端點之通訊行為

能代表整個分散式系統之群體通訊模式。本論文分

別將以 CCUEE 代表中正電機實驗室，CCUCC 代表

中正計中，而 NTUEE 代表台大計中。 

實際網路之傳輸路徑為 CCUCC 到 NTUCC 雙

向透過 TANET，而 NTUCC 到 CCUEE 則為

TANET，但 CCUEE 到 NTUCC 則為 TANET2，
CCUCC 到 CCUEE 雙向則為中正校園網路，基本上

整個網路環境涵蓋距離為兩百三十公里的廣域網

路及中正內部校園網路。台大計中與中正計中分別

架設 GPS Receiver 校正系統時間，以及中正電機實

驗室定期的以 NTP [13]方式對中正計中校時來達到

時間上的同步。 

 
圖 4 實驗平台 

為了瞭解網路延遲對實驗的影響，我們在台灣

學術網路使用量大的時段，同時收集三點間的單向

延遲統計數據並整理在表格 I。我們就兩種不同傳

送訊息之帕送分怖平均速率，分別為 lambda= 200 

圖 3 Delta-causal ordering protocol 

Global variable _current time ; 
 
/* Process i sends the message m to process j */ 
Procedure ( , )iSEND m j  
Begin 
 . _ : _ ;m send time current time=  
 . : ;im sent SENT=  
 ( );send m  
 [ , ] : . _ ;iSENT i j m send time=  
End 
 
/* Message m arrives process j from process i */ 
Procedure ( , , )RECEIVE m i j  
Begin 
 If ( . _ _m send time current time+ ∆ > ) 
  discard m and return; 
 ( ( ));wait DC m  
 ( );deliver m  
 [ ] : . _ ;jDELIVER i m send time=  
 [ , ] : . _ ;j j i m send timeSENT =  
 ,x y∀  [ , ] :i x ySENT =  
  max( [ , ], . [ , ]);iSENT x y m SENT x y  
End 
 
/* Delivery condition at process i */ 

( )DC m : 
True： x∀  
 ( [ ]iDELIVER x ≧ . [ , ]m SENT x i  or 
 . [ , ]m SENT x i ＜ _current time + ∆ ) 
False： 
 Put to out of causal order queue and wait for 

( )DC m  becom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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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lambda = 400（單位皆為 messages / sec），在不同

的訊息時效要求下（Δ=3000 us、4000 us、5000 us、
6000 us、7000 us、8000 us、9000 us）進行測量，

並觀察各端點在觀察項目中之行為。在下列各圖示

中，以三角型符號代表 CCUEE，菱形符號代表

CCUCC，而 NTUCC 則以方形符號表示各點所觀察

的結果，另外，實線與空點為 lambda = 200 之實驗

數據，虛線與實點則為 lambda = 400 之數據。 

表格 I 單向延遲統計數據 

 Mean 
(ms) 

Variance Loss ratio 
(%) 

CCUEE->CCUCC 1.514 0.078 1.9 
CCUEE->NTUCC 6.14  0.481 1.6 
CCUCC->CCUEE 1.50  0.012 2.4 
CCUCC->NTUCC 3.15  0.060 3.9 
NTUCC->CCUEE 3.04  0.249 3.2 
NTUCC->CCUCC 3.24  0.215 4.1 

圖 5 中，橫軸表示不同Δ，縱軸則表示在所有

接收訊息當中，被放入因果次序錯誤暫存區之訊息

比率。由此圖可知當Δ值變大，因果次序錯誤率也

跟著變大。此外，本圖也可發現，當 lambda 越大時，

發生次序錯誤的情況也越嚴重。不同的送出速率也

會影響發生因果次序錯亂的情形，越高的送出率使

得因果次序混亂得越嚴重。在圖 6 中，橫軸表示不

同Δ，縱軸則表示所有因果次序錯誤訊息在暫存區

中的總延遲。圖 5 與圖 6 有相對應之關係，當放

入因果次序錯誤暫存區的訊息次數多時，因果次序

錯誤暫存區的總延遲相對的也增多，此外，我們也

發現當Δ越大，三端點之因果次序錯誤暫存區的總

延遲皆跟著變大，而相近的兩端點增大的幅度大於

網路傳送延遲較久的端點，且逐漸擴大的區勢，換

言之，若為了遷就網路傳送延遲較久的端點時，Δ

必要設大些，但此導致其它端點在因果次序錯誤暫

存區的總延遲增加，而增加處理訊息同步上的負

擔，整個分散系統的應用效能也可能跟著降低，圖 
7 中，橫軸表示不同Δ，縱軸則表示訊息因傳送延

遲超出Δ而被丟棄率。訊息被接收端丟棄的關鍵仍

在於傳輸網路的延遲，從先前的各端點傳輸延遲表

可知，救 NTUCC 來看 CCUEE 到 NTUCC 的傳輸

延遲很接近 6ms，所以在Δ = 6 ms 時，NTUCC 約

25%的訊息會超出Δ而被丟棄，當Δ = 5 ms 時，

CCUEE 傳給 NTUCC 的大部份訊息都超出Δ而被

丟棄，故總共約會有 50%的訊息被丟棄。 

4. 結論 

在互動式分散系統架構中，因為網路非同步因

素的影響，導致群體之間傳遞的訊息在接收時會發

生次序錯亂的情形，而此次序錯亂的情形，將可能

會導致整個系統發生非預期性的執行結果，尤其對

於一些控制與管理的訊息，這些訊息執行次序必須

正確無誤，而因果次序協定解決了這類的問題；然

而，針對於即時性的分散系統應用，因果次序協定

並不適用，其原因在於此應用不僅要求訊息次序之

正確性，也要求訊息的時效性，而Δ-因果次序協定

則解決了因果次序協定在這一方面的不足。 

本文透過實際撰寫Δ-因果次序協定之程式，並

在實際的網際網路上實驗，了解在Δ-因果次序協定

架構下多端點之間互動的影響，有助於提供群組

「服務保證機制」設計時的參考，我們由實驗數據

得知幾項結論： 

1. 因各端點傳送訊息越頻繁，發生因果次序錯亂

的情況越嚴重。換句話說，互動頻繁的群組應

用必須更嚴格的維護群組事件間的因果次

序，否則非常容易導致服務中斷的情形。 

2. Δ參數代表訊息之時效性，而訊息因超出Δ而

被接收端丟棄的多寡程度主要決定於傳輸網

路之延遲狀況。當Δ參數越小時，訊息因超出

Δ而被接收端丟棄機率增加，對端點而言，端

點能否在僅收到的訊息中進行同步運作將是

一大問題。當Δ參數越大，端點把接收訊息暫

存的機會就越大，此將造成端點在處理訊息同

步上承受更多的負擔，換言之端點在處理訊息

的效率上將降低，特別是在異質性網路環境

（WAN 與 LAN 共存的環境下）且訊息會因

網路傳輸而遺失的狀況下，在 LAN 中端點在

處理訊息同步上承受的負擔更重。 

3. 在上述第（2.）中，我們能藉由在 LAN 中建

立可靠的傳輸機制來降低訊息遺失率所造成

的影響，特別在上述異質性網路環境而且

LAN 中的各端點互動很頻繁的環境下，有可

靠傳輸的機制可降低因訊息遺失所造成端點

處理因果次序同步運作上的問題，使得 LAN
內部端點的同步機制將運作更完善，因為端點

在處理訊息量上增加，而使得端點能維持更完

整的訊息因果次序。 

此外從測試結果與分析中，本論文也針對Δ值

的取捨上有詳細的探討並提出取捨的原則，其原則

如下(1)先依該應用對訊息的時效要求找出Δ值的

最大上限；(2)再依網路傳輸延遲狀況最差之端點的

傳輸延遲分佈與應用對端點的最低處理訊息的通

透率（Throughput）要求決定Δ值的較小下限，並

以此下限為Δ的值；(3)如果Δ值的上限無法滿足應

用對端點的最低處理訊息的通透率要求時，則此即

時應用無法運作在此端點上。希望此原則能提供日

後在設計分散式即時性應用上Δ值參考的依據。 

統 
計 連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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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Ratio of out-of-causal-order me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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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Queuing time of our-of-causal-order me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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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Ratio of discarding messages 

參考文獻 
[1] L. Lamport, “Time, Clocks and the Ordering of 

Events in a Distributed System,” Commu-
nications of the ACM, 21(7):558-565, 1978. 

[2] K. Birman and T. Joseph, “Reliable 
communic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failure,” ACM 
Trns. on Comput. Syst., 5(1):47-76, 1987. 

[3] Hrischuk, C.E. Woodside, C.M., “Logical clock 

requirements for reverse engineering scenarios 
from a distributed system,”, 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pp.321-399, vol. 28 
no. 4, April 2002. 

[4] Abderahim Benslimane and Abdelhanfid 
Abouaissa, “A Synchronization Protocol for 
Group Communication Systems,” Proc. of 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odeling,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Computer and Telecommu-
nication Systems, pp. 322 -329, Oct. 1999. 

[5] Chengzheng Sun and Piyush Maheshwari, “An 
Efficient Distributed Single-phase Protocol for 
Total and Causal Ordering of Group 
Operations,” Proceedings of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pp. 295 -300, Dec. 1996. 

[6] F. Adelstein and M. Singhal, “Real-Time Causal 
Message Ordering in Multimedia Systems,” Proc. 
of IEEE ICDCS-15, pp.36-43, June 1995. 

[7] A. D. Kshemkalyani and M. Singhal,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on 
information for causal message ordering and 
their optimal implementation,” Tech. Repport 
TR33, Dept. of Comp. and Info. Science,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July 1995. 

[8] Roberto BALDONI, Achour MOSTEFAOUI, 
Michel RAYNAL, “Causal Multicast in 
Unreliable Networks for Multicast 
Applications,” IEEE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and 
Communications, pp.51-57, March 1996.  

[9] Roberto BALDONI, Achour MOSTEFAOUI, 
Michel RAYNAL, “Broadcast with Time and 
Causality Constraints for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IEEE Proceedings of 
EUROMICRO-22, pp.617-624, Sept. 1996. 

[10] M. Raynal and M. Singhal, “Logical time: 
capturing causality in distributed systems,” 
IEEE Computer Magazine, pp. 49-56 vol. 29, 
Feb. 1996. 

[11] Takayuki Tachikawa, Hiroaki Higaki, and 
Makoto Takizawa, “Group communication 
protocol for real-time applications,” Proc. of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tributed 
Computing Systems, pp. 40-47, May 1998. 

[12] Birman, K. P., Schiper, A., and Stephenson, P., 
“Lightweight Causal and Atomic Group 
Multicast,” ACM TOCS, vol.9, no.3, 
pp.272-314, 1991. 

[13] D. L. Mills, “Internet Time Synchronization: The 
Network Time Protocol,” IEEE Trans. on Comm. 
vol. 39, pp. 1482 -1493, Oct. 1991. 

[14] Rodrigues, L.; Baldoni, R.; Anceaume, E.; 
Raynal, M., ”Deadline-constrained causal 
order,“ IEEE Proc. of ISORC 2000, pp. 
234 –241, 2000 



架構於混合型網路之可適性分散式演訓聯盟 
Adaptive Distributed Federation on Hybrid Data Network 

 
Tainchi Lu (盧天麒)1, Long-Sheng Li (李龍盛) 1, Yen-Wen Lin (林嬿雯) 1,  

Guanchi Wu (吳冠麒) 1, Yu-Jung Cheng (鄭育鎔)2, and Shun-Liang Wu (吳順良) 2 
 

1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系 
2資訊工業策進會多媒體技術實驗室 

E-mail: tclu@mail.ncyu.edu.tw 
appleman@iii.org.tw 

 
摘要 

 
電腦工業科技的日益進步，網際網路技術快速

地發展，伴隨著無線通訊技術逐漸地成熟，愈來愈

多的無線行動通訊裝置也紛紛加入新一代網際網

路的運用行列中，使得網路的使用不再侷限於有線

網路和桌上型電腦之固定環境下。本篇文章主要提

出結合分散式有線網路與可適性無線網路環境機

制，並搭配採用  IEEE 標準  1516 之高階架構 
(High Level Architecture) 為演訓聯盟系統底層平
台，設計了以代理者為基礎 (Agent-based) 的分散
式混合型網路環境，其主要目的為提供現行各種異

質裝置 (如：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行動電話、
及個人數位助理等) 能夠透過本論文提出的可適性
分散式演訓聯盟之網路環境，達到跨區域多人互

動、共享訊息傳遞及區域化行動計算的功能。此外

在本篇文章中除了提出分散式混合型網路環境設

計的模型架構外，且提供一套以 IP為基礎的行動管
理機制，來解決當無線行動通訊裝置的使用者在跨

不同子網路漫遊  (Roaming) 時，進行交遞處理 
(Handoff) 及維持資料一致性的問題。 
 
關鍵字：高階架構 (High Level Architecture)、無線

區 域 網 路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漫遊  (Roaming)，行動管理 
(Mobility Management)。 

 
1. 簡介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提出架構於混合型網路環

境之可適性分散式演訓聯盟，提供多人跨平台軟體

應用而且整合了有線網路與無線網路環境 [1]，使
用者可任意地依當時所處網路環境及所持行動通

訊設備，因地制宜的使用本系統進行多人互動式訊

息溝通及科學計算。在整個系統環境中，我們採用

爪哇技術 (Java) 做為系統環境的開發工具語言，在
有線客戶端資料存取及 TCP/IP 網路通訊部份以 
J2SE 技術來規劃設計，而在無線客戶端部分則使
用 J2ME及 Personal Java 技術來設計開發，並透過
分散式伺服器叢集架構來達到客戶端之間的訊息

傳遞與資訊交流。 
以傳統集中式的客戶端/伺服器端架構為例，由

於主要負責聯繫每個客戶端的伺服器主機只有一

部，所以在各個客戶端的使用者，透過網際網路連

線連接至伺服器來進行訊息溝通和資訊交流的時

候，一旦連線的客戶端數量驟增，相對的伺服器就

必須承受大量的網路傳輸負載和訊息封包處理，此

外假設伺服器不幸的因為某些不明緣故而發生當

機，被迫使得網路連線終止，那麼這些連線使用

者，也會因此被迫中斷網路連線，甚至導致正在傳

輸中的重要資料或計算結果突然中斷或消失。因

此，我們規劃在有線及無線區域網路 (LAN and 
WLAN) 上以 IPv4之 Class C子網路為基本管理單
位，架設演訓聯盟伺服器 (Federate Agent, FA) [2] 
來處理多個預設子網段內的客戶端訊息溝通，使得

客戶端連線負載可以依連線來源 IP 位址而區域化
分散於演訓聯盟伺服器叢集之中；伺服器與伺服器

之間的訊息傳遞及時序管理主要是採用高階架構 
(High Level Architecture，HLA) [3] 來進行溝通與聯
繫，以此建構出可適性分散式演訓聯盟。我們還設

計了 IP-based Mobility Management Agent (IP-MMA) 
用來記錄客戶端和伺服器端最新的連線註冊資料

及狀態，以方便系統即時管理伺服器端和客戶端的

連線狀況和品質 [4]。 
在無線通訊環境的考量上，無線行動裝置在安

裝完無線網路卡後，必須經由 Access Point (AP) 才
能連結至網際網路上。無線網路與有線網路最大的

差別在於安裝無線網路卡的通訊設備可以進行可

攜式移動，如果通訊設備是在區域網路中不同子網

路間移動，當跨越閘道器後，在有架設 DHCP 伺
服器的網路環境下，通訊設備原來的 IP 位址就會
被不同的 DHCP 伺服器替換成另一個子網路的 IP 
位址，這時候會有短暫的通訊中斷發生，如果此時

剛好有資料要傳送到此客戶端通訊設備，便會產生

資料遺失且發生和其他連線中的客戶端資料不一

致的情形 [5]。本論文提出以 Data Repository的機
制來克服此一問題，演訓聯盟伺服器 (FA) 會把客
戶端的資訊保留在緩衝區，客戶端一旦產生連線中

斷，客戶端連線程式會自動連線至 IP-MMA，由
IP-MMA 分配適合的 FA 進行連線，FA 會根據



IP-MMA所傳送的客戶端 Profile，便把演訓聯盟中
保留住的資訊傳送給客戶端進行更新，以達到資料

一致性的目的。 
在本篇論文第二節相關研究中會對 IEEE 1516 

高階架構和 IEEE 802.11 無線網路做一個基本的介
紹；第三節系統架構中，我們會針對所提出的混合

型網路環境系統內部的規劃設計、運作流程及系統

建置做詳細的介紹；第四節為系統初步實驗結果，

藉由模擬實驗結果來驗證我們系統的可行性；最後

一節則是本論文的結論與未來工作。 
 
2. 相關研究 
 
2.1 高階架構 (High Level Architecture) 
 

高階架構 (High Level Architecture, HLA) 於
2000 年九月被 IEEE 組織採納為 IEEE Standard 
1516，是由美國國防部  (U.S. DOD) 的  Defense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fice (DMSO) 在西元
1996 年八月完成具體規劃，並規劃成為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M&S) master plan 中的子計畫之
一，目標在於促進  M&S 元件的重複使用性 
(Reusability) 和相互作用性 (Interoperability) 。在
高階架構的環境下，所有的獨立運作模擬物件，統

稱為 Federate。高階架構主要為整合各種型態的分
散式模擬系統，它提供了選擇使用 Ada 95、CORBA 
IDL、C / C++ 和 Java 等程式語言來發展設計分散
式模擬系統，並支援 Solaris、IRIX、AIX、HP-UX、
Windows NT 以及 Linux 等作業系統。在規格上，
高階架構包括了以下三個部份：高階架構之規則 
(HLA Rules) [6]、高階架構之介面定義  (HLA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7]及高階架構之物件模型格
式 (HLA Object Model Template, OMT) [8]，此三部
份之元件如表格一所示。 
 

表格一、高階架構元件 
HLA Components Descriptions 

Federation Rules 
There are ten rules. Five related to the 
federation and the other five related to 
the federate.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Six categories in the RTI: 
Federation Management (FM) 
Declaration Management (DM) 
Object Management (OM) 
Ownership Management (OWM) 
Time Management (TM) 
Data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DDM) 

Object Model Template 
(OMT) 

Federation Object Model (FOM) 
Simulation Object Model (SOM) 
Management Object Model (MOM) 

 

高階架構之規則共計十條，其中五條規則是用

來定義 Federation 的關係，另外五條規則是用來定
義 Federate 之間的關係，所有符合在高階架構環境
下的模擬運作都必須遵循這十條規則。高階架構之

介面定義主要是在定義執行基礎  (Run-Time 
Infrastructure, RTI) 上的六項服務，每一個高階架構
環境下所有的 Federates 可以透過 RTI 輕易地達
到訊息交換、時序管理以及封包過濾等功能。高階

架構之物件模型格式 (OMT) 則是定義在高階架構
中所有的模擬演訓本身及其參與元件的資料格

式，藉由 OMT 的格式設定，所有演訓過程皆有一
套共通的演訓資料庫，以方便演訓過程期間的資料

相互交換及訊息溝通。 
 
2.2 無線網路技術 
 
為了讓 WLAN 能夠廣泛被使用，這些無線通

訊技術必須要建立一種業界標準，這些標準是由 
IEEE 協會所統合制定的，最早的規格 IEEE 802.11
是在 1997 年六月提出，並規範了三種傳輸技術，
包括：直接序列展頻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DSSS)、跳頻式展頻 (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 FHSS) 和紅外線 (Infrared, IR) 傳
輸技術。接著在 1999 年 9 月 IEEE 協會又提出 
IEEE 802.11a 和 IEEE 802.11b。延伸規格的出現，
則讓無線網路的速度成倍數增長，無線網路的實用

性也隨之增加。 
IEEE 802.11a 和IEEE 802.11b 標準分別在5.8 

GHz和 2.4 GHz頻段上進行多頻道資料傳輸。IEEE 
802.11a 所使用的傳輸技術摒除採用展頻技術，而
採 用  OFDM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這是因為 OFDM 能有效率的防止干
擾，並透過特殊的頻道切割方式，提供更快速的傳

輸速度。其依所使用的調變技術不同，傳輸速度可

從 6 Mbps 至最高 54 Mbps。IEEE 802.11b 是採用
高速直接序列展頻 (HR / DSSS) 的傳輸技術，依所
使用的調變技術不同，有 1 Mbps、2 Mbps、5.5 Mbps
和 11 Mbps等四種傳輸速率。 
 
3. 系統架構 
 
我們在本節將分為伺服器端階層架構、

IP-MMA階層規劃、客戶端階層設計和漫遊時資料
一致性處理機制四個單元來進行說明。 
 
3.1 伺服器端階層架構 
 
 圖一為本文所提出的分散式混合型網路環境

系統架構圖。在 HLA Federation 中，主要是由數
台 Federate Agent (FA) 組合成分散式網路伺服器
叢集，來負責對連線至 FA 的各個客戶端之間做通
訊互動。以國立嘉義大學運作中的三個校區為例，

我們以數個子網路為一個 IP-MMA 代理者管理單



位，架構 FA 來處理校內網路區段的客戶端連線，
客戶端的連線可以選擇使用有線網路與無線網路

環境，有線網路環境是以串接 Gigabit Ethernet 和
Fast Ethernet 來組成嘉義大學校園區域網路；無線
網路環境部分，於攜帶型電腦設備安裝無線網路卡

後，經 DHCP伺服器動態分配網路設定於伺服器端
設備後，經由 AP 連線到網際網路上。如圖一的 
Area 1 中，Client 1 透過 AP 和 DHCP 指派 IP 
等相關設定後，藉由符合 IEEE 802.11b 標準的無線
網路設備連線到 IP-MMA 1，其中 IP-MMA是用來
負責分派客戶端連線至哪一台 FA 的伺服器，所有
運作的 FA 都必須向 IP-MMA 進行註冊及登錄作

業，同時 IP-MMA 也會記錄著演訓聯盟中各區域
裡客戶端連線的最新資訊；等到 Client 1 連線至
IP-MMA 1 之後，IP-MMA 1 會依據 Client 1 目前
的 IP 位址來分派相對應子網路區域中的 FA 給 
Client 1 進行連線，而 FA 之間的通訊則是透過 
HLA RTI 來達到跨子網路區域相互溝通的功能，當 
Client 1 發送訊息給 FA 1，FA 1 便會透過 HLA 
與HLA federation 中的其他 FA 做訊息的交流及資
料交換， 所有的客戶端便可接收到 Client 1 的廣
播訊息，因此便能夠達到訊息傳遞及資訊交流的互

動行為。 

 
圖一、分散式混合型環境組織架構圖 

 
3.2 行動管理代理者 (IP-MMA) 階層規劃 
 
 行動管理代理者在整個系統環境中，扮演著管

理伺服器端與客戶端即時連線狀態的重要角色，圖

二為使用  Java 開發的  IP-MMA 之連線監控畫
面。 
 

 
圖二、IP-MMA 之連線監控畫面 

 
在畫面右半邊部分為紀錄伺服器端與客戶端

的連線資訊，所有向 IP-MMA 註冊的 FA 與登錄

到 IP-MMA 的客戶端資訊都會被顯示出來，客戶
端登錄進 IP-MMA 之後，IP-MMA 便會根據客戶
端連線的 IP 位址來分配相對應子網路區域的 FA 
給客戶端進行連線。畫面的左半邊則是顯示 FA 和
客戶端的連線紀錄 (Logging Message)。 
 
3.3 客戶端階層設計 
 
 我們將混合型網路環境架構應用於網路訊息

溝通，來證實本文所提出環境架構的可行性。不同

的個人通訊裝置，其 CPU 計算能力與可儲存的記
憶體空間大小都不盡相同，因此在客戶端介面設計

上也有不同考量。我們使用爪哇技術 (Java) 來做為
開發工具，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使用 J2SE 來
開發，個人數位助理使用 Personal Java，行動電話
裝置使用 J2ME MIDP 來設計開發，圖三為各通訊
裝置客戶端介面設計階層圖。 

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因為中央處理器計

算能力與記憶體容量等資源都要比無線行動通訊

裝置相對來的豐富，所以在設計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上會使用較多樣的元件來設計客戶端程式介面，圖

四為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之圖形化使用者介

面。 



 

 
圖三、各通訊裝置平台之設計階層圖 

 

 
圖四、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 
之客戶端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圖五、PDA 之圖形化使用者連線畫面 

 
圖五為個人數位助理 (PDA) 之圖形化使用

者介面。我們使用型號為 HP iPAQ 3850 的 Pocket 
PC 執行 Win CE 作業系統並搭配無線網路裝置套
件，此外使用了 Personal Java 為開發工具來實作
客戶端的使用者介面和網路連結程式。 

圖六為行動電話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由於實

際上藉由 GSM或 GPRS等 PCS通訊協定，和支援
執行 Java 程式的無線通訊行動電話來測試此環境

過於昂貴與複雜，我們採用 J2ME Wireless Toolkit 
1.0.4 開發工具來模擬行動電話通訊裝置的網路連
線。 
 

  
(a) 輸入訊息畫面 (b) 接收訊息畫面 

圖六、行動電話模擬器之客戶端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3.4 漫遊 (Roaming) 資料一致性處理機制 
 
當無線行動通訊主機離開基地台或 AP 的訊號

通訊範圍到另一個 Cell 的訊號範圍時，此時則無
可避免需要進行網路漫遊 (Roaming)。以無線區域
網路 (WLAN) 為例，假如通訊主機在同一個子網
路內移動，雖然可能跨越過不同的 AP，但因為子
網路不變，所以網路連線依然可以正常運作；如果

通訊主機是在不同子網路間移動，當網路封包傳遞

需透過 Layer 2 交換器或 Layer 3 路由器傳送至
不同 Collision Domain時，在有架設 DHCP 伺服器
的子網路環境，通訊主機原來的 IP 位址就可能會
被替換成另一個子網路的 IP 位址，這時候便會產
生短暫的通訊中斷 (Intermittent Disconnection)，如
果此時剛好有資料要傳送到這個客戶端，便會造成

通訊中斷和資料不一致的情形發生。本論文提出以

Data Repository的處理機制，當與客戶端通訊一發
生中斷時，伺服器端會把客戶端的資訊保留在緩衝

區，而此時客戶端會立即自動連線到 IP-MMA 要
求重新連線到新的 FA，等到客戶端連線到此 FA 
後，假使所連線的 FA 與上一次連線的 FA 相同，
伺服器便會把保留住的資訊立即傳送給客戶端進

行狀態更新，以達到資料一致性的需求；如果 
IP-MMA 分派給客戶端重新連線的 FA 與上一次
此客戶端連線的 FA 不同時，便會通知目前新的 
FA 到連線中斷前上一次連線的 FA 去擷取資料，
以提供客戶端做資料更新的動作並達到資料的一

致性。 
 
4. 實驗結果 
 
4.1 實驗環境設定 
 
 在我們分散式混合型網路環境的實驗中，我們

做了以下兩個實驗： 



 
一、 測試不同裝置連線到同一台 FA，並

計算訊息傳遞時所需要的平均回應

時間 (Average Response Time)。 
二、 測試不同裝置做訊息廣播傳遞由一

子網段的  FA 到另一個子網段的 
FA，計算出傳送至客戶端所需要的
平均回應時間。 

平均回應時間計算公式為： 
      T(Average Response) = (TReceive – TSend) / times  (1) 

TAverage Response ：平均的回應時間。 
TReceive ：接收端接收到訊息時的時間。 
TSend ：傳送端傳送訊息時的時間。 
times ：訊息傳遞次數。 
 

由於不同裝置其系統時間也都相異，因此在測

量訊息回應時間之前，我們必須針對這些裝置的系

統時鐘做時脈同步化，同步的處理如圖七所示。在

客戶端系統初始化之後，就透過網路向時間標準伺

服器進行校時對正，但是利用網路來查詢標準時

間，就會有網路延遲的時間存在，所以系統同步標

準時間計算公式為： 
      TSystem = TLocal + TCorrection + TNetwork Latency   (2) 
TSystem：時脈同步化後之系統時間 
TLocal：時脈同步化前各裝置之系統時間 
TCorrection：與時間標準伺服器校時之時間差 
TNetwork Latency：網路延遲時間 
 

 
圖七、客戶端時間同步的處理流程 

 
如表格二所示，在我們分散式混合型網路的測

試環境中，伺服器是用 PIII 1 GHz、256 MB RAM、
Microsoft Windows 2000 的個人電腦來架設 FA ，
以提供服務給客戶端；底層分散式平台高階架構版

本為 HLA RTI-NG1.3v4；我們利用爪哇技術來開發
我們所提出的系統環境，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

使用 J2SE，行動電話裝置使用 J2ME MIDP，而在 
PDA 上則使用 Personal Java 來開發。有線網路環
境是 FA伺服器以 Fast Ethernet連接上網路交換器

後，再以 Gigabit Ethernet 連上嘉義大學區域網
路，無線網路環境以 IEEE 802.11b 協定來連接區
域網路；在我們的測試環境中，行動電話裝置是利

用模擬器來模擬連線。我們在不同子網路區段架設 
DHCP 伺服器來動態分配 IP 位址及網路設定給
使用行動通訊裝置的客戶端。 
 
表格二、分散式混合型網路環境之實驗環境 

Server Side 
CPU PIII 1 GHz 
Memory 256 MB RAM 
Operating System Microsoft Windows 

2000 

Federate 
Agent (FA) 

HLA Version RTI-NG1.3v4 
Client Side 

Java Technology J2SE Desktop PC 
Network Type Fast Ethernet 
Java Technology J2SE Notebook Network Protocol IEEE 802.11b 
Java Technology J2ME Mobile 

Handset Network Type PCS Emulation 
Java Technology Personal Java Pocket PC Network Protocol IEEE 802.11b 

 
在實驗一和實驗二的訊息傳遞實驗中，平均回

應時間分別被測試了五十次，並求其平均值。表格

三與表格四中最右邊的平均值欄位，為計算某一通

訊主機到其他通訊主機平均回應時間的平均值。 
 
4.2 實驗一：單一 FA 區域訊息溝通 
 
 我們針對單一 FA 來測試不同裝置在混合型
網路環境中的連線情況。在這個實驗中，我們架設

一台 AP 與一台 DHCP 伺服器於一個特定子網路
區域，在 AP 無線電波可到達的範圍內，行動通訊
裝置皆可透過無線網路卡來連接到網際網路上。我

們採用了四種裝置，包括：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

腦，行動電話和個人數位助理，來擔任客戶端並透

過網路連線到 FA，除了桌上型電腦和行動電話模
擬器是使用有線網路環境之外，其餘都是採用無線

網路環境連結，藉由連續傳送相當於 Ethernet 上的 
MTU 大小資料封包 (1500 bytes)，計算出由一客戶
端傳送資料給不同裝置的客戶端，其平均的回應時

間 (response time) 為何；測試結果如表格三所示。 
 
表格三、各裝置連線到同一 FA 之平均回應時間 

    To 
From 

Desktop 
PC Notebook Mobile 

Handset 
Pocket 

PC 
Mean 

Average 
Desktop 

PC 5.8 13 124.6 886.3 257.43 

Notebook 10.2 20 126.3 921 269.38 
Mobile 
Handset 113 123.9 238.9 958.6 358.6 

Pocket 
PC 404.1 496.7 601 1250 687.95 



(單位：millisecond) 
4.3 實驗二：跨 FA 區域訊息溝通 
 

在這個實驗中，我們分別在不同子網路區域各

架設一台 FA 來服務客戶端，同樣地也架設 AP 
和 DHCP 伺服器來提供行動通訊裝置的客戶端連
上網際網路，目的為測試跨 FA 區域之連線的平均
回應時間，如圖一，在 Area 1 的客戶端傳送訊息
到 FA 1 後，FA 1 透過 HLA RTI 把訊息傳送到 
Area 2 的 FA 3，於是連線上 FA 3 的客戶端便可
接收到來至於 FA 1 的訊息；測試結果如表格四所
示。 
 
表格四、測試跨區域之連線的平均回應時間 

    To 
From 

Desktop 
PC Notebook Mobile 

Handset 
Pocket 

PC 
Mean 

Average 
Desktop 

PC 389.1 413 492.3 1127 605.35 

Notebook 399.2 440.4 548.6 1242.7 657.73 
Mobile 
Handset 476.7 552 647.2 1336.3 703.05 

Pocket 
PC 756.5 837.1 929.4 1625 1037 

(單位：millisecond) 
 
4.4 實驗結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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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實驗一與實驗二之各裝置傳送廣播訊息平均

回應時間的比較 
 
在實驗一和實驗二經過五十次的測試後，我們

求到各通訊主機間傳遞廣播訊息的平均回應時

間。如圖八所示，在實驗二的數據中各通訊主機的

平均回應時間都要比實驗一的數據來的高，主要是

因為在實驗二中我們採用了高階架構分散式平台

來達到跨網路區域多人互動及訊息溝通，並分散各

伺服器的工作負載量，相對地增加了額外的網路傳

輸及訊息處理時間，但可因此避免了傳統的集中式

架構，由單一伺服器來服務客戶端，當客戶端的連

線驟增時，而造成系統無法負荷甚至於產生當機、

資料遺失等無法預料的問題發生。 

 
 
5. 結論與未來工作 
 
我們提出了分散式混合型網路環境，來整合桌

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行動電話及個人數位助理

等混合型設備，並結合無線網路與有線網路來進行

即時訊息溝通，並透過分散式平台來達到跨區域的

人機互動與資料傳遞。在未來研究中，將加入三維

場景成像技術及二維座標轉換的行動遊戲應用，來

探討在混合型網路環境上網路虛擬實境的發展

性，並運用 Time Management、State Prediction和
Information Compensation 等處理機制，使我們的系
統環境更具有可適式及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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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數位電視產業的發展，將來每個家庭可能

都會利用電視使用數據化的資訊服務，並且使得資

訊管理的議題從企業轉向家庭。目前現行的國際標

準有歐規的 DVB-MHP以及美規的 OCAP，均係試

圖整合目前所有平台的標準，並且讓整體產業的各

環節有最佳的技術解決方案。本研究採取訊息方式 

(Message-oriented Middleware, MOM)、Web Services

來設計社區機頂盒  (set-top box, STB)的管理平

台，並且藉由本研究所定義的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來導入相關的理論設計，建置以服務為導

向的 STB 管理平台，讓 STB 得以加強其內容服務

與分享網際網路的資源。 

關鍵詞：訊息、網站服務、DVB-MHP、OCAP。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TV industry, 
everyone will access any information service via TV 
in home life. The issu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bout Enterprise could be shift into Home.  
 DVB-MHP in Europe and OCAP in America 
both try to integrate all platform standard and choose 
the best technical solution for all industry about 
Digital TV. 
 The paper adopt Message-oriented Middleware, 
Web Service to design the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Community Set-top box. Moreover, using definition of 
commercial business model in the paper to transmit 
correlative theoretical model. 
 All of the above, we can develop the platform to 
service-oriented and enable STB to strengthen content 
service and share resource of internet. 
Keywords: Message、Web Service、DVB-MHP、
OCAP. 
 
1. 前言 

 

為了加強社區頂機盒(set-top box,STB)[1][2]的

後端管理平台機制，並且讓業者不侷限於自身的系

統平台，以及加強其內容服務與分享網際網路資

源，因此本研究採取協同商務的商業模式[3][4]，並

且以訊息方式[5][6]設計整個管理性系統平台。 

    本研究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主要步驟: 

 定義平台上的基本互動模式 

 定義平台上的商務模式 

 導入相關理論模式 

 系統平台理論設計及雛形系統實作 

在理論設計上，我們主要以三層式架構

[7][8][9] 

為主要的系統設計，並根據需求建立相關模組，以

作為實際開發時的參考依據。 

 

2. 主要內容 
 
2.1 社區頂機盒基本互動模式 
 
圖 1為整個社區的頂機盒與伺服器之間的基本

互動模式，為 Client/Server架構，管理平台串接其

他支援性伺服器，包括資料庫伺服器、媒體伺服器

等等，本管理平台本身則是架構在應用程式伺服器

上。 

 
圖 1 客戶端/伺服器 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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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區頂機盒商業模式 
 

如圖 2顯示，整個平台中的各個角色定位，分

述如下: 

 B 

為管理平台其功能係整個資訊服務的主要中

介者。 
 b  

為平台上提供服務的內容供應商，負責提供平

台上所需要的服務。 

 C 

為平台上的消費者，即社區內的社區頂機盒的

使用者。 

 
圖 2: 社區頂機盒商業模式 

 

依據這樣的商業角色定位，STB管理平台可提

供下述幾個商業模式，分述如下: 

 b2B2C 

由系統平台提供服務予消費者，並產生交易行

為，而服務本身是由個別內容廠商所提供。 

 B2b2C 

由系統平台將消費者到導向至個別服務廠

商，即消費者與個別服務廠商產生交易行為。 

 B2C 

由系統平台提供其本身專屬的服務所產生的

交易行為。 

 B2b 

系統平台與個別服務廠商之間的交易行為。 

 b2b 

系統平台上提供服務的廠商，其之間的服務 

元件交易行為。  

 

2.3 社區頂機盒服務發展模式 
 
圖3為平台上商業角色之間的互動圖，對於B平

台而言，其主要角色在於作為一個服務的中介者，

並讓消費者得以透過Find尋找其所要的服務，再透

過Bind的動作進行服務的消費。 

 對於b內容廠商而言，其主要角色定位於提供

資訊服務，因此其對平台會產生Publish的動作，並

且當其需要其他協力廠商的服務元件時，即轉換成

C角色進行服務元件的Find，並且在尋找到所要的

服務元件時，進行Bind。 

圖

3 商業角色互動圖 

 

對於平台上的服務發展模式，本研究採用

Find&Bind的模型來設計，如圖 4所示，為整個平

台所有服務模組在此模型下的建置圖。 

在整個系統設計上，採取以服務作為整個平台

的基本單位，並且將每個服務模組安裝至整個平台

上，個自形成一個獨立的Web應用程式[10]。 

因此當我們需要增加平台對CA(Conditional 

Access)系統的支援時，我們只需要加入一組新的服

務即可加強平台的支援能力，達到易擴充性。 

 
圖4 服務建置圖，其中Sa、Sb以及Sc分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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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A、ServiceB、ServiceC 

2.4 管理平台架構設計 

本研究採用三層式架構進行系統設計，如圖 5

所示，包括表現層、會議層以及實體層，並另加一

個管理層，分述如下: 

 管理層: 

負責處理整個平台所有管理性的動作，包括使

用者管理、帳務管理、頻道管理、出版管理與網路

管理等等。 

 表現層 

    為使用者接觸整個系統平台的主要窗口，包括

一般消費者與進階管理者。 

 會議層 

主要置放相關的企業邏輯元件、服務與控制元

件，作為主要邏輯運算所在。 

 實體層 

用以連接實體資源，以作為支援性伺服器，包

括資料庫伺服器、媒體伺服器以及應用程式伺服器

等等。 

 
圖 5:系統整體架構圖 

 

2.5 平台主要模組設計 

主要以STB的平台系統需求進行模組性的分析

並且以Find-and-Bind的模式進行設計，如圖6所示，

其各層分述如下。  

 
圖6 管理平台主要模組設計 

 

 管理層 

 使用者管理 

為了有效管理社區型頂機盒，在此模組下負責

相關使用者的資料，並且儲存各種類型STB資料以

求達到客戶端者的最佳化顯示以及特徵化。 

 帳務管理 

  此模組用來處理相關帳務的管理，包括對消費

者的收費以及廠商調動網站服務時的帳務紀錄。 

 頻道管理 

    主要用來管理資料型模式與串流型模式的管

理，對於資料型而言，主要管理平台上的一般資訊

服務，對於串流型而言，主要管理平台上的影音資

料的服務。 

 出版管理 

    此模組主要設計來管理P2P(peer-to-peer)的

訊息處理以及互動式廣告的訊息處理。 

 

 表現層 

整個表現層的模組設計，主要可以分為三類，

分別為內容服務模組、串流服務模組以及控制服務

模組。而每個服務模組均採用MVC方式[11][12]設

計，如圖 7所示，每一個服務均繼承自 Service Servlet

並且在起始時均會向 Singleton模型設計的 Service 

Manager進行註冊的動作，以便於系統可以搜尋、

增加、移除個別的服務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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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為表現層模組設計架構 

 

 內容服務表現 

為使用者在使用資料型服務的主要窗口，主 

要用來提供資料型的資訊服務，圖8為其MVC模型

設計。 

 
圖8 為內容服務於表現層的MVC設計 

 

 串流服務表現 

為使用者在使用串流型服務的主要窗口，主 

要用來提供平台上的視訊影音服務，圖9為其MVC

模型設計。 

 
圖9 為串流服務於表現層的MVC設計 

 控制服務表現 

此模組主要用來管理平台與調動網站服務的 

主要窗口，圖10為其MVC模型設計。 

 
圖10 為控制服務於表現層的MVC設計 

 

 會議層 

本層主要目的在於提供表現層的服務模組相

關的企業邏輯服務元件，為了滿足上層的服務模組

需要，本研究設計均會有其對應的會議層服務模

組，並且遵循如圖11所示的理論設計，藉由一連串

元件的運作，來得到表現層所要的結果。 

 
圖11 為會議層模組設計架構 

 

 內容服務會議 

此為內容服務模組於會議層的相關元件運

作，包括取得服務清單、使用者ID以及存取專屬的

Queue等等，如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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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內容服務於會議層設計 

 

 串流服務會議 

為串流服務模組於會議層的相關元件運作，其

接收到相關引數，即存取影音檔以及專屬的Topic，

如圖13。 

 
圖13 串流服務於會議層設計 

 

 控制服務會議 

為控制服務模組於會議層的相關元件運作。 

 
圖14 控制服務於會議層設計 

 

 網站服務管理者[13] 

為了使得平台的所有廠商可以藉由將自己 

的核心競爭力形成服務元件，並且彼此藉由服務元

件的組裝，形成更完善的服務，因此在會議層中，

建立此模組，使平台可以形成一個虛擬的服務元件

交易平台，如圖15所示，當服務提供廠商需要其他

服務元件時，透過SOAP的方式發送給Ws-SOAP，

並且由Ws-SOAP將相關引數形成formBean丟給網

站服務管理者，由其負責處理網站服務並且將回傳

結果形成Data Object，並且紀錄相關的日誌項。

 
圖15 為網站服務交易模組設計，負責處理各廠商之

間的服務交換。 

 

 實體層 

在實體層的設計中，主要用來串接其他支援性

伺服器，並且透過控制服務模組與其他各層互動，

以達到管理的控制目的。 

 應用程式程式伺服器 

其主要作為整個管理系統的主要平台，並且負

責所有服務模組發展與建置。 

 訊息服務伺服器 

作為實現MOM模式的訊息傳送機制，並且 

以JMS(Java Messaging Service)為主要系統架構。 

 媒體服務伺服器 

為了提供整個管理平台的影音服務，我們加 

以串接媒體服務伺服器，作為影音視訊之用。 

 資料庫伺服器 

提供永久性資料存取、包括使用者資料、帳 

務資料以及系統相關日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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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結論 

進一步看未來整個 STB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

的是將來的 STB的發展時程將隨著資訊家電的快

速發展而日新月異，因此如何管理一個社區型並且

差異性相當大的 STB將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為了克服在 STB終端的多樣性，以及資訊家電

產業的複雜性，因此藉由鬆散偶合的方式進行整個

產業的虛擬緊密結合是比較好的解決方案。 

本研究在於探討如何設計以訊息為基礎的STB

管理平台，並且以網站服務作為整個平台上進行協

同商務時的技術解決方案；以訊息中介的模式作為

平台上所有訊息傳送的處理模式，最後以服務為導

向的方式來建置三層式架構的系統管理平台以處

理異質性 STB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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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P系統之建置與管理-以逢甲大學為例 
 

柯守全   趙啟時   劉安之 
逢甲大學資訊處 
scke@fcu.edu.tw 

 
 

摘要 
 

由於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及電腦電話整合技

術的演進，使得目前將原來傳統電信交換網路由網

路電話取代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過去，傳統電信

網路與網際網路分屬不同連結網路，電信網路僅單

純的用來傳輸類比電話及傳真，而網際網路則是處

理數位資料的傳送。近年來發展中的網路電話則是

將語音當成數據資料加以封包，然後再將各個封包

透過網路從發話端送到收話端。這種傳輸過程除了

能經濟地完成即時語音的傳輸，更可有效地運用現

有的網路頻寬，避免傳統電訊所造成的閒置浪費。

逢甲大學近年來致力於發展各項網路應用，除積極

推動校園資訊化外，更進行校園通訊與網路之整

合，本文主要是介紹逢甲大學在校園 VoIP 系統方
面之建置與管理。 
 
關鍵字： VoIP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閘道管

理員(gatekeeper)，閘道器 (gateway)，點
對點 (end-to-end)，通話紀錄 (CDR) 

 
1. 前言 

 
過去，傳統電信網路與網際網路分屬不同連結

網路，電信網路僅單純地用來傳輸類比電話及傳

真，而網際網路則是處理數位資料的傳送；近年

來，隨著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及數位訊號處理 DSP
技術的開發，目前將原來傳統電路交換網路由網路

電話取代的趨勢已越來越明顯。 
傳統電話的使用是透過交換機 (PBX) 以線路

交換 (Circuit Switched) 方式來建立連線，而在通話
時所建立的通路將會持續的被這通電話所佔有，直

到通話結束才會將該通路釋放出來。目前許多電信

業者與設備供應廠商積極發展中的 VoIP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tcol) 為因應網路的發展所延伸的
一種應用，它將傳統電話的類比聲音訊號以"數據封
包 "(Data Packet) 的型式在  IP 數據網路  (IP 
Network)上做即時傳遞；換言之，VoIP系統就是將
原為聲音的類比訊號數位化後，透過網路上的各種

相關通訊協定，做點對點 (end-to-end) 的即時通訊
功能；除此之外 VoIP 技術可將資料封包在網路上
傳遞過程中所發生的失真、迴音及資料遺失做適當

地修補功能，使其原音重現。 
網路電話將語音當成數據資料加以封包，然後

再將各個封包透過網路從發話端送到收話端。這種

傳輸過程除了能經濟地達到即時語音的傳輸，更可

有效的運用現有的網路頻寬，避免傳統電訊所造成

的閒置浪費。並加上採用 VoIP有以下的優點： 
(1) 將電話整合至網路之中，原本電話與網路為個別
獨立之系統可以整合在單一線路中，因此在系統

建置成本上勢必大幅降低。 
(2) 通話連線也由線路交換轉為封包交換，將通話時
線路的專用方式變為共用方式，如此可充分利用

頻寬降低話務成本。 
(3) 在管理層面上可將通訊網路整合為同一套網管
系統，並可降低維運的成本。 

(4) 在功能應用方面，因已將語音訊號數位化後，可
以結合網路上的各項技術，產生更多樣化的應

用。 
逢甲大學近年來積極進行通訊與網路之應用

整合，在新建之女生宿舍的電話系統全面改用

VoIP，總計約有 450隻，並與校內之傳統交換機連
接，讓新舊系統能互相連通。另外也在其他縣市建

立連接據點，讓長途的話費能變成市內短途話費，

以節省行政單位通話成本。 
本文主要是介紹逢甲大學在 VoIP 系統方面之

規劃與建置，在第二節中首先介紹我們在建置 VoIP
時的考量，包含協定選擇、網路之設計與環境之規

劃等；第三節為介紹 H.323協定的基本架構與運作
流程，並探討如何對 VoIP 的效能進行量測；在第
四節中將介紹我們所建立的管理系統；第五節我們

針對所建立之 VoIP 環境實際運作後，所遭遇的問
題與困難進行探討；最後於第六節中作一結論並略

述未來發展之方向。 
 

2. VoIP建置考量 
 

VoIP也和其他網路上的應用一樣，彼此通訊雙
方必須依循相同的協定，才能達成資訊交流的目

的。H.323是現在使用最廣、定義也最詳細的協定，
而近年來 MGCP、SIP 也慢慢竄起並被廣泛的討
論。因此在本節，我們將針對 H.323、SIP及MGCP
三種 IP電話網路閘道間的協定作一比較，以做為我
們選擇校園 VoIP系統建置架構之依據。 

 
2.1 VoIP網路通訊協定比較 

 
 H.323 
為一種包羅萬象的標準，其本身是由眾多的從

屬協定所構成，該協定定義了一種能靈活應用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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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電話會議設備的通訊方式，並提供了應用於不

同設備的多媒體類型和壓縮技術，因此其定義最完

整而複雜度也最高。 
 SIP 
是一種非常簡潔的協定，因為該協定使用的是

能被終端設備輕易生成並分析的命令；SIP 只定義
了 6道指令便可完成呼叫與控制程序，因此 SIP協
定的簡單易行，可以大幅的降低終端設備的成本。 
 MGCP 
是一種不同於 H.323、SIP的協定，不像 H.323、

SIP 屬於 Peer-to-Peer 協定， MGCP 是屬於

Master-slave協定，也就是完全由 MGCP Server控
制其 Terminal。因此MGCP Terminal就簡單多了，
其所有的功能都由 Call Agent 控制，相對的 Call 
Agent也就較為複雜了。 

由以上所述可知H.323的優點為定義範圍最完
全、技術的成熟度最好且與 ISDN相似性高；MGCP
則是設備成本適中且與 SS7的相容性好；至於 SIP
則因其設計複雜度最低因此設備成本最低。 

雖然目前 VoIP有許多不同的通訊協定，特別
是近幾年發展的 SIP、MGCP等協定讓 VoIP通訊協
定有更多的選擇；但由於 H.323協定不但發展時間
最久且技術最為成熟，加上市面上相關的產品多還

是以 H.323為主，並且在電腦上目前現有的一些視
訊會議軟體如 NetMeeting等也都是使用 H.323，只
要利用電腦即可直接成為 VoIP系統的終端設備，
在此考量下逢甲大學校園 VoIP的建置最後還是選
用 H.323為整體的建置架構。 

 
2.2校園 VoIP設計考量 
 
(1) 網路的規劃 

逢甲大學在 VoIP 網路設計考量上，分為校園
內 VoIP、學生宿舍 VoIP及校外 VoIP建置三部份。 
 校園內 VoIP建置：因為校園內部網路頻寬皆為
100Mbps，且網路主幹更高達 Gigabit速度，因
此頻寬的考量並未納入本校校園內部 VoIP網路
的設計考量之中。 
 學生宿舍 VoIP建置：考量學生宿舍往往是網路
流量最高的地區，因此若將 VoIP與宿舍網路放
置於同一段網段，VoIP的通話品質將終難獲得
保證 [4]；因此在學生宿舍方面，我們將 VoIP
與一般使用之網路以 VLAN分隔開來，以避免
VoIP使用受到宿舍網路流量之影響。 
 校外 VoIP建置：在校外建置的考量方面，(1)需
要選擇一家 ISP，依據本校對外通話需求租用頻
寬加以使用。本校在建置台北 VoIP據點時我們
分析學校交換機話務的使用情形，分析的結果為

撥打台北的電話容量在 5通以下，在呼叫損失率
與經濟效益的考量，可以獲得最大的效益；(2)
除此之外必須注意的是 VoIP 網路在 WAN 的容
量考量中，在整體頻寬需保留 25%給系統資訊
使用，如路由協定、Layer 2的資訊交換及其他
可能的各種資訊的交換，實際上只有 75%的頻

寬可提供語音、視訊或資料的傳遞 [5]；(3)在語
音壓縮編碼方式方面如採用 G.723.1，所需頻寬
為 6.3Kbps (或 5.3kbps)及採用G.729所需頻寬為
8kbps。因此在考慮使用頻寬 75%下可容納五線
電話同時使用的情形下，在建置初期使用

ADSL512/64Kbps的線路業已足夠，未來使用量
增加時再分階段調整。 

(2) 環境的考量 
VoIP設備在環境的考量上，其放置地點最好能

有空調設備，至少必須通風良好，以避免設備過熱

產生故障。另外在電力方面，由於停電時往往只有

傳統電話可以繼續使用，因此不斷電系統的設計與

安排就更為重要，因為除了考量 VoIP 相關設備要
接上不斷電系統外，提供 VoIP 使用及通訊所經過
路徑的網路設備也都需要接上不斷電系統，以確保

發生停電時 VoIP仍能維持的正常運作。 
(3) 撥號的設計 

在撥號設計 (dial plan) 方面，我們希望不改
變目前校內電話撥號使用之習慣，因此校內電話號

碼的分配還是維持目前個人使用之現有電話號

碼；在學生宿舍部份其電話號碼亦使用傳統的編碼

方式；撥打外線部份則以一次撥號的方式直接打區

碼與對方電話號碼，以簡化撥打程序。例如在該話

機擁有撥打長途或手機的權限時，撥手機時只要直

接撥對方手機號碼即可，而不需要先撥”0”抓取外線
後再撥對方號碼。 

 
3. VoIP運作與量測方法 

 
在本節我們將介紹 VoIP 中 H.323 的運作方

式，並探討應用於 VoIP上的網路參數的量測方式，
以作為本校 VoIP系統建置與管理的知識背景。 

 
3.1 H.323運作方式 

 
H.323 的協定中詳細定義著一通電話間協定傳

輸的流程，如圖 1所示為 H.323下各協定的封包的
堆疊型態。 

 
Audio 

application Terminal control & Management 

Voice Codec 
G.711723 etc 

RTP 
RTCP H.225 RAS H.225 

Call signalling 
H.245 

UDP TCP 

IP 

Link & Physical layer 

圖 1.  H.323封包堆疊型態 
 

 H.225 RAS利用 UDP封包傳遞註冊登記、允入
控制、頻寬改變及系統狀態等訊息。 
 H.225 Call Signalling (Q.931)利用 TCP封包來進
通話的建立與中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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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45為建立聲音的通訊、傳遞開啟邏輯通道與
進行流量控制等訊息 [7]。 
 RTP (Real Time Protocol) 提供點對點即時的傳
送服務，影像聲音資料經編碼壓縮後封裝入 RTP
封包，以 UDP方式傳送 [8]。 
 RTCP (Real Time Control Protocol)為RTP的一部
份，提供 RTP 的狀態與訊息，作為接收端影音
同步之用。 

 
H.323 的連線建立方式有兩種方式：一為直接

連接模式  (Direct Mode)，另一為繞路連接模式 
(Routed Mode)。此兩種模式主要是在 Call Signalling
過程上的不同，直接連接模式為兩端點直接溝通進

行連線要求  (圖 2)，而繞路連接模式在 Call 
Signalling 上都需要透閘道管理員 (Gatekeeper) 轉
送這些訊息 (圖 3)。繞路連接模式的連接過程較為
複雜，相對的閘道管理員的負擔也比較重，因此本

校所建置之 VoIP採用的為直接連接模式，可減輕閘
道管理員所要處理的工作。 

 

圖 2.  H.323 Direct mode連接流程 
 

圖 3.  H.323 Routed mode連接流程 
 

3.2 VoIP參數量測方式 
 
影響 VoIP的通話品質，有幾個重要的參數如：

delay、jitter、packet loss、throughput等，測量這些
參數其實就是測量整個網路的效能，而了解通話品

質。我們對 VoIP 的量測著重於最終兩端的通話品
質，因為整個通話的網路路徑，經過的區段太多，

其所要蒐集的資料將會太多，且實際所經過的領域

也都不是我們所能進行測量與控制的，因此我們不

對中介的網路媒介的效能進行測量，採用的測量方

式是以點對點  (end-to-end) 的效能進行測量  [9] 
[10]。 

一般而言，對於點對點的效能測量大致可分成

兩類：一為被動式量測 (passive probe)，一為主動
式量測 (activate probe)。被動式量測就是分析現有
實際網路的流量，而要對點對點的測量，特別是要

得到詳細的資訊時，就必須從封包中著手，由抓取

封包的時間，再利用封包內所隱藏的資訊進行分

析，來測得現有的連線效能，這些測量的方法為蒐

集實際傳輸使用的資料，例如：VoIP的一通電話，
從這邊取得影響通話品質的相關參數，並得知每通

電話的實際通話品質。 
在RFC1889 “RTP: A Transport Protocol for 

Real-Time Applications” 中就訂定了RTCP的封
包，該封包是在一連串RTP封包中穿插傳遞，系統
在現有的RTP中再加入RTCP的封包，利用幾個
RTCP封包中 SR與RR欄位所記載的時間戳記 
(timestamp) 與最高封包序號  (highest sequence 
number)，便可以容易的計算出每一通通話的相關參
數，如packet loss、delay、 jitter等VoIP參數資訊 
[11]。 

若無法提供RTCP封包，那就只能抓取封包然
後將同一通電話的RTP封包集合起來，由時間戳記 
(timestamp) 與封包序號  (sequence number) 可以
知道Packet loss與jitter；但對於delay而言，因為都
為單項的資料就無法得知了，這種方法的缺點是必

須蒐集大量的封包進行分析，對於點對點的測量時

必需兩端都要蒐集封包，再進行交叉比對計算，過

程繁複且較沒效率。 
主動式量測為利用相關的測量程式，主動的送

出測量封包並取得對方的回應，依此得到相關的測

量數據 [12] [13]。此種測量方式除會產生額外的測
量流量外，最主要得到的數據為該時段及該程式所

得到的值，但並不表示該時段VoIP的通話品質一定
是如此，而在非測量時段的通話品質為如何，更無

法得知。因此這種方法是可以知道兩點間的一般整

體效能，但若要應用於如單通電話通話品質的個別

效能的評估就較不合適。 
因此針對效能測量目的之不同，適合測量的方

式亦不同： 
 如果要用於計帳管理，則必須是對每一通電話連
線的狀態給予評估，才能反映出使用者得到的實

際服務品質，如此就必須從封包中著手，而採用

被動式量測。 
 若只是要評估整體系統效能，那就可以使用主動
式量測方法，應用一些效能測量的方法來測得該

線路的整體效能即可。 
 
針對學校VoIP的管理，應用於記帳統計部份需

採用被動式量測方式，其中若設備內部能提供相關

效能參數資訊，則管理方式可能較為簡單；若無法

提供，則必須完全靠外部24小時監看封包，進行分
析。若應用於系統架構的效能評估測量，則可以用

主動式量測，來探討不同的架構，與如何調整會產

生不同的測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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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oIP管理系統 
 
逢甲校園整個 VoIP 環境建置完成後，所要面

對的另一個就是管理上的問題。為能了解 VoIP 運
作情形並提供良好的服務環境，我們需要了解實際

網路的效能、通話的品質及 VoIP 使用情形，因此
我們必須進行通話紀錄 CDR的蒐集與效能的量測。 

 
4.1 VoIP系統架構 

 
逢甲大學整個 VoIP 環境包含校內與校外網路

與電話的連線，系統的設計主要有兩部 PC 負責資
料的蒐集；其中一部負責與閘道管理員聯繫，蒐集

CDR資料，另一部則架於流量之出口，負責做封包
資料的蒐集 (圖 4)，其整體系統架構如圖 5所示。 

 

PBX

CDR Collector PSTN

Internet

Gatekeeper

ITG

ITG

ITG

Packet analyzer

台中

台北

新竹

 
圖 4.  環境架構 

 
 

Internet

Packet
capture

Ping ResponseTime Out
Broken Line
Process

Yes

CDR Correction

CDR Collection
CDR

No Performance
Analysis

Report Generator

Accounting
Report

圖 5.  系統架構圖 
 
 
系統模組說明如下： 

1. CDR collection：負責與閘道管理員溝通取得
資料，並分析成為每通電話的 CDR。 

2. CDR correction：負責修正 CDR通話時間的資
料。 

3. broken line detection：對於網路斷線造成的通
話中斷所可能延伸的問題，如 packet loss影響
CDR的資料正確，通話品質的問題等。 

4. performance measure：負責計算偵測影響 VoIP

通話品質的各項參數，以提供數據存入資料

庫。 
5. Report Generator：負責產生 CDR 的完整資
料，包含通話時間及經過整合各參數所給予的

VoIP通話品質資料。 
 
4.2系統運作流程 
 
4.2.1CDR取得 

我們利用 GK API與閘道管理員建立連線，閘
道管理員會將所有 RAS 訊息傳送至 client端，利用
RAS 訊息來得到每一通電話的 CDR。在 RAS中由
接收到雙方的 ARQ (Admission Request) 開始為建
立連線的開始，而 DRQ (Disengage Request) 為一
個連線結束的訊號，而兩者時間差即為兩端實際連

線的時間。但此時間並非真正的通話時間，這個還

包含電話鈴響時間，因此若要將 CDR 應用於記帳
系統還需要再加以修正。 

 
4.2.2網路斷線處理 

在整個網路通話過程中，在我們把電話掛斷

時，閘道器會送一個 DRQ 訊息給閘道管理員，因
此在正常情形下，一組通話閘道管理員會收到兩個

DRQ訊息。若發生網路斷線的情形，對閘道管理員
而言，因為並不知道此狀況，故最後可能發生沒有

收到 DRQ訊息，系統不知道通話結束而造成 CDR
記錄錯誤，因此我們必須對可能斷線之情形加以處

理。 
為了解是否有發生斷線情形，可以在每個連線

中，利用 ping閘道器的機制來了解網路之狀況： 
a. 若發生 ping request timeout且在短時間內
收到一個 DRQ，則可能是一方斷線或設備
reset問題，另一方因聽不到聲音而正常掛
斷電話。 

b. 若發生 ping request timeout，但都沒收到
DRQ，需考慮可能斷線位置，可能是閘道
管理員端網路，或是連線雙方網路有問題。 

c. 若發生 ping request timeout，但還是收到雙
方的 DRQ，則我們可以認為是沒有問題，
而實際情形可再由通話品質的偵測來了解

是否有 packet loss的情形。 
 

4.2.3通訊品質偵測 
VoIP 通話品質的幾個參數 delay、packet loss

與 jitter為量測的重點，其測量方式如下： 
a. 以 ping閘道器的回應時間 (response time) 
即為封包的來回時間，我們可以用該值的

一半來當作 delay時間。 
b. 以 packet capture方式，分析封包內容，由

RTP 封包中的封包序號可知道 packet 
loss，並由封包與封包到達的時間差與選
擇之編碼方式的封包速率 (frame rate) 的
值，來分析出 jitter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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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通話時間的修正 
對於 CDR取得之資料並不正確，因此我們需將

通話的時間加以修正，其修正方式為利用 H.323協
定的運作流程進行判斷： 

a. H.323協定中，RAS為 endpoint與閘道管
理員溝通訊息，最後是兩個 endpoint要以
H.245完成後建立連線。 

b. 連線建立完成後即以RTP封包開始傳遞通
話資料，這包含了一方以鈴聲呼叫對方的

封包。 
c. 由封包的分析，被呼叫的一方只要還沒拿
起電話進行通話，就不會有 RTP封包傳送
至對方。 

d. 由封包分析任一組連線，當雙方皆有傳遞
RTP封包時才為真正通話的開始，而以這
個時間點為通話時間的開始。 

例如甲撥電話給乙時，已在鈴聲響了快一分鐘

才接電話，而再雙方通話之中不時有聲音斷續不清

楚，甚至中間有一段時間聽不到對方的聲音。在這

情形下應用喜統的運作，可先由閘道管理員取得通

話記錄，並依程序修正通話時間，而通話斷續的狀

況則可由網路參數的量測得到該通電話的話務品

質，甚至網路斷線情形發生時皆可測量出來，納入

記帳管理時的計費參數。 
 

 
圖 6.  每小時使用情形統計圖 

 

 
圖 7.  每隻電話使用情形 

 

4.3系統操作畫面 
我們將所蒐集得到的資料放入資料庫後，利用

web based介面來展示與查詢通話之情形與記錄。如
圖 6所示即為由統計資訊中所得到之學生使用電話
的情況及尖峰使用量統計圖，而系統並對每一隻話

機的每天使用情形也進行記錄，而這些記錄將可作

為計費的參考資料 (圖 7)。 
 
5. 逢甲大學 VoIP遭遇問題與困難 

 
VoIP的發展已經有一段期間，其產品與技術也

都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整個 VoIP 的使用型態大
致可以分成三類： 
 Toll pass： 
在一般電話的使用局端與局端交換機間的介

接還是透過幹纜專線來連接，而幹纜線路數目

亦決定交換機間能有幾通電話可同時通話。採

用 VoIP 的方式為將交換機中間的幹纜改採網
路方式，如此可充分的使用頻寬，減少線路的

數量降低成本，這已是目前在電信業者 VoIP
的使用的方式。 
 PBX extension： 
此方式的使用是把 VoIP 當作一般交換機的延
伸，採用此方式主要在於建置成本上的考量，

如分公司的設立要建立電話系統與總公司連

線，則需考慮交換機與公司之間的專線連接，

若採用 VoIP 則可應用現有網路專線，省去交
換機與電話專線的成本。 
 H.323 Interoperability： 

VoIP 之間的連線設備並不局限於設定的設
備，當設備能支援 H.323的標準便能互相的連
線，因此除了閘道器 (Gateway) 與閘道器之間
的連通外，IP Phone設置於 PC亦可當 VoIP的
終端設備，如 Netmeeting即常被大家當作網路
電話使用，透過 VoIP 的技術，我們可以利用
電腦直接與對方通話。 
 
逢甲大學 VoIP 的建置是同時朝向這幾個使用

目標進行。女生宿舍大樓興建完成後，該大樓電話

系統全部採用 VoIP 的方式建置，以 H.323 閘道器
為主，而使用者以一般的話機接到閘道器上的 FXS
介面，因此對使用者而言並不會覺得與使用一般電

話有所不同。而在台北所裝設閘道器建立的 VoIP
據點也是為了試驗 VoIP 透過 Internet 使用的可行
性，並希望節省長途電話費用。至於在逢甲校園內

VoIP 的建置則是配合學校 e-book 專案的推展與校
園無線網路的建置，而形成一個只要攜帶著筆記型

電腦透過校園內的無線網路，在任何地方透過

NetMeeting即可使用電話進行聯絡的環境。 
逢甲大學在 VoIP 建置完成並使用將近一年的

時間中，也發現一些建置與管理上的問題，我們分

別敘述如下： 
1. 通話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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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品質常出現問題的地方是在與台北進行通

話中，有時候會出現斷續聽不清楚的現象，經瞭

解這主要的原因是在網路上面，因為收、送話兩

端的連線是透過 Internet 連接，傳輸過程中間經
過了十多個 hop count，當其中任何一段網路發生
壅塞都將可能影響到通話品質。 

2. PBX介接： 
校內 VoIP 系統實際也是校內傳統交換機的延
伸，兩端透過閘道器連接起來，但是因為兩套不

同的系統，中間要交換一些訊息唯有透過 QSIG
協定來達成，這些功能在交換機上都已具備，但

對 VoIP 閘道器而言，以目前來說就不一定會提
供 QSIG協定，在此情形下在兩套系統互通時並
無法知道對方的電話號碼。 

3. 安全認證： 
由於目前並沒有一個很好的機制來管理閘道器

與 Terminal在閘道管理員上的註冊登錄，因此使
用者只要知道閘道管理員 IP，如使用Netmeeting
即可自己設定電話號碼登錄上來，如此使用者只

要連上系統即可使用電話系統上的資源，如打長

途外線電話。我們目前僅能以靜態方式設定 IP
存取控制列表，以防止非授權 IP 使用，但相對
的對於學校的無線網路動態 IP 而言則會有實施
上的困難。 

4. 網路管理： 
由於 VoIP 為架構於網路之上，雖然一般網管軟
體對 VoIP 設備有提供 SNMP MIBII 等基本資
訊；但我們發現實際在 VoIP 的管理方面，有一
些特殊的資訊需求，然而由於目前尚未有專門使

用於 VoIP方面的專用MIB資訊，因此也造成我
們在 VoIP網路管理上的困難。 

5. 計費系統： 
我們所採用H.323運作是以閘道管理員為主要的
控管中心，而閘道管理員功能為執行對 Endpoint
的註冊 (registration)、允入 (admission)、頻寬 
(bandwidth)及狀態訊息 (status)等的管理，但是
對 Endpoint間的實際通話情形並無法提供，像這
些實際未接聽、斷話、通訊品質等等都無法知

道，因此在這種情形下要直接由 H.323設備下來
進行計費將是有困難的。 
 

6.結論 
 

逢甲大學 VoIP的建置使用於實際運作校園網
路之中，初期建立了將近 500多線電話，雖然目前
在實際運作上還有一些問題尚待克服，但眾多的

VoIP技術持續地發展中，因此也更確立本校這個方
向的可行性。我們在下階段將進行的方向為：(1)
持續改善連線頻寬與連線路徑，以減低網路壅塞機

率；(2)進行設備與流量之管理，對影響 VoIP 品質
的參數進行監測與管理，以便能隨時控制通話品

質；(3)推展相關應用系統，如 IVR (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訊息整合  (Unified Messages)及 CTI 

(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 等不同的整合應
用。期望未來在我們持續的進行與發展下，達成校

園內全面的通訊與網路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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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設計一個多人多媒體的互動機制，將純

文字的聊天室增加上傳圖片分享及上傳聲音播放

的功能，利用多樣化的媒體組合，吸引學習者踴躍

參與討論，並讓學習者能不受打字速度的限制，能

更便利表達意見。此一多媒體的互動系統僅需要一

般的網路頻寬與多媒體設備即可，同時此多人多媒

體的互動機制，幾乎可以達到即時互動效果，而且

使用者還可以自我控制媒體的播放，也就是學習進

度的控制。我們實作此一互動系統並進行課程實

驗，然後進行問卷調查與訪談，並針對互動的內容

進行分析，其結果顯示學生非常踴躍參與此多媒體

的互動活動，且在主題明確的引導下，內容大都與

課程相關，對同學在討論的質有相當的提升。而其

滿意度也相當高，甚至出乎意料之外，學生在互動

討論的時候，就表達意見：『希望以後的課程能夠

多多採用此種互動方式來進行』。 

 

關鍵字：網路教學、互動機制、多人多媒體互動、

聊天室、注意力吸引、注意力集中 

 

１. 前言 
 

 互動性距離『transactional distance』的一個假

設是『距離是一種教學現象』。(Moore, 1996)。在

網路教學或面對面教學中，學生與老師之間的互動

都有所距離，這裡所講的距離，並非是地理上的距

離，而是師生與同儕間溝通的互動距離。在網路教

學中，『由於師生與同儕間被地理上的距離所分

隔，更容易產生理解與認知上的距離』，此種現象

需要靠老師、學生與網路互動機制一起來克服，減

少互動的距離，產生積極且有效的互動效果。在傳

統教室的單向教學，原本就缺乏學習互動的教學設

計，若在網路上傳送教學畫面，除了有上述傳統教

室教學的互動不足外，還添加網路傳輸品質的問

題，因此，在這雙重的缺點之下，其互動尤顯不足。

而網路教學不管資訊科技如何增進突破，仍須強調

『互動需求』與『個人化適性學習環境』。 

    即時性的主題式聊天室目前常被使用在輔助

教學上，以彌補非同步網路教學互動之不足。但傳

統聊天室互動機制，多數採用文字方式，文字輸入

很耗時。若聊天室互動系統並未提供足夠且有用的

互動技術，參與者無法透過有效的互動技術進行學

習活動（例如：純文字性的討論區功能，無法呈現

包含複雜符號的問題），而放棄互動學習。因此，

多媒體互動機制被多位學者認同，如 Sissel 

Guttormsen Schar (2000) 認為，純文字的學習環境

需花費較多的心力進行學習，而結合視覺與聽覺的

教學媒體能減少學習認知上的負擔，且較易吸引學

習者的專注力及增加學習效率。 

 在採用較豐富的教學媒體時，也需要同時考慮

在有限的網路頻寬中，總結多媒體資料的特性及通

訊需求(顏春煌,86)。但若要達到多人多媒體的即時

互動，往往需要寬頻網路與昂貴設備，例如：T1

頻寬與多點廣播控制器（Multicast Control Unit）。 

  本研究提出一個多人多媒體的互動機制，其採

用多種媒體，例如：文字、圖形影像、聲音等，讓

參與者可以選用其喜好的媒體，較清楚表達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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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且僅需要一般的網路頻寬與設備即可，而幾

乎可以達到即時互動效果。而且參與者還擁有自我

點選控制多媒體的播放，也就是學習進度的控制。

我們實作此一互動系統並進行實驗，其結果顯示學

生非常踴躍參與此多媒體互動的討論活動，且其滿

意度相當高。 

 

２. 文獻探討 
 

2.1多媒體學習的相關研究 

 

許多研究指出，各式媒體對使用者的學習有著

不同的效果，視覺化的動態教學媒體效果會吸引使

用者的注意力，進而注意螢幕的資訊，並有助於學

生對抽象事物的學習。(Large, Beheshti, 1994)。而

多媒體在教育上最大的成效為-可同時提供多種媒

體的傳達方式，並給予學生多重的感官刺激及在學

習中能擁有較為集中、持久的注意力。(David H. 

Jonassen, 1996) Mayer 調查指出將資訊以多種媒

體整合後對認知的幫助將大於單一媒體，他發現圖

文式的教材,或是聲音與動畫同步呈現，將增加學習

效果(Mayer, 1991)，且更令學習者滿意(Wagner , 

1987) 。然而從過去對多重管道（Multiple channel）

的研究也指出，當多重管道提供完整的資訊時，學

習成效會增加，但是當不同傳達管道的資訊是多

餘、分散的或使學習者困惑的時候，反而會降低學

習成效（David H. Jonassen ,1999）。因此，一定要

根據特定的內容與教學目標來選擇媒體，才會有效

果。組合各式各樣多種媒體教學，充分利用每個媒

體的優勢與長處。(Wagner,1987)  

多媒體有潛能來整合各種學習型態的學習

者。因此，多媒體提供多種情境與策略，讓學習者

有不同的感官感覺，幫助其更有彈性的處理資訊。

且多媒體還需要提供使用者控制其學習路徑，以幫

助使用者建構知識。學生為主的學習是未來的趨

勢，因為科技發展的相當迅速，學習者必須無時無

刻的訓練自我，以達成終身學習的目標（Rob 

Phillips, 1997）。 

 

2.2使用者參與之研究 

 

使用者參與(User Participation) 會影響使用者

涉入(User Involvement)。一般而言，使用者若對系

統的態度為正向，都會接受使用這個系統，但態度

若為負向，則會拒絕使用系統，此時，就必須用事

實或規範來改變使用者的態度。(Saleem, 1994) 

在個人參與因素方面，Robert (1983)認為個人

電腦能力的差異，是影響使用者使用行為的一個重

要因素，Brancheau (1990)認為有些使用者缺乏使用

電腦的動機在於他們認為要去學習如何使用它是

很困難的一件事。 

 

2.3使用者滿意度之研究 

 

Cyert (1963 )在“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一書中，首先提到使用者滿意度的概念。他們

認為，假如一個資訊系統可以提供符合使用者需求

的服務，則此資訊系統的使用者滿意度會增加。反

之，要是此資訊系統不能提供使用者所需的要求，

則使用者將會不滿意。此外，Evans(1976)也認為，

當使用者的滿意度低於某種程度時，他將不再繼續

使用該系統。 

 

2.4同步討論對學習成效之研究 

 

對同步討論機制而言，有意義的學習不是著

重在訊息的傳遞，而是讓使用者能即時與線上的使

用者澄清、辯解及討論協調自己的想法。

（Schegloff,1991）   Power 及 Mitchell 於 1997

年曾在網路上開設研究所課程作實証研究，研究發

現同步討論能促進同儕間意見的一致性。而

Jonassen 也於 1999年提出,同步討論能發展學生在

交際、社會化、讀寫、協商溝通及合作等方面的技

巧。並藉由線上討論的及時回饋,能給予學生對學習

內容再次重新思考及消化吸收。但有效率的同步討

論必須有明確的主題引導，或讓同學們線上共同完

成一專題，如此可減少交際式及離題的談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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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目的 
 

依據Moore(1996)的互動距離理論，本研究希

望利用多媒體特性加強互動的機制，吸引學習者的

注意力與強化學習者的專注力，強化互動的關係與

縮短互動的距離如圖一，然後進一步研究其對學習

成效的影響。且此系統提供的多媒體互動，僅僅需

要一般的網路頻寬與設備，但可以達到幾乎是即時

的互動效果。

Text-based 
discussion

activity

learner

learner

learner

learner

learner

lea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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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縮短互動的距離與強化互動的關係 

本研究的具體目的如下： 

一. 規劃、設計與建構「多人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 

二. 測試與評估「多人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系統功

能與效果 

三. 探討「多人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對參與率、滿

意度與學習成效的影響。 

 

４. 研究設計 
 
4.1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與訪談的方式，同時進一

步分析學生互動的內容，首先根據文獻探討及針對

使用者的需求，開發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與設計問

卷調查表，進行實驗，然後對使用者進行問卷調查

與訪談，並針對討論的內容進行質與量的分析，研

究流程如圖二。藉由問卷、訪談和互動內容的質與

量分析，希望能瞭解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對學習的

影響，並對未來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的發展提出改

進方向。 

 
圖二：研究流程 

4.2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修習「資訊素養」課程的 64位學生

為研究對象，課程性質以面授為主，網路教學為

輔。完成問卷工作後隨機抽選 12 位，進行深入訪

談。本實驗共安排了 4小時的同步討論時段，分別

是 91.1.13及 91.1.17，每次 2小時。在同步線上討

論前，利用面授的課程，使學生熟悉系統的使用。 

 

4.3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 

 

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的討論流程如圖三。多媒

體即時互動系統的介面如圖四，右邊視窗顯示目前

線上的人員，左視窗是互動的內容，互動內容包含

文字、圖像與聲音。底部視窗是輸入互動的內容，

包含:文字輸入、上傳圖像、上傳聲音與聲音錄製。

右下視窗提供複習功能，學習者可以點選來複習往

日的討論內容。 

 

 
圖三：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討論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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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介面 

 

4.3.1系統架構 

 

考量一般網路頻寬的限制與設備的普及與

否之下，同時兼顧媒體對學習效果的貢獻，多媒

體即時互動系統採用三種媒體：文字、圖形與聲

音，至於視訊部分需要的較高網路頻寬與較昂貴

的設備，先暫不使用，後續等網路頻寬提升後，

再把視訊媒體加入我們的即時互動系統。多媒體

互動系統的架構如圖五。本研究之多媒體互動系

統可分為兩大部分：同步即時互動區與非同步複

習區。 

 
圖五：多媒體聊天室架構 

 

4.3.1.1同步即時互動區 
同步即時互動區提供文字輸入、圖片上傳顯示與聲

音錄製上傳與播放三個功能，介紹如下： 

(1)文字輸入：使用者利用文字輸入，透過程式的處

理呈現在畫面上，而這樣文字輸入的方式，也是

目前大部分的聊天室採用的方式。 

(2)圖像上傳顯示：讓使用者除了文字之外，能透過

不同媒體的表達意見以及對自己的意見加以補

充，「一圖勝千文」的意義便是如此，透過一張

表達清晰的圖片，所能表達的意見可能會比輸入

許多文字來的清楚而詳細，圖形影像的功能分成

圖像上傳縮小圖與視窗瀏覽全圖的二個部分： 

縮小圖像：使用者上傳的圖形會以等比例縮小的方

式呈現在螢幕上，目的是避免過大的圖形佔據

太多的對話螢幕，如圖六（a）。 

全圖瀏覽：考量使用者能清楚的瀏覽圖形，因此，

可以點選縮小的圖像後，便可以開啟新視窗來

瀏覽全圖原貌，如圖六（b）。 

 

圖六（a）：縮小圖像 

 

圖六（b）：瀏覽全圖原貌 

 

(3)聲音錄製、上傳與播放：在聲音的部分可以分為

三個部分，一為聲音錄製，二為聲音上傳，三為

聲音播放。 

聲音錄製：由於網路頻寬的考量，在聲音方面，

本研究採用WMA格式的聲音檔案，WMA格

式屬於串流檔案，並可以根據使用者的個人

需求調整聲音壓縮的品質。在使用者安裝

點選放大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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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Media Encoder之後，下載本研究所

提供的專案檔(Project File)，使用者透過專案

檔，只需要透過簡單的動作，使用者便可以

自行錄製WMA格式的聲音檔案。 

聲音上傳：在考量頻寬的需求，本研究所採取的

方式，是使用者在錄製聲音後，利用聲音檔

上傳的介面，將檔案上傳至檔案伺服器，同

時以聲音小圖示（icon）顯示其為聲音內容，

如圖七（a）。 

聲音播放：使用者搭配可以播放WMA格式的播

放軟體如Microsoft Media Player 7.0、Winamp

或是 Musicmatch Jukebox 等軟體，可依照個

人的意願及需求點選對話螢幕上的聲音小圖

示，便可以聽取聲音的內容，如圖七（b）。 

 
圖七（a）：上傳後的聲音小圖示 

 
圖七（b）：聲音播放 

 

4.3.1.2非同步複習區 

 
複習討論的內容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討論內容

會被記錄在資料庫，學習者可以點選複習功能，

並且利用日期檢索來重複瀏覽以往的討論內

容，如圖八。因此，使用者可以在即時的互動之

後，重複瀏覽以往互動的內容，進行深層的思考

與反省。 

 
圖八：複習討論內容 

 

4.3.2簡易的軟硬體需求 

 

只要使用簡單且便宜的耳機與麥克風，便可使

用此一即時互動功能，且網路頻寬只需一般撥接即

可（56kbps modem 即可）。至於系統的需求為一般

的伺服器即可，我們採用二部伺服器，分別為WWW

伺服器與多媒體的串流伺服器，WWW伺服器執行

多媒體互動的程式，紀錄登入者的使用資訊等，而

多媒體串流伺服器提供聲音串流與圖片的傳輸。 

 

5.問卷評估 
 

5.1信度分析 

 

為了加強本研究的信度，在問卷回收後即進行

了問卷中各構度的信度檢定。本研究運用 Cronbach 

α係數來測量問卷的內部一致性。 

本研究的信度檢驗結果如表一，除第一構度

(多媒體)的題目，因為涉及各使用者對多媒體工具

的偏好差異太大，不適用 Cronbach α係數外，其

他構度的信度為 0.62 ,0.74, 0.79,由此可知本問卷的

信度是相當良好的。 
次序 問卷構度 Cronbach α係數 

1 參與程度方面 0.62 
2 學習時效性方面 0.74 
3 系統功能與界面 0.79 

表一：使用者評鑑問卷信度分析 

 

5.2效度分析 

點選播放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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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完成後，請教了 2位多媒體方面的專家

學者及數位有多媒體教學經驗的教師，綜合其意

見，針對問卷中錯字、題意不清及不適合的項目加

以修改、刪除。最後整理出本研究的調查問卷。所

以本問卷的效度是良好的。 

 

6.結果與分析 
 
6.1問卷結果 

 

本研究的使用者評鑑中對本系統的評估部

份，因採問卷方式進行使用者無記名自我評鑑，其

中學習者主觀認知的成分較高，缺乏一較客觀的學

習效果判斷標準，因此僅能就問卷資料結果來解釋

及推知學習者所「認為」的效果評鑑。本問卷因一

人無故缺席，共回收 63 份，且因有些題目部份同

學並未作答，以致部份題目回答總人數不足 63人。

分析問卷結果如下： 

 

6.1.1多媒體方面 

 

從表二問卷中針對使用者對多媒體工具偏好

的結果看來，平均值都高於 3.54以上，表示多媒體

的多種溝通方式已為大部份使用者接受。且在抽樣

訪談 12位同學中，有 10位除了文字外都曾經使用

自錄語音及圖片做為溝通工具，並有多數同學表示

在課程結束後會繼續使用此一多媒體聊天室與其

他同學溝通互動。但亦有多位同學覺得不太習慣在

網路上聽到自己的聲音，可能是聲音溝通方式的平

均值 3.54略低於文字及圖片動畫的平均值的原因。 
題

號

題        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平

均 

1 在MultiMedia ChatRoom環境中，你喜
歡用文字與其他使用者溝通 

9 42 12 0 0 3.95 

2 在MultiMedia ChatRoom環境中，你喜
歡用（圖片或動畫）與其他學習者溝

通 

11 26 22 2 0 3.75 

3 在MultiMedia ChatRoom環境中，你喜
歡用聲音與其他學習者溝通 

9 24 23 6 1 3.54 

表二：使用者評鑑問卷統計結果－多媒體方面 

 

6.1.2參與程度方面 

表三問卷檢測系統的多媒體設計是否能增加

使用者的參與率，從結果看來，平均值都高於 3.7

以上，顯示大多數使用者均同意能增加其參與率。

尤其在第４項達到資訊流通、知識分享及經驗交流

的目的有高達 4.24 的平均數,顯示使用者均對本系

統的參與互動設計持一正向滿意的看法，而原本受

限於自己打字速度的使用者，也因而更願意表達意

見及為他人解決問題。 
題

號 
題        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平

均 

1 MultiMedia ChatRoom較純文字的 ChatRoom
更能吸引你上線 

13 28 18 2 0 3.85 

2 MultiMedia ChatRoom 的上傳圖片及聲音功
能，使你更願意在線上發問問題 

11 28 19 4 1 3.70 

3 MultiMedia ChatRoom 的上傳圖片及聲音功
能，使你更願意在線上幫忙他人解決問題 
 

14 29 19 1 0 3.89 

4 MultiMedia ChatRoom 的上傳圖片及聲音功
能，較純文字的 ChatRoom 更能達到資訊流
通，知識分享及經驗交流的目的 

24 30 9 0 0 4.24 

5 MultiMedia ChatRoom 上傳圖片及聲音的設
計，使你與其他學習者間的互動更加頻繁 

15 29 13 6 0 3.84 

表三：使用者評鑑問卷統計結果－參與程度 

 

6.1.3學習時效性方面 

 

表四問卷檢測系統的多媒體設計是否能增加

使用者的學習時效性。從結果看來，平均值均高於

3.86，顯示多數使用者都同意此系統的溝通方式，

能使其更清楚表達問題及得到更清楚的解答，並達

到溝通上質與量的改善，進而增加其學習的時效

性。 
題

號 
題        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平

均 

1 MultiMedia ChatRoom的上傳圖片及聲音功能，
較純文字的 ChatRoom，能更清楚的表達所要發
問的問題 

18 30 12 1 0 4.07 

2 MultiMedia ChatRoom的上傳圖片及聲音功能，
較純文字的 ChatRoom，能得到更清楚的解答 

16 27 13 4 0 3.92 

3 MultiMedia ChatRoom的上傳圖片及聲音功能，
較純文字的 ChatRoom，能減少文字的敍述，並

縮短解決問題的時間 

18 25 15 3 2 3.86 

表四：使用者評鑑問卷統計結果－學習時效性 

 
6.1.4系統功能與界面 

表五問卷檢測系統的功能及界面是否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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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的需求。從結果看來，平均值均大於 3.3，

顯示使用者大都能接受此系統功能與界面。但此部

份的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者明顯增多，可能因本系

統建置時間較晚，使用者對本系統的操作方法仍不

熟練，以致影響了評鑑結果。 
題

號 
題        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平均 

1 MultiMedia ChatRoom的操作介面清楚易用 8 25 14 8 1 3.55 
2 MultiMedia ChatRoom的版面規劃合宜 3 24 22 10 2 3.26 

3 對MultiMedia ChatRoom圖片的上傳速度的滿
意程度 

6 18 28 4 4 3.3 

4 對MultiMedia ChatRoom聲音的上傳速度的滿
意程度 

8 17 24 5 5 3.31 

5 對MultiMedia ChatRoom圖片顯示的速度 
（下傳速度）的滿意程度 

7 14 30 6 2 3.31 

6 對MultiMedia ChatRoom聲音播放的速度 
（下傳速度）的滿意程度 

9 25 18 5 3 3.53 

7 MultiMedia ChatRoom中“往日討論備份” 
有助於你回顧以往討論內容，幫助學習 

15 32 13 0 0 4.03 

表五：使用者評鑑問卷統計結果－系統功能與界面 

 
6.1.5開放式問題 

 
本問卷提供了二題開放式問題給參與問卷的

同學回答： 

(1) 本系統你最喜歡的功能為何? 

(2) 本系統在操作上最需改進的功能為何? 

第一題有44位同學回答喜愛此系統的多媒體

互動方式（尤其是聲音部份），其餘同學回答喜愛往

日討論的複習功能，顯示部份同學喜愛使用此功能

協助學習。 

第二題的回答大都是不滿意圖片及聲音上傳

速度及操作界面使用方面，而本系統未來在操作界

面上也會從使用者的回饋中，修正成更友善和更易

使用的界面。 

 

6.1.6使用者深入訪談部份 

 
根據使用者填寫問卷結果，另行對十二位使用

者進行深入訪談，歸納出一些較重要的使用者意見

及建議。 

在多媒體喜好方面： 

(1) 大部份受訪同學都表示對此多媒體互動方式感

到新鮮及有趣。 

(2) 在多媒體工具喜好使用方面，較受限於個人偏

好及習慣，同學回答雖以文字居多，但大都亦同

意語音及圖片搭配表達方式。尤其是打字速度較

慢者，非常高興能使用語音替代文字。 

在參與程度方面： 

(1) 有些同學不太習慣聽到自己錄製的聲音且剛錄

製時會緊張，應是影響使用上傳聲音原因之一。 

(2) 上傳的內容大都是與課程主題相關的。 

在系統的功能與界面方面： 

(1) 受訪的12位同學中，有10位同學都曾利用上傳

圖片及語音功能與他人溝通。而操作部份因在面

授課程中先行教過此系統的使用方法，認為可減

少測試時間及較易上手。 

(2) 大部份同學表示課程結束後會繼續利用此系統

與同學溝通。 

(3) 希望增加對某一同學說悄悄話的功能。 

(4) 希望畫面可以更加美觀及操作簡單。 

 

6.2討論內容的統計分析 

 

    參與討論的次數可以反映出使用者參與即時

互動的動機，而藉由參與討論的次數分析中，瞭解

使用者對於討論內容的興趣和參與程度。在討論結

束後，根據討論記錄，分別針對每個人的發言次

數、聲音上傳次數以及圖片上傳次數作統計分析，

次數的統計結果如圖九。 

 
圖九：媒體使用次數統計 

   在本實驗的四個小時中，共有64位同學上線參

與討論，總共發言次數為1260次，其中發言次數最

高為74次，最低為1次，平均的發言次數為19.7次。 

   為了更瞭解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的使用成效，

更進一步針對使用聲音上傳以及圖片上傳做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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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在參與討論的64位同學中，共有51位同學使

用聲音的方式來參與討論，表示約有80%的使用者

都願意利用聲音來參與討論；而利用聲音參與討論

的次數共有137次，約是全部討論10%。使用圖片上

傳的部分，則有28個人利用圖片上傳來表達意見，

共51次（如表六）。  

 討論次數 聲音上傳使用 圖片上傳使用 

平均數 19.6875 2.686275 1.821429 

次數總和 1260 137 51 

使用人數 64 51 28 

表六：多媒體互動系統使用次數統計表 

在反覆聽取參與實驗的使用者聲音檔案的發

言，並將使用者利用聲音檔案表達的意見重新以文

字的方式節錄下來，可以發現，在一個聲音檔案中

所包含的訊息，很明顯是多於利用文字輸入的。將

交談記錄中以文字交談的部分做一字數統計之

後，平均每一筆討論的字數約為19個字；而使用者

上傳的聲音檔案平均約為一分鐘，如把聲音內容轉

換為文字字數，每則聲音的字數平均150個字。計

算聲音內容的文字總數，與純文字交談的字做比

較，由結果中發現，使用者透過137則的聲音發言

量約等同於1074次以打字方式的發言量。如果是以

單純的文字輸入交談，使用者必須相當熟悉中文輸

入的方式，及需要一段時間的文字輸入才能表達同

樣的意見，因此，本研究中所提供的多媒體溝通方

式，的確是能讓使用者更詳細且更便利來陳述自己

的意見。 

為了更深入瞭解多媒體的被使用情形，除了發

表意見的次數（利用文字、圖像與聲音）之外，針

對聲音內容被聽取的次數也做統計，結果發現聲音

被點選的總次數共為1311次，所以每位使用者讀取

聲音的平均次數約為20.5次，相對於使用者參與討

論的平均次數19.7，顯示使用者有很高意願去聽取

其他使用者的聲音意見。 

 

6.3以聲音參與討論內容的分析： 

 

在探討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的使用次數後發

現，需要對於以多媒體發言的「質」做更深入的探

討才可以客觀的評估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的成

效。由於本次實驗是以三個主題引導使用者共同參

與討論，根據重複數次聽取使用者的聲音檔案內

容，來探討使用者在使用聲音參與討論的「質」的

部分。以下根據參與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的使用者

針對三個主題的發言，列舉出幾個例子：(因受限篇

幅,各題只列出一位代表性同學發言) 
（一）第一個題目：『資訊科技所扮演的角色，未

來其應該如何發展？以讓學習能有所助益。』 
葉同學：資訊科技對教育是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但是目前每個學校每個老師對於資訊的定義不

同及界定的方向不同，那以後學生未來對資訊教

育接受到的程度是有所差異的，包含以後學生以

後如何學習帶著走的能力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關

鍵點，如何在學生與老師之間取得平衡，至於未

來如何發展，希望能夠循序漸進做好每一個步

驟，希望下一個階段的教育狀況能有更好的結

果。 
（二）第二個題目：『資訊科技認知的重要性，學

習者應如何瞭解掌握資訊科技發展的未來方向？』 
胡同學：資訊科技為了對學習者更有助益，應該將

教學資源擴展到網際網路上，教師可以利用分組

或是針對特定的主題，引導學生利用搜尋引擎來

蒐集資料，或是將網際網路成為教學活動的一

環，鼓勵合作學習，也就是將網際網路融入教

學，將有助於網際網路課程的開發與學習，也有

助於資訊科技未來的發展。資訊科技發展的未來

方向，是培養資訊擷取、應用分析、創造思考、

問題解決、溝通合作的能力、終身學習的態度，

藉由對資訊科技的認知，資訊科技的使用與概

念，資料的處理與分析，資訊的溝通以及搜索等

能力的規劃，能夠培養成為未來具有資訊素養的

國民，所以未來培養資訊素養及應用的能力已經

成為各國發展的重點。 
（三）第三個題目：『如何使自己精熟資訊科技的

使用？』 
陳同學：資訊科技與生活息息相關，對於教育更會

產生重大的影響，近年來網際網路的應用迅速擴

張，人類應用網路溝通的機會也愈來愈多，不必

出門就可以查詢到許多所需的資料，因而形成許

多大小不同的虛擬社群，由此可以獲得許多相關

的資訊。 
根據以上對於使用者參與討論的內容加以分

析，可以發現，使用者在利用多媒體的方式表達意

見，不僅兼顧到了量，在質的方面也有所提升。 

 

7.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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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對使用者發言的質與量分析結

果，雖然使用多媒體參與討論只佔了全部討論次數

約15%，但利用其效果卻優於純文字的溝通方式，

針對圖片與聲音的使用限制提出可能的推論。 

 

7.1聲音的使用限制： 

 
由於聲音檔案的錄製需要藉由麥克風透過聲

音錄製軟體製作，這其中包括了硬體需求以及軟體

操作的能力。除有時網路塞車會影響聲音上傳的使

用，也從訪談及問卷發現，使用者表示不太習慣從

網路上聽見自己的聲音，也是影響聲音使用的原因

之一。 

 

7.2圖片的使用限制： 

 

圖片大致上可以分為網路上搜尋的圖片以及

使用者自行繪製的圖形，在網路搜尋的圖片方面，

需要利用網路瀏覽以及搜尋引擎尋找相關的資

料，由於同步互動的時間中，使用者多半較集中注

意力於討論的內容，可能無法同時兼顧網路搜尋的

使用。而在使用者自行繪製的圖形方面，由於目前

討論系統並沒有提供繪圖板、塗鴉版之類的即時繪

圖軟體，因此使用者需要利用另外的圖形處理軟體

繪製後才能上傳，這也會影響圖片上傳的使用。 

整體而言，根據問卷及訪談的結果可以發現，

在系統功能與界面部分的滿意度較低，因此，系統

功能及操作介面上需要做一些改進，例如改善目前

聲音上傳的方式、加強圖形在網頁上能夠即時處理

及類似電子白板的功能，不僅讓操作介面更簡單、

便利，而且也能夠讓使用者能夠很快的熟悉操作方

式。但本系統界面上所採用的「圖片上傳分享」與

「聲音上傳分享」參與討論的方式，不僅能夠提升

學習者參與的興趣，而且多媒體的使用有助於學習

者表達、溝通及互動，讓參與討論的「量」與「質」

有所提升。 

    網路的應用在教學活動中扮演了愈來愈重要

的角色，而如何讓學習者在以個人化學習為主的網

路環境中，能夠獲得同儕及師生間的互動，是許多

遠距教學系統及相關研究所探討的重點，不管是非

同步互動的留言版、討論區、電子佈告欄或者是以

同步方式進行的聊天室，大多是利用文字以單一媒

體的方式表達意見及相互溝通，本研究所採用的多

人多媒體互動系統就是為了彌補文字溝通的不足。 

資訊科技及多媒體的使用一直是資訊教育發

展中值得探討的一環，本研究將資訊科技及多媒體

的應用融入在遠距教學中，對資訊科技及多媒體融

入教學提供一個良好的示範，不一定需要很先進的

技術及設備，只需要一般的使用環境也能夠讓資訊

科技及多媒體發揮最佳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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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寬頻網路日益普及，讓人們有機會利用網際網

路來開發原本屬於電信網路的各種服務，例如 VoIP

或 Video Conference。過去電信網路上各種服務的

提供或擴充都受限於電信廠商或電話公司所能提

供的服務範圍之內，然而現在網際網路的使用，使

人們有機會能夠自行增添、修改來創造新的功能。

本文介紹一種基於 SIP通訊協定的新方法，可以提

供此類功能給使用者。我們方法的特色在於我們克

服了過去不同廠商間的 SIP代理伺服器對於新增服

務機制之間不能互通的問題。在文中我們將詳細介

紹此方法，並以一個實際雛形系統為例來說明我們

的方法的確可行。 

關鍵詞：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 SIP, 服務建置, 

服務邏輯, 網際網路通訊, 網路電話 

1. 前言 

近年來，由於網際網路的普及，以及網路頻寬

的增加和語音壓縮技術的發展快速，使得網路上語

音傳輸( Voice over IP；VoIP )的技術也進展迅速，

也因此讓原本只用於傳遞文字與檔案為主的網際

網路也能夠傳輸即時語音( Voice )及影像( Video )

等多媒體資訊，而因此開創了一種新型的產業-網路

電話（IP-Telephony）。 

而 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 (SIP)[1]是一種網

路電話的通訊信號協定(signaling protocol)。相較於

其他複雜訊息的通訊協定如 H.323[2]，SIP 是一種

純文字模式的簡單通訊協定，而且也是較容易被建

立發展的。而這也正是 SIP 優於其他通訊協定的原

因之一。 

網路電話發展之初，由於電話費率-特別是長途

電話的費率較傳統電話為低而受到使用者高度青

睞。然而隨著傳統電話費率不斷降低，已使得網路

電話的這項優勢逐漸消失。而網路電話若要能繼續

成長，吸引更多使用者的關鍵因素將會是利用網際

網路上原本已有的眾多服務，例如 E-mail, Web, 

Directory, Database 等和語音服務結合而創造出更

新的服務價值。 

例如網路電話若能結合 Web 而提供互動式網

頁回應 IWR(Interactive Web Response)服務，則會讓

使用者感覺相較於利用傳統電話所提供的戶動式

語音回應 IVR(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來說，若

利用 IWR將會更為方便容易。 

然而一般人在建立電話服務時經常會發現到

一些問題，其中之一為 SIP 的服務邏輯 ( Service 

Logic)之間的相通性限制。這其實是因為目前並沒

有組織團體為服務的建立提供標準的訂定。 

在設計 SIP服務時我們希望能夠增加新的服務

而不需改變 SIP的通訊協定[2][3][4]。但是目前卻沒

有標準來定義 SIP伺服器與服務邏輯之間的溝通方

式，因此我們可能會遇到這樣的一個情形就是，A

牌的 SIP Server 並不和 B 牌的 Service Logic 相

容，因為他們倆品牌之間並沒有共通的通訊標準。

這將會使得那些服務提供商在建立服務時變得更

為困難。 

†
本研究由經濟部委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通訊軟體關鍵技術開發五年計畫補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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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提出了一種方法來解

決。我們使用這個方法來使 Service Logic可以擁有

可移植性(Portability)的能力。我們這個方法是將所

有 SIP的訊息都會自動送給我們的 Service Logic。

這個方法並不需要更改到我們原有 SIP Server的任

何設定。因此無論 SIP Server 是否有能力設定

Service Logic ，在我們這個提出的方法中，一定都

能夠支援。我們的方法可以架構在任何 SIP 環境

中。而在我們測試過 VOCAL的 Service Logic 後，

我們發現 VOCAL 系統並無法達到與我們相同的

效果[5][6]。 

在本文中我們將會做實際上的應用實例，來證

明我們的方法是可行的。且最後我們會建立一個系

統評估的方法，並且證明我們的方法可以比其他方

法效能更佳。 

2. 相關研究 

2.1. 服務邏輯和位址服務 

「服務」是意指「一個動作或許多被其他人完

成的工作，特別是付費的工作」[7] 。我們能想像 

SIP 服務其實是一種能滿足我們的某些需求的工

作，例如，假設我們在假日時不想接聽來自於老闆

的電話，我們就能視提供這種功能或工作的事情稱

為「服務」。因此我們能說服務邏輯(Service Logic )

是一個提供許多服務的集合體，例如「禁止呼叫」

( Call Blocking )必須有許多行為來禁止這個呼叫行

為，例如產生禁止呼叫訊息並送回給呼叫者。 

許多服務提供者使用 SIP這個通訊協定是因為

SIP的在建立服務時的具有的彈性特質[4][7]。而相

對於傳統 PSTN來說，因為 SIP的呼叫連線設定上

是可以自己設計的，因此許多進階的服務可以容易

的實做出來。這些進階的服務包含整合 WWW 的

資訊或者其他資料庫資訊。 

2.2. 服務邏輯伺服器架構之案例說明 

服務邏輯伺服器是用來放置 SIP服務的位置，

服務邏輯是用來處理服務需求並且回應該服務。一

個傳統的服務邏輯伺服器架構如圖 1所示[8]： 

在 90年代初期服務創造環境 (Service Creation 

Environment , SCE)以及服務邏輯執行環境(Service 

Logic Execution Environment , SLEE)的觀念被引進

到進階智慧型網路(Advanced Intelligent Network)的

架構。SCE的目標是用來使得非專家的使用者能夠

快速建立服務。SCE基本上包含一個圖形化使用者

介面(GUI)和一些元件集合。SLEE提供一些通用的

服務執行元件集合。靠著簡易化服務管理也加速了

建立服務的程序。在以上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到終端

使用者可以使用 SCE 的網頁來定義或者送出他所

需要的服務。在我們的設計中我們修改了這個架構

[8] 建立我們自己的 Service Logic Server。 

2.3. Vocal 的 Feature伺服器機制 

VOCAL系統是由非營利性組織Vovida[6]所發

展的一套免費 SIP系統。我們能下載所有的原始程

式、文件等在[6]。而 VOCAL中的 Service Logic 在

該系統中稱為 ”Feature”，VOCAL 支援許多基本的

服務，例如「Call Blocking」、「Call Forwarding」、

「Voice Mail」等。在 VOCAL中每個 feature就位

於一個 feature Server 中。也就是說每個不同的

feature 可以位於不同的 feature Server 中。如圖 2

所示，這表示 VOCAL marshal (proxy) server 和

CORBA
Nam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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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Service Logic架構 (來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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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Blocking」feature Server 相互合作完成一個

服務。 

2.4. 我們要處理的問題 

目前並沒有標準或規定來定義服務邏輯和 SIP

伺服器(在此指的是 proxy Server)間的溝通通訊，如

圖 3所示： 

目前存在的系統如 VOCAL 或 Ubiquity 的

Application Broker[9][10]建立他們的服務邏輯是用

他們自己定義的機制。例如 VOCAL 系統採用

Feature Server機制[5]。在 VOCAL環境下我們需要

設定 SIP伺服器(圖 4)，來告訴伺服器何時我們需要

和服務邏輯通訊以及我們要到哪裡找服務邏輯。 

而當某廠牌的代理伺服器並沒有設定服務邏

輯的選項時，又或者雖然有設定的方法但是卻是根

據自己的機制而設計，並無法相容於其他廠牌的服

務邏輯伺服器，此時服務設計者將會因此受限於該

廠牌所能提供的功能。 

所以服務邏輯如果無法具有可移植性將會造

成我們建立服務的障礙，而本方法的目的便是為了

要解決此問題。 

3. 系統設計原則與方法 

3.1. 原則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明了我們目前想要解決的

問題。因此接下來我們設定些定義原則為了我們可

以達到這個目標，以期能夠合乎我們要解決的問

題。本文最重要的目的：可移植性 (Portable)， 我

們在這裡定義為一個在電腦科學領域中的共用的

術語。本文將具可移植性的服務邏輯，定義為「有

能力可以安裝在不同廠牌 SIP伺服器且能提供服務

功能作用的服務邏輯」，也就是說可移植性服務邏

輯是並不需要根據不廠牌的 SIP伺服器而建立不同

的服務邏輯。 

使用者透通性（User Transparency）也是我們

的原則( principles )之一，使用者透通性是指終端使

用者或網路管理者並不需要因為增加了本機制而

對於其操作模式和以往相比有所不同。我們的方法

將提供一個讓 SIP 伺服器和服務邏輯間的通訊機

制。而且可以自動的將 SIP的所有通訊訊息傳送給

我們的服務邏輯伺服器，使得 Proxy Server並不需

要更改任何設定。 

服務延伸性(Service Extensible)也是另一個重

要的準則。服務邏輯必須有能力可以讓使用者或者

是服務建立者能在上面建立或增加新的服務。 

404 Forbidden  
ACK 

圖 2  VOCAL 的 Feature Server 機制[6] 

Service 
Logic

Proxy Server
SIP Transactions

SIP Transactions

Not be Defined!

圖 3 本文中主要要探討的問題 

圖 4  VOCAL Feature Server設定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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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設計方法 

本文中我們主要要解決的問題是，服務邏輯受

限的可移植性。主要原因是因為每個不同廠牌的

SIP 伺服器在伺服器以及服務邏輯之間，擁有自己

特定的連線溝通方法。 

因此如果我們要讓我們的方法所建立出來的

服務邏輯能夠在任何品牌 SIP 伺服器上可行，我們

就需要改變 SIP訊息傳送的流程。而且我們必須使

得 SIP的連線訊息必須自動的、不需任何 SIP伺服

器的命令而傳送到我們的服務邏輯。最後我們能去

除服務邏輯和 SIP伺服器的從屬關係，使其能夠獨

立存在。 

在我們的設計中我們利用以下一些步驟方法

來使得 SIP的連線訊息能夠自動的、不需倚賴任何

SIP伺服器的命令而傳送到我們的服務邏輯。 

首先步驟一是讓我們的服務邏輯成為原來的

服務區域的預設 Proxy Sever。 

步驟二，本文提出的服務邏輯伺服器會將所有

在這個服務區內的上線使用者向原來的預設 Proxy

伺服器註冊(registers)該位使用者目前位址位於本

文中所提出的服務邏輯伺服器的位址(如圖 5)。 

其中主要是透過修改從使用者端收到的 SIP的

REGISTER 訊息後，我們會使得原來 Local 端的

Location Server 認為目前使用者所在位址是位於我

們的服務邏輯伺服器的位址上。要注意的是，在這

裡我們的服務邏輯伺服器並不真正的做註冊位址

的動作，而是將訊息傳回給原來的預設伺服器上的

Register 功能去做。我們的服務邏輯只是保留著所

有上線使用者的 URL 和所在位址資訊在機器的記

憶體中。且本服務邏輯也並不作帳號的管理，也就

是原來 REGISTER會做到的身份認證。 

步驟三，從原來的預設 PROXY伺服器的觀點

來看的話，所有在本服務區的終端使用者的位置都

是註冊在我們的邏輯伺服器上。因此我們的服務伺

服器將會做一些訊息的管理與修改來讓這樣的機

制可以運行。 

經過以上這些步驟之後，在每次連線時的所有 

SIP 訊息都會經過我們的服務邏輯伺服器 (如圖

6)。這樣就能使我們的服務邏輯伺服器在所有的廠

牌的 SIP 上伺服器能夠運作。而且我們也能增加許

多其他服務在我們的服務邏輯伺服器上，而不用遷

就於無法提供設定介面的 SIP伺服器。 

3.3. 服務邏輯伺服器架構 

在我們的設計裡，我們放置所有的服務邏輯在

我們的伺服器上。而我們稱此伺服器為「服務邏輯

伺服器」。因為使用者透通性的考量我們讓所有的

服務安裝在本伺服器上。然後我們的終端使用者將

不需要增加或改變任何操作模式或設定。圖 7表示

我們的服務邏輯系統架構。本架構是從[8]所衍生出

來的。 

Local Proxy Server
(Vocal)

140.115.82.209

DB

Service
Server

140.115.82.105

User:Milk
Location:140.115.82.210

URL:Milk@140.115.82.210

F1. REGISTER
User:Milk

@140.115.82.210

Service Domain

Local Domain

F2. REGISTER
User:Milk

@140.115.82.105

F3.  200 OK
REGISTER OK

F4. 
Keep the user to the 

repository

F5.  200 OK
REGISTER OK

圖 5  REGISTER步驟圖 

Internet

Local Proxy Server
(Any Brand)

Service
Logic

UA1

UA2

UA3

Service Domain

Original Local Domain

UA4

Any message that is related 
with the users (who are in the 
service domain) is natually 
passing through this node.outgoing session

incoming session

圖 6  系統整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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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Web Interface SCE」是讓一些非專業的

使用者能夠定義自己所需的服務。而「  Web 

Interface Upload」是讓一些專業的服務建立者可以

上傳自己的服務定義。「SIP Machine」是主要的控

制流程。 

4. 系統實作與應用實例 

4.1. 以客製化呼叫流程控制為例 

在本例中我們將會展現一個Call Blocking的服

務，讓被使用者定義的該被 Block的呼叫端無法呼

叫使用者。 

對於終端使用者要建立他們自己的服務將有

許多種方法可以讓使用者採用，但是在我們的雛形

設計中我們提供兩種方法給使用者使用， 

1. Web Interface SCE 

2. Web Interface upload 

首先使用者Milk使用Web Interface SCE定義

他自己的呼叫流程控制，他設定他並不接受從

140.115.80.145 所來的使用者呼叫。這個定義將被

轉換成一個 CPL 文件而且被儲存在服務邏輯伺服

器的資料庫中。 

因此當一個從 140.115.80.145 位址撥來的

INVITE 訊息(如圖 8 所示)，將會觸發這個呼叫控

制流程。服務邏輯伺服器將會根據資料庫中的定義

來決定要如何處理該項訊息。在本例中本服務邏輯

伺服器將會根據 CPL parser 來做相對應的動作，

也就是禁止該名使用者的呼叫。 

 

當然一個服務邏輯伺服器並不是只能處理一

個 Call Blocking 的動作，而是可以處理任何 CPL

有辦法做到的。但是在這裡利用Web Interface SCE

的使用者只能利用我們已經準備好的幾項模組來

做定義，在擴充性方面當然是有所限制了。因此在

我們的系統中我們也設計了另外一個方法讓有能

力定義自己的 CPL tag 的使用者能夠上傳自己的

CPL文件，以合乎他們想要的服務需求。 

5. 效能評估 

在本節中我們將會做一些系統效能評估。以下

我們考慮了一些其他用來評估 SIP產品的因子，而

做出表 1： 

表 1  各種影響因子比較表 
 Service Server VOCAL Bundled 

Portability  Good Bad Bad 
No need to 

configure proxy O X N/A 

Overhead Medium Medium Less 
Efficiency Medium Medium Good 

Service Extensible Good Good N/A 

Interfaces for the 
Non-expert user’s Web Web N/A 

Mechanism Automatically 
pass through  

Configure 
the 

system 

Building 
together 

 

在表 1中展示了服務邏輯伺服器在 overhead和

efficiency較為不如其他產品。因此我們針對這兩個

因子再加以測試。 

在這個測試計畫中我們有三個腳本： 

Service 
Reposi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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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服務邏輯伺服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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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er to Peer.(不經過任何伺服器) 

2. Peer-Proxy-Peer(只經過 Proxy Server) 

3. Peer-Service Server-Proxy-Peer(經過我們的

服務邏輯伺服器以及 Proxy Server) 

結果如圖 9所示 

在圖 9中橫軸「 Numbers of INVITE requests」

指的是在同一時間內有多少終端使用者送出

INVITE訊息到 proxy和我們的服務邏輯伺服器。縱

軸是等待時間。 

因此依上面的測試結果得知，雖然我們的服務

邏輯伺服器比其他種類的伺服器在 Efficiency 和 

Overhead上略遜一籌，但是影響卻並不是很顯著，

因此整體來說我們的方法還是沒有重大效能缺失。 

6. 結論與未來工作 

隨著網路寬頻的時代來臨，人們有機會利用網

際網路來開發原本屬於電信網路的各種服務。然而

服務邏輯伺服器若沒有能力提供使用者能夠自行

增加服務，將會使得服務的建立大打折扣。我們發

現許多廠牌的服務邏輯和 SIP伺服器之間的通訊溝

通方法都是無法和他牌產品共用。因此我們在本文

提出一種新方法使得 SIP的服務邏輯變得具有可移

植性，也就是說我們的服務邏輯伺服器可輕易的裝

置在任何廠牌的 SIP伺服器上。我們也將此方法建

立的雛形服務邏輯伺服器和其他種類的服務伺服

器加以比較，結果令人滿意，也就是說我們提供一

種方法能夠讓使用者在任何 SIP環境中也能很容易

的透過我們的服務邏輯伺服器建立服務。 

為了使得我們的 SIP環境較為單純，在我們建

立這個服務邏輯伺服器時，我們刻意忽略一些考

量，例如 QoS，網路環境互通性，網路安全，IPv6

等。這將會是我們未來要繼續完成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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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合作式學習是個極具學習效率的學習模

式，網路e-Learning環境的Chat(同步)、討

論區(非同步)雖可以營造出網際網路合作式

學習境地, 對於具實作技能訓練之實習課

程，同儕間的彼此觀摩與學習，即時的示範動

作等，將是更上一層的合作式學習模式、   

本文提出一個網際網路的即時視訊技

術，讓進行實習學習碰到瓶頸的學生，得以透

過 Chat請求同學的協助，要求同學能把實習

步驟示範操作一遍, 並且以視訊方式，透過網

路攝影機將全部操作過程以實況轉播方式，經

由網路即時傳送給求助之同學。 

請求協助之同學可以於自己的 PC上，經

由網路操控進行示範操作同學之 PC上網路攝

影機的拍攝角度、距離，如同自己就是處於直

接可以觀摩示範操作同學的實習操作環境中。 

本系統可提供研究群體的使用者，線上研

發與討論的環境，並支援分散式環境中具互動

性的共同學習行為，讓使用者透過視訊互動，

而使彼此處間互動關係更加密切、更具人性

化。 
 

關鍵詞：e-Learning，視訊，NetMeeting.  
 

1. 網路學習與實(驗)習環境的整合 

 
將實習(實 驗)課程納入 e-學習網

(e-Learning)是目前推展網際網路遠距教育

必走的一條路，否則佔有理工學門相當多份量

的實習(實驗)課程，將淪為模擬軟體的祭品，

訓練出一批缺乏實作經驗的理論家。 

目前將實習(實驗)課程納入 e-學習網的

研究路線有三條，第一條路徑是將貴重儀器或

是實習裝置建立於伺服器端[1,2]，實習者可

以經由網路進行遠距實驗，其方法是由實習者

的客戶端電腦將實習步驟轉成指令，然後下命

令給伺服器，由伺服器控制儀器或是實習裝

置，並取得實習數據，此實習數據又傳回給實

習者的客戶端電腦來進行資料分析，整個過程

好像是到遠方提取資料，缺乏實際操作儀器或

是實習裝置的感覺；第二條路徑是將儀器或是

實習裝置建立於客戶端之電腦上[3]，伺服器

只負責監控、督導學習者的學習態度、歷程

等，雖然可以解決第一條路徑之伺服器端完全

掌控資料的拾取之缺失，然而貴重儀器或是繁

雜的實習裝置，由於教育成本的考量，還是只

能佈建於某些客戶端之電腦上，結果仍然造成

類似第一條路徑之困擾；第三條路徑是綜合第

一、第二條發展路徑之缺失，所建立的全方位

解決方案[4,5]，非但可以解決教育成本的有

效應用，還可以讓遠距實習者能夠有實際臨場

操作儀器裝置的感覺，同時基於高效率的合作

式學習模式，本系統將可整合不同區域、地點

的學習者，能夠透過彼此的實習操作觀摩、指

導、示範、除錯討論等合作方式，達成實作實

驗的教育目標。 

e-學習網(e-Learning)的基本架構可以

分成三大類：其一為同步式(Synchronous)教

學與學習，透過即時的網頁、影音傳送與線上

討論、網路會議(Audio/Video conferencing)

等型式，讓網路學習環境成為一個即時的虛擬

教室(Virtual classroom)；不過受限於網路

頻寬，所以另一種非同步式(Asynchronous)

教學與學習架構，成為目前e-學習網的主流，

學習者能夠自由的選定空閒時間，上網學習並

且以電子郵件做為學習者與指導者之間的討

論工具，透過Flash、JAVA等設計的互動式教

材，營造出軟體網頁所主導的類似虛擬即時教

室之學習環境；整合網路BBS、聊天室(Chat)、

E-mail、互動式網頁等技術，可以架構出合作

式(Collaborative)的教學與學習環境，也是

最為理想的第三類e-Learning架構。 

無論是哪一種 e-學習架構，都無法達成

即時進行物理現象觀察、系統量測、資料拾

取、硬體故障排除等實(驗)習的教育目標，因

此本文提出一個包含可以經由網路控制之虛

擬儀器的第四種e-學習網架構，除具有同步、

非同步、合作式學習網的優勢外，還可以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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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教師即時技術指導與即時量測資料的虛擬

實驗室(Virtual Laboratory)。 

本 e-Lab系統的第二節將談到如何讓學

習者得以營造出類似實際操作儀器的系統，所

需要的基本功能，第三節將談到如何設計此套

系統，第四節則以實際系統運作來說明系統的

可行性，第五節提出結論與進一步的研究領

域。 

 

2. 視訊傳輸系統功能 
 

圖一為e-Lab系統的合作式學習功能，除

了電子郵件、網路聊天室、討論區外，還具有

即時視訊的功能，以便讓學習者能夠實際觀測

到遠方另一學習者進行實習實作時的實況轉

播，而且實況轉播的畫面導播與攝影師卻是由

自己來擔當。 

 

圖二為系統配置圖，在每一組的實習裝置

與 PC間，可加上網路攝影機，此攝影機的動

作要求有二：其一為可以由遠端遙控

(remote)、也可以由近端(local)控制其左右

移位、上下旋轉、拉進、拉遠、聚焦等；另一

個要求為任一個客戶端之攝影機的視訊訊號

可以經由 TCP/IP傳送到其他客戶端之電腦

上。 

指導者伺服器

網路學習教材

(多媒體、互動

網頁、電子書)

LAN

LAN網路

LAN

PC#1

實習機組平台

PC#m

實習機組平台

PC#n

實習機組平台

.

.

.

.

.

.

.

.

實習儀器平台

 
圖二 合作學習式 e-Lab系統配置圖 

 

任一個客戶端的電腦 PC#m，均可以經由

網路聊天室的雙方協議，由裝有網路攝影機的

一方，授權給另一方客戶端的電腦 PC#n，由

客戶端的PC#n電腦上直接控制PC#m上之網路

攝影機的左右移位、上下旋轉、拉進、拉遠、

聚焦等動作；換言之，另一客戶端的 PC#n電

腦的使用者，能夠利用滑鼠、搖桿、或是鍵盤，

直接下命令到遠端另一部客戶端的 PC#m電腦

上，控制接於該電腦的攝影機之左右移、上/

下俯視角等，如此一來，影像觀測者就彷彿置

身於另一部客戶端的環境中，因此能夠隨心所

欲的觀測到該客戶端區域所有的發生狀況。 

 

3. 遠距遙控視訊系統設計 
 

遠距遙控視訊系統包括有三部份：CCD攝

影機視訊信號的的拾取與傳輸、網路聊天室的

建立與設備存取的授權、以及任一客戶端PC#n

電腦遠距遙控另一客戶端PC#m電腦上之攝影

機的命令傳輸。 

 

3-1. CCD攝影機信號拾取與傳輸 

 
本系統採用DirectX中的DirectInput取

得CCD的影像信號，即以DirectInput之即時

取得狀態，利用 DirectInputCreate建立主

要物件 DirectInput，然後取得設備的 GUID 

(Globally Unique Identifier通用辨識碼)，

將 GUID給 CreateDevice以 建 立

DirectInputDevice物 件 ， 並 以

SetCommonDataFormat 設定輸入裝置的格

式，以 SetCooperativeLevel來設定協調層

級，以Acquire要求取用裝置。 

本系統中所採用的影像傳輸方式，為微軟

公司於 VB中所建立的 ActiveX控制項

Netmeeting，此NetMeeting 可支援 H.323 音

訊及視訊會議標準，以及 T.120 資料會議標

準。可以用 NetMeeting 來呼叫與 H.323 及 

T.120 相容的產品，以及接收其呼叫。利用適

當的協力廠商設備及服務，NetMeeting 就可

以用 H.323 閘道來呼叫電話。NetMeeting 也

可以呼叫 H.323 多點控制單元 (MCU)，並參

加多點音訊/視訊會議。 

 

3-2. 網路聊天室的建立與設備存取的授

權 

圖一 e-Lab系統的合作式學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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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中，多方的交談系統採用的是

WinSock ActiveX控制項，任何一台PC登入

系統後,皆可接收來自於其他電腦的winsock

封包請求，由於winsock 連線時，所對應的

PORT只能被一組winsock元件所使用，因此

採用winsock陣列，也就是每個winsock都會

由程式所發給的Port 所規範，而提出要求的

另一端所發出的winsock封包Port為其中的

一組。 

系統內任何一台PC均可以對另一台PC發

出或是接收winsock封包，此winsock封包若

是沒有含有控制碼，就視為多方交談的訊息，

因而建立彼此的網路聊天室。 

 

3-3. 遠距遙控攝影機 
 

任何一台PC可將遙控攝影機之動作命令

編碼，藉由winsock封包傳送到網路上具有攝

影機之PC，此PC解碼此控制命令winsock封

包並且產生攝影機左右移動、上下轉動等之控

制信號。 

本e-Lab系統之遠距遙控攝影機的軟體

流程如圖三。 
 

4. 即時視訊拾取與傳輸   

 
 

 
圖四 PC可控制式CCD攝影機 

 

組成e-Lab合作學習式的實驗室環境，需

要配備有可以由電腦控制攝影角度的 CCD攝

影機，圖四為本系統所自行發展的可控制左右

旋轉、上下旋轉、鏡頭伸縮之CCD攝影機，PC

與攝影機間的控制信號，本系統採用USB介面

傳輸。 

圖五為 e-Lab系統利用網路聊天室進行

合作式學習的視窗畫面，首先編號 CAD1的學

生碰到實習操作難題，透過聊天討論區之功

能，向編號CAD5的學生請求協助，希望CAD5

的學生，除了文字上的操作敘述外，還能夠把

實際的儀器設備之操作步驟，重頭到尾示範一

遍，而整個的示範過程都能夠經由網路攝影機

實況播送到CAD1的學生電腦上。由於CAD5的

學生將專注於整個儀器設備之操作示範，因此

攝影機的拍攝角度、距離、目標物等之控制

權，歸於CAD1的學生，換句話說，CAD1的學

生可以經由視窗螢幕上的『CCD控制物件』，

以鍵盤、滑鼠、搖桿來遙控連接於 CAD5的學

生電腦上之CCD攝影機，達成自己掌控拍攝觀

測景物的實況，避免「所見非所期望」之狀況

發生。當CAD1與CAD5的學生雙方經由討論區

的溝通後，CAD5的學生就會把操控攝影機的

控制權交給 CAD1，並且開始一面示範操作儀

器設備，一面即時的傳送操作畫面；此時CAD1

學生可以一面觀賞 CAD5傳送來的示範操作畫

面，一面控制 CAD5電腦端之攝影機的拍攝角

度，還可以啟動錄影功能。 

 

5. 結論   
 

本文針對網路遠距實習實驗環境下，為達

成合作式學習的高效率，及提昇學習者的學習

興緻，特發展出一套影音實況傳輸、遠距控制

的輔助系統，實際製作、測試、試用後，對於

學生同儕間的互動學習，確實優於指導老師與

學生間的互動學習關係。 

雖然本系統是為營造實習(實驗)的合作

式學習所發展出來的，對於不需要儀器設備示

範表演的 e-Learning系統，還是一套相當具

有幫助的合作式輔助學習環境，例如學生上網

學習某一應用軟體時，整個軟體的操作步驟亦

可以透過此套系統，由一個學生一面示範操

作、一面語音說明，並由 NetMeeting傳送給

其他同學，此時攝影機只要對著電腦視窗螢幕

畫面拍攝即可，拍攝的範圍、重點等可由另一

部電腦上的同學來控制，所有接收到此

NetMeeting視訊的同學還可以選擇存檔功

能，以便碰到學習障礙時可以重新找到重點處

進行慢速或是重複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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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遠距遙控攝影機的軟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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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e-Lab系統利用網路聊天室進行合作式學習的視窗畫面 



網際網路電話整合服務之實作與測試 
 

朱元三 蘇暉凱 姚志臻* 李育廷 
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u8842033@ccu.edu.tw* 

 
 
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Internet）快速發展，在網際
網路上的應用越來越多，從早期文字資料的傳遞，

到圖形、聲音與影像…等等。現今電話系統技術不
斷地進步，發展出一種將一般語音即時通訊資料透

過網際網路來傳遞的技術-VoIP，使網路資源能更有
效率的應用，降低許多通訊成本，隨著 VoIP應用
越來越廣泛，如何將 VoIP與現行之電信網路整合，
以及在 VoIP上發展更多元化的加值服務，勢必成
為將來 VoIP服務發展的重點。本論文實作 VoIP終
端應用程式與 VoIP Gateway整合環境，透過 VoIP 
Gateway將 VoIP服務與實驗室之交換機(PBX)網路
整合互連在一起，在此整合系統環境下，發展許多

電信服務，如：語音留言、話中插話、簡訊傳送、

來電轉接…等等。透過本系統之實作測試，相信對
VoIP服務未來之發展能提供一個新的構思。 
 
關鍵詞 : 網路電話 , VoIP , PSTN , H.323 , Internet , 

H.323 Gateway . 
 
1. 前言 
 

隨著電信開放民營，電信業者之間的競爭激

烈， VoIP帶來了電信領域的嶄新突破，也拓展了
網路通訊的發展領域。VoIP利用 Internet傳送語音
資料，經濟的通訊成本有別於傳統固網，打破傳統

電信長途電話的收費標準，因此未來市場有著相當

大的榮景。透過傳統電話與行動電話之發展經驗，

提供多元化的加值服務，勢必成為將來 VoIP發展
的重點之一，未來可以利用寬頻科技及頻寬優勢，

增加方便的影音加值功能。並且透過 Gateway與一
般的傳統電話網路整合互連在一起，拓展其通話範

圍，充分發揮 VoIP的優點。以 e-化軟體整合服務
平台，提供最簡易有效的界面，銜接 CTI遠距監視、
遠距教學、遠距醫療、遠距看護、家庭 e-化/安全化、
網路廣播、網路影音電話、網路互動電視台、以及

各式各樣新電信加值服務[1]，VoIP的發展潛力將不
可小覷 ! 

 
在網路電話信號協定(Signaling)方面，早期由

於各家廠商各自研發網際網路電話技術，因此在互

連上就產生問題，有鑑於此，有幾個相關組織聯盟

開始制定一些標準規範，目前被採用最多的，是由

國際電信聯盟(ITU-T)於 1996年制定的 H.323[2]規
範。國內外寬頻與多媒體應用上，已將 H.323技術

整合至視訊會議系統，已為企業在人員差旅費用與

時間成本支出上大幅降低。雖然目前 VoIP長距離
的通話品質，仍受到網路品質影響，但在未來寬頻

網路與具服務品質保證網路發展下，VoIP的發展潛
力將不可小覷。 

 
本論文實作 VoIP 終端應用程式與 VoIP 

Gateway整合環境，透過 VoIP Gateway將 VoIP服
務與實驗室之交換機(PBX)網路整合在一起，在此
整合系統環境下，發展許多加值服務，如：語音留

言、話中插話、簡訊傳送、來電轉接…等等。透過
本論文之研究、探討網路電話的相關技術，與網路

整合互連測試，相信此服務整合與系統整合成果，

對未來 IP網路整合所有數據、語音、影像……等多
媒體資料能所有貢獻。 
 
2. H.323標準簡介 
 
2.1 H.323標準架構 

 
H.323為通訊信令、影音壓縮規範及控制協定

的組合，主要是在規範即時性(Real-Time)影音
(Video/Audio)與資料(Data)的傳輸規格及控制與傳
遞方式。如圖 1，H.323的架構下包括下列元件：

H.323
Terminal

H.323
MCU

H.323
Gatekeeper

H.323
Gateway

H.323
Terminal

PSTN
Guaranteed
QOS
LAN

N-ISDN B-ISDN

H.324
Terminal

Speech
Terminal

H.322 
Terminal

Speech
terminal

H.320
Terminal

H.321
Terminal

H.321
Terminal

V.70
Terminal

H.310 terminal 
operating in 
H.321 mode

Scope of H.323

Packet-Based network

(Note)

  圖 1. H.323標準規範組成元件 
 
 H.323終端設備(Terminal)，閘道器(Gateway)，

閘道管控器(Gatekeeper)，多點控制單元(Multipoint 
control unit)。H.323終端設備是一個以 IP為架構的
終端機；閘道器是用來連接線路交換網路

(Circuit-switched networks)與分封交換網路
(Packet-switched networks)的橋樑，同時提供 H.323 
終端機與 SCN 終端機不同型態的傳輸媒介碼之間
的轉換；閘道管控器提供一些控制服務，包括位址



的翻譯，進入的控制，區域的管理，驗證、授權、

計費的服務；多點控制單元（MCU） 提供一個多
人會議的通話服務。 

 
下列幾小節分別就 H.323架構下的元件詳細說明。 

 
2.2 H.323 Terminal 
 
 H.323的終端設備，是一台支援 H.323的網路
電話。一般為個人電腦，接上麥克風與喇叭、網路

攝影機，執行 H.323網路電話軟體，此軟體負責所
有影音視訊編解碼與資料傳輸、信令…等等， 
H.323 Terminal所支援的相關協定簡介如下: 
 
2.2.1 H.323 協定 
 

H.323定義了在分封交換網路(Packet switched 
network)上終端機之間編解碼(Codec)的標準與通訊
協定、通話程序及媒體傳輸等協定。如圖 2.所示， 
H.323為 umbrella protocol，旗下有 H.261、H.263
支援 video codec，G.711、G.722、G.723.1、G.728、
G.729支援 audio codec，T.120支援資料及會議的控
制。在系統控制上，H.323主要以 H.225以及 H.245
來敘述。以下我們依通話建立過程所使用到的協

定，其包含 H.225、H.245與 RTP/RTCP，依序介紹
如下。 
 
2.2.1.1 H.225.0 
 

H.225.0 [3]主要在規範通話建立(Call Setup)、
斷線(Termination)(Q.931)以及 RAS 控制(RAS ; 
Registration Admission Status.)。在進行通訊時，首
先必須建立起點對點或點對多點的通訊管道，目的

在使傳送端能夠告知接受端現在將與它進行通

訊，這時所採用的就是信令協定 Q.931，其標準規
格主要被規範在 H.225中。Q.931的功能就好比是
一般我們使用電話時，受話端會發出鈴聲告知有電

話來一樣，Q.931就是在負責這個連結通知的信令
工作。在終端與 Gatekeeper之間的訊息溝通也透過
H.225的 RAS(Registration，Admission，Status) 訊
息，以進行終端與 Gatekeeper間的身份認證、位址
化名(Alias address)的轉換、初始傳輸使用頻寬許可
及傳輸中頻寬改變許可……等。 

 
2.2.1.2 H.245 
 
在終端彼此知道要進行通訊後，大家必須協調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溝通，來控制所要傳輸的影音

及資料，而這個工作即是 H.245[4]來負責。其主要
的功能如下:  

 主從決定： 
當兩個終端同時發生類似的事件，但是只有一

端能被服務，這個時候 H.245決定哪個是
Master，哪個是 Slave，一但主從決定後，這個
連線的期間都會維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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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H.323 協定 
 

 性能交換： 
H.323有著許多種音視訊的 Codec，終端必須
把自己所支援的 Codec讓其他終端知道，所以
需要有性能交換的程序。Transmit Capabilities
描述終端傳送資訊流的能力，可讓接收方選

擇 ; 而 Receive Capabilities描述終端接受及處
理進來資訊流的能力，可以要求傳送方用所選

擇的模式傳送。 
 LogicalChannel連線： 
H.245使用 OpenLogicalChanel與
CloseLogicalChannel來開啟關閉傳送資料的邏
輯通道。OpenLogicalChanel訊息中包含了媒體
類型，使用的演算法，及解釋邏輯頻道內容的

所有其他資訊，當要傳送 RTP與 RTCP的媒體
型態時，OpenLogicalChanel中必須有 RTP與
RTCP的傳輸位址參數要求，而接收端也在
OpenLogicalChanel-ack中將 RTP與RTCP傳輸
位址告訴傳送端。 

 
2.2.1.3 RTP/RTCP  
 

事實上RTP/RTCP並不是包含在H.323的規範
中，而是一般在進行影音傳輸時都會借用 RTP來偵
測傳輸中遺失的封包，並且提供封包傳輸的時間資

訊(Timing Information)，以使接收端能夠知道封包
傳送的延遲程度並做適當的遞補。而實際上 RTP可
與下層網路或傳輸協定合作，若下層網路有提供

Multicast的話，RTP也可以支援傳送資料到多個目
的地。RTCP主要是在告知目前傳輸的服務品質
(QoS ; Quality of service)如何，以供 Gateway告知
Gatekeeper是否要改變目前的傳輸的速度或改變傳
輸頻寬。 

 
2.3 Gateway (網路電話閘道器) 
 

Gateway可以是電話網路、Internet、ATM 
network、H.323 network等任何網路的互連溝通橋
樑，它以不更改原先使用電話的習慣為原則，利用



網際網路作為傳輸管道達成節費的效果。其目的在

處理異質網路信令互連之轉換與通訊資料格式之

轉換。 
 
2.4 Gatekeeper(網路電信閘道管控器) 
 

Gatekeeper是選用配備，在 H.323傳輸架構中
是最為重要的實體設備，它相當於整個架構的管理

者與仲裁角色。 
它的主要工作如下： 

 位址轉換(Address Translation) 
使用一個由 RAS所定義的表來轉換 Alias 
address 和 Transport address  

 連接許可控制(Admission Control) 
使用 Admission Request、Confirm、Reject等訊
息來決定是否核准網路的存取。 

 傳輸頻寬的管理 
支援頻寬請求(Bandwidth Request)、確認
(Confirm)、以及拒絕(Reject)等訊息來決定是否
核准網路的存取。 

 區域管理 
對註冊在該區域的 Terminal、Gateway、MCU
提供上述之功能作為區域內的控制。 

 
Gatekeeper提供網路電信業者以最經濟的成

本達成最有效率的管理機制，如管理 H.323網路資
源、即時語音及視訊交通之控管、用戶端認證註

冊、通話授權、通聯記錄之管理，付費機制之管理

及路徑控管等，依循 H.323提供網路電話管理中心
做營運服務，可當成智慧型網路軟體交換機使用。 
 
2.5 MCU (Multipoint Control Unit) 
 

MCU(Multipoint Control Unit)它是在多點會議
時所用到的設備，主要功能是在協調及控制多個終

端間的視訊與聲音傳輸。 
 
3. OpenH323實驗環境與信令傳遞 
 

OpenH323[5]是一套支援 H.323的免費軟體，
該軟體是由澳大利亞的 Equivalence Pty Ltd公司所
發展。在遵循MPL(Mozilla Public license)的前提
下，鼓勵以任何形式使用此專案的原始碼，包括商

業或個人使用，甚至用於商業產品或轉賣。

OpenH323專案的目標是完成一個功能完備、可以
共用、開放式原始碼的 ITU H.323電話會議協定套
裝軟體，包括 Openphone、Opengateway與
Opengatekeeper…等等，不論是個人用戶還是商業
用戶，都可以使用它。因此，OpenH323是 VoIP領
域內一個相當重要的基礎項目。 

 
如圖 3.所示，本論文在 LAN (Local area 

network)的環境下，實作 VoIP終端應用程式與 VoIP 
Gateway整合環境，透過 VoIP Gateway將 VoIP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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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實驗系統架構 
 

務與實驗室之交換機(PBX)網路整合在一起。在信
令轉換方面，Gateway必須將 PSTN之信令轉換成
H.323之信令傳送給 VoIP Terminal，反之，亦必須
將 H.323信令轉換成 PSTN之信令，達到 VoIP 
Terminal與 PSTN電話能互通；通訊資料格式轉換
方面，Gateway必須有能力互相轉換 VoIP所支援之
語音格式以及 PSTN網路所使用之語音格式，以達
到雙方可以互相通話。透過整合環境的架設，我們

測試與分析 Openphone、Opengateway的程式運作
流程與其信令傳遞過程，畫成圖 4.(PSTN電話經由
Gateway打電話至 Internet)、圖 5.( 個人電腦經由
Gateway打電話至 PSTN網路)、圖 6.(結束通話流程)
等圖，圖中由左至右分別是電話(SCN Terminal)、交
換機、閘道器、個人電腦上執行的 VoIP軟體、以
及閘道管控器(Gatekeeper)，矩形圖形代表終端、交
換機或閘道器的狀態，每個設備在接收到信令或者

傳送出信令時會跳到另外一個狀態。 
 

圖 4中 SC N(Switched circuit network)為發話
端，H.323為受話端，SCN透過 Gateway打電話至
H.323的流程分區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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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Call from SCN to H.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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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Call from H.323 to SCN 
 
一： 一開始Gateway及H.323 Terminal全部都處於

待機 IdleCallMode的狀態，當使用者將電話拿
起(Off-Hook)，交換機便搭一個 Dial-tone信號
給發話端，告訴使用者可以開始撥號給

Gateway，交換機收到發話端所撥打的 DTMF 
(Dual tone multi frequency)之後，發出一個
Alerting信號，去通知 Gateway此時有來電，
發出 Alerting的同時，發話端也會聽到 Ring 
back-tone，知道此時 Gateway的 SCN Function
處於一個 Alerting state，當 Gateway發出一個
Off-hook的信號告訴交換機說此時可以接受
其電話時，Gateway的 SCN Function便進入到
Collecting Info. state去收集交換機所給的號
碼，而發話端在這個時後開始撥打所要打的

H.323 Terminal的號碼，經由交換機送給
Gateway。 

 
二：當 SCN Function收集完號碼後，便送一個

Primitive訊息(MakeCall_Req)去給 H.323 
Function，以表示要作搭線的工作，然後 SCN 
Function便進入Wait for Answer state等待
Primitive訊息(Active Req)的回應。之後 H.323 
Function跟 GK（GateKeeper）去做認證，Check
此號碼是否有權限跟 Gateway建立連線，確認
正確後便由 GK回送 ACF(AdmissionConfirm)
信號給 H.323 Function 去進行連線的工作。 

三： 此流程的動作是 Gateway跟 H.323 Terminal
建立連線的動作。H.323 Function送一個 Setup
給 Terminal，然後 H.323 Function便進入 Call 
proceeding state去等待 Terminal端回送一個
Call proceeding的信號回來。當 Terminal送一
個 Call proceeding給 H.323 Function後，便會 
去跟 GK做一次認證，確認是否有權限接起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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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結束通話動作 
 

通電話，確定有權限接電話時便送一個Alerting
的信號給 H.323 Function，等待受話端接起電
話。而 H.323 Function收到 Alerting的信號後
也開始進入Wait for Answer state，去等待受話
端接電話。當受話端接起來電後，Terminal送
一個 Connect的信號給 H.323 Function後進入
ActiveCallMode，而 H.323 Function 也送一個
Primitive訊息(Active Req)給 SCN Function，而
SCN收到 Request後也進入 ActiveCallMode，
雙方搭起連線進入通話模式。 

 
圖 5中 H.323為發話端，SCN為受話端，H.323

透過 Gateway打電話至 SCN的流程分區說明如下： 
 

一： 此區主要是H.323 Terminal端與Gateway建立
連線”之前”的動作。一開始 Gateway及 H.323 
Terminal全部都處於 IdleCallMode的狀態，當
H.323 Terminal端(MakeCallMode)開始打電話
經過 Analyzing Information確定此號碼無誤
後，會去跟 GK做認證，確定有權限跟 Gateway
建立連線。 

 
二： 此流程的動作主要是 Gateway跟 H.323 

Terminal建立連線的動作。當確定有權限跟
Gateway建立連線，H.323 Terminal會送一個
Setup給 H.323 Function，之後 H.323 Terminal
便進入 Call proceeding State去等待 H.323 
Function端回送一個 Call proceeding的信號回
來。當 H.323 Function送一個 Call proceeding
給 H.323 Terminal後，便會去跟 GK做一次認
證，確認是否有權限接起此通電話，確認正確

後便送一個 Alerting的信號給 H.323 Terminal，
收到 Alerting之後，H.323 Terminal便進入Wait 
for Answer state等待 H.323 Function接起，
H.323 Function送一個 Connect的信號給 H.323 
Terminal後，H.323 Terminal進入 ActiveMode，
也開始將所打 keypad號碼夾帶在 Inf.信息內送
出給 H.323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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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OPenphone程式流程 
 

三： 當 H.323 Function收到所撥號碼之後，送出一
個 Primitive訊息(MakeCall_Req)去給 SCN 
Function，以表示要作搭線的工作，之後 H.323 
Function便進入Wait for Answer state等待回應
的 Primitive訊息(Active_req)。SCN function收
到 Primitive訊息(MakeCall_Req)後，送 Off 
-hook給交換機說我此時要撥打電話， 然後收
到交換機發出的 Dial-tone信號之後，便送出
DTMF信號，告知交換機所要撥打的號碼，之
後 SCN交換機送出 Alert信號給受話端，然後
SCN交換機搭一個 Ring-back-tone給 SCN 
Function，當使用者接聽後送出 Off-hook信號
給交換機，SCN Function便進入 ActiveCall 
Mode，送出 Primitive訊息(Active_req)給 H.323 
Function，H.323 Function也進入 ActiveCall 
Mode，雙方搭起連線進入通話模式。 

 
雙方連線建立後要結束連線，如圖 6所示，結

束通話動作可以分為兩種，詳細說明如下： 
 
一： 由 SCN使用者結束通話 

SCN Terminal送出 On-hook信號要掛斷電話，
交換機收到 On-hook後便發一個 Busy-tone信
號告訴 Gateway要結束通話，並且交換機進入
HangUPMode等待 SCN Function的On-hook信
號，SCN Function搭一個 On-hook信號回給交
換機之後，Gateway的 SCN Function進入
HangingUpMode，然後送出 Primitive訊息(Clear 
Request)給 H.323 Function做斷線動作。而
H.323 Function收到 Request後，也進入
HangingUpMode，送一個 Release Complete信
號給 H.323 Terminal使 H.323 Terminal也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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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EnancedOPenPhone程式流程 
 

HangingUpMode，之後 H.323 Function 跟 
H.323 Terminal會跟 GK做取消認證的動作，結
束通話。 

 
二： 由 H.323使用者結束通話 

H.323 Terminal送一個Release Complete信號給
H.323 Function使雙方都進入 HangingUp 
Mode，之後 H.323 Function送出一個 Primitive
訊息(Clear Request)給 H.323 Terminal，接著
H.323 Function 跟 H.323 Terminal都會跟 GK
做取消認證的動作，當 SCN Function收到了
Primitive訊息(Clear Request)也會進入
HangingUpMode，發一個 On-hook信號給交換
機告訴交換機要結束通話，而此時 SCN 交換
機也對 SCN Terminal作同樣的動作，搭一個
Busy-tone給 SCN Termial，等 SCN Terminal掛
斷(On-hook)後，雙方就結束通話。 
 

4. 服務整合實作 
 

Openphone是一套支援 H.323的免費軟體，且
Openphone已有雙方通話服務、來電轉接服務、通
話保留服務……等功能。如圖 7所示，兩個 State
之間存在 check point，在目前的 State等待事件觸發
後，才會跳到下一個 State，圖 7的 a為發話端之
Call Model，發話端由 IdleCallMode經過Authorizing 
Orig.Attempt跟 Gatekeeper認證確定有打電話的權
限之後，進入MakingCallMode收集所打的號碼，
收集完號碼後經 Analyzing Information確認號碼無



誤之後，在 Seleting Route state開始繞送，送出 Setup
訊息後，在 Call Proceeding等待回應的 Call 
proceeding訊息，收到 Call proceeding訊息之後，
進入Wait for answer state等待受話端接聽，受話端
接聽後進入 ActiveCallMode，當雙方通話欲結束
時，清除 Endpoint，進入 HangingUpMode。b為受
話端之 Call Model，首先在 IdleCallMode經過
Gatekeeper認證確定有權限可以接起電話之後，進
入 IncomingCallWait等待來電，當收到來話端的
Setup訊息，進入 Presenting Call顯示來話端位址，
並回應 Call proceeding訊息，然後在 Alerting state
開始響鈴，當受話端接起電話，進入

ActiveCallMode，當雙方通話欲結束時，清除
Endpoint，進入 HangingUpMode。我們以圖 7 
Openphone之通話模型為 BCSM (Basic call state 
model)，發展本實作的加值服務。 
 

圖 8為以 Openphone[5]為基礎發展通訊服務
的軟體，取名為 EnhancedOpenPhone，作業平台為
MS-Windows ，利用 Gateway與 PSTN網路通話，
再加上其他電信通話服務，比較圖 8、圖 7可明顯
看出所加上的電信服務，在 ActiveCallMode加入了
錄音服務、通話保留服務、話中插撥服務與來電轉

接服務，也在受話端的 Presenting call state 中加入
了防騷擾服務，以及受話端的 Alerting state無人接
聽(Ring time out)時加入了語音留言與聽聲辨人服
務。現將分別說明如下： 

 
 聽聲辨人服務 
在 Alerting state加入的功能之一，在加入好友
名單的時候，可以設定個人化的鈴聲，好友來

電時，聽來電鈴聲就可以辨別是哪一個好友來

電。 
 錄音服務 
在通話中按下錄音功能，將兩人的通話錄音存

檔，所要存檔的路徑，也可以設定。 
 話中插撥服務 
在處於 ActiveCallMode時，若有來話，可以選
則接聽話中插撥，保留目前通話，或者讓來話

方等待，直到通話結束再接聽插撥。 
 簡訊服務 
本實作功能只有在 H.323和 H.323之間通話時
可以進行，在處於 ActiveCallMode時，本功能
類似網路聊天室功能，在 EditBox內輸入想傳
給對方的字串，選擇”送出”即可將字串送達另
一端。 

 語音留言服務 
如圖 8 Alerting state中 RingingTimeOut來電無
人接聽時，EnhancedOpenPhone可以設定無人
接聽的秒數，無人接聽時可以選擇要轉接給預

設的位址或者要進入語音留言信箱。對方語音

留言所要存檔的路徑，也可以設定。若是在通

話中按下轉接功能，可以立即指定對方 IP，將
來電轉接給別人。當通話中有插撥時，若選擇

不接聽，可以設定將插撥轉接給預設的位址。 
 防騷擾服務 
本論文在 Presenting Call State所加上去的黑名
單功能，可以設定不想接聽來電的名單，當有

來電時，在黑名單中比對來電的 IP位址，如果
是黑名單中的 IP，則在圖 8的 Presenting Call 
State 中忽略對方的來電。 

 通話保留服務 
與Openphone的通話保留不同的地方在於通話
保留的時候，播放音樂給等待的一方聽，在

ActiveCallMode可執行，如圖 8，可以設定個
人化的保留音樂，當等待的一方沒有設定保留

音樂時，則不會播放音樂，當恢復通話時，音

樂會自動停止。 
 
5. 結論 

 
未來發展有將網路電話取代傳統電話的趨勢，

若能將 EnhancedOpenPhone產品化，對於網路電話
用戶可以提供更多加值服務與傳統電信整合之服

務! 本論文實作 VoIP測試環境，在 LAN (Local area 
network)為測試環境下，將 VoIP終端與實驗室交換
機(PBX)網路整合在一起，並且自行開發多項加值
服務，如語音留言、話中插話、簡訊傳送、來電轉

接……等，改善目前網路電話(IP Phone)所缺乏的服
務功能。透過本論文之研究、探討網路電話的相關

技術，與網路整合互連測試，相信此服務整合與系

統整合成果，對未來 IP網路整合所有數據、語音、
影像……等多媒體應用與多媒體通訊能所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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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一個 VoD(隨選視訊系統、Video on Demand)

系統而言，熱門影片被重複選擇的機會較其它影片

大，若觀看相同影片的頻寬可以共享，就可降低頻

寬需求，所以先前的研究提出了各式廣播演算法，

在固定頻寬下，讓無限多位使用者共享影片資料，

並保證一定等待時間。這些方法中有將熱門影片以

「區段」(segment)分割，再以群播(multicast)方式

傳送，稱為熱門影片廣播法，其可以提供較短的使

用者等待時間。 

然而目前熱門影片廣播演算法的研究均沒有

討論區段遺失可能會造成播放不順暢的問題。本文

提出多種方式來改善此問題，主要改善方法稱為

「二次機會」(second  chance)，就是讓使用者預

先多收一次區段以減低遺失機率。同時我們觀察先

前演算法，發現影片區段在播放時有明顯重覆出現

的現象，針對每個演算法加以改進，降低多次重送

造成二倍頻寬花費。由於先前並無專門針對重送補

救討論的演算法，所以我們也提出一個專門針對二

次重送的方法，藉由相同的觀念可以發展為重送多

次影片區段的演算法。 

關鍵字：熱門影片廣播法，錯誤回復，二次機會，

隨選視訊 

Abstract 

 In a video-on-demand (VoD) system, a hot 

video is more easily retrieved than others. If requests 

for the same video are served in batch, consuming 

bandwidth will be reduced. Accordingly, many 

researches proposed various broadcasting schemes. 

Ideally, for each video, the schemes can serve infinite 

users in a fixed waiting time by consuming constant 

bandwidth. Furthermore, some schemes divide a 

video into multiple fix-sized segments, and then 

broadcast them to users. Such schemes are called 

hot-video broadcasting schemes, whose user waiting 

time is shorter. 

 However, current hot-video broadcasting 

schemes did not address the loss of segments, 

probably stopping video playing. The article proposes 

several approaches to this issue. A main idea is called 

“Second chance”. It allows users to receive a segment 

twice so the probability of segment lose is reduced 

half. Furthermore, we improve previous schemes to 

support segment retransmission at the cost of less 

than twice bandwidth. Finally, a new broadcasting 

scheme is proposed to fully support segment 

retransmission. It can be easily extend to support 

retransmission multiple times. 

Keywords: hot-video broadcasting, fault recovery, 

second chance, video-on-demand 

1 動機 

VoD（隨選視訊系統、Video on Demand）允

許使用者透過網路來觀看影片。最早的系統中使用

者獨自享有伺服器提供的影片頻寬，但像熱門的影

片，可能同時有數十個人觀看，若能增加頻寬共享

比率就能增加系統播放能力，於是就有學者提出將

熱門影片分割為一段段「區段」（segment），使用

者在等待一段時間後，能夠加入之前使用者共享影

片播放頻寬的演算法，如快速廣播法（ Fast 
broadcast）[15]，新巴格達廣播法（New pagoda 
broadcast）[7]，遞迴頻率分割廣播法（RFS、
Recursive Frequency Splitting scheme）[5]及和諧廣

播法（Harmonic broadcasting）[19][21]等演算法。

這些演算法的好處是最長等待時間固定，而伺服器

無論在多少使用者下播放一部影片所需頻寬也保

待不變。 



當熱門影片廣播法的區段因某些狀況遺失或

無法播放時，會對影片收看造成很大的影響，而以

重送補救是一種可行的解決方式，同時根據時間的

緊迫性重送可以分為「預先送達」跟「事後補送」

二種。 

熱門影片廣播法是以影片區塊反覆出現來達

到分享頻寬，所以本文主要內容是探討此演算法本

身重覆性與遺失資料重送時間緊迫性二者相關的

容錯應用。同時我們提出「二次機會」的觀念，將

影片區段預先送達，讓每位使用者都有重收區段的

補救機會。並針對之前提出的各個演算法影片區塊

反覆出現的特性加以改進，以保證至少讓使用者有

一次重收機會。這種播放方式可讓伺服器在網路品

質不良的狀況，減少影片區段遺失的影響，提供較

佳的影片播放品質。 

本文的其餘架構如下：下一節為相關研究，

第三節提出新的錯誤回復演算法，第四節分析提出

的演算法並跟其它演算法比較，最後是結論與未來

研究方向。 

2 相關研究 

第 1 小節為容錯技術研究，第 2 小節為熱門

影片廣播法研究，第 3小節是以封包為單位的復原

容錯播放法的研究。 

2.1 容錯機制 

VoD 方面相關的容錯研究方向我們分為二個

部份，一個主要應用在網路底層通訊協定上，透過

一些技巧，如重新排序或編碼方式，使用者端接收

到資料時即可得知是否有錯誤或遺失，進一步將資

料復原，無需重新跟伺服器端提出要求。Forward 

Error Correction [16] 的觀念是伺服器發送多

餘性資料（redundant data），使用者根據多餘資料

來辨斷是否出錯。發現錯則自動糾正傳輸中出現的

錯誤。這種方式的優點是：(1) 資料可連續傳送，

不需回覆；(2) 適用於單向性通信；(3) 使用者端

不需存大量資料。 

當資料很小或是傳送時延遲的時間可以忽略

時，Interleaving [4]可以減少因為資料漏失造成的

影響。Interleaving 的觀念在於資料邏輯單位被重新

排序以保證資料單位在傳送時可以跟原序列的資

料有一定的距離。經由網路傳輸後在接收端重整回

原本的序列。此法的好處是因為資料的離散度變

大，所以相對而言，毀壞時造成的影響就會平均的

分布到其它部份。 

 另一個容錯策略是系統架構的改進，主要是

改善伺服器間彼此備援的能力。讓一個伺服器群組

（server group）得知彼此的訊息跟狀況，並在有限

時間內反應且不被使用者查覺。可以和底層通訊協

定組合成為不同的系統架構，如 Leana Golubchik 
[3]討論整個系統資料放置的容錯方式；Lie, P.W.K 

[8] 和 Ing-Jye Shyu [9]討論決定資料由何伺服器

處理；在 Tal Anker 的研究[2]中，其系統是以訊息

互相通信而建立容錯的機制；Concurrent Parallel 
Video Server[16]和 Tal Anker 的系統最大不同在於

使用者可同時被多個伺服器服務。 

2.2 熱門影片播放法 

 Steven W. Carter[6]將廣播法分為兩類：批次

廣播法 (Batching broadcasting) 及區段廣播法

(Segment based broadcasting)，批次廣播法相關容

錯研究在 Mahani 的研究[1]中有討論，但以區段為

主的熱門影片廣播法目前卻沒有研究深入討論其

重覆性跟容錯機制的關係。已提出的區段式廣播式

演算法[5][13][14][16][19][20]具有下面特點： 

1. 須把影片切割成片段。 

2. 當影片已開始播放時，允許使用者動態加

入熱門電影的群播頻寬。 

3. 使用者端必須能夠同時接收超過一個以

上的虛擬通道串流影音資料，可能為廣播

或群播串流。 

4. 使用者端必須使用硬碟儲存影音資料，並

作適當的重整與播放。 

相關方法有快速廣播法、巴格達廣播法

（Pagoda Broadcasting）[14]、新巴格達廣播法

(New Pagoda Broadcasting)[13] 、遞迴頻率分割廣

播策略（RFS）[5] 、及和諧廣播法（Harmonic 
Broadcasting）[19]等。 

2.3 Reliable Periodic Broadcasting 

在 Mahanti[1]的研究中，是在以封包重送的

前提下重新提出了一個區段式的演算法「Reliable 
Periodic Broadcast」(Reliable PB)，當方程式 2-1

中的 a=1 時，稱為 Optimal PB，所謂 Optimal 的意
義在於每個使用者開始播放前必會接收完所需要

的影片區段。Reliable則是加上對封包重送時間的

估計，公式定義如表 1。 

 



根據方程式 2-1，當封包遺失率（Packet Loss 
Rate）為 p 時，第一個區段要多花 1/(1-p)倍時間

接收。所以第二個區段的時間長是接收第一區段的

時間加上撥放第一區段的時間的結果乘上理論上

得多花的時間倍數。在 r=1 時，多花的時間為

1/(1-p)倍。但一定得等待到第一個區段全收完才

開始播放影片。這個演算法最重要的地方是每個區

段的理論接收時間加上了對封包遺失率跟播放頻

寬的修正。 

3 可錯誤回復之熱門影片廣播演算法 

(Hot-video Broadcasting with Fault 
Recovery) 

3.1 背景 

由前得知熱門影片廣播法中每個影片區段是

以周期性播放來節省所用頻寬，在使用者能看到所

有影片區段的條件下，當區段遺失時，可以利用區

塊下一次播放時重新接收來補救。為了簡化問題，

我們假設：(1) 影片區段播放跟補救是以區段的播

放時間為單位切齊播出。(2) 無論使用者何時加

入，影片只會在區段切齊時播放。(3) 影片區段可

以邊接收邊播放。這 3 項假設可以簡化當討論區段

接收時，使用者進入時間點的影響。但並不影響討

論的結果。 

 
 

以快速廣播法舉例，圖 1 可以看出，若遺失

影片區段 4時，使用者等待 4 個影片區段的播放時

間才能播放下一次伺服器播出的區段 4；而若影片

區段 8遺失，則等待時間長達 8個區段播放時間。

由此可知當影片區段播放間隔愈長，所需等待的時

間也愈長。也就是遺失的影片區段序號愈大，使用

者遺失等待補救的時間愈長。 

 

 
 

接著進一步說明遺失補送與區段重播間隔的

關係。圖 2 以快速廣播法的第三個頻道為例。若區

段 4 遺失，則 User 1 等待時間為 4 個區段播放時

間；但對 User 4 而言，雖然可以加入下一個影片

播放群組，但還是得等待一個區段的時間。區段 4

這類重送時間為最長我們稱為臨界時間區段

（Critical Time Segment ）。其它非臨界時間區段的

等待說明如圖 3，區段 5 遺失對 User 1 而言並沒

有影響，因為之前已接收過區段 5；而 User 5 也

不受影響，因為還有一次接收區段 5 的機會。 

更深入說明上述現象是由於區段 5 理論上最

久可延遲到 5 個時間單位出現一次仍可及時接

收，而快速播放法中是用區段 5配合區段 4播出，

用 4個時間單位播放。也就是說每連續 4個不同時

段進入的使用者中有 1 個能夠收到區段 5二次；同

理，區段 6在快速播放法有每連續 4個使用者會有

6-4=2 個人能收到二次。也就是每連續 4個使用者

只會對其中 4-2=2 個人造成影響。 

 
 

 
 

接著討論影片事後重送的時間。重新觀察圖

2，如果是事後重送而非等待，且有額外頻道負責

重送。圖 4 顯示臨界影片區段還是沒有補救的機

會，因為 User 1必需等待伺服器重新送出區段 4，

於是得延遲一個區段的時間。所以對臨界影片區段

只能採用預先送達而非事後補救的方式。圖 5 中由

於 User 2 正在播放區段 4，所以對事後重送的區

段 5也有機會接收，User 3、User 4也能及時接收。



所以對於區段 5 而言，最佳的重送時間點為：5 (最

長延遲出現時間) – 4 (播放重覆時間) / 4 (播

放重覆時間) = 1/4，也就是每四個播放時段得出

現一次，且出現的點唯一。依這些規則整理出公式

如表 2。 

 

 
圖 2 中可以看出，當一個區段共用的程度愈

高，即 Si_repeat_length愈接近 i，需要等待的使用者比

例也愈高，在新巴格達、RFS 等高區段分割數的演

算法下，多數的 Si_repeat_length 都接近於 i，所以等待

重送的比例也就愈高，區段未能及時接收的問題愈

嚴重。為這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根據下面原則討論

不同解決方式。 

1、 當伺服器端不提供回報機制（如：ACK、

Negative ACK）下。 

2、 當伺服器端有提供 ACK 的機制下 

伺服器端不提供任何回報遺失區段機制下，

當某個使用者在 p 時段進入時，最晚必需得在 p+i
這個時段接收到第 i 這個影片區段。但是當區段 i 
遺失時，如果我們希望使用者至少有一次機會重新

取得區段 i。則必需在 p+1、p+2…p+i 這些時段中

提供使用者第二個 i 影片區段。因此特定的影片區

段 i 得在一定的區段播放序列（segment sequence 
length） <= i 中出現二次。 

根據表 2 中的式子，我們希望能夠收二次的

使用者比例最高，需要重送的比例最低。也就是

說，在 i 固定下，希望 i － Si_repeat_length 最大，但

Si_repeat_length － ( Si_repeat_length – i ) 最小，因此可以

算出在 2 * Si_repeat_length = i 時為最佳補送出現位

置。 

3.2 錯誤回復廣播法 

 除上述分析外，本文另提出「Second Chance」
的補救方式，就是容許每個使用者每個影片區段都

可以有一次遺失的機會，由伺服器端主動將各影片

影片區段預先傳送。我們根據第二章的相關研究

[5][19]和前一節的討論，將二次機會演算法的假

設列舉出來： 

1. 影片分割為整頻道數Ｋ。 

2. 每個影片區段由整數編號 1～ｎ。 

3. 影片播放方式為整頻道數整影片區段

播放。 

4. Si 在二次機會下為 i 單位時間出現 2

次。所佔用的理論最小頻寬為 2/i。 

根據這些假設和之前研究得出以下結果。 

1. 同一頻道中的影片區段是以該頻道中

最小區段的倍數關係重覆出現，我們稱

最小區段為臨界數字區段（Critical 
Number Segment），此區段必為臨界時

間區段。 

2. 由 1可知，由於臨界數字區段為頻道中

最小數字，其它數字是以倍數關係重覆

出現，所以臨界時間區段必為該頻道的

臨界數字區段的整數倍。 

3. 之前的演算法可知，當區段愈逼近臨界

時間區段，浪費的頻寬愈小。 

4. 逼近方式可以倍數逼近或連續整數逼

近。 

5. 臨界數字區段愈小愈好。 

6. 對同一區段而言，可逼近為不同的臨界

數字區段且有相同的理論頻寬差距。 

7. 在整數頻道下理論上限套用 Harmonic

演算法而言為： ∑
=

=
n

i i
K

1

2 。 

在這些條件下，可以用因數分解的方式重覆

找出在頻道數固定下，影片所能達到的最大分割

數。這種嘗試的方式定為 Heuristic 方式： 

數列：1、2、3 … n … 

1、 將 n排入因數分解後具有以相同因

數重覆出現的區段頻道中。 

2、 如果有未使用的頻道，且無任何有

空隔頻道中有以 n 的因數出現的區

段，則定 n 為新頻道的起始區段。 

3、 如果沒有未使用頻道，且無任何空

隔頻道中有以 n 的因數出現的區

段，則根據數列中小於 n 的數字做

因數分解排入頻道。 

4、 根據排入時的因數決定每個頻道數

中各個數字的重覆間隔。 

5、 重覆排列到沒有多餘的頻道跟間隔

排放為止。 

重覆整個步驟直到找出最大值為止。 

對整數而言，由於因數分解不唯一。所以無法

保證每一步驟選擇唯一，為求最佳解必需將所有可

能的分解法列出求最大值。舉例如下： 

 

 



 
 

觀察圖 6、圖 7 中的第 4頻道，我們可以先看

出區段 9、區段 18 代替了區段 6 的位置。根據之

前的條件，二者都是在第 4頻道下沒有花費任何多

餘頻寬，但是不同的頻道數下，解的方式不同，目

前並沒有發現一定的規則。 

已存在演算法之改進 

我們可以快速改進現存的演算法達到合乎二

次機會的條件公式。回顧各種熱門影片廣播法，由

於演算法中所有影片區段都有固定的出現頻次，對

一影片區段 Si 而言，重覆播放的時間單位一定介

於 1 ~ i 個區段單位。也就是說只需將每個頻道播

放方式重覆，再平移該頻道重覆播放時間最短的影

片區段播放時間的一半單位。就可以達成在每 i 個
slot 中，第 i 個影片區段 Si至少出現二次的條件。

如圖 8表示為在四個頻道下，快速播放法的改進方

式。 

 
 

 但是這種改進方式的問題在於重送的影片區

段不一定在最久的延遲位置。圖 8中區段 7最好狀

況為每七個出現二次，改進後為每四個出現二次，

重覆的次數比理論值高太多。而且每個頻道必需重

覆一次，頻道數有所限制，不能依據任意頻道數排

列。 

二次機會播放演算法  (Second Chance 
Broadcasting Algorithm，SCB)  

上述改進後的演算法無法依據任意頻道數分

割，所以我們提出一個可將任意頻道數用整數分割

逼近的方法，稱為二次機會播放演算法（Second 
Chance Broadcasting Algorithm）。根據目前的演算

法觀察到對一特定頻道而言，每個頻道中的區段重

覆出現的時間必為最小區段的倍數。所以我們直接

將質數定為每個頻道的起始區段。利用這些結果整

理出一個線性逼近的演算法。 

Algorithm： 
Assumption： 

Segment Sp : B ( Sp ) = 1/p 
SL : leading segment of channel 
Boverhead計算方式： 

For Sp , : 
If ( p >= 2*L ) 

B ( Sp) + B(Sp+1) + … B(Sp+j ) <= B 
( SL ), find the max j , and Boverhead = B 
( SL ) – 2 * ( B (Sp) + B(Sp+1) 
+ …B(Sp+j ) ) 

If ( 2*L > p > L ) 
Boverhead = 2 * B ( SL ) – 2 * B ( Sj ) 

 
For a segment, Sp, where 3<= p  
 If any channel is empty and ( p is prime or p = 
4 ) 

{ 
allocate a new channel Cx and set Sp as a 
leading segment.  
Set Rno. of channel Cx = p – 2  

 } 
else 
{ 

Insert Sp , Sp+1 , … Sp+j to channel Cy 
having min positive Boverhead value. 

  Rno. = Rno. – 1  
 } 
until all Rno. of channels = 0 . 
 

 
 

對任一影片區段 Sp 而言，佔單一頻道的理論

最小頻寬為 1/p，所以 Boverhead 是 Sp , Sp+1 , … Sp+j

總共佔的理論頻寬跟 SL的頻寬差距。所以把 Sp , 

Sp+1 , … Sp+j 放入理論頻寬差距最小的頻道中可以

得到最好的效果。Rno.則是用來計算還有多少頻寬

可用。例如圖 9，5 個有頻道，根據演算法，影片

區段 3 為質數且還有額外的頻道可用，所以為頻



道 3的起始影片區段，影片區段 4 則無法加入頻

道 3，所以為新的頻道 4 的起始影片區段，影片

區段 5 為質數，作法同影片區段 3。而區段 6~10

也分別計算 Boverhead值並加入頻道中。最後影片區

段 11 時，所有的頻道的 Rno皆為 0，演算法結束。

得到在 5 個頻道下，本演算法能將影片分為 10段。 

4 分析和模擬結果 

4.1 影片分割數分析 

圖 9 為演算法的理論上限和實際結果對照

圖。方程式 4-1 可算出在不具 second chance 重送

下的理論分割數上限，而方程式 4-2 算出在重送下

的理論值。 

表-3為演算法的比較圖，比較的演算法包括 

Harmonic 、 Heuristic 、Improved RFS、Improved 
FB、Improved PAGODA。Harmonic 為理論的上限

值，而 Heuristic 則是根據人工排列得出的最大數

字。SCB 較 RFS差的原因是在有限個頻道 C 下，

SCB 只將每個頻道確認一次後以整數逼近，所以

演算法為 O(n)，在根據[10]的研究中，RFS 為

O(n2

)，所能確認的條件較少的關係。圖 10是 SCB
在相同頻寬跟二倍頻寬下跟 RFS 演算法的實際值

和最佳理論值的差距，愈靠近理論值比為 1 的表示

愈逼近論值。 

 
 

 

 

 
 

 

4.2 等待時間分析 

以一部影片長 120分鐘，共 7200秒來比較在

提供二次機會的演算法下，熱門影片的等待時間。

圖 12 顯示所有的演算法的等待時間下降曲線類

似。 

4.3 所需 buffer 分析 

當影片全長為 D、因為此演算法是將影片播

放時間內每個資料都傳送二次，所以使用者會在

D/2 時，就能接收完所有的資料暫存在 buffer，而

此時影片已播放了 D/2 時間，所以使用者端需要

b*(D – D/2) = b*D/2 的 buffer。 

4.4 Disk 傳輸速度分析 

在影片播放的過程中，用戶端需要不斷經由

網路從伺服器端讀入資料，如果影片的影片區段資

料在未被需要播放時送來，則需存入用戶端 disk
中，而用戶端還得將需要的影片同時播放出來。所

以 disk 傳輪速度需求為讀入和寫出速度的總和。 

當可用頻寬使用的為 B 時，使用者不用將 S1

存入 disk 中，所以最大需要的 Disk寫入速度為總

頻寬扣掉第一個頻道的頻寬，即 B-b。讀出來播放



的速度為一個頻道的頻寬 b。 

4.5 補救比例 

根據演算法和[1]的研究，假設一定時間內資

料遺失率為 p，則每份資料所需的重送次數理論值

為 1/(1-p)。在二次機會演算法中，每個區段重送

二次，在頻寬為 B，播放時間為 T 時，二倍資料量

能夠容忍的遺失率理論上限的推導如方程式 4-3。 

 

5 結論與未來計畫 

為了補救臨界時間區段遺失造成的影片停頓

問題，藉由觀察之前各種廣播演算法中區段反覆出

現的現象，我們找出了區段遺失補救比例和重送時

間的關係公式。由公式得知當區段反覆播放間隔時

間愈接近臨界時間時，區段遺失所造成的影片停頓

使用者比例愈大，所以補救用影片區段最佳重送時

間點為最長延遲時間的一半。「二次機會」讓所有

影片區段都有一次補救的機會，藉由找出的公式可

以透過簡單修正讓之前的演算法提供重送機制。但

由於修改後演算法在單位時間播放單段影片區段

的基本假設下，有著無法完全利用頻寬的問題，所

以我們提出一個二次機會廣播法。 

未來研究方向為將非二次機會演算法影片中

的非臨界區段找出重覆出現公式並加以最佳化，同

時改進現有二次機會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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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roadband information highway being 

constructed, many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will be 
realized. Nowadays, customers desired not only purely 
high-speed Internet access, but also versatile interactive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a 
multimedia-on-demand (MOD) system that can be 
provided by incumbent telcos. It provides both multicast 
and unicast streaming services, including True VOD, Near 
VOD, Live TV, KaraOK-on-demand (KOD), High-speed 
Internet access applications, and POTS services.  

We give an overview of system architecture of 
deploying a large-scale MOD system from end to end, 
including customer premises equipment, video servers, 
storage system, network system,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 DBMS system, and content sources. In addition, 
we also depict system management functional stacks and 
modules and how the system to management up to one 
hundred thousand subscribers fluently. Finally, we give a 
complete example to describe the signal flows between 
the components of the system. 

 
Keywords: MOD, VOD, ADSL networks 
 

1. Introduction 
 

As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progresses,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getting on the Internet has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The activity in the field of broadband 
services such as VOD, NVOD, Interactive TV, Video 
conferencing, Datacasting, E-Commerce and Games [1], 
etc., have been expanding at a rapid rate. 
Multimedia-on-demand (MOD), including most of the 
above services, is emerging to be one of the killer 
applications in recent broadband services. The market has 
also expected to capture a significant share of the huge 

potential revenues contributed by business and residential 
market [2]. Services of the MOD system include True 
Video-on-demand, Near Video-on-demand, Live TV, 
KaraOk-on-demand, and High-speed Internet access 
services, etc. 

MOD can be deployed on various network 
architectures. For incumbent Telcos, use of the 
ADSL-based solution for broadband access is the most 
popular and rapid solution to promote existing 
twisted-pair telephone lines toward broadband services to 
the residential and small businesses. Although in the next 
few years, we shall see that the presence of optical fibers 
in the access network will increase and will be set up 
closer to the customers, ADSL-based technologies remain 
to be a viable solution since the connection is readily 
available [3-5].  

A large-scale MOD system comprised many element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the provision of a complete service, 
including set-top units, video servers, storage systems, 
network systems,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s, and 
content sources, etc. [6,7]. We will discuss those 
components in more detail in Section 2.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presents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its components. The system 
management and functional stacks are described in 
Section 3. Section 4 depicts workflow of the system and 
given an example to explain the signal control flows 
operations. Finally, the conclusions are given in Section 5. 
 

2. System architecture 
 

The system we propose can be a commercialize 
system to serve at least 20,000 customers in the first step, 
and will be more customers (up to one hundred thousand 
customers) in the succeed deployments. Constructing this 
video delivery infrastructure requires considerable plans 
and efforts. Many papers have discussed about deploying 



 

VOD systems [2,6,8,9]. Generally speaking,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centralized and distributed architectures.  
The concerned topics include economics, performance, 
reliability and management. As compared to a number of 
VOD operations, such as request batching and 
multicasting, unicasting, etc., it has been shown that 
distributed servers architecture has a much lower system 
cost to offer on-demand video services [10]. This MOD 
system is deployed with such considerations. 
An example of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is illustrated in Fig. 
1. It consists of many components, including Set-top Box 
(STB), Set-top Box server/Database, Access network, 
Core network, Video servers, Video Server 
Gateway/Database, High-speed Internet access Manage- 
ment, and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 for a large-scale 
MOD system. We will describe the functions of each 
component briefly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1. An example of MOD system architecture 
 

 Set-top Box (STB) or Set-top Unit: The STB is a 
device installed in customer premises to interconnect 
legacy A/V equipment to the broadband network. STB 
accepts MPEG packets from the access network and 
translates the packets for presentation on an analog TV set 
or PC monitor. DAVIC [11] specifies this as the A0 
interface. Since the operations are designed to be very 
user friendly, users can browse all services on the screen 
through an IR (infrared) remote control or remote 
keyboard with fully VCR-like functionality. The major 
functions of STU include receiving the incoming video 
streams; demodulating, demultiplexing, and decoding the 
signals; performing the necessary signal conversion, such 
as D/A transformation for playback on the TV monitor; 
and sending outgoing control messages [6]. 

The STB communications with other components to 
initiate services request and receive streaming packets 

from video servers. It supports MPEG-1, system stream 
1.5Mbps, and MPEG-2, transport stream 3.0Mbps, 30 
frames per second. It also supports rich network protocols, 
including TCP/UDP, IP, FTP, IGMPv2, Ethernet/ 
IEEE802.3, and HTTP 1.0 and above.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f smoothing stream to prevent any 
glitches. 

 Set-top Box Server/User Database: The STB Server i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office to receive the requests from 
STB in every household, and each one server should serve 
at least 15,000 customers. The main functions of STB 
Server are authorization and account management. When 
user log in this system, the system executes the primary 
account check. If it is a legal user, then the system 
redirects this session to LSMS (Local System 
Management Server) or Video Server Gateway (VSG) 
depends on system configuration.  
  The user database stores the customer’s information for 
STB server to retrieve, such as customer ID, account 
information, service class, bandwidth reservation, locality 
and CPE ID, etc. Each user database can serve more then 
one STB Servers and should adapt the fault-tolerance 
architecture to make sure the absolute safety of customers’ 
data. 

 Access Network/Core Network: The broadband 
access network is an ADSL-based network architecture. It 
comprises a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Access Multiplexer 
(DSLAM), a number of ATU-Rs, and the POTS splitters 
to construct a broadband access network between central 
office (CO) and customer premises network. The network 
uses ATM over ADSL technology to provide the 
broadband data communication services. The DSLAM 
uses ATM technology to statistically multiplex the 
subscriber interface signals into its network interface. 

The core network system comprises Gigabit Switch 
Routers (GSRs) and High Performance Edge Routers 
(HPERs). The former is constructed by GSRs that 
transport packets between video servers in the center 
offices (COs) in a huge bandwidth form STM-1 up to 
STM-64. It also support various  IP QoS mechanisms, 
such as Weighted Random Early Detection (WRED), 
Weighted Round Robin (WRR) queuing, Modified Deficit 
Round Robin (MDRR), and MPLS (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 functions at line rate in all interface types. 

The HPER performs as an edge switch to connect 
the core and the access network. It also performs many 
complex functions, such as rich routing protocols, data 
forwarding or duplicate to the customer premises network 
(CPN), and QoS. It should have high efficiency to 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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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stream to prevent locking effect, frame freezing, and 
frame skipping. The system should support at least 10 
Gigabit per second of aggregate switching capacity. 

 Video Servers: The video server consists of massive 
storage and media controllers that are required to store the 
video (or other services) source in specific compressed 
format in order to can be requested and accessed by the 
customers efficiently. In general, there are stored in two 
formats: MPEG-1 or MPEG-2. For example, a 90 minutes 
program, using MPEG-1 compression, requires about 1 
Gbytes of storage. 

The storage media usually consists of disk arrays, 
optical disks, and magnetic tapes, etc. that are organized 
hierarchically for cost effectiveness. Under this 
hierarchical scheme, popular videos are stored in the disks. 
Less popular ones are stored in tape devices with terabyte 
capacity and retrieved as necessary to the disk drive for 
processing. The video server may be located at the local 
central office or at remote information archives.  

The video server is different from a traditional 
database server in several ways. It performs some basic 
functions, such as request handling, random access, and 
user interactions, in addition to admission control, QoS 
guarantees and VCR-like functions, including play, pause, 
resume, fast forward, and rewind. Since the transmission 
of video data is stream oriented, it needs to be well 
constructed and offers precise tuning such that programs 
can be delivered to the end users without any glitch, 
blocked effect, and freeze frame. 

 Video Server Gateway/Video Server Database: the 
video server gatewa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in a video system. It performs as a portal of 
multimedia services. While video server database is 
cooperating with video server gateway to record the 
needed information of this system, it adopts an Oracle 
database to store the massive customers’ profile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 The main functions of a video 
server gateway ar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Detect the state of STB 
 Provide main menu and send it to the STB for 

customer to select. 
 Notify local system management system to 

reserve or release the bandwidth for program 
streams. 

 Dynamically report the bandwidth, video servers 
loading, massive storage and resources utilization 
message and status to local system management 
system. 

 Create accounting records, including customer ID, 

service ID, program ID, starting time, and finish 
time, etc. The information will be sent to the video 
server database for billing purpose. 

 High-speed Internet access Management System: It 
consists of the Broadband Remote Access Server 
(BB-RAS),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 In User Services 
(RADIUS), and routers. When users login in this system 
for Internet access. The primary functions of BB-RAS are 
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and Accounting (AAA), 
Internet roaming, user management, virtual router, etc. 
The RADIUS server is a database that keeps the detailed 
profiles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 of the customers. It 
provides a mechanism of recognizing a user who has 
registered it’s rights to access the network source of a 
service provider and logging the billing record.  

 Video Service system: the video service system 
comprises four components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Video input component: The functions of this unit 
are to digitalize the input analog signal source and 
encoding to MPEG format to store in the system. 

 Video output component: As the services divide 
into two different types, multicast and unicast. The 
video output component should provide a 
mechanism to handle each delivery scheme. Both 
of them support MPEG-1 and MPEG-2 formats. 

 Media storage component: This component 
consists of massive disk arrays to store at least 500 
MPEG-2 movies. 

 Media management component: The main 
functions of this unit are managing all of those 
medias’ on-line, off-line, update, storage control, 
and monitoring those operations. It also schedules 
the interval of NVOD services. In addition, it 
reports the status to the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 the service manage- 
ment system (SMS) includes three main components: 

 Media management database server: The main 
functions of it are to manage and coordinate each 
video server database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central offices. 

 Global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 (GSMS): 
There are only one GSMS in a MOD system, but 
may be lots of LSMSs located in central offices. 
The GSMS is responsible to interconnect with 
legacy systems, e.g., customer ordering system, 
billing system, and CDRS (Call Detail Record 
System). 

 Local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 (LSMS): The 



 

main functions of this component are bandwidth 
management, supervisory the status of multicast 
and unicast streaming services, and reply messages 
to the video server gateway about the status of 
every local video servers operations. 

 
3. System management 

 
For such a large-scale MOD system to functional 

properly, there should be a powerful management platform 
to realize and coordinate system’s operation. The manage 
system we proposed is called BM-plaza (Broadband 
Multimedia- plaza) [12] system platform. It combines the 
concept of multimedia, E-commerce, Web, and broadband 
high quality services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 It is also 
an open system architecture designed for interconnection 
with multi-vendor systems. To realize extensibility, 
BM-plaza divides subscribers into multiple areas, each 
area service their local subscribers independently, such 
that, the system can service up to one hundred thousand 
subscribers fluent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of BM-plaza is 
supporting distributed server management capability that 
distributes servers into multiple areas to make serving 
users localized.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o adopt 
distributed architecture as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In distributed architecture, customers have shorter path 
to the service server farm than centralized architecture. 
So, the bandwidth requirements of the core network 
will be reduced significantly. That the resulting MOD 
system will become easy to be implemented over 
commercial IP network environment. 

 QoS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in today’s IP 
networks to support interactive applications such as 
VOD and MOD systems. But it i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in a very large-scale IP networks, therefore, 
if we down sizing the network scope, then it will easier 
to realize the requirements of QoS. 

 If we divide the customer into multi-group, then each 
area will be operational independently no matter when 
some of them are gaining more customers or not. 

 In the centralize architecture, the servers should be of a 
very large scale to commit the mass subscribers’ 
operations. It is very laborious to implement such a 
system and it becomes very expensive. 
The functional stacks and modules of BM-plaza are 

shown in Fig. 2. The upper sides of the diagram are 
interfaces to customers through the Web browser, in the 
other words, the customers via the Web-based modules to 

interact with the systems. The following describes the 
system’s main components functions briefly. 

 CAE (Customer Access Equipment): the CAE is the 
interface of subscribers’ accesses to the BM-plaza 
system services. Subscribes can interactive with 
system via Web-based browser to invoke broadband 
services they want. 

 
 
 
 
 
 
 
 
 
 

 
 
 
Figure 2. The BM-plaza functional stack and module 
relationship 
 

 UGW (User Gateway): the UGW plays a role of user 
SAP (Service Access Point). It possesses session 
control mechanism to handle each user’s session, and 
each session has a Finite State Machine (FSM) to 
handle the operations. All of the requests by users 
should match the requirements of FSM and then can 
be passed to the ISM (Intelligent Service Manager); 
otherwise, it will be rejected. 

 ISM (Intelligent Service Manager): the main functions 
of ISM are 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ource 
dispatching. The UGW forwards user requests to ISM, 
and it utilize the information recorded by database to 
judge whether to approve the requests or not, and ISM 
will find out resources that required by the services if 
it is permitted. 

 SB (Service Block) Server and SB Server Agent: the 
SB server is a general terminology that stands for 
commercial server, such as video server. The SB 
Server is in cooperation with BM-plaza via SB Server 
Agent interface. The interface defines many 
parameters including authorization, server’s behavior 
control, loading report, status monitor and 
management, and resources utilization. 

 SBT (Service Block Toolkit): SBT is a toolkit for SP 
(Service Provider) to create and manage a new SBN 
(Service Block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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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M (Service Provider Manager): the SPM is a 
gateway for service providers (SPs) to access and 
operation to BM-plaza. SPM has the session control 
ability to provide services for every SP that can 
maintain their sessions. The other main function of 
SPM includes creating and managing service block 
instances, media content loading and unloading, and 
control the operation of SB Server via SB Service 
Agent. 

 PCS (Program Control Server): the PC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M-plaza. It has massive storage 
space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media 
dispatch, media recovery, media replication, media 
deletion, and media transcoding. 

 OAMU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Utility), OAMA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gent), and OAMS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Server): the OAMU is 
a management utility provided by BM-plaza to 
manage and monitor system status, performance, and 
event alarm, etc. Since the operation software is of 
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 each server should have a 
OAMA to execute agent functions and pass 
information between client servers and management 
server. While the OAMS play such role to manage all 
other clients, in addition, it also provides session 
control ability for each administrator to manage their 
session. 

 DB (Data Base) and DTS (Data Transaction Server): 
the data base stored all of the customer’s information, 
service design information, and service provider rented 
resources. While the DTS plays a role of bridging 
between the BM-plaza and Database for the security 
issues, therefore, any access to the DB should be 
through the DTS as the interface. Besides the functions 
above, it also provides many functions, including 
managing session operations, analyzing the result and 
returning it, supporting session priority mechanism, 
and assuring session’s integration.   

 
4. Signaling Control 

 
In addition to construct of each component, there 

should be the interfaces, signaling flow, and procedures to 
coordinate the system’s operation [13].  

The video services will be provided in basic units of 
streams. The original benefit of streaming media was 
developed so that viewers did not have to wait a long 
period of time to download large files. Streaming video is 

essentially video or image that has been “digitized and 
compressed” in standardized formats. Streams can 
originate from a content provider, live source, or an audio 
feed from a radio station. In either case, a customer needs 
not to download the file when viewing the stream of a 
movie. The data is simply being displayed as it arrives by 
the player; no copy remains on the viewer’s hard disk, as 
illustrated in Fig. 3. Users can now view and listen to a 
streaming video while a media player simultaneously 
requests packets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host media 
server and caches these packets of information in the 
media player’s memory buffer. Today’s streaming media 
solutions do not utilize TCP in which web content is 
delivered, but instead UDP that has been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Figure 3. The video file versus video stream model 
 

Fig. 4 depicts an example of signaling control flow of 
this MOD system. Customers are allowed to select 
programs from a remote control or keyboard. We explain 
the control flows step by step as follows: 
1. When a customer wants to enter the MOD system, 

he/she should enter his/her username and password to 
initiate a request. The STB will pass this request to the 
STB server 

2. The STB server will authenticate the user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stored in the user database, including 
customer ID, username, password, privacy information, 
etc. 

3. After the user is successfully authenticated, the request 
flow will be passed to the LSMS; otherwise, the 
request will be rejected and the customer is notified. 

4. The LSMS will reply with a main menu to STB and it 
will be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for the customer to 
select the service. 

5. The STB  gets  the  information from customer and 
the LSMS will  redirect this request flow to the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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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4. An example of signaling control flow of the 
MOD system. 

  
server gateway. 

6. The video server  gateway sends  the available pro- 
grams listing (movies or other multimedia programs) 
will be shown on the screen for customer to select. 

7. After customer has made a choice, the video server 
gateway then sends a message to LSMS for requesting 
a bandwidth and some other resources to delivery that 
program. 

8. If the bandwidth and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he video 
server gateway will notify the STB the location of the 
video server and where to access this program. 
Otherwise, it will reject this request and prompt a 
notification to the customer to wait a moment or select 
other services, for example, NVOD instead of TVOD. 

9. The STB connects to the video server to receive the 
video stream. 

10. After finishing delivering the program, the stream will 
be terminated. The video server gateway will notify 
the LSMS to release the bandwidth and related 
resources. 

11. The video server gateway sends accounting 
information to the billing system and update the data 
records in the video server database. 

  
5. Conclusions 

 
  Today, as the rapid deploying of high-speed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interactive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are becoming an emerging killer application of the 
broadband services. This article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multimedia-on-demand system, including many visible 
access technologies,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is 
large-scale commercial system, and the signal flows of 

system operation. As we shall see, deregulation will 
accelerate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cable TV, entertainment, and e-commerce. As ADSL is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technology of broadband access 
network today, we expect that it will be a variable carrier 
for providing multimedia-on-demand (MOD) system that 
can be provided by incumbent tel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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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熱門影片廣播之高效快取法基於熱門影片廣播之高效快取法基於熱門影片廣播之高效快取法基於熱門影片廣播之高效快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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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目前隨選視訊系統已經逐漸成為實際

可用的系統。其中常見的一種為熱門影片廣

播法，此方法是以數個群播頻道將影片分割

區段循序作週期性的播送，用戶可以在任何

時間進入系統，集合等到分時時段到達後開

始下載影片區段到用戶端並開始播放，系統

中每個用戶的最大等待時間為固定值，且每

一部影片所需頻寬固定。

目前熱門影片廣播法的研究均只討論

在 client-server 兩層的情況，並未對廣播法
應 用 於 三 層 式 隨 選 視 訊 系 統 架 構

(Server-Local Server-Client)來進行研究，本文
首先探討如何將熱門影片廣播法應用於三層

式架構，並提出對應的本地端伺服器快取模

型。在快取的管理上，我們提出 Predictive
LRU(PLRU)快取置換法則，其根據影片區段
播送週期與確認播送排程的特性來降低置換

的失誤率，並在模擬中與傳統 LRU比較，在
各種條件下，不論是不同快取空間、熱門影

片廣播法、用戶到達率、廣播頻道數、影片

熱門程度，PLRU都有較高的快取命中率。

關鍵字：熱門影片廣播法，隨選視訊伺服器，

串流媒體，快取演算法

Abstract

Video-on-demand systems (VoD) become
very popular services on Internet. One of the
techniques used by VoD is hot-video
broadcasting schemes. The schemes divide a
video into several equal-sized segments, and
then broadcast them to users according to
predefine schedules. In such systems, all user
requests for a same video are not served until a
new playing cycle starts. However, the
maximum user waiting time is fixed, and it
equals the length of a segment. Furthermore,
the scheme consumes constant bandwidth when
it distributes a video.

Most hot-video broadcasting researches
focused on the segment division in the
client-server model. However, they did not

address how a broadcasting scheme is utilized
in a there-tier architecture (Server-Local
Server-Client), which is popularly used in VoD
systems. The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related
issues, and proposes a local-server model for
hot-video broadcasting servers. In the cache
replacement management, we propose a
predictive LRU (PLRU) algorithm according to
playing schedule and cycle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s that the hit ratio of our algorithm
is superior to that of LRU under different
criterion, including cache capacity, user arrival
rate, number of channels, and video popularity.

Keywords: hot-video broadcasting,
video-on-demand, streaming, cache
re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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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由於網路頻寬的增加及影像壓縮

技術的改進，影音媒體在網路傳輸已經成為

趨勢。這使得使用者從下載收看的模式逐漸

轉變為線上即時收看[1]。使用者面對的問題
是傳輸品質 (Transmission quality)、啟始延遲
(Startup latency)及上線數的限制。在點對點
(Peer-to-Peer)伺服器模型中，用戶大量且同時
的存取會造成頻寬不足及伺服器過載。使用

者所能夠同時選取的影片量也受限於頻寬所

容納的頻道數。

對於隨選視訊系統，相當多的論文提出

透過群播頻道(Multicast Channels)的分配與
時間切割使得用戶可以在較小的等待時間內

收播。熱門影片廣播法[4][10][14][15]是以數
個群播頻道將分割區段循序週期性的播送，

用戶可以在任何時間進入系統，等到分時時

段到達後開始下載影片區段到用戶端並開始

播放。用戶的平均等待時間是 1/2區段時間，
這個時間與影片的分割數量有關。對於影片

區段的播送週期，第 i 個區段週期不能大於
i，使用者才能在任何時段進入後來得及收播
該區段。它們的特色是在有限的群播頻道廣

播服務使大量的使用者可以隨時進入系統收

播影片。

本篇論文的目的，就是以熱門影片廣播



2

法配合有效率的快取建立一個三層式的隨選

視訊系統架構，如圖一，本地端伺服器根據

熱門影片廣播法傳送用戶需要的影片區段，

從遠端主機下載並快取需要播送的區段。快

取的對象是影片的分時切割區段，影片在用

戶播送期間只有部分區段是快取在本地伺服

器中，藉此來降低骨幹的使用頻寬。

此外我們討論在快取中如何利用影片

分割的區段及其廣播週期性來增加快取命中

率(Hit-rate)，並提出新的快取置換演算法，
稱 Predictive LRU (PLRU)，根據模擬結果
PLRU 在各項評比(如 cache capacity, arrival
rate等)其快取命中率均優於 LRU。

VoD Server

Client #1

Client #2

Client #M

Multicast channels
transmission

R
equest

Local Server/
Proxy cache

圖 1 遠端-本地端-客戶端三
層式架構

本論文其他章節如下：第二章討論目前

相關媒體播放系統與其使用的快取方式；第

三章討論系統、方法與模型；第四章根據快

取置換原則評估系統的表現；最後是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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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批次補償快取批次補償快取批次補償快取批次補償快取    

批次補償播送法(Batch Patching)[9][21]
使用一個正規頻道(regular channel)播放完整
影片，後到的用戶除了加入這個 regular
channel 收訊，還必須透過一補償頻道(patch
channel)來補收影片開始的部分。由最佳化補
償(optimal patch)得出在一個補償窗(patching
window)時間 W 外才加入的用戶，直接開啟

一個正規頻道會較補償頻道為佳。[23]討論了
用戶透過 Caching Proxy 節省伺服器端正規
頻道、補償頻道頻寬及這兩者的快取策略。

[7]延伸了上面的討論，提出一個關於用戶存
取率、骨幹傳輸、快取空間及儲存體讀寫的

計價算式(cost function)，並由此求導快取策
略。[24]也在補償播送法(Patching)做法上有
類似的討論。[16] 以快取暫存影片的起始段
落，當用戶進入補償頻道後直接由快取送給

用戶，而遠端伺服器則傳輸補償影片的剩餘

部份，並且在這個模型上分析討論補償播送

法 (Patching) 與 週 期 性 廣 播 法

(Period-Broadcasting)的廣播方式。

2.2影片前段與區段分割暫存影片前段與區段分割暫存影片前段與區段分割暫存影片前段與區段分割暫存

影片物件的特性是資料量大，在快取中

暫存影片的起始片段可以降低使用者的等待

時間。需要儲存多少影片起始片段才可以保

證使用者在收訊過程中順利接收剩下的影片

是問題的核心[20]。[8] [2]提出網路中的快取
模型，分析串流媒體的快取系統所能提供的

服務：以影片區塊為主，它將連續區塊集合

成 Chunk 使得前段暫存區塊(Prefix-cached
segments)與區段置換(segment replacement)有
效的管理；它也提出 Patching 廣播法中，共
享頻道的區段可以利用網路節點任何快取或

是用戶的緩衝空間作為一 Dynamic caching
的方式。[25]提出根據影片熱門程度決定快取
影片區段的方法。影片在快取中至少維持一

最少數量的區段，可以保證用戶的起始延遲

及收訊；對於熱門影片增加其快取的區段

數，以滿足用戶增加所產生的負載。

2.3分層編碼影片快取分層編碼影片快取分層編碼影片快取分層編碼影片快取

由於伺服器與用戶之間的網路特性不

一，可以透過影片的分層編碼(Layer-encoded
video)提供不同品質的影片。在低限度的頻寬
條件下，可以傳送影片的基本層(base layer)；
如果條件允許，在基本層上可以疊上影片的

其他品質增進層(quality advanced layer)來增
加影片品質。不同的層別也可以透過不同的

群播頻道播送，因此快取內的物件是各影片

不同的分層。

[11]討論對於快取空間與節點連結之間
的資料傳輸率，由這兩種資源構成的

stochastic knapsack model。用以決定那一部影
片的各層資料被快取後可以滿足最大用戶需

求。用戶可以在 M 部影片中選擇存取一

J-quality 的影片，透過停播機率 (Block
probability) 分 析 及 存 取 該 影 片 的 代 價
R(j,m)，尋求一個滿足整體系統的 R(c)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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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由於透過窮舉法求得最佳解是不可能

的，作者舉出三個選取模式：Popularity
utility、Revenue utility、Revenue density utility
用以選擇適當的快取對象。Popularity utility
選出合適的快取影片使找出整體的存取率最

高；Revenue utility則是對於影片存取機率及
其效益成績找出最佳解；Revenue density
utility 對於前者再以影片長度作正規化後求
解。

[18][17][19] 也對分層編碼影片的代理
伺服器快取問題討論。對於影片傳輸過程中

的頻寬限制及變動，透過分層編碼影片的品

質調適(quality adaptation)可以保證用戶的基
本收訊品質。快取內的影片區段在動態調整

過程中，會有品質、區段數量上的變化。前

一用戶帶進的快取區塊，後到者用戶所需要

的品質分層區段並不保證在快取中，而必須

再次補送，在這個過程中，快取如何保持效

能與滿足影片品質需求是討論的課題。

2.4其他串流媒體快取的討論其他串流媒體快取的討論其他串流媒體快取的討論其他串流媒體快取的討論

[12]討論在資料廣播模型的快取原則，
稱為 NNB(Nearest Next Broadcast)，考慮在週
期性的廣播播出中，比較取代對象的置換代

價作為置換條件。[13]以 Cache-Benefit/Cost
的快取效益來決定置換策略。其中 Cost定義
為快取物件佔用的空間，Cache-Benefit 表示
過去一段時間用戶存取快取物件的資料量。

經過快取效益的分析決定了影片區段的置換

順序。

3333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3.1系統模型系統模型系統模型系統模型

依據三層式隨選視訊系統架構，我們提

出一個熱門影片廣播法的本地端伺服器模

型，參考，客戶端透過 Local Server 發出請
求，Local Server經由播放表決定傳送的區段
及播送的頻道，並向 Remote Server下載未快
取的區段，最後將影片區段群播給用戶。

。重要功能區塊分述如下

n Video Server：影片伺服器。負責
使用者認證、傳送需求影片區段

及儲存所有可供用戶存取的影

片。

n Local Server：接受用戶的要求。
對影片區段的傳遞作排程。根據

播放需求對影片伺服器要求影片

區段。暫存收到的區段及按照排

程傳遞給用戶。

n Playing Table：負責紀錄用戶存取
的影片狀態及影片區段在快取中

的 位 置 。 並 根 據 Hot-Video
Broadcasting的播放順序，以及目
前所有正在播放的影片狀態，找

出下一時段該送出的影片區段。

n Cache Storage：快取存放影片區段
的儲存實體(磁碟機)。固定容量下
會根據影片分割的長度決定可容

納的區塊數。

n Cache Replacement Rule：對於下
載的區塊，決定是否進入快取並

且取代快取中已經使用的區塊。

熱門影片廣播法在使用固定頻道數的

條件下，RFS廣播法[4]可以分割的區段數較
佳；而 FSB 廣播法[10]的區段分配及排列方
式較簡單。為簡化問題，在本文中只引用這

兩個廣播法來說明。

Remote Video Remote Video Remote Video Remote Video 
ServerServerServerServer

vi

Segments Broadcasting

Memory Buffer

Cache 
Replacement Rule

Local ServerLocal ServerLocal ServerLocal Server

Download Segments
{S'im}

Client A

Request vi video

Client B

Multicast Channels
{Cin}

If Cache Miss
Cache Storage

Hit Segments: 
{{Sim}-{S'im}}

Locate segment 
{Sim}

Assign Channels
{Cin}

Request for Cache Miss 
Segments

{S'im}

Playing Table

圖 2 系統示意圖。

本地端影片伺服器會根據用戶的請求

決定影片區段在群播頻道的播送，其以隨選

(on-demand)方式進行，當用戶請求時才播
送。如果有新的用戶進入，該區段才會在廣

播週期時間到達後再次傳送。如果影片需求

不高，該影片會以類似單一串列 (Single
stream) 方 式 傳 送 。 就 快 速 廣 播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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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1){
if (UserRequest(video vi)) {

Check_PlayTable(video vi) {
if VideoPlaying(video vi) {

Reset_PlayTable(video vi);
Set_CachedBlock_Lock(video vi);

} else {
Assign_PlayTable_NewVideo(video vi);

}
}

}
For each vi in PlayTable{

{Sim} = Get_Segments (video vi);
{Cin} = Get_Channels (video vi);
{S'im} = Check_Cache_Miss({Sim});
Send_Request_To_Server({S'im});
Load_Hit_Stacks_to_Buffer({Sim}-{S'im});
if Thread_Download_to_Buffer({S'im}) {

Assign_Cache_Space({S'im});
}
Thread_Broadcast_Segments({Sim},{Cin});

}
}

(Fast-Broadcasting)來說，循序廣播的影片區
段會形成一個連續串列送給用戶。隨著使用

者進入的密集程度，數個頻道傳遞區段量會

逐漸增加而變成熱門影片廣播。

在用戶進入系統要求影片後，由遠端伺

服器下載的影片區段會經由本地端伺服器的

記憶體緩衝後傳給用戶並進入快取中，快取

的儲存實體是磁碟系統。如果快取空間

(Cache Capacity)已經滿了，則根據取代法則
(Cache Replacement Rule)決定是否將該影片
區段快取。

我們以區塊紀錄表(Cache Blocks Table)
來記錄快取空間存放影片區塊資訊。在快取

空間固定下，影片區塊大小決定可以存放的

區塊數量。每一次取代過程中，系統透過區

塊紀錄表來紀錄影片區塊在快取中的變動情

形。

3.2快取取代法則快取取代法則快取取代法則快取取代法則

3.2.1不確定播放者優先

在使用者的行為方面，我們僅考慮使用

者收看時是從頭到尾收看的，沒有快轉或中

斷的情況。因此，影片一旦被存取，其快取

中的區段就會在預定的排程中送出，而快取

中缺少的區段由遠端伺服器補送並傳給用

戶。影片存取的頻繁程度決定快取中影片區

段的命中率。由於影片的區段播放排程既然

是已知的，對於接下來的時段有哪些暫存區

段會被命中已經確定。快取中其他剩下的區

段，才是新進來的區段考慮取代的對象。

3.2.2 播放週期長者優先( 保留播放週
期較短者 )

對於不同的播放法，其影片分割數量與

每個區段的週期並不相同，但原則都是經過

適當的排列使每一區段可以在所屬的頻道中

依序週期播送。每一影片區段都有一固定的

播放週期。根據[4]，第 i 個區段的播出週期
不會超過 i 個時段。隨著用戶要求影片的頻
率不同，在傳送過程中，較小週期的區段播

送頻率高，而較大週期的區段則是等待較久

的時間才播送給用戶。對於快取中的區段，

週期低的區段會有較高的命中次數。所以在

取代過程中，應該避免低週期的區段被置換

出去。

2 2 2 2 2

3 3 3 3

12 12

RFS/S12 Period : 10

圖 3不同週期的命中次數比
較

圖 3說明在相同的存取頻率下，較低週
期的區段會有較高的快取命中率。在用戶頻

繁的狀況下，較短週期的區段有較高的命中

次數。相同的時間內，S12命中一次，S2有 5
次命中的機會(隨用戶進入頻率不同而變)。

3.2.3 LRU (Least Recently Used) First

用戶在第一次存取影片時，廣播法所安

排的播送順序決定了影片區段進入快取的時

間。如果該影片連續有用戶加入，快取區段

的使用時間戳記(Timestamp)就會更新。區段
的時間戳記越舊，表示該影片較其他影片長

時間沒有用戶取用。以時間戳記作為置換的

順序，也就是 LRU法。

3.3系統演算法系統演算法系統演算法系統演算法

圖 4 本地端伺服器(Local
Server)

圖 4為本地端伺服器的運作流程，當用
戶存取影片 vi 時，系統會檢查播放表(Play
table)的影片資料。確認影片資料所存放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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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區塊及播放頻道後，就將快取中的資料保

留下來。其中{Sim}是由播放表得出即將播送
的區段，而{Cin}是播送的頻道，快取失誤的
區段{S'im}需求，被送到遠端伺服器並下載到
記憶體緩衝區，由快取法則決定置換的區塊

對象。

圖 5為 Cache Replacement Algorithm，
稱為 Predictive LRU (PLRU)，根據先前的做
法，我們將快取空間以區塊週期堆疊來管

理。對於進入快取的區段，按照區段週期

Pm，及紀錄進入的時間 Ts，將該區段堆入堆

疊頂部，取代的快取空間為按照週期大小選

出的堆疊底部區塊空間。該時段所有的需求

影片區段都傳送給用戶後，就完成了該時段

的播送工作。

4模擬與分析模擬與分析模擬與分析模擬與分析

本節我們以模擬方式測試 PLRU 的效
果。影片的廣播方式是 Fast-Broadcasting 與
Recursive Frequency-Splitting Scheme。當客戶
進入系統後，影片區段會根據廣播法的排程

在所屬的群播頻道播送出去。

系統的模擬環境如下：

n 所有可存取影片數： 200部 60分
鐘長 CBR編碼的影片。

n 以 Poisson distribution，平均到達
率為λ request/min.模擬用戶進
入 系 統 的 追 蹤 紀 錄 (Trace
simulation)。

{Qp} = Stacks_by_Periods();
// Get a cache block for replacement
Assign_Cache_Space({Sj}) {

For each Sj' in {Sj}{
Bl=Select_Victim_Block();
Push_Replacement_Stack(CachedBlock Bl, Segment Sj');

}
}
Select_Victim_Block(){

{Br} = Select_Blocks_from_Stack_Bottom(Stacks {Qp});
return Min_Timestamp({Br});

}
Push_Replacement_Stack(CachedBlock Bl, Segment Sj'){

Pm=Period(Segment Sj');
Ts=Timestamp(CachedBlock Bl)- Pm ;
Qp'=Stack_by_Period(Period Pm);
Push(CachedBlock Bl, ShiftTimestamp Ts, Stack Qp');

}

圖 5 PL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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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兩種取代法在不同的快取空間的表現。

橫軸的數值表示快取空間與所有可存取影片長度的比值。Skew ratio: 0.271, Arrive
rate: 1, Channels numb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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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每一頻道的傳輸速率與影片的播

放速度相當。

n 遠端伺服器與本地端的頻寬可以

滿足用戶即時下載所需區段。假

設網路傳輸過程中沒有封包漏

失，傳輸延遲。

n 影片熱門程度，參考[6][16]可以用
Zipf distribution來描述。影片被選
取的頻率與影片熱門程度有關

係： ( )θ−∝
1

1

i
f i ，其中 i 表示熱

門影片順序，θ表示傾斜率(skew
factor)。由[6]選取θ=0.271 作為

主要的影片熱門度傾斜率。

4.1快取空間快取空間快取空間快取空間

我們首先討論快取空間對於區塊命中

率的關係。越大的快取空間可以容納的使用

影片區段越多，圖 6顯示 PLRU在較少的快
取空間下有較好的表現。

4.2影片熱門程度影片熱門程度影片熱門程度影片熱門程度

接著我們討論影片熱門程度對於快取

命中率的影響，大部份的使用者在進入系統

時會傾向選擇較熱門的影片，對於(cache)快
取而言，若是能夠暫存住熱門影片的絕大部

分區段，命中率也就會隨之提高。我們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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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兩種取代法在不同的影片熱門程度下的快取命中率。

參數環境：Cache capacity: 0.3, Arrive rate: 1, Channels numb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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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兩種取代法對於不同的影片廣播頻道數的快取命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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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傾斜率來模擬，圖 7 顯示在影片熱門
程度越分散情況下，快取命中率的表現越差。

4.3廣播頻道數廣播頻道數廣播頻道數廣播頻道數

在廣播法則上，分割的區塊數與傳播的

頻道數有關係，以較多的頻道來傳遞同一影

片，隨著分割區段增加，使用者進入系統的

等待時間也就愈短。不同的廣播方式也會造

成區段分割數量的差異。圖 8 顯示在相同的
頻道數下，廣播方式對於快取的命中率影響

並不大。

4.4用戶到達率用戶到達率用戶到達率用戶到達率

圖 9顯示用戶進入系統的密集程度對於
熱門影片廣播法的影響並不明顯，主要是由

於較大週期播放的區段共用性高，週期內即

使用戶密集存取也不會增加命中率，快取系

統的命中率主要來自於小週期區段的貢獻。

4.5使用者的行為變化使用者的行為變化使用者的行為變化使用者的行為變化

隨選視訊系統在現實世界必須面對用

戶時時不同的使用行為：收看熱門影片、密

集/離峰的到達時間、頻道切換等。每一項參
數的變化都會對系統的表現造成影響。在此

我們選擇影片熱門程度作為使用者行為變化

的基準，藉此來觀察在系統上不同置換法的

影響。假設一日中，使用者集中在晚上收看

影片，用戶選擇影片的傾向假設為圖 10的模
式，其中影片熱門程度傾斜率在 20~21 時達
到 0.271。在模擬中停止條件為 9000 分鐘約
為 6日。圖 11顯示在連續時間上的傾斜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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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兩種取代法在不同的客戶到達率的快取命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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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熱門程度變化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1 4 7 10 13 16 19 22

小時/日

1-
S

ke
w

_r
at

io

圖 10 每日的影片熱門程度小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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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PLRU有較佳的命中率。

5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目前熱門影片廣播法研究均只討論在

client-server 兩層的情況，並未對廣播法應用
於三層式隨選視訊系統架構來進行研究，本

篇論文首先探討如何將熱門影片廣播法應用

於三層式架構，並提出對應的本地端伺服器

快取模型。在快取的管理上，我們提出了

PLRU 的快取置換法則，其根據影片區段播
送週期與確認播送排程的特性來降低置換的

失誤率，並在模擬中與傳統 LRU比較。在各
種條件下，不論是不同快取空間、熱門影片

廣播法、用戶到達率、廣播頻道數、影片熱

門程度，我們所提出的取代法都有較高的快

取命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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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demand and interactive media services are one of 
the key applications in broadband networking. 
However, most existing solutions are proprietary 
systems which can only run on limited platforms. In 
our previous work, we proposed an object-oriented 
design approach for developing a platform-neutral 
interactive multimedia presentation system for playing 
real-time MPEG streams.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ntinuing work by providing interactivities between 
viewers and media sources. The resulting system is a 
Web-based KTV system over broadband networks on 
campus. The proposed system adheres to the emerging 
networked multimedia standards; that is, controlling 
the playback of streaming media by RTSP, 
transmitting MPEG streams over the Internet by RTP, 
and describing the multimedia session by SDP. To 
tackle the issues of interoperability and cross-platform, 
we reuse the components developed in the previous 
work and appeal to the technology of Java media 
framework. We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our design approach and the proposed 
system via actual experimentation on NKFUST 
campus. 
Keywords: Multimedia streaming, broadband, RTSP, 
RTP, SDP, Java media framework 
 
1. Introduction 
 

The rapidly increasing expansion of broadband 
networking and the fast evolution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have brought significant impact to our life 
styles in education, commerce, and entertainment. Two 
major enablers of 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of the 
next decade have been identified [2]: (1) the capability 
to construct a global, media integrated, secure, and cost 
effective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nd (2) the 
development of a powerful value added service and 

open deployment platform. The convergence of two 
enablers endorses delivering diverse high-bandwidth, 
real-time and distributed multimedia services which 
conveys large number of text, image, video, and audio 
items. For example, people may easily surf the Internet 
to view vivid e-catalogs before shopping, listen live 
radio broadcast, watch real-time TV programs or 
movies, and join video conferences or distance 
learning programs. This convergence has recently been 
recognized as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so- 
called “t-commerce” (commerce based on interactive 
TV technology) [13] and “Media commerce” [6]. 
Regrettably, broadband access has been unable to 
deliver high speeds at a reasonable cost; instead, the 
main drivers for narrowband’s transition to broadband 
are new applications [5]. On-demand and interactive 
media, in particular, VoD, is one of such applications 
[5]. A generic VoD server delivers audio-video streams 
over a broadband network upon a viewer’s request. A 
client of the VoD service receives the streaming 
audio/video data, renders pre-orchestrated 
presentations in a synchronous manner, and 
interactively controls the rendering of media. Although 
there exist a number of commercial products or 
research prototypes addressing different issues relating 
to networking, CODEC, and buffering are available, 
the challenges of interoperability and cross-platform 
for various interactive on-demand multimedia 
solutions are rarely tackled [13]. 

On the other hand, for universities, the ability to 
utilize information intelligently and efficiently to 
improve their service quality plays a crucial role for 
sharpening their competitive edge in the upcoming 
e-era. Empowered by the continuous advances in 
network infrastructures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 
residents on campus exclusively have enjoyed the 
advantages brought by broadband networks and a 
variety of vivid services, ranging from distance 
learning, to video on demand, to IP/TV in spi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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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width restriction of the Internet off campus. 
However, with the greatly increasing requests of 
diverse services from the residents, it becomes a 
challenge to enhance the values added of existing 
services or to bring in new multimedia contents.  

In the past years, we endeavored to develop 
interoperable and architecture-neutral multimedia 
systems adherent to open protocols and the mainstream 
computing language in open systems [7, 8]. In 
particular, we proposed a novel object-oriented design 
approach for developing a platform-neutral IP/TV 
presentation system for playing real-time MPEG video 
streams on the Internet multicast by RTP-compliant 
servers [7]. In this paper, we conduct a continuing 
work toward enhancing the presentation system by 
incorporating VCR-like functionality to allow more 
interactivities between users and media sources. We 
design and implement a Web-based KTV system in the 
broadband environment on NKFUST campus. The 
proposed system is built on the top of Java Media 
Framework (JMF) [4] for realizing Real-Time 
Streaming Protocol (RTSP). Section 2 briefly 
introduces the RTSP standard we rely on.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of the proposed presentation system is 
described in Section 3. Section 4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system design approach. System demonstratio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re given in Section 5. Section 
6 concludes the paper.   
 
2. Real-time Streaming Protocol 
 

Real-time Streaming Protocol (RTSP), initiated 
by Netscape, RealNetwork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is an application-level protocol for controlling single or 
multiple real-time streams such as video or audio 
delivered over the Internet [9, 10, 12]. Similar to HTTP, 
RTSP uses textual commands to control stream 
transmission. However, unlike HTTP, RTSP is a 
state-oriented protocol, by which an RTSP server and 
client need to maintain the state of the connection 
session labeled by a session identifier. It offers the 
functionality of “VCR-like” remote control so that the 
client may fast-forward, rewind, pause, or stop the 
media streams. Further, in contrast to HTTP, both 
server and client can issue requests. For instance, the 
server may ask the client to connect to another media 
server for services. RTSP request/response messages 
in a sessionthat are often transmitted in a 
transport-level (either TCP or UDP) channel 
independent of the media channel. The underlying 
transport standards for a RTSP session to deliver media 
streams can be various ranging from TCP, UDP, 
multicast UDP, or RTP, 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12].  

RTSP defines a set of methods including 
DESCRIBE, SETUP, PLAY, PAUSE, TEARDOWN, 

and REDIRECT to support the service requests at 
different stages in a RTSP session. Initially, a client 
initiates DESCRIBE to obtain the information about a 
presentation containing a set of one or more streams. 
The information is often recorded in a presentation 
description file adherent to some IETF standard such as 
SDP, Session Description Protocol [3]. Upon receiving 
and analyzing the description, the client issues SETUP 
and PLAY commands to ask the server to reserve 
resources for a stream and to transmit the stream, 
respectively. The transmission is suspended without 
releasing server resources if PAUSE is issued and 
resumed if PLAY is reissued. The server terminates the 
delivery of streams when the client sends 
TEARDOWN command and the associated resources 
is freed. If the server responds a REDIRECT message, 
the client is asked to connect to another server. 
 
3. System Architecture 
 

The proposed presentation system allows users 
to view on-demand RTP video/audio programs using a 
VCR-like remote control in an architecture-neutral 
manner based on the JVM and JMF technologies. The 
functional model of the system environment is 
depicted in Figure 1. At the server end (far left in 
Figure 1), a Cisco IP/TV server [1] composed of a 
RTSP server and a VoD server waits for RTSP requests 
and delivers de-multiplexed RTP video/audio streams 
over the Internet. At the client end, the presentation 
system receives these de-multiplexed RTP streams, 
assembles them, and presents the video/audio contents 
to the end user. The presentation system consists of 
three major components: Session Subscribers, Remote 
Control, and RTP Stream Handler. 
(1) Session Subscriber. Cisco IP/TV is a proprietary 
multimedia system and needs subscriber’s request 
identification (RequestID) for accessing a VoD 
program (progID). The component of Session 
Subscriber acquires a legal identification key, 
RequestID, sent by  the IP/TV server.   
(2) Remote Control. This component offers the 
subscriber the VCR functionality which includes 
obtaining the presentation description of a VoD 
program and controls the state of program progress 
which the server transmits upon the subscriber’s 
request. Remote Control is constituent of RTSP 
Manager, Control Handler and SDP Parser. RTSP 
Manager manages the RTSP connection, sends the 
RTSP request and processes the response. SDP Parser 
parses the SDP data sent by RTSP Server for retrieving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VoD program. Control 
Handler deals with the events issued by the subscriber 
on GUI Component such as pause, fast-forward, and 
rewind. Appropriate RTSP commands are 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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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d and sent to RTSP Server.  
(3) RTP Stream Handler. This component contains 
three modules. Data Source receives RTP audio/video 
streams transmitted by VoD Server, stores them in 
buffer spaces, and streams packetized RTP contents to 
Media Player. Synchronization controller is 
responsible for synchronizing the consumption actions 
of audio and video Media Players. Media Player, a 
built-in JMF player consumes the buffered RTP 
packets and presents the video or audio contents to the 
destination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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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of  

the proposed KTV system 
 
4. Design Approach 
 

The design philosophy of our RTSP-based 
presentation system is the platform neutrality so that it 
can run on any JMF-compliant  platforms. The RTSP 
support of current JMF version (JMF 2.1) is still 
immature, thus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JMF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extending the JMF to 
incorporate with Cisco IP/TV RTSP st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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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class diagram of the proposed system 

 
In this section, we discuss our object-oriented design 
approach by means of the class diagram and sequence 
diagram in UML as shown in Figure 2 and 3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time model and media 

synchr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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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sequence diagram of the proposed 

system 
 

Initially, when a user subscribes a VoD program 
given by a ProgID from the IP/TV server, a unique 
RequestID will be assigned and stored in the local 
cookie. This RequestID and its IP address are 
maintained by the server to keep track of the state of 
the client session. The client must present these two 
items to identify itself when sending RTSP requests. In 
addition, the client needs to reserve resources on the 
sound card and video card by invoking doRealize(). 
Next, RTSP Server responds with a presentation 
description file in the SDP standard upon receiving the 
DESCRIBE request. A simplified SDP file is 
illustrated in Table 1, in which brief comments are 
given in the right hand site as Italics. 
 

Table 1. The session description of the IP/TV VoD 
program in SDP 

……… 
o=- 986149945 0 IN IP4 163.18.22.20 

session ID=986179945, server IP = 163.18.22.20 
a=x-iptv-type:ondemand 

defined by Cisco IP/TV, meaning this session is on-demand 
m=video 20730/1 RTP/AVP 32 

media name is video, using ports 20730/20731 for RTP/RTCP 
c=IN IP4 163.18.22.20/1 

connection is through 163.18.22.20, TTL=1 
a=control:rtsp://163.18.22.20:8554/ProgID=986149945/video 

RTSP URL, media attribute defined by Cisco IP/TV 
a=range:npt=0-2836.0 

media’s normal play time is 2836 seconds 
a=framerate:30.0 

the maximal video frame rate is 30 frames/sec 
m=audio 20728/1 RTP/AVP 14 

media name is audio, using ports 20728/20729 for RTP/RTCP 
c=IN IP4 163.18.2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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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as above 
a=control:rtsp://163.18.22.20:8554/ProgID=986149945/audio 

same as above 
a=range:npt=0-2836.0 

same as above 
…… 
 
After parsing the SDP description file, the client issues 
SETUP and starts to play media by sending the 
following RTSP requests: 
 
SETUP 
rtsp://163.18.22.20:8554/ProgID=9861
49945/audio RTSP/1.0 
 
SETUP 
rtsp://163.18.22.20:8554/ProgID=9861
49945/video RTSP/1.0 
 
PLAY 
rtsp://163.18.22.20:8554/ProgID=9861
49945 RTSP/1.0 
 
One notes that minor modifications to JMF are 
required since trackID = 1 and trackID = 2 are used to 
represent video and audio streams in RTSP URL. 
 When the RTSP server responds the client with 
message “RTSP.1.0 200 OK” to play, 
RTPStreamHandler in Player is invoked by 
RemoteControl for receiving RTP streaming, buffering, 
and rendering, which can be performed by using the 
JMF-layered architecture. The data source layer is in 
charge of data acquisition and buffering, whereas the 
player layer takes care of presenting media data to 
renders such as a monitor or a sound card. There are 
two classes in the data source layer, namely, 
PullDataSource and PushDataSource. The former is 
designed for local-file streaming play with the client 
initiating the data transfer and controlling the data flow, 
while the latter is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networked 
streaming play via RTP with the server initiating the 
data transfer and controlling the data flow. We employ 
JMF’s time model to deal with synchronizing 
video/audio streams. In JMF, the temporal aspects of 
time-based media is manipulated by two types of time: 
TimeBases and Media Time. The TimeBase time is 
often defined on the basis of operating system’s clock 
and cannot be stopped or reset whereas Media Time 
denotes the current position within a media stream. 
During the playback of a media stream, the media time 
is mapped to the TimeBase time. It can be stopped 
(stopped or pause), advance to a specific position 
(fast-forward), or adjust backward (rewind) upon 
client’s request. Therefore, the playback of two players 
in the proposed system is synchronized, by simply 
associating each other with the same time-based time. 

During the playback of the presentation, the 

client may use the VCR-like remote control to control 
the streaming media. Each Player is associated with a 
GUI component (see Figures 1 and 2) to render the 
presentation and control the playback. When the user 
adjusts the scroll bar or presses the start or stop button 
of Media Time, various controller events, 
ControllerEvent, such as MediaTimeSetEvent, 
StartEvent, StopEvent or ControllerClosedEvent will 
be issued. Appropriate actions are implemented in 
ControlHandler for catching up and processing these 
events and register as a listener of the controller. The 
component of RemoteControl plays the crucial role in 
the proposed system. It controls the state transitions of 
the RTSP server and client according to various events. 
RemoteControl implements RtspListener, which is an 
interface that generates the callback for events caused 
by RTSP Manager and ReceiveStreamListener, which 
is also an interface that generates the callback for 
events that pertain to receiving RTP packets. 
RemoreControl maintains StateListener which 
implements ControllerListener and records the state of 
streaming media on the client such as paused, stopped, 
and playing.  
 The playback service is terminated and the 
resources are flushed until the user issues the 
“TEARDOWN” command. 
 
5.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proposed campusKTV system has been 
experimented on the NKFUST campus network 
environment. A Cisco IP/TV V2.0 server is installed on 
a Windows 2000 Server machine in the campus 
computer center. The client runs on a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5.0 on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machine. Figure 4 shows the portal of the campusKTV 
virtual community. The portal, implemented in PHP, 
supplies the functionality of subscription-notification, 
news, voting, KTV zone, bulletin board for KTV fans, 
discussion board, and message browser.  The portal 
brings to fans the up-to-date information they like to 
contribute and share. In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portal 
Web page, pop MTV music is presented to all 
members or visitors when they stop by. The music is 
delivered lively as multicast RTP streams live-streams. 
This service is supported by our previous work on 
Campus Multimedia Integrated Services (CMIS) [8]. 
One notes that no RTSP controls are allowed in the live 
streams in this service.  

The KTV zone is the key component of 
campusKTV. Since this component has to access the 
remote VoD service, which resides in different 
machine away from the portal, this component is 
designed as a Java signed applet to release the network 



 5 

restriction. Such network restriction prohibits applets 
from connecting to any hosts other than the Web server 
from which they were loaded. Figure 5 shows that 
when downloading the signed applet, the end-user is 
prompted to confirm the certificate with the applet. 

 

 
Figure 4. The portal of campusKTV system 

 

 
Figure 5.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signed KTV zone 

 
The viewer provides a VoD-like interface for choosing 
the MTV to be played (see Figure 6). One can 
subscribe to the VoD server on the back-end to list all 
classified programs on the server. Program properties 
are displayed in detail so the viewer can pick the songs 
they like and add into the play list. Users may also 
maintain their favorite MTV programs. 

The component of play list allows user to adjust 
the playing sequence of the chosen MTV programs or 
take out certain scheduled programs (see Figure 7). 
Figure 8 demonstrates the rendering of the chosen 
MTV program. The user interface in the panel is 
divided into two portions: RTSP control and voice 
volume control. One notes that the button-style RTSP 
control has been replaced with larger icons, which is 
more user-friendly than the original ones as defined in 
JMF [4]. The redesign of GUI controls is definitely a 
non-trivial work, which involving the coordination of 
event-trigger, event-delegation, frames adjustment in 
the streams [4].  With the RTSP control, the viewer can 

now enjoy more flexible control in playing the MTV 
program. 
 

 
Figure 6. The KTV zone of campusKTV 

 

 
Figure 7. The play list determined. 

 

 
Figure 8. The rendering of the chosen MTV program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campusKTV, we 

conduct a comparison experiment between the   
proposed client and the original Cisco IP/TV viewer 
running on the same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platform with 750 MHz CPU with 256 MB RAM and 
4MB video RAM. Two clients are located in the same 
network domain as the server on a 10Mbps 
environment. Table 2 illustrates the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processing RTP PDUs (Protocol Data 
Unit) of the proposed presentation system on different 
platforms. It demonstr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proposed platform-neutral architecture. 

The performance of processing RTP packet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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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d to the bandwidth and delay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s and the processing overhead associated with 
decoding and playing RTP streams. As expected, Cisco 
viewer achieves the best performance since more CPU 
and memory resources are required to invoke JMF 
components and the underlying JVM interpreter which 
in turn calls the native libraries in JMF performance 
packs for Windows. The JMF-based approach toward 
multimedia systems has been criticized as low 
performance, a penalty resulting from achieving 
platform neutrality. However, with the fast growth in 
the development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th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has been reduced 
significantly comparing to the work in [7].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the features of object-orientation, 
reusability, interoperability, and cross-platform will 
make Java multimedia computing more attractive.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processing RTP PDUs 
 Our proposed 

client 
Cisco IP/TV 

Viewer 
Video PDU 
processed 99.68% 99.96% 

Video PDU 
lost 0.32% 0.04% 

Audio PDU 
processed 100% 100 

Audio PDU 
lost 0% 0% 

 
 
6. Conclusions and Future Work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a Web-based KTV 
system in the broadband environment on NKFUST 
campus.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of 
interoperability and platform-neutrality in multimedia 
infrastructure solutions, we reused the components of 
the presentation system in our previous work and 
developed the KTV system on the top of Java media 
framework and Cisco IP/TV VoD server. The proposed 
system adheres to the emerging standards by adopting 
RTP in multimedia streaming, RTSP in controlling 
streaming media, and SDP in describing media 
information. As a result, the system facilitates the 
mainstream of on-demand and interactive media 
services over IP-broadband networks. The experiment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onducted demonstrat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he Web-based 
KTV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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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電腦計算速度的提昇與 digital 

subscriber lines (DSL)寬頻存取網路的普及, 

親和的視音訊務已呈大幅的成長.為統計選

用動態 UDP port 傳輸大量 audio/video 的

MediaPlayer 轉送訊務 ; 我們實地追蹤大

packet size 的 router netflow 轉送訊務 logs,

歸納 streaming media 傳輸的規律與特徵,提

出適用於一般 WAN 連網的可行視音過境訊

務統計方法 . 並以 TANet 桃園區網骨幹

router的轉送訊務為例,統計承載的 streaming 

media與 video game等熱門 UDP 訊務.統計

數據顯示 : MediaPlayer 佔有最大的區網

UDP 輸入訊務比率 (57.5 %), MediaPlayer 

RTP media streams 的平均封包大小遠高於

RTCP control streams 及其餘的 UDP應用協

定. 本文所提出的 streaming media轉送訊務

統計方法適用於廣泛的 WAN連網,除了協助

掌握 media訊務量及 media訊務成長趨勢外, 

也有助於熱門 content sites 的統計 , media 

proxy server及連網頻寬的規劃. 

 

1. 研究動機 
 
1970 年代 ARPANET 網路發展初期,人

們便嘗試著透過資料網路傳輸 audio訊務[1]. 

1990年代初期的 Mbone Video Conferencing

實驗的測試 ,仍囿於網路頻寬限制致

streaming media品質無法為廣大用戶接受[2].

隨著 Audio/Video 壓縮技術及網路頻寬的大

量提昇, Internet 用戶已能使用免費下載的

player程式,在充滿 variable delay的 Internet

網路收播近似 Constant Bit Rate (CBR)的音

樂、新聞、影片及學習網站的視音訊務. 隨

著 content sites 的 快 速增 加及  digital 

subscriber lines (DSL)寬頻存取網路的普及,

視音 UDP 訊務必將隨著改善的傳輸延遲呈

更大幅成長 [3]; 然由於大量 UDP 訊務容易

造成網路資源分配不均,影響 TCP 應用的延

遲 ,產生 traffic congestion [4]; 有必要實做

WAN承載的 streaming media訊務量測, 掌握

骨幹網路轉送 streaming media傳訊特徵, 統

計與分析 media訊務的成長趨勢,協助 media 

proxy servers及連網頻寬的規劃. 

 
1.1  存在的 Streaming Media 訊務統
計問題 

 

為避免大量 streaming media訊務過度壅

塞過境網路, Apple QuickTime, RealNetwork 

RealMedia, Microsoft MediaPlayer,均依循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 的 

Real Time Streaming Protocol (RTSP)及 RTP

標準協定以傳輸視音訊封包 . RTSP 定義

VCR-like的media streaming控制方法及需維

持的 RTSP session state, 允許 media client選

擇播放介面的 PLAY, PAUSE, TEARDOWN

等選項 ,遠端控制 server 的 audio/video 

streams 播放 . RTP 則定義 end-to-end 的 

real-time 資料傳輸格式及 Real-Tim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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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 (RTCP)傳輸監測封包格式[5]-[6] 

 

Content site將media的 RTSP URLs顯示

於節目網頁提供點選. client 係於使用者點

選 media URL後送出 SETUP 要求及可用的

RTP/RTCP UDP port pair 給 server.待 server 

回應並建立 RTSP連接後,再 invoke end sides

建立RTP及RTCP streams傳送視音訊及控制

封包. 其間,client 除了持續 buffer/播放視訊

封包外, 也依據 Sender Report (SR)及時序等

控制封包紀錄,計算 end-to-end delay、 jitter

與 packet loss,並將 Quality of Service (QoS)參

數透過 RTCP stream回饋 server做動態速率

調整 . RTSP server 也會持續蒐集 session 

members 資訊及傳訊,delay, jitter 及 loss, 適

時 redirect client與較接近或負荷低的 server

建立傳輸連接 ,減輕  high-bandwidth media 

streaming對沿徑連網品質的影響[5]-[11]. 

 

RTSP/RTP 雖然定義了完全彈性的

real-time 訊務傳送機制 , 然而各  streaming 

media commercial products: QuickTime, 

RealPlayer, MediaPlayer 仍選擇更直接,有效

率的方式實做 media delivery. 例如: 選用固

定的 RTP service ports,或動態的 RTP service 

ports. 維持獨立的 RTCP 及 RTP stream,或以

單一RTP傳輸 content與 control封包等差異. 

streaming media多變化的傳輸方式也相對提

高其訊務統計的困難.我們乃依據 streaming 

media 的大 packet size 傳訊特性,追蹤骨幹

router 轉送的 media flow logs,歸納各 vendor

的視音訊傳輸特徵,協助 streaming media flow 

logs的辨識、統計與分析. 

 

1.2  相關研究 
 

隨著 content sites及 streaming media 訊

務的快速增加, Mena A.曾運用 Tcpdump 蒐

集位於 Broadcast.com 區域網段上 5 部 

RealAudio servers 的訊務  headers,統計 

RealAudio servers的輸出與輸入 media 訊務

特性  [12]. 其量測數據顯示 : 絕大部分的

RealAudio Servers 訊務為單向的大量傳送, 

RealAudio 封包長度也明顯大於一般 UDP 

flows 封包.  

 

由於目前尚未發現有效的 streaming 

media 過境訊務統計方法 , 本研究擬透過

WAN router streaming media 轉送訊務紀錄

的追蹤 ,歸納各視音訊傳輸  commercial 

products 的傳輸特徵與規律,實作 WAN 網路

的 high-bandwidth streaming media訊務統計

與分析.由於 WAN 連網均賴骨幹 router 轉

送,router 得以高效率地暫存各介面轉送的封

包 header 資訊, 將過境的 flow-based traffic 

logs 週期性地送往接收的 UNIX 主機. flow 

logs 訊務 log 記錄了詳細的: flow identifier 

(protocol identifier, source IP address, source 

port, destination IP address, destination port), 

packet count, byte count, source及 destination 

routing interface identifier [13]-[14].不僅提供

light-weight 的過境訊務統計, 及轉送訊務特

性的追蹤,透過 protocol identifier, application 

port 的比對與分析,則可統計及熱門 UDP 應

用訊務分布. 

 

論文將於第二節簡述實測的區域網路及

backbone router 轉送 flow 紀錄的追蹤,陳述

歸納的 streaming media訊務傳輸特徵與規律. 

於第三節說明提出的 media streaming轉送訊

務統計方法,及統計得的 MediaPlayer單日訊

務分布及 Top-10 content sites. 第四節分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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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承載的 streaming media, video game, VoIP, 

DNS 等 UDP 應用訊務分布. 最後於第五節

做成結論. 

 

2. Streaming Media傳訊模式 
 

2.1  Streaming Media logs的追蹤 
 

TANet的階層式網路架構先透過GbE骨

幹連接主要區域網路中心,再以各區網 router

連接端點學校的校園網路.桃園區網除了透

過透過 T1/E1 (1.544 Mbps/ 2.048 Mbps)及

Gigabit Ethernet數據專線界接區域內的 15個

大學,30高中職與數百個國中小學外,也 透過

專用的 GbE 線路與國內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SP)互連. 由於區域各級學校連外

訊務均依賴區網 router 轉送,我們首先建置

一 Collecting FreeBSD PC, 週期地執行

flow-tools shareware 程式[15],接收 router 的 

netflow logs,儲存 per-10-min 的 flow-based 

轉送訊務 log檔. 

 

根據 streaming media的大 packet size及

其依循的 RTSP/RTP 傳輸特徵,比對 packet 

size大於 500 bytes/packets的 UDP flows紀錄.

可以初步萃取得可能的 streaming media flow 

logs. 再依據 media 連接的 IP address pair: 

source IP, destination IP; 重複追縱包含各 IP 

address pair 的 flows 紀錄 .可以明顯發現

prevalent commercial products 的 RTP/RTCP 

並行連接 flow logs群.包括: 使用 7070/TCP 

RTSP service port 的 RealpPlayer RTSP/RTP 

flow log 群, 554/TCP RTSP service port 的

Quick Time Player flow logs群,及 1755/TCP 

RTSP service port的 MediaServer RTSP/RTP 

flow logs. 最後,再歸納各 vendors product 的

media傳訊特徵. 

 

由於vendor products大都採取由client 端

處理傳訊 QoS 參數的估算,以提昇 server 能

同時提供的 media 存取連接數目  [7]-[8]. 

RealVideo 與 Quick Time server 均選擇與

client side 的 6970 UDP port (range 6970到 

7170),建立 RTP 連接, 除了供 server 傳送 

media封包往 client接收/播放外, client 也依

據 RTP 視訊封包的接收狀況 ,定時估算

end-to-end 的傳訊 delay 與 packet loss,並將

QoS 參數透過 RTCP stream 回報 server. 供

Server動態調整傳輸品質或速率.  

 

Fig. 1a. 顯示了基本的MediaPlayer audio

傳訊模式. 用戶點選 media channel 後,client

隨即送出 SETUP要求,與 server的 1755/TCP 

service port建立RTSP連接. 同時,Client也要

求與 server的 1755/UDP RTCP service port建

立控制連接. Server再以 client piggybacked送

回的UDP port與 client 建立RTP media連接. 

Fig. 1b則顯示涵括視音訊的 MediaPlayer傳

輸: 除了 RTSP session 連接外, 尚包括傳輸

audio 訊務的 RTP/RTCP 並行傳輸 streams, 

與傳輸 video 訊務的 RTP/RTCP streams. 顯

然 MediaPlayer 的 傳 訊 特 徵 : (1) 選 用

1755/UDP RTCP service pots, (2) client 

RTP/RTCP port 為連續整數 .可以協助其

RTCP/RTP flow logs的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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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udio/video傳訊 

Fig. 1. MediaPlayer streaming media傳訊模式 

 

2.2  Video Game 訊務特徵 
 
在追蹤骨幹 router 的 netflow 過境訊務

logs 過程,可以明顯發現: 絕大半的 UDP flow

為承載小量訊務的 DNS 及 Video Game 同步

(synchronization )連接. 我們乃先依據 flow log

的 source 與 destination port 比對, 統計 UDP 

應用的 flow count分布 (Table 1). 除了連接建

立最頻繁的 DNS 應用外 , 尚包括 : 使用 

27015, 27020 service port 的 Counter_Strike 

game flows, 使用 4665 port 的 eDonkey_Msg, 

使 用  27960 port 的 Quake_3, Windows 

Netbios-ns 的 137 service port, 使用 1755 port

的 MediaPlayer RTCP stream, 及使用 6112 port

的 StarCraft [16].  

我們也進而比對 service ports,統計熱門

video game 封包大小的分布(Table 2), 數據顯

示: 相當高比率的 Video Gaming flows僅承載

小於 20 packets的訊務量.包括: 98.3% 的

Counter_Strike flows, 90% 的 Quake_3 flows 

及 83.6 % 的 StarCraft flows. 若再比對封包數

大於 50 packets的 game flows, 可以發現: 大

訊務量的 game flows均對應於特殊應用 port; 

包括: 93.4 % 的 27015 – 27005 CS flows, 100% 

的 27960—27960 Quake_3 flows, 及 95% 的

6112-6112 StarCraft flows. 顯然: video game 

flow的小訊務量特徵有助於新 game flow的辨

識與訊務量統計. 

 
Table 1. TYC連網的高連結 UDP訊務 flow count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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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P Port Flow_cnt 

1 DNS (53) 1817451 
2 CS_game (27015) 248018 
3 EdonkeyMsg (4665) 20780 
4 NTP (123) 14827 
5 Quake_3 (27960) 14540 
6 Netbios-ns (130) 10496 
7 Snmp (161) 6711 
8 Mplayer RTCP (1755)  6036 
9 MSNmessenger (6257) 1792 

10 StarCraft (6112) 1764 
 

Table 2. TYC連網的 Video Game 的封包大小分布 
pkts/flow CS flows  Quake flows  StarCraft flows 

1  54672 (22.032 %) 492 (57.143 %) 6293 (43.091 %) 
2 ~ 10 189312 (76.291%) 252 (29.268 %) 3834 (26.253 %) 
11 ~ 20  81 (0.033 %) 30 (3.484 %) 647 (4.430 %) 
21 ~ 30  13 (0.005 %) 11 (1.278 %) 317 (2.171 %) 
31 ~ 40  154 (0.062 %) 1 (0.116 %) 255 (1.746 %) 
41 ~ 50  65 (0.026 %) 1 (0.116 %) 167 (1.144 %) 

27005 
-27015  

93.4 % 27960- 
27960 

 100% 6112- 
6112 

94.6 
% 

> 50  3846 
(1.55%) 

others 6.6 % 

74 
(8.59%) 

others  0.0 % 

3091 
(21.16%) 

others 5.4 % 
 
3. Streaming Media 訊務統計 

由於RealPlayer 與Quick Time Player使用

自 6970到 7170的 UDP port range傳輸 media 

訊務,因此,可直接比對使用該 port range 的

media flow log, 加總其 media UDP訊務量.但

對於 MediaPlayer: 選用 1024 到 65535 RTP 

service port,則需依據其傳訊特徵,辨識/萃取

MediaPlayer RTP/RTCP flow log 統計,據以統

計 MediaPlayer 轉送訊務與 Top-10 content 

sites的分布. 

 
3.1 Streaming Media 訊務統計方法 

 

由於MediaServer 選用 1755/UDP RTCP  

 

service port, 及 client piggyback 的 連 續

RTP/RTCP ports與 clinet建立控制與資料連接. 

我們藉由歸納的 media delivery clues,逐次比

對per 10-min 的router 轉送訊務 flow logs 的

client transport 位址 ,萃取 MediaPlayer RTP 

flow logs及 加總media訊務.提出 MediaPlayer 

訊務統計方法如下: 

(1) Parse flow log file ,藉由 1755/UDP service 

port 的比對,萃取 RTCP flow logs. 並依據

RTCP client ports,估算 RTP client port: 

{RTP_client_port} = 

{RTCP_client_port}+1. 

(2) Parse flow log file,比對估算的每一 client 

transportation address: IP address與 RTP 

port,萃取 RTP media flow logs. 

(3) Parse步驟(1)(2) 萃取的RTP及 RTCP flow 

log, 過濾掉 video game flow log,加總得 

per-10-min MediaPlayer的 RTP media與

RTCP control訊務量. 

 

3.2 MediaPlayer訊務分析 
 
Fig.2 所示為依據 streaming media 統計方

法,比對 router 轉送訊務 log transport address,
統計的 MediaPlayer Streaming 輸入/輸出訊務
分布.明顯地, 絕大部分的 MediaPlayer 訊務為
外部網路輸入區網的單向傳訊. media 訊務低
峰落於清晨時段 (4:00–8:00). 午休時段
(12:00-12:30) 出現最高的 streaming media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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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量. 單日 5740.82 Mbytes的MediaPlayer RTP 
視音訊務量為 RTCP 傳訊控制訊務量(30.31 
MBytes) 的 189 倍. 平均的 RTP 封包大小為
1155 Bytes/packet, 也遠高於  RTCP 控制
streams的 60 Bytes/packet.  

 
我們也依據 萃取得的單日 RTP flow logs, 

source IP address 為 index, 累計區網的 Top-10 

content sites 排行(Table 3). 可以發現: 大半的 
content sites 來自與區網互連頻寬充裕的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網站 ; 90% 以上的
MediaPlayer 訊 務 量 來 自 : 和 信 超 媒 體
( giga.net.tw), 東 森  (et.net.tw),中 華 電 信 
Hinet.net..顯然,商業 content sites的成長相當快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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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2. TANet桃園區網單日 MediaPlayer訊務分布 

 
Table 3. 桃園區網的 Top-10 Content Sites 排行 

Id IP Address Hosts Traffic (Mbytes) 
1 203.187.31.130 From .giga.net.tw 1108.190 
2 202.39.43.241 From .HINET-IP.hinet.net 611.629 
3 202.39.43.243 From .HINET-IP.hinet.net 590.591 
4 61.219.53.133 61-219-53-133.HINET-IP.hinet.net 323.279 
5 210.58.102.73 73.c102.etcenter.net 105.744 
6 203.187.31.162 From .giga.net.tw 62.811 
7 192.192.40.2 www2.vit.edu.tw 48.616 
8 211.20.186.5 From HINET-IP.hinet.net 47.731 
9 203.187.31.191 From .giga.net.tw 44.563 

10 140.115.11.117 Center3-3.dd.ncu.edu.tw 43.65 
 
 

4. UDP應用訊務分布 
 

藉由區網 router 轉送 flow logs的比對,可

以發現: 除了傳統 DNS flows 外 , streaming 

media及 video game也採用 UDP協定傳輸大

訊務量的 media 訊務.包括: 使用 6970 - 7170 

service ports 的 RealPlayer, 使用 27015 service 

ports 的 Counter_Strike flows, 使用 49601 - 

49609 service ports的 Netmeeting Voice over IP 

(VoIP) flows. 綜合各熱門  UDP application 

ports 及先前統計得的 MediaPlayer 訊務數據,

我們得以統計區網的 UDP 應用訊務分布

(Fig.3). 數據顯示 : MediaPlayer 佔有最大的

UDP 輸 入 訊 務 (57.5 %), 其 次 為 

Counter_Strike 網路遊戲訊務(12.8 %), Quick 

TimePlayer & RealPlayer 視音訊務  (9.2 %), 

DNS IP 位址查詢訊務 (4.1 %). NetMeeting, 

Voice chat等 Voice over IP訊務所佔的比率不

大 .UDP 輸出訊務分布則於下列應用訊務 : 

Counter_Strike (53.4%), DNS (13.1 %), Quick 

TimePlayer, StarCraft (4.0 %), VoIP (3.0 %). 
 

統計的 UDP 應用封包大小數據也顯示

(Table 4): MediaPlayer, Quick TimePlayer 與 

RealPlayer 視音訊務的輸入封包大小,明顯高

於其他  Video Game 與  DNS 等應用訊務



 7 

(Table 4). MediaPlayer與 RealPlayer平均輸入/

輸出量與封包大小數據也顯示區網 streaming 

media 訊務的不對稱性 .反觀雙向通訊的

Netmeeting  VoIP訊務則較對稱. 

(a) TYC-ISP的UDP輸入應用訊務

MediaPlay(57.5 %)

CS_GAME(12.8 %)

RealPlay(9.2 %)

DNS(4.1 %)

Starcraft (1.2 %)

VoIP  (0.6 %)

Netbios-ns (0.6 %)

Quake3(0.3 %)

EdonkeyMsg(0.0 %)

 Others  (13.7 %)
 

(b) TYC-ISP的UDP輸出應用訊務

CS_GAME (53.4 %)

DNS (13.1 %)

Starcraft (4.0 %)

VoIP  (3.0 %)

Quake3(1.6 %)  

MediaPlay (0.8 %)

RealPlay (0.2 %)

Netbios-ns (0.2 %)

EdonkeyMsg(0.0 %)

 Others  (23.8 %)

 
Fig.3. TANet桃園區網的單日 UDP應用訊務分布(Nov-28-2001) 

 
Table 4.桃園區網 UDP應用訊務的封包大小分布  

UDP_Services UDP_Input Mean_Pkt_Size UDP_Output Mean_Pkt_Size 
CS_GAME 86 Bytes/Pkt 115 Bytes/Pkt 
MediaPlay 1001Bytes/Pkt 60 Bytes/Pkt 
RealPlay 813 Bytes/Pkt 49 Bytes/Pkt 

DNS 118 Bytes/Pkt 72 Bytes/Pkt 
Starcraft 51 Bytes/Pkt 51 Bytes/Pkt 

VoIP 114 Bytes/Pkt 205 Bytes/Pkt 
Netbios-ns 102 Bytes/Pkt 91 Bytes/Pkt 

Quake3 214 Bytes/Pkt 68 Bytes/Pkt 
EdonkeyMsg 91 Bytes/Pkt 40 Bytes/Pkt 

Others 124 Bytes/Pkt 68 Bytes/Pkt 
 

5. 結論 
 
隨著 DSL 寬頻存取網路的快速擴展及 

Media服務往站的快速增加,視音 UDP訊務必

將隨著改善的傳輸延遲呈更大幅成長.為統計

MediaPlayer動態 UDP service port傳送耗頻寬

的 CBR-like audio/video訊務,本研究首先依據

streaming media的 high-banwidth特性, 重複追

蹤區網 router 轉送訊務 logs, 歸納各 vendor 

products 的 media 傳送規律. 並應用所提的

streaming media 訊務統計方法,估算 TANet桃

園 區 網 router 單 日 轉 送 的 MediaPlayer 

streaming與熱門 UDP應用訊務分布. 

 

統計數據顯示: MediaPlayer, RealPlayer及

Quick Time Player 視音訊務已佔有2/3 的區網

UDP 輸入訊務, RTP 平均封包大小也遠高於

RTCP 封包及其他 UDP 應用 .而  Top-10 

content sites排行也顯示: 商業 ISP content sites

的成長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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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game flow 的統計數據則顯示:相當

高比率的  video gaming flows 承載小於  20 

packets 的訊務量. 而承載大封包數的 game 

flows則均對應於特殊 server ports. Video game 

的大量連接數與小訊務量傳訊特徵是協助掌

握新 video game 及新網路應用傳輸模式的可

行途徑.未來,我們將持續統計與分析隨著網路

頻寬擴展而大幅成長的 streaming media, VoIP,

與 Tftp 等 competitive UDP 訊務,並進而分析

media 訊務與 TCP傳訊品質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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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網路普及化及網路頻寬倍增，使得網路服

務之種類愈見多樣性。近來，快速發展且使消費者

可以隨時收看想要的媒體內容之串流技術，成為網

路上提供多樣媒體服務之一大熱門方法。如何設計

一高效能之 VBR 串流排程法以充分利用頻寬並容
納成千的使用者是主要的研究課題。先前的研究結

果顯示，我們提議之 SDF區塊選擇法則，在單一處
理器叢集式系統排程VBR串流之效能比EDF及RR
為佳。本研究將進一步討論，SDF、EDF及 RR等
區塊選擇法則，在叢集式多處理器系統之排程特

性。分析結果發現在多處理器之架構下，不但可以

增加產能，SDF區塊選擇法無論是在捨棄次區塊數
目或是捨棄次區塊分布情形上，皆較 EDF和 RR區
塊選擇法擁有更優良之表現。 
                                                                                                         

在過去，許多科學領域，像是數學、物理、化

學、電機、資訊等，都需要購置大型工作站或是超

級電腦來運算各種繁雜計算需求。由於價格與維護

成本的親和力並不高，所以該設備並不輕易見於一

般研究單位。根據著名的摩耳定律(Moore’s Law) ： 
『半導體晶片所能容納的電晶體數量，以每一年半

至兩年為一週期，逐期倍增』，也就是說，處理器

的速度經過摩耳定律的一週期會倍增。拜科技進步

之賜，目前市面發表之處理器速度更有超越摩耳定

律之趨勢。因為產品更替速度飛快，使得相關電子

產品售價越往下滑。所以，今日個人電腦之效能已

非昔日可以比擬。研究人員不需以許多經費來購買

昂貴超級電腦配備，只需藉由多部新式 PC 叢集起
來，就可以達到類似的效果，例如 KLAT2系統[1]、
Beowulf 計畫[2]、MPI[3]等。通常，叢集式架構的
概念可應用於檔案伺服器、運算伺服器、資料庫伺

服器、資訊網伺服器等之實現[4]。 
關鍵詞：變動位元速率、隨選媒體、串流排程、叢

集式系統、多處理器。 
 

Abstract 
 

Due to the popularity of Internet and the increase 
of bandwidth, network services become more diverse. 
In recent years, rapidly developed streaming technique 
that enable consumers to watch multimedia-oriented 
contents on demand becomes a popular means to 
provide various media on network. How to design 
high performance VBR stream scheduling algorithms 
to efficiently utilize bandwidth and further 
accommodate thousands of clients has became a major 
search topic. Our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proposed SDF block selection policy is superior to 
EDF and RR ones in scheduling VBR streams on 
cluster media systems with one processor attached to 
each node. In this research, we further explore the 
schedulability of SDF, EDF and RR block selection 
policies on cluster media systems with multiple 
processors. The analytical results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increasing throughput, SDF block 
selection policy still possesses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EDF and RR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dropped 
subblocks and the evenness of distribution of dropped 
subblocks. 
 
Keywords: VBR, MOD, stream scheduling, clusered 
systems, multiprocessor. 
 

1. 前言 
 

另外，中央處理器(Central Processor Unit，CPU)
在以前是非常罕貴之電腦設備，如今許多消費者卻

有能力在自己電腦上加裝 2至 4顆處理器-繪圖人員
因為多媒體需求，或程式開發員為了加速程式運算

所需。裝配多顆 CPU的伺服器上，處理速度和效能
表現相較於單顆 CPU的伺服器明顯地更具優勢。擁
有多處理器架構的電腦系統，無論是指令的傳遞或

是資料的傳輸，皆需要透過處理器之間的連結才得

以完成工作。多處理器的不同連結方式，可對資料

傳輸效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處理器連結方式可

分成以下幾種：完全連接、線狀排列、網狀排列、

環狀排列、立體晶格狀結構、Cube結構。由於這方
面的技術屬於平行運算範圍，在此不多加描述。除

此，考慮多處理器和記憶體之間的結合方式不同，

在多處理器系統結構上，可以分類為三種模式，分

別為共用記憶體多處理器系統、分散式記憶體多處

理器系統、叢集式多處理器系統。不同模式對於資

料傳輸及使用技術有不同的方法，在後面的第二節

將會詳述。 
結合以上叢集式架構及多處理器系統兩大技

術觀念，本研究將以叢集式多處理器系統為理論平

台基礎，並配合之前相關研究[5,6]所提出之 SDF 
VBR串流排程法，期望在可以在多媒體串流排程領
域，關於叢集式多處理器系統部分，有更進一步發

展。在以下的章節中，第二節敘述本研究之背景；

第三節介紹系統架構；第四節闡述在多處理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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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各排程法之挑選區塊方式；第五節分析各排程 
法之效能；第六節為本研究做一結論並闡述未來計

劃。 
 

2. 研究背景 
 
2.1 電腦平行處理模式 
 

多處理器系統中，處理器不一定像傳統單一處

理器系統有專屬記憶體連結。多顆處理器可以各自

擁有自己的記憶體或是共用記憶體。因此，藉由處

理器和記憶體連結方式的不同，電腦的平行處理模

式可分類為三種：[8,9] 
1. 共用記憶體多處理器系統 
又稱為對稱式多處理器  (Symmetric 
Multiprocessors，SMP) 系統，SMP 架構
的特色是採用系統匯流排(System Bus)的
方式將系統的 CPU、記憶體及 I/O 相連
接。在 SMP架構之下，所有 CPU共用同
一記憶體資源和 I/O設備。另外，此架構
的效率好壞，與 CPU 彼此溝通的良好與
否有極大的關係。SMP的優點在於，容易
寫作平行處理程式、系統容易操作與管

理。缺點為硬體之擴充性有限、CPU增加
太多時會使匯流排遇到瓶頸、多顆 CPU
同時存取同一筆資料時優先權屬誰之問

題。 
2. 分散式記憶體多處理器系統 
此系統屬於一種分工程度更高的多處理

器模式。在同一部機器中，不只擁有許多

處理器，而且每顆處理器皆有私自的記憶

體(Local Memory)。分散式記憶體多處理
器系統又稱呼為巨量多處理器(Massive 
Parallel Processors，MPP)系統。在該系統
中，每顆 CPU 加上各自包含的記憶體行
程的子系統各自獨立，有屬於自己的完整

架構，所以必須透過彼此通訊才能達成協

調與合作的工作。相較於第一種系統，此

系統可以連接的 CPU 數目更多，但是平
行計算難度較高。MMP 系統的優點在於
擴充性很高，不受系統匯流排限制。缺點

在於程式開發較難、平行運算效果不佳、

CPU之間傳遞資料過多時，速度會降低。 
3. 叢集式多處理器系統 
多個獨立電腦的集合體，每台獨立電腦擁

有自己的 CPU、記憶體、作業系統，彼此
之間透過高速網路連結。若從單一台電腦

角度觀察，則為 SMP 架構；從整套系統
觀察，卻又成為MMP架構。叢集式多處
理器系統和MMP相似，遇到大量資料傳
遞時，會有傳輸效率瓶頸問題。所以必須

以高速網路作為資料傳輸媒介。訊息溝通

工作需要透過訊息傳遞(Message Passing)

語言完成，例如 PVM (Parallel Virtual 
Machine) 和 MPI (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等。此系統優點為共同分擔工
作，達到負載平衡效果、沒有地理範圍限

制。缺點為程式開發較難、資料傳輸量有

一定的上限。 
 
本研究選擇叢集式多處理器系統為理論平

台。叢集式系統較單一處理器系統優勢之處，在其

可以克服負載不平衡及額外儲存空間問題[10]，因
為叢集式方法可以有效聚積頻寬和儲存空間。在叢

集式系統中，資料將以條紋(stripping)方式分布儲存
於多台伺服器內，系統架構區分成三大節點，分別

為儲存節點、控制節點及傳送節點，節點之間以高

速網路互連。 
 
2.2 VBR串流排程法則 

 
因為網路科技的進步，經由線上提供給影片收

看者的方式不再是先下載再收看的方式，而是以一

邊接收一邊收看的影音串流來觀賞節目。透過串流

技術，收看者不需要大量儲存空間，只需預先下載

少量內容於緩衝空間中即可。影音串流可為收看者

節省不少時間及空間，因此成為近代網路熱門技術

之一。就多媒體視訊串流速率而言，其類型可分為

兩類，分別為固定位元速率(Constant Bit Rate, CBR)
及變動位元速度(Variable Bit Rate, VBR)[7]。CBR
以固定資料長度(Constant Data Length, CDL)傳輸串
流；VBR 以固定時間長度(Constant Time Length, 
CTL)傳輸串流。由於 CBR 不需考慮資料長度是否
隨時間而變動，其排程演算法複雜度較低。然而，

在相同影像品質條件下，CBR資料率(data rate)卻比
VBR高出許多。因此，設計一簡單有效並具有高網
路利用率、低遺失率之 VBR 串流排程法將具有更
高串流產能。因為串流排程法之需要，一視訊串流

可切割為許多固定長度之區塊，長度單位可以配合

CBR 或 VBR 做決定。為確保視訊串流服務品質
(Quality of Service, QoS) ，視訊區塊必須在時間限
制內到達以保證連續性的播放。一般而言，每一視

訊區塊皆有一 deadline來表達該區塊被傳輸之急迫
性。區塊選擇法可以分成下列三種： 

1. Earliest-Deadline-First(EDF)：不考慮區
塊的長度，依照區塊的期限來做為選取標

準。擁有最早期限的區塊即擁有最高優先

權被選取。相同優先權的區塊，則交給系

統任意選取。 
2. Round-Robin(RR)：區塊被連續性的選
擇。不管期限為多少，每一區塊被平等看

待。也就是每一個請求在每一 time cycle
皆共享頻寬。 

3. Shortest-Detain First(SDF)：考慮 VBR
串流之區塊長度不一致，我們在之前研究

中提出一名為 SDF (Shortest-Detain-First) 
之區塊選擇演算法 [5]。SDF為配合 VBR

 2 



視訊資料長度特性，以扣留時間(detain)
作為區塊選擇標準。detain 之計算方法如
下： 

stkCurTimeddetain ×−−=   (1) 
式中 d 代表區塊之 deadline，k 代表區塊
含有之次區塊數目，ts表示傳輸一次區塊

所需時間。Detain可以準確表示一個區塊
在時間限制內可以延遲多久不被傳輸。若

detain 為負值，則表示該區塊已錯失傳送
期限。相同 detain的區塊，則交給系統任
意選取。 

 
先前研究之模擬實驗以排程視窗長度、網路利

用率、遺失率及前置緩衝長度做為比較標準，驗證

何種排程法表現最佳。結果發現 SDF排程法較其他
兩種方法優良。具有高效能表現之 SDF排程法可以
歸納以下三點重要特性：[5] 

1. 幾乎 100%之高網路頻寬利用率，小於
0.5%之低次區塊遺失率。此優異特性不會
隨節點數目增加而變差。 

2. 採用少量前置緩衝再行播放視訊，例如該
模擬實驗中先儲存約 11 time cycles緩衝
資料，可完全將遺失率降為零。 

3. 大部分之落後區塊，只丟棄少量之資料。
在已經非常低之 miss rate，這些極少量之
丟棄視訊資料，將不會嚴重影響視訊品

質。 
由於 SDF 於叢集式單一處理器伺服器之優良

表現，引發我們運用該法於多處理器領域上之動

機。叢集式多處理器系統的缺點無法掩蓋其諸多優

良表現之特點，無論是硬體擴充彈性或是可依賴程

度都是其他不同型態系統可以比擬的。像是 SMP
此類單一伺服器面臨有限擴充空間及無法保證可

靠服務之窘境。因此，結合多處理器及叢集式兩項

結構之優點所產生之叢集式多處理器系統，成為本

研究之理論基礎平台。配合 SDF VBR串流排程法，
探討在叢集式伺服器中使用多處理器條件下，於區

塊遺失率及丟棄次區塊分布方面，其效能表現將會

如何。並與傳統演算法如 RR及 EDF所產生之結果

互相比較，驗證 SDF排程法在多處理器架構下，是
否和單處理器環境一樣擁有良好之表現。所得效能

分析結果可以成為叢集式多媒體系統領域之重要

參考資料。 
 

3. 系統架構 
 

本研究植基於叢集式多處理器架構上，該架構

圖如圖 1所示。每一節點代表獨立的伺服器，各自
擁有多處理器、記憶體、儲存空間、I/O 裝置，形
成一子系統模組。子系統模組透過高速網路互連構

成叢集式多處理器系統。 
叢集式多處理器系統屬於叢集式多媒體系統

之一部分，若考慮到串流排程及傳遞接收資料這兩

樣功能，必須分割成更細微之觀點。完整叢集式多

媒體系統架構圖如圖 2所示，整套系統可歸類為三
大節點，分別為傳送節點、控制節點及儲存節點。

傳送節點負責接收自客戶端之請求(request)，並將
此訊號傳送給控制節點排程。傳送節點亦負責將儲

存節點送過來之資料先置於緩衝空間中，再往前傳

送至客戶端。控制節點負責准許控制 (admission 
control)、串流排程(stream scheduling)、節點間同步
化(server-level synchronization)等功能機制。儲存節
點提供資料儲存空間。為平衡工作負荷，多媒體視

訊資料以條紋式方式分布於儲存節點中。 

High Speed Network

Network 
Device

Storage 
Device

Shared 
Memory

System Bus

CPU CPU

Network 
Device

Storage 
Device

Shared 
Memory

System Bus

CPU CPU

Network 
Device

Storage 
Device

Shared 
Memory

System Bus

CPU CPU

Network 
Device

Storage 
Device

Shared 
Memory

System Bus

CPU CPU

Independent Computer 3 Independent Computer 4

Independent Computer 2Independent Computer 1

 
 

圖 1. 叢集式多處理器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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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VBR區塊示意圖 
 
圖 2. 叢集式多媒體系統完整架構圖 
 
. 區塊選擇法則 

.1 多處理器區塊選擇法則 

無論是 SDF或是 EDF、RR區塊選擇法則，其
選區塊之標準並不會隨著處理器增多而改變，會

變的是單位時間內可以選取的次區塊數量倍



增。假設處理器數目為 N，則單位時間內可挑選次
區塊數目增為 N倍。本研究中，將分析各自以不同
的區塊選擇法則排程 VBR 串流，其區塊遺失率及
落後次區塊丟棄分布兩項效能表現為何。並和單顆

處理器以不同區塊選擇法分析出來之結果做比較。 
多處理器條件之下，區塊選擇法則可分成兩種

方式，分別為 Uniform及 Centralized： 
(a). Uniform Scheduling 
為平均挑選區塊，所以每次挑選區塊時，需要

從不同區塊編號的區塊來選取符合條件之次區

塊。如圖 3，雖然同一時間內可以有兩個次區
塊被挑選，EDF 所選擇的次區塊在 first time 
cycle 中，選擇的次區塊為{b1, d1}，而不是同
一區塊內連續兩次區塊{b1,b2}或{d1,d2}被選
取。 

(b). Centralized Scheduling 
此方式之挑選區塊侷限於從相同編號區塊選擇

次區塊。如圖 3，SDF演算法在 first time cycle
以 Uniform 方式所挑選之次區塊為{b1,b2}或
{d1,d2}，而不是{b1,d1}。 

 
5. 串流排程效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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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4。 
(b). RR 
如圖 4，RR 挑選之次區塊為  {a1,b1,c3,a2, 
b2,a3,a4,a5}，共 8 個。捨棄之次區塊為
{c1,c2,c4,c5}，dRR = 4個。捨棄次區塊佔全部次
區塊比例為 RRR= dRR/k = 4/12 = 1/3。 

(c). SDF 
如 圖 4 ， SDF 挑 選 之 次 區 塊 為

{c1,c2,c3,c4,a1,b1,a3,a4,a5},共 8 個。捨棄次區
塊為{c5,a2,b2}，共 dSDF = 3個，佔全部次區塊
比例為 RSDF = dSDF/k = 3/12 = 1/4。 
 
就捨棄次區塊數目比例來比較，RSDF：REDF：

RRR= 1/4：1/4：1/3。SDF和 EDF比例相同，比 RR
還少。以捨棄次區塊分布情形而言，SDF平均分布
在 a、b、c三個區塊上，但 EDF卻集中捨棄 a區塊
之次區塊上，RR 亦集中捨棄 c 區塊之次區塊。所
以可知在單處理器時，SDF排程法在三種排程法中
擁有最佳表現。 

 

圖

圖 5.2 雙處理器頻寬不足之下效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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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單處理器條件下，全部次區塊數目為 12，可
排程次區塊數目為 9 
 
1 單處理器頻寬不足之下效能比較 

在單處理器之下，因為一次只挑選一個次區

不需要區分排程法為 Uniform或是 Centralized。
像多處理器，還要考慮在單位時間內所選取之多

次區塊，來自同一區塊內或是非同一區塊內。 
由圖 4，從目前時間到排程終點期間，單處理

可以排程的次區塊數目 p1(permit)為 9，需被排程
次區塊數目 k 為 12。排程法排程次區塊在最理
i(ideal)的情形下，有 i =k-p = 3個次區塊會來不
排程而捨棄。但因為各排程法之選擇區塊方式不

，捨棄次區塊數目有可能會變化。以下為各個排

法之效能評估。效能之評估原則將以捨棄次區塊

目及落後區塊丟棄分布來決定。 
). EDF 
如 圖 4 ， EDF 挑 選 之 次 區 塊 為 
{c1,c2,c3,c4,c5,b1,b2,a4,a5}，共 9個。捨棄之次
區塊為{a1,a2,a3}，dEDF = 3個。捨棄次區塊佔
全部次區塊比例(Ratio)REDF為 dEDF /k = 3/12 = 

工作

次區

以圖

法最

為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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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雙處理器條件下，全部次區塊數目為 21，
可排程次區塊數目為 18 
由於系統擁有雙處理器可以加倍排程次區塊

量，相較於單處理器於該圖可以排程 p1 = 9個
塊，雙處理器可以排程 p2  = 18個次區塊。所
5 需被排程的次區塊有 k = 21個，預計在排程
理想情況下，會有 i =k-p2 = 3個被捨棄。以下
排程法效能。 
Uniform-EDF 
如圖 5，EDF挑選之次區塊為{b1,d1}、{b2,d2}、
{b3,d3}、{b4,d4}、{b5,d5}、{a2,c3}、{a3,c4}、
{a4,c5}、{a5,c6}，共 18 個。捨棄之次區塊為
c1、a1,c2，dEDF = 3個。捨棄次區塊佔全部次區
塊比例 REDF= dEDF /k = 3/21。 
Centralized-EDF 
由圖 5，Centralized-RR 挑選之次區塊為{b1, 
b2}、{d2,d3}、{b3,b4}、{d4,d5}、{b5}、{c3,c4}、
{a3,a4}、{c5,c6}、{a5}， 共 16個，捨棄之次
區塊為 d1、c1、a1、c2、a2、c4，dEDF = 6個。
捨棄次區塊佔全部次區塊比例為 REDF = dEDF /k 
= 6/21。 



(b). Uniform-RR 
如圖 5，Uniform-RR挑選之次區塊為 {a1,b1}、
{c1,d2}、{a2,b3}、{c2,d4}、{a3,b5}、{c3,a4}、
{c4,a5}、{c5}、{c6}，共 16個。捨棄之次區塊
為 d1、b2、d3、b4、d5，dRR = 5個。捨棄次區
塊佔全部次區塊比例為 RRR = dRR /k = 5/21。 
Centralized-RR 
由圖 5，Centralized-RR 挑選之次區塊為{a1, 
a2}、{b2,b3}、{c1,c2}、{d4,d5}、{a3,a4}、
{c3,c4}、{a5},{c5,c6}，共 15 個，捨棄之次區
塊為 b1、d1、d2、d3、b4、b5，dRR = 6個。捨
棄次區塊佔全部次區塊比例為 RRR = dRR/k = 
6/21。 

(c). Uniform-SDF 
如圖 5，SDF挑選之次區塊為{b1,d1}、{b2,d2}、
{b3,d3}、{c1,d4}、{a1,b5}、{a2,c3}、{a3,c4}、
{a4,c5}、{a5,c6},共 18個。捨棄次區塊為 b4、
c2、d5，dSDF = 3個，佔全部次區塊比例為 RSDF 
= dSDF/k = 3/21。 
Centralized-SDF 
由圖 5，Centralized-RR 挑選之次區塊為{b1, 
b}、{d2,d3}、{b3,b4}、{c1,c2}、{d5}、{a2,a3}、
{c4,c5}、{a4,a5}、{c6}，共 16個，捨棄之次區
塊為 d1、d4、a1、b5、c3，dSDF = 5個。捨棄次
區塊佔全部次區塊比例為 RSDF= dSDF/k = 5/21。 
 

就捨棄次區塊數目比例而言，RSDF：REDF：RRR 
= 3/21：3/21：5/21。SDF 捨棄次區塊數目和 EDF
相同， RR為三者中最多。若以 Centralized方式比
較，RSDF：REDF：RRR = 5/21：6/21：6/21 ，仍以 SDF
為最少。就捨棄次區塊分布情形而言，在 Uniform
方式下以 SDF捨棄分布最均勻，但 Centralized方式
則無明顯差別。因此，於多處理器環境的叢集式多

媒體伺服器，其排程法以 Uniform 方式選擇次區
塊，三種排程法以 SDF表現最佳。歸納 5.1節和 5.2
節分析結果，發現 SDF 和 EDF 的捨棄次區塊比例
雖然相同，在次區塊分布情形仍有差異。RR 捨棄
次區塊數目在單或雙處理器時，皆大於或等於另兩

種排程法。 

5.3 四處理器頻寬不足之下效能比較 
 
比較原理和 5.2 節相同。如圖 6，在四處理器

條件下，可排程次區塊數量增多為 p4 = 28個。以下
各排程效能比較，一樣區分成Uniform及Centralized
兩種。圖 6需被排程的次區塊數量為 k = 31個，但
可被排程的數量為 28 個。捨棄次區塊數量的理想
值為 i = k-p4  = 3個。 
(a). Uniform-EDF 
如圖 6， Uniform-EDF 挑選之次區塊為 
{d1,f1,d2,f2},{d3,f3,d4,f4},{d5,f5,b3,e1},{b4,e2,
b5,e3},{b6,a4,c4,a5},{c5,a6,c6}，共 23個。捨棄
之次區塊為 b1,a1,b2,c1,a2,c2,a3,c3，共 dEDF = 8
個。捨棄次區塊佔全部次區塊比例為 RE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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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四處理器條件下，全部次區塊數目為 31，
可排程次區塊數目為 28 
EDF /k = 8/31。 
entralized-EDF 
圖 6，Centralized-EDF 排程法挑選次區塊為 

d1,d2,d3,d4},{f2,f3,f4,f5},{d5},{b4,b5,b6},{e2,
3},{a5,a6},{c6} ， 捨 棄 之 次 區 塊 為

1,f1,a1,b2,c1,a2,b3,c2,a3,c3,e1,a4,c4,c5，共 dEDF 

 14。捨棄次區塊佔全部次區塊比例為 REDF= 
EDF /k = 14/31。 
niform-RR 
圖 6 ， Uniform-RR 挑 選 之 次 區 塊 為 

a1,b1,c1,d1},{e1,f2,a2,b2},{c2,d3,e2,f3},{a3,b4,
3,d4},{e2,f5,a4,b5},{c5,a5,b6,c6},{a6}，共 25
。捨棄次區塊為 f1,d2,b3,f4,c4,d5，共 dRR = 6
，佔全部次區塊比例為 RRR = dRR /k = 6/31。 

entralized-RR 
圖 6， Centralized-RR 挑選之次區塊為

a1,a2,a3,a4},{b2,b3,b4,b5},{c2,c3,c4,c5},{d4,d5
,{e2,e3},{a5,a6},{c6}，共 19 個。捨棄次區塊

b1,d1,f1,c1,d2,f2,d3,f3,e1,f4,f5,b6，共 12個，
全部次區塊比例為 RRR = dRR /k = 12/31。 

niform-SDF 
圖 6，SDF 挑選之次區塊為{b1,d1,f1,a1}、

b2,c1,d2,f2}、{a2,b3,c2,d3}、{e1,f4,a3,b4}、
c4,d4,e2,f5}、{a5,b6,c5,e3}、{a6,c6}，共 26
。捨棄之次區塊為 f3,c3,d4,a4,b5，dSDF = 5
。捨棄次區塊佔全部次區塊比例為 RSDF = 

SDF/k = 5/31。 
entralized-SDF 
圖 6，Centralized-EDF 排程法挑選次區塊為 

b1,b2,b3,b4},{a1,a2,a3,a4},{c2,c3,c4,c5},{d4,d5
,{e2,e3} ， 捨 棄 之 次 區 塊 為

1,f1,c1,d2,f2,d3,f3,e1,f4,b5,f5,b6，dSDF = 12個。
SDF = dSDF/k = 12/31。 

捨棄次區塊數目比例而言，以 Uniform方式
，RSDF：REDF：RRR = 5/31：8/31：6/31。SDF
區塊數目比EDF及RR還少。若以Centralized
較，比例為 RSDF：REDF：RRR = 12/31：14/31：
，以 SDF和 RR為最少。就捨棄次區塊分布情
，Uniform方式以 SDF捨棄分布最均勻，但

alized方式則無明顯差別，因為 Centralized方



式限制挑選法則需從同一區塊中挑選次區塊，進而

影響排程法表現。 
 

5.4 多處理器頻寬不足之下區塊選擇法效能
分析歸納 

 
將 5.1 至 5.3 節之排程分析結果整理如表 1 所

示。並將其數值作圖得圖 7及圖 8。 

由圖 7可知，在 Uniform方式下，三種排程法
反應處理器數目遞增時，逐漸減低次區塊捨棄的比

例。雖然 EDF後來有升高之趨勢，但不會較單處理
器時捨棄數目大許多。SDF充分發揮其選擇區塊優
異性，捨棄數目一直維持三者之間最低值。反觀圖

8 之 centralized 方式，顯示其挑選方法會對排程法
挑選次區塊具有相當程度影響，因為其限制每次挑

選之次區塊必須來自同一區塊，所以造成其他次區

塊來不及被挑選以排程。對於 Centralized 方式而
言，增加處理器數目無法明顯達到有效降低捨棄次

區塊數目之目的。 
此外，雖然其他排程法的捨棄次區塊數目會偶

而和 SDF相等，例如 5.2節雙顆處理器之 Uniform
方式，EDF之數目等於 SDF。此時，需細觀其捨棄
次區塊分布情形，SDF 就比 EDF 要來得均勻。就
多媒體串流而言，捨棄次區塊分佈均勻，對整體視

訊品質影響較小。 
探討 SDF之所以捨棄次區塊數目較少原因，乃

其充分利用剩餘頻寬、反應區塊排程緊迫程度等特

性。SDF排程法以 detain做為區塊選擇標準，相較
於 EDF的 deadline選取原則及 RR的循序找尋，更
能找出 VBR串流區塊之最需排程區塊。 

 
6. 結論與未來計畫 

 
叢集式多處理器系統結合叢集架構與多處理

器之優點，於排程 VBR 視訊串流時，可維持和單
處理器系統一樣之優良之效能。多媒體視訊串流於

傳送過程中，為確保 QoS，播送給觀看者之畫面品
質不可太差。因此，來不及傳輸之視訊區塊不能捨

棄太多，或是捨棄掉之次區塊不可集中於某特定區

塊，兩者都會對視訊品質產生重要影響。 
本研究總結而言，可得以下幾點結論： 
1. 以 Uniform方式挑選區塊，VBR串流排程
於多處理器之效能表現較單處理器為佳。 

2. SDF排程法於多處理器系統，仍保持較其
他兩種排程法優良之表現。 

3. 多處理器架構下之 SDF 排程法具有低次
區塊捨棄率、平均分散捨棄次區塊等重要

特性。 
 

在未來的計劃中，將會把 SDF排程法運用於多
處理器之條件下，做一模擬實驗，以次區塊遺失

率、網路利用率及落後次區塊捨棄分布圖為評估效

能標準，證明 SDF排程法可以在叢集式多處理器架
構下得到良好 VBR 串流排程表現。相信此相關研
究之結果可對叢集式多媒體系統領域，有更進一步

之貢獻。 
表1. 不同處理器數目(N)下,不同法則捨棄次區塊
比例 R。Uni. = Uniform, Cent. = Centralized. 

 N=1 N=2,Uni. N=2, Cent. N=4, Uni. N=4, Cent. 

SDF 1/4 1/7 5/21 5/31 12/31 

EDF 1/4 1/7 2/7 8/31 14/31 

RR 1/3 5/21 2/7 6/31 12/31

圖 8. 不同處理器數目，各排程法丟棄次區塊比例
(於 Centralized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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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不同處理器數目，各排程法丟棄次區塊比例

(於 Uniform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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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arning has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s in recent 
years. It plays the key-enabling role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individual,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 
Nevertheless, the lack of standard in contents and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LMSs) makes the 
reusability and interoperability of learning resources 
infeasible. The emergence of the SCORM 
specification has shed a light toward standardization of 
e-learning. Unfortunately, existing SCORM-compliant 
asset model is simplified; only few asset types allowed. 
On the other hand, W3C’s declarative-style SMIL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Integration Language) is 
becoming prevalent in designing Web-based 
instructions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emporality and 
spatiality of presentations.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 a 
SMIL-enabled asset model thus the advantages of 
SCORM and SMIL can be augmented. To render 
SCORM-compliant SMIL-enabled contents, a Java 
applet-based SMIL player is designed. The resulting 
system is at its initial stage but demonstrates an 
encouraging direction towards more vivid and 
interactive SCORM-compliant e-learning.  
Keywords: E-learning, SCORM, SMIL, LMS, Java 
 
1. Introduction 
 

The rapidly increasing expansion of the Internet 
has brought dramatic impact to our life and education 
alike. The major feature differentiates e-learn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is its ability to train anyone, 
anytime, and anywhere attributed to the openness of 
the Internet. Without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limitation, one can have an independent and individual 
learning space. Universities first realized the 
advantages of the e-learning and actively build up the 
so-called cyber universities for offering diverse 
asynchronous or synchronous distance learning in 
regular, professional and/or continued educations. 
Following, business companies also recognized the 
significant market benefits from e-learning. It was 
predicted by analysts that corporate spending on 

e-learning programs would top US$23 billion by 2004. 
Yet, some innovative enterprises have moved beyond 
training to focus on e-learning in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found that E-learning is a 
vital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1].  

The major feature of e-learning is digitalized 
courseware that is managed by the so-called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 In addition, LMS helps 
learners learn in the courseware and keep track of their 
learning behaviors. But courseware in different LMS 
platforms cannot be exchanged directly so that the 
attempt to share learning resources is impeded. The 
most critical issue for this is whether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the courseware follows some kind of 
standard. Besides, the heterogeneity existing different 
LMSs is another impediment. There is no way to 
monitor and evaluate learner’s behavior from one 
platform to another. All these hinder the sharing of 
learning resources including platforms and contents. 
Although it has been recognized that developing 
reusable and sharable content object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2, 3, 4, 5], not all afore-mentioned issues 
have been addressed. To overcome these hurdles, 
Advanced Distributed Learning (ADL) organization 
supported b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major 
e-Learning vendors establish one specification, called 
Share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 (SCORM) 
toward standardizing e-learning [6]. SCORM 
integrates and refers to a number of existing s tandards 
from AICC, IMS, IEEE, and several e-learning 
factories [7, 8, 9, 10, 11]. The objective of the 
specification is to facilitate the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SCORM-compliant contents and 
SCORM-compliant LMS, and to make the valuable 
resources become durable, interoperable, accessible, 
and reusable [6].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cent progress in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is greatly changing peoples’ 
live styles. The marriage of Web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results in the Web-based multimedia 
presentations so one can read multimedia lectures via 



general browsers. However, designing multimedia 
presentations is not a trivial task.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Integration Language (SMIL) [12], built 
on XML, proposed by W3C provides a simple way to 
design multimedia presentations in a similar manner to 
HTML documents. The SMIL specification meets 
three requirements of multimedia document models, 
namely temporal, spatial and interaction [12]. 

Multimedia presentations can attract learner’s 
attention by the format of vivid video and sound effects. 
According to the SCORM specification, multimedia 
materials such as images are defined as “assets” in the 
content. However, at present, the samples in this 
specification or most SCORM-complaint LMSs only 
handle simple assets like pictures. To vitalize the asset 
contents of SCORM, this study designs a new asset 
model based on the SMIL standard so that the features 
of spatiality, temporality, and interaction can be added 
into assets. The extended asset model conforms to 
SCORM and thus any SMIL-enabled asset can be 
imported to LMS and communicates with LMS to 
track the learners’ learning progress.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gives a brief review about SCORM and SMIL 
standards in e-Leaning. Section 3 proposes the 
SMIL-enabled asset model and shows how SMIL 
documents can be wrapped as SCORM assets in 
manifest and the structure of SMIL documents. The 
rendering of SMIL-enabled assets by a Java 
applet-based SMIL player is discussed in Section 4. A 
content sample and its presentation on Web browser 
are demonstrated in Section 5. Section 6 concludes this 
paper and provides some directions about the future 
work.    
 
2. SCORM and SMIL Standards in 
e-Learning 
 

This section briefly reviews SCORM and SMIL 
standards. 
 
2.1 SCORM 

SCORM Version 1.2 announced by ADL is 
mainly composed by Content Aggregation Model 
(CAM) and Run-Time Environment (RTE). CAM 
focuses on how to construct reusable and sharable 
contents whereas RTE ensures the interoperability of 
different LMSs.   

Content Packaging defines the structure and the 
intended behavior of a collection of the learning 
resources. It is used to provide a standardized way to 
exchange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between different 
systems or tools. A package uses a manifest file, which 
contain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for describing the 
package. 

• Meta-data about the package, 
• An organizations section that defines content 

structure and behavior, and 
• A list of references to the resources in the 

package. 
The organizations component in a content package 
defines the structure of the content, and the resources 
component in content package describes external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physical files that the package 
consists of. The resources are referred to at various 
point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component. Type of the 
SCORM resource is defined by the attribute, named 
“adlcp:scormtype”. The value of the 
“adlcp:scormtype” is either “asset” or 
“sco”. 

An asset is an electronic representation of media, 
text, image, sound, web page, assessment objects or 
other pieces of data deliverable to Web clients. 
Learning contents are composed of assets normally. On 
the other hand, a SCO contains a collection of one or 
more assets that includes a specific launchable asset 
utilizing a SCORM RTE to communicate with LMS. A 
SCO represents the lowest level of granularity of 
learning resources that can be tracked by an LMS using 
the SCORM RTE. 

Table 1 shows an example of content packaging 
composed of one SCO, which is composed of several 
asset s. One of the assets in the content package is 
named R_L1; that is R_L1 is a launchable asset used to 
communicate with 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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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oncept diagram of RTE 
 
Figure 1 shows the concept diagram of RTE. 

Learners request and receive contents from LMS 
Server by using LMS Client, which is usually a Web 
browser. LMS Client communicates with LMS Server 
to track learner’s behavior by lunching API Adapter, 
which distributed with content to communicate with 
LMS Server. 
 
2.2 SMIL 

SMIL provides a simple way to design TV-like 



multimedia presentations on the Web [12]. The syntax 
of SMIL conforms to the XML standard so we can 
write SMIL presentations using general text editors. 
There are several salient features making SMIL 
attractive in design Web-based multimedia 
presentations. 
• The presentation designer can indicate the spatial 

layout and temporal relationships of media 
objects. 

• Media objects can be distributed either form the 
same resource of the SMIL document or any 
place specified by URL. 

• Support the functionality of hyperlinks. 
• Media objects can be presented on client’s 

browsers according to system and personal 
preferences such as network bandwidth, user 
language, and screen resolution. 

A SMIL presentation is usually rendered by a specific 
player such as RealPlayer. Unfortunately, most web 
browsers including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 6.0  and 
Netscape do not support SMIL document yet. The 
rendering work involves prefetching and buffering 
media objects. To accommodate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SCORM, we extend our previous work on SMIL 
player [13] and propose a Java applet-based 
architecture for rendering SMIL-enabled assets on IE 
in this study.  
 
3. SMIL-enabled Assets 
 

In SCORM, the mechanism of Content 
Packaging is designed for packing instruction contents 
and the navigation sequences. In each content package, 
the portion of  “organizations” specifies the content 
structure and the behaviors of this content. The 
“resources” session describes the instruction materials 
needed in this content, the type and physical location of 
each physical file. To create a SMIL-enabled asset, one 
may define an unlunchable asset, which refers to a 
physical filename ending with “.smil”; for example, 
“ppt.smil” as shown in Table 1. In addition, a 
<metadata> elemen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its 
attributes. The instruction unit specified in the package 
is composed of one SCO: R_S100001, which in turn 
consists of five assets as R_L1, R_U1, R_U2, R_U3, 
and R_U4. 

 
Table 1. Content package with a SMIL-enabled asset: 

imsmanifest.xml 
……… 
<organizations default="a0"> 
  <organization identifier="a0"> 
      <title>SMIL Navigation</title> 
 
      <item identifier="S100001"     

identifierref="R_S100001" 
isvisible="true"> 

        <title>Introduce</title> 
      </item> 
  ......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s> 
 
<resources> 
 <!--sco--> 
      <resource identifier="R_S100001"   

type="webcontent" 
adlcp:scormtype="sco" 
href="smil01/sco.html"> 

         <metadata> 
            <schema>ADL SCORM</schema> 
            <schemaversion>1.2 
    </schemaversion> 
            <adlcp:location>smil01/sco.xml 
   </adlcp:location> 
         </metadata> 
        <file href="smil01/sco.html" /> 
        <dependency identifierref="R_L1"/> 
    <dependency identifierref="R_U1"/> 
    <dependency identifierref="R_U2"/> 
    <dependency identifierref="R_U3"/> 
    <dependency identifierref="R_U4"/> 
      </resource> 
 
 <!--launchable asset--> 
      <resource identifier="R_L1" 

adlcp:scormtype="asset" 
type="webcontent" 
xml:base="smil01\Scripts"> 

         <file href="AUFunctions.js"/> 
         <file href="APIWrapper.js"/> 
      </resource> 
  
 <!--unlaunchable asset--> 
      <resource identifier="R_U1" 

type="webcontent" 
adlcp:scormtype="asset"> 

         <metadata> 
            <schema>ADL SCORM</schema> 
            <schemaversion>1.2 
    </schemaversion> 
            <adlcp:location> 
   smil01/resource/ppt.xml 
    </adlcp:location> 
         </metadata> 
      <file href="smil01/resource/ppt.smil" /> 
      </resource> 
 
      <resource identifier="R_U2"    
  type="webcontent"        
  adlcp:scormtype="asset">          
       <file href="smil01/resource/s1.wav" /> 
      </resource> 
 
      <resource identifier="R_U3"    
  type="webcontent"        
  adlcp:scormtype="asset">          
      <file href="smil01/resource/2122.gif" /> 
      </resource> 
 
      <resource identifier="R_U4"    
  type="webcontent"        
  adlcp:scormtype="asset">          
      <file href="smil01/resource/para.txt" /> 
      </resource> 
</resources> 
⋯⋯⋯ 



 
The ppt.smil document defines the rendering 
sequence of text, image, and sound objects 
synchronously in three regions, respectively (see Table 
2). 
 
Table 2. The content of SMIL resource: ppt.smil 
<smil> 
  <head> 
   <meta name="noname" content="empty" 

skip-content="true" /> 
<layout type="text/smil-basic-layout"> 

 <root-layout height="250" 
width="350"skip-content="true" /> 

 <region id="sound" height="198"  
width="21" left="17" top="8"  
z-index="1" fit="meet"  
skip-content="true" /> 

 <region id="video" height="197"  
width="298" left="36" top="8"  
z-index="2" fit="meet"  
skip-content="true" /> 

  <region id="sub" height="200"  
width="317" left="17" top="204"  
z-index="3" fit="meet"  
skip-content="true" /> 

</layout> 
  </head> 
  <body> 
    <seq repeat="1"> 
 <par endsync="last" repeat="1"> 
    <audio id="audio-0" region="sound"  

src="s1.wav" dur="3s" repeat="1"  
fill="remove" /> 

    <img id="img-0" region="video"  
src="2122.gif" dur="10s"  
repeat="1" fill="remove" /> 

    <text id="text-0" region="sub"  
src="para.txt" dur="3s" repeat="1" 
fill="remove" begin="1s" /> 

 </par> 
    </seq> 
  </body> 
</smil> 
 

The physical resource for SCO R_S100001 is 
the file SCO.html is shown in Table 3. It consists of 
two javascript files packed in the content package. This 
SCO communicates with LMS by invoking some 
functions like doLMSGetValue and all functions 
called by SCO.html are defined in either 
APIWrapper.js or AUFunctions.js.  
 
 

Table 3. Segments of sco.html 
<HTML> 
<HEAD>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scripts/APIWrapper.js"></SCRIPT>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scripts/AUFunctions.js"></SCRIPT> 
<TITLE>Inland Rules of the Road - Sound and Light 
Signals</TITLE> 
</HEAD> 
<BODY onLoad="loadPage()" onunload="return 
unloadPage()"> 

unloadPage()"> 
<CENTER>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var   studentName = "!"; 
 var   lmsStudentName =  
 doLMSGetValue("cmi.core.student_name" ); 
  
 if ( lmsStudentName  != "" ) 
 { 
   studentName=" " + lmsStudentName +   "!"; 
 } 
  
 document.write( studentName +  

" enjoy SMIL content.<br>"); 
</SCRIPT> 
<!--SMIL Player--> 
   … … … 
</CENTER> 
</BODY> 
</HTML> 

 
After importing the content, LMS will identify 

each element in the content package and place them at 
appropriate positions in order to show them when 
learners launch this content through Runtime 
Environment. Figure 2 illustrates how the content 
package composed, the process of launching contents 
and the communication with LMS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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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act of Content Packaging in LMS Client 
 
Each SCO must contain, at least, one launchable 

asset (ex. R_L1 in Table 1) which contains javascript 
files and is responsible for communicating with LMS. 
When the SCO communicates with LMS, the 
launchable asset is connected to 
APIAdapterApplet, which in turn communicates 
with LMS afterward. LMS invokes 
LMSCMIServlet, residing in the server, to access 
LMS DB with the data model, which stores the 
information of SCOs, tracked by different LMSs. 

The SMIL document can be defined as an 
unlaunchable asset similar to jpeg asset when one 
compiles a content package. Since a SMIL document 
may be composed of several files, all files in the SMIL 
document must be packed as resources in the content 
package (see Table 1).  



 
4. Rendering SMIL-enabled Assets 
 

Since most Web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functionality of rendering SMIL documents, we 
develop a Java applet-based player by extending the 
SMIL player presented in [13]. The applet 
specification is embedded in the content as shown in 
Table 4. When the instruction content is presented to a 
learner, the player will be automatically downloaded 
and installed onto the client’s browser and then the 
SMIL document is rendered at the same time.  

The SMIL player is built upon Java JMF (Java  
Media Framework) and Java-XML technologies to 
overcome the issues of interoperability and integration 
in distributed component computing so that its 
constituents can be reused and sharable. The player 
contains two major components: XML Parser, Protocol 
Handler, and Render Engine. XML Parser, an 
event-oriented parser based on the SAX (Simple Api 
for XML) model, validates the specified SMIL 
document and retrieves the embedded elements and 
attributes. Protocol Handler invokes the procedures for 
handling specific protocols such as HTTP/HTML, 
JPEG, WAV, and RTP MPEG. Finally, Render Engin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ppropriate rendering of different 
media objects. 
 

Table 4. The specification of an applet-based SMIL 
player in the content: sco.html 

 
<OBJECT classid= 
"clsid:8AD9C840-044E-11D1-B3E9-00805F499D93"  
WIDTH = 640 HEIGHT = 480 
codebase= 
"http://java.sun.com/products/plugin/1.3/ 
jinstall-13-win32.cab#Version=1,3,0,0"> 

  <PARAM NAME = CODE VALUE=SmilApplet > 
  <PARAM NAME = CODEBASE VALUE=.> 
  <PARAM NAME = ARCHIVE VALUE=sSmil.jar> 
  <PARAM NAME = SMILCONTENT VALUE=ppt.smil> 
  <PARAM NAME="type" VALUE= 

"application/x-java-applet;version=1.3"> 
  <PARAM NAME="scriptable" VALUE="false"> 
  <COMMENT> 
  <EMBED type= 

"application/x-java-applet;version=1.3" 
CODE=SmilApplet 
CODEBASE=. ARCHIVE=sSmil.jar 
WIDTH=640 HEIGHT=480  
scriptable=false pluginspage= 
"http://java.sun.com/products/plugin/1.3/ 
plugin-install.html"> 

    </EMBED> 
  </COMMENT> 
</OBJECT> 
 

 
 Since the SMIL-type resource is not supported 
by most LMSs, the approach of applet-based player 
provides a lightweight and feasible solution for 

augmenting the functionality of LMSs. If the SMIL 
standard were adopted by the SCORM society 
someday, the player could be embedded into 
APIAdapterApplet of LMS; this will definitely 
simplify the development task of SCORM contents. 
 
5. Experiment and Demonstrations 
 

The proposed SMIL-enabled e-learning system 
has been experimented on the ADL Sample LMS1.2 
environment.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the SMIL-enabled SCORM content package 
(shown in Table 1) is imported to ADL Sample LMS. 
Before importing, the conformity with the SCORM 
standard of SMIL-enabled content has to be validated. 
SCORM Version 1.2 Conformance Test Suite Version 
1.2.2 provides a simple tool for self-testing. The test 
suite provides conformance test from four options [6]: 
• LMS Run -Time Environment Conformance 

Test 
• SCO Run-Time Environment Conformance Test 
• Meta-data Conformance Test 
• Content Package Conformance Test 
Figure 3 shows the steps of successful tests of the 
proposed SMIL-enabled instructions against the 
conformances of SCO Run-Time Environment, 
Meta-data, and Content Package.  
 

 
Figure 3. Test SMIL-enabled content with Test Suite 

 
Following, the content can be imported to ADL 

Sample LMS as depicted in Figure 4. We choose the 
type of navigation control as “Flow” and this finishes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 Figure 5 illustrates the 
snapshot of browsing the SMIL-enabled content. 
 



 

 
Figure 4. The import the content package containing 

SMIL-enabled assets 
 

 
 

Figure 5.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MIL-enabled 
SCORM content on learner’s browser 

 
From the demonstrated snapshot, SMIL instructions 
are rendered on the learner’s browser nicely. One notes 
that the tree structure of the course content is listed 
clearly in the left-down frame as well. 
 
6. Conclusions and Future Work 
 
This paper proposed a SMIL-enabled asset model, 
which allows W3C’s SMIL documents can be 
embedded in a content. Rendering such assets on 
learner’s Web browser, a Java applet-based SMIL 
player is needed. To meet the reusability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we integrate the components of player 
developed in our previous work and SAX for parsing 
SMIL documents. The initial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an encouraging achievement. With SMIL-ability 
of assets, instruction contents could be more vivid and 
interactive. The proposed asset model is adherent to the 
SCORM standard thus can be sharable, reusable, 
accessible and durable. As far as the references 
surveyed, our work presented is the very pioneering 
study in the literature towards integrating SCORM and 
SMIL in e-learning. Based on the lessons learned in 
this study, the next research direction is to enhance the 

SMIL player so that more multimedia objects (for 
example, real-time streams) and more interaction (for 
example, real-time streaming control) can be provided 
in order to vitalize the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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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b-based application by VoiceXML 
service on the Internet is gradually accepted for 
human machine interaction because it provides the 
speech-enabled functionality and makes the telephone 
access a reality. However, it is not cost efficient to 
build voice only stand-alone web implementation and 
is more reasonable that voice interfaces should be 
retrofitted to be compatible or collaborated with the 
existing HTML or XML based web applications.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siders that the web site 
construction should be able to incorporate multiple 
access modes and the human beings can perceive and 
interact to either visual or audio response 
simultaneously. Under this principle, our research 
develops a new web based Mandarin dialog 
architecture which adopts XML-based browser, VoIP 
and VoiceXML to create user friendly interfaces for 
GUI and VUI. The user can either use the traditional 
telephone line, cellular phone connection, or even 
VoIP by personal computer to interact with the 
VoiceXML server, in the mean time, simultaneously 
browse the web content from the Internet and access 
the same document. The implementation prototype 
system shows excellent performance and can be 
easily constructed into large telephony database with 
web server for widely accessibility. 
Keywords: VoiceXML, XML, VOIP, STT, TTS 
 
1. Introduction 

 
Voice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VoiceXML) 

is an XML-based Internet markup language and can 
be utilized as the speech interface to enable telephone 
access to the Internet-hosted content. Users access 
VoiceXML by dialing the phone number of the 
application. From the user’s point of view, this phone 
numbers is the equivalence of the URL of the Web 
page. 

The major incentive of VoiceXML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desire of the telephony industry to make 
existing telephone networks a vital par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over dial-up 
connections is restricted by the slow speed bandwidth. 
However, broadband connection is under way but not 

matured enough to substitute the existing, proven, and 
highly tuned capabilities of Plain Old Telephone 
Service (POTS) [1].  

In a nutshell, VoiceXML unites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with the ubiquity of the telephone, making it 
possible for businesses to replace expensive, legacy, 
proprietary IVR (interactive voice retrieval) platforms 
with a unified architecture for delivering automated 
self-service from any telecommunication device. From 
the cost reduction point of view, VoiceXML 
applications have gained strong acceptance from most 
of the major voice call centers and many big 
corporations to improve customer service. 

In this study, we utilize the VoiceXML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tegrate voice recognition and 
synthesis technologies with markup languages, and 
incorporate voice and graphical interfaces into current 
web architectures.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ing: in Section 2, we explain how to construct 
the web-based Mandarin dialog system model in 
details. In Section 3, we demonstrate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with comment. Finally, we 
conclude our major findings with summary. 
 
2. The System 
 
2.1 System Design 
 

The system we proposed is platform independent. 
The key components involve the speech recognition 
(speech-to-text, STT), speech synthesis 
(text-to-speech, TTS), VoiceXML Browser, enterprise 
database, and 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 (JDBC). We 
briefly explain each component as following: 

STT: the basic framework of speech recognition 
includes voice input, detection of front point, 
extraction from feature parameter of voice signal, and 
sample comparison (such as hidden Markov model 
and Cepstrum) [2][3]. To convert spoken input to text, 
the computer must first parse the input audio stream 
and then convert that information to text output. The 
key determinants of speech recognition accuracy are 
speech input quality, environment influence and 
recognitio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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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S: TTS is made up of sentence analyzer, prosodic 
generator, syllable waveform database, and voice 
synthesizer [4]. TTS provides the ability of a computer 
to generate synthesized speech and “read out loud”. 
The computer must first parse the input text to 
determine its structure and then convert that text to 
spoken language output.  

VoiceXML Browser: The VoiceXML browser 
manages the dialog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user by executing audio prompts, accepting user 
inputs, and responding on the inputs. The action might 
involve interacting with a new dialog, fetching a new 
document, or submitting user input to the Web server 
for processing. The VoiceXML browser is a Java 
based application. The java console provides trace 
information on the prompts executed, resource files 
fetched and user input recognized. In general, 
VoiceXML browser provides a standard-based 
interface to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ASR), 
Text-to-Speech (TTS), Dual Tone Multiple Frequency 
(DTMF), call handling, and other technologies [5-7]. 

Enterprise Database: the design of the web database 
is an important topic recently. The common users can 
access the web server’s database through the web 

browser that provides the cross platform utilization 
capability. The web server can use either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CGI), active server page (ASP) or 
Java server page (JSP) to retrieve the database and 
return the result for the client browser. In terms of 
using CGI, it can’t share the program codes easily 
because it involves different language interface with 
high complexity. For Windows’ based operating 
systems, ASP has much better graphic user interface 
and can directly use Microsoft’s ActiveX object 
without extra work of data reformatting. Although 
ASP has some useful advantages and intends to 
integrate with different platform, the compatibility is 
still far less than the JAVA based applications. 
Therefore, our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s running 
under the Java Virtual Machine (JVM) with JSP as the 
interface language for the database communication 
because JSP has more elasticity, flexibility, 
compatibility and high performance with XM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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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the proposed 
web-based dialog system. With the collaboration with 
VoiceXML. (A)Web Server module (B)Telephony 
Server module [5][6]. 

JDBC: JDBC is a developing tool interface which 
was provided by Sun Microsystems Inc. Using this 
interface; the application can access the heterogeneous 
databases from different vendors as long as the 
appropriate JDBC driver is installed. Not only 
standalone single machine but also the server’s 
database will all have the wide extensibility if the 
program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the JDBC interface 
[8]. By considering the above-mentioned properties 
with high compatibility, our system decided to use 
JDBC interfac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so there will 
be little difficulty to meet future’s requirements.  

Web Server: Web Server module in Fig. 1(A) is 
located outside the telephony server (voice system 
module, Fig. 1(B)) and has general infrastructure like 
common used web server. Specifically, the web server 
receives an HTTP request from the client, and 
determines how to get the request information back to 
the client. This request could be static XML related 
files, or dynamic HTML document generated by CGI, 
Perl, ASP, JSP or JAVA servlets. 

There are three processing components which 
function in a loop in order to operate the enterprise 
database. The first one is the browser at the end user 
host, which is responsible to communicate the HTML 
information with the web server. The second one is the 
web server, which can be operated by Java Server 
Page (JSP) and JSP interpreter engine. Using JDBC 
driver to communicate with ODBC, the system can 
easily access the enterprise database directory from 
ODBC interface and JavaBeans technology. The last 
one is the enterprise database where the user's 
password and enterprise data can be retrieved from 
database files like Microsoft Access. 

 
2.2 Module Functionality 
 

The VoiceXML applications behave similar 



mechanics as the HTML applications. Rather than 
using Netscape or Internet Explorer as the browser, 
people will need third party voice browser in order to 
makes HTTP requests of Web servers and render the 
resultant markup. Fig.1 (B) shows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voice system. 

The user makes the phone call and the VoIP 
gateway turns the audio input from the telephone into 
IP packets, which travel over the network to the voice 
server. The voice server runs instances of the voice 
browser. When the VoIP gateway accepts the incoming 
telephone call, it finds a free instance of a voice 
browser to respond. That voice browser becomes the 
virtual person whom the user talks with. The voice 
browser executes audio prompts and synthesizes 
speech as directed by the VoiceXML. The voice 
browser accomplishes the dialog system as accepting 
input from the user, determining what the user has 
spoken and making the programmed reply. 

In this study, we construct a McDonalds food 
menu ordering system by using VoiceXML and define 
the proposed web based Mandarin dialog system has 
five major operational procedures. The first one, user 
dials the telephone number and the voice server 
answers the call and executes the pre-defined 
application. The second one is the voice server 
synthesizes a greeting message to the caller and 
prompts the caller with audio options. The third one is 
the caller can respond either by speaking or by 
pressing keys on a DTMF telephone keypad, 
depending on the types of responses expected by the 
application. After this step, the application makes 
proper response according to the caller’s selection. For 
example, the application might update the information 
in the database or retrieve information from the 
database for the caller. Finally, the caller terminates 
the dialog interaction at any time. 

The full func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steps: 

(1) Waiting / Ringing: the web-based Mandarin 
dialogue system integrates with VoIP gateway and 
inquiry system is always at this state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whol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which is waiting for the call dialing. TAPI can 
decide how many rings before picking up the 
phone calls and even whether to answer the call or 
not [9]. 

(2) Prompting: the application provides both 
web-based browser and text-to-speech audio reply 
to the caller. The caller can browse the traditional 
web page and listen the interactive Mandarin 
dialogue system simultaneously. 

(3) Answering: the application synthesizes the 
welcome message and asks the user to input either 
the personal PIN number or indicate as a new user 
for the system. If  

 

Figure 2. VoiceXML Application 
 

Figure 3. VoiceXML Par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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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XSL Transformation Processing 
 
there is the completion action of key pressing or the 
end of the speech input, it should automatically 
stop the welcome message and switch to the next 
stage. If the response doesn’t match the criteria 
defined by the application, the voice application 
can prompt the caller to enter the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again, using the same or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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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rasing. 
(4) Active: during this phase, the system continues to 

accept the input signals of DTMF or speech and 
prompts the caller with the next options. In the 
proposed system, we use the VoiceXML grammar 
and elements [10] to cooperate the dynamic voice 
application, like ASPs, JSPs or Java Servlet. We 
also use VoiceXML language to retrieve SQL or 
DB2 database through dedicated JDBC driver. 
System maintenance should be carefully designed 
here to monitor the control flow in order to avoid 
any unexpected conflicts. 

(5) Disconnected: whenever the caller hangs up the 
phone, the system should immediately turn off the 
connection, stop any previous request and switch 
to serve next phone call. If the user accesses the 
food menu ordering system through the browser, 
he can simply click the “Exit” hyperlink and leave. 
Besides, there should have some constraints to 
limit the number of wrong PIN number inputs or 
the unexpected long idle time and waiting time to 
disconnect the service in order to keep the whole 
system function smoothly. 

 
2.3. Implementation 

 
To build a flexible, cost-effective and compatible 

system with future extensibility under our proposed 
architecture [10], we survey the IBM WebSphere 
Voice Server SDK and Microsoft SpeechObject tool to 
create the voice application in VoiceXML [11-12]. The 
tested platform is the Window’s based personal 
computer but it should be easily to be modified for 
other platform. Figure 2 shows the prototype of our 
VoiceXML application. There are two major parts of 
the whole Web-based dialog system: The VoiceXML 
Browser and VoIP internet phone. The VoiceXML 
Browser provides traditional IE/Netscape browser and 
supports VoiceXML-format files to show in the 
browser. VoIP internet phone adopts virtual phone 
appearances in the left side of Figure 2. VoIP internet 
phone provides basic VoIP function, and user can use 
it to call mobile phone or campus extension numbers. 
Besides, there are TTS、ASR、VoiceXML Parser and 
XSL model in the VoiceXML application. 
 
2.3.1 VoiceXML Parser 
 

The VoiceXML browser needs to parse vxml 
pages. The vxml pages are essentially XML based 
documents. We develop our own VoiceXML parser by 
DOM technology. The input data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tree-structure-like model as shown in Figure 3. 
Use the VoiceXML parser to parse a VoiceXML page. 
After parsing the page should list the forms and fields 
from the page.  

The VoiceXML specification lists many tags. 
Although a complete VoiceXML browser 
implementation should support all the tags, we will 

implement only a sufficient sub-set. In particular, we 
will support the following tags: assign, audio, block, 
break, catch, choice, clear, disconnect, dtmf, else, 
elseif, enumerate, error, exit, exit, field, filled, form, 
goto, help, if, menu, meta, noinput, nomatch, option, 
prompt, property, record, submit, throw, value, var, 
vxml. 
 
2.3.2 XSL Transformation Processing 
 

XML Stylesheet Language (XSL) is an XML 
language that is used to transform a document from 
one XML dialect to another. A stylesheet written in 
XSL contains text templates and rules for how to 
merge the template text with content from an XML 
document. XSLT (XSL Transformation) is used to 
transform information from a presentation-neutral 
XML to XHTML, WML, and VoiceXML markup 
language. To transform a document, the XSLT 
processor is invoked with an XSL document and an 
XML document as input. The XSLT processor parses 
the XML document and then executes the XSLT 
document. When the XSLT processor encounters text 
that is not an XSLT directive, it copies the text to the 
output file. When it encounters an XSLT directive, it 
processes it (see Figure 4).The Web-Based Mandarin 
Dialog System prototype demonstrates an approach in 
which the static content is written in a content markup 
dialect. It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either HTML or 
VXML. The advantage of using this approach is that 
the static content is stored in one source file, which 
improves maintainability. 

 
 
3. Discussion 
 

As shown in Figure 5(a), whenever the user 
makes the connection to the system, he can simply 
enter the McDonalds web by pronouncing the correct 
keyword, for example: enter or exit. Then vxml pages 
will open the corresponding corporation main food 
ordering menu as shown in Figure 5(b). The system 
will display all the information including commodities 
items, price through vxml pages of the web browser at 
the user’s browser. In the McDonalds food ordering 
system, it offers four choices: Japanese hamburger, 
Korea hamburger, pie and cola. Users can speak the 
specific keyword to buy their needs as shown in 
Figure 5(c, d, e, and f). By filling the selection or 
ordering the item through dialog by VoiceXML, the 
system will summarize the purchase order and the 
whole voice dialog transaction follows the similar way 
as above mentioned. Figure 5(g) illustrates the user’s 
ordering information for a successful transaction. 
Figure 5(h) shows the screen when user exits the 
dialog system.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web-based Mandarin 
dialogue system is fully functioning for the English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LLs for Mandarin STT and 
TTS are constructed under verification stage,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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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soon be deployed in our system. To analyze the 
performance, capacity, and reliability from our 
experiments that we limit the maximum calls per 
second, maximum downloadable audio prompt files or 
VoiceXML pages and prompt barge-in latency. The 
whole innovated scheme illustrates that our integrated 
design is really suitable to build revenue-generating 
VoiceXML applications. 
 
4.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the web-based 
Mandarin dialogue system through the VoiceXML. 
The user can either use the telecommunication 
channels or VoIP by personal computer to access the 
voice server, simultaneously browse the information 
on the enterprise database through the Internet. This 
approach provides multi access mode of directory 
management scheme for customer service or business 
management. The prototype system showed high 
quality performance from the experiments and can be 
easily constructed into a large distributed telephony 
database and voice service provider (VSP) for widely 
accessibility. The techniques and methodology we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can be applied to many other 
applications by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friendly 
speech interface and extending to other language other 
than Mandarin,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human machin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5. References 
 
[1] Kenneth R. Abbott, “Voice Enabling Web 

Applications: VoiceXML and Beyond”, Apress,  
2001, pp.33-40. 

[2] Y.R. Wang, S.H. Chen, “Mandarin Telephone 
Speech recognition for Automatic Telephone 
Number Directory Service”, ICASSP, vol. II,  
1998,  pp. 841-844. 

[3] David Houlding, “VoiceXML and the 
Voice-Driven Internet”, Dr. Dobb’s Journal, April 
2001. 

[4] Thomas ball, Veta Bonnewell, Peter Danielsen, 
Peter Mataga, and Kenneth Rehor, 
“Speech-Enable Services Using TelePortal 
Software and VoiceXML”, Bell Labs Technical 
Journal, July-September 2000. 

[5] Min-Jen Tsai, Tien-Hwa Ho, “WWW and 
Tele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Service for 
Mandarin Automatic Personal Phonebook Inquire 
Dialogue System”, ICME 2000 conference in 
New York, USA, 2000. 

[6] “IBM WebSphere Voice Server with ViaVoice 
Technology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sion 1.0”, 
IBM Corporation. 

[7] Rick Beasley , Kenneth Michael Farley, John 
O'Reilly, Leon Squire, Kenneth Farley, “Voic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with VoiceXML”, 
Sams, , 2001, pp. 17-30. 

[8] Stephen Breitenbach, Tyler Burd, Nirmal 
Chidambaram, Eve Astrid Andersson, Xiaofei 
Tang, Paul Houle, Daniel Newsome, Xiaolan Zhu, 
Ian Tindales, “Early Adopter VoiceXML”, Wrox 
Press Inc., 2001, pp. 44-56. 

[9] Bob Edgar, “The VoiceXML Handbook: 
Understanding and Building the Phone-Enabled 
Web”, CMP Books, 2001. pp. 79-110. 

[10] Chetan Sharma, Jeff Kunins, “VoiceXML: 
Professional Developer's Guide”, John Wiley & 
Sons,  2001, pp.391-418. 

[11] “VoiceXML Programmer’s Guide, Version 2.0”, 
IBM Corporation. 

[12] Bruce Lucas, “VoiceXML for Web-Based 
Distributed Conversational Application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 Sep.2000, Vol.43, 
No. 9. 

 
 
 
 
 
 
 
 
 
 
 
 
 
 
 
 
 
 
 
 
 
 
 
 
 
 
 
 
 
 
 
 
 
 
 
 

 

 

 

 

 5



 

 
         

         
 

 

 
 

 

 

 

(a) (b)

   
     

 

(c) 
 

(d)

 

(e) (f)

 
(g) (h)

         
 Figure 5 

(a) The greeting information  (b)The main food menu  (c) The Japanese hambu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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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利用同步多媒體整合語言（SMIL）建置

多媒體有聲辭典，並且利用網際網路的環境達到分

散式合作編纂的目的。允許辭典編纂者透過網際網
路在任何時間地點線上更新資訊，並連結到辭典資

料庫作集中化管理。近年來台灣積極推廣鄉土語言

教學，教育部也正在進行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詞典編
輯計畫，字典辭典也成為鄉土語言教學重要的輔助

工具，但字典辭典的編纂經常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

及人力，相關專家也分散在各地，本研究提出結合
網路環境與多媒體技術，共同架構一分散式之有聲

辭典建置系統，希望透過分散合作的精神能夠迅速

建構一套有聲辭典，並將此雛形系統推廣至其他鄉
土語言辭典的編纂上使用，建立分散式合作編輯模

式。利用 SMIL技術將有聲辭典的呈現方式更加生
動活潑，進一步能支援多媒體檢索機制。 
關鍵詞：SMIL、客家語、有聲辭典、Collaborative 
Work、Multimedia 
 

Abstract 
 

This project is an online Chinese-Hakka 
Multimedia Dictionary development project 
integrating SMIL into electronic dictionary and 
seeking for collaborative efforts from developers on 
Internet. The project has developed as a web site 
providing Chinese-Hakka dictionary lookup serv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allowing a group of devotes 
users who registered themselves as Chinese-Hakka 
Dictionary developer to update and improve the 
content of the dictionary. All these services are 
accessible via WWW browser software. 
Keywords: SMIL、Hakka、Electronic Dictionary、
Collaborative Work、Multimedia 
 
1. 前言 

過去在編輯辭典或字典多半採用集中編輯的
方式，往往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及精力，隨著網路

科技的進步，共同合作的字典辭典編輯不但可以縮

短編輯時間，更可以讓許多瀕臨消失的語言再度復
活，分散編輯的特性可以結合各方不同的專家學者

或是家鄉嗜老，讓有熱忱興趣的人都可以共同參

予，因為懂得語言發音的不單單只是語言專家，其

實只要是常用該語言都可以說是該種語言的專

家。語言很重要的一項特性就是語音的部分，這些

不常使用的語言再推廣上的其中一項問題就是如
何去使用它、如何發音、如何應用。而這些語言專

家可能分散在台灣的各個角落或是世界各地，因此

本論文提出結合 HTML、TIME、SMIL同步多媒體
整合語言技術以及多媒體編輯工具，共同建置分散

式的有聲辭典編輯環境。透過此編輯環境，分散各

地的語言專家可以共同發展少數民族語言的有聲
辭典，並請具有權威之專家進行審核的工作或是在

網路上接受大眾的審驗。 
 
2. 相關研究 
2.1 線上多媒體字典研究計劃 
2.1.1 SAIKAM [1] 

SAIKAM為線上的日泰字典（Japanese-Thai 
dictionary），計劃成員為日本的泰國專家及學生，
此計畫提供線上共同整合介面編輯字典，可以在任

何時間地點利用瀏覽器進行資料更新。 
2.1.2 Multimedia Dictionary of American Sign 

Language [2] 
MM-DASL計劃是發展美國手語－英語

(ASL-English)字典，並利用 QuickTime技術將
手語的動作以影片展示，使用者可以利用英語

查詢到手語資訊並透過影片瞭解手勢動作。 
2.1.3 The Internet Dictionary Project[3] 
網際網路字典計劃（Internet Dictionary 

Project）自 1995年開始，提供全球資訊網上免
費的翻譯服務。 
2.1.4 The DICT Development Group[4] 
過去網際網路上使用Webster協定來存取自然

語言定義，Webster協定支援單一字典及索引典，
但無法支援大量的分散式字典資料庫，因此必須使
用 DICT協定提供存取多重資料庫與分散式字典服
務。 
2.1.5 WOMEN AND SOCIETY (WandS)[5] 

WandS計劃是由使用者發展免費使用的網
路百科字典計劃，主題是有關女性社會相關資

訊，是屬於持續性發展計劃。 
 

2.2 客家語相關研究 
臺灣的客家人由於來源不同，客語本身的腔調

也因地區而異。目前在台灣使用的客家語腔調，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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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分布的狀況，大致可分為四縣腔、海陸腔、大埔

腔、詔安腔等四種主要腔調，另外還有饒平腔、永
定腔在部分地區使用。 
2.2.1 線上客語有聲字典[6] 

由台大客家社製作，共收個中文字 9837 個，
四縣腔 11784個音，大埔腔 1119個音。資料來源包
括中原週刊社客語辭典、臺灣書局客語字音詞典、

梅縣方言字典、康熙字典、廣韻、大甲河風情系列
徐老師講古、Thomas Chin提供的資料檔及實地採
錄。 
2.2.2 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詞典編輯計畫[7] 

蒐集台灣客語次方言常用詞彙，建立客語詞彙

資料庫。編纂客語常用詞彙典，提供鄉土語言教學

之用。台灣客語次方言資料庫：分四縣、海陸、饒
平、大埔、詔安五種次方言，分別蒐集常用詞彙，

注明出處及使用頻次，預計每次方言蒐集 2萬條，
整理後可用部份約 1萬條，合計五萬條（保留相同
部份）。整理編纂客語常用詞彙典，依據使用頻次

高低列編，預計逐條分典源、注釋、說明、句例誤

用情形等體例加以編纂，預計收詞 5000條。 
2.3 多媒體整合技術[8] 
2.3.1 SMIL 

同 步 多 媒 體 整 合 語 言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Integration  Language，簡稱 SMIL，
發音為”smile”)是 XML 在多媒體的應用標準。
SMIL使得使用者可在Web上使用如同電視般的多
媒體畫面。SMIL 的特色在於容易學習使用，使用
簡單的編輯器即可編器 SMIL文件，使用者不需使
用複雜的 Script 語言或轉換內容格式即可產生豐富
又同步的多媒體內容；另外，SMIL也可包含聲音、
影像、圖片、文字及任何類型的媒體。SMIL1.0 於
1998年 6月 15日成為W3C的標準，SMIL2.0版的
標準草案也於 2001年 3月 1日公佈。[9] 
2.3.2 XHTML+SMIL[10] 

XHTML 結合 SMIL 技術是利用 XHTML 
Modularization [XMOD]整合 CSS styles，將時序控
制、動畫與多媒體資料附加在 XHTML文件中。 
2.3.3 HTML+TIME[11] 

HTML 結 合 TIME （ Timed Interactive 
Multimedia Extensions）可以將多媒體互動功能直接
加在 HTML文件中，讓 HTML增加時序及多媒體
展示功能，HTML結合 TIME是依據 SMIL技術文
件制定，將 SMIL功能直接在瀏覽器中（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5以上）展現，而不需要附加其他
軟體[12]。 

 
3. 系統架構 
3.1 人員 

系統中的人員主要分為四類，使用者、辭典編
輯人員、系統開發人員以及稽核人員 
3.1.1 使用者：來自世界各地對於客家文化有興趣之

使用者與學習者。 
3.1.2 辭典編輯人員：分散各地，透過瀏覽器編輯辭

典相關資料，並且錄製發音檔上傳。 
3.1.3 稽核人員：客語相關專業人員於線上審核辭典

內容及品質，或是由一般使用者來發現問題。 
3.1.4 系統開發人員：以 SMIL2.0為基礎開發相關系

統，提供給辭典使用者、編輯人員與稽核人員
使用。 

3.2 資料 
3.2.1 辭典詮釋資料（Metadata）：以下表說明之。 

 
表 3.2.1 辭典詮釋資料 

欄位名稱 代碼 說明 
客家語 Ha 客家語字詞 
解釋 Ch 客家語字詞意義及說明 
羅馬拼音 Rm 客家語之羅馬拼音 
國語注音 Sp 客家語之國語注音 
字詞發音 Pw 客家語字詞之發音檔 URL 
例句諺語 Ex 客家語使用例句或諺語 
例句諺語發音 Pe 例句諺語發音檔 URL 
 
3.2.2 發音檔：發音檔由編輯人員在Windows 平台上

自行錄製，由於檔案長度不會超過一分鐘，因

此只要利用簡單的錄音程式即可錄製完成。檔
案類型Wav檔或Asf檔，由編輯人員自行決定。 

3.3 系統分為四個子系統，分述如下： 
3.3.1 編輯子系統：編輯人員透過瀏覽器編輯辭典相

關資料，並且錄製發音檔上傳。 
3.3.2 查詢子系統：提供使用者透過瀏覽器作字辭典

查詢功能。 
3.3.3 展示子系統：將查詢結果分別利用 SMIL技術

與 HTML+TIME技術將資料呈現。 
3.3.4 稽核子系統：由專業人員負責資料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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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資料編輯

耆老 學者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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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典
Database

Metadata
(XML)

詞彙資料

使用者

Internet-Based Multimedia Dictionary
分散式網路多媒體辭典系統架構圖

 
 

圖 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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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程管理 
4.1 編寫詮釋資料：由專家分析客語辭典需求並編

寫詮釋資料。 
4.2 語音錄製：由辭典編輯人員負責錄製客家語發

音檔及例句發音檔，檔案格式可為wav檔或是
Asf檔，由辭典編輯人員自行決定，由於聲音
檔案不超過一分鐘，錄音工具可以透過
Windows 的錄音程式即可。 

4.3 編輯字典：透過網際網路在瀏覽器上編輯字
典，輸入客語、解釋、例句等相關資料，並且
選擇聲音檔及其他多媒體資料上傳。 

4.4 資料審核：資料上傳後即可在網路上觀看，審
核工作由專業人士或網路使用者加以審核，若
有錯誤或需補足之資料再通知辭典編輯人員

修正。 
4.5 字典查詢：一般使用者可以透過網際網路，直

接利用瀏覽器觀看多媒體呈現方式的有聲辭
典。 
 

語言專家

辭典查詢

專家

資料編輯耆老

學者

使用者

Internet-Based Multimedia Dictionary
分散式網路多媒體辭典編輯計劃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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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TEXT)

4.遠端專家利用

錄音設備錄音

5.利用網路瀏覽

器註錄資料並將
有聲資料上傳

語言專家

6.專家審核

7.提供網路使用

者查詢

 
 

圖 2. 作業流程圖 
 
5. 網路多媒體辭典的建置結果與特色 

本計劃之網路多媒體辭典將會持續性建置，並

且透過專家及網路使用者進行審查工作，猶如一部
活的電子辭典，不斷成長擴充，並且時時更新。 
5.1 網路辭典與多媒體設計結合的優點 

在我們學習語言時經常必須要了解字詞的發
音，特別是面對較少使用的語言時，會因為身旁週

遭已經少有人在說該語言，會讓學習者不知道該如

何去發音。因此，利用多媒體的方式呈現網路辭典
可以讓使用者更容易去學習語言。 

 
5.2 線上編輯的優點 

本系統是使用線上編輯方式可以讓辭典編輯

人員分布在各地，並且於不同時刻上網編輯資料。
透過網際網路在瀏覽器上編輯字典，輸入客語、解

釋、例句等相關資料，並且選擇聲音檔及其他多媒

體資料上傳。線上編輯同時也能夠實現持續性編輯
的理想，猶如一部活的電子辭典，不斷成長擴充，

並且時時更新。 
 

 
 

圖 3. 線上編輯畫面 
 
5.3 以 HTML及 TIME 技術實行 SMIL多媒體呈

現技術的優點 
SMIL同步多媒體整合語言是一種 XML-based

的標記語言，其主要的目的在於讓 web developer
不需使用複雜的 Script 語言或轉換內容格式，即可
很快的學會，並且使用 SMIL來製作網頁，包括文
字、圖片、動畫、影片等媒體都可以輕鬆的利用
SMIL來規劃製作。SMIL主要的觀念是在單一 time 
line 上，把所有媒體做適當的布置與同步化。同步
多媒體整合的另一種實現方式為結合 HTML 及
TIME 技術，可以很便利地將資料整合成為多媒體
呈現畫面，讓網路辭典自動依序出現文字、解釋以

及字句發音等等，還能夠整合圖片及影片等多媒體
資料，將所有的資料一併整合，使用者則無須另外

執行撥放程式。 
實作範例（HTML+TIME） 

<html xmlns:t ="urn:schemas-microsoft-com:time">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big5"> 
<meta http-equiv="Content-Language" content="zh-tw"> 
<meta name="GENERATOR" content="Microsoft FrontPage 4.0"> 
    <meta name="ProgId" content="FrontPage.Editor.Document"> 
    <title>客家語有聲辭典</title> 
    <style> 
        .time {behavior: url(#default#time2);} 
        p { font-family:arial; color:black; font-size:10pt } 
        div { font-family:arial black; font-size:12pt; color:black } 
        vlink { font-family:arial black; font-size: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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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black } 
    </style> 
</head> 
<body> 
<?import namespace="t" implementation="#default#time2">                                                         
<t:img class="time" begin="0s" dur"2s" src="images/hakka.gif" 
id="logo" style="position:absolute; top:15px; left:220px" 
width="346" height="126" />                                   
<t:img class="time" begin="0s" dur"2s" src="images/xhtml.gif" 
id="logo" style="position:absolute; top:15px; left:600px" 
width="20" height="8" />                                   
<div class="time" begin="2s" dur="-1" id="presents" 
style="position:absolute; top:150px; left:220px"  font-size:12pt>                                   
<t:transitionFilter begin="presents.begin" dur="1" mode="in" 
type="fade"/>                                   
<t:transitionFilter begin="presents.end-1" dur="1" mode="out" 
type="fade"/>                                   
<b>客家語：緊行緊遽</b> 
</div>    
<t:audio class="time" id="audio" src="audio/play.wav" begin="2s" 
dur="indefinite" />                                       
<div class="time" begin="4s" dur="-1" id="presents" 
style="position:absolute; top:150px; left:220px"  font-size:12pt>                                   
<t:transitionFilter begin="presents.begin" dur="1" mode="in" 
type="fade"/>                                   
<t:transitionFilter begin="presents.end-1" dur="1" mode="out" 
type="fade"/>                                   
<b>客家語：緊行緊遽</b> 
</div>    
<t:audio class="time" id="audio" src="audio/play.wav" begin="4s" 
dur="indefinite" />  
<div class="time" begin="5s" dur="-1" id="presents" 
style="position:absolute; top:200px; left:220px; font-size:12pt; 
color:gray">                                   
<t:transitionFilter begin="presents.begin" dur="1" mode="in" 
type="fade"/>                                   
<t:transitionFilter begin="presents.end-1" dur="1" mode="out" 
type="fade"/>                                   
<b>詞語解釋：越走越快</b>  
</div>                                   
<t:par>                                   
<t:audio class="time" id="audio" src="audio/s3.wav" begin="7s" 
dur="indefinite" />     
<t:audio class="time" id="audio" src="audio/s3.wav" begin="12s" 
dur="indefinite" />                                        
<div class="time" begin="7s" dur="-1" id="sculpture" 
style="position:absolute; top:250px; left:220px; z-index:6">                                   
<t:transitionFilter begin="sculpture.begin" dur="1" mode="in" 
type="fade"/>                                   
<t:transitionFilter begin="sculpture.end-1" dur="1" mode="out" 
type="fade"/>                                   
例句(諺語)：賊仔緊行緊遽                         
</div>                                   
</t:par>                                   
<div class="time" begin="16s" dur="-1" id="sculpture" 
style="position:absolute; top:300px; left:220px; z-index:6 
font-size:12pt; color:deepblue">                                   
<t:transitionFilter begin="sculpture.begin" dur="1" mode="in" 
type="fade"/>                                   
<t:transitionFilter begin="sculpture.end-1" dur="1" mode="out" 
type="fade"/> 
客語發音：<a href="audio/play.wav">緊行緊遽</a><br> 
例句發音：<a href="audio/s3.wav">賊仔緊行緊遽</a><br><p> 
<a href="index.html"><img border="0" 
src="images/home.gif"></a><br> 
</div>  
</body>                                   
</html>   
 

 
 

圖 4. 多媒體呈現畫面 
查詢到客家語[膨風]時，會依序出現(一)客家

語：膨風；(二) 膨風的客語發音；(三)詞語解釋：
吹牛，誇大不實；(四)例句諺語：你很會膨風；(五) 
例句諺語的客語發音；(六) 客語發音及例句發音的
超連結。 
 
5.4 彈性檢索功能 

本系統提供關鍵字詞查詢、羅馬拼音查詢、熱

門字詞查詢以及詳盡的查詢範例解說讓使用者可
以很方便查詢到所需的字詞以及發音。 
 

 
 

圖 5. 資料查詢畫面 
 
5.5 結合專家學者與網路使用者多重審查的優點 

在字辭典開發過程中，校對審查往往耗費大量
的時間人力，因此本計劃也將提供線上資料更正的

服務，讓專家學者進行審查工作，同時也讓一般網

路使用者也可以提出更正建議。 
 

6. 結論 
語言學習過程中字辭典是相當重要的工具

書，不常使用的語言更需要配合字詞發音才能夠讓

使用者迅速且有效率地學習，但對於這些語言來說
要編撰一套有聲辭典會受制於時間與空間的限

制，採用本計劃的編撰系統可以方便特殊語言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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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典編撰，特別是相關的語言專家分布各地時，透

過網際網路可以達到分散編輯的目的，結合多媒體
技術則可以讓聲音影像附加在字辭典中，使用者可

以很方便地瀏覽查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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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效的多媒體討論區機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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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激發學生高層次、批判性的思考，一直是

所有老師教學努力的目標，非同步線上討論區

(Asynchronous Computer Discussion Board)是一個

非常良好的互動工具，且不受時間限制，但如未能

結合適當多媒體介面與學習理論對學生加以操控

誘導，整個討論區功效將大打折扣。目前討論區都

只提供文字介面，也就是不管在發問或回答上，訊

息都只能以文字來呈現，缺少相關輔助說明，有時

彼此會雞同鴨講，反而降低學習意願，導致整個討

論不夠熱絡，造成討論區的成效不彰。 

本研究在開發新型態的多媒體討論區，將原有

的文字型態討論區中，加入非常容易使用之錄音與

繪圖介面；利用錄音介面，學生或老師可以口語作

為輔助說明，不僅有趣且有助於釐清主題，對打字

慢者亦可利用此介面來提高他加入討論區意願。另

外提供類似小畫家之線上繪圖板，可直接於瀏覽器

中貼上圖片，再行修改、塗色、剪貼、或加註文字。

如此張貼於討論區中的訊息有了圖片與語音的搭

配，即可將問題或解答更清楚的呈現，不僅可激發

學生之參與程度，而且有助於問題的深度討論，讓

此多媒體討論區更適合作為一種心智工具(mind 

tools)。 

關鍵詞：多媒體、討論區、非同步遠距學習、心智

工具 

 

1.前言 
學習型態為了順應網際網路（Internet）時代潮

流，已逐漸由在傳統教室上課的方式，發展出另外

一種在網路上的虛擬教室，此種虛擬教室無須將學

生於同一時間集中於同一地，有助於改善傳統教室

諸多限制。但網路上的虛擬教室卻也引發師生互動

不足、平時評量難以實施等困擾。 

針對學習上師生互動不足所提出的解決方案

之一即為「討論區」，特別是台灣學生較為保守內

向，往往不敢於課堂上發問，而網路上之討論區無

現場面對面之壓力，對學生來說較敢於提出問題，

其中非同步討論區對學生來說因有較多時間針對

問題思考，故較適合作為心智工具(mind tools)。 

但目前一般討論區在提出問題或解答時都只

提供純文字介面，就類似 BBS 上的電子佈告欄，

使用者可鍵入任何問題，但如有人欲回覆時，往往

因無圖片配合誤解了原問題之內涵，甚或發生雞同

鴨講的窘況，如能提供一個線上繪圖板，讓使用者

可於瀏覽器中輕易貼圖、修改、加註等，最後上傳

存於伺服器中，必可減少上述之窘況的發生。再者

如問題較為繁雜而打字速度又慢者，如能有一線上

錄音介面配合作為說明，必可提高他人加入討論區

的意願，同時聲音的音調高低、音量大小，間接代

表其喜怒哀樂，也助於瞭解彼此的意見與問題，進

一步進行深層的溝通。 

線上討論區雖說可提升師生同儕互動，但仍需

給以適當操控誘導，方能引導學生進行高層次、批

判性的思考，否則討論區的內容將乏善可呈。目前

BBS 上的討論區大都缺乏此類機制或不夠完善，

如能結合學習理論加以誘導，將可刺激學生進行高

層次、批判性的思考。 

 

2.文獻探討 
以下將針對非同步討論區，與其對心智工具和

輔助教學的影響來探討。 

2.1非同步討論區的分類 

以電腦為媒介的非同步通訊中 (CMC，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依其通訊對

象可分為一對一、一對多與多對多三種型態

(Jonassen，1996)，以下我們將探討每一種型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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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及優缺點： 

(1)、一對一(One-to-One)： 

此一型態是利用電子郵件(E-Mail)傳送訊息以

便進行非同步式之交談。但如要加入圖片或聲音等

其他媒體，則往往需以附件的方式傳送，所以無法

在網頁上呈現與其它人共享，另外缺少同儕互動，

所能獲取資源也僅限於單一人，都是其較不易克服

缺點。 

(2)、一對多(One-to-Many)： 

這一類討論區的做法是個人將其訊息張貼於

BBS(Bulletin Board Service)站中的佈告欄上或讀

取其他人之留言，來尋求任何上站者之支援，中山

大學的福爾摩沙 BBS 站就是典型的代表作。但這

一類的討論區都只能以文字來說明或答覆，無法提

供相關的圖片或聲音等媒體配合，無法張貼較複雜

的訊息。 

(3)、多對多(Many-to-Many )： 

Hiltz(1986)定義了所謂多對多的討論區是許

多對某一主題有共同興趣的人所行成的討論群，而

欲構成多對多的討論區有三種技術：E-Mail、

BBS、特殊會議通訊軟體。第一種做法是在 E-Mail 

Server上建立一個特殊群組帳號，只要將郵件寄到

這一個群組帳號，則群組內每個人都可收到此一信

件；回覆時亦可回覆給此一群組帳號，讓群組內所

有人都收到，或單獨回覆給原發信者，目前台灣

Linux User Group就是利用此一方式建構所謂的通

信論壇。 

第二種 BBS 的方式在技術上與前述之一對多

型態可說沒有差別，最大不同是多對多的討論區中

的使用者有非常強烈的企圖心希望將討論區建成

一個虛擬教室(Virtual classroom)，所謂的虛擬教室

乃是指位於電腦系統中的通訊與學習的空間，其互

動性不亞於傳統教室者(Jonassen，1996)。國內各

大學 BBS上的所謂精華區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種是利用特殊的會議通訊軟體，目前幾乎

都已被Web介面的討論區或 BBS所取代，故可省

略不討論它。 

 

2.2使用非同步討論區作為心智工具  

所謂心智工具(mind tools)泛指任何可激發學

生高層次思考(high order thinking)之工具或應用程

式。對同步式討論區而言，使用者所回應的往往是

第一時間的想法或直覺，這種訊息往往是較粗糙，

或無相關證據令人難以信服(Jonassen，1996)，但

其時效性是最佳的，幾可比擬教室中的面對面互

動；而在非同步式中，學生在讀到一則訊息時，可

先決定是否要回覆該訊息，如欲回覆則會構思應如

何回覆，並且也會去思考緊跟著而來的許多贊成或

反對意見應如何反應(Jonassen，1996)，所以牽涉

到許多分析性、自我反省性的思考與判斷。

Harasim(1990)更發現學生在非同步討論區會比面

對面(或電話)交談更能反思而認清自己。 

利用非同步討論區作為心智工具會具有下列

的優點： 

l 教育最主要目的在使年輕一代社會化

(socialize youth)，這一過程典型上都是在一封

閉區域中進行，但如今透過電腦網路，可使

此一過程從封閉區域擴展到城市、國家甚至

整個網際網路世界。 

l Hiltz(1986)發現大多數人都喜歡當一匿名

者，以減少個人恐懼感。而非同步討論區中

因為是透過電腦網路通訊，所以根本沒有面

對面的恐懼壓力，更可讓學生主動發表言論。 

l 非同步討論區的時間獨立特性使得學生可自

行斟酌可用的時間來構思自己想法，最後再

行回覆。 

l 在非同步討論區中學生可能會因意見不同而

發生爭執，但卻不會爆發激烈衝突。這對生

性較內向、害羞、敏感者有非常大的幫助。 

l 在與傳統教室相比較時，Harasim(1987)、

Winkkelmans(1988)發現教師需發費 80%心力

作些口頭交談，但在非同步討論區中僅需

10%~15%。所以老師能有更多時間從事發展

試卷、總結內容與觀念釐清等工作，使教學

品質更加提昇。 

但使用非同步討論區作為心智工具亦有它的

諸多限制，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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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技術層面較複雜，若無適當教導，學生在幾

次操作失敗後就不願意使用。 

l 欲激發學生高層次思考，必須有適當的題目

作為討論的主軸，所以若老師未適當參與則

無法達成目標。 

l 討論區的成員往往會因生活習慣甚或時間

差，導致回應延遲，無法在學生興趣高昂時

適時再增強其學習意願，殊為可惜。 

所以欲成功的使用非同步的討論區作為心智

工具需注意操作介面應盡量友善具有親和力，更重

要的是教師需拋出適當的問題激發學生高層次的

思考，並適時介入討論過程避免流於閒聊。 

 

2.3多媒體輔助教學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核心概念是以知識領

域為主幹，運用電腦科技結合合適的學習理念，輔

佐知識領域的學習，並控制學習者個別化學習環境

的教學課程(王立行，民 81；溫家榮，民 87)。 

傳統教學中教師是學習材料主要來源，雖然學

生也在團體內接受教學，但通常都是獨自學習(劉

秀嫚，民 87)，缺乏與同儕互動機會，因而無法獲

得同儕幫助。缺乏學習同伴，容易喪失學習興趣和

動機，且在面對較艱深之課程內容時缺乏了即時討

論的機會與對象，使學習過程遇到障礙而停頓(孫

春在，民 84)；Johnston & Driver(1990)建議，應該

讓受試學生有機會把自己的觀念呈現給其他同

儕，並藉由經驗交流反思自己的想法，幫助別人明

白他的想法，進而一同了解新觀念的意義。 

互動式多媒體已被教育科技專家認定是提昇

教學效果最有利的輔助媒體之一(黃清雲，民 83)。

根據陳彙芳(民 87)的研究發現，在有限的時間下，

不同的感官模式組合在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其中

單一視覺+聽覺會有較好的效果。而蔡輝龍(民 87)

在以彙總研究探討多種媒體呈現方式對學習成效

的影響之研究結果中指出，進行學習過後一段時

間，再量測學習成效，發現使用文字圖例和文字動

畫的學習者，較單用文字媒體的學習者，可擷取較

多相關資訊。 

 

3.研究目的 
經由上述的探討，我們決定將原有網頁上之文

字型態討論區加入下列的功能，期盼提昇學生發表

意願，將原本屬於教室中的師生同儕互動，不限時

段的延伸至電腦網路中。也結合適當學習理論發展

些討論區的操弄機制，使得參與討論的學生深具榮

譽感，達成激發他思考的目的。 

(1).可直接於瀏覽器上執行，且非常容易使用

之錄音介面，讓老師或學生在張貼訊息時都可立即

加入語音作為輔助說明，除可提高回應效率外，也

期望提高整個學習過程中學生參與討論之程度。 

(2).可直接於瀏覽器上使用的繪圖板，以便在

張貼訊息時都可立即貼上新圖片、修改舊圖片或加

註文字作為配合說明，期望能提高討論區中訊息的

價值。 

(3).每一則訊息可由自己附上 Garrison學習階

段圖示，期望激發學生榮譽感，並促使其進行高層

次、批判性之思考。 

 

4.設計理念 
4.1利用討論區促進師生同儕互動  

不論是傳統教學(或網路學習)，教師(或網站)

是所有學生學習來源，但是因為師生及同儕互動欠

缺，所以學生雖在此一環境內接受教學，但通常都

是獨自學習，在面對較艱深或不懂之課程內容時，

因缺乏了即時討論的機會與對象，使學習過程遇到

障礙而停頓。但面對面的溝通已被證實不如電腦通

訊，所以網頁型式的討論區可說是學生彼此交換意

見、思想和感覺，進而引導出新觀點的最好工具。 

但現有討論區普遍在人機介面上都只提供純

文字介面，也就是都只能以文字來說明，缺乏其他

適當媒體的配合，往往使得整個討論區不甚熱絡，

根據研究發現，在有限的時間下以單一視覺+聽覺

的感官模式組合會有較好的學習成效。所以討論區

中在張貼訊息時應善用電腦多媒體特性，使用文

字、圖例及語音說明，定較單用文字媒體的學習

者，可擷取較多相關資訊。所以我們根據此一基本

理念，設計了此一新型態的多媒體討論區，期望真

正落實互動學習與虛擬教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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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加入語音與圖片介面作為訊息的輔助說明 

目前老師的角色除了提出良好的構想外，還必

須能將心中構想透過網路工具呈現出來，因此溝通

介面環境就變得非常重要。而多媒體架構可解決以

往文字介面所無法呈現的完整構想資訊。M.Fessd

認為:人類資訊 65%來自眼睛，25%來自耳朵，其

餘 10%則來自其他感覺器官(范成偉，1998)。 

目前 BBS這一類的討論區都只能以文字來說

明或答覆，無法提供相關的圖片或聲音等媒體配

合，如要張貼較複雜的訊息，往往都是超連結至另

一網頁，但如此一來就失去了討論區資源集中的優

點。有鑑於此，我們在原有的文字討論區中加入了

線上繪圖板，如此有圖片加以配合，不但可減少文

字敘述且更易釐清癥結所在。 

此外對於打字較慢者若能將說明錄音下來，再

由其他使用者點選來收聽，則可縮短其輸入時間提

高效率，也可增加些新鮮感。所以，我們將原有的

Windows Media Encoder錄音介面加以簡化含入於

網頁中，讓使用者能線上即時錄音，作為另一媒體

的輔助說明。 

 

4.3 適當操控機制讓討論區成為一個成功的心

智工具  

線上討論區雖說優於面對面的互動，但仍需給

以適當操弄誘導，方能引導學生進行高層次、批判

性的思考，以提昇討論區內容品質。所以我們在此

次的討論區中加入了兩個機制。 

第一、只有老師才能提出(張貼)新訊息，學生

只能針對老師或其他學生的訊息作回應，因為拋出

一個良好的問題，可促進往後學生的回應的意願，

並能刺激學生作出許多分析、歸納、比較動作。 

第二、加入適當圖示激發學生競爭慾望。

Garrison(1992)認為欲達成高層次、批判性思考，

應有五個階段，階段1與 2為問題釐清與定義，階

段 3 與 4 為問題探索，階段五為問題整合。Lynn 

aylward & Gregory mackkinnon(1999)曾根據此一

理念在該校的線上討論區上，要求每位學生在張貼

訊息時需根據表(1)謹慎思考，自行將自己的訊息

定位，然後系統會在每則訊息上給予不同圖示，最

後在討論結束時老師會斷定是否吻合，結果發現半

數以上學生在上傳訊息前會利用此一圖示作自我

評斷。此次研究中，我們更加入了兩了圖示來代表

訊息中是否有含有圖片、語音的搭配說明，讓討論

區中的成員更容易對訊息的價值作一判斷，達到競

爭、角色扮演的目的。 

表 1.  Garrison思考階段圖示 

文章型態 搭配圖示 Garrison思考階段 分數 

回謝確認  問題釐清與定義 1 

提出問題  問題釐清與定義 1 

相似比較  問題探索 2 

對照反辨  問題探索 2 

評估定位  問題探索與評估 2 

演繹類推  問題探索與評估 2 

歸納結論  問題探索與評估 2 

細部澄清  問題探索與評估 2 

因果推論  問題探索與評估 2 

 

5.多媒體討論區系統建置 
5.1系統功能架構 

系統功能架構如圖(1)，有三種 Web 人機介

面，所有功能都可直接於瀏覽器上執行，讓使用者

可於單一畫面中完成所有動作，不需再利用其他的

輔助軟體，最後所有媒體資訊會上傳至伺服器，方

便日後查詢與複習。學生可直接於瀏覽器上輸入文

章主旨、內容、並根據Garrison思考階段挑選文章

型態；其次利用線上繪圖板，貼上適當圖片說明，

最後利用線上錄音錄製輔助的語音說明，詳細步驟

可參考下面小節的說明。 

 

 
圖 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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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顯示介面  

首頁分成上下兩個視框(frame)，上半部以樹狀

結構呈現討論區中的留言，並在每一則訊息主旨前

鑲入了適當圖示來代表該訊息的 Garrison 思考階

段，以及其中是否有含有圖片、語音的搭配說明，

見圖(2)。當使用者點選某一訊息後馬上可在下面

視框中得知此一訊息內涵及所附圖片，同時用簡化

的Windows Media Player介面聽取語音說明，見圖

(3)。 

 

5.3線上錄音介面 

回覆訊息時整體操作介面如圖(4)，左半部是

文字輸入介面，學生於此輸入文章的主旨、Garrison

思考階段等；右半部是本研究加入的線上錄音與繪

圖板介面。考慮到網路頻寬的限制，在錄音部分我

們是用串流的WMA檔案，如此一來就可以照使用

者的個人頻寬來調整壓縮的品質、大小，設計上我

們只保留了Windows Media Encoder的錄音部分，

並將其包裝於簡易的網頁介面中，讓使用者可即時

線上錄音無須跳離原視窗去操作複雜的 Windows 

Media Encoder。此外使用者也可先行將語音錄製

好存檔後再上傳。 

 

 
圖 2. 首頁上半部：訊息呈現 

 

5.4線上繪圖板  

我們將自行開發的繪圖板嵌入網頁中，如此使

用者可直接於瀏覽器中及時複製別人訊息中的圖

片，再加以修改、加註文字等，或直接貼上新圖片。

此外使用者也可用離線方式作業，也就是先行用自

己熟悉的繪圖軟體將圖片檔存好，再上傳即可。如

此張貼於討論區中的訊息就有了圖片與語音的搭

配，使問題或解答更清楚的呈現，見圖(5)。 

 

 

圖 3. 首頁下半部：訊息內涵 

 

 

圖 4. 回覆信息時整體操作介面 

 

 

圖 5. 線上錄音與繪圖板操作步驟 

 

善用此一線上繪圖板可有效激發學生進行高

層次思考或各種學習策略；例如英文老師可利用此

一線上繪圖板，標示句子整體聲調，再配合語音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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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宛如真人在旁，當然學生也可錄製自己聲調來

跟老師的聲調比對，作為發音的改進。數學老師可

利用此一線上繪圖板，將數學解題的步驟詳列於網

頁上，也可利用接力方式讓同組學員依序列出下一

解答步驟，達成所謂合作式學習。換句說，其功能

就如同教室中的黑板，所能發揮的功用就看老師是

如何的運用了。 

 

6.初步結論 
我們以同一班級中四十位修習 Visual Basic程

式設計的學生進行教學測試，最後實施簡易的問卷

調查與訪談，統計結果如下： 

 

表 2. 對學習成效影響 

進步非常多 很有進步 有進步 稍有進步 沒有進步 

16% 20% 34% 26% 4% 

 

表 3. 使用的滿意度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36% 24% 30% 8% 2% 

 

在學習成效上，有 70%學生認為如能勤於參與

討論，則學習成效會有相當幅度的進步，根據討論

區上所張貼訊息得知，最主要原因應是可從錯誤範

例中的解答，得知自己程式的錯誤所在。另外因為

有線上繪圖板可抓下程式執行時的錯誤畫面，線上

錄音省卻老師鍵盤輸入，都有助於老師或同儕幫其

解決問題，應也是相當重要因素。 

使用的的滿意度上有 60%學生都很滿意，而根

據訪談的結果，屬問題解決者都屬於很滿意一群，

其餘則不盡相同，滿意的原因在於繪圖與錄音介面

可加快回應速度，另外Garrison圖示也讓程度好的

學生與有榮焉。同時幾乎所有學生都對線上錄音抱

持非常感興趣的態度，雖然課堂上錄音者不多，但

課後錄音者卻蠻多的，經訪談得知其原因是新奇且

介面非常簡單易操作，而課堂上錄音者少，是旁觀

者眾擔心被取笑，所以利用回家時自己獨自錄音。 

另外學生反映有時需貼上連續畫面，但線上繪

圖版卻無法接圖；有人回應訊息時無適當即時知會

機制；不能彙整討論區的文章到個人網頁中等，都

是相當寶貴意見，留待往後繼續改進。但整體看來

設計的目的與理念都已有具體成效。 

 

7.結語 
許多研究都已證實非同步討論區是一個非常

良好的師生同儕互動環境，如能加入適當操控機

制，更是一個良好的心智工具，此次所發展的多媒

體型態討論區，在觀念上可說非常有創意，不但符

合多媒體電腦教學理論，更將學習理論結合於討論

區誘導機制中。加入聲音與圖片介面，使師生的回

應速度加快，活絡整個討論區；利用簡單的圖示使

學生能思考自己在團體中的定位，更能刺激學生批

判性、高層次的思考能力，真正發揮了討論區的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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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系統資源管理之分散式非同步網路教學平台之設計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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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在分散式網路教學平台

Asian-Mind 裡提出並建構了一個系統資源管理機
制，將課程內容快取到靠近學習者所在地的影音伺

服器，並限制同時瀏覽影音課程教材學習者數目，

以確保影音教學之品質。Asian-Mind是一個學習管
理和教學系統平台。此教學平台可提供分散式教學

課程。它提供一個可以管理所有種類的多媒體教

材，如影像、聲音、文字和 flash等等的彈性架構。
為了能夠在課程內容存取上有較好的品質，連續的

影音課程內容會以課程內容存取之受歡迎程度為

依據，分散快取(cache)儲存到各個靠近學習者的課
程影音伺服器裡，我們並利用 Asian-Mind的允入控
制機制(admission control)來保持影音課程的瀏覽品
質。目前 Asian-Mind網路學習平台跨越了實踐大學
台北及高雄兩個校區、輔仁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以

及使用中華電信公司上網的用戶四個區域，提供了

十二門選修課程。 
關鍵詞：非同步遠距教學，內容快取 (content 
cache)，允入控制(admission control)。 
 
1. 前言 

 
傳統的學習乃以授業者為中心，由於知識存在

於授業者，因此學習者必須配合授業者所安排的上

課"時間"及"地點"。而遠距教學從同步式的遠距教
學模式進展到非同步的教學模式，不僅打破了教學

活動的"地點"限制，也進而打破了"時間"限制。此
種以學習者為教學中心的非同步式遠距教學，把課

程知識數位化後存放在電腦中，藉由網路無遠弗屆

的傳播能力，將知識帶給大眾。以前受限於網路頻

寬的因素，課程內容的數位化多以聲音及文字資料

為主，但近年來由於影音壓縮技術的發展，和網際

網路(Internet)的日益盛行，網路頻寬由原本的撥接
14.4K到 56K，進而進展到現在的寬頻 ADSL及
Cable Modem，使得影音課程的數位化及網路傳播
逐漸變得可行[1],[2],[3]。 

雖然市面上有許多網路教學的平台，但顧及各

校發展的特殊性，我們選擇自行開發的方式。網路教

學平台並不能只考量教師及學生的關係，也要將教學

相關的行政工作虛擬化，因此網路教學平台就必須與

目前學校的校務資訊系統作結合，自行開發的方式顯

得更加重要。 
最近雖然有非常多的作者及公司提出了許多

非同步網路教學平台[4][5][6][7]，而且網路頻寬和
儲存容量也隨著科技的進步而有很大的進展

[13][14][15]，但是對一個必須讓許多使用者在任何
地方都能進入系統，並提供許多課程供其進行學習

的網路教學平台而言，儲存設備容量及網路頻寬等

系統資源問題仍然十分嚴重。例如一門三學分的遠

距教學課程，若其視訊串流(video streaming)品質是
100 kbps，大約需要 3Gbytes的儲存容量，以目前
adaptec公司最高等級的磁碟陣列 Adaptec SCSI 
RAID 5400S[13]的規格而言，可以置放 60 顆 
SCSI 硬碟，而目前一顆 SCSI硬碟最高容量可達
60Gbytes[14]，所以目前快速儲存設備所能容載的
課程數為 1,200門三學分的影音課程內容。按照教
育部的規定，遠距教學的學分比例不得超過全部畢

業學分的 1/3，中等規模以上的大學每一學期總共
開課數目均在 5000門課以上，1,200門課的容量只
能容納其中的一部份，因此我們不可能將所有遠距

教學課程的影音資料都放置在單一的高速儲存設

備 (如：磁碟陣列) 裡。另外現在校園網路雖然都
是光纖網路，然而網路頻寬仍然是網路教學應用上

主要的問題。目前在校園內的網路規劃，均會架構

一個 Gbits的骨幹交換器(core switch)，然後由此骨
幹交換器再分支到校園各主要大樓的區域交換器

(local  switch，也是 Gbits 的 switch) ，再由這些
區域交換器透過集線器(hub)連接到各各上網的電
腦。如此的規劃，的確能提供大量的網路頻寬及網

路流量分隔，然而儲存課程的伺服器通常都會直接

接到骨幹交換器上，以前伺服器的網路卡(NIC，
network interface card)都是 100Mbps，今年開始，許
多廠商開始提供 1Gbps的網路卡[15]，然而相對伺
服器讀取資料的速度而言(如之前所提 Adaptec 
SCSI RAID 5400S能提供 4 channel Ultra 160，總讀
取速率 4×32Mbytes/sec)，伺服器連接骨幹交換器
的網路頻寬，可能就成為整個系統的瓶頸所在。再

加上因 protocol overhead、network collision等因
素，對於 GBits的網路而言，有效的資料傳輸率是
遠遠不及這個數字的。以目前大學的學生數均在萬

人以上，我們的教材傳輸速度為 100kbps左右，能
夠同時間接受同學進入這個教學平台的人數是有

限，當過多的學生湧入時，為了使已進入系統的同

學能維持原來的影像品質，允入控制(admission 
control)是有需要的。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在分散式網路教學平台

Asian-Mind裡提出並且建構了一個系統資源管理機
制，將課程內容快取到靠近學習者所在地的影音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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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器，並限制同時瀏覽課程教材的學習者數目。

Asian-Mind是一個學習管理和教學系統，無論你的
課程內容是自己設計或是向其他教材提供者購買

的，它都可以讓你完全地整合。此網路教學平台可

提供分散式教學課程，使學習者或教學者只要連接

上網路，他們都可以進入這個平台。它提供一個可

以管理所有種類的多媒體教材，例如：影像、聲音、

文字和 flash等等的彈性架構。為了能夠在內容的存
取上有較好的品質，連續性的影音課程內容會以課

程內容存取的熱門度為依據，分散快取(cache)儲存
到各個靠近學習者的課程影音伺服器裡，我們並利

用Asian-Mind的允入機制(admission control)來保持
影音課程的瀏覽品質。 
 目前，Asian-Mind 網路學習平台跨越了實踐
大學台北及高雄兩個校區、輔仁大學資訊工程系，

以及 使用中華電信公司(CHT)上網的用戶四個區
域，提供了十二門選修課程。 
 
2. 系統架構 
 
2.1 課程內容快取策略(content caching 

policy) 
 

目前 Asian-Mind 這個網路教學平台的使用者
都是實踐大學及輔仁大學的學生，學生們可以從學

校校園中進入這個教學平台，也可以在家裡進行學

習。雖然目前網路頻寬已經比從前改善許多，而且

校園內的網路都是寬頻的光纖網路，但是高品質影

音資料的頻寬需求極大，仍然不能藉由目前的網路

系統讓眾多的學生同時瀏覽學習。為了能在內容存

取上提供較好的品質，最簡單的方式是將學習的教

材備分(mirror)到兩所大學的校園裡(提供給自校園
內連入教學平台的學生)以及中華電信的機房(提供
給在家裡連入教學平台的學生)，學生就可以從其所
在地附近的影音教材伺服器直接接收影音內容。當

學生由實踐大學台北校區連上平台時，他所點選的

影音課程由放置在實踐大學台北校區的影音伺服

器提供；當學生從輔仁大學連上平台時，他所點選

的影音課程由輔仁大學的影音伺服器提供；當學生

由非校園的地方連上平台時，他所點選的影音課程

將由我們放置在中華電信公司的影音伺服器提供

(如圖 1)。然而如前言所所討論，因為儲存影音課程
資料需要極大的容量，我們不可能將所有影音課程

都備份一份至放置在兩所大學(三個校區)和中華電
信公司的影音伺服器裡。所以我們將所有課程影音

資料存放在大容量的儲存設備 (如 Tape Library、
Juke Box) 中，並將比較熱門的一些課程放在高速
儲存設備(如：磁碟陣列)中當作快取。 
在我們的系統架構裡，所有的學習教材都儲存

在實踐大學台北校區的 Tape Library 和磁碟陣列
裡，再根據各區域課程存取的熱門度將影音課程內

容快取至四個區域(三個校區及中華電信公司)的影
音伺服器。 

我們利用兩個 table(Storage_capacity_table 和
Course_popularity_table)來決定快取策略。兩個 table
的資料結構如下： 

 
Course_popularity_table 
{ 
course_name; 
already_cached_in_Taipei_Campus_of_Shih-Chien-Un
iversity; /* yes or no */ 
already_cached_in_KaoHsiung_Campus_of_Shih-Chie
n-University; /* yes or no */ 
already_cached_in_Campus_of_Fu-Jen-University;  
/* yes or no */ 
already_cached_in_CHT; /* yes or no */ 
access_popularity_in_Taipei_Campus_Shih-Chien 
University; /* in number of access request */ 
access_popularity_in_KaoHsiung_Campus_of_Shih-C
hien University; /* in number of access request */ 
access_popularity_in_Campus_of_Fu-Jen University; 
/* in number of access request */ 
access_popularity_in_CHT 
/* in number of access request */ 
} 
 
Storage_capacity_table 
{ 
max._storage_capacity_in_Taipei_Campus_of_Shih-C
hien-University;  /* in number of course */ 
max._storage_capacity_in_KaoHsiung_Campus_of_Sh
ih-Chien-University; /* in number of course */ 
max._storage_capacity_in_Campus_of_Fu-Jen-Univer
sity; /* in number of course */ 
max._storage_capacity_in_CHT; 
/* in number of course */ 
} 
 

already_cached_in_XXX 欄 位 表 示 該 門 由

course_name欄位指定名稱的課程，目前是否已經快
取至 XXX區域的伺服器中，系統會根據影音伺服器
的最大儲存容量，以及由該區域內連至網路教學平

台存取該檔案的熱門度，決定是否將該課程的影音

教材快取至該區域的影音伺服器。比如 
當

max._storage_capacity_in_KaoHsiung_Campus_of_S
hih-Chien-University 的值為 100 時，代表只有 100
門課的影音課程內容可用快取的方式儲存在實踐大

學 高 雄 校 區 ， 並 依 照

access_popularity_in_KaoHsiung_Campus_of_Shih-
Chien University欄位內的熱門度，選擇最受歡迎的
100門課儲存在該校區的影音伺服器內。 
但內容快取的機制必須處理以下的情形，就是

內容快取的時間間隔的問題，究竟我們該以多長的

時間間隔，作為判斷課程受歡迎與否的依據，以便

將這些受歡迎的課程，快取到該校區的伺服器內。

時間間隔短的時候，較能即時反映各課程在各區域

受歡迎的程度，但它所花費的代價是網路必須經常

地在作課程內容快取的傳輸工作，而浪費了網路頻



 3 

寬；若時間間隔長的話，則較不能反映各課程在各

區域受歡迎的程度，但是對網路的頻寬而言花費較

小。所以在我們的系統中，我們將這內容快取的時

間間隔當作一個參數來設定，每經過這一個時間間

隔，系統的程式就自動啟動，逐一地來作內容快取

的動作，由於每一課程內容的儲存容量都在幾百

Mbytes左右，所以時間間隔不能設定太短，目前我
們的設定為 7天。 
另外內容快取的機制還必須處理另外一個問

題，就是當學生無法自所在地的影音伺服器中取得

他需要的課程教材時，系統必須自所有的影音伺服

器中，找出有存放該教材並最靠近該名學生所在地

的影音伺服器，提供該名學生他所需要的課程教

材。 
如何平衡視訊資料的儲存成本及網路通訊的

頻寬成本，一直是分散式視訊系統設計上的重要問

題。而此問題的討論，與其網路連線的拓撲圖形有

很大的關係。一般的研究裡[11][12]，都把所欲分析
的網路連線的拓撲圖形設定為樹狀的結構，越接近

樹葉的位置，就越接近使用端。然而在實際的網路

架構裡，WAN(Wide Area Network)的主幹網路通常
是以光纖為傳輸主體，而各各伺服器或主機是點與

點的結構彼此互相連接，而在 LAN(Local Area 
Network)的部分，則是樹狀的結構，而整個網路系
統則是 WAN 與 LAN 的彼此組合。而在[11][12]的
討論裡，其所分析的網路則是樹狀的 LAN網路 也
因此假設，所以當使用者在離他最近的伺服器找不

到他想要的視訊資料時，他便可很制式地往上一層

樹節點去尋找。然而非同步網路教學的特點是能讓

使用者在任何時間及任何地點都能進行學習，所以

在此方面的應用上，必要考慮WAN及 LAN整合的
網路。所以在本論文裡，我們針對本系統所涵蓋的

四個區域，以兩兩區域間的網路頻寬情形，來決定

當使用者無法在離他最近的快取伺服器取的他所

需的視訊資料時，系統應提供哪個區域的伺服器中

的資料給使用者。 
所以在 Asian-Mind中有一個

campus_distance_table，是用來引導系統尋找存有所
需要課程教材並最接近其所在地的影音伺服器。

campus_distance_table的內容如表 1 所示。
campus_distance_table中兩個區域間的distance指的
並不是地理上的距離，而是網路頻寬的意思。而兩

個區域間網路頻寬與其實際的規劃有關，如圖 2所
示。例如輔仁大學對教育部的台灣學術網路

(TANET)網路頻寬為 STM-1 (155Mbps)。又以實踐
大學台北校區為例，其對教育部的台灣學術網路

(TANET)之頻寬只有一條 T1(頻寬為 1.5Mbps)，而
對中華電信的網路頻寬則為 45Mbps，所以雖然實
踐大學台北校區與輔仁大學均屬於台灣學術網路

的成員，但考量實際的網路規劃，實踐大學台北校

區與中華電信間的網路頻寬比到輔仁大學間的網

路頻寬來得寬，而實踐大學台北校區與實踐大學高

雄校區雖屬同一學校，但實踐大學台北校區與輔仁

大學間的網路頻寬又比到實踐大學高雄校區間頻

寬來得寬(因為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只有一條 T1連接
TANET)。而對實踐大學高雄校區而言，其與輔仁
大學間的網路頻寬反而較與實踐大學台北校區來

得寬。所以當一個來自實踐大學高雄校區的學生，

無法自高雄校區的影音伺服器取得想要的課程教

材時，系統會自動檢查輔仁大學的影音伺服器是否

存有該教材，接下來再檢查實踐大學台北校區的影

音伺服器，最後才檢查放置在中華電信的影音伺服

器。 
 

 
 
 
 

 
實踐大學 
台北校區 

 
實踐大學 
高雄校區 

 
輔仁大學 
 

 
中華

電信 
 

 
實踐大學 
台北校區 

 
 
0 
 

 
 
3 
 

 
 
2 
 

 
 
1 
 

 
實踐大學 
高雄校區 

 
 
2 
 

 
 
0 
 

 
 
1 
 

 
 
3 
 

 
輔仁大學 

 
1 

 
2 

 
0 

 
3 

 
中華電信 

 
1 

 
3 

 
2 

 
0 

表 1. campus_distance_table 
 
2.2 允入控制(admission control) 
 

傳統上，探討允入控制相關的議題都和內容伺

服器的資料讀取能力有關[11][12]，如前言所討論
的，在實際的系統中，則必須考量實際所使用的伺

服器設備或網路設備而定，系統的瓶頸可能在伺服

器上或是網路設備上。目前許多的學校學生數都在

萬人以上，我們的教材的傳輸速度是 100kbps左右，
能同時接受同學進入這個教學平台的人數是有限

的，當過多的學生湧入時，為了使已進入系統的同

學能得到原來的影像品質，允入控制是必要的。 
在 我 們 的 系 統 裡 ， 我 們 使 用

bandwidth_capacity_table來進行允入控制。 
 

Bandwidth_capacity_table 
{ 
max._bandwidth_capacity_in_Taipei_Campus_of_ 
Shih-Chien-University; 
/* in number of access request */ 
max._bandwidth_capacity_in_KaoHsiung_Campus_of
_Shih-Chien-University;  
/* in number of access request */ 
max._bandwidth_capacity_in_Campus_of_Fu-Jen-Uni
versity; 
/* in number of access requ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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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_bandwidth_capacity_in_CHT; 
/* in number of access request */ 
} 
 

在這系統裡，我們可以根據各區域的網路狀況

或是伺服器的狀況來設定相關的參數，這參數是以

可以允許多少使用者來觀看影音教材的人數，特別

要注意的 是，此人數並非代表可同時進入此學習
系統的人數，而是同時觀看影音教材的人數。如圖

1所示，整個學習系統只有一個，是在實踐大學的
台北校區，而分散在各校區的只是影音教材，在此

學習系統的，互動式課程討論資料庫，課程的全文

資料庫，考試評量的資料庫，還有學員的資料庫

等，都是集中式的。由於文字資料是較不耗費網路

頻寬的，所以這樣的設計，有其合理性，又能避免

資料不一致的問題，所以當一個使用者，點選某一

影音教材時，系統會去檢查是否已超過了人數的限

制，若超過了，系統將拒絕此一新的 access request
以維持其他已點選人的影音收視品質。 

 
3. Asian-Mind 系統平台 
 

本平台之使用者包含學員、教師和行政人員，

由於考量到使用者的便利性及人性化的需求等因

素，建構下列的客戶端程式：可供學員瀏覽多媒體

課程教材的多媒體閱覽器，並進行線上測驗、線上

選課、線上即時討論、FAQ討論板及課程公告查詢
的學員客戶端程式；可供老師進行線上點名、線上

出題、張貼課程公告及問卷管理維護的老師客戶端

程式；可供行政人員進行人員管理、課程管理、學

習空間管理及教材管理的行政人員客戶端程式(圖
3)。 
整個系統均架構在MicroSoft的平台上。學習平

台的是架構在NT上，資料庫則是MicroSoft 的SQL
資料庫，影音教材伺服器是MicroSoft的Media 
Server，使用端的介面工具是以 ASP(active server 
page)寫成。我們提供兩種品質的影音資料，256k bps
及 100k bps，文件資料格式可以提供MicroSoft的
Power Point及Word等兩種格式，而 Flash的教材
也能在平台的多媒體閱讀器呈現。 
 
4. 結論及討論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在分散式網路教學平台

Asian-Mind裡提出並建構了一個系統資源管理機
制，將課程內容快取到靠近學習者所在地的影音伺

服器，並限制同時瀏覽影音課程教材學習者數目，

以確保影音教學之品質。Asian-Mind是一個學習管
理和教學系統平台。此教學平台可提供分散式教學

課程。它提供一個可以管理所有種類的多媒體教

材，如影像、聲音、文字和 flash等等的彈性架構。
為了能夠在課程內容存取上有較好的品質，連續的

影音課程內容會以課程內容存取之受歡迎程度為

依據，分散快取(cache)儲存到各個靠近學習者的課
程影音伺服器裡，我們並利用 Asian-Mind的允入控
制機制(admission control)來保持影音課程的瀏覽品
質。目前 Asian-Mind網路學習平台跨越了實踐大學
台北及高雄兩個校區、輔仁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以

及使用中華電信公司上網的用戶四個區域，提供了

十二門選修課程。 
 Asian-Mind 的設計是一個通用性的分散式網
路學習平台之設計，為了達到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

都能上網學習的目的，而現在又有非常多提供網際

網路上網服務的提供者，如何將數位的影音課程資

料有效率(網路頻寬以及儲存系統的使用效率)的分
散快取到各各離學習者愈近的伺服器裡，在

Asian-Mind的系統設計上，都有非常多的考量。在
目前的應用上，我們成功的建立了跨越四個區域的

學習系統，當然也能再擴大整合更多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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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sian-Mind 使用者之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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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各區域間的網路頻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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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室教學系統之設計 

 
李盛偉     陳恒佑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u8321015@ncnu.edu.tw 

hychen@csie.ncnu.edu.tw 
 

摘要

 

在本篇論文中，主要提出一套輔助語言教

學工具的系統。而這個系統主要是由語音的即

時傳輸連線所構成，目的是要提昇目前英聽教

學的不足之處與品質，而本篇首先對於目前的

網路環境做評估，在對提出整個系統架構的規

劃，最後將實作系統的結果作一簡單的描述。 

關鍵字：即時傳輸、多媒體教學、串流媒體 

 
1. 簡介 

 
  在目前的英聽教學中，一般的英聽教學

環境中都是以完全硬體的方式來協助英聽教

師的教學，然而在多媒體系統高度發展的今

天，我們可以將傳統的英聽教學改進成有多媒

體軟體系統輔助的教學系統，如此一來當我們

發展出這樣一套輔助教學系統之後，我們就可

以直接以電腦教室當作一個英聽教學的環

境，甚至我們可以打破必須在同一時間，同一

地點上課的傳統。 

  在我們所提出的系統中，我們透過即時傳

輸協定(RTP)的應用之後，在教師者端的使用

介面是一整合管理介面，而所有學生端的使用

介面則與管理介面作多方的即時傳輸連線。一

般傳統英聽教室所能達成的功能，在系統中都

能夠達成，而系統更進一步的擴增傳統教學所

欠缺的功能，首先所有連上線的使用者以及教

師端之間彼此之間可以經由系統作語音的溝

通，第二、教師可以透過管理介面只選定某幾

位使用者作語音的教學，第三、教師所準備的

數位語音教材可經由系統廣播給系統中所有

人，第四則是一般文字教材的呈現，由於語文

的教學可以用簡單的數位方式來呈現，也就是

教師所準備的文字教材以及語音教材都必須

是數位化的資料。 

  此外這裡所提出的系統以JAVA與 Sun的

一套Multimedia API(Java Media Frame Work)

來實作，由於 Web 介面的軟體是一種對於使

用者而言較為方面的使用介面，同時

Web-based也是一種趨勢，因此所提出的系統

以 Java Applet的方式來開發。 

 

2. 相關研究工作 
 
2.1 環境評估 

 
  我們現在所構想的系統是一個在Internet

上具有即時語音傳輸的系統，而首先的考量當

然是我們開發的系統必須是 Over IP則相對的

就系統就能夠 Over all nets，此外我們必須將

聲音擷取裝置所抓取的聲音串流資料包裝成

TCP或是UDP的資料封包才能夠透過 Internet

來傳輸，而我們所希望的是資料能夠即時的傳

輸，因此 UDP 雖不保證封包抵達目的端，但

卻是傳遞封包較為快速，也最為符合我們的需

求，但事實上在 Internet的封包交換環境上，

UDP 還是無法保證一個可被允許的延遲時

間，這一點並不像傳統的 PSTN(線路交換式)

環境上，PSTN兩端所使用的溝通管道是一個

專用的電路，因此不會有 Internet上會發生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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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的情況，此外在 PSTN 上每秒鐘取樣 8000

次，每次的取樣會有 8bit的資料量，這麼一來

就等於每秒鐘必須有 64Kbit 的資料量，這種

資料量對於我們即時在網路上傳輸的需求當

然是不被允許的，因此我們所擷取的語音資料

必須在傳輸之前經過壓縮。 

 

2.2 即時傳輸協定 

 
  對於 TCP 而言，它能夠保證資料的正確

性，但是在我們的考量上為了即時性的資料傳

遞，光是透過 TCP 是不夠的，因此即時傳輸

協定(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便被制定出

來提供網路上即時的語音傳輸需求，RTP的原

始設計上是由 RTP與 TCP共同運作來提供端

點與端點之間影音即時性資料的傳輸，但在實

作上 RTP都是與 UDP一起運作，值得注意的

是 RTP 本身並不保證有時間性的資料會準確

抵達目的地，而是 RTP 的協定中還另外包含

了一個控制協定 RTCP(Real-Time Control 

Protocol)，透過 RTCP在傳送資端可以偵測資

料封包在網路上的傳輸狀況，並且進而控制在

RTP 連線上的語音資料品質以滿足資料的即

時性。在 RTP的標準中 RTP連線的建立必須

提供一組目的傳送位址以及 Port Number，而

當這一所指定的位址是一 multicast位址，則所

有的接收端都可以用此連線接收資料，不過對

於本文所提之應用則不適用 multicast 的機

制，因為如此一來便無法對各個端點作個別個

控制。另外雖然 RTP/RTCP具有動態調整語音

品質的能力，不過可惜 RTP/RTCP 並不具有

Quality-of-Service的功能，因此在即時傳輸方

面還是稍有缺陷，因此為了在這一類的應用上

提供足夠並且穩定的速度，IETF 另外制定了

一 個 資 源 保 留 協 定 (RSVP, Resource 

Reservation Protocol)，其目的就是要使得兩個

端點之間可以透過 RSVP 去確保網路資料流

量。 

 

2.3 語音資料壓縮 

 

  由於我們必須考量網路頻寬的問題，以及

串流資料即時性的問題，因此資料量大小便是

影響這兩個問題的關鍵，前面已經提到在

PSTN 的環境中，一般的語音資料每秒鐘有

64000bit 的資料量，而一條 T1 專線也只能夠

提供 24個 64kbit的通路，因此我們當然是不

允許如此大的語音資料量，然而相對的我們又

必須要保證語音的品質不至於太低而產生人

類無法辨識語音的情況，因此我們必須對於串

流媒體資料進行壓縮的動作。然而在傳送端我

們進行壓縮的動作，而在接收端我們進行解壓

縮的動作，這兩個步驟也會造成資料傳輸延遲

時間的增加。因此我們必須在資料量大小、語

音品質與(解)壓縮時間三者中取得一個平衡。 

  目前市面上一些語音即時傳輸的產品幾

乎都是選擇由國際電信聯盟所制定的 H .323

標準，此標準內容主要訂定了影像跟語音壓縮

與解壓縮的標準，另外還定義了連接程序與傳

輸協定的標準。而 H. 323 所定義的語音標準

支援多種標準而主要以 G.. 723.1 與 G.711 為

主，而在於視訊方面所定義的則是支援 H. 261

與 H. 263兩套標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H. 323

還制定了如何網際網路與傳統電話網路之間

通話的機制，因此未來我們甚至可以朝著可與

傳統電話通訊的目標對系統作進一步的提

昇，另外就是對於一些既有的應用能夠達到相

容的地步。 

而我們主要針對語音壓縮的格式來討

論，G. 723.1本身主要是對於視訊應用來產生

低位元率的語音資料，而 G. 723.1 的資料量

約在於 5.3K/6.4K bps，而相對於目前應用於

GSM手機上的語音資料量約在於 13.5K bp左

右，兩者所需的頻寬都已經算是滿低，但是以

語音品質來講 G. 723.1比 GSM較好，但相對

的 G. 723.1 所花在解壓縮與壓縮的時間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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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增加，因此我們先選擇以 GSM格式為

系統所使用的語音格式。 

 

3. 系統架構與規劃 
 

整個系統可以分為兩個模組，首先是一個

以 RTP 串流媒體連線為基礎的一個通訊模

組，再來在這個通訊模組之上以一般的 Socket

連線作為控制端與使用者端之間溝通的管

道。如圖 3-0.所示: RTP連線是介於 UDP的傳

輸層之上，而這裡便是需要將系統的基本通訊

模組架構於一般的網路環境中，之後再根據這

個通訊模組去建構更進一步的控制模組。 

 
 
3.1 基本 RTP串流連線架構 

 
 首先我們考量一個主從式(Client-Server)架

構的系統來作為系統的基本組成元件，而對於

N 個使用端來講每個使用端都各有一個與控

制端作傳送與接收的 RTP 連線，如圖 3-1 所

示，當任一使用者端要送出聲音串流媒體，首

先必須先傳送至控制端，之後再經由控制端判

斷作轉送給特定的使用端，而此時則必須考慮

到一個問題，也就是當兩個以上的使用端同時

送出語音串流至控制端之時，則控制端必須將

所收到的所有資料源做一個混音的動作，再將

這一份資料分送給其他非傳送者的使用端，此

外當控制端也同時要送出串流媒體資料時，則

該份混音資料則必須送給所有非傳送者的使

用端，而控制端的聲音必須單獨傳送給有傳送

資料的使用端。而這個方式不僅增加系統實作

的複雜度對於想要進一步的去控制 RTP 連線

也必須經由控制端去分析目前可得的使用

端，如此一來對於控制端而言，很明顯的負擔

會非常重，同時由於資料的混音、壓縮、轉送、

控制分析都在控制端，有可能會造成串流媒體

資料傳送的 Delay 與 Jitter 等問題。另外，對

於每一個 RTP 連線都必須佔用兩個 port(RTP 

port, RTSP port)，因此對於每一個使用端而言

所使用的 port數目是 4(兩個 RTP連線)，而對

於控制端而言則是 4N+1 個 port(若有 N 個使

用端)。 

 

  因此為了解決控制端負載過重的問題，我

們考量另一個架構，在圖 3-2中，與圖 3-1 做

比較，可以發現在新的架構中最新的第 N 個

   

RTP Connection 

Socket Connection 

RTP Channel 

Socket Channel 

Teacher (Server) 

Student 

(Client) 

Student 

(Client) 

圖 3-2. 系統 RTP連線架構 

Student 

(Client) 

   

RTP Connection 

Socket Connection 

RTP Channel 

Socket Channel 

Teacher (Server) 

Student 

(Client) 

Student 

(Client) 

圖 3-1. Server轉送語音 RTP連線架構 

Student 

(Client) 

Network (UDP, TCP) 

Real-Time Control Protocol 
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The Real-Time Application 

圖 3-0. 系統模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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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端與控制端的連線部分是相同的，但是使

用端 N 必須跟所有已經跟控制端連線的 N-1

個控制端作雙向的 RTP 連線，這麼一來當使

用者 n 發出串流資料的時候從聲音擷取裝置

抓取的串流媒體資料源會被複製 N 份並壓

縮，其中 N-1 份透過與 N-1 個使用端的 RTP

連線送出資料，而另一份則送至控制端，如此

一來便不需在其中一個使用端送出資料的情

況之下都需要經由控制端經過混音，壓縮，與

複製的動作，因此解決了原本第一個架構的負

載過重的問題。而在這個架構下，所使用的

port數目，假設有 N個使用端則對於每一個使

用端而言所使用的 port數目是 4N，而對於控

制端而言並沒有改變一樣是 4N+1 個 port 數

目。 

 

  在圖3-1與圖 3-2中的 RTP連線方塊，每

一個方塊具有一個傳送資料到另一端的連

線，與一個接受另一端資料的連線，而對於每

一個連線而言必須使用 2個 Port，因此對於每

個 RTP方塊而言所使用的 Port數是 4個，而

在這個規劃下，假設我們所使用的 Port 

Number是 10000之後則我們可使用的 port數

目 總 共 有 (65535-10000+1) 個 ， 而

(65535-10000+1)/4 = 13884，假設不考慮網路

頻寬與應用程式的負載極限，則我們最多可以

支援到 13884個使用端。 

 
3.2 控制模組架構 

 
  在系統規劃的架構中，控制端必須具有控

制各個使用端的能力，因此除了上述的 RTP

連線之外，事實上每個使用端在於與控制端一

開始連線初始化階段都會先建立一條 Socket

連線，而控制端與使用端之間的溝通(此處的

溝通指的是程式之間的溝通而不是人與人的

溝通)就需透過這些使用端與控制端的連線，

另外對於控制端彼此之間的控制溝通則都是

先送至控制端再經由控制端轉送至某一使用

端，由於這種控制訊息都只是很簡短的純文字

訊息，因此對於控制端而言並不會如語音資料

一般會對轉送站造成過大的負載，因此並不需

要如前述對於每一個新起來的使用端都要與

之前的 N-1個使用端各自建立 Socket連線。 

  這裡所使用的Socket channel是一條共用

的溝通管道，這個 Socket 除了程式用在互相

傳遞控制訊息之外，同時也是各個使用端與控

制端以文字溝通的一條管道，由於一般的文字

溝通與控制訊息共用了這一溝通管道，因此此

處程式所使用的控制訊息字串，開頭就必須以

一少見的文字方式來辨別，例如一個控制訊息

字串如下: 

 

”]control[ control_command arg1 arg2 arg..” 

 

假設 Socket 所收到的字串訊息不是這類格式

就會將其當作一般的文字訊息而傳遞給控制

端，再轉送給所有其他的使用端。 

 
3.3 教材呈現 

3.3.1 文字教材 

控制端準備的教材在系統中的呈現示意

圖如圖 3-3. 其中所準備的文字教材部分，主

要我們假設教師準備的是一份在 Internet上可

取得的 HTML 文件，則文字教材的部分就是

由控制端將教材的 URL包裝成一個控制訊息

由 Socket的連線管道送出給使用端，當使用端

控制端 

文字教材 

語音教材 

RTP連線 

使用端 

使用端 

使用端 

圖 3-3.教材呈現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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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這類文字教材的控制訊息，就自動開出另

一網頁瀏覽器去開啟該 URL所指定的教材文

件。 

 
3.3.2 語音教材 

語音教材的部分，我們假設教師所準備的

語音教材是一數位語音檔案，所以在控制端去

選取一語音檔案之後控制端開啟一個新的資

料源去處理該份語音檔案，接下來便開始與所

有使用端另外建立一個單向的 RTP 連線，也

就是只由控制端傳送串流媒體資料至使用

端，藉此就能夠提供廣播語音教材的功能，但

是之後相對的每個使用端必須多使用兩個

port，而控制端必須多使用 2N個 port，在這個

情況之下: 

 

端點 使用 port數目 

控制端 4N + 2N + 1 

使用端 4N + 2 

表 3-0. (其中 1是 Socket使用的 port) 

 
4. 系統實作與結果 

 
4.1 實作系統 

 
  這裡我們以JAVA Application照著前述的

構想先開發出一套雛形系統來測試整個構想

的結果，而在這個雛形系統之中對於 N 個連

線到控制端上的使用者的整個即時語音傳輸

系統的部份就如前述的結構實作，而對於各個

控制者的單獨控制功能還沒有加入，另外對於

教材呈現的部分，語音以及文字的教材呈現都

是可行的。而系統的控制端介面如圖 4-1，介

面中模擬學生的座位圖，當一使用者連上控制

端之後對應該學生的座位 Button 便被致能，

並且即可進行語音的溝通，同時由此模擬座位

可看出連線的學生數，以及供之後的單獨控制

功能使用，另外圖 4-2則是使用端的介面。 

 
 圖 4-1. 使用端介面. 

 
 圖 4-2. 控制端介面. 

 

4.2 系統效能測試 

 
  由於此實作系統牽涉網路通訊，因此在本

節對於系統在網路上做即時語音傳輸的 Delay

作一個統計，而系統中所採用的通訊協定是與

UDP一起運作的 Real-Time Transfer Protocol，

而每秒取樣頻率是 8000次，每次取樣 8位元

資料，所採用的壓縮格式為 GSM，資料量每

秒約在 13.5Kb 左右，對於在傳輸速率每秒

10Mbps 的乙太區域網路環境中語音的平均

Delay時間約為 0.1 秒，而在整個 Internet的環

境中測試平均的 Delay時間則約為 0.5 秒。 
 

5. 結論與未來研究工作 
 
  本文提出一可輔助語言教學的系統架構

模組，並藉由 JAVA與 JMF[3]為開發工具實作

出一可跨平台的雛形系統，以此系統證明了所

提出的架構的可能性，並以此系統來評估在實

際網路環境中的運作效能，而對於運作效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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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除了網路頻寬的提昇之外，我們可以期待

的是在於整個 IP 環境的提昇，由於目前的 IP

欠缺對於封包的優先權的制定，因此在於未來

整個網路環境提升為新一代的 IPv6 之後，對

於這一類即時影音傳輸的效能都有極大的提

昇，並且在新的環境中本系統亦可循著語音傳

輸的模式加入影像的部分。 

 

另外，在無線可攜個人裝置普及化之後，

並且無線頻寬允許的前提之下，這裡所提出的

系統應該可以輕易的移植到支援 JAVA環境的

無線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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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aiwan, overseas students whose native 
languages are not Chinese mostly get trouble in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ng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ir study. To overcome their 
language barrier, in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NCNU), a web-based Chinese classroom 
(http://chinese.csie.ncnu.edu.tw) exploiting 
advanced web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has 
been initiated since 2001.It facilitates student in 
Chinese reading an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self-training on web.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system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ettings 
from two perspectives: (1) the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tutoring and the exercise practice 
functions for students, and (2) the multimedia 
lecture authoring and the course management 
tools for teachers. 
Keywords: web-based learning, multimedia 
tutoring, Chinese as Second Learning 
 
1. INTRODUCTION 
 

The advances in web technologies have 
made an Internet as a medium for learning. 
Much research has been denoted to synchronous 
or asynchronous distance learning via WWW [1, 
2, and 4]. Their approaches integrate static 
HTML page, graphics or text as teaching media. 
For most language learning systems, they only 
provide reading practices without training in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To address this 
issue, we have developed a Web-based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Lecture (WSML) [5] 
system to facilitate online language learning. By 
integrating with multimedia features (e.g., 
audio/video) and lecture events (e.g., mouse 
moving, pen drawing and highlights), students 
learn language more convenient through the 
system.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troduce the 
language learning functions in WSML system. It 
assists overseas students in NCNU for Chinese 
learning.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overseas students in Chinese learning, we have 
adopted the WSML system to help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eaching and leaning. In the 
follow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WSML system 
include: 
 
Enh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overseas students in 

Chinese and increase the qualities of teachers in 
teaching. Because students have different 
learning background, they need different lessons 
to enhance their Chinese capabilities. The online 
courses, including pronunciation, essays and 
news reading, help overseas students to study 
independently and efficiently. 
  
Reduce the time of teaching. Teacher can 

provide their teaching materials as online 
lectures and student can review after class. The 
results not only save the time of teaching but 
als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earning. 
 
Web-based multimedia tutoring breaks the 

limitations in conventional teaching 
environments. The online courses provide 
flexibility for those who are limited by time, 
distance or physical disability. Student can 
choose a suitable course according to their 
learning situations or suggestions from the 
teacher. Hence, with the WSML system, students 
can get adequate practices in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2. SYSTEM FRAMEWORK 
 
Figure 1 shows the architecture of WSML 
system that consists of three main components: 
WSML Recorder, WSML/Exercise Servers, and 
WSML Browser. In the following, these 
components will be described in detail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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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WSML System Framework 
 
2.1 WSML Recorder: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WSML Recorder is 
to keep track of the synchron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ecture (including audio/video, 
pictures and text) and navigation events. The 
navigation events, such as pen strokes, highlight, 
dynamic annotation, virtual pointer (cursor) and 
scrolling are guided media. Those media objects 
and navigated events will be presented 
dynamically in a browser by using 
state-of-the-art dynamic HTML techniques. In 
other words, the whole instructional processes of 
one lecture will be presented on a browser. All 
the relative information will be stored in the 
Event Server and transmitted to the client side 
through Internet. Thus, students can browse, 
search and navigate these resources at any time 
and in any place. 
 
2.2 WSML/Exercise Server: 
 

Because the lecture comprises various 
multimedia objects and synchronous information, 
we need different storage servers to store 
different types of media objects. The AV server 
stores the audio/video of the lectures to supply 
users’ requests. The WSML Event server stores 
all synchronous information of lectures from the 
WSML Recorder. The HTML server stores 
static HTML lectures. Finally, the WSML 
server combines all the relationships with three 
storage servers and serves as a middleware to 
present the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lecture for 
users. For example, when a student selects one 
of the lectures, WSML server will send the 
lecture with the corresponding of audio/video, 
navigation events and synchronous information 
to the client. The Exercise Server combines the 
AV server (audio/video) and the HTML server 
(content).It will provide all kinds of exercises for 
stud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server is to store 
questions, generate exercises and evaluate 
students’ examination results. 

 

2.3 WSML Browser: 
 

When a student requests a lecture, server 
will send the related media objects and 
synchronous information to him. Through the 
WSML browser, the lecture will be presented 
completely by cooperating with various media 
objects synchronously. Figure 2 shows an 
example about navigation events. The first 
lecture page URL1 is presented at instance T1. 
At instance T2, a teacher highlights some 
important texts. At T5, he moves the mouse and 
scrolls down the HTML lectures.  
 

AV

Events

TimeT1 T2 T3 T4

Pen Drawing

Scrolling

HTML
loading

Highlight

T5

A  B  C

A  B  C

URL

AV

Events

TimeT1 T2 T3 T4

Pen Drawing

Scrolling

HTML
loading

Highlight

T5

A  B  C

A  B  C

URL

 
 

Figure 2. The Events at WSML browser 
 

As mentioned above, the system not only 
comprises various multimedia objects, but also 
keeps track of related synchronous information 
between these media objects. Teacher can use 
the WSML Recorder to generate a complete 
instructional process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environments.  
 
3. IMPLEMENTATION AND 

FEATURES OF THE SYSTEM 
 

In this section, the details about 
implementation and features of the WSML 
system will be described. The core of system 
includes two perspectives: (1) the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tutoring and the exercise practice 
functions for students, and (2) the multimedia 
lecture authoring and the course management 
tools for teachers. 
 
3.1 Student’s Mode 
 
 The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Tutoring  
The web-based learning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lasses. Students can retrieve the 
content of the respective lessons and these 
lessons are built by many multimedia objects. In 
the past, some students weren’t able to review 
the teachers’ materials. Teachers may ne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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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 the lecture again for them. In our 
approach, we have designed well-organized 
lessons to support the learning process which is 
tailored to the specific user. The materials, such 
as phrases, news guidance and specific famous 
articles, are designed with different goals to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With features of the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tutoring system, there are several 
functionalities which include on-line dictionary,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lectures and random 
access of the lecture. It helps students’ learning 
more conveniently and efficiently. In on-line 
dictionary, vocabularies of the lecture will be 
rendered in red color. When a pointer points to 
the specific word, the explanation will appear, as 
shown in Figure 3. In addition, the instructional 
process of lecture will be presented 
synchronously with audio and navigation events. 
The presentation simulates the teaching progress 
which was recorded by teacher. Finally, random 
access of the lecture helps students to select the 
specific part of content, and seek to a specific 
segment of multimedia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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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lient mode presentation 

 
 The Exercise Practice Functions 

Chinese characters are very complex and 
variant. For overseas students, the bottleneck is 
that they will confuse in the forms of two similar 
words the pronunciation of a word and the 
meaning of a word. A good exercise system [6] 
will assist students to have more practices on 
these key points. Thus, the exercise system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Figure 4 shows 
that: (1) Students can know how many questions 
they have learned. (2) Evaluation of the result 
will be given to the student immediately after he 
finishes the test. (3) According to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tudents can know what kind of 
mistakes he had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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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Online practice 
 
3.2 Teacher’s Mode 
 

The system provides teachers many useful 
tools, such as course management and 
synchronous multimedia lecture editor, in 
managing their courses or recording their 
lectures. Moreover, exercise management tool 
helps teachers produce examination questions 
more quickly and conveniently. 
 
 The Multimedia Lecture Authoring 

Lectures will become more vivid and 
vigorous when multiple media are cooperated. It 
enhances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lthough these lectures are helpful for learning, 
these are difficult to be edited especially on web 
environments. Now, there are some software 
which is good enough to edit the multimedia 
documents in the market, such as Macromedia 
Director, Macromedia Authorware, and etc. 
However, using the software is difficult and time 
consuming for unpracticed users. Furthermore, 
all of these are too expensive to popularize for 
other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Because of these drawbacks, we have 
invented a Web-based multimedia editor. A 
teacher can combine all kinds of media objects 
(image, text, audio, video and navigation events) 
easily in lectures. The editor records the truthful 
instructional process of lecture which becomes 
an online synchronous multimedia lecture. 
Students can prepare for lessons before class and 
review again and again after class because these 
lectures are reusable. The system provides some 
navigation events to promote the impression of 
instruction, including: 
 
(1) Audio/Video Explanation: There are 
many advantages in learning language with 
audio/video, especially for Chinese. Beginners 
need to hear and imitate the teachers’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from audio/video. 
Audio/video complete shows the meaning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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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wants to present. It is used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sentences when the students learn 
the material about lexicon and sentence patterns. 
By such a learning scenario, students can greatly 
get improvements in pronunciation and reading. 
 

(2) HTML Event: Teacher may change the 
lecture during the instructional process. Besides, 
teachers can add some relative reference 
materials and some other links about some 
keywords in the lecture.  
 
(3) Scrolling Event: Because of the limit of 
display size, some lectures may not be presented 
at same time. When a lecture exceeds the 
window size, teacher can move scroll bar to 
present the content in a viewable range. All of 
the contents will be presented when students 
browse the lecture. 
 
(4) Tele-pointer: Teacher can move the cursor 
to indicate what part is being taught now and   
system will record the track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ssist student learning more clearly, 
 
(5) Pen Drawing: The cursor can simulate as a 
pen drawing. Teacher can take some annotations 
or draw a line for important sentences. 
 
(6) Vocabulary Not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st of consulting a dictionary for students, this 
system provides an online dictionary service 
which includes vocabulary explanation, example 
sentences and pronunciation. A teacher can 
choose several words which may be 
vocabularies for students during recording the 
lecture and input the explanation, example 
sentence or record the pronunciation by 
dictionary editor. When students browse the 
lecture, they can move the cursor over the 
vocabulary and the explanation and example 
sentences will be displayed in a moment. 
 
(7) Highlights: Teacher can highlight some 
important words, sentence in the lecture. These 
events let students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part 
and augment impressions of the highlights. 
 

All of navigation events information will 
be saved as a file and stored on the WSML event 
server. When users browse any lecture, they can 
see the complete instructional process by 
navigation events. 
 
 The Course Management Tools 

Having a good management tool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more and more lectures will 
be added in the system as time goes on. Besides, 
some lectures may need to be updated or 

modified in the future. For reasons, we have 
designed a web-based course management tool 
that is described as following. 
 
(1) Add a new course/lecture: Teacher can 
manage courses or lectures easily through our 
system via Internet. All of courses information 
will be recorded in the database (e.g., course, 
lecture content, or teacher’s name and etc). 
Student can search what he wants and what he 
needs through WSML Browser. Besides, several 
templates are provided by the system to help 
teacher decrease the time costs on designing 
lectures. Finally, lectures can be classified. 
Student can learn the material systematically and 
gradually. 
 
(2) Vocabulary Editor: Teacher can point out 
and edited new vocabularies at first. Through the 
vocabulary editor, teacher can add the 
explanation and example sentences of 
vocabularies and record the audio of 
pronunciation or explanation.  
 
 Exercise Management Tool  

In traditional education, it is 
time-consuming for teacher to generate 
examination questions and ineffective for 
teaching. So we have proposed a useful tool with 
multimedia features. Figure 5 shows that a 
question may consist of several media objects, 
which come from the original lecture or other 
extra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er not only can 
use lectures to create questions, but also can take 
advantage of his plentiful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generate advanced questions. By 
the exercise editor, teacher can generate a 
question through simple operations. Then a 
question will be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and 
stored into the database. 
 

Text Audio VideoImageTextText AudioAudio VideoVideoImage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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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Exercise Management Tool 
 
4. CONCLUSIONS AND FUTURE 

WORKS 
 

The WSML system has been proposed a 
web-based multimedia system to assist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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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in Chinese for overseas students. After 
using the system, students have substantial 
improvements not only in learning Chinese, but 
also in other subjects.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online education can get effectively if there 
have good ideas and techniques as auxiliaries. 

We emphasize on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in learning language, the 
system doesn’t involve all of the features now. 
The system will focus on developing the part of 
speaking in the future. We hope that students can 
record their voice on web and then send it to 
server to perform pronunciation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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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基於網際網路之微控制器遠距實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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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植基於網際網路之微控制器遠距實驗系

統」是吾人利用網際網路不受時間、地域限制的

特性，將吾人所要表達的理念──「網際網路與

硬體整合」具體呈現的實例。這樣的一個實驗系

統在單晶片微控制器的教學課程上，尤其是實作

的部份具有相當大的幫助。它使得學生無需受限

於上課時間內進行微控制器的實習，可以在任何

地點、任何時間利用網路以最真實的方式完成各

種實習項目的進行。此舉對於因價位高昂導致學

生無法自行購買，校方採購數量亦不多的實習元

件對於學生實習上的限制將可大為減輕。

關鍵詞：網際網路、全球資訊網、遠距實驗室、

微控制器

1. 前言

網際網路是未來學習、工作、及生活上不可

或缺的工具，網路最初的發展是為了使資訊能快

速傳遞、即時分享彼此的成果，一直到現在這仍

是其主要功能，但未來趨勢將朝向網路與硬體設

備的結合，並具備極大發展潛力。目前網路與硬

體設備整合的技術尚未成熟，但在此趨勢的摧化

下，兩者的整合指日可待，一但兩者有效結合，

將可使網路應用更為廣泛。

目前網際網路的應用多以資料交換及存取為

主，但網際網路的另一重要領域──網際網路與

硬體設備的整合，卻已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趨勢，

同時，這方面的領域具備著極大的發展潛力。不

久的將來，高速網路建構將更加完備，網路寬頻

化是可預見的，屆時，網際網路的應用將更生活

化、普片化及廣泛化。而人類對網路的依賴亦將

與日俱增，因此吾人認為一旦將網際網路與硬體

設備做有效整合，將可使網際網路的應用範疇延

伸到更寬廣的顉域。

微控制器在各大專院校自動控制或計算機相

關類組的課程中皆為一門不可獲缺的實習課程，

然而從實際經驗中得知，所做的實習常會受限於

某些較為昂貴的儀器設備（例如燒錄單晶片程式

用的燒錄器、步進馬達、LCD 等），而使得實做只

能侷限於每星期僅三小時的實驗課中，利用學校

所提供的器才及零件實做。然而要真正透徹的了

解並活用微控制器，光靠在上課中的實做經驗是

不夠的，一個具備微控制器電路設計與實做能力

的人才，勢必都是下過一翻苦功，投資大量的時

間及研究金費換取而來。但就算要有心向學的學

生自掏腰包出資購置足夠的實驗用品及元件，可

行性並不高，因為這樣的資本並不是每位學生都

負擔得起的，如此將會對學習效果與實作經驗的

累積產生負面影響，這樣的認知更增加了吾人建

構此題目的原動力。

1. 1 簡介

透過網際網路的特性，使這套系統打破時空

與地域限制，藉現有的儀器設備與佈線系統，將

可有效節省因購買昂貴零件所支出的龐大經費及

佈線所花費的時間，甚至是因人為疏失造成元件

損毀的風險。對使用者而言，只需專注於程式的

撰寫，如此將能大大的提高整體工作效率以及昂

貴儀器使用普及率。目前吾人將以 Intel 公司所生

產 8051 單晶片作為主要實作對象，單晶片本身所

具備的一般性與完整性，使本文研究議題更完備，

且易於移植至特定儀器設備中。

於此套系統中，使用者經由瀏覽器所呈現的

介面來選擇欲實習的項目，並將其所撰寫的微處

理器程式透過網際網路上傳並載入微控制器模擬

器，再經由網路視訊系統將硬體工作狀態傳回客

戶端。這使得儀器設備的共享不再受時空與地域

的限制，並建立一種新的硬體設備共享方式，於

此吾人設計了這套系統用以說明遠距實驗室概念

的可行性。

1. 2 重要貢獻

植基於網際網路之微控制器遠距實驗系統可

以使實驗的時間不受限制，實驗的地點無須考量，

隨時隨地皆可透過網路達到實驗的效果。這套系

統亦對儀器設備的共享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模式，

對從事研究的專家、學者、學生等人員而言將有

莫大助益。

本系統針對網路與硬體整合的部份著手，建

構了一個植基於網路上的遠距微控制器實驗室，

它所要強調的並不是遠距操控微控制器，而是要

展現硬體設施與網路整合的理念。

藉由這個系統的完成，其貢獻對於學術界在

教學上的幫助功不可沒；對於產業界更是產生了

相當大的啟發作用。在學術教學應用上，植基於

網際網路的微控制器實驗室克服了因經費不足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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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教學上儀器設備不足的窘態，亦打破了實習課

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對於學生在實習課程

方面助益良多。在產業界中，此專題提供了一項

很好的硬體與網路整合的範例，不但給予科技產

品新的設計概念，同時更證明這樣的技術相當具

有可行性。

2. 設計原理分析

植基於網際網路的微控制器遠距實驗系統主

要應用的原理有兩個項目：其一為網際網路的資

料流通性；其二則為網際網路不受時間與空間限

制的特性。

此系統所提供的理念是將硬體設備與網路相

互整合，而用來展示的例子則是以遠距實驗室作

為代表，用以解決實習課程的時間限制問題和空

間上受限的情況。在網際網路的世界中，使用者

可隨時隨地和此系統建立連線，即時在網路上進

行此系統所提供的實習項目。

以目前的設計而言，此系統提供的是一份硬

體電路已裝配完成的實驗模組半成品，使用者所

需做到的是按照系統的規定於所撰寫的程式中設

定輸入、輸出接腳，將程式編譯完成後上傳給系

統即可。此時硬體主電路會將使用者上傳的程式

載入核心外掛的隨機存取記憶體(Random Access
Memory)中並開始執行。使用者則可透過系統所提

供的網路視訊系統立即接收自己所撰寫的程式在

實體電路上執行的情況。這樣的設計讓使用者可

以完全專注於程式設計上，而不用擔心其餘的各

種問題，但在未來吾人並不排除將此系統加入可

以讓使用者自由繞線的功能，如此將可更增加使

用者的設計經驗。下圖 1.為此系統整體運作原理

的簡圖。

圖 1. 系統意示圖

2. 1 軟體系統

整個系統中，吾人撰寫了幾個供系統使用的

程式，一部份儲存於系統主硬體的唯讀記憶體中，

另一部份則是以共通閘道介面(Common Gateway
Interface)的型式儲存在系統伺服器端的系統裡。吾

人設計了一支專門處理 RS232 資料傳輸問題的程

式，用它來檢查伺服器端是否有使用者所上傳的

8051 機器碼檔要載入到主電路外掛的隨機存取記

憶體中；另外在系統一開機時，除硬體電路自動

進行重置動作外，軟體亦提供一支切換主硬體動

作狀態的初始程式。

系 統 中 的 伺 服 器 上 ， 使 用 OmniHTTPd
Professional 2.0 [註 1] 於作業系統上架設工作站，

以便接收使用者透過共通閘道介面程式所傳入的

8051 機器碼檔案。置於伺服器中的程式中除了將

使用者所上傳的 8051 機器碼檔案經由 RS232 傳

送至主硬體電路之外，更經由 PC 多功能實驗卡 [註
2] 所提供的並列介面和主硬體電路及模組選擇電

路溝通，並送出控制訊號。

如同前面所述，此系統是以網頁瀏覽器作為

使用者介面，故使用者和系統知間的溝通主要是

藉由共通閘道介面程式完成的。系統軟體運作的

流程如下：

圖 2. 系統軟體運作流程圖

2. 2 硬體系統

作為伺服器的電腦上，吾人使用 PC 多功能實

驗卡送出對應於使用者選定之實驗所需的相關電

路控制信號，在主硬體電路上，則是以國內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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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華邦所生產的 w78c438 晶片作為硬體電

路的核心。w78c438 是傳統 8051 單晶片微控制器

的變型體，本質上它是和傳統的 8051 相容的。在

經過廣泛的資料搜集和比較後，會選定這只單晶

片作為系統核心的原因在於：這顆晶片的資料線、

位址線和 I/O 位址是獨立存在的，並不像傳統 8051
一樣是供用接腳的型式，這樣的設計相當適合應

用於此系統中。由於系統核心所採用的 w78c438
內部並沒有隨機存取記憶體和唯讀記憶體的設

計，因此於主電路中，外掛了一只唯讀記憶體和

兩只隨機存取記憶體。其中唯讀記憶體用來儲存

系統初始化和處理硬體動作的程式，隨機存取記

憶體則用來存放使用者撰寫的實驗模組控制程

式。下圖為系統主電路設計圖和實體圖。

圖 3. 主電路設計圖

圖 4. 主電路實體圖

系統中另一個重要的部份則是模組選擇電

路，它是由一組解碼電路和共計 32 位元的匯流排

緩衝器所組成。解碼電路接收由 PC 多功能實驗卡

傳送過來的控制訊號以選擇使用者欲進行實驗的

模組；匯流排緩衝器則等分成四組，分別接至

w78c438 的 P0 至 P3 四組輸出入阜，一方面用來

做訊號隔離，另一方面則用以提高 TTL 扇出數。

解碼電路的部份由於採用 74154 作為解碼 IC，因

此系統外接實驗模組的數量最大可串接至十六組

之多。以下為模組選擇電路設計圖和實體圖。

圖 5. 模組選擇電路設計圖

圖 6. 模組選擇電路實體圖

實驗模組於系統中系以模組化設計的概念設

計成可輕易拆卸更換的型式，基本上整個系統的

硬體部份接是以模組化的概念完成的，因此整體

系統的彈性相當大，可依不同需要選擇加掛或卸

除某些功能。系統硬體的最終端所掛載的皆為提

供使用者選擇的不同實習模組，系統管理者可依

使用者程度不同掛載不同的模組供其實驗。下圖

為系統硬體系統實體圖，其中所掛載模組(以 A 到

P 表示)複雜度可視需要進行調整。

圖 7. 系統硬體系統實體圖

視訊用線上攝影機於此系統中的功能則是負

責將使用者上傳的程式於硬體上執行的情行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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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呈現的方式展現在使用者的眼前。由於攝影機

的視角有限，故將攝影機安裝在一副步進馬達上，

在使用者選定實驗模組的同時，步進馬達亦將攝

影機帶動到最佳的拍攝位置，如此便能將使用者

程式在硬體上執行的反應以最佳的視角呈現在使

用者面前。

3. 使用者介面

系統的使用權因考量管理時方便性的問題，

特別將此系統設計成採取使用者登入的方式提供

服務，唯有經過申請且通過系統管理者認證的使

用者帳號才能進入系統使用。由於當初在選定使

用者介面時，計劃強化系統使用上的方便性，故

捨棄使用 Borland C++ Builder 之類的圖形介面程

式設計軟體所提供的元件，以避開使用者需下載

指定軟體，甚至進行安裝才能使用系統的問題。

在多方考慮之後，選定以網頁瀏覽器為介面似乎

是最恰當的方式，它免除了安裝軟體的麻煩，更

重要的是，每台與網路連接的電腦幾乎都有瀏覽

器的存在，如此一來，它使系統更易於普及化。

網頁瀏覽器是一般大眾接觸相當頻繁的應用

程式，透過這樣的介面來和系統溝通，可以讓使

用者很快就能駕輕就熟的操作整套系統。使用本

系統前必需先進行使用者登入的動作，登入成功

後會出現要求使用者選擇實驗模組的單選表單，

如下圖所示(圖中以串接三組模組的系統為例)。

圖 8. 模組選擇畫面

系統得知使用者所選定之實驗項目後，則切

換至要求使用者上傳該實驗 8051 機器碼檔的畫

面。此時使用者所上傳的 8051 機器碼檔應為事前

針對所選的實驗項目撰寫的 8051 單晶片控制程

式，並已將其轉換成 8051 機器碼檔才得以上傳，

圖 9.為上傳 8051 機器碼檔的畫面。

在 8051 機器碼檔上傳成功之後，系統送出訊

息要求使用者開啟一般作業系統中普遍提供的

NetMeeting 應用軟體以接收來自伺服器端的即時

畫面，透過 NetMeeting 的畫面傳送，使用者可以

清楚的看到自己所撰寫的程式在實際硬體上執行

的情形。透過此系統，使用者即可藉由網路共享

公有的實驗器材，同時亦可如同親臨現場般的看

到自己撰寫的程式於硬體上執行的情況，這樣的

真實性是遠遠勝過以往所有以軟體模擬的方式進

行實驗的。

圖 9. 上傳檔案畫面

4. 實驗結果比較

根據本團隊所製作之系統開發模組工作的結

果來看，完全能符合在設計系統之初所欲達到的

要求。從系統核心──模擬器的開發、交換機的

製作、各實驗項目模組的製成，到各項程式的撰

寫、登入系統的製作和傳輸程式的撰寫等，皆能

完美的完成動作要求。與過去的微控制器實習進

行方式相互比較，本團隊最大的突破即為將實習

進行的方式打破傳統上受限於時間、空間的特性，

轉而將實習於網路上進行但仍是以真實的硬體完

成整個實習的過程。

經由實驗結果證實，本團隊的設計理念──

將網際網路與硬體設備進行整合，將實習課程加

以延伸的構想是可行的，且其成效相當不錯。可

預見的前景是，以這樣的實驗方式進行教學極可

能取代現有的實習課程的實施方式。

5. 結論

網際網路的發展潛力相當大，除了目前廣為

使用的資料傳輸功能之外，更可將其與多種硬體

系統加以結合，如此便可把網際網路的功能發揮

到最大。

在此系統中，吾人以微控制器實習的方式表

答網路和硬體整合的觀念，並按此主題成功的製

作出能夠廣範應用於教學的遠距實驗系統。在未

來，任何使用者皆可視其需要向系統管理者要求

增添其他項目的實驗模組，如此便能比照目前所

擁有實驗模組的使用方式操作，完成透過網際網

路使用實驗系統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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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吾人不排除視使用者需要而增加

自由繞線的功能，如此便能讓使用者在硬體接線

部份亦能透過網路於實驗系統上親自規劃欲使用

的線路。如此便能帶給更高階的使用者適當的服

務，對於使用者實作經驗的累積無疑亦具有相當

大的幫助。另外，當線上自由配線的技術發展成

熟後，自由配線亦可跳脫「植基於網際網路的遠

距實驗室」這樣的主題而應用在更廣泛的地方。

它所能提供的服務族群更能延伸至進行硬體開發

的使用者範圍中，唯一不變的是，網際網路和硬

體整合能夠將有限的硬體資源做最大效能的發揮

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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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備註

[註1]OmniHTTPd Professional 2.0 為一工作站架設

軟體，其相關資訊請參閱參考文獻[1]。

[註2]PC 多功能實驗卡為第 3 波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出品的實驗用電腦介面擴充卡，它提供

以 8255 所構成的 PIO 介面，是一張可程式控

制的多功能介面卡。於此系統中，吾人將其

應用於控制信號的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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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XML 技術設計泛用型網路即時實習系統 

Development Web-based Universal Real-Time Experiment 
System With XML Technology 

 
林明彥 謝振威 蔡國瑞 林明權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Kung S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摘要 

e-Learning 是終身學習的最佳教學媒
體，相當適合理論課程的遠距教學，然而理工
學門的課程中，實習(實驗)課程的訓練佔有相
當的份量，因此本文特提出一套以XML技術所
建構的網際網路式泛用型即時遠距實習(實驗)
學習環境。 

本 e-Lab系統的特點為(1).不必修改原
有的網際網路 e-Learning 學習教材；(2).XML
文字敘述技術，適用所有的實習(實驗)教材教
案設計；(3).教材教案設計者不需具有程式設
計的背景知識與能力；(4).不同的課程與內容
只需要修改XML文字敘述檔案；(5).利用表格
填充方式直接建立 XML實習指導教材檔案；
(6).分散式系統設計模式；(7).採行開放式系
統架構；(8).使用者仲介程式介面的設計單純
化；(9).量測儀器介面與推動程式介面標準
化；(10).彈性的交談式互動軟體設計；(11).
完全配合目前實作訓練模式；(12).量測結果
之觀測可與預測答案直接做比較；(13).導入
故障定位與排除之訓練；(14).三階段學習模
式（理論探討、問題演練、實作量測驗證）； 
(15).降低實習指導教師負擔；(16).自動量測
系統與生產自動化的訓練；(17).具網路遠距
連結與數據處理功能而適合遠距合作式教學
與討論。 
 

關鍵詞： e-Learning，XML，網際網路，故
障排除，自動量測系統。 

 
 

ABSTRACT 
Since measurement skill & debug ability 

are important for technical training, there must 
be some way for ease off teaching loading of 
instructor and increas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student in laboratory class. Here we have 
development a universal remote access 
laboratory system based on XML technology.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devised 
e-Lab system are: (1) need not modify existing 
Internet-based learning materials. (2) Suitable 
for any laboratory teaching plan. (3) Instructor 
need not possess programming skill. (4) It only 
needed modifying XML file to fit into any 
laboratory curriculum. (5) Establish XML file 

directly from teaching plan table list form. (6) 
Distributed system structure (7) Framework of 
Open Hardware & Software. (8) Mediator design 
between XML and instrument controller are 
simplified. (9) Standardize PC and instrument 
interface design. (10) Flexible interac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 (11) In harmony with 
presently training activity. (12) Directly 
comparing predicted data with measured data. 
(13) Performing real time fault diagnostic and 
debug training. (14) 3-stage Internet access 
mode. (15) Ease off loading of instructor. (16) 
To discipline automatic manufacturing & testing 
system. (17) Internet-bas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 e-Learning, XML, Internet-based, 
fault diagnostic, automatic testing system  
 

1. E-網路學習主義與實(驗)習環境
的整合 

 
e-學習網(e-Learning)是目前教育必走

的一條路[1]，也是人們進行終身學習的最佳
媒體，目前之網際網路的網頁設計技巧，運用
Flash、JAVA等工具軟體建立互動式多媒體學
習網頁已經琳瑯滿目，想要編撰出多媒體、互
動式e-學習網頁不再是遙不可及[2,3,4,5]，
但是把學習階段之電子書(e-book)融入實(驗)
習中，以進行「實(驗)習步驟技術」、「儀器量
測與波形觀察」、「數據資料的拾取、分析、統
計」等實作實習的課程，是全面推展遠距教學
必走的發展趨勢[6,7]，否則理、工科學生的
訓練形同「功虧一簣」，無法達到「理論引導
實作」、「實作印證理論」、「實作推導出新理論」
的科技發展與訓練目標。 

網際網路式遠距實習環境的建立，除了網
路設備與網路傳輸技術外，需要三方面的技
術，其一為 e-Learning教材教案的編撰，其
一為量測儀器與資料拾取儀器的設計與介面
推動軟體，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使用者介面以及
教材教案與量測儀器間仲介程式(mediator)
的設計；如何簡化整個系統設計，以便建立出
一個通用型的使用者介面，以及教材教案與量
測儀器間仲介程式的設計法則，是開發本
e-Lab系統的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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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一個採用 XML技術的通用仲介
程式系統，在不可以修改原有的網際網路
e-Learning 學習教材的原則，不能夠加重教材
教案設計者的負擔之前提下，達到讓所有的實
習(實驗)教材教案設計者，不需具有程式設計
的背景知識與能力，就可以利用表格填充方式
直接建立XML實習指導教材檔案，而且不同的
課程與內容只需要修改 XML文字敘述檔案即
可上線的目標下，建立一套網際網路實習實驗
教學環境的通用仲介程式系統。 

本論文之第二節將談到系統硬體架構與
軟體設計的基本條件，第三節中將談到系統設
計法則，而第四節中將提出一個設計實例來印
證本系統的實用性，最後提出結論以及進一步
的發展方向。  

 
2. 系統硬體架構與軟體設計條件 

 
一個設計成功的 e-學習系統，除了需要

考量學習者的需求外，還要讓不具有專業網頁
或是程式設計的指導者，能夠以簡單的工具或
是語法，就能夠編出一套符合系統標準的學習
教材，更重要的是必須要能盡快掌控系統上線
的時間，不能讓 e-學習系統的設計、規劃與
編撰成為教材編輯者的負擔。 
 

2-1. 系統架構與配置 
 
圖一為針對電子、電機等實習訓練，提出

之網際網路實習環境的基本架構，教師的伺服
器電腦中，裝載有可供學生進行網路學習的教
材。學生的電腦上配備有實習量測儀器，這些
量測儀器利用 RS232C、GPIB、或是 USB介面
連接到工作電腦上，透過 TCP/IP網路下載實
習內容與操作指示的網頁，將視窗程式中所指
定的量測測試點連接上各個量測儀器的探針
上，一切工作就緒後就可以按下『執行鈕』，
PC電腦會根據輸入信號的設定值依序送出控
制信號到相關的量測儀器（電源供應器、信號
產生器），並且把當時所拾取的量測點信號（三
用電表、示波器）送回 PC電腦，整個量測完
畢後，PC電腦會進行「資料比對驗證」，若有
錯誤發生，就會根據驗證的結果出現出可能的
故障狀況與排除故障的方法，引導學生進行
軟、硬體除錯訓練。 
 

2-2. 學習者的需求 
 

E-網路學習者對於即時實習環境的學習
網，其基本需求大致可以歸納為： 

(1). 圖形化的使用者介面(GUI)。 
(2). 很容易就可以上手。 
(3). 提供友善的求助檔案。 
(4). 低成本的網路控制實習儀器。 
(5). 支援即時的討論。 
(6). 提供問題的探討環境。 
(7). 學習者彼此能夠經由網路建立合

作式學習。 

(8). 能夠隨時自由的上網學習。 
 

2-3. 指導者的教案編撰需求 
 

e-學習網的成功與否，大部分取決於 e-
學習網頁的設計，一個適當的網路教材設計，
通常需要指導者具備個人專業素養外，還要熟
悉網頁編輯工具以及程式設計技術，因此站在
指導者的立場，其基本的教材教案系統設計需
求可以歸納為： 

(1). 不需要經過程式設計的專業訓
練。 

(2). 簡易的實習指導網路教材之編輯
工作。 

(3). 不需要具備虛擬實習儀器的設計
技術與推動程式設計。 

(4). 不可以修改原來的學習網頁之教
材，只需要直接套用到系統中。 

(5). 簡易的整合所有的 e-Learning 教
材技術。 

(6). 提供多重角色扮演的問題探討環
境。 

(7). 指導者能夠自行掌控教材的編撰
進度。 

(8). 能夠掌控學習者的學習狀況。 
(9). 適合所有負責實習驗教學的教

師。 

 

圖一 網路式實驗(習)環境配置 
 

3. XML-based實習環境的系統設計 
 

網路即時實習(實驗)學習環境，既要符合
學習者與指導者對於系統運作的基本需求，尚
包括有 PC控制之信號產生與量測儀器，搭配
e-Learning學習網頁所需要的儀器控制信號
設計，以及量測資料的即時拾取、比較，並產
生除錯建議的學習網頁等，可說是個整合網際
網路與儀控技術的綜合技術，因此整個系統的
設計上，可分成三大部分：PC可控制式儀器
與推動軟體、指導者教材教案編撰系統、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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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學習者GUI操控視窗程式。 
 

3-1. XML編撰與解譯器系統 
 

圖二為符合指導者教材教案編撰需求，以
及學習者GUI操控視窗程式之系統XML解譯器
系統設計流程，首先伺服器經由XML或是文字
檔案的傳輸，讓內建於用戶端的解譯程式將此
XML或是文字檔案解成網路實習網頁環境，如
此一來，學習者之電腦中就只要內建一個含有
解譯 XML或是文字檔案功能的可執行程式即
可，所有的工作都透過XML或是文字檔案來設
定，這時指導者的工作就變成只要設計學習的
流程方塊，及其相對應的故障除錯建議檔案、
模擬數學方程式、標準輸出信號的圖形等，一
但完成此實習內容描述就可由伺服器端的應
用程式轉換成客戶端解譯器看的懂的 XML或
是文字檔案，此種設計模式既減輕了指導者的
工作負擔與程式設計能力，且只要開發出一套
通用型的客戶端解譯仲介程式與 GUI視窗操
控畫面即可，不再依賴具有程式設計能力之專
家的教材系統設計。 
 
3-2. VB/VC++客戶端仲介程式設計 

 
因為用戶端之USB儀控程式需要VB/VC++

的程式設計，而且此系統還需要將網頁瀏覽器

物件包含於程式內，因此實習學習環境系統的

仲介程式設計，是本e-Lab系統可否達成通用

型系統的關鍵技術；本e-Lab系統的設計法則

是：程式開始時會載入整個學習課程的XML目

錄檔案，並且將此XML目錄檔案解譯成樹狀架

構(tree view)，使用者可以就樹狀的目錄中

點選欲進行該學習課程之章、節、與小節，點

選完成後就進入該小節的實習指導視窗程式

內。 

有關學習系統之交談式的問答、實習輸入

信號的編撰、預期的量測輸出、即時資料的比

對、除錯的指導網頁等，均是經由針對每一學

習個案所對應的XML檔案，由VB/VC++執行程

式自動來產生，此種設計法的優點是直接將需

要設定之輸入物件、演算數學方程式等直接納

入系統中、同時標準輸出信號與除錯建議方案

等亦設計於XML檔案中、並且可以隨時加入新

的除錯狀況等，非但指導者不必具備基本的

VB/VC++的程式設計技巧，而且透過開放式軟

硬體系統的規劃，可以讓此種設計模式成為系

統初始設計的入門，當整個系統建置完成且實

際運作反應良好時，就可以把此XML或是文字

檔案的解譯系統標準化，讓指導者編撰教材教

案時完全免除程式設計的困擾。 

 

設計下載 e-Lab
學習課程之XML
目錄檔案

設計XML/TEXT檔案解
譯程式

根據 e-Lab學習課程
樹狀目錄所點選之章
節，下載相對應的
XML/TEXT檔案

產生網路實習環境的
控制程式與GUI介面

客戶端

接受實習教案的
設計描述文字
或是流程圖描述

產生執行實習環境時
客戶端所需要的
XML/TEXT檔案

伺服器

 

圖二 XML編撰與解譯器系統設計流程 

 
3-3. 虛擬儀器(Virtual Instrument)系統

設計 
 

即時量測環境的建立，需要儀器設備，因

為用戶端的電腦除了提供上網學習外，還可以

透過硬體介面設計電子儀器，此種電子儀器完

全由 PC控制，不需要真正的操作面板、結果

顯示等，操作步驟與結果全部由PC之 GUI介

面 來 達 成 ， 稱 為 虛 擬 儀 器 (Virtual 

Instrument)，為達成下一節將描述之網頁學

習的三種工作模式，虛擬儀器需要具有隨插即

用的性能，此種實習量測的虛擬儀器，可以選

用具有 USB/GPIB/RS232C介面虛擬儀器或是

自行設計[7,8,9]，因為不同之實習課程內

容，所用到的虛擬儀器之規格與性能並不一

致，所以具備標準介面與標準控制語言的虛擬

儀器，是本系統中能否組成一個即時網路實習

環境的關鍵技術。 

 

4. e-Lab設計實例--數位系統設計實

習 
 

根據第三節之系統描述，採用多重視窗圖

控介面，實際設計出一套「數位系統設計」之

網際網路實習教室，圖三為系統工作的部分

GUI視窗畫面。 

本 e-Lab系統可有三種工作模式，分別

為： 

(1). 只能瀏覽學習網頁；當學生只是為基礎

知識進行學習動作時，就可以直接以網

路瀏覽器下載學習網頁，正如一般的網

際網路遠距教學，可以學習所有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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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2). 瀏覽網頁並輸入預期量測結果，且由電

腦判斷此結果的正確性，但不實施儀器

量測與信號拾取動作；此時的系統就如

同線上教學與測驗，通常此種工作模式

是當系統偵測到未接有測試儀器，或是

雖接有測試儀器但該儀器故障時，就會

自動進入此工作模式。 

(3). 可實施儀器量測與信號拾取動作；此時

的系統除具有線上學習與線上測驗的

功能外，具備所有圖三之系統功能。通

常此種工作模式是預設工作模式，當系

統偵測到接有測試儀器，且功能正常

時，就會自動進入此工作模式。 

 

4-1. 編撰學習課程目錄的 XML檔案 

 
圖三左上角之視窗內容為樹狀架構的學

習課程總目錄，學習者上網進入 e-Lab系統

時，就會自動由伺服器載入此課程目錄XML檔

案，並且解譯出樹狀架構的目錄以供學習者選

擇欲進行遠距學習的章節，因此，課程教案的

指導者先要設計出目錄 XML檔案，表一為本

e-Lab系統所設計的填表建檔法，只要填入表

一之各章、節、小節、對應之學習網頁、e-Lab

之XML檔案即可轉成圖四之目錄XML檔案。  

圖四 目錄 XML檔案 

 

圖三 執行多重視窗e-Lab系統的部分 GUI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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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編撰實習指導的 XML檔案 
 

當學習者由樹狀目錄視窗中點選出欲進
行學習的章節後，e-Lab系統就會根據目錄
XML所描述的內容，自動載入圖三右下角之
e-Learning網頁，並且判斷此小節是否有對
應的XML實習指引檔案，若有時則啟用『XML
工具按鈕及選單選項』，學習者按下『XML工

具按鈕或選單選項』後就會讓系統自動載入
e-Lab系統內屬於該章節之XML實習指引檔
案，並且根據儀器連接狀況，出現圖三左下角
之視窗，且提出學習者能夠進行的工作模式
(工作模式二或三)之告知信息，當連結之儀器
正常時就會通知學習者，進行量測儀器與待測
電路間的接線方式，一旦接線完成並啟動『全
速執行工具按鈕或選單選項』時，本e-Lab會
根據XML實習指引檔案進行整個實習量測信

表一 e-Lab系統設計的XML目錄填表建檔法  

表二 XML實習指引檔案的填表建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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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產生、拾取、資料判讀、比對等工作，如
果全部正確就可以進行下一章節，否則會出現
圖三右上角之除錯建議視窗，此除錯建議視窗
是e-Lab系統根據量測到的資料之判讀、比對
後，由XML實習指引檔案內涵之除錯資料庫中
所找出的。 

e-Lab系統之XML實習指引檔案內，既要
包括各種輸入信號、標準的輸出信號、以及除
錯建議資料庫等，因此e-Lab系統設計表二之
XML實習指引檔案的填表建檔法，負責教材的
編撰者只要根據此圖表填入各項，e-Lab系統
就可以建立圖五之XML實習指引檔案。 

 

 

圖五 XML實習指引檔案 

 

5. 結論 

 
本文所提出之 e-Lab系統，利用網際網

路，建立 PC系統下之多功能開放式實習量測

環境的建立，具有不修改原有的網際網路

e-Learning 學習教材、XML文字敘述技術，適
用所有的實習實驗教材教案設計、教材教案設

計者不需具有程式設計的背景知識與能力、不

同的課程與內容只需要修改 XML文字敘述檔

案、利用表格填充方式直接建立XML實習指導

教材檔案等特點，具網路遠距連結與數據處理

功能而適合遠距合作式教學與討論。 

以本文提出之「數位系統設計實習」範例

來說，教材教案的設計者可以很快的建起

e-Lab網站，而且經過本套設計理念的規劃與

設計、系統軟/硬體的實作，當讓50個學生在

此環境下進行實習時，非但一個指導老師就足

以掌控全局；而且因為有網路伺服器系統的監

控管理，學生為求順利過關而不敢敷衍，其認

真學習的態度與熱烈參與討論的程度，幾乎遠

遠超出傳統式實習教學模式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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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based SMIL多媒體即時同步遠距教學系統的設計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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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 Internet頻寬有限，無法提供多媒體即時
傳輸所需的服務品質(Quality of Service,QoS)，因此
目前在 Internet 上支援即時多媒體的應用並不成
熟。本論文發展『Java based SMIL多媒體即時同步
遠距教學系統』提供教師與學生一個即時多媒體同

步教學。只要具備瀏覽器基本操作能力者皆可使

用。本遠距教學系統主要提供W3C SMIL多媒體教
材的同步展示，老師影像/聲音的捕捉與傳送，教材
註解功能與上課過程的記錄與重播等功能，支援同

步上課與課後複習的學習功能。 
關鍵詞：Java，SMIL，多媒體，即時同步， 

遠距教學 
1. 前言 

 
若要在 Internet上能夠支援多媒體具有「即時」

與「同步」的特性，則需要以即時資料流(streaming)
的方式，一邊下傳一邊播放多媒體資料。本論文就

是實現一個由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1]
所設計的 SMIL(SynchronizedMultimedia Integration 
Language) 1.0為標準、以 Java Applet開發的『SMIL
即時同步遠距教學系統』。所以，結合 SMIL語言描
述多媒體物件「同步展示」的機制，製作遠距教學

所需的教材內容，並利用 Java的跨平台與網路通訊
的能力、JMF (Java Media Framework)[2]處理媒體的
能力及 RTP (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即時媒體
資料流傳輸能力，建立一個「虛擬教室」，讓分佈

在 Internet各處的老師與學生們使用 PC、Notebook
甚至是 PDA 上一般的瀏覽器連結到虛擬教室的伺
服器，執行『Java based SMIL多媒體即時同步遠距
教學系統』後就可以登入此虛擬教室。在上課過程

中老師可以播放 SMIL 製作的多媒體即時教材內
容，使用註解工具說明教材內容，配合 CCD 擷取
的老師之音訊/視訊(audio/video) 資料，讓所有學生
能夠同步聽到、看到 SMIL教材、註解與老師的講
解內容。此外，整個上課過程（包括前面所提到的

所有資訊）都會以一個新的 SMIL檔案記錄下來，
方便學生可以在下課後隨時觀看複習，達成「即

時、同步」遠距教學的要求，使得同步虛擬教室的

概念得以在傳統的有線網路與新型態的無線區域

網路上實現。 
 

2. 相關系統比較與本系統功能設計 
 
2.1 相關 SMIL展示系統比較 
 
我們曾研究過國外幾個結合 SMIL的展示系

統，如： 
 SOJA，是由 Helio[3]研發的 Java-based SMIL 

Player，是以 Java Applet方式顯示，但支援的
媒體只有 plain text (text/plain), GIF (image/gif), 
JPEG (image/jpg or image/jpeg), Audio files 
(audio/au)與 Zipped Audio files (audio/x-auz)。 

 S2M2，是由 NIST[4]機構所開發的，以 Sun 
JDK1.1& JMF1.0為開發工具，其功能有： 
 支援 SMIL 1.0 規格  
 有 Java Application及 Applet二種版本，但
只有 Applet版本公開！ 
 使用 JAR 取代 CAB, 使Applet 可以在 IE
和 Netscape上執行 
 整合 IETF的 RTP/RTS和MBone tools (sdr, 
vic, vat) 
 支援MPEG-4 BIFS bitstreams 

 Real Player，是由 Real Networks[5]所開發的，
支援各種媒體檔、SMIL檔，使用 SureStream
技術來傳送穩定的影音，但是一個封閉性系

統。 
 
這些系統有大略以下幾點的問題： 
第一點：軟體太大，而且效果並不是很理想。 
第二點：無法在播放影像的時候還能出現其他

動態或靜態的文字和圖片來增加它的可看

性，在活潑生動這點大打折扣，原因就在於

對於 SMIL 規格與多種媒體的支援並不完
整。 
第三點：可能屬於封閉性系統，像 Real Player
雖是一套功能很強的多媒體播放系統，其能

播放的 SMIL檔並不能符合W3C公布的規
格且不支援公開的媒體格式（如 mpeg 或
H.260系列），只能使用Real公司自訂的RM
等格式，造成壟斷。 

第四點：播放多媒體物件的過程中並無即時同

步控管機制，老師端無法控制所有登錄的學

生播放進度。 
 
2.2 本系統功能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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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的比較，本「Java based SMIL多媒體
即時同步遠距教學系統」將加強上述系統所未支援

的功能，使 SMIL多媒體播放系統更加完善，進一
步發展成為支援 SMIL的即時同步遠距教學系統。
本系統將達成下列幾個目標：  
 
1. SMIL同步媒體播放：使用XML之DTD定義的

SMIL，其語法類似HTML之標籤語言。可以定義
每個檔案的版面配置、檔案的來源、播放的起迄

時間。因為媒體檔案並不內含在SMIL檔案之
中，他們保有各自檔案大小，所以，不會發生檔

案大到以至於減慢下載的時間，而且如果臨時要

更改播放的媒體，只要編輯SMIL檔案即可。相
對於目前流行的微軟ASF格式，提供更豐富與彈
性的媒體支援。 

2. 即時媒體串流傳輸：由於影像、聲音的檔案相當
大，若以連結導向的TCP方式傳輸，將會無法滿
足即時需求並會提高網路負載。因此在本系統中

將透過JMF/RTP，建立即時多媒體(audio/video)
的streaming傳輸能力，在網路上做到即時傳輸。
不但可以傳送一般己經存檔的檔案，且可即時的

傳送由CCD現場拍攝的畫面。 
3. 同時支援多種媒體物件：在前人所開發的系統
中，多半只能支援圖片與文字的顯示，對於需要

streaming的audio與video物件的支援不是付之闕
如，就是只有少數幾種，甚至是非標準的格式（如

real player之real movie---RM格式），這樣的限制
使得SMIL系統的推廣與實用受到極大的阻礙。
由於Java JMF模組支援各種常見的audio/video模
式，而且可以從Sun公司的網站自由下載，因此
在本專題中採用JMF做為多媒體物件編解碼
(encoding/decoding)的模組。 

4. 線上同步教學：透過Java Applet的程式控制，使
得同步線上教學得到實現。老師的身份可以控制

所有登錄的學生播放進度，也可以達到互動式的

討論，提高線上教學的效益。 
5. CCD即時畫面：透過Java JMF-RTP的即時傳輸，
學生們可在螢幕上看到老師的即時影像，增進教

學上的真實性。 
6. 使用容易方便：所有登錄系統的使用者只要透過

Browser就能參加線上同步教學。 
7. 提供跨平台性，能使用於PDA：透過Java提供的
跨平台特性，本系統可以在各種平台及硬體環境

下執行。近來PDA無線上網已成為潮流，透過即
時傳輸邊下載邊播放，PDA也能克服先天硬體的
限制執行此專題系統，使應用層面普及PDA平
台。 

8. 加強網頁部分：遠距教學在網頁部分，結合
MySQL資料庫，處理學生登入/出資料與其它教
學所需資料使整套系統更完整更具實用性。 

 
3. 系統環境與操作流程 
 

3.1系統架構(圖 1) 
 
 本系統以 JAVA 程式語言呈現，利用 JMF 與
RTP傳送技術來實現播放與傳送 SMIL檔案。系統
發展環境為 Microsoft Windows 2000, 開發工具為
Java compiler (JDK1.4)、JMF2.1.1a，Pocket PC的系
統發展環境為 Microsoft WindowsCE3.0、 Java 
compiler (JDK1.1.8)及 Jeode Java VM[6]。系統採取
伺服器端、客戶端(Client/Server)的架構（如圖 1.）。
其功能分別如下： 
 Server端 
 Web Server： 

   等待接收 Client端 Browser的 http要求
(*.html，*.smil，*.class)。 
 DB Server： 

   存放使用者登入時所需的相關資料與上課過 
程的記錄檔。 
 Application Server： 

   提供使用者 login/logout的服務及同步控管學 
生播放的進度。 
 RTP Server： 

   即時的 video/audio媒體資料的傳輸。 
 Client端： 
 老師： 

   CCD即時影像的擷取，並以 RTP的方式將影 
像送至學生畫面。及系統的操作與管理。 
 學生： 

   系統操作與 CCD即時影像的接收。 
 
 
 
 
 
 
 
 
 
 
 
3.2操作流程（分 8點說明） 
 
在本系統的操作流程如下： 
(1) Server端需先開啟Web Server及 DB Server。 
(2) 啟動 Application Server和 RTP Broadcast Server
的服務。所有的 Client 端均使用 Browser 下載
系統首頁並執行 Java Applet，啟動 Client端的
登入畫面。 

(3) 選擇登入老師或學生權限的介面。 
(4) 當老師登入，啟動 CCD Server並點選所欲播放
的 SMIL格式教材後，WebServer傳送 SMIL檔
給老師端，並將 SMIL 文件做剖析。剖析後，
老師端根據剖析 SMIL 教材描述的展示順序，
向 Internet上各個Media Server要求媒體資料，
並在 Application Server記錄 SMIL教材的同步

圖1.系統架構

Server

Internet 老師

學生

學生
瀏覽器

CCD裝置

瀏覽器

瀏覽器

Media Server

Media Server

Access Point

CCD Server

Web  Server

DB  Server

Application  Server

RTP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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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 
(5) Media Server 端依 Client 所需要的多媒體檔案
類型，由 Web Server 傳送 Text、Image，透過
RTP Server傳送 Audio和 Video。當收到的多媒
體資料累積到可以播放的程度時，便開始邊收

邊播。 
(6) 學生端登入，並確認有老師端登入後，向

Application Server要求老師端在 Server端記錄
的同步訊號，得知老師端目前播放的動態與進

度。 
(7) 學生端則依據同步訊號向 Media Server 下載

SMIL檔，將 SMIL文件做剖析後依所需要的多
媒體檔案類型向Web Server與 RTP Server要求
與老師端同步播放的媒體資料。 

(8) 在上課的過程中，學生即不斷地接收老師端
CCD Server傳送的即時視訊，並依據同步訊號
執行與老師端相同的註解動作。 

(9) 在老師按下 Save鍵後，會將上課過程的 SMIL
教材、CCD 即時視訊及註解動作的記錄存入
DB Server中，學生端亦可在老師端離線後，連
上 Server載入先前上課過程的記錄檔，複習上
課的內容。 

3.3系統畫面(圖 2) 
    使用 Browser下載系統首頁並執行 Java Applet
啟動 Client端的登入畫面，登入老師或學生權限的
介面（如圖 4），在 SMIL的播放區中分別有動態文
字、圖片、Video/Audio、CCD即時影像的區塊。
系統功能區分為三個部份，有系統操作功能、教材

影片選擇和註解功能操作，學生端的介面則無權限

使用教材影片選擇、註解功能的操作。 
 
 
 
 
 
 
 
 
 
 
 
 
 
 
 
 
 
 
 
 

圖 2. 老師端上課過程的畫面 
 
3.4系統流程分析 
 無論身份為老師或學生，其流程可簡約為三大

步驟： 
 

步驟 步驟說明 相關功能列表 
第一步驟 登入 登入 

同步廣播 同步廣播 
註解 
畫面顯示 
CCD播放控制 
RTP播放控制 

第二步驟

（兩擇一） 

獨自播放記

錄檔 
存取記錄教材 
播放記錄教材 
畫面顯示 
RTP播放控制 

第三步驟 登出 登出 
圖 3. 系統流程步驟 

以下就針對相關功能所使用的方法說明： 
（1）登入(圖 4)： 
 Server端： 
 每收到一個用戶的 login要求時，會先做身
份的確認。 
 建立一個 listen狀態的 ServerSocket以接收
Client端的連線要求。 
 當登入的使用者為老師時，則會將一些老
師的基本資料，如老師 IP、老師姓名、老
師是否上線… 等記入變數中，以提供後面
進入的學生可以得知老師的狀況。 

 Client端： 
    分為老師與學生登入的流程如下： 
 老師登入 
1. 登入 Server作身份確認。 
2. 身份確認後與 Server建立 Socket連線。 
3. 傳送老師訊息存至 Server。 
4. Server廣播老師狀況訊息至學生端。 
 學生 
1. 登入 Server作身份確認。 
2. 身份確認後與 Server建立 Socket連線。 
3. 接收老師目前狀況。 
 

 
 
 
 
 
 
 
 
 
 
 
 

圖 4. 登出入圖解 
 
（2）同步廣播(圖 5)： 

同步廣播的流程如圖 5所示，分為以下 6個步
驟： 

1. 老師端連線至Web Server下載*.smil的教材
檔，並解析 SMIL檔的內容。 

Video/ 
Audio 

動態

文字 

老師CCD畫面 

影片選單 
註解功能 

系統操作功能 

動態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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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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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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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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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端依據解析後的內容載入所需的媒體
檔，並播放 SMIL檔。 

3. 老師端將播放的狀態寫入指令/動作對映表
中，與執行同步控管服務的 Application 
Server作 socket連線，告知Application Server
老師端播放的狀態，並寫入 Server端的指令
/動作對映表。 

4. Application Server依據對映表中老師播放狀
態的指令和動作的訊息，將同步訊息告知每

個學生。 
5. 學生端收到來自Application Server的同步訊
息，對映本身的指令/動作對映表就可以得知
老師端目前播放的狀態和動作。學生便依向

Web Server 下載並解析老師目前播放的
SMIL檔。 

6. 學生依據老師端目前播放的狀態和動作，載
入所需的媒體檔，播放 SMIL檔和註解的動
作。 

 
 
 
 
 
 
 
 
 
 
 
 
 
 
 
 

圖 5. 同步廣播圖解 
（3）註解(圖 6)： 

  註解的功能只有身份為老師者，才能作註解動
作並傳送註解的指令。而其他的使用者則只能單

純接收老師端的廣播指令，而後學生再依老師的

指令來實作所指定來動作。註解的流程如(圖 6)
所示，分為以下 3個步驟： 
1. 判斷是否有註解動作的事件發生。 
2. 將註解動作存入記錄註解的步驟陣列。 
3. 更新畫面，並將所有存於陣列中的註解步驟依
序繪出。 
 
 
 
 
 
 
 
 
 

圖 6. 註解動作圖解 
（4）畫面更新(圖 7)： 

在做畫面更新時，為了要避免畫面閃動的問

題，使用了圖片緩衝區的作法。即分成三層的

layer，也就是有三層的 Image及 Graphic以供暫
存及顯示用如(圖 7)。其說明分別如下： 
 第一層： 
 作為 Buffer區域，存在記憶體中。 
 用於儲存 SMIL的播放區域，將 SMIL的
圖片、文字及註解，都會先畫在這一層。 
 所以會有兩個暫存 buffer，來暫存圖片。 

 第二層： 
 為 Buffer區域，存在記憶體中。 
 是用於儲存整個的畫面，第一層的畫面都
會畫在此層中。 
 存放 CCD接收的畫面 
 此層的大小會與整個 applet的長寛一樣。 

 第三層： 
 即實際畫面顯示的區域，第二層的畫面將
會畫至此處。 
 繪至此處後，會直接於畫面顯示出來。即
每一次畫面的更新，都會以第一、二、三

層的順序來繪上去。 
 
 
 
 
 
 
 
 
 

圖 7. 畫面更新圖解 
（5）記錄檔(圖 8)： 
 記錄檔將會被集中放至 client/logs目錄下。 
 而其記錄檔的格式如下： 
所處的時間格號碼#動作開始時間#動作代號#
動作參數... 
如(圖 8)其中的動作代號的部份，也就是在作
同步控制時的指令代號。 

9#0#11#9#531#10#3#-16777216#false#390#293#0#-2 
9#0#11#9#90#10#3#-16777216#false#390#293#-20#-46 

圖 8. 記錄檔格式 
（6）儲存記錄檔(圖 9)： 

 記錄檔儲存的流程如(圖 9)所示，分為以下
3個步驟： 
1. 點選操作功能的 Save鍵。 
2. 將註解動作的步驟陣列存入記錄檔中。 
3. 將記錄檔存入 DB中。 

 
 
 
 
 
 
 

圖 9. 儲存記錄檔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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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載入記錄檔(圖 10)： 
 記錄檔儲存的流程如(圖 10)所示，分為以
下 3個步驟： 
1. 點選操作功能的 Load鍵。 
2. 從 DB中取出所需要的記錄檔。 
3. 讀入記錄檔並存入記錄陣列中。 
 
 
 
 
 
 
 

圖 10. 載入記錄檔圖解 
（8）播放記錄檔(圖 11)： 

記錄檔播放的流程如(圖 11)所示，分為以
下 3個步驟： 
1. 播放一個單位時間之時間格的 SMIL檔。 
2. 檢查記錄檔中是否有屬於這個時間格的記
錄，若有，則播放該時間格的記錄。 

3. 將單位時間減去播放記錄的時間，作為時
間延遲，以避免播放該時間格的記錄之後

立即跳至下一時間格。 
 
 
 
 
 
 
 
 
 
 
 
 
 

圖 11. 播放記錄檔圖解 
（9）RTP控制(圖 12)： 
    RTP控制的流程如圖 12所示，以下就其所
使用的方法說明： 
 RTP Server： 
a. 啟動 RTP Server監聽 Client的請求服務。 
b. 取得 Client要求的檔名，啟動 AVTransmit
的程序，並通知 Client分配的 port號。 

c. 開啟兩個 RTP Session，即開始傳送聲音
和影像的媒體資料流。 

d. 監聽來自於Client的控制訊息與監視RTP 
Session傳送媒體資料流的進度。 

e. 監控 Player播放進度。 
 RTP Client： 
1. 向 RTP Server請求連線。 
2. 送出向 RTP Server要求傳送的檔名。 
3. 啟動 Receive的程序，並開啟 Receive RTP 

Session。 
4. 等待Client端Receive RTP Session的程序
初始化完成，就通知 RTP Server停送資料

流。 
5. 等待Client端Receive RTP Session初始化
完成，即等待 Client端 Start的控制訊息，
開始傳送媒體資料。 

 
 
 
 
 
 
 
 
 
 
 
 
 
 
 
 
 
 
 
 
 
 
 
 
 

圖 12. RTP控制流程圖解 
 

（9）CCD控制(圖 13)： 
CCD即時視訊的傳輸由老師端控制流程如
圖 13所示，以下就其所使用的方法說明： 
 CCD Server： 
1. 啟動 CCD Server，由 CCD裝置擷取即
時視訊資料，並接受 Client連線。 

2. 啟動 AVTransmit的程序，並指傳送的
port號。 

3. 開啟兩個 RTP Session，即不斷傳送聲音
和影像的媒體資料流給 Client端。 

4. 同時老師端擷取的即時視訊資料，會送
至 Server端，並放置於暫存目錄中。 

5. 在老師按下 Save鍵後，便將上課過程的
即時視訊，存入 Server端指定的目錄中。 

 CCD Client： 
1. 向 CCD Server取得連線。 
2. 啟動 Receive的程序，並開啟 Receive 

RTP Session。 
3. CCD Client不斷接收CCD Server傳送的
即時視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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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CCD控制流程圖解 
（10）Pocket PC 
 學生選擇登入 Pocket PC模式，並確認有老師
端使用者登入後，向伺服器要求老師端在伺服器記

錄的同步訊號，得知老師端目前播放的動態，學生

端則依據同步訊號向 Server下載 SMIL檔，將 SMIL
文件做剖析後，向 Server要求與老師端同步播放的
媒體資料。與一般使用者登入模式不同的地方，在

於 Pocket PC的 JMF版本對 RTP的支援並不完整，
處理即時影音資料的運算能力仍嫌不足，故在系統

流程中 RTP、CCD即時影音傳輸的程序，並不包含
在一般使用者 Pocket PC模式的運作。亦可在老師
端離線後，連上 Server端載入先前上課過程的記錄
檔，複習上課的內容。 
 
4. 問題與討論 
 
本系統在實作系統之後發現以下的問題： 
 JMF/RTP支援的媒體格式有限。 
 CCD的資料格式為 Stream，若要複製多份給

Client時，Server無法負擔，且音訊和視訊要
同步困難。 

 Pocket PC上目前所支援的 JVM為 1.1.8，功
能有限。 

 同時以 RTP方式傳到 Client端的音訊與視
訊，不一定會同步，需要程式做同步控制。 

 使用瀏覽器開啟 Java Applet會有安全性的問
題。 

 Pocket PC資源有限，對此複雜系統效能不佳。 
 畫面同步部份，僅傳送控制訊號，而不是傳送

整個頁面，以加快畫面顯示速度。 
 

5. 結論與未來工作 
 

本研究『以 Java Applet開發之 SMIL即時同
步遠距教學系統』的開發提供即時同步遠距教學環

境的實現。透過有線與無線網路，學生可以在任意

支援 Java Applet 的平台上使用一般的瀏覽器進行
即時的同步學習活動。以W3C SMIL標準設計的教
材，讓教學內容更加的豐富與彈性。上課過程中的

註解與 CCD 拍攝的老師動作與聲音，更讓遠端的
學生能集中注意力於學習活動上，避免傳統非同步

遠距教學系統學生容易分心的現象。最後，透過上

課過程的紀錄，學生可以在課後任何時間複習，同

時也達到非同步遠距教學的功能。 
由於目前 PDA上 Java Virtual Machine（JVM）

支援的 Java版本只到 1.1.8，JMF的版本不如 PC上
的版本有那麼完整的功能，因此目前本系統在 PDA
上執行仍有些功能還不完備，加上 PDA 的硬體配
備相對的較差，執行的效率不盡理想。未來本系統

將持續跟隨 JVM與 JMF版本的更新，修改相對應
的功能，使得本系統的設計可以在 PDA 上完整的
呈現，提供學生更經濟與移動性的學習平台，達成

『學習無國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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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Web為基礎之串流影音技術建置多媒體網路學習課程 
 

洪駿命                  林守仁                     李俊銘 

台南市海東國小      義守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台南師院自然科學教育研究所 
horngcm@mail.htps.tn.edu.tw  lsr@mail.tn.edu.tw  leegebin@mail.htps.tn.edu.tw 
 

摘要 
中小學校校園網路自八十七學年度的「資訊教

育擴大內需」後，已全部建置完成。而如何善用目

前的網路環境，建置適合中小學學生的學習網站，

成了這幾年大家討論的熱門話題。 
本論文除了針對目前中小學學習網站歸納分

析之外，也針對 Windows Media Services 、
RealNetworks RealSystem比較不同頻寬下影音壓縮
的情形，在中小學校有限的頻寬下也能建置以Web
為基礎的隨選視訊系統。 
關鍵詞：網路教學、串流影音。 
 

Abstract 
 

After the “Information Education Expanding 
Internal Requirement Project” of academic year 87 
was been carried out, the campus network of 
elementary and junior school had been built 
completely. However, how to utilize nowadays 
network environment and make up a suitable learning 
website for students had become a popular topic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in addition to discuss the analysis of 
learning website, but also talk about the situation of 
media content compression between Windows Media 
Services and RealNetworks RealSystem on different 
bandwidth. We could build up a web-based VoD 
System under limit school’s bandwidth. 
Keywords: Web learning、streaming media. 
 
1. 簡介 

 
傳統教室的學習主要是以教室為場地，由教學

者親自傳授給學生，學習者無法選擇教材，連學習

的時間、空間也受到限制，因此為了彌補傳統教學
之不足，郵購函授、廣播、電視、錄影帶、網路等

遠距教學方式也雖之而起。 
資訊科技的進步，使得個人電腦在生活上越來

越普遍，加上電腦處理能力的提昇及周邊設備的多

樣化，聲音(Audio)、影像(Image)而成為多媒體電
腦。因視訊與電腦的結合，使個人電腦也成為輔助
學習的方式之一[1]。 
網路技術的進步，使得網路的應用成為大家注

意的焦點，因此整合寬頻網路及電腦，將取代傳統
的電話與有線電視等網路系統[2]。 
「隨選視訊」 (Video-on-demand, VOD)系統是

由使用者主導的視訊選擇系統。使用者可以任意選

擇需要的影音教學，且可以隨意控制影音教學的播
放方式。伺服端和使用者端透過網路連線，以固定

的頻寬傳送影音資料到使用者端。此種系統打破了

傳統視訊節目在使用上的被動性、時間上的限制、
空間上的侷限以及低度的選擇性[3]。 
隨選視訊系統在未來的網路教學相當重要，但

如能在目前的網路環境建置，不但能節省不必要的
人力及時間的浪費，更可以節省經費以建置更完善

的網路學習環境[4]。 
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 ）除了

融合超媒體和網路通訊技術外，並結合文字、圖

形、聲音、影像等不同資訊媒體，成為最重要的資

訊傳播媒介。其開放式的網路學習及探索式的超媒
體環境[5]，也帶動了透過網路進行的教學活動。 
以 Web 為基礎的教學課程設計，主要是利用

HTML語法編輯，結合 JAVA、ActiveX、VBScript、
JavaScript、CGI、ASP、Flash等技術，提高了網路
教學的互動性，也讓多媒體網路教學得以實現。 
目前因 MPEG -4 壓縮技術及影音串流技術的

成熟，加上中小學透過網路學習環境的成熟，影音

教學也漸漸被應用於中小學生的網路學習。 
目前體網路教學所使用的影音串流，主要是以

Microsoft Media Services 和 RealNetworks 
RealSystem為主，本文除了探討兩者在多媒體網路
影音教學，依頻寬的不同所壓縮的檔案比較外，也
分析目前中小學網站的特性，作為未來在中小學建

置多媒體影音教學的參考。 
 
2. 相關研究 

 
透過Web建置的串流影音，其視訊流頻寬不但

可以依實際需要壓縮轉檔，更可以在最經濟的情況
下建置「隨選視訊」，目前有以下三種編輯技術，

可以在中小學的網路環境建置影音教學網站。 
 

2.1 SMIL(Synchronized Multimedia 
Integration Language)2.0 
SMIL2.0 由W3C於 2001年 8月 7日正式公

佈，主要是以 XML語言為基礎，語法和HTML相
近，具備容易學習及簡單編輯的特點，不需要複雜

的 Script語言，就能產生豐富的多媒體網頁[8]。 
SMIL2.0整合網頁上的聲音、影片、動畫、文

字、影像等媒體，不用透過外掛程式就能輕易控制

同步影音。而且在沒有任何程式設計的基礎上，可

以在低頻寬的網路環境下，表現網頁同步多媒體播
放的效果，播出和電視節目一樣流暢的影音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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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影音資料雖然可以使用MPEG-4的技術
在網路上依不同的頻寬傳輸，但必須透過程式語言
的控制，才能依網路頻寬的不同播放適合頻寬的影

音視訊，SMIL2.0的語法中<switch>..</switch >會自
動判斷頻寬，只要是網路頻寬符合 systemBitrate(系
統估算使用者可用的頻寬，如 56000 bit/s)，就會播
放指定的影片。如表 1所示，說明如下： 

 
第 1行：switch標籤語法開始 
第 2行：頻寬大於 768000bps時，播放 testHQ.mpg的視訊。 
第 3行：頻寬介於 768000bps~500000bps(含) 播放

testMQ.mpg的視訊。 
第 4行：頻寬介於 500000bps~100000bps(含) 播放

testLQ.mpg的視訊。 
第 5行：頻寬在 100000bps以下播放 test.mpg的視訊。 
第 6行：switch標籤語法結束。 

 
表 1  不同頻寬自動偵測語法[6] 

1 <switch> 
2   < video  src="testHQ.mpg"  systemBitrate="768000" ... /> 
3   < video  src="testMQ.mpg"  systemBitrate="500000" ... /> 
4   < video  src="testLQ.mpg"  systemBitrate="100000" ... /> 
5   < video  src="test.mpg" ... /> 
6 </switch> 

 
SMIL 除了可以同時播放視訊及不同語言版本

的文字串流外，在多媒體串流影音方面可以利用 
clipBegin (clip-begin) 、 clipEnd (clip-end) 、
readIndex、stripRepeat、port、rtpformat、transport、
payload、encoding等語法，透過Web編輯、壓縮及
控制串流影音。 
 
2.2 Windows Media Services 
 

Windows Media Services是Microsoft在串流影
音網站的建置技術，依系統可以分為 Server 端和
Client 端，Server 端的主要的軟體是 Media Server
負責視訊影片的管理，client 端要安裝 Media 
Player，其相關工具軟體可以製作課程和教材同步。 

1.錄製的影片經過Windows Media編碼器，將
影片轉成適合頻寬撥放的影音格式，如

*.asf、*.wmv，頻寬 100Kbps等。 
2.透過Windows Media ASF Indexer，在影片中
加入標籤點，如 start_marker_table00:03:02.0 
1940 年代，學習者點選「1940 年代」時，
就會從 00:03:02.0（第 3分 2秒）的時間點，
開始撥放教學影片。而 start_script_table 
00:00:10.0 URL 
http://www.htps.tn.edu.tw&&SlideFrame 是指
在影片撥放到 00:00:10.0(10秒)時，同時出現
http://www.htps.tn.edu.tw的網頁，如圖 1[6]。 

Microsoft Media Services製作影音教學的工具
軟體，有 Windows Media ASF Indexer、Windows 
Media Author、Windows Media 編碼器、Windows 
Media On-Demand Producer，可以很容易編輯影音
教學課程。且這些工具軟體不但免費，取得也相當

容易。 

 
 

圖 1.Windows Media Service編輯影音教材[6] 
 

2.3 RealNetworks RealSystem 
 

RealNetworks  RealSystem是 RealNetworks在
串流影音網站的建置技術，也是第一個支援 SMIL
的影音編輯軟體。因此，在多媒體整合編輯的語法
和 SMIL相近。加上有自己的串流影音伺服器，在
製作多媒體同步教材上較佔優勢。其製作影音課程

與教材同步的相關工具有 RealServer負責 Server端
的影音資料管理之外，Client 端的撥放軟體 Real 
Player，及轉換影片的 RealProducer Plus 和整合多
媒體同步技術的 RealSlideshow Plus。可以很容易的
建置多媒體影音教學課程[6]。 

(1)將錄製完成的影片，使用 RealProducer 
Plus ，將影片轉成適合網路頻寬撥放的影音
格式，如*.rm、*.ram、頻寬 100Kbps等。 

(2)利用 RealSlideshow Plus整合各種不同的
媒體，如圖 2 所示，加上背景音樂，共有
五種不同媒體同步產生，產生的檔案為

*.smil，語法淺顯易懂的多媒體教學網頁。 
 

 
 

圖 2.RealSlideshow Plus編輯多媒體教學網頁[6] 
 

Real Networks多媒體同步技術的語法和 SMIL
較一致，而且有自己的編輯器，在多媒體同步教學
網頁編輯上也顯得較為容易，但目前 Client的作業
系統以Windows 居多，也就是Media Player隨手可
得，Real Player反而需要下載軟體執行安裝的動
作，對使用者來說多了一點難度，也增加了不便。 

 
3. 教學網站內容設計分析 

 
網際網路的發達，帶動了另一波教育改革，

也興起了網路教學的風氣。透過網路的學習正由

大專院校向中小學延伸，也由單機的電腦輔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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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演變至無遠弗屆的網路教學，加上資訊融入各

科教學的實施，政府與民間對於中小學網路教學
的應用，均投入相當可觀的人力、物力，希望利

用網路教學作為學生學習的媒介。 
我們分析中小學的網路教學課程內容的設

計方式，透過 google搜尋網站，輸入『網路教學』
及『兒童』關鍵字，對搜尋到 60 個適合中小學
的教學網站逐一瀏覽，對於網路教學的教材設計
方式，我們歸納以下八類[7]： 

1.使用文字編輯的教學課程 
純文字編輯的教學網頁，使用 Html 的

語法編輯，版面的設計較為容易，網頁教學

的傳送速度較快，學習者學習時網頁內容呈

現的等待時間較短。但教學網頁只使用文
字，內容必須適當編排，過多的文字無法吸

引中小學生的注意而影響學習效果，如 K12
數位學校，網址是 http://ds.k12.edu.tw/。 
另一類文字設計的教學網站是英文教

學網站，以利學習者學習中英對照，如 EZ 
Talk網站，網址是 http://www.eztalk.to/。 
2.圖片加上文字說明的教學課程 

文字設計的教學課程，對於中小學生的學

習較為吃力，也較難吸引學習者主動學習的動
機，如部分動植物特徵或器具說明，無法以單

純的文字表示，圖片輔助學習顯得特別重要。 
文字配合圖片的課程設計也很容易，只要

懂的 Html語法及圖片的處理，就能編輯網路
教材，也因為有圖片的關係，比單純的文字設

計較能被學習者接受。如介紹動植物的教學網
站，非常需要文字與圖片的配合，才能對學習

者解說清楚，如鳳蝶，網址是

http://web.htps.tn.edu.tw/yuchlin/。 
另一是介紹古代歷史發生的人、事、地、

物的教學網站，需要歷史圖片補強文字的不

足，如平埔文化資訊網，網址是
http://www.sinica.edu.tw/~pingpu/。 
3.使用圖形、圖片編輯的教學課程 

對學習者而言，靜態圖片設計的教學課程
比文字式的課程容易學習，但必須大量使用圖

片設計，除了 Html語法之外，對於圖片的處
理相當吃重，加上文字以圖片表示，需要花費
相當多的時間在圖片創作上，也因教材以圖片

方式設計，檔案較大在資料的傳送方面要花費

較多時間，如兒童快報，網址是
http://www.sckid.com/index.htm。 
另一是需要特殊字形時，因網路支援的文

字字型有限，需先將網路不支援的字型以圖形
方式製作編輯，如中華典籍-詞的吟唱，網址是
http://cls.admin.yzu.edu.tw/TZ300/sing/sing.htm 
4.靜態圖片加上控制項的教學課程 

使用Html語法和Script語言編輯的教學課
程，會增加教學的互動性。目前網頁的編輯軟
體均提供相關的控制元件，在設計教學課程時

相當容易。目前主要針對地形的模擬，由學習

者透過教學網站事先了解所要經過的路線，避
免在實地行走時跑錯路線，如海東國小交通安

全教育兒童上下學，網址是

http://www.htps.tn.edu.tw/res/traffic/default.htm。 
5.Flash製作的教學課程 

目前有很多教學網站是利用Flash編輯，

尤其是針對中小學學生的教學網站。但在設計
上除了會 Html語法之外，還要學習 Flash軟體
的操作，因此要普及較不容易。flash製作的

網頁，除了透過瀏覽器使用之外，也可以透過
下載的方式使用，也可以彌補網路教學所欠缺

的動畫、聲音等媒體的結合，加上 Flash互動
性高，容易吸引學習者學習。 
使用 Flash製作的網路教學，要等整個檔

案完整下載後才能使用，學習者需要等待的時

間較長，因此教材的設計應以小單元的教學為
主，避免製作大單元的教學，以改善網路的傳

送速度。Flash編輯的教材，另一缺點是教學中
無法暫停或選擇某一段較學重新撥放，過程欠
缺彈性，如遊戲學堂，網址是

http://school.uc520.com.tw/、文建會-兒童文化
館，網址是 http://www.cca.gov.tw/children/。 
6.使用串流影音的教學課程 

將教學內容錄製成影片，轉成適合網路撥

放的串流影音格式，這種教學含有傳統教室教
師的課堂講授，學習者學習時可以自由控制影

片的前進、後退、暫停，讓學習更能自由學習。 

影音教學課程的設計，除了會 Html與法
外，還要學會影片的錄製、編輯等，因此教材

的設計難度稍高，加上使用者端需要安裝撥放

軟體，如 RealPlayer或MediaPlayer等。因
Mpeg-4技術的成熟，影音檔案撥放的品質提
升，因此很多教學網站已朝向影音教學規劃，

也是本論文的重點，如海東國小超媒體，網址
是 http://163.26.22.7/horngcm/webtv.htm。 
7.聲音與文字編輯的教學課程 
有些網路教學很重視聲音，因此在網路教

材的編輯要注意兩者之間的配合，尤其是語言

學習的網站教學，非常重視聲音的配合，在教

材的編輯需要一段文字，加上一段錄音，如英
語教學，網址是

http://www.englishfree.com.tw/tw/teaching/。 
8.動態圖片、聲音和文字設計的教學課程 
多媒體同步技術的成熟，帶動了多媒體網

路教學，學習者可以同時聽聲音、看文字說明

及動態圖片。多媒體設計也較能引起學習者的
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但教材的設計需花更多

的時間，且要對教材作細部規劃，尤其是各媒

體出現時間點的控制，如蘭嶼數位博物館-人之
島，網址是

http://163.22.21.152/lanyu/index.htm。 



 4

經過教學內容分析後，我們發現中小學網路教

材課程的設計，由文字設計的課程，轉變至今以影
音為主的教學課程，如表 2所示。 

 
表 2. 網路教材課程編輯演進[7] 
文字或加上圖形
說明的網路教學

加入程式語言的
互動式網路教學

Mpeg-4技術的成
熟加入串流影音

加入Flash技術的
多媒體網路教材

影音與教材非
同步教學網站

SMIL標準訂定，多
媒體同步網路教學

 
 

4. 串流影音轉換比較 
 
利用 DV攝影機錄製一段 2分 43秒的教學影

片，利用影像擷取卡將錄製的影片資料轉為Mpeg-1
的格式，即*.mpg，檔案的大小為 27MB。同時使用
Windows Media Encoder8(WM8)及 RealProducer8.51
將Mpeg-1影片壓縮成不同頻寬的*.wmv及*.rm的
串流影音資料，即屬於Mpeg-4影音格式。 
兩者壓縮之畫面大小及傳輸的頻寬均有差

異，傳輸頻寬在 200Kbps以上每秒需要 30fps，
200Kbps以下則 15fps，除此之外，Windows Media 
Encoder 8 所標示的串流頻寬和壓縮轉檔之後的影
音串流頻寬較為一致，如壓縮頻寬是 100Kbps，則
傳輸頻寬也是100 Kbps，RealProducer8.51所標

示的串流頻寬和壓縮轉檔之後的影音串流頻寬反

而較不一致，如壓縮頻寬是 100Kbps，則傳輸頻寬
是80Kbps。因此，在串流影音教學的頻寬控制

Windows Media較為容易，如表 3所示。 
在影音品質方面的比較，因壓縮轉檔的格式固

定，轉成適合網路撥放的串流影音教學畫面大小不

同，傳輸的頻寬也不同，加上檔案也各有差異，無

法比較哪一個壓縮品質較佳，但考慮軟體的取得及
整個教學環境的建置，我們使用Windows Media 
Services建置適合的影音教學網站。 
5. 串流影音編輯轉檔比較 

 
建置影音教學課程，影音編輯軟體扮演著相當

重要的角色，目前較為常用的是Ulead 的
MediaStudio Pro 6(MSP6)和 Adobe的Premiere 

6(PRE6)，在上一節我們提到Windows Media的轉
檔較能控制，因此比較兩者之間的轉檔均使用*.asf
的格式，如表 4所示。 

我們發現影片格式從 AVI轉成*.asf或 AVI轉
成MPEG再轉成*.asf，得到的檔案大小均相等，只
是轉檔過程的不同。 
6. 結論與未來計畫 

 
網路教學已是未來重要的學習方式，而串流影

音教學也日趨重要，因此應用中小學教學的時機也

成熟，本篇論文能對未來中小學網路教學在影音教

學的建置能所幫助。 
未來將建置更完善的影音教學網站，加惠中小

學學生，並針對網路教學提出適合的教學模式。 

 
表 3. WM8 及 RealProducer8.51 轉檔比較 
影音

格式 

頻寬 時間 檔案 傳輸頻

寬Kbps 

MPEG  2’43 27.0MB  

56Kbps, 

160x120, 15fps 

2’43 674KB 33 

100Kbps, 

240x180, 15fps 

2’43 1.94MB 100 

250Kbps, 

320x240, 30fps 

2’43 4.88 MB 251 

WM8 

500Kbps, 
320x240, 30fps 

2’43 9.75 MB 501 

56Kbps, 108 
x76, 15fps 

2’43 700KMB 34 

100Kbps, 

240x180, 15fps 

2’43 1.58 MB 80 

256Kbps, 

320x216, 30fps 

2’43 4.44MB 225 

Real
Prod

ucer

8.51 

512Kbps, 

320x216, 30fps 

2’43 8.84MB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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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MediaStudio Pro 6(MSP6)及 Premiere 6(PRE6)轉檔比較 
原格式 轉一 轉二 轉三 k 大小 時間 工具 
720×480av  720×480av     MSP6 
720×480av  352*240av   53692 17:47 MSP6 
720×480av  160*120av   38765 06:10 MSP6 
720×480av  352*240mp   50178 07:24 MSP6 
720×480av  160*120mp   30734 03:49 MSP6 
720×480av 352*240av    53692  MSP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v   37649 04:49 MSP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50178 02:57 MSP6 
720×481av 352*240av 352*240mp 160*120mp  30943  MSP6 
720×480av 160*120av    38765  MSP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mp   30943 01:30 MSP6 
720×480av 352*240mp    50178  MSP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mp   30943  MSP6 
720×480av   320*240as 100--768k   MSP6 
720×480av   320*240as 512k 11630  MSP6 
720×480av   320*240as 100k 2269  MSP6 
720×480av   320*240as 28--100k 511  MSP6 
720×480av   160*120as 100--768k   MSP6 
720×480av   160*120as 512k 11618  MSP6 
720×480av   160*120as 100k 2281  MSP6 
720×480av   160*120as 28--100k 500  MSP6 
720×480av  352*240av 320*240as 100--768k   MSP6 
720×480av  352*240av 320*240as 500k 11304  MSP6 
720×480av  352*240av 320*240as 100k 2280  MSP6 
720×480av  352*240av 320*240as 28--100k 512  MSP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s 100--768k   MSP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s 500k   MSP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s 100k   MSP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s 28--100k 502  MSP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as 100--768k   MSP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as 500k   MSP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as 100k   MSP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as 28--100k 501  MSP6 
720×480av  352*240mp 320*240as 100--768k   MSP6 
720×480av  352*240mp 320*240as 512k 11643  MSP6 
720×480av  352*240mp 320*240as 100k 2280  MSP6 
720×480av  352*240mp 320*240as 28--100k 510  MSP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as 100--768k   MSP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as 512k   MSP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as 100k   MSP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as 28--100k 502  MSP6 
720×480av  160*120mp 160*120as 100--768k   MSP6 
720×480av  160*120mp 160*120as 500k   MSP6 
720×480av  160*120mp 160*120as 100k   MSP6 
720×480av  160*120mp 160*120as 28--100k 501  MSP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v 160*120as 100--768k   MSP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v 160*120as 500k   MSP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v 160*120as 100k   MSP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v 160*120as 28--100k 11637  MSP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320*240as 100--768k   MSP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320*240as 512k 11637  MSP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320*240as 100k 2280  MSP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320*240as 28--100k 512  MSP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160*120as 100--768k   MSP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160*120as 500k   MSP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160*120as 100k   MSP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160*120as 28--100k 501  MSP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mp 160*120as 100--768k   MSP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mp 160*120as 500k   MSP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mp 160*120as 100k   MSP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mp 160*120as 28--100k 501  MSP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mp 160*120as 100--768k   MSP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mp 160*120as 500k   MSP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mp 160*120as 100k   MSP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mp 160*120as 28--100k 501  MSP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mp 160*120as 100--768k   MSP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mp 160*120as 500k   MSP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mp 160*120as 100k   MSP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mp 160*120as 28--100k 501  MSP6 
720×480av       PRE6 
720×480av  320*240av   487338  PR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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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480av  160*120av   145298  PRE6 
720×480av  352*240mp     PRE6 
720×480av  160*120mp     PRE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av   487338  PRE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v     PRE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PRE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160*120mp    PRE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av     PRE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mp     PRE6 
720×480av 352*240mp 352*240mp     PRE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mp     PRE6 
720×480av   320*240as 768K 15549   
720×480av   320*240as 100--768k 24075  PRE6 
720×480av   320*240as 512k   PRE6 
720×480av   320*240as 128k 2275  PRE6 
720×480av   320*240as 28--100k   PRE6 
720×480av   160*120as 100--768k   PRE6 
720×480av   160*120as 512k   PRE6 
720×480av   160*120as 128k   PRE6 
720×480av   160*120as 28--100k 3298  PRE6 
720×480av  352*239av 320*240as 768k 15549  PRE6 
720×480av  352*240av 320*240as 100--768k 24075  PRE6 
720×480av  352*240av 320*240as 500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320*240as 128k 2275  PRE6 
720×480av  352*240av 320*240as 28--100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s 100--768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s 500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s 100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s 28--100k 3298  PRE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as 100--768k   PRE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as 500k   PRE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as 100k   PRE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as 28--100k 3298  PRE6 
720×480av  352*240mp 320*240as 100--768k   PRE6 
720×480av  352*240mp 320*240as 512k   PRE6 
720×480av  352*240mp 320*240as 100k   PRE6 
720×480av  352*240mp 320*240as 28--100k   PRE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as 100--768k   PRE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as 512k   PRE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as 100k   PRE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as 28--100k   PRE6 
720×480av  160*120mp 160*120as 100--768k   PRE6 
720×480av  160*120mp 160*120as 500k   PRE6 
720×480av  160*120mp 160*120as 100k   PRE6 
720×480av  160*120mp 160*120as 28--100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v 160*120as 100--768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v 160*120as 500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v 160*120as 100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av 160*120as 28--100k 3451  PRE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320*240as 100--768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320*240as 512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320*240as 100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320*240as 28--100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160*120as 100--768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160*120as 500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160*120as 100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352*240mp 160*120as 28--100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mp 160*120as 100--768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mp 160*120as 500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mp 160*120as 100k   PRE6 
720×480av 352*240av 160*120mp 160*120as 28--100k   PRE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mp 160*120as 100--768k   PRE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mp 160*120as 500k   PRE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mp 160*120as 100k   PRE6 
720×480av 160*120av 160*120mp 160*120as 28--100k   PRE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mp 160*120as 100--768k   PRE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mp 160*120as 500k   PRE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mp 160*120as 100k   PRE6 
720×480av 352*240mp 160*120mp 160*120as 28--100k   PRE6 

   註：av是指 AVI檔案格式，mp是指MPG檔案格式，as是指 asf檔案格式，720*480是指影像畫面的

大小，轉一是指第一次轉檔，轉二是指第二次轉檔，轉三是指第三次轉檔，k是指串流影音播放

需要的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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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已徹底改變了人們所生活、工作與學習

的環境，尤其是虛擬實境，具有吸引人及強大的

能力，可以加強學習。在網際網路上所流通的文

字、影像、聲音等，使知識得以具體化，建構主

義認為學習環境應該支援對現實的多重觀點或詮

譯、知識的建構、並具有豐富的脈絡及以經驗為

主的活動。本研究所建立的虛擬實境學習網站，

以建構主義的觀點，滿足造形設計課程對立體物

件的需求，展現了虛擬實境在教育上的優勢，讓

學生有機會以具象的方式，沈浸在以往抽象的觀

念中，可以加速知識的增進，為更進一步的發現

與經驗學習，建立穩固的基礎。 

關鍵詞：網路虛擬實境、遠距教學 

1. 前言 

近年來，由於多媒體與網路科技的蓬勃發展

，以電腦為基礎所衍生的教學活動，已成為一種

趨勢，藉由雙向的溝通和活潑生動的教材呈現，

來取代傳統的教學形式，以增加學生的興趣，提

高學習效果，而學習也由實質的環境，擴展到網

路化的虛擬世界。傳統的教學模式，是由教師與

學生，在相同的時間及地點進行，因為面對面的

溝通與互動，仍有無法取代的優勢。然而，由於

生活型態的轉變及學習需求的增加，越來越多的

學習者希望從遠端獲取知識，也使得網路學習逐

漸成長。電腦網路應用於教育上，不僅可以輔助

傳統教學，也能使學生在更獨立自主的情境下學

習，激發學生的自律性。學生與電腦間產生密集

的良性互動，在學習中可得到立即的回饋，以激

發自覺性的積極學習，增加學習的成就感。 

由於全球資訊網的興起，帶動了網頁顯示的

進步，而在多媒體展示技術的輔助下，使用者可

以在網際網路上，放置各種不同內容，如文字、

圖形、影像、聲音、動畫等，但是這些二維空間

網頁的元素，已經無法充分滿足使用者的感官需

求。因此三維空間的資訊呈現方式，能讓使用者

融入虛擬建構的三維空間場景，在全球資訊網上

的發展便應運而生。網路使用者可以在不同的時

間與地點、使用不同的電腦作業平台，來取得相

同的資訊。網路虛擬實境與電腦作業平台無關、

具延展性，提供豐富的互動性、動態感、與使用

者參與感，允許使用者在三維空間中玩樂、創造

與溝通。在這樣的一個數位化虛擬環境中，不同

地方的使用者，能夠藉由他們的電腦，透過網際

網路及三維空間的使用介面，來互相傳遞資訊、

並且利用立體的方式呈現出來。 

在遠距教學中引進虛擬實境，主要考慮到教

師能掌握虛擬實境互動性質的優勢，提升學生的

參與程度。藉由網路無遠弗屆的特點，可讓學生

在不同的軟硬體設備上，進入三維空間的虛擬環

境，和其中的立體物件進行互動，以提高課程的

學習效果，縮短學習時間，提升學習效率與興趣

，更重要的是開啟以往在遠距教育上，最少提及

也最難教導的想像力與創造力之門。 

2. 文獻探討 

Loeffler & Anderson（1994）把虛擬實境視為
，由電腦所產生的三維空間模擬環境，可以根據

使用者的行為，做即時的改變及展現。Burdea and 
Coiffet（1993）認為，虛擬實境是一種高階的使用
者介面，以多重知覺管道，來從事即時的模擬和

互動，這些知覺的形式有視覺、聽覺、觸覺、嗅

覺、味覺等。虛擬實境和其他電腦系統最大的不

同點，在於以人類為主的觀念；它的沈浸性（

immersion）、即時性（instantaneity）、與互動性
（interactivity），讓使用者能感受到如真實般的電
腦環境，並能發揮獨特的想像力（imagination）。
Pimentel & Teixeira（1993，p.12）認為，沈浸意指
人們將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問題或經驗的知覺上

，而電腦感應設備能提供包括視覺、聽覺、觸覺

、身體移動等感官知覺；同時虛擬環境是一個動

態的環境，需針對參與者的動作及指令輸入，給

予即時互動的模擬反應。 

虛擬的概念在資訊科技的領域中，可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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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電腦軟硬體構成的虛擬系統，在功能上表現出

真實系統的特徵，而虛擬系統的使用者或參與者

，必須遵循某種既定的模式，將真實系統的運作

，建立在虛擬系統的基礎上（顏春煌，1997）。
因此，虛擬實境是一個藉由電腦所產生的非實質

立體空間，使用者可以利用一些電腦輸出入裝置

，和這個空間中的物件進行互動，除了觀看外還

可加以操控，並在空間中隨意自由移動。電腦可

以重現人類的感官經驗、及現實環境中人類所感

受的刺激，讓使用者不自覺地沈浸於電腦所產生

的環境中，引發相當的融入感及參與感，進而形

成人與電腦間的新溝通模式。 

虛擬實境的願景激發了人們的想像力，而網

路則使其變得更加普及。網路虛擬實境是一種軟

體系統，它提供了多人互動的功能，使得全世界

的人，都可以即時的在此系統上，交換彼此的資

訊。其主要的目的是模擬一個真實的世界，而在

此世界中的所有人，皆分享相同的時間與空間（

Singhal & Zyda，1999）。網路虛擬環境雖然欠缺
物質性，但卻是一個真實的所在，不但是一個全

球性的資料空間，提供所有尋找資料的人存取使

用，也包含了社會互動與溝通，提供了各種線上

幻想世界。在網路上的虛擬實境中，只要靠簡單

的滑鼠，使用者便可在虛擬環境中，自由的移動

或是檢視物體。使用者可以即時地與虛擬環境互

動，此虛擬環境亦會即時地做出適當的反應與回

饋，使其體會全新的視覺感受，而獲得身歷其境

的臨場感，創造出一種新的人機溝通模式。 

在一項針對虛擬實境技術於教育用途上的研

究中，Youngblut（1999）將現有支援學習的虛擬
實境工具，分類為三大類： 
(1) 事先建購的虛擬世界：在這類的應用程式中
，單一的學生和單一的虛擬世界產生互動，

因此，雖然這名學生在真實教室中可以和其

他人共同學習，但在虛擬世界中卻沒有互助

合作的機會。 
(2) 學生發展的虛擬世界：這類的應用程式可以
讓單一的學生，在虛擬世界中進行導覽和互

動，也能以更有效率的方法，參與他覺得有

趣、簡單的虛擬世界的建立和延伸。 
(3) 多人分散的虛擬世界：這些應用程式可以讓
置身不同地方的學生，以網際網路相連，在

有著相同興趣的群體中學習。因此，學習是

在互助合作下進行，學生也能有效率的參與

虛擬世界的建構與修改。 

Bricken（1991）建議，利用虛擬實境可以在
背景脈絡的經驗與學習中，教導學生思考與判斷

，以具象的方式傳授象徵而抽象的經驗。虛擬實

境可以在真實世界與抽象邏輯間，提供一個自然

的介面，讓學生超越書本的知識，更進一步發展

出自我的概念與關係。Jacobson（1993）指出，虛
擬實境可以幫助人們解決問題，因為它可以將資

訊視覺化，讓人們以空間的觀點來看事情，當人

們能夠在空間中巨細無遺地觀測資料時，彼此或

各自的關聯可以被發現，這對問題的解決是很有

幫助的。McLellan（1994）認為，由於虛擬實境強
調多重感官性、具有多維的資料展現能力，因而

提供了一系列的再現與展現工具，連結了許多學

科，形成了一個強大協同的學習工具。透過虛擬

實境技術，使學生完全投入一種虛擬境界，而能

使學習效果倍增。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實驗法進行，並配合問卷及觀

察、隨機訪談的方式，了解受測者的使用狀況，

接著再詳細分析使用者對網路虛擬實境的各種意

見，以歸納研究成果。本研究目的，在於建構一

造形設計遠距教學網站，配合網路虛擬實境的方

式，進行學習成效的評量與練習，並針對受測者

在此實驗課程規劃上的建議與反應，作一通盤的

審視與分析。 

在虛擬環境的設計與表達工具上，VRML（
Virtual Reality Modeling Language）是最常見的格
式，它能讓設計者測試虛擬環境各種條件的控制

性，提供使用者一個任意遊走、身歷其境的虛擬

環境，並能讓使用者和虛擬物間產生互動。VRML
所描述的虛擬實境是一種三維的模型文件，使用

者須採支援VRML的瀏覽器，才能觀看VRML的虛
擬世界。一般是採用外掛程式，使用者需另外下

載安裝，才能在網路瀏覽器上展現虛擬場景、及

控制虛擬場景中的物件。 

本研究選擇微軟Reality Lab 3D軟體描繪技術
的WorldView，作為網路虛擬實境瀏覽器，因為其
具備有以下的優勢： 
(1) 介面功能完整。 
(2) 瀏覽器會自動造成封閉空間，不會導致穿牆
而出的狀況。 

(3) 操作介面同時以圖像和文字作指示。 
(4) 可依展示內容轉換不同種類的顯示模式。 
(5) 可依模型尺寸大小調整遊歷的速度。 
(6) 能以滑鼠、鍵盤操作、或兩者並用。 

本研究建構一網路虛擬設計博物館（見圖1）
，挑選幾種以幾何造形構成的產品，作為實驗樣

本，其中包括平面圖像與三維模型，希望能藉由

網際網路與虛擬實境的特性，將抽象的概念、意

象，作具體的呈現，同時增加學習過程的互動性

，並藉此刺激學生的思考、想像及創造能力，。

在受測對象上，選定設計系學生男女各半，年齡

為18-30歲，合計共24位受測者。問卷以Likert七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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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表為主，由受測者根據每一題項的描述，勾

選出自己同意的感受程度。 

 

 

圖1：虛擬設計博物館 

4. 研究成果 

根據對虛擬實境場景設計與測試分析後的結

果顯示，使用者對此場景效能的反應均偏向滿意

（見表1）。在虛擬實境場景的操作說明上，採用
圖示配合文字與鍵盤功能鍵圖像來編排，各個功

能的文字敘述並不會太繁雜，而從問卷統計結果

所得到的平均值約為6.08看來，受測者對於場景的
功能與操作方式，是容易了解的，大多數的人在

操作上並無太大的問題，同時他們也善於利用各

種功能，來達成不同的任務或需求。 

在此虛擬實境展示方式上，受測者認為其所

呈現的文字與圖像的滿意度平均值為6.00、外觀的
呈現為5.58、佈局的呈現為5.75，顯示受測者認為
此種展示方式是清晰的。在虛擬場景中呈現文字

、二維圖像、三維物件和材質，主要的用意即是

測試受測者的滿意度，因為視覺效果呈現的品質

，是影響一個虛擬實境場景成敗的關鍵，因此區

分為三個問題逐項詢問，希望能了解受測者最真

實的感受。 

針對此虛擬實境場景的操控性、準確性、學

習性、靈活度、眼手協調度﹙互動性﹚、即時性

、介面提示、介面視覺表現及效率性等9個評估項
目，統計後的平均值均在5.3–6.0間，顯示受測者
對於此介面的整體表現是滿意的。對於場景的設

計理念、操控方式、介面功能與提示，受測者多

呈現出容易理解的反應。顯示VRML的虛擬實境檔
案格式，所能傳達的效果並不會太遜色，至少場

景重點的部分均能完整地呈現。不過，跟目前市

面上的部分三維產品展示比較比來，雖然VRML在
擬真的程度上有不及處，但基於本研究的目的作

考量，因此捨棄更真實的擬真，而採遊歷互動程

度高的VRML格式。 

表1：虛擬場景評估項目平均數 

評估項目 平均 
操作說明 6.08 
文字與圖像 6.00 
外觀的呈現 5.58 
佈局的呈現 5.75 
操控性 5.416 
準確性 5.333 
學習度 5.666 
靈活度 5.916 
眼手協調度 5.5 
即時性 5.916 
介面提示 5.666 
介面視覺表現 5.75 
效率性 5.666 

表2：網站課程內容評估項目平均數 

評估項目 平均 
您認為此網路教學，在課程內容

的規劃上是？ 6.13 

您認為此網路教學，所提供的相

關資訊是？ 6.21 

您認為此網路教學比一般傳統的

網站，在互動的程度上是？ 6.13 

您認為此網路教學比一般傳統的

網站，在內容上是？ 6.08 

在瀏覽此網路課程後，您認為您

所吸收到的知識是？ 6.25 

您認為此教學課程中，網路虛擬

實境的使用是？ 6.08 

您認為文字、圖像、動畫及虛擬

實境等資訊表達方式是？ 5.71 

您認為以此教學網站作為輔助傳

統教室授課，對於學習是？ 6.25 

整體而言，您對此教學網站內容

規劃的滿意度是？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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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表2所示，受測者對本網站的反應呈現高
度滿意，顯示利用虛擬實境配合多種媒體來設計

課程教學，確實增加在互動性上的表現，受測者

認為採用虛擬實境的教學方式，對於學習有適當

的助益。進一步比對量表與訪談的結果，發現受

測者滿意本教學網站的原因主要為，受測者認為

利用虛擬實境的方式，有助於將複雜的概念具體

化，利用環場影像，讓受測者從不同角度觀看產

品的構成，再搭配文字的敘述，確實比平面式影

像易於讓人了解。 

在課後評量方面，以試卷的形式，作為學習

成效的評估準則，而為了避免造成受測者過大的

壓力、以及研究統計上的不便，研究人員最後選

定以選擇題的方式進行課後測驗，共計10題選擇
題，答案皆為單選。最大群落分布在70-90分間間
，平均值為77.9分，顯示多數受測者在閱讀過此網
路課程後，對於大部分的內容皆能有所記憶，若

以60為及格標準，則可發現受測者在評量反應出
不錯的學習成果。此外，受測者將此課程完全閱

讀完畢，所需的時間從10-25分鐘不等，部分受測
者快速瀏覽，另一部分的受測者則是會反覆瀏覽

課程內容，而經實驗後比對發現，反覆瀏覽課程

內容的受測者，答題錯誤率較低， 

在實驗結束後，立即以口頭方式進行情境訪

談，訪談的題目視受測者的狀況與反應而定，針

對課程規劃、版面配置、學習效果，或其它建議

與問題進行討論，以收集無法由問卷調查獲得的

資訊，彙整的結果如下： 
(1) 受測者認為閱讀文字內容，多少會因為認知
上差異而導致誤解或模糊，因此受測者建議

以附加註解的方式，作更詳盡說明。 
(2) 現階段的網路教學的功能應定位在課後輔導
，受測者認為教室授課有較高的效益及互動

，於課堂加深課程內容的印象後，再透過網

路多媒體學習的輔助，將能發揮更大的助益

。 
(3) 網路課程的自由度高、較無學習壓力，受測
者認為這是網路學習與教室授課最大的不同

點，同時學習者希望能自行測驗與評分。 
(4) 教學者能以線上評量作為課程重點提醒的方
式，讓學習者能對於答錯的問題再作複習，

同時受測者也希望能藉由系統的回饋而自行

評分，如此便能立即得知學習狀況。 
(5) 大多數的受測者均習慣於在書籍教材或講義
上標示重點，但網路教材卻無法提供這樣的

功能。 
(6) 受測者認為本網路課程的換頁方式，具有進
度顯示的功能。 

操作方式的容易程度為滑鼠＞鍵盤；滑鼠＞

滑鼠、鍵盤並用，而進一步與隨機訪談的結果相

對照，便可發現癥結所在。受測者點擊滑鼠左鍵

，可將滑鼠向各個向度移動，同時滑鼠移動的距

離長短，代表的是在場景中位移速率的快慢，即

滑鼠移動距離多，便造成在場中快速移動。以此

對照於鍵盤的操作方式，由於方向鍵只有上﹙功

能為向前進﹚、下﹙向後退﹚、左﹙向左轉﹚、

右﹙向右轉﹚四個鍵，在各個方向的移動上，遠

不及滑鼠來得方便，再加上以鍵盤操作時，不論

是在移動或是轉動上，均是等速的位移，因此若

要移動較長的距離，勢必要花上一些時間。不過

，以鍵盤操控並不是全然沒有優勢，以轉動的準

確度而言，鍵盤的轉動是原地轉，而滑鼠在轉動

時，則會同時造成些許程度的位移，因此，基於

鍵盤的特性，若使用者在瀏覽時虛擬場景或產品

時，可用鍵盤方向鍵作為微調的工具。 

受測者認為以虛擬實境來進行評量，確實有

別於以往傳統的測驗方式，尤其是在互動性以及

表現方式上，同時讓人比較不會感受到考試的壓

力，反而像是在進行線上遊戲或參觀虛擬博物館

，同時，受測者建議，若是能將虛擬場景的部分

規劃的更詳細、更豐富，同時加入聲音或動作等

回饋，則會呈現出更真實的效果。 

受測者對於本網站的版面設計、色彩規劃以

及使用性等項目，反應出偏高的滿意度；部分受

測者提到，教學網站應以內容呈現為重，編排上

應以力求簡單、舒適及大方，並可搭配簡單或局

部的動畫，以不影響閱讀為考量，過於強調裝飾

性或使用太過炫麗的動畫，則會影響學習者的專

心程度。 

5. 結論 

由於本研究的教學環境為網路虛擬教室，故

著重於互動性、教學方式、教材呈現方式、課程

規劃、網站設計與使用性滿意度、以及學習成果

的探討。所得到的結果，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結

論： 
(1) 學習者因為擁有參與學習活動的主動控制權
，而呈現高度的互動性。 

(2) 受測者認為利用虛擬實境的方式，有助於將
複雜的概念具體化，利用不同媒體的展示，

有助於讓抽象的文字敘述具體化。 
(3) 受測者認為以虛擬實境來進行評量，確實有
別於以往傳統的測驗方式，尤其是在互動性

以及表現方式上。 
(4) 研究結果顯示，受測者對於本實驗課程的規
劃，有高偏好的滿意度。 

(5) 利用虛擬實境以及多媒體來規劃課程，對於
學習有加分的作用。 

(6) 以網路虛擬實境的方式，作為學習後的練習
、測驗，並搭配不同的媒體類型，作為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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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模式，對於教學滿意度，有正向偏好

的影響。 
(7) 受測者偏好使用滑鼠，來控制此虛擬實境瀏
覽器介面，乃因用滑鼠操控最為簡單、方便

，而且能讓受測者作出直覺式反應。 

教學者與學習者間的互動，一直是遠距教學

所要突破的瓶頸，本研究以網路虛擬實境方式，

作為學習與課後評量，受測者在虛擬空間中，除

了能針對產品造形不同屬性的表現，加以思考並

判別外，更有參觀展覽的遊歷效果。使用網路虛

擬實境來進行教學或評量，確實能突破傳統教學

的限制，除了是一種新的學習機會外，更是一種

輔助教學的好方式。教師應視課程需求及類型，

作漸進式的規劃，而以發展一套完整的線上輔助

教學系統為考量，讓學生在課堂外，還能有一個

複習、討論的虛擬教室，同時教師也能利用網路

多媒體教學，以補強無法兼顧處，使教學更具彈

性。 

以網路虛擬實境配合多媒體進行教學，在內

容規劃上可較為多樣化，但比起傳統教學，在課

程規劃上更應審慎，在傳統教室授課的模式下，

師生間的互動性高，學生提出的問題，能立即得

到解答，而在遠距教學的模式下，一切得藉由網

路溝通，在時效性上多了限制，因此教學者應於

事前計劃周詳，如此才能發揮其最大的效用。而

有些受測者提到，部分的文字內容，多少會因為

教學者與學習者認知上差異，而導致誤解或模糊

，因此建議以附加註解的方式，作更詳盡說明。 

虛擬實境的學習環境使人們更能發現學習的

真正本質，從事教育的人員也應該參與其發展，

以引導這項科技的成長，也許更能影響教育改革

的方向。虛擬實境技術能對教育所做的貢獻是無

限的，只要持續的發展，相信學生所受的教育方

式將會更生動、活潑且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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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指出，學生應
培養主動探究、解決問題、資訊與語言之運用等終

身學習之能力。資訊網路融入教學正可提供所需的

學習環境。資訊科技進入教室，是資訊社會中必然
的趨勢。身為資訊時代之教育工作者，研究將資訊

融入教學中，因應資訊化的社會改變教學模式，是

責無旁貸之職。本研究實際試教課程的八個單元，
實施過程包括擬定單元名稱、分析與擷取相關能力

指標、擬定教學目標、設計教學內容、安排教學活

動、教學教案設計編寫、準備相關教具與器材，然
後進行實驗教學。之後再由協同教師的訪談、學生

的訪談及研究者反省等資料中彙整意見，進行教學

檢討後，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可供教師進行資訊
融入課程教學之參考。 
 
關鍵詞：課程設計、網路資源、九年一貫課程 
 

Abstract 
 

The nine-year integrated curriculum gives 
teachers more flexibility as well as pressure and 
challenge of teaching in classro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not a stand-alone subject anymore. 
Instead, teachers have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computers and Internet as assistant teaching 
material. To study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future in 
nine-year integrated curriculum, we design a series of 
teaching plans and activities to let the students learn 
from Internet resources. Problems and acceptable 
solving methods are concluded. The Internet resources, 
especially pictures and content in web pages, are 
proved to be valuable to aid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education. 
 
Keywords: Instructional Design, Internet Resources, 
Nine-year Integrated Curriculum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未來是人才的競爭，也是網路知識經濟的全球

競爭。人才的培育，成功的鎖鑰就在教育。在世界

各國努力推動教育改革的同時，台灣也不落人後，

啟動了一連串的教育改革，其中以九年一貫新課程
的推動工程最為浩大，影響也最深遠。 
九年一貫新課程的重大變革是將以往分科的

學習方式，改為以領域學習的方式，規畫七大學習
領域：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數

學、自然與科技、綜合活動，和六項重大議題：資

訊教育、環境教育、兩性教育、人權教育、生涯發
展教育、家政教育。在新課程的資訊教育議題中，

說明了資訊教育旨在培養學生資訊擷取、應用與分

析的能力，更要養成學生創造思考、問題解決、溝
通合作，與終身學習的能力，以發展健全的國民。

依據九年一貫課程之精神，各學習領域均應使用電

腦為輔助學習之工具，以擴展各領域的學習，並提
升學生研究的能力，此意謂著教師宜充分利用網路

科技、網路資源，融入於各領域教學中（陳忠志，

民89）。 
根據統計，台灣和美國的教師使用Internet收發

郵件以及搜集教學資料的比例，都達到80%以上，
但是台灣教師將電腦整合於教學的比率卻明顯偏
低，面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挑戰，台灣只有三成

多的教師有把握；不到20%的教師運用Internet於課
堂進行教學；而讓學生透過網路進行研究或參加合
作計劃的台灣教師，更是微乎其微，只有0.75%（林
玉珮，民89）。以民國九十一年通過教育部審訂的
國小教科書為例，並無任何出版社的課程設計包含
資訊融入教學的部份。 
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賦予學校、教師更大的

課程自主空間與權責，但相對也給教師帶來更多的
挑戰與壓力。數十年來教師習慣於統一的課程、相

同的教科書、一致的進度，對於課程設計的經驗較

少。現在推動的資訊融入學科的新教學模式，對教
師們而言是全新的嘗試。以往「資訊科技」一直被

當作一個專門的學科來教授，但在資訊時代，應用

資訊的能力已成為國民基本素養的一部份，每個學
生都應該接受基本資訊科技內涵的學習，使每一個

人都能在其生活中應用資訊科技，並瞭解資訊科技

對個人及社會的影響及衝擊。因此有關資訊科技的
教材內容，教學方法，及至教學的態度，都必須有

所調整（張一蕃，民88）。如何使用電腦、應用電
腦，具備資訊的素養，因應資訊化的社會，改變教
學觀，將網路資源整合到所教的科目中，以符合並

反映資訊社會的教學型態，已成現代教師的基本素

養。許多的跡象顯示，資訊科技進入教室，是資訊
社會中必然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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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教師

應如何運用資訊網路科技於教學中。分析應用網路
資源於國小課程教學的理論基礎與課程設計，以網

路上現有網頁資源為主進行融入教學，最後並藉由

自製的課程單元教材網頁的過程與教學實驗，檢討
應用網路資源於國小教學的課程設計及教學活動

時之學習成效。同時亦探索教師在實施資訊融入學

科時可能遭遇的困難及因應之道，希望能提供教師
在設計網路資源融入學科課程設計時之參考。 
本研究的主要探討問題包含以下幾點： 

1. 探討九年一貫課程教育政策的內涵及執行方式。 
2. 探討網路資源融入教學課程設計理論與方式。 
3. 探討網路資源融入國小教學過程時，關於教師教
學、學生學習、學習環境所可能產生的問題。 

4. 探討網路資源融入國小課程教學，可採用之有效
的教學方式及教學活動。 

 
2. 文獻探討 
 
2.1. 資訊科技與九年一貫課程 
 
國民教育是義務教育，強調的是培養國民的基

本能力，並不是為培養專家而設置的。為此，九年

一貫課程設計之基本理念為培養「身心充分發展的

健全國民」，期透過一至九年級課程的一貫性，建
立統整而均衡發展的國民教育課程，提供學生人性

化及適性化的學習環境。因此，國民中小學課程設

計以生活為中心，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的歷程，尊重
個性發展，激發個人潛能．涵泳民主素養，尊重多

元文化價值，培養科學知能，以適應現代需要（教

育部，民87）。 
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打破傳統學科

組織與分科教學的方式，將課程統整為七個 「學
習領域」，強調課程統整和協同教學（歐用生，民
88），以培養現代國民十大核心能力為主要教育方
針。未來的九年一貫課程將由分科走向整合，併科

規劃，大幅減化現有學科，學生修習資訊科技的時
數將相對減少（羅清水，民87）。依據九年一貫課
程之精神，新課程培育學生十項國民教育基本能力

指標，分別是：(1)自我與發展潛能、(2)表現與創新、
(3)規劃與終身學習、(4)溝通與分享、(5)關懷與團
隊合作、(6)學習與國際瞭解、(7)組織與實踐、(8)
科技與資訊、(9)探索與研究、及(10)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從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基本理念、課程目標、

基本能力、學習領域、實施要點等各項來看，資訊
與科技除了電腦教學之外，更重要的精神是如何將

資訊科技視為輔助學習的工具，將資訊融入在各學

習領域教學活動中，以擴展各領域的學習。在課程
結構上，九年一貫課程以合科教學為主，強調各學

習領域統整的精神。注重科學研究知能，以培養學

生尊重生命、愛護環境的情操及運用科技與資訊於

日常生活中的能力。各學習領域應將資訊整合於教
學活動中，從課程的設計觀點來看，資訊科技的授

課時數有限，資訊融入學科的基本概念儼然成型，

九年-一貫學科課程中，電腦將會是學生作為學科學
習的主要工具（溫嘉榮，民88）。 
資訊科技的學習雖列在「自然與科技」學習領

域之學習內涵中，但因九年一貫課程設計，強調將
資訊科技融入各學習領域之教學，如表1所示，此
項基本能力與各學習領域均有密切的關係。由該表

所列之能力指標可看出，在新課程中各學習領域皆
強調培養學生蒐集、判斷與應用資訊能力的重要

性。 
 

表1. 九年一貫課程運用科技與資訊與學習領域的
關係（資料來源：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領域 運用科技與資訊 

語文 綜合語文與科技資訊，提升學習效果，擴
展學習領域。 

健康與

體育 
培養運用健康與體育的資訊、產品和服務

的能力。 

數學 將各領域與數學相關的資料資訊化。用電

腦處理數學中潛在無窮類型的問題。 

社會 培養探究之興趣以及研究、創造和處理資

訊之能力。 

藝術與

人文 

運用多種方式蒐集有關視覺藝術之資

訊，並養成習慣。整合各種相關科技與藝

文資訊，輔助藝術領域學習與創作。 

自然與

科技 

培養探索科學的興趣與熱忱，並養成主動

學習的習慣。察覺和試探人與科技的互動

關係。 
綜合 
活動 

蒐集並分享各類休閒生活資料。熟悉各種

社會資源及支援系統，幫助自己及他人。 
 
資訊科技由獨立設科（如目前實施之國中電

腦）改為融入各科教學是九年一貫課程之一大變

革。面對此轉變，學校在課程設計、設備及教師資
訊素養之培養上皆面臨極大的衝擊。如何將學校推

動新課程時可能遭遇的阻力化為助力，如何規劃可

行、有效且受學校支持的整合教學方案，是亟待解
決的問題，也是未來推展資訊教育基礎建設的重點

工作。 
 
2.2. 資訊科技對學習方式的改變  
 

Mitchell與Hunt在1997年時更明白的指出「教師
們應該瞭解現在的教學角色是完全不同於教師自

己學生時代的經驗，因為今日的學生將比他們的老

師接受更多的科技教育，教師想要吸引學生學習興
趣，獲得更佳的教學效果必須跟隨時代潮流，吸納

新科技的優點，教師們應儘可能去體會科技的各面

向、能力並加以運用，成為無限的教學資源以創新
自己的教材教法。」在教育重新建構導引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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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點、時間不再是侷限於課堂教室中，教室學習

生態面臨新的轉變，教師的傳統角色必須適時調
整，方能有效因應新時代教室情境，這種革新的轉

變可歸納如下（吳明隆，民87）： 
1. 學習主體從以「老師」為中心轉變為以「學生」
為學習中心。 

2. 學習者資訊獲取從被動吸收轉變為主動積極的
建構。 

3. 學習型態從個體、獨立學習轉變為群體、合作學
習。 

4. 教學方式由單一教師傳遞轉變為師徒相授。 
5. 學習教材由單一固定轉變為多元統合。 
6. 學習空閒由班級封閉系統轉變為開放、無限延伸
之界。 

7. 學習內容由制式單調轉變為活潑彈性。 
8. 學習過程由靜態接受轉變為動態探索。 
9. 學習評量由靜態、重結果的評量轉變為動態、重
學習歷程的評量等。 

10.學習由知識導向轉變為能力導向。 
面對資訊高速開發的新世紀，傳統教學方式已

無法應付快速變遷的學習環境，教學設計與教學方

式必須大幅更新才能跟得上整體環境的發展，而應

用網際網路於教學活動中，並進行學科整合教學，
更是今日應該認真探討的新課題。隨著網路科技的

普及家庭化，學習的方愈加深受網路科技所影響，

經由教學中使用多媒體科技之後，一位教師更能引
導學生，讓他們做自己學習的主人（王緒溢，民

88）。教師的角色轉變為促發者、導引者或教練，
面對此等革新的轉變，如何有效的利用網路多媒體
工具，幫助教師提昇專業素養運用網路科技的教學

能力，實為重要之課題。 
 
2.3. 資訊融入課程的教學模式 
 
網路擁有大量各式各樣圖文並茂的網站，可謂

全世界最大的資源資料庫。如何適當應用如此龐大
的網路資料庫於各科教學活動上，將是學校教師重

要努力項目之一。基本上，網際網路在教學上的應

用，可分成下列三個階段（王曉璿，民86）： 
1. 視為補充教學資源：單純的蒐集網路資源，做為
上課時的補充資料，亦即將學校的教具資源擴展

到網際網路上。可使用搜尋引擎，進行教學資料
的收集彙編，以增加教學資料的豐富性，尤其可

以最新的訊息、圖片補充課本之不足。 
2. 當成教學活動資源：亦即將網際網路形成教學活
動的一環。這個階段主要是運用網際網路電子郵

件、討論區以作為師生與同儕之間，訊息的傳

遞，分組的討論。另一個方式是由學生在上課時
自行上網蒐集資料，進而作業的交送等。 

3. 融入教學資源：接著進一步可進行網頁式教材的
編輯開發。此階段如同電腦輔助教學軟體之應
用，經由網際網路課程軟體的開發與應用，突破

學習上空間及時間的限制，真正發揮網際網路與

教學應用的精神所在。 
教師對於網際網路的運用，可先將之視為教學

資源（教學工具），其次當成教學資源（教學輔助

資源），最後則融入成為教學資源（融入式教學）。

如此，循序漸進的應用則可充分的在各科的教學中
運用，真正將網際網路對於教學的幫助與功能發揮

到最佳之效果。 
張國恩（民88）亦提出利用電腦網路資源配合

教學活動應用於一般學科教學的三種可行模式，包

括： 
1. 電腦簡報式的展示：在中小學的教學環境中，可
以利用現有的電視資源，以簡報軟體來製作，型

式上可以整合動畫、音效等教學媒體，內容上則

可以包括：圖片說明、圖片觀察、影片播放、上
網查詢等活動。 

2. 電腦輔助教學軟體的運用：電腦輔助教學可以針
對抽象化的概念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出來，或利
用模擬軟體建立學習環境以協助學生操作練

習。市面上目前已經有許多現成CAI用教學與學
習軟體，但在選擇上則需考量是否結合認知理
論、提供情境化的概念學習環境、提供診斷式評

量、互動式而非反應式、符合問題導向等特質，

以促進學生主動學習。 
3. 網際網路資源的使用：網路的資源最大效益是取
得方便，且不受時間限制。網路資源內容與型式

均相當多樣化，包括網頁化書本型態、網路化
CAI、非同步論壇、遠距教學等，如能善用這些
資源並將其擷取整合到教案中，對教師的教案編

輯有很大的幫助。 
 

3. 網路資源融入課程試教歷程 
 
3.1. 研究環境  
 
研究學校為一所擁有57班的中型國小，有二間

電腦教室，全校三至六年級學生每週上一節電腦

課，大部分學童都具有基本的電腦操作能力。全校

教師96.91%通過台北縣所辦理的資訊護照基礎級
檢測，資訊教育列為研究學校九年一貫課程中的學

校本位課程。本研究實施資訊融入教學的國小四年

級班級，共38位學生（包含13位男生及25位女生）。 
 
3.2. 網路資源融入課程教學實施流程 
 
本研究教學歷程依據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的流程，配合本研究實際需要修訂。實施過程包括

擬定單元名稱、分析與擷取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社
會領域之相關能力指標、擬定教學目標、設計教學

內容、安排教學活動、教學教案設計編寫、準備相

關教具與器材，然後進行實驗教學。教學中由協同
教師進行錄影，再藉由三角驗證的方法，協同教師

的訪談、學生的訪談及研究者反省等，彙整意見，

進行教學檢討並整理改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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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學歷程經驗彙整 
 
本節實際於國小實施資訊融入課程教學後，彙

整研究者於教學過程與教材設計之經驗，分就網路
上的教學資源及其應用、學童運用網路學習的態度

與成長、與教師的教學成長與感受三方面，敘述所

遭遇之問題與過程中運用之解決方案。 
 
3.3.1. 網路上的教學資源及其應用 

 
網路的多元與分享，使得網路上的資源與日遽

增。在浩瀚的網路資訊世界中，如何充分運用網路

資源於課程設計，是教師首要面對之課題。以下列
舉本研究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遭遇的情況及發展

出的對應解決方案： 
1. 搜尋引擎眾多，搜尋效能個別差異頗大，須慎選
適當的搜尋引擎。 
【問題描述】研究者以單元主題之重要內容為關

鍵字，利用網路上之搜尋引擎，如蕃薯藤、小蕃
薯藤、Yahoo奇摩站、Google、Openfind等，進
行網路資源探索。以「馬關條約」為關鍵字搜尋，

標榜以國小學童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小蕃薯藤網
站連一筆資料都沒找到，多數搜尋引擎所能找到

的資料非常有限，但Google卻找到了九千多筆資
料，之間的差異頗大。其中Google還提供圖片搜
尋的功能。 
【解決方案】Google的搜尋功能最為強大，找到
的資料數量最多，且提供圖片搜尋的功能。搜尋
圖片的功能對於教學十分重要，能引起學童的學

習注意力。本研究後續之教學試教即以Google為
主要搜尋工具。 

2. 搜尋結果網站過多，造成教師教學準備工作上時
間與精力的負擔。 
【問題描述】以搜尋引擎尋找教學資料時，往往
出現上千筆的搜尋結果。雖然資料相當豐富，但

教師須篩選整理適當之相關網站。各網站均需費

時等待連線與下載，再加上仔細閱讀網頁內容的
時間，使得教材準備工作所需時間超乎原先預

期。 
【解決方案】需依經驗事先對網路資料研判其實
用性，如果與教學相關性小，便儘速進行瀏覽下

筆資料，勿流連忘返。篩選完畢後，將相關資料

整理成一教學檔案，以利日後自己或他人分享共
用。 

3. 課程教材相關輔助網站眾多，造成學童學習上時
間和精力的負擔。 
【問題描述】若要在上課時間內，讓學童從搜尋

引擎所搜尋到的眾多網頁中逐個瀏覽與閱讀，再

進行歸納整理，在有限時間內難以達成，學童對
單元主題的學習可能流於走馬看花。 
【解決方案】教師在教學準備時應事先篩選網站

資料，將參考網頁的連結整理成一網頁檔案。以
便授課時讓學童點選連結，直接進入主題切合的

參考網站。此步驟有助於學生注意力的集中，提

升教學成效，教學的流程也會更順暢，學童不致
迷失於繁雜的網路資料中。 

4. 許多網站內容較為冗長與艱澀，不利於學童自行
閱讀，教師應協助歸納整理。 
【問題描述】根據研究人員搜尋網路教學資源的

經驗發現，國內甚少針對國小學童所設計的教學

網站。以教育部建置的國中小「學習加油站」為
例，搜尋試教課程中的單元主題「台灣的開發」

時，無法找到可資運用的相關資料。此外，網路

上相關資源雖然眾多，但多半非針對國小學童需
求所設計。網頁內容文字篇幅通常太多，文字較

為艱澀，不利於學童在上課時間中自行閱讀。  
【解決方案】教師應予學童較充裕的時間閱讀網
站的內容，重要的內容部分，可要求學童大聲朗

讀，以集中注意力，增強理解。教師再予以補充

說明，協助學童統整歸納。 
 
3.3.2. 學童運用網路學習的態度與成長 

 
學童是教學的主體，運用網路資源於教學活動

中，就是要增進學童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習的成

效。本研究對課程試教期間學童的學習態度及表現
歸納如下： 
1. 學童容易誤解至電腦教室上課之目的，應加以溝
通讓學童瞭解。 
【問題描述】研究者在實驗教學進行前先告知學

童課程將在電腦教室進行時，學童大聲歡呼，非

常高興。但在第一次實驗教學進行時，有段較長
的時間是由教師控制畫面，廣播教學網頁向學童

講解，並未讓學童自行操作電腦，此時學童即略

感無聊，並期待能動手玩電腦。 
【解決方案】大部分的學童都非常喜歡電腦，所

以聽要到電腦教室去都很高興，當發現與期待不

同時，將會有上述反應。經研究者再度與學童溝
通說明課程設計之目的後，學童即不再抱怨。接

下來的各堂課，大部份的學童也都順利學習，尤

其教學進行到「台灣的野生動物」，網站上不只
有各種動物的圖片，還有影片可供點選，學童都

很高興。研究者也在後來各單元主題的教學活動

中，皆留下數分鐘給學童自行操作學習。 
2. 學童可選擇適合閱讀的網站，建立自己的學習資
料庫。 
【問題描述】學童從搜尋引擎所搜尋到的成百上
千個網頁中，經過瀏覽、閱讀，歸納整理，完成

學習單內容，整個過程花費很多的心力。這些閱

覽過的網路資料應建立為學童自己的學習資料
庫，以利爾後的學習。 
【解決方案】部分網站上的內容對國小學童而言

較為艱深，教師應指導學童選擇重要且適合學童
程度的內容做為學習資源，並留下學習歷程檔

案。但因為電腦教室的電腦為全體學童所共用，

瀏覽器中的「我的最愛」紀錄可能被其他學童更
動，此時可教導學童利用試算表或其他軟體，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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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網站整理存檔，以建立自己的學習資料

庫。 
3. 中文輸入的速度會影響學習成效，須提供學童更
多的練習機會。 
【問題描述】國小的資訊教育不強調學童輸入文
字的速度，但中文輸入的速度對學童的學習成效

卻會造成明顯的影響。當研究者提出問題交由學

童自行搜尋探索資料時，有些學童已經將資料找
到並寄給教師，但有些同學卻仍停留在搜尋引擎

中，尋找著關鍵字的注音符號拼音，其間程度差

異頗大。經詢問操作速度快的學童，發現他們的
家中都有電腦，並且經常於課餘時間上網。 
【解決方案】盡量鼓勵學童利用電子郵件繳交作

業，增加學童使用電腦的機會，以強化學童的基
本操作技能，同時激發學童以電子郵件與同學交

流的興趣，如此學童就會自發地練習。 
4. 善用電子郵件，增進教學互動。 
【問題描述】在本實驗課程中，研究者要求學童

利用電子郵件繳交學習單，一開始學童操作電子

郵件需要較多的時間，對教學的進度有些影響。 
【解決方案】依據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的資訊能

力指標，學童應於國小四年級學習電子郵件的使

用。但研究者發現，即使已教導學童使用電子郵
件，如果沒有持續地應用，學童們很快的就會忘

記操作程序。學童們尤其容易忘記個人的帳號與

密碼。本研究的各次課程均要求學童以電子郵件
繳交學習單內容，剛開始有些學童會有操作上的

困難，因此佔用了部分學童下課的時間，此時則

請資訊小老師予以協助。經過數次課程後，學童
們已能熟練使用電子郵件，對於運用電子郵件繳

作業的方式也感到方便和有趣。經驗顯示，電子

郵件提供學生即時與真實的溝通，增強學童的學
習動機，激發與他人的互動，並提升資訊應用能

力，是良好的學習輔助工具。 
 
3.3.3. 教師的教學成長與感受 
 
研究者於實地實施資訊融入課程試教過程

中，體驗到身為教學者的成長變化，與應用資訊科

技的改變教學模式之經驗。這些心得彙整如下： 
1. 教學由「以教師為中心的知識傳遞」轉為以「學
童為中心的學習引導」。 
【問題描述】傳統的教室中，大部分時間都是由

教師講解、補充、統整結論。教師的角色是知識
的傳遞者，但國民小學採包班制，一位老師需要

教授數個科目，術業有專攻，單靠一位教師難以

解決學童所有課堂上的問題。 
【解決方案】網路科技即將改變教師是國小學童

知識權威的認知。在知識爆炸的時代，我們不需

要也無法記憶所有知識。重要的是，培養學童運
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激發其主動探索和研究的

精神。研究者在實驗教學進行中即深刻的感受

到，網路豐富多元的內容，可幫助教師大幅延伸
教學單元主題的深度及廣度。即使學童所提問題

超出教師的事先預期，師生也可以立即運用網路

的資訊進行相關問題的瞭解，達到知識傳遞之目
的。 

2. 學童的閱讀及歸納能力普遍不佳，須長期訓練培
養。 
【問題描述】欲運用網路為學習工具，學童閱讀

及歸納能力相當重要。許多學童在搜尋完資料

後，就直接將網頁完全與以複製繳交作業，既未
詳細閱讀，也不加以歸納整理。 
【解決方案】教師需妥善設計學習單，依據教學

目標，將教材資料做統整性的呈現，幫助學生掌
握單元主題的學習重點，並注意註明資料出處。

課堂中檢視學童作業時，可直接連結至課程資料

來源網站，即能立即檢查作業是否直接抄襲原始
網站資料。此外再以成績評量為誘因，正向鼓勵

學童嘗試深度閱讀及歸納學習。 
3. 教師協同合作，共同建立課程教學資料庫。 
【問題描述】研究者在課程試教階段即感受到，

彙整教材單元相關網站會花費教師許多的時間

和精力。教師辛苦設計與製作的教學資源應與其
他教師合作分享，以利網路資源融入教學之推行

與發展。 
【解決方案】如果能夠在學習領域的課程發展開
始時，即建立起班群之間的合作關係，讓教師分

工合作建立教學檔案資料庫，可以節省時間與精

力，網路資源融入學科教學也將更容易推廣。 
4. 教師應規劃學童分組合作學習，以利達成教學目
標。 
【問題描述】國民小學採常態編班，各班級都有
高成就與低學習成就的學童。教師很難全面照顧

全班三十多位學童，因此學童間的學習差異度，

會影響學童的學習成效與教師的整體教學計畫。 
【解決方案】教師宜安排專題式的作業，使學童

不僅學習搜集資料，還要學習閱讀、歸納與整

理。分組式的合作學習可藉由同儕的力量提昇整
體的學習成效，然而教師在進行分組時，須注意

減少各組學童的學習能力差異，以使合作學習發

揮最大的成效。此外，教師也要事先和學童約定
分組成績之評量方式，並觀察輔導各組的合作情

形。 
5. 採用多元評量，有助引導教學趨向活潑與多元
化。 
【問題描述】傳統的教學及評量方式造成學童錯

誤的認知，誤認學習就等於是記憶課本內容。實
際教學中發現，有些學童會擔心考試成績，要求

老師直接提示課本中需要背誦的重點。  
【解決方案】九年一貫課程關於能力指標的評量
提倡採用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需考量各課程領域

性質，採納學習單檔案評量、小組實作評量、教

師觀察等方式。此種多元化評量模式有助引導教
學趨向活潑與多元化，亦能協助學童建立正確的

學習觀念。 
6. 利用軟硬體還原系統，減輕教師實施資訊融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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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電腦焦慮。 
【問題描述】目前校園中的電腦軟硬體環境仍不
夠完善，多數學校的電腦教室雖有電腦設備及網

路連線，但大多仍缺乏校園網路及班級專屬電

腦。電腦系統與網路環境操作維修的複雜度，使
得教師懼於主動接觸電腦，遑論實施資訊融入課

程。 
【解決方案】對於電腦系統軟硬體時常出現令教
師不知所措的問題，研究者發現一種解決方案是

在電腦安裝軟體還原系統或硬體還原卡。在研究

學校的實驗教學期間，電腦出問題的機率並不
高，偶有幾次發生狀況，只要請學童重新開機，

讓電腦還原系統組態即可，程序非常便利簡單。

當然，政府及學校仍應持續推動資訊教育基礎建
設，以推動教師落實資訊融入教學。 

7. 持續提昇教師資訊素養專素，使能成功推動資訊
融入教學。 
【問題描述】電腦軟硬體各方面的操作維護問題

等諸多疑難雜症，往往令較少接觸資訊技術的教

師感到難以掌握。而教師的形象是專業的、權威
的，老師們會擔心在學童面前出糗，所以對資訊

融入教學怯步。 
【解決方案】雖然進行資訊融入教學的基本技能
並不複雜，但面對諸多狀況，若無信心能夠確實

掌握電腦，要推動教師進行資訊融入教學仍有困

難。建議電腦軟硬體簡易維修，應納入教師資訊
基本能力培訓課程中，提升教師具有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之專業能力。唯有繼續提昇教師的資訊素

養，才能成功推動教師進行資訊融入教學。 
 
 
4. 結論 
 
本研究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課程發展及資

訊融入教學之精神，探討應用網路資源融入國小社
會科教學的理論基礎與課程設計。本研究發展網路

資源融入教學的課程模式，規劃社會科學習單元，

一共八個單元主題，從設計教學活動，編寫教案、
製作學習單、建置單元相關網站彙集，到進行實驗

教學，最後並製作成教學單元網頁教材。透過行動

研究的教學歷程，經過八次行動研究循環，探討學
生和教師對網路資源融入教學的感受及看法，統整

歸納實施資訊融入教學可能遭遇的各種限制、困難

及解決方案。 
此外，基於此次研究之經驗，提出一些建議以

為國中小推動資訊融入教學之參考： 
1. 教師教學方面 

(1)建議想要從網路資訊融入教學課程的教師
可採取合作教學方式，由同學年教師共同設計課

程，分工搜尋網路資源，分享彼此的教學經驗以減
輕教師的負擔。(2)持續積極鼓勵教師進行資訊融入
教學。學校行政單位應充分利用電腦教室的空節，

讓教師便利地使用教學媒體資源。(3)師資培育機構
增加資訊融入各學科課程，讓未來的教師充分體認

資訊融入課程的意涵與方式，便於教學實務場景中

應用。 
2. 學生學習方面 
目前仍有許多國小學童家中並沒有電腦，學童

對於電腦知識獲得、技術學習都是在學校獲得。教
育部的課程綱要將資訊教育列為重要議題，非必排

課程，因此部份學校沒有安排電腦課程。學童基本

資訊能力不足，勢必影嚮資訊融入教學成效。 
3. 網路教學環境方面 

(1)適度引用網路互動機制（如討論區、留言版
等）以刺激學習效果。(2)落實班班有電腦政策，以
避免一般電腦教室不利於分組報告活動之狀況。(3)
教育部民國91年推出的資訊種子學校計劃，全省共
有300所學校即將參與研究，探討更多的網路課程
設計、教學活動等。有關單位宜立即建置或統整現

有網站，彙集所有學校的研究過程結果，讓全國教

師參考各種教學模式與教材，並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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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旨在引導學

生經由設計的活動學習認識自我、生活經營、社會

參與、保護自我與環境。本研究依據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指定內涵中的自我探索與瞭解活動、人際關係

與溝通活動，設計國小資優資源班跨年級的綜合活

動 ， 並 且 規 劃 與 建 構 社 群 網 站

( http://w3.estmtc.tp.edu.tw )融入教學，期望能促進
國小資優生人際溝通能力與資訊應用能力。此社群

網站系統已融入綜合活動教學一學年，研究結果發

現藉由網路科技融入教學能輔助與延伸綜合活動

之實施；透過網路社群互動有助於資優生人際關係

之發展；學生資訊與網路科技應用能力也因而明顯

提升。研究者所發展的社群網站系統，部份程式已

開放原始碼分享於網際網路，後繼研究將整合與擴

充原有系統以融入全校性的綜合活動教學。 
關鍵詞：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網路

社群、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資優教育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跨世紀的九年一貫新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包含童軍活動、輔導活動、團體活動、及運用校內

外資源獨立設計之學習活動，其設置目標在於生活

的實踐、活動的體驗、提供個別發展和學習領域間

的統整學習[1]。林清文[2]認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具
有整合學習經驗、適應個別差異、發展共同經驗的

價值，它的本質是活動的導引，而非學科的教學，

任何以學科知識為主體，甚至以固定教學進度為焦

點的教學設計或教材編製都將徒然增加學生的課

業負擔與壓力，明顯背離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設置

目標和教育改革的精神。國民中小學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的實施應秉持 John Dewey「教育即生活」的教
育哲學，結合校內外資源與社區發展，導引學生經

由設計的活動學習認識自我、生活經營、社會參

與，以及保護自我與環境。 
根據教育部[1]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

綱要，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設置指定內涵的目的是：

對於十分重要的教學活動，學校必須進行相關課程

的規劃與教學，不能省略，也不得刻意淡化或稀

釋，這些內涵對此次課程革新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指定之利遠大於指定之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課

程計畫應融入十項指定內涵：1.學生自治活動、2.
生命教育活動、3.社會服務活動、4.危機辨識與處

理活動、5.野外休閒與探索活動、6.自我探索與瞭
解活動、7.人際關係與溝通活動、8.環境教育活動、
9.兩性的關係與互動、10.家庭生活活動。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本身具有實踐、體驗、個別發展、統整的

特性，因此在評量的時候，過程導向會重於結果導

向，所以本學習領域以記錄、作品等多元的方式來

取代固定的測驗。 
資優教育的實施，不僅在發展個人潛能，也應

顧及社會效用的目的[3]。資優教育的目標包括兩方
面：一、個人潛能的發揮，以實現自我；二、將個

人才華與能力，貢獻於社會，服務於人群[4]。根據
王振德[5]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國民中小學資優班的
課程內容偏重學科知識，而在社會及情意發展方面

較為不足；資優教育是全人的教育，為使資優人才

多為國家社會服務，則社會情意方面的教育值得加

強重視。盧美貴[6]認為教資優生學會容忍、接納和
尊重他人的想法與貢獻，學會接受不同於自己的價

值觀，並與之溝通，此種情意的學習，並不亞於認

知的學習。郭為藩[7]則認為一個資優生不只是有學
業潛能而且能快速學習的人而已，他同時要有冷靜

的頭腦和一顆溫暖的心，能夠深入且全面地洞察人

類的種種問題；所以其教育目標應在擴展學生的視

野，增進其同情心、同理心，以及對於全體人類的

愛心。 
人際技能是影響資優生一生成敗的重要因

素，人際技能可以包括自己對自己、自己對他人，

和自己對團體的互動技能，其目的在建立滿意的人

際關係 [8]。Gardner 的「多元智能論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將人類的智能分為八大智
慧：語文智慧、邏輯－數學智慧、空間智慧、肢體

－動覺智慧、音樂智慧、人際智慧、內省智慧、自

然觀察者智慧，強調每個人都擁有八種智能，只要

給予適當的鼓勵、機會、環境與教導，幾乎這些智

能都能達到適度的發展；此外，每一種智能皆與其

他智能相互配合運用，而有多樣性的呈現方式。

Gardner 多元智能理論認為，能提供豐富的學習環
境，激發學生在八大智能領域的充分發展，以培養

健康的身心，即是完整學習的終身目標[9]。因而資
優教育不應侷限於傳統智能理論的窠臼，應重視資

優生與同儕的互動，啟發資優生內省、人際等多元

智能，以促進其人際技能之發展。 
Gardner 提出的內省智能與人際智能，即是早

期 Thorndike 提出的社會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
或新近 Salovey & Mayer與 Goleman所提出的情緒
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簡稱 EQ)，它們同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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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人事的能力，而不是處理事務的能力。擁有這

兩種智能的人較能自我省察與自我肯定，也較易與

人建立良好的關係，適應社會群體生活，也較易於

在社會上嶄露頭角（引自[10]）。九年一貫課程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指定內涵中的自我探索與瞭解活

動、人際關係與溝通活動，亦契合內省智能與人際

智能之精神，而這兩種智能同樣受到當前資優教育

的重視。 
在資訊化的社會中，培養每個國民具備資訊知

識與應用能力，已為各國教育發展的重點，各國紛

紛推動相關的資訊教育計畫，以為其國家邁向二十

一世紀的發展奠基。資訊教育旨在培養學生資訊擷

取、應用與分析的能力，更要養成學生創造思考、

問題解決、溝通合作，與終身學習的能力，以發展

健全的國民[1]。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及數位化的
時代，Goh [11]認為現今全世界的教育均受到兩種
互相關連的因素影響：一是全球化，一是資訊科技

革命。為迎接知識經濟社會的來臨，提昇國家競爭

力與科技實力，教育部推動中小學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以培育符合時代需求之國民[12]。資訊教育的
學習內涵為國民教育階段學生必備的基本資訊素

養，也是學生學習各領域知識所需之工具[13]。 
社群就是一群有共同興趣的個人，或因為相同

目的而結合在一起的團體，而在網路上面藉由網站

所形成的類似團體，統稱為網路社群，提供網路社

群交誼場所的網站，一般稱為社群網站[14]。網路
學習社群就是「個體在網路空間裡，以學習為目

的，運用科技介面，彼此互動的社群關係」[15]。
網路學習社群是一個虛擬的學習社群，專家與生手

都可以在這個環境中藉由討論、互動方式，共同找

尋問題的解決方案，並且建構起他們的知識系統，

而網路只是其應用的一項工具，藉由這項工具，將

分散各地的個人及知識經驗結合起來[16]。趙金婷
[17]認為跨越時空的網路學習社群成員之間相互激
盪知識的學習態度，以及運用科技的自學方法，有

助於學習者終身學習態度的養成。 
情意教學的效果在短期內無法立即顯現出來

[18]。Bernabei & Leles曾根據 Krathwohl, Bloom & 
Masias的情意領域教育目標分類法，將情意教學目
標依據所需時間的長短可以區分為三種層級：1.長
期目標（達到價值性格化），需六週到一學期或一

年；2.中期目標（達到價值判斷），需時五天到兩周
至六週或八週；3.短期目標（達到反應），需時一至
四天（引自[19]）。由此可知內省智能與人際智能的
情意教學需要長期進行，才能達到價值性格化的目

標，因而如何借助跨越時空的社群網站輔助與延伸

綜合活動情意教學之實施，是為本研究之動機。 
 
2. 研究目的 
 

由於人際關係與溝通活動、自我探索與瞭解活

動等綜合活動情意教學的效果在短期內無法立即

顯現出來，如能利用網際網路跨越時空快捷的溝通

特性，建構社群網站，將網路科技融入教學，將可

輔助與延伸內省、人際智能綜合活動之實施，以增

進學生跨班級與跨年級人際互動之機會，亦便於長

期觀察記錄，以評量情意教學成效，同時培養學生

資訊知識與提升學生資訊科技應用能力。因而本研

究之目的為： 
1. 設計綜合活動教學與社群網站系統。 
2. 發展網路科技融入綜合活動教學。 
3. 評鑑網路科技融入教學之成效。 

 
3. 設計與發展 
3.1 綜合活動教學設計 
 
目前國內各國民小學資優教育方式大都採用

分散式的資優教育形態[20]。蔡典謨[21]認為分散式
的資源教室可使資優生一方面在普通班級與主流

社會相處，培養領導能力與服務熱誠，部份時間又

可以在資源教室接受符合其能力的資優教育。本研

究對象為台北市立師院實小資優資源班共有 69 位
學生分散於三至六年級三十四個班級之中，資優生

平時在普通班進行學習，運用每週四節及課餘時間

分組到資優資源教室進行充實課程。 
該校資優教育團隊設計了為期一學年的「寶貝

家族」綜合活動，老師們協助所有資優資源班學生

組成十六家族，每個家族中都有三、四、五、六各

年級的資優生，希望高年級的資優生能照顧中年級

的資優生，培養高年級資優生領導能力，做為學弟

妹的表率，希望中年級的資優生以高年級的資優生

為楷模，培養其參與團體生活的經驗。「寶貝家族」

綜合活動包含了八個教學主題，主題教學架構圖，

請參見圖 1，其中上學期初的迎新活動與下學期末
的送舊為全體資優資源班學生共同參與的面對面

活動，其餘的活動則主要運用研究者自行建構的社

群網站，進行網路學習活動，以維繫各家族成員的

相互了解與觀摩成長。 

 

 
各教學主題的設計理念、教學目標、能力指

標、評量要點、科技融入，說明如下（由於篇幅限

寶貝 

家族 

迎新 

送舊
聯絡網 

讀書會 

小記者 
課業

討論

作品

觀摩

校友

通訊

圖 1. 寶貝家族綜合活動教學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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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小記者、課業討論、作品觀摩、送舊、校友通
訊：僅列出設計理念）： 
設

計

理

念 

透過迎新活動，促進各家族成員間的

情感交流，讓學長姐與新入班的資優生互

相認識與關懷（學長姐學習照顧學弟妹，

學弟妹將學長姐做為學習的楷模），凝聚家

族成員的向心力，認識資優資源班網站與

各家族網頁，延續家族情誼。 
教

學

目

標 

1. 藉由新舊生的照片大考驗，加強全體資
優生對彼此的印象。 

2. 藉由新舊生的自我介紹，讓資優生們能
彼此相互認識。 

3. 藉由團康活動，凝聚各家族團體向心
力，促進家族成員間的相互熟悉。 

4. 藉由心手相連的活動，加深彼此認識的
程度，進而欣賞與接納他人。 

5. 藉由六年級學長姐的介紹，認識資優資
源班網站，瞭解網路在學習上的應用。

能

力

指

標 

綜 1-2-1 欣賞與表現自己的長處，並接納自

己。 
綜 1-3-1 欣賞並接納他人。 
綜 3-2-2 參加各種團體活動，瞭解自己所屬

團體的特色，樂於表達自我並願意

與人溝通。 
資 1-2-1 瞭解電腦在人類生活，如家庭、學

校、工作、娛樂及以及各學習領域

之應用。 
評

量

要

點 

1. 能認得彼此的長相特徵，並叫出對方的
姓名。 

2. 能口齒清晰的做自我介紹，專心聆聽人
的介紹。 

3. 能欣賞彼此的優點與喜好，互相接納不
同的見解。 

4. 能說出資優資源班網站的功能，並記住
其網址。 

一

、

迎

新 

科

技

融

入 

1. 規劃與建構資優資源班網站，做為融入
「寶貝家族」系列活動之用。 

2. 使用數位相機將學生拍照存檔，製作成
簡報檔存放於資優資源班網站。 

設

計

理

念 

為延續迎新活動家族情誼，教導各年

級資優生透過資優資源班網站的聯絡網

（網路郵局、通訊錄、留言板、線上傳呼、

線上會議、家族討論區），與家族成員通訊

聯絡，同時認識與瞭解網路使用規範，進

而熟悉中文輸入與網路操作方式。 

二

、

聯

絡

網 

教

學

目

標 

1. 了解與遵守網路通訊應注意的禮儀。 
2. 運用聯絡網的各項功能與家族成員溝通
交流。 

3. 認識與熟練電腦中文輸入。 
4. 認識與熟練網路基本操作。 

能

力

指

標

綜 3-1-1 舉例說明自己參與的團體，並分享

在團體中與他人相處的經驗。 

資 1-2-2 瞭解電腦使用相關的議題和倫理規

範（如電腦病毒、安全性、複製版

權等）。 
資 2-2-3 認識鍵盤、特殊鍵的使用，會英文

輸入與一種中文輸入。 
資 4-2-2 瞭解網路使用規範。 
資 4-2-3 會網路基本操作（包括 BBS, email, 

www、ftp）。 
評

量

要

點

1. 能在與家族成員網路通訊時遵守禮儀。
2. 能運用聯絡網的各項功能，並經常與家
族成員溝通交流。 

3. 能熟練電腦中文輸入。 
4. 能熟練網路基本操作。 

科

技

融

入

1. 建構網路郵局、通訊錄、線上傳呼、線
上會議、留言板、家族討論區，以利各

家族成員溝通聯絡。 
2. 與人文課程教師協同教學，指導學生比
較電子郵件與傳統書信郵件、線上交流

討論與面對面溝通之異同，以了解應遵

守的網路禮儀。 
設

計

理

念

透過網路讀書會，各家族成員在資優

資源班網站上以文會友，發表閱讀心得或

與他人互動討論，不僅可增廣見聞，更可

探索與發掘自己的閱讀與研究興趣，進而

進行專題閱讀與參與專題閱讀發表會。 
教

學

目

標

1. 引導兒童閱讀課外讀物，主動擴展閱讀
視野。 

2. 指導兒童做閱讀摘要與心得，並發表於
網路讀書會與各家族成員分享交流。 

3. 培養兒童閱讀的興趣、態度和習慣。 
4. 指導兒童根據個人有興趣的主題進行閱
讀活動，並製作與發表專題閱讀網頁。

能

力

指

標

綜 1-2-2 參與各式各類的活動，探索自己的

興趣與專長。 
綜 1-3-3 在日常生活中，持續發展自己的興

趣與專長。 
語 E-2-9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與資訊

互動學習和應用能力。 
自 1-4-5-6 善用網路資源與人分享資訊。 
資 4-3-4 獨自或與同儕合作完成網頁的製

作。 

三

、

讀

書

會

評

量

要

點

1. 能持續參與網路讀書會，發表閱讀摘要
或閱讀心得。 

2. 能與各家族成員交流與分享閱讀經驗。
3. 能發掘自己的閱讀興趣進行專題閱讀，
並製作專題閱讀網頁發表於網路讀書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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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技

融

入 

1. 建構網路讀書會系統，以利各家族成員
進行閱讀摘要與心得交流。 

2. 與各科教師協同教學，協助學生發掘自
己的閱讀興趣進行人文、數學、科學等

專題閱讀，設置網路資料夾以利學生發

表專題閱讀網頁。 
四

、

小

記

者 

設

計

理

念 

由高年級資優生擔任網路小記者報導

兒童觀點的新聞，其他的各家族的成員則

可參與討論互動，指導學生從事網路報導

文學的寫作與討論，共同編織屬於兒童觀

點的新聞世界。 
五

、

課

業

討

論 

設

計

理

念 

各家族成員透過資優資源班網站課業

討論區，共同討論人文課程、數學課程、

科學課程、資訊課程等各科的課業，或討

論由各科教師指定的課後學習主題。蒐集

與分享各科課程相關的網路學習資源，並

且參與討論。 
六

、

作

品

觀

摩 

設

計

理

念 

運用資訊科技將人文課程、數學課

程、科學課程、資訊課程等各科的學習歷

程檔案製作成網頁，除了在各年級發表會

中展示外，並且發表在資優資源班網站，

各家族成員彼此作品觀摩與互相鼓勵，以

增進其作品發表與欣賞的能力。 
七

、

送

舊 

設

計

理

念 

指導六年級資優生藉由個人多媒體畢

業專輯網站的製作與展示，展現自己在資

優資源班的學習成果，同時提供學弟妹觀

摩與傳承的機會，並且透過各家族網頁傳

達對學弟妹的感言，家族成員彼此表達心

中依依不捨之情。 
八

、

校

友

通

訊 

設

計

理

念 

指導學生使用電子郵件、網路論壇與

各家族中的畢業校友通訊，畢業生亦可在

校友網路討論區聯誼，讓畢業不是小學生

涯的結束，而是網路上另一個重逢的開

始，透過資優資源班的網站我們永遠都是

溫馨的「寶貝家族」！ 
 
3.2 社群網站系統設計 
 
本社群網站之建置目的在支援上述綜合活動

教學設計的網路科技融入之需求，系統建置於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中文版的作業系統
平台上，以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IIS) 
5.0作為網站伺服器，資料庫管理系統使用Microsoft 
32 bit ODBC Driver for Access, ActiveX Data 
Object(ADO)，主要運用動態伺服器網頁技術 Active 
Server Page(ASP)撰寫應用程式，系統功能簡介如
下： 
一、 系統管理中心：查核登入者的身分與使用權

限，管理員可以在線上進行管理維護的功能。 
二、 訊息公佈欄：具權限的使用者可自行公告相關

的最新消息或學生優良表現。 
三、 網路小記者：由小學生擔任小記者報導兒童觀

點的新聞，並可參與互動討論。 

四、 網路郵局：可以線上立即收發任何 E-Mail信箱
郵件，並且提供郵件病毒掃描功能！ 

五、 電子郵差與通訊錄：可以直接透過WWW瀏覽
器編寫與郵寄 E-Mail給本班師生。 

六、 線上傳呼：線上人員可以透過線上傳呼功能，

即時傳遞訊息給其他線上人員。 
七、 線上會議：線上人員可以透過線上會議功能，

即時多方溝通討論。 
八、 留言板：除了公用的心情留言板之外，每位師

生都有自己個人的留言板。 
九、 計數器：提供給本站每位師生網頁計數器。 
十、 網路資料夾：讓學生可直接透過WWW瀏覽器

線上創作及管理自己的檔案。 
十一、作品展示與觀摩：可以提供學生發表與登錄

自己學習歷程的電子作品，並可互相觀摩與

討論。 
十二、學習區：人文課程、數學課程、科學課程、

資訊課程等各科教學與討論區 
十三、網路資源：推薦與討論相關的網路資源。 
十四、網路讀書會：可以推薦與介紹自己閱讀過的

書籍，共享讀書心得。 
十五、聯誼區：包含寶貝家族、校園生活、影視娛

樂、畢業校友等討論區 
 
3.3 應用與評鑑 
 
本研究實施的「寶貝家族」綜合活動主題教學

（包含八個子題），是由台北市立師院實小資優資

源班全體教師（共六位）共同參與教學活動，研究

對象為該校資優資源班三、四、五、六年級學生，

目前共有六十九位資優生分散於全校三至六年級

三十四個班級之中（請參見表 1）。 
表 1. 研究對象資料表 

班

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小

計

三 2 2 2 2 1 3 3 2 2 . 19

四 1 1 2 1 2 2 2 2 2 . 15

五 2 2 2 2 3 2 2 2 0 . 17

六 3 2 2 0 0 2 3 2 2 2 18
總計 69 位資優生，分散於 34 個班級之中。 

該校資優資源班學生係經台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依據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辦

法，通過團體智力測驗、學業成就測驗、個別智力

測驗，以及觀察教學等評鑑程序之後，進入資優資

源班就讀的一般能力資優生。 
本研究為期十二個月（自 90年 9月初到 91年

8月底），八個教學主題的時間安排如下： 
(1) 90年 9月：迎新 
(2) 90年 10月至 91年 8月：聯絡網 
(3) 90年 11月至 91年 8月：讀書會 
(4) 90年 12月至 91年 8月：小記者 
(5) 91年 3月至 91年 8月：課業討論 
(6) 91年 4月至 91年 8月：作品觀摩 
(7) 91年 5月：送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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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1年 6月至 91年 8月：校友通訊 
其中持續至 91年 8月底的六個活動，乃運用社群
網站系統之輔助。 
根據教育部[1]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

綱要，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本身具有實踐、體驗、個

別發展、統整的特性，因此在評量的時候，過程導

向會重於結果導向，所以本學習領域以記錄、作品

等多元的方式來取代固定的測驗。 
本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透過活動照相錄影、平

時觀察記錄、網路互動情形、晤談、問卷調查、學

習檔案、自陳表等方式，蒐集多元性的資料，以了

解網路科技融入綜合活動教學之成效，評鑑學生是

否達到各教學主題的教學目標與能力指標、資訊與

網路科技應用能力是否提升，並且做為教師改進教

學之依據。 
 
4. 研究發現與討論 
 
  「寶貝家族」綜合活動包含了「迎新」、「聯絡

網」、「讀書會」、「小記者」、「課業討論」、「作品觀

摩」、「送舊」、「校友通訊」等八個教學主題，實際

教學情形，說明如下： 
一、 迎新： 

在活動之前，教師使用數位相機將二升三

年級新生拍照存檔，四、五、六年級則取自在

資訊課程製作的自我介紹網頁中的掃描照片檔

案，製作成新生、舊生照片大考驗簡報檔，同

時連結至舊生的自我介紹網頁。實際教學時，

藉由新生的自我介紹，加上 PowerPoint簡報的
輔助，我們觀察發現學生很快的認識資優資源

班的成員。製作好的簡報檔同時放在資優資源

班網站上供學生在活動後復習之用。 
老師們事先協助所有資優資源班學生組成

十六個家族，每個家族中都有三、四、五、六

各年級的資優生，並且賦予各家族六年級資優

生「家長」的責任與榮譽，在迎新活動中，我

們觀察發現大部份的六年級資優生都能扮演好

照顧學弟妹的角色，但也有少數的六年級資優

生在活動過程中需要教師介入以協助其帶領家

族成員活動。在心手相連的活動中，各家族的

每個成員將自己手的輪廓描繪在海報紙上，在

各個手指上寫出「我的優點」、「我的拿手絕

活」、「我最喜歡讀的書」、「我最喜歡吃的食

物」、「我最喜歡的休閒活動」，藉由問題的提

問，加深彼此認識的程度，每個家族都在一起

為自己的家族命名、編歡呼，我們看到每個家

族都聚精會神的討論著、歡笑著，展現出高度

的向心力。 
在資優資源班人文課程教師指導學生所做

的相聲表演中，寓教於樂的將認識資優（受資

優教育發展潛能的權益與將來學成造福人群的

責任），資優資源班特色、課程與教師介紹，讓

新舊生認識與加深了對資優資源班大家族的了

解。在資優資源班資訊課程教師指導六年級資

優生代表做個人網頁作品簡報，同時介紹資優

資源班新網站的特色與功能，引起與深化新舊

生對網路科技應用的興趣，持續參與後續「寶

貝家族」網路活動的動機。 
二、 聯絡網： 

本教學主題包含實際的教學活動與網路學

習活動，在資優資源班各年級分組的資訊課程

中，教導學生學會資優資源班聯絡網功能的操

作方式，從設定自己的帳號密碼與網路安全開

始，三年級新生初次在線上傳呼時，更深刻體

會到電腦中英文輸入的重要性，從而主動的學

習電腦與網路操作方式，希望各年級的資優生

將在資優資優班資訊教室中所學習的，能利用

課餘時間或回家後登入資優資源班網站，與各

家族成員通訊聯絡，達到情意交流之效果。 
由實際的教學觀察中，學生在使用電子郵

件寄信給各家族的成員時，由於在迎新活動已

有了初步的認識，更引起了學生運用 E-Mail與
各家族成員聯絡溝通的興趣，當然在教學過程

中與學生討論比較傳統信件與電子郵件所應注

意的禮儀時，他們就更自然而然的應用在與各

家族成員的 E-Mail通訊之中，學生們專注且真
誠地編寫電子郵件與家族成員聯絡，不禁讓老

師們感受資優資源班真是個溫馨的大家族。 
三、 讀書會： 

閱讀教學一向是該校資優資源班所重視的

教學活動之一，為了擴大教學成效與促進各家

族成員觀摩學習，老師們認為舉辦讀書會是很

好的方式，但由於資優生散佈於全校各班之

中，而分組出班上課的時間又十分有限，很難

聚集所有的資優生進行讀書會，於是老師們規

劃了「網路讀書會」融入各年級各科教學活動，

其中在五年級更規劃了專題閱讀發表會活動，

指導五年級資優生每個人運用在資訊課程所學

的能力，製作專題閱讀報告網頁與專題閱讀簡

報，專題閱讀發表會是安排在下學期末，由五

年級資優生做專題閱讀簡報、並發問與觀眾互

動，觀眾有四、五年級所有資優生與五年級資

優生父母，專題閱讀發表會同時配合學習單與

自評互評表，以評量學生專題閱讀學習之成

效。專題閱讀發表會的內容同步發表在「網路

讀書會」之中，以彌補在發表會中每位報告者

與觀眾互動的時間之不足，並且所有的資優生

與其他網友皆可參與，可延伸專題閱讀學習之

效果。 
在資優生專題閱讀發表之前，其閱讀的質

量實際影響其做專題閱讀報告網頁、專題閱讀

簡報之內涵，因而老師們在上學期即規劃了「網

路讀書會」教學活動，希望各年級所有的資優

生一起參與「網路讀書會」推薦及介紹自己閱

讀過的書籍、與他人分享交流閱讀心得。當經

過一學期的閱讀興趣探索，老師們指導學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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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圖表來統計閱讀書籍的類型，藉以了解自己

的閱讀傾向，進而分組做人文專題閱讀教學、

數學專題閱讀教學、科學專題閱讀教學，此時

資訊與網路科技融入各科專題閱讀教學，指導

學生應用所學的資訊科技製作專題閱讀報告網

頁、專題閱讀簡報，並將之發表於資優資源班

網站與他人互動交流。 
經過跨越上下學期的網路讀書會融入各科

教學活動，從學生將閱讀內容做成的摘要、書

籍閱讀進度規劃與類型統計、專題閱讀報告網

頁、專題閱讀簡報檔案、運用資訊科技媒體發

表專題閱讀報告、針對閱讀專題設計合適的問

題並與觀眾互動、專題閱讀發表會自評互評表

與作業單、在網路讀書會推薦介紹書籍與閱讀

心得分享交流種種的學習歷程資料，可知學生

參與本活動之興趣與熱誠，而各家族學長姐與

學弟妹更在「網路讀書會」展開了源源不絕的

知性之旅。 

  由於篇幅限制，小記者、課業討論、作品觀摩、

送舊、校友通訊：請參考前述的「綜合活動教學設

計」中的各教學主題的「設計理念」。綜上所述，

網路科技融入寶貝家族綜合活動教學，有以下的發

現： 
一、 藉由網路科技融入教學能輔助與延伸綜合活

動之實施。 
二、 透過網路社群互動有助於資優生人際關係之

發展。 
三、 學生資訊與網路科技應用能力因而明顯提升。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已設計與實際建構了一個架構於WWW
上輔助內省與人際智能綜合活動教學的學習社群

網站( http://w3.estmtc.tp.edu.tw )，在經過將近十二
個月的網路科技融入教學之後，確實肯定：藉由網

路科技融入教學能輔助與延伸綜合活動之實施、透

過網路社群互動有助於資優生人際關係之發展、學

生資訊與網路科技應用能力因而明顯提升。 
研究者所發展的學習社群網站系統，部份程式

已開放原始碼分享於網際網路，後繼研究將整合與

擴充原有系統以融入全校性的寶貝家族綜合活動

教學，及採用吳武典與簡茂發[10]所編製的「人事
智能量表」進行教育實驗研究，以獲取質量並重的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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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特殊教育教師如何利用現有之網路

資源融入特教班的課程教學中，現今的網路資源極

其豐富，教師可從中篩選適合的輔助教材融合於一

般的教學當中，即可活化特教班的課程，也可使得

教學多樣化，並可利用網路資源處理學生的行政資

料，也可擬定個別化教學計畫，因此善用網路資源

實為特殊教育教師教學上的一項利器。 

關鍵字；特殊教育、網路資源、個別化教學計畫 

 

1. 前言 

近年來，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要求提升教師

的資訊應用能力亦不在話下，因此教師也應當在這

波資訊潮流中勇往直前，思考如何將電腦科技與教

學互相配合，尤其是網際網路龐大的教育資源，不

管是在行政管理、教材教法、課程應用、班級經營

上都可以運用電腦的協助。而在特殊教育上，更需

要電腦與網際網路的配合，因為教師將能獲得更多

的資源以運用於教學實務上。筆者於八十九學年度

在擔任高雄縣林園國小特教班導師時，利用教育部

補助特教專款(五萬元)購置了一台電腦主機，六個

螢幕及一個螢幕分享器，受限於經費的額度，無法

每位學生皆有電腦主機可用，因此學生只能觀看螢

幕，將網路上的資料呈現在螢幕上，以引起學生的

學習動機，畢竟電腦協助教學(Computer-aided 

instruction)，電腦仍定位在「輔助工具」的角色上，

因此將其分配在每一個課程的引起動機時間，因為

教師與學生仍是教學中的重要成員，教師仍須設計

一套完整的課程，而不是全部時間都在觀賞螢幕所

呈現的網路資源。在課程設計方面，國民教育階段

智能障礙類的課程綱要提供了我們課程上重要的

參考，特殊教育課程需要多樣化的呈現與多變化的

設計，因此教師亦可利用網際網路搜尋相關的資

源，再配合個別的情況，設計相關的課程，而不用

拘泥於課程綱要或是簡化普通班的課程，以符合個

別化教學設計的精神。 

 

2. 文獻探討 

應用電腦幫助教學活動，基本上可分兩類，一

是電腦協助教學(Computer-aided instruction)；另一是

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強調自我

學習功能，兩者之區別是前者不強調自我學習功

能，反之，後者強調自我學習之效果[1]。教育學者

指出應用電腦在低學習能力程度者比高學習能力

者學習效果好[2]，也由於智能障礙學生的注意力無

法持久，容易受外在因素影響[3]，因此在呈現教材

等刺激物的方式宜多加變化，藉此引起兒童的注

意，如多使用圖示，動作或是借助視聽教材等均能

引起注意[4]。 

 

3. 網路上的特教資源 

由於網際網路蓬勃發展，特殊教育工作者得以

將其精心研究的成果及實務經驗發表出來，大家得

以不分地域、不分時間的交流，也讓社會大眾有一

了解特殊教育的機會，而給予最大的支持。以下列

舉些許在網路上的特教資源。 

 

3.1政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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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www.spc.ntnu.edu.tw）、國科會身心障礙諮詢

網站（http://cares.nsc.gov.tw/）、阿寶的天空（教育廳

特殊教育網路中心）（http://spe.aide.gov.tw）、全國特

教網路通報站（http://www.set.edu.tw）等。 

 

3.2 民間團體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

（http://searoc.aide.gov.tw）、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http://www.eden.org.tw）、心路文教基金會

（http://www.syinlu.org.tw）、喜憨兒

（http://www.careus.org.tw）、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

展協會（http://access.tkblind.tku.edu.tw）等。 

 

3.3 學校機構 

各師範校院特教系所及中原大學特教系、各縣

市特教資訊網路、各特殊學校、設有特教班之各級

學校（不另贅述，相關網址至搜尋引擎查詢）等。 

 

4. 網路資源融入特教班的課程 

網路資源之豐富，對於第一線實務工作者的助

益良多，以下就網路資源在特教班實際上之應用分

為兩部份來論述。 

 

4.1 個別化教育計劃 

特殊兒童由於個別差異極大，因此教師與相關

人員需擬定個別化教育計劃，並於實施一段時間後

予以檢討，也由於文字資料的繁雜，亦剝奪教師準

備教材之時間，因此文字資料如果能以電腦化處

理，必可減輕教師文書負擔，而更投入教學工作。

因此在教育部的特殊教育網站內的有愛無礙網站

（http://www.dale.nhctc.edu.tw/）裡提供了電腦化的個

別化教育計劃處理程式，學生的個人資料以選單式

的選項供其選擇，相當的便捷。長短期目標方面，

教師可先建立其所欲教授之領域及其目標與學習

步驟，之後再根據學生的差異予以挑選適當的長短

期目標與學習步驟，亦可隨時添加或減少學生之長

短期目標與學習步驟，大幅減少教師處理文書作業

的時間。而在國立嘉義啟智學校全球資訊網

（http://www.cymrs.cy.edu.tw/cymrs3w/）、國立卓蘭實

驗高中國中特殊教育組

（http://www.cles.mlc.edu.tw/~guidence/se/）、桃園縣立

建國國中特教班

（http://host3.ckjhs.tyc.edu.tw/~b0104/）等網站上亦提

供了個別化教育計劃的格式或範例供其參考，因此

在擬定個別化教育計劃之前，教師能夠先搜尋網路

上的特教資源，相信一定不會空手而歸，而且每天

都會有新的資料出現，也不失為一個充電的管道。 

 

4.2 網路資源融入啟智班課程 

4.2.1 速食店一遊 

先 至 網 路 搜 尋 引 擎 ， 搜 尋 到 麥 當 勞

（ http://www.mcd.com.tw/ ） 、 小 騎 士

（ http://www.chaochee.com.tw ）、 及 肯 德 基

（http://www.kentucky.com.tw）等速食店，網站內

容有食物的照片與價錢，配合實用語文及數學的課

程，讓學生認知食物的名稱及以錢易物的觀念，再

配合戶外教學，讓學生與社會產生互動，知道其個

人的特殊性仍應遵循在一般的道德規範裡，學生有

實際參與的機會，教學成效也較能持久，且教師應

把握最少提示原則，讓學生有嘗試錯誤的機會。適

合統整之課程綱要[5][6](表 1) 

表1. 速食店一遊 

領域 細目 

生 活 教

育 

1.上肢小肌肉動作 2.味覺辨識 3.餐具的辨

認與選擇 

4.進食技巧 5.食物衛生 6.食物適量 7.衛生

習慣  

8.認識食物 9.餐後的處理 

社 會 適

應 

1.餐飲禮儀 2.適當用語 3.會話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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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用 語

文 

1.名詞 2.動詞 3.形容詞 4.常用標誌 5.商

標 

實 用 數

學 

1.準數 2.基數 3.唱數 4.數數 5.數字 6.消

費技能 

7.認識錢幣 8.計算機的生活應用 9.空間概

念 

休 閒 教

育 

1.聚餐 2.欣賞 

職 業 生

活 

1.分享 

 

4.2.2 認識鄉土 

本校位處歷史悠久之高雄縣林園鄉，鄉內文化

遺產豐富，學生實有認識之必要，在準備教材之

時，先至高雄縣政府

（http://www.kscg.gov.tw/town/）、高雄縣林園鄉港

埔國小（http://www.gpp.ks.edu.tw）、及高雄縣金潭

國小（http://www.jtp.ks.edu.tw）等站，查詢相關文

化歷史、古蹟位址、地方特產、民俗活動等資料，

再配合本校所珍藏之老照片，先以靜態景物方式呈

現，再配合實地參觀，或請家長於假日之際，帶學

生至相關地點遊玩，增加家長與孩子的互動機會，

亦能將學校課程延續至家庭，促進親師合作。適合

統整之課程綱要(表 2) 

表 2.認識鄉土 

領域 細目 

生 活 教

育 

1.日常生活  

社 會 適

應 

1.民俗節目 2.迎神廟會 3.家鄉縣市 4.地理

位置 

實 用 語

文 

1.名詞 2.動詞 3.形容詞 4.副詞 5.故事 

實 用 數

學 

1.時間概念 2.年月日  

休 閒 教

育 

1.郊遊 2.參與意願 3.活動的內容 4.活動的

方式  

職 業 生

活 
1.個人環境 

 

4.2.3參觀動物園 

動物園是個老少咸宜的地方，許多人的認知都

是從動物開始，因此參觀動物園亦是教學中的重點

課程，不管是認知動物的本身或是以動物擔任角色

扮演在教學上都有著其一定的效果，因此從之前的

無尾熊旋風到目前的企鵝狂熱，特教學生有其參與

的必要性。台北動物園全球資訊網

（http://www.zoo.gov.tw/）網站裡有著豐富的動

物資料庫，當然也有目前大家注視的焦點國王企鵝

與之前的無尾熊，動物園網站裡不僅提供了靜態的

圖片，更提供了即時影像，讓我們這群遠在南部的

小朋友也能一賭企鵝與無尾熊的風采，資料庫裡也

收集了動物們的圖片與聲音，這些都可豐富教材的

內容，也符合學生實際生活情境所接觸到的景象，

高雄市壽山動物園網站

（http://www.kcg.gov.tw/~shoushan/）以提供了

相當豐富的動物資訊，亦可配合戶外教學實地一

遊，教材的呈現如果能以實物或讓學生有實際操弄

的機會，相信學生們一定會快樂的學習。適合統整

之課程綱要(表 3) 

表 3.參觀動物園 

領域 細目 

生 活 教

育 

1. 視覺敏銳 2.視覺辨識 3.聽覺敏銳 4.聽

覺辨識  

5.休閒活動  

社 會 適

應 

1.認識動物 2.愛護動物  

實 用 語

文 

1.名詞 2.動詞 3.形容詞 4.傾聽 5.相似詞 

實 用 數 1.形狀組型 2.顏色組型 3.聽覺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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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休 閒 教

育 

1.活動的選擇 2.郊遊 

 

4.2.4 形狀教學 

 在桃園縣立建國國中特教班

（http://host3.ckjhs.tyc.edu.tw/~b0104/）及高雄縣大社

鄉大社國小（http://www.dso.ks.edu.tw/resource/）的網

站上都提供了形狀的線上教學，教師除了以圖卡或

教具呈現所要學生認知的形狀外，更可藉由實物來

加深學生的學習，例如三明治（三角形）、圓形餅

乾（圓形）、方塊酥（方形）等，除了讓學生認知

外，更有增強物增強學生的學習效果，再以網站上

的線上CAI作為形成性評量或補救教學，以達學生

精熟學習之目的。適合統整之課程綱要(表 4) 

表 4. 形狀教學 

領域 細目 

生 活 教

育 

1.視覺辨識 2.視覺記憶與序列  

社 會 適

應 

1.學習場所與資源 

實 用 語

文 

1.名詞 2.簡單圖片 3.形容詞  

實 用 數

學 

1.物品組型 2.形狀組型 3.平面圖形 4.立體

圖形 

休 閒 教

育 

1.器械遊戲 2.球類遊戲 

職 業 生

活 

1.組合2.配對 

 

4.2.5 音樂律動 

 在適當的課程中加入一些律動，一定可吸引學

生的注意力的，在逸心小站

（http://homr.pchome.com.tw/happy/tomtom12/）及佑佑

兒童資訊站（http:/yuyu.ncc.com.tw/）網站中，收集

了很多兒歌，例如在教導身體部位時，來點音樂讓

學生動動身體、舉舉手、踢踢腿、張張嘴、擠擠眼、

拉拉耳等，相信教學氣氛一定很熱烈，也許有點

亂，但音樂不正是讓人無拘無束的解放自己嗎?不管

是靜態或動態，交叉運用可使教學內容更有吸引

力，讓學生有更多實際操弄的機會，增進學生的參

與感，亦參加在高雄文化中心所舉辦的兒童音樂

會，值得一提的是，學生竟然會說：「老師，這首

歌你好像有放給我們聽過」，從事特教的樂趣不正

是如此而已嗎？適合統整之課程綱要(表 5) 

表 5. 音樂律動 

領域 細目 

生 活 教

育 

1.視覺敏銳 2.聽覺敏銳 3.聽覺辨識 4.聽覺

記憶與序列 

社 會 適

應 

1.良好姿勢 2.合宜的肢體動作 3.藝文活動 

實 用 語

文 

1.傾聽 2.動詞 3.名詞 4.聲音 5.動作 6.姿

勢 7.表情 

實 用 數

學 

1.聽覺組型 2.動作與時間順序組型  

休 閒 教

育 

1.舞蹈遊戲 2.唱歌 3.音樂欣賞 4.歌曲 5.

樂器 6.兒歌 

7.節奏樂器 

職 業 生

活 
1.個人興趣 

 

4.2.6 刷牙 

提供牙齒的圖片及一般的保健常識，在好人保

健美白牙粉（http://www.goodpeople.com.tw）、湯尼

大夫牙醫網(http://www.dr-tony.com.tw)及黃大豪牙

醫博士診所（htttp://go.to/mouth）等網站中都可尋

找到有關口腔的資料。 

 

4.2.7 洗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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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痘痘臉急診室 Ance Emergency 

Room(http://www.taconet.com.tw/davincii)網站中可

獲得正確的洗臉法及平常該注意的飲食，亦可配合

教育部特殊教育軟體洗臉篇，讓學生除了靜態資料

的獲得，亦可有 CAI的輔助，由多管道的學習以加

強其學習效果。 

 

4.2.8 穿上衣 

永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qttq.com.tw）及芭比精品服裝公司

（http://www.e-babye.com）提供了相當多的衣服型

錄，可供學生上課時的參考，亦可引起學生強烈的

學習動機，以利後續課程的進行。 

 

4.2.9 掃地及拖地 

在全滿意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chuanmanyi.com.tw）的網站中有提供

清潔用具的圖片，亦配合教育部特殊教育軟體垃圾

分類、資源回收篇，讓學生除了圖片的欣賞及實物

的認識外，又有CAI的輔助教學，增強其學習效果。 

 

4.2.10 到同學家玩 

使用教育部特殊教育軟體快快樂樂出門篇的

紅綠燈與認識道路，藉由CAI的輔助先行讓學生瞭

解其情境，在配合戶外教學，到同學家玩，以加深

其印象，除了影像的呈現外更有實做的機會，以增

進學生的學習效果。 

 

4.2.11 拜年 

在 SEEDnet卡多站（http://card.seed.net.tw）

與康伯電腦電子賀卡中心

（http://www.compaq.com.tw/ecard/）網站中有很多

的卡片，依據學生程度的不同，有的可以模仿，有

的讓其著色，有的可以實做等等，讓學生都有其作

品的呈現，畢竟春節是中國人的大節日，因此以拜

年為主的主題教學，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得到

最好的印證。 

 

4.2.12種花 

在綠設花園（http://soho.keynet.net.tw/artdeoo/）

及花卉園藝家（http://www.flower.idv.tw）網站中介

紹很多的盆栽植物與花卉，在教室門口即有一小苗

圃，學生已可在該情境中，習得種花的技能，澆澆

水，拔拔雜草，加強學生對主題的認識，而不只是

文字及圖片的表達而已，更讓學生接受多感官的刺

激，以加深其印象。 

 

5.課程編排原則 

網路資源的功能在於提供多樣化的教材內

容，而不在於取代已有之教材，因此在網路資源的

運用上需配合教師預定上課的內容，而不是教師更

動教材去配合網路資源，就好比電腦輔助教學，電

腦是一項輔助的教學工具，而不是上課的主要內

容。以下就網路資源應用特教課程提出幾項原則。 

 

5.1 教師需先掌握教材內容 

教師在利用網際網路之前，一定要根據之前所

擬定的教學主題，充分的了解所教學主題所包含之

教學內容，進而從教學主題中利用網際網路找尋相

關的資源充實教材內容。 

 

5.2網路資源需合乎實際教學內容 

依據學生程度的差異而規劃不同教學的主題

與內容，除了之前準備的相關教材教具，適時的再

加入所搜尋到的網路資源，相互配合充實教學的內

容，呈現多樣化的教材，但仍在同一教學主題下實

施。 

 

5.3 網路資源配合多感官教學 

網際網路有著多媒體的優勢，教學者除了傳統

的口述法，如能再加上多媒體的教材呈現，讓學生

有視、聽、動的學習機會，除了引起學習動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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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容易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教材的內容不在於多

或廣，而在於一個教材能從多方面的角度來切入，

讓學生運用所有的器官來學習，尤其孩子從小即接

受很多的感官刺激，甚至放學後也在接受傳播媒體

的刺激，因此多感官教材的呈現將可提供學生多重

的學習管道。 

 
5.4 網路資源遵守編序原則 

網路上的資源亦有難易之分，因此在搜尋到的

網路資源中，同一教學主題的重複性也許很高，如

果能夠將網路資源照編序原則予以編排，做為一個

教材資料庫，爾後教到進一步的課程時，根據需要

再取用相關的網路資源，不一定每教到一個主題時

就要上網際網路搜尋。 

 

6. 結語 

 

6.1 網路資源的個別化  

特殊學生每人都有其自己的個別化教育計

劃，教學者搜尋網路資源也可依據每位學生的實際

需要選擇適當的資源，因為網路資源的豐富，也提

供了特殊學生所需的個別化教材，因為網路資源的

提供者，從各個不同角度來提供資源，教學者只要

能夠篩選適當的資源即可。 

 

6.2 網路資源需要親師合作 

國民所得日漸提高，中小學資訊教育也已推動

數年，因此家庭裡擁有電腦的不在少數，所以學生

家長如果也具備電腦常識，相信教學效果並定事半

功倍，更甚者，家長亦可自行將所搜尋到的網路資

源供教師參考，親師相互配合，相信學生所受到的

教學成效是最好的。 

 

6.3 成立教材資源聯絡網 

由於現今網際網路的發達，中小學也多以連接

網際網路，教學資源的共享與傳遞，都可在彈指間

完成，因此各縣市的特教資源中心除了硬體的設置

與借用相關輔具外，更須整合各校的軟體資源，因

為特教資源中心的地點，各校距離的遠近不一，因

此透過網際網路將相關的資料上網公告，絕對是特

殊教育工作者的一大助力，因為從事特殊教育最感

棘手的就是教材的準備，而自編教材又需參考多方

面的資源，因此藉由網際網路的溝通，資源共享將

會促進教師更有效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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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不同教學方式能否

造成數學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的差異，並探討不同

性別與能力水準之學生分別在接受不同教學方法
之教學後在數學科成就與態度上的表現情形。 

本研究以屏東縣潮和國小五年級的兩個班級

共77名學生為研究對象，並以學生在四年級下學
期智育總成績，區分為低、中、高能力水準，複依

男、女生隨機分派至各小組，每組六人，進行為期

三週，共計十八節課的實驗教學。實驗教學前，兩
組學生需先接受「數學態度量表前測」，並以學生

在四年級下學期的數學科成績為「數學成就前測分

數」；在實驗教學結束後一週內，兩組學生需再接
受「數學態度量表後測」、「數學成就測驗後測」，

實驗組學生並需接受「網路輔助學習意見調查表」

之施測。 
歸納分析結果，得到以下結論： 

1. 在實驗教學後，不同性別之學童，其數學態度
在不同教學方法間沒有顯著差異。 

2. 在實驗教學後，不同性別之學童，其數學成就

在不同教學方法間沒有顯著差異。 

3. 在實驗教學後，不同能力水準之學童，其數學
態度在不同教學方法間沒有顯著差異。 

4. 在實驗教學後，不同能力水準之學童，其數學

成就在不同教學方法間有顯著差異。對中、低
能力水準學生而言，接受網路輔助教學後在

「數學成就」上的表現，顯著高於接受一般教

學。對高能力水準學生而言，兩種教學方法間
的效果沒有顯著差異。在排除能力水準對數學

成就的影響後，接受「網路輔助教學法」之學

習成就依然高於接受「一般教學法」。 
5. 實驗組學生對網路輔助數學課程多持正面肯

定的態度，不但認為藉由網路的輔助可增進其

對學習內容的理解，更有助於其發表自己的看
法，提升師生間、同儕間的關係及其對數學科

的學習態度，並且學會與小組成員共同合作學

習。 
最後，研究者並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加以討論

並提出建議，俾供網路輔助數學科教學及未來研究

的參考。 

 
關鍵詞：網路輔助教學、國小數學、數學成效、數

學態度。 
 

Abstract 
 

This research was to look into that if teachers 
utilize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on students could 
lead to different learning attitudes and effects. 
Besides, based on different gender and talent, with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students would show 
variation on their learning attitudes and mathematics 
performances. 

The samples of this study were seventy seven 
fifth-grade students from two classes at ChouHer 
Elementary School, Pingtung. According to their 
grades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ir fourth grade, 
samples were divide into low, mid, and high levels. 
Students then we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ix-member 
groups at random. Each group will go through an 
eighteen hours, total three weeks experimental course. 
Before the course, both the Web-Based Instruction 
and Traditional Instruction groups took a pre-test, 
called mathematics attitude scale. In one week after 
the course finished, the two groups will took a 
attitude post-test and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test,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filled in a Web-Based 
Learning Questionnair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from the experiment, 
the study reach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on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s between the 
gender and teaching methods. 

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on 
students’ mathematics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gender and teaching methods. 

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on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s between talent 
levels and teaching methods.. 

4.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on 
students’ mathematics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talent levels and teaching 
methods. For the Low and Mid level 
groups, with “Web-Based Learning”, 
students improves a lot compar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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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Learning. For the High level 
students, however, the difference was 
insignificant. But in general, Web-Based 
Learning is still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Learning in terms of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5. Most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re in favor of Web-Based Learning. This 
method can help them easily catch on 
mathematic courses and express their view 
of points. Moreover, it improv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and helps the group discuss and study 
together. 

In the en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analyses, the study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Web-Based Learning and further researches.  
 
Keywords: Web-Based Instruction, 

Elementary Students’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Mathematics Attitude. 

 
1.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資訊科技與傳播科技的整合之下，透過電腦

網路的應用，學生學習的範圍將無限的延伸和擴

大，學校的教學也將更為多樣化。學校教育為了因

應新的教學資訊系統，老師教學的方法、學生的學
習方式，以及教學過程中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

之間的互動情形也隨之改變。李雯婷（民 86）的
研究顯示：傳統教學法使得學生很少討論數學問
題，學習態度消極，思考問題遇到瓶頸時易放棄、

學生不會主動發言、師生之間的互動較少。傳統教

學的孤立學習（isolational learning），其缺失是缺
乏學習同伴，容易喪失學習興趣及動機；且面對較

艱深的課程內容時，缺乏即時討論的機會與對象，

使得學習過程因遇到障礙而停頓，網路的學習恰可
彌補此兩項缺失（孫春在，民84）。本研究的主要

目的，即針對國小學生數學的學習，透過網路輔助

教材的教學方式，藉由與教師、同儕及電腦之間的
互動，進行數學科的學習，並探討學生對於網路輔

助教學的態度。 

具體而言，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1) 探討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是否會因為不同性別

及不同教學方法而有所差異。 

(2) 探討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是否會因為不同性別
及不同教學方法而有所差異。 

(3) 探討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是否會因為不同能力

水準及不同教學方法而有所差異。 
(4) 探討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是否會因為不同能力

水準及不同教學方法而有所差異。 

(5) 探討學生對網路輔助數學科學習的看法和態度
的反映情形。 

 

2.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待答問題如下： 

(1)探討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是否會因為不同性別
及不同教學方法而有所差異。 

(2)探討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是否會因為不同性別
及不同教學方法而有所差異。 

(3)探討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是否會因為不同能力
水準及不同教學方法而有所差異。 

(4)探討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是否會因為不同能力
水準及不同教學方法而有所差異。 

(5)探討學生對網路輔助數學科學習的看法和態度
的反映情形。 

 
3.名詞釋義 
 
(1)網路輔助數學科教學:是指數學科的學科教學

結合了電腦網路所提供的資源與功能來輔助學
生的學習。在本研究中指除以單一教科書為教

材，依混合教學法所設計的一般教學外，老師

並且整理網路上與實驗教學單元有關之資訊，
透過網路為傳播媒介來進行數學科教學、並與

學生互動。 

(2)一般數學科教學:是指以單一教科書為教材，數
學科混合教學法為基礎所設計的課程與教學。

在本研究中指以單一教科書為教材，依混合教

學法所設計，教師主導的教學方式。 
(3)數學學習態度:態度是指一個人關於特定主題

的傾向、感覺、評價、認定與行動的總和。數

學態度則指在學習數學後，對於數學的看法或
喜好程度；代表個人對數學所具有的一種持久

而又一致的行為傾向（魏麗敏，民 77）。本研究

所謂的數學學習態度是指學生在曹宗萍和周文
忠（民87）所編訂的「數學態度量表」上的得

分，得分愈高，表示學生的數學態度愈正向、

積極；反之則越負向、消極。 
(4)能力水準:是指將屏東縣潮和國小學生在八十

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的智育成績按分數高低排

序，依分數高低將學生分為三個成就群組。其
分組標準為：高能力群 —指智育分數在班級的
前三分之一者；中能力群 —指智育分數在班級
的中間三分之一者；低能力群 —指智育分數在
班級的最後三分之一者。 

(5)數學學習成效:是指學生經過教師的數學教學

後，在「數學成就測驗」上的表現。本研究以
學生在研究者自編的「數學成就測驗」上的成

績來代表學生的數學學習成效。在「數學成就

測驗」的得分越高，表示學生的數學學習成效
越高；反之則越低。 

 
4.研究範圍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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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範圍與研究限制如下： 
 
4.1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以兩個五年級班級學生

為主，資料分析時並不包含網路上其他班級學生。 
 

4.2 研究限制  
 

本研究由於一些難以完全控制的客觀因素的
影響，故產生以下的限制： 

(1)實驗樣本的限制 
本研究僅能從屏東縣潮和國小九十學年度五

年級的學生中，選取兩班為實驗的對象，可能會影

響實驗結果解釋量及實驗之外在效度，在結果的推

論上應有所保留。 
(2)實驗時間的限制 

因考量學校行政作業、課程安排等因素，故本

研究只能利用學校所排定數學科上課時間，每節四
十分鐘，每週六節課，進行為期三週共計十八節課

的網路輔助數學科學習。由於時間有限，因此對於

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需要長時間才能看出其顯著
變化的變項而言，其結果可能與長期的實驗研究結

果有所不同。 

(3)教學內容的限制 
由於數學科並非每一單元皆適合使用網路輔

助教學的方式，因此在實驗教學前，研究者先搜尋

網路上可用之相關資源，再與指導教授及原班之任
課教師商量後，僅從康軒版國小數學課本第九冊挑

出第六單元（平面圖形）及第十單元（面積）從事

實驗教學並觀察其成果。 
 
5.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不同教學方式

能否造成數學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的差異，並探討

不同性別與能力水準之學生分別在接受不同教學

方法之教學後在數學科成就與態度上的表現情
形，根據這些目的並參考相關文獻之理論後，建立

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1）。 

 

 男生  

 
性別 

女生  

     

學習 

態度 

數學 

態度 

網路輔助教學法     教學 

方法 一般教學法     

       

 高  

 中  

 

能力 

水準 
低  

學習 

成效 

數學 

成就 

 
圖 1  研究架構圖 

6.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K12數位學

校教學平台學生環境、曹宗萍和周文忠編訂的「數
學態度量表」、蔡竺君所修編的「網路輔助學習意

見調查表」、以及研究者自編的「數學成就測驗」。 

 

7.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不等組準實驗研究法，自屏東縣潮和

國小五年級中採方便取樣方式抽取兩個班級為研

究樣本，隨機分配一班為實驗組，另一班為控制
組，其設計模式如表 1。 

 
表 1. 不等組準實驗設計 

 前測 實驗 後測 
實驗組 
(網路輔助數學科教學) o1

 
1X  o2

 
控制組 
(一般數學科教學) o3

  o4
 

 
此一實驗設計的主要實施步驟如下： 

(1)以班級為單位，將兩個班級分別分派為實驗組
和控制組。 

(2)實驗處理前兩組都接受「數學態度量表」前測

（o1
，o3

）；在數學成就方面則以學生在四下

的數學平均成績為數學成就前測。 
(3)實驗組接受網路輔助數學科教學（ 1X ），控制
組則保持原有的一般數學科教學。 

 
實驗處理後，實驗組和控制組都接受「數學態

度量表」及「數學成就測驗」後測（o2
，o4

）；

實驗組並需接受「網路輔助學習意見調查表」之施

測。 
 

8.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分為準備階段、前測階段、

實驗教學階段、後測階段及完成階段，以下簡要描

述實驗教學進行過程。 
(1)準備階段 
研究者於民國九十年五月確定研究方向後，即

著手構思研究架構，並收集相關文獻，經與指導教
授討論修正後，確定本研究的主題與計畫，茲將流

程說明如下：。 

a.蒐集閱覽相關文獻、擬定研究計畫。 
b.蒐集與編制實驗所需的研究工具。 
c.與實驗學校研究協調進行實驗教學研究事宜。 
d.選定研究樣本：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方式，以屏東
縣潮和國小五年級兩個班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隨

機分派一個班級為實驗組，接受網路輔助數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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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另一個班級為控制組，接受一般數學教學。

並以學生在四年級下學期的智育成績按分數高
低排列，將此兩班學生分別分為高、中、低能力

水準。 

e.與數學科任課教師及指導教授商討實驗流程、進
度與教學內容。 

f.實驗教學開始前，利用時間使實驗組學生熟練
K12數位學校教學平台「快樂數學家」課程中教
學網頁之搜尋引擎、留言版、討論區及各介面的

使用。 
g.在實驗教學開始前先向學生詳細說明網路輔助
教學的技巧與要點。 

 
(2)前測階段 

兩組學生在實驗教學開始前，分別接受數學

態度量表前測，施測時間為半節課共20分鐘；並
且向該校蒐集學生於四年級下學期的數學學期成

績做為數學成就前測分數。將前測的結果做為與實

驗教學後施測結果比較的依據，藉以瞭解學生接受
網路輔助數學教學與一般數學教學後，其數學態度

與數學成就的差異情形，並瞭解學生在接受網路輔

助數學教學後在態度與成就上的改變。 
 

(3)實驗教學階段 
以屏東縣潮和國小的數學科教學進度為參考

標準，本實驗教學之實驗組由研究者本人來擔任教
學者的工作，控制組由原班教師擔任教學工作，進

行為期三週，每週六節課，共計十八節課的實驗教

學；教學範圍為康軒出版社數學第九冊第六單元
（平面圖形）及第十單元（面積），每次的實驗教

學時間為配合兒童學習的專注時間，所設計的實驗

教學時間與該校的正常一節課上課時間相同，即為
四十分鐘。 

 
(4)後測階段 

受試學生在實驗教學結束後隔天分別接受

「數學成就測驗」與「數學態度量表」之施測，施
測時間為二節課共 80分鐘。以期瞭解在不同教學

方法下，不同能力水準、性別學生的數學科成就與

態度的改變，並比較學生在接受網路輔助數學教學
與一般數學教學後，其成就與態度的差異情形。 

實驗教學結束後的一週內，實驗組學生需接

受「網路輔助學習意見調查表」（蔡竺君，民 89）
之施測，填達時間不予限制，以期瞭解接受網路輔

助數學教學學生對網路輔助數學科教學的看法。 
 

(5)完成階段 
將文獻探討及兩組在「數學成就測驗」、「數

學態度量表」、實驗組在「網路輔助學習意見調查

表」之填答結果分析討論後，形成結論與建議，並
著手撰寫論文，經與指導教授討論與修改後，舉行

論文口試。論文修正後，付印以完成本研究論文。 

 

9.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不同教學方法能否造

成數學學習態度與學習成就的差異」，茲綜合本研
究的目的與待答問題，可獲致以下的結論： 

 
(1)數學學習態度方面 

不同性別及不同教學方法在學生的數學學

習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且不同能力水準及不
同教學方法在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上也沒有顯

著差異。 

a.在實驗教學前或實驗教學後，網路輔助教學組和
一般教學組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都沒有不同。表

示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不會因為所接受的教學

方法不同而有差異，這說明了學生的數學態度不
會因為所接受的教學方法不同而有所改變。 

b.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不會因為其性別及所接受
的教學方法不同，而有所差別；而且不管是實驗
教學前或實驗教學後，男、女生的數學學習態度

都沒有差別。表示性別和教學方法之間不會交互

影響，而且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不會因為男、女
生而有差異，這說明了不論是接受何種教學方

法，學生的數學態度不會因為是男、女生而有所

差異。 
c.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不會因為其能力水準及所
接受的教學方法不同，而有所差別；而在實驗教

學前、後，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均會因為其能力
水準的高、中、低而有所差別，而且能力越高，

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就越積極。表示能力水準和

教學方法之間不會交互影響，但是學生的數學學
習態度會因為能力水準不同而有差異。 

 
(2)在數學學習成效方面 

不同性別及不同教學方法在學生的數學學
習成就上沒有顯著差異；而不同能力水準及不

同教學方法在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上有顯著差

異。 

a.在實驗教學前，網路輔助教學組和一般教學組學
生的數學學習成就沒有差異，這說明了在實驗教

學開始前，兩組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沒有差別。 
b.在實驗教學後，網路輔助教學組和一般教學組學
生的數學學習成就有明顯的不同。而且在排除能

力水準對數學成就的影響後，網路輔助教學組學
生的數學成就高於一般教學組學生。表示學生的

數學學習成就會因為所接受的教學方法不同而

有差異，這說明了在實驗教學結束後，兩組的數
學學習成就明顯的差別，網路輔助教學組學生的

數學學習成效顯著高於一般教學組學生。 
c.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不會因為其性別及所接受
的教學方法不同，而有所差異；而且不管是實驗

教學前或實驗教學後，男、女生的數學學習成就

都沒有差別。表示性別和教學方法之間不會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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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而且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不會因為男、女

生而有差異，這說明了不論是接受何種教學方
法，學生的數學成效不會因為是男、女生而有所

差異。 
d.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會因為其能力水準及所接
受的教學方法不同，而有所差別；而且在實驗教

學前、後，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均會因為其能力

水準的高、中、低而有所差別，能力水準越高，
學生的數學學習成效越高。表示能力水準和教學

方法之間會交互影響，且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會

因為能力水準而有差異。這說明了在實驗教學
前，高、中、低能力水準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有

差別，能力水準越高的學生，數學學習成效本就

高，在實驗教學後，依然維持較高的數學學習成
效；而對中、低能力水準學生而言，接受網路輔

助教學法的數學學習成效比接受一般教學法

高，對高能力水準學生，接受哪種教學方法則沒
有差別。由此可見，不管使用何種教學方法，學

生數學學習成就會因為其能力水準不同而有所

差異，能力水準越高，則其數學成就越高；能力
水準越低，其數學成就越低。 

 
(3)實驗組學生對網路輔助教學的看法和態度方面 

由實驗組學生在「網路輔助意見調查表」

中的填答整理歸納後發現，大多數學生對網路
輔助數學課程多持正面肯定的態度，不但認為

藉由網路的輔助可增進其對學習內容的理解，

更由於網路輔助數學課程的安排，而有助於其
發表自己的看法，提升師生間、同儕間的關係

及其對數學科的學習態度，並且學會與小組成

員共同合作學習。 

 
9.建議 
 
本節根據前節所述研究之結論與實驗過程之

發現，提出以下建議，以供未來教學、設計網路輔

助教學內容及研究上參考： 
 

9.1在教學上的建議  
 
(1)透過實驗教學過程及「網路輔助意見調查表」
的填答發現：學童普遍對透過電腦及網際網路

來輔助學科的學習都很有興趣，且研究結果發

現網路輔助數學科教學，比一般教學方法對學
童的數學學習更有助益。建議教師在適當的單

元可善用網路上的教學資源來輔助教學，或鼓

勵學童利用建置在網路上的學習環境來進行學
習活動。 

(2)在實驗教學過程中發現網路上的資源雖然相當
豐富，但不斷的搜尋亦造成學童網路迷失及認
知負荷過重、以及網路上不當資訊的問題，因

此教師在進行網路輔助學科教學時，宜先針對

網路上的搜尋明確列出搜尋步驟，扮演引導者

的角色，從旁協助。 
(3)本研究結果發現網路輔助數學科教學，雖然可
以對學童的數學學習有所助益，但是仍應注意

學童的個別差異，如本研究所提及「能力水準」
之差異。因此若要採用以網際網路為輔助的教

學，仍須多面向的考量。 
(4)本研究結果發現網路輔助數學科教學，對學童
的數學態度並沒有顯著的改善，其結果可能是

學生自小學一年級起即接受數學的學習，其間

經過四年的學習經驗，對數學此一科目已經持
有一定的態度，雖然網路輔助教學方法藉由學

生對電腦網路的喜愛，可稍微提高學生的數學

態度，但與一般教學組學生的數學態度比較，
其間的差異很難明顯的看出因此建議教師在教

學上可以使用一般教學方法與網路輔助教學方

法相互交替的方式，經由較長時間的使用來改
善學生的數學態度。 

(5)在九十年度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資訊教
育一改以往單獨設科，而是融入各科的學習活
動中，這種作法有助於資訊教育與各科學習活

動的結合，但是必須有妥善的電腦網路環境相

配合。在實驗教學過程中發現教學設備在網路
輔助教學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建議日後教

師在實施網路輔助教學時可以將班級內原有的

教學媒體如：電視、電腦整合成多媒體電腦，
再藉由網路線的連結，將傳統教室連結至世界

各地；或可藉由教師操作電腦，透過單槍投影

機或原有之電視教學設備播放給學生觀看的方
式；甚至可以考慮先在一般教室授課後，再到

電腦教師進行網路教學活動的教學方式，以解

決電腦教室不足之困境。 
(6)藉由實驗教學過程的進行發現，為因應「九年
一貫課程」中，資訊教育融入各科教學，教師

必須具備相當的資訊素養，才能夠在教學時將
電腦網路的優點加以發揮，也才能有效引導學

生利用電腦網路進行學習。在作法上除可以加

強教師的在職進修外，更可利用班群協同教學
的方式，以利學生在電腦網路上的學習。 

 
9.2對設計網路輔助教學內容的建議  
 
針對研究者在設計網路輔助教學內容的過

程，及在實驗教學過程中實施的情形，對設計網路

輔助教學內容提出以下的建議： 
(1)課程內容的選擇：課程內容中並非每一教學單
元都適合使用網路輔助教學，教師在教學前可

與其他相同領域的教師討論，並且多利用網路
之搜尋引擎尋找適切之教學資源，配合課程內

容詳加整理歸納後，應用於自己的教學上。 
(2)網路工具的使用：在設計網路輔助教學內容
時，可使用一般製作網頁的軟體，如 FrontPage、
DreamWeaver 等，教師不但容易上手，且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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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出一般教學上所需的效果。 
(3)教材內容的設計：在設計教學內容前，要先訂
出教學目標，再根據教學目標設計文字、互動

式或動畫式的教學內容，運用多媒體、數位影

片，或利用 Internet進行學生個人或小組合作學
習、練習活動、課程預習、補救教學、增強學

習、專題報告資源搜尋、線上測驗等等，以提

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並且要訂出評量的方法，
不宜過份強調動畫等影音效果，而忽略了學習

的重點。 
(4)文字編排方面：在字體的使用上，若要透過單
槍投影機播放，則字體宜符合學生在教室中視

力可及的大小，且對國小階段的學生而言，宜

多使用正楷。在網頁內容的設計上，可適時的
加入兒童喜歡的圖案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5)設計符合生活情境之學習內容：在設計學習內
容時，宜設計符合學生生活情境的佈題及符合
學生年齡的用語，讓學生將學習與生活做連

結，此符合建構主義所主張「建構的知識與社

會文化有密切的關係」，透過日常的生活情境，
易使學生將學習內容與其先前的經驗相結合，

以達到有效學習的目的，更可幫助學生將所學

的知識遷移運用至日常生活相關的知識上，培
養出有效且有用的知識與能力。 

 
9-3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限於人力、時間、經費
之限制，僅選擇屏東縣一所國小五年級中的兩

班學生為研究對象，因此在研究結果推論上有
其限制。未來研究可將研究對象範圍擴大至屏

東以外不同縣市區域或不同類型學校取樣，或

可將學生年級向下延伸至中、低年級，以俾瞭
解網路輔助數學科教學的學習成效及學習態

度，提升研究的外在效度。 
(2)研究變項方面：本研究的次要自變項只包括學
習者的性別及能力水準，在本研究進行中發

現：學習者的能力水準對於數學學習態度及學

習成效的影響不容忽視，尤其是中、低能力水
準學生對於數學科的態度及成效，透過網路教

學的實施可以有所改善，因此未來在進行相關

研究時，可將其他影響學習者之個別差異因
素，例如：學習者對電腦的態度、對電腦的焦

慮等，一起列入考慮。 
(3)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僅
由「數學態度量表」、「數學成就測驗」及「網

路輔助學習意見調查表」之紙筆測驗得到數據

及文字資料，分析學習者的態度及成效差異。
而由本研究結果發現，中、低能力水準學生對

於數學科的態度及成就，透過網路教學的實施

有所改善，是屬於學後的立即效果。然而不論
是態度或成就的改善，均需長時間的觀察，並

需綜合多方面的資料，才能確定學習保留及學

習遷移的效果，因此建議未來研究不妨針對

中、低能力水準學生進行長期的追蹤研究，透
過「質化」的研究方法來探討網路輔助數學科

教學對中、低能力學生的長遠影響。 
(4)研究教材方面：本研究限於電腦技術、時間及
研究目的等原因，在教材設計上僅針對五上數

學「平面圖形」及「面積」兩單元設計網頁教

材，而且尚未加入聲音檔，建議後續研究可以
針對其他單元或其他科目設計網頁教材，並可

加入聲音檔或更多的動畫檔等動態教材來探討

學習的結果。 
 
整體看來，本研究結果發現網路輔助教學的環

境有助於學習成效的提升，學生對於此種教學形式

也大多持正向的態度，結合多媒體動態化及網路資

訊多元化、彈性化、豐富化的特性，說明網路環境
應用於教學的可行性。但是網路環境的應用，不應

只是做為將知識「直接移轉」給學習者的中間媒介

而已；相反的，網路教學環境的設計應該以學習理
論做為基礎，營造一個適當的學習環境，讓學習者

可依其興趣及能力，主動的探索知識，並進行合作

式的學習活動，符合建構理論的教學精神。但在實
務上，有許多問題仍須加以探討，例如：何種課程

較適合於網路輔助教學的環境？如何發展較理想

的教學設計模式？如何解決使用者在超媒體學習
環境中的迷失及認知負荷問題？如何動態評量學

生的學習成效？以及教師的角色等問題，都是值得

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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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網路科技蓬勃發展，帶來豐沛的資源，

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成為資料庫技術中的新主
題，而資料挖掘 (data mining)、線上分析處理
(OLAP,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等技術，近
年來亦日漸被重視，並且廣泛應用在各個領域

上。所謂資料挖掘就是從資料庫中採掘出隱藏

的、非顯著性有用資訊的過程，而OLAP則是一種
快速擷取多維資訊和了解資料整體概況的工具，

不需要設定資料層級就可以快速的瀏覽並分析資

料。因此，OLAP可滿足決策者對大量多維資訊在
做分析比較之需求，以幫助洞察現況或決策分

析。 
由於OLAP須直接對資料庫做統計及彙算的

工作，基於安全性的考量，限定於區域網路內使

用；對於如何將OLAP統計的結果放置於網站上供
人瀏覽，又能達到自動化更新的效果則為本研究

的重點之一。 
本研究是以教育部技職課程資源網站為例，

將技職校院所上傳之幾十萬筆資料進行多維度分

析，先建立課程資料立方體(cube)，再運用資料轉
換 服 務 (DTS, Data Transformation Service) 與
VBScript的技術，並配合排程的設定，發展出一套
網站自動化統計機制；並且藉由統計結果發覺上

傳資料的正確與否，進而修正錯誤達到維護資料

倉儲之目的，期能使OLAP與網站資料倉儲的結合
應用，提供一套方便可行之模式。 
關鍵字：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資料挖掘(data 

mining)、線上分析處理(OLAP)、立方體
(cube)、資料轉換服務(DTS) 

 
1. 前 言 
 
由於網際網路的技術進步神速，加上網際網

路快速傳遞訊息的特性，「網路無國界」的觀念

已逐漸形成，隨著大量的資料在網際網路上流通

與交換，如何運用、整合與分析資料產生有用的

資訊，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 
資料在資訊時代是一項極重要的材料，產

生、儲存與管理好資料的目的就是要從中找出有

意義的資訊(嚴紀中、古政元，2000)。資料倉儲為
一種新的資料儲存技術，資料倉儲中不只統合資

料，且能在不同的範圍與層面中進行分解、合併

及交叉分析的工作，再利用工具進行線上分析處

理或資料採擷工作，得到更進一步的資訊，提供

決策者適當的訊息。因此，這幾年來資料倉儲亦

逐建成為決策支援系統(DSS)的主要資料來源。 
資料倉儲的實際運作就是資料庫系統，資料

庫系統從檔案型系統、階層式、網狀式到關聯式

資料庫系統、物件導向資料庫、物件關聯式資料

庫系統等不斷的演進(T. Connolly & C. Begg，
1998)，加上網路的應用，資料庫也走向了主從架
構及Web-based分散式系統，不但加大資料儲存的
空間與容量，也加快了資料處理與存取的速度。

然而，大多數企業或學校雖建置或多或少的資料

庫系統，甚至是資料倉儲系統，但卻對進一步發

展決策支援系統鮮少著墨，可能礙於時間、人

力、成本、技術的限制，不易達成此一目標。因

此，本研究嘗試將OLAP技術與Internet相結合，建
置一套網站自動化統計機制，作為實務經驗的成

功案例範本，以利推廣至其它資料倉儲網站之應

用。 
 

2. OLAP技術發展現況 
 
2.1 OLAP的意義 

OLAP就是一種快速擷取多維資訊和了解企業
整體概況的工具，不但不需要設定特定角度和觀

點，而且不需要設定資料層級就可以最快速的方

法瀏覽並分析資料。OLAP可滿足企業上對大量的
多維度資訊做分析比較或預測模擬之需求，令企

業組織可經由OLAP的資訊處理以洞察營運狀況或
藉以協助決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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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多維度資訊的意義(多度空間的資料分析) 
針對任一事物所能觀察的角度應是多元的，

因此資料應皆具備多度空間的性質。要對資訊進

行通透且全面的分析與處理，即需要兼顧資料於

各個角度各個空間中所呈現象微的價值，利用

OLAP技術即能達到面面俱到的要求。 
2.3 OLAP的資料分析方式 

OLAP系統於資料分析的過程中，包括下列的
分析方式： 

1.下探(drill-down) 
OLAP除了從多維角度瀏覽資料外，亦注重細

部資料中所隱含資訊的發掘。使用者於資料分析

的過程中，必先瀏覽概括性的資料，並且對整體

的情況有大致的瞭解後，即對細部的資料愈加地

重視。因此，為了能取得更為詳盡的資訊，OLAP
則針對此概括性資料發揮下探的能力。例如，從

整個公司的銷售開始，使用者可以下探分區域的

銷售、再區分業務辦公室、再區分出個別的業務

員之銷售成績，如圖1所示(莊瑞杰，1997)。 
 

產品 第一季 
化妝品 $1.9 
服飾 $2.3 
電子 $5.2 
玩具 $1.1 

 
 
 
 
 
 

圖1 下探 
 

2.上捲(roll-up) 
根據維度層級的關係，縮小成摘要性資料。

例如圖二下方為某工廠一~三月產品生產量，甲工
廠與乙工廠生產量互有高低，若欲尋找每季各工

廠生產量的趨勢情形，可經由上捲功能查詢第一

季至第四季的生產量摘要(如圖2上方)，便可發現
長期以來，乙工廠生產量明顯高於甲工廠。 

 
 

單位(千個) 一月 二月 三月 
甲工廠 30 26 22 
乙工廠 28 30 32 

 
圖2 上捲 

3.切片及切丁(slicing and dicing) 
在OLAP系統中是以多維度資料的瀏覽來擷取

資料，而多維度的概念可由立方體的模型來比

擬。在資料的分析上，同樣的資料對不同的使用

者來說，會因其所持的觀點不同而代表不同的意

義。從不同的觀點來分析資料可比擬為不斷地切

割立方體方式來呈現，所以稱為切片及切丁[4]。 
4.轉軸(pivot) 
若以報表為例，報表是一個二維度的資料空

間，而轉軸則是使用者觀看報表的角度從橫的基

準移到縱的基準。例如可以將報表中月份的軸移

到直的方向上(由上到下排列)，同時將產品維度移
到橫的方向上(由左向右排列)，然後還可以將同一
產品別再按業務部門區分，或反過來先以業務部

門別之後再按產品區分，如圖3所示(S. Chaudhuri 
& U. Dayal，1997)。 

 
 
 
 
 
 
 
 
 
 
 
 
 

圖3 轉軸 
2.4 立方體(cube)的意義 

cube是OLAP資料庫的主要物件，使用者必須
依實際需求來建立自己的cube，例如：與銷售有關
的cube和與庫存有關的cube等。cube包含以下元件
(方盈，2001)： 

1.資料來源(data source)： 
用來定義cube的資料來源並且連接資料來源的

資料庫。例如：可透過ODBC介面定義cube的資料
來源為Oracle資料庫上的資料。 

2.維度(dimension)： 
維度將cube內的資料映射成不同層次的資料表

示方式，而維度不外分為人、事、時、地、物

等。例如：將銷售資料按時間區分的話就可區分

為日、月、季、年等層次；若按顧客的年齡來分

析的話則可依每十歲一個階層來加以分析。 
3.量值(measure)： 

Measure一般是cube資料內的數值欄位(亦可為
非數值欄位)，也是在整個分析過程中使用者最感
興趣的項目。例如：銷售金額、產品價格、庫存

單位(千個)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甲工廠 78 45 34 56 
乙工廠 90 67 87 91 

銷售業績(千萬元) 
第一季 

 

產品 
業務部門1 業務部門2 

電子 $5.2 $8.9 
化妝品 $1.9 $0.75 
服飾 $2.3 $4.6 

業務 
部門1 

玩具 $1.1 $1.5 
電子 $8.9  

化妝品 $0.75  

服飾 $4.6  
業務 
部門2 

玩具 $1.5  

點選其中一類可查看更深入的資料 

銷售業績(千萬元) 

電子產品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個人電腦 $1.4   

錄影機 $0.6   

電視機 $2.0   

PD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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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 
4.分割(partition)： 

cube可以實際需求將它儲存在不同的分割下，
例如：將每年的銷售資料分別儲存在不同的分割

下。將cube的資料分成partition的最大好處是為了
查詢效能的考量，因為可以將不同的分割存放在

不同的硬碟上，這樣便能增加查詢的速度。 
5.角色(roles)： 

roles是用來管理使用者存取cube內資料的權限
控制。 

 
2.5 OLAP的資料儲存模式 

OLAP Service提供了三種儲存模式分別為
MOLAP、ROLAP及HOLAP，此三種模式分別有
其優缺點，其間的差別在於佔用的儲存體和查詢

效能間的 trade off抉擇，詳細說明如下 (方盈，
2001)： 

1.MOLAP (Multi-dimensional OLAP)多維式 
cube的內部資料和彙總資料皆擺放在OLAP的

資料庫內，以多層次的資料架構(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來儲存。這樣的結果雖然需要耗費大量的
儲存容量，但是卻可以提昇查詢的效率。 

2.ROLAP (Relational OLAP)關聯式： 
cube的內部資料和彙總資料皆擺放在原有的

RDBMS上。此種架構可以使用既有的硬體設備和
軟體工具來建立自己的OLAP系統，其好處是可以
降低成本，不過在資料查詢的效能上會打些折

扣。 
3.HOLAP (Hybrid OLAP)混合式： 

cube的內部資料在原有的RDBMS上，但彙總
資料則以多維度架構的方式儲存在OLAP資料庫
上。此種架構的好處是資料不必重複地儲存在

OLAP資料庫和RDBMS上，但查詢效能上會比
MOLAP差一點。 

 
3. 本研究自動化統計機制之分析與規劃 

 
3.1 網站OLAP自動化機制架構 
所謂自動化機制，就是能使系統自動更新統

計資料，並且能讓使用者透過網際網路取得最新

的統計資訊，以目前Analysis Service所提供的服
務，配合Excel的樞鈕分析功能，只能局限在區域
網路內顯示結果。因此，如何能將統計資訊自動

隨時轉換成網頁供人瀏覽，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本研究嘗試利用「排程+批次作業」，規劃出一套
自動作機制架構，如圖4所示，如此便可輕易的解
決此一問題，並且亦適用於其它的資料倉儲系

統。 
 
 

 
圖4 網站OLAP自動化機制架構 

 
3.2 技職課程資料庫欄位分類 
為方便得知技職課程資料庫的欄位詳細資

料，本研究將重要欄位分類與代碼之間的關係列

示出來，如圖5，供後續參考之用。 

 
圖5 技職課程資料庫欄位分類 

 
3.3 技職課程資料倉儲星狀雪花綱要(starflake 
schema) 
資料倉儲的資料是由事實資料(fact data)與維

度資料(dimension data)所組成。事實資料是能反應
過去事實的資料，而維度資料是為了更方便、快

速的查詢所建立的索引參考資料 (沈兆陽，
2001) 。 
本研究將使用OLAP分析與查詢技職課程資料

倉儲的資料，在表1中針對使用者與教育單位決策
人員的需求角度分析，將事實資料表與所欲查詢

分析項目條列式整理出來，以作為設計資料倉儲

綱要的依據。 
表1 事實資料與查詢分析項目 

事實資料類別 查詢分析項目 

各校課程資料 
各級技職學校各年度課程數量統計 
各縣市區域技職學校各年度課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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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 
各級技職學校各科系課程數量統計 
不同校制各年度課程上傳統計情形 
不同區域各年度課程上傳統計情形 
不同學校各年度課程上傳統計情形 
不同學制各年度課程上傳統計情形 

： 
根據表1中各校課程事實資料與查詢分析項

目，以技職課程資料表為主，依學制、學校、科

系、科目、時間等維度，設計其星狀與雪花式綱

要架構，如圖6所示。 
在每個維度中，又可區分為多個子維度，例

如：學校維度中有校名、領域、校級、地址電

話、區域、校制的子維度項目，如表2所示。 
表2 技職課程資料之分析維度與子維度 

維度名稱 子維度項目 
學制維度 學制名 
學校維度 校名、領域、校級、地址、區域、校制 
科系維度 科系名 
科目維度 科目名、科目類別、校級 
時間維度 學年度、學期 

 
圖6 技職課程資料的星狀雪花綱要 

 
4. 本研究自動化統計機制之設計與實施  

4.1 建立課程維度與cube 
依據前述綱要規劃，並且利用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的Analysis Service建立課程資料所需的
共用維度，其設計與架構見表3。 

表3 技職課程資料之維度設計與架構 
維度名 維度架構 使用資料表 聯結欄位 維度層級 

學制 雪花結構 
學制資料表 

課程資料表 
學制碼 學制(.) 

學校 雪花結構 
學校資料表 

課程資料表 
校碼 校名(.) 

科系 星狀結構 課程資料表 無 科系(.) 

時間 星狀結構 課程資料表 無 開課年度(.) 

校制 雪花結構 
校制資料表 

學校資料表 
校制碼 校制(.) 

區域 雪花結構 
行政區域資料表 

學校資料表 
區域碼 區域(.) 

接著利用Cube精靈建立一個「課程統計
cube」的cube，使用「課程資料表」為事實資料
表，「序號欄」為量值(measure)，將上述之共用
維度設成cube的維度，並於cube編輯器中將量值的
序號名稱改為「數量」，而且屬性Aggregate 
Function需改為「Count」，如此便能計算個數，
圖7為課程統計cube的結構。 

 
圖7 課程統計cube的結構 

最後執行處理cube的動作，可得到圖8的資料
畫面，我們可依不同的維度分析，輕易地得知目

前資料倉儲之統計概況，這也是OLAP最常用的分
析方式。(林宏諭，2001) 

 
圖8 cube處理後的統計概況 

4.2 設定DTS封裝排程 
由於各校會不斷的上傳資料到網站之資料倉

儲，cube須再經過處理才能更新統計概況，所以，
當成功建立完課程資料cube之後，必須設定cube做
定時處理的動作，以便使cube的統計結果與現實相
符。因此，我們可利用SQL的Enterprise Manager的
DTS來設定定時更新的排程(張世敏，2001)，程序
如下： 

1.新增封裝。 
2.選擇Analysis Service處理工作，見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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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程封裝，見圖10。 

 
圖9 新增Analysis Service處理工作的封裝 

 
圖10 設定好一個Cube更新封裝 

之後，可由SQL Server Agent得知排程封裝定
時執行的作業情形，如圖11。 

 
圖11 排程封裝定時執行的作業情形 

4.3 cube與Excel樞紐分析連結 
當cube建立完成後，再利用Excel的樞鈕分析

表功能，將資料來源設成「課程資料cube」，便可
快速且輕易地擷取cube統計概況，並依照需求調整
樞紐分析表之顯示結果(見圖12)，最後，再將結果
存成HTML檔案。 

 
圖12 自行決定要如何顯示統計資料 

4.4 錄製巨集及撰寫VBScript程式 

由於希望建立一個可執行的檔案，可讓樞鈕

分析表做「更新資料」及「存成HTML檔」的動
作，因此我們需利用錄製巨集以探知該如何撰寫

程式(如圖13)，然後再配合VBScript撰寫程式(如圖
14) (劉中宏、蔡鋒，2001)，將其存成*.vbs檔，此
程式為本研究之重點之一，其中應用到兩個檔案

參 數 傳 遞 ， 以 及 幾 個 重 要 的 物 件 如

FileSystemObject等，其大致作業流程如圖15所
示。 

 
圖13 錄製巨集的VBA程式 

 
圖14 VBScript程式 

 
圖15 VBScript程式作業流程 

4.4 利用批次檔設定排程 
將建立好的test.vbs檔，加上來源的Excel檔名

及轉出的HTML檔名兩個參數，依序編寫至一個批
次檔中(st.bat)，如圖15，每當執行批次檔時，即執
行test.vbs並傳入兩個參數，也就是將***.xls轉成
***.htm；然後，再利用附屬應用程式中的「系統
工具/排定的工作」，如圖16所示，將st.bat設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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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執行，如此就能定時將更新的統計資料轉成

HTML檔了。 

 
圖15批次檔內容 

 
圖16將批次檔設於排定的工作內 

4.5 網站上設定超連結 
最後，只要於網站上設定超連結到指定的路

徑上，使用者就能看到定時更新的最新統計資料

了，如圖17所示。 

 
圖17 直接從網站瀏覽最新統計情形 

4.6 檢覈資料庫之正確性 
由於技職課程資料倉儲的資料來源均由各學

校上傳而來，各校自行維護自己的資料庫，容易

發生資料填報錯誤的情形，例如圖17中，很明顯
發現開課年度出現「0、78、8」有三千多筆資料
錯誤，這些錯誤可輕易地由OLAP統計結果得知，
使網站維護人員很迅速地將其刪除修正，達到檢

覈資料庫的工作。 
 

5. 結論 
一個成功的OLAP系統必須具有高度的彈性，

能夠隨時面對使用者新的需求。然而，要發揮

OLAP的功效，仍是得依賴其所支援的資料庫，而
且具備龐大的資料量與好的資料品質，才能分析

出高價值的實用資訊，因此OLAP與資料倉儲的聯
結是最佳組合。 
本研究利用實作範例來驗證此機制的可行性

與方便性，不但可定時於網站上展示最新統計狀

況，亦可輔助檢覈技職課程資料倉儲的正確性及

完整性。本研究針對技職課程資料倉儲幾十萬筆

資料，成功地建立一套網站OLAP自動化統計機
制，以佔用系統較少資源與時間下，進行定時更

新統計資訊的工作，讓使用者每天都能查知最新

統計資訊。此架構亦能套用至其它的資料倉儲網

站，使OLAP與網站相結合，更能發揮線上分析處
理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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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教學教案設計對學習成效及資訊素養之研究 

--以「高中電腦」課程為例 
張儀興    毛全良 

南台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yhchang@mail.stut.edu.tw    clmao@mail.skgsh.tn.edu.tw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應用 Big Six、探究式教學及合作
學習等理論於網路教學上，其與一般傳統(課堂)教
學的成效比較；另外，探討實驗組學生之資訊素養
是否因線上教學之學習而有顯著性之提升。 

我們使用 Big Six 理論為基礎，融入探究式教
學及合作學習之理論(用以培養學生探究的能力及
合作學習的態度)，針對高一電腦課程，來設計及完
成線上教學教案，系統完成後，我們以聖功女中的
學生為實驗對象，經由實驗設計將學生分為實驗組
(利用此平台透過網路教學)與對照組(傳統教學)，並
利用 SPSS 作 Frequencies(平均數、標準差 )
及.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經上述實驗結果發
現使用 Big Six 理論為基礎設計之教案教法其成效
比一般傳統(課堂)教學的成效來的要好。 

另外，我們做下列分析來探討實驗前後，學生
的資訊素養能力是否有提升：.因素分析、信度分析、.
成對樣本 T檢定及共變數分析。經實驗統計分析後
發現：實驗組學生的資訊素養均有顯著性的提升；.
對照組學生的資訊素養除社會道德因素外，其他因
素均無顯著的提升，甚至有顯著變差情形；對於資
訊素養的能力之提升，實驗組的學生顯著的優於對
照組學生。 

 
關鍵詞：Big Six、合作學習、探究式教學、資訊素
養、網路教學。 
 
1. 前言 

 
今日是一網路盛行的時代，網路上的資料豐富

又齊全，如何讓學生建立終身學習的態度及方法，
使得他們有足夠的自我能力去應付未來的挑戰，是
現今每一位教師的期盼與責任。 

未來的教學型態將由教學生什麼(what)變成教
學生如何(how)學習，也由教師為主的型態轉成以學
生為主的型態。因此強調學生獨立學習、持續學習
是非常重要的。在電腦教學的模式中，教師的角色
不再 是講授者 (lecturer) ，而 是學習促 進者
(facilitator)[1](Watson，1972)。教師的任務不再是將
知識傳授給學生，而是引導學生如何去擷取(access)
及應用(apply)知識，如何思考、判斷及解決問題
[2](Barger，1983；引自陳健文，民 89[3]) 

Eisenberg & Berkowitz (1990)[4]提出 Big Six 
理論，作為『系統化資訊問題解決過程』之六個步
驟[5](康春枝，民 88)：問題界定(Task Definition )、

資訊查詢策略(Information Seeking Strategies )、找尋
與 查 詢 資 訊 (Location of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利用資訊(Use of Information )、綜合
(Synthesis )及評估(Evaluation )；且 Big Six有下列
之特性，它可以用在當學生不論是學術上或個人方
面，需要資訊去解決問題、或做決策或完成工作
時。就像這些模式，Big six 理論是有系統的，提供
了一個廣泛的、有邏輯的技巧模式--可做為建立課
程發展的架構或特定的問題解決技巧的框架。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是希望在現階段高中教育的情
境下，先探索學生家中電腦網路設備及網路學習基
本能力是否會造成影響學習成效之干擾變項；再探
索以 Big Six 理論融入高中電腦科線上教案設計的
可行性，並進一步希望能建立以 Big Six 理論為基
礎融入線上教案設計之模式。期盼能經由實驗設計
【以台南市聖功女中一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將學
生依照班級配置隨機分為實驗組(Big Six理論)與對
照組(傳統教學)】，藉以瞭解由 Big Six 理論為基礎
所設計的線上教材之實施和一般傳統教材之實
施，它們之間的學習成效如何？是否有顯著之差
異？ 並進一步提出具體研究問題： 
(一)實驗組與對照組之測驗成績的變異數是否有差
異？ 
(二)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平均測驗成績有無差異？  
(三)由(一)、(二)是否可推論實驗組之學習成效優於
對照組。 

不同學習方式對學習者資訊素養養成是否會
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美國圖書館學會和教育傳
播暨科技學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and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以下簡稱為 AASL 
&AECT)對資訊素養的定義，在 1998 年出版的「資
訊之力量」(Information power: Building partnerships 
for learning)一書中，從學校教學資源中心的角度共
同制定了新的資訊素養標準以引導學生主動學
習，其中包括三個領域、九個標準和廿九個指標
[6](AASL ＆ AECT ，1998a)作為評量之標準。因
此本研究以九個標準之和廿九個指標作一問卷調
查(附錄一)，以瞭解： 

(一)九個標準和廿九個指標是否適用於本研究？ 
(二)經過教學實驗後，實驗組與對照組之資訊素養是
否均有提升？ 
(三)經過教學實驗後，實驗組的資訊素養能力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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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優於對照組？ 
 

3. 網路課程教案設計 
 

本研究是以 Big Six 理論為教案設計之主體，
輔以合作學習及探究式教學之優點：在學習歷程中
學生與教師、專家學者、同儕間的互動。以下提出
Big Six、合作學習及探究式理論融入網路課程教案
設計及以實際個案為例融入這些理論教案設計的
方法。 
 

3.1. Big Six理論融入教案設計之模式 

 
主要以 Big Six六個步驟為基礎來設計其相關

項目，說明如下： 
(一)定義問題(Task Definition) 
1. 訂出學習目標。  
2. 訂出評量方式。(規則)EX：作業題目繳交、線
上測驗.......。  

(二)資訊尋求的策略(Information Seeking) 
1. 任務編組。  
2. 列出相關尋求資訊的方法。(線上搜尋、圖書
館、請問同學、請教師長、紙本教材等等)  

3. 由小組討論針對分組探究的問題，應採取何種
策略去尋求資訊。  

(三)找到與取得資訊(Location and Access) 
1. 列出教材相關網站。(參考每一章節內之網路資
源內之資料)  

2. 列出搜尋引擎相關網站。(參考每一章節內之網
路資源內之資料)  

3. 提供師生互動方式。(請善加利用討論區及老師
之 E-MAIL)  

4. 列出參考書籍。(請參考紙本資源內之資料)  
(四)利用資訊(Use of Information) 
1. 以問題方式，引導學生儲存適切之資訊。  
2. 提供分組討論之空間，探討所搜尋到的資訊是
否適切。  

(五)整合資訊(Synthesis) 
1. 指派作業(依照分組探究之內容將所蒐集到之
資訊加以整合)。  

2. 給予期限繳交作業。  
(六)評估資訊(Evaluation) 
1. 作業發還。  
2. 繳交自我評估。(依照分組探究之要求來自我評
估)  

3. 測驗。 
 

3.2. 合作學習融入教案設計之模式 
 
依據鄭宗文(民 89)[7]研究指出異質性分組與

學生自行分組的學生在運用全球資訊網合作教學
的學習情境下，兩種分組方式在學習成效上並無差
異。因此本研究對其設計如下： 

首先由學生自行分組並推派一位同學擔任組
長，教師上課時先對全班告知線上學習相關事項，

並於線上討論區設置每一小組一個獨立的討論空
間，由組長負責討論區的管理及協調；在小組的討
論區內：1.小組之每一個成員可以發表自己的問題
及提出對於其他成員之問題、意見的看法。2.組長
可以分配每一成員之任務及完成時間。3. 小組之每
一個成員可以分享自己所找到的資料。4.於共同約
定時間來整合小組資料，並完成作業之繳交。藉由
討論區，讓學生能夠合作學習，使得原本孤立學習
的學習者也能和同伴討論問題以獲得解決問題方
法，增加學習的動機與興趣。而對照組亦由學生自
行分組並推派一位同學擔任組長，由組長自行召集
組員做合作學習。 

 
3.3. 探究式教學融入教案設計模式 

 
而分組探究(Group investigation)是在師生共同

安排下，為著手一項學習─通常是為研究一個問題
或是從事一項研究，組合成一個小組，所進行的學
習活動歷程。學生透過團體過程，確定目標，安排
步驟，蒐集資料、分析發現、獲得結論、然後提供
全體分享[8] (Joyce & Weil，1986：Ch.13)。因此設
計方法如下： 
（一）教師方面 

教師將所要教授之內容融會貫通，並且規劃：
1.學生的預備知識。2.以連慣性的問題，以作為學
生探究式學習的目標、步驟、蒐集、分析、發現、
獲得結論。3.提供豐富的相關資料索引。4.提供適
時的指導（以討論區、電子郵件為工具）。5.檢視結
果與討論。 
（二）學生方面 

1.學生先預習預備知識。2.將問題及教師提供之
資料索引蒐集。3.訂定探索之目標、步驟。4.尋求
相關的協助（老師、專家、父母﹍）5.依照目標去
蒐集、分析、發現、獲得結論。6.討論結果及過程。
7.繳交作業。 
 
3.4. 實際個案：「高中電腦」線上教案設計 

 
本研究以高中電腦之「電腦基本架構」及「資

料表示法」二單元為研究教材，其中電腦基本架構
的教案設計說明如下；另資料表示法的教案設計，
因設計模式相同而省略。 

第一單元：電腦基本架構(電腦基本架構網頁教
材)(張儀興、毛全良，民 90)[9] 

一、單元名稱：第二章電腦工作原理-電腦基本架構 
二、學習先備條件： 
(一)具備基本電腦操作能力 
(二)擁有基礎上網能力與經驗 
(三)擁有線上搜尋及討論之能力及經驗 
(四)國中階段修過電腦課程，具備基本的電腦概念 
三、教學方法：問題導向學習、線上搜尋、任務編
組、線上討論、自主學習 

四、教學資源： 
(一)教材來源： 

1. 電腦上冊 旗立研究室(頁 29∼36) 旗立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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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中電腦上冊(頁 17∼19 ) 劉碧鵑、林淑玲編
著 雙日文化事業無限公司 印行 

3. 高中電腦全冊(頁 40∼61 )溫嘉榮主編 第三波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印行 

4. 高中電腦【上】(頁 12∼15 ) 陳昇編著 華興書
局 印行 

5. 高中電腦上(頁 26∼36 ) 黃慧容編著 全華科技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印行 

6. 高中電腦上冊(頁 2-2∼2-7 ) 林清泉編著  第
三波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印行 

7. 計算機概論 I(頁 3-5∼3-22,4-2∼4-22 ) 洪錦魁
研究室 文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印行 

8. 計算機概論筆記 
http://home.kimo.com.tw/s865738/handout/hwindex.htm 

9. 高雄中學 
http://content.edu.tw/senior/computer/ks_ks/book/book1.htm 

10. 私立建台高中
http://content.edu.tw/senior/computer/ml_jt/main.htm 

11. 台北縣蘆洲國中 
http://content.edu.tw/junior/computer/tp_lc/main.htm 

12. 高雄市明誠國中 
http://content.edu.tw/junior/computer/ks_mc/main.htm 

13. 台北縣江翠國中
http://content.edu.tw/junior/computer/tp_ct/main.htm 

(二)教具：電腦教室、網路設備、學生家中電腦及
網路設備 
五、教學節數：學生依照自己之進度自我調整，課
堂講解一小時。 

六、教學目標：(Big Six理論之第一項定義問題) 
 單元目標具體目標 
(一)認知方面 

1.1瞭解組成一台電腦，最基本所需之零組件 
1.2瞭解電腦之五大單元 
1.3瞭解每一單元所對應電腦之硬體設備 
1.4能夠瞭解目前市場之電腦週邊產品 
1.5 能說出電腦基本架構的運作方式 

(二)、技能方面 
2.1培養觀察力 
2.2培養學生自行採購電腦之能力 
2.3訓練操作能力(表現)  
2.4訓練網路搜尋之能力 

(三)、情意方面 
3.1 培養對電腦科學正確的態度，消除對學習電
腦系統的恐懼(欣賞)  

3.2 能熟悉電腦的架構，引發對電腦硬體知識的
學習興趣 

3.3 能養成合作學習之習性 
3.4 培養解決問題之能力 
3.5 培養主客觀之自我評估能力 

七﹑教學活動 
(一)教師活動： 

1.研讀教科書以及相關參考資料。(Big Six 理論
之第三項找到與取得資訊) 

2.搜集電腦硬體之相關網站。(Big Six 理論之第
三項找到與取得資訊) 

3.列出導引學習問題。(Big Six 理論之第一項定
義問題及第三項找到與取得資訊) 

4.製作教學網頁。 

5.將學生任務編組。(Big Six 理論之第二項資訊
尋求的策略) 

6.引導學生自我學習(參考附錄七之學習引導)。
(探究式教學理論) 

7.解答學生問題。(Big Six 理論之第三項找到與
取得資訊) 

(二)、學生活動： 
1.在家或學校上網學習。 
2.瞭解學習目標。(Big Six 理論之第一項定義問
題) 

3.瞭解待解之問題。(Big Six 理論之第一項定義
問題) 

4.與小組成員在線上討論區討論以確定問題、所
需尋求之資訊、現有之資源(如：教學網頁之資
料、相關網站之資料、參考書籍之資料)、尋找
之方法(如：搜尋引擎、圖書館等)。(Big Six理
論之第二項資訊尋求的策略及第三項找到與取
得資訊、合作學習) 

5.與小組成員於線上討論區共同探討所找到之資
料的可用性，若有疑問，至討論區和他組人員
或老師互相討論。(Big Six理論之第四項利用資
訊、合作學習) 

6.與小組成員於線上討論區整合資料，完成作業
之繳交。(Big Six理論之第五項整合資訊、合作
學習) 

7.參考他組作業，與小組成員於線上討論區討論
本次作業之優缺點，並提出改進之道。(Big Six
理論之第六項評估資訊、合作學習) 

八、教學評量 
(一)小組討論之程度。(合作學習) 
(二)小組之作業報告。(Big Six理論之第五項整合資
訊) 
(三)最後章節之紙筆測驗。(Big Six理論之第六項評
估資訊) 
 
4. 研究結果 
4.1. 基本資料 
 

表 1：學生家中電腦及網路情形分配表 

相關資料 人數 百分比 
沒有 0 0％ 
有 145 97.97％ 家中有電

腦 
未填 3 2.03％ 

總計  148 100％ 
不可以 6 4.05％ 
可以 139 93.92％ 

家中上網
情形 

未填 3 2.03％ 
總計  148 100％ 

 
由表 1得知，目前實驗組學生家中的電腦普及

率高達 97.97﹪，而實驗組 148 位學生中有 145 位
學生家中有電腦，其他三位學生並未回答；因只有
三位學生未答(本研究假設他們家中無電腦設備)；
而學生家中的上網情形，僅 6位學生家中的電腦不
可以上網及三位學生本題未作答(歸為不可以上
網)。又因無法將學生分群上課，因此，對於沒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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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的學生亦無法去除，但是於實施研究期間，有開
放電腦教室以供家中無電腦或無法上網之學生做
線上學習，又學生會至同學家中共同學習，因此對
於沒有電腦之因素方面，對於本研究之影響不大。 

由表 2之數據更能說明本研究之受測學生，其
本身的電腦能力與網路能力已經達到某一水準，因
此，對於線上學習的一些操作應無很大之障礙，因
此可以排除操作障礙此一因素。 
 

表 2：學生電腦及網路基本能力分配表 

  實驗組 百分比 

會 128 94.81 
文書處理的能力 

不會 7 5.19 
會 134 99.26 

上網的能力 
不會 1 0.74 
知道 134 99.26 知道如何在網路

上找資料 不知道 1 0.74 
會 133 98.52 接收電子郵件的

能力 不會 2 1.49 
全部題項 未答 13  

 
針對上述(壹、學生學習所需之電腦網路設備。

貳、學生接觸電腦及基本之電腦網路能力情形。)
之研究結果，我們可以歸納： 
一、由學生家中的電腦及網路設備來看，目前電腦
及網路設備的普及率非常的高，再加上網路咖啡
廳的林立，無電腦及網路設備的學生會利用網路
咖啡廳來學習，因此對於實驗組學生必須上網學
習之設備障礙而言可以說是毫無影響。 

二、學生的電腦啟蒙時間很早，並不是於高中一年
級才學習使用電腦與上網路，實驗組全部只有 4
位學生是高中一年級才上網，另外由表(組)4-4來
看，實際上學生的上網能力非常強，對於實驗組
而言，只有 1至 2位的學生對於上網或是上網找
資料比較不熟悉，而大部分的學生都是駕輕就
熟；至於文書處理方面，雖然實驗組有高達 7位
學生填說不會，但其並不影響線上學習，唯可能
會影響最後的作業繳交；但是，針對不會文書處
理的學生訪談得知，這些學生是不熟悉文書處理
的某一些操作，因此才會勾選不會，而實際上對
於完成作業之繳交是沒有問題的。又本研究是以
合作學習的方式進行，因此，同組的學生可以協
助電腦能力較差的學生。所以，對於實驗組學生
必須會使用電腦與上網來做線上學習之電腦及
網路能力方面的障礙而言可以說是毫無影響。 

 
4.2. 教學成效檢定 

 

表 3：學生學習成效表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驗組 148 78.57 10.967 

整體性 
對照組 144 72.510 10.625 

 
實驗組學生與對照組學生在學習前的電腦及

上網能力相近的情況下，實驗組的學習成效比對照
組的學習成效要來的好：由表 3、4 之分析結果可
以發現，因為全體實驗組的平均成績為 78.57，而
全體對照組學生的平均成績為 72.51；雖然實驗組
的標準差 (10.9669)略高於對照組的標準差
(10.6253)，但是經由 T 檢定可證實在 5％的顯著水
準下兩組的變異數是無顯著性的差異而兩組的平
均數之間有顯著的差異。 
 

表 4：實驗組與對照組之標準差及變異數之 T檢定 

群組 項目 標準差 變異數 
F/T值 5.140* 0.170 

整體性 
P值 0.00 0.684 

*P<.05 
 
4.3. 教學後資訊素養成效檢定 
 

我們以問卷方式及SPSS軟體作下列分析來探
討實驗前後，學生的資訊素養能力是否有提升：1. 
因素分析：決定探討之因素及議題；2. 信度分析：
瞭解前後測問卷之信度；成對樣本T檢定：分別檢
定實驗組與對照組之資訊素養於實驗前後是否有
顯著提升；4：共變數分析：為瞭解經由實驗，實
驗組的資訊素養提升是否優於對照組。分別說明如
下： 

一、因素分析 
為考慮到國情的不同會使得廿九個指標所建

構之主成分因素(Principal Factor)不同，因此以SPSS
軟體進行因素分析。 

因(附錄一問卷)題項：5、10、11、12、13、14、
15、21 等題之因素負荷量小於 0.5，將之刪除較為
適宜。因為這是一個探索性的因素分析，題項刪除
後的因素結構也會改變，因而進行第二次因素分
析。第二次因素分析之抽樣適當性的 KMO 值(表
4-16)為 0.852，代表題項間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
進行因素分析。特徵值大於一的因素共有五個，因
而依照 Kaiser的準則，由 SPSS資料縮減之數據得
知可抽取五個共同因素。轉軸前五個共同因素的特
徵值分別為 6.39、2.481、2.140、1.306、1.109，特
徵值總和為 13.426；轉軸後五個共同因素的特徵值
分別為 3.595、2.786、2.756、2.203、2.085，特徵
值總和為 13.425，個別共同因素的特徵值會改變，
但所有共同因素的總特徵值不變；此外，每個題項
之共同性也不會改變，但每個題項在每個共同因素
之因素負荷量會改變。轉軸前後的共同因素可以解
釋的總變異量均為 63.934﹪。最後根據因素所涵括
的題項內容，將因素加以命名，得到下列五個因素
(21題項)： 
因素一：有資訊素養的學生能有效的與快速的取得
資訊。（包含題項(1)(2)(3)(4)） 
因素二：有資訊素養的學生能批判的與適當的評估
資訊。（包含題項(6)(7)(8)(9)） 
因素三：有資訊素養的學生能獨立學習。（包含題
項(16)(17)(18)(19)(20)） 
因素四：社會責任(道德)方面有資訊素養的學生能



 
5 

遵守法律、道德規範及尊重他人。（包含題項
(22)(23)(24)(25)(26)(27)） 
因素五：有資訊素養的學生能和他人合作學習。（包
含題項(28)(29)） 
二、前後測信度分析 

茲將前述題項作為前後測問卷，並做因素分
析，得到表五資料： 

由表 5可以發現前測之五個分量表的 Alpha係
數分別為 0.7447、0.6825、0.7330、0.8208、0.7419，
而總量表的 Alpha係數為 0.8910；且後測之五個分
量表的 Alpha係數分別為 0.7536、0.7077、0.7768、
0.8276、0.8000，而總量表的 Alpha係數為 0.9100。
前後測全部五個量表之的Alpha係數均在 0.70以上
(除前測第二個因素之量表略低 0.6825)，代表本量
表的信度頗佳。 

 

表 5：前、後測問卷各量表之信度分析表 

因素項目 α係數(前測) α係數(後測) 
因素一 0.7447 0.7536 
因素二 0.6825 0.7077 
因素三 0.7330 0.7768 
因素四 0.8208 0.8276 
因素五 0.7419 0.8000 
總量表 0.8910 0.9100 

 
三、成對樣本 T檢定 

由表 6我們可以得知，實驗組學生對於此次的
線上學習的成效抱持著肯定的態度；因此，對於個
人的資訊素養中的五個因素，都覺得有顯著的成
長，而且對於整體性的個人資訊素養而言，依據研
究所得之數據可知，實驗組的學生都覺得本次的線
上教學亦可以增進他們的個人資訊素養。 

由此亦可說明，本次線上教學是依據 Big Six
理論設計而成，而 Big Six 理論所遵循的是如何能
增進一個學習者的資訊素養、將資訊成功的應用於
批判性思考與解決問題；而經由上述之研究數據顯
示，本次之線上學習之教材及方法對於實驗組學生
資訊素養的能力培養確實有顯著之成效。 
 

表 6：教學前後資訊素養之成對樣本 T檢定表 

前測–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實驗組因素一 -.3272 .3542 -10.772* 
實驗組因素二 -.3199 .3452 -10.806* 
實驗組因素三 -.3132 .3218 -11.353* 
實驗組因素四 -.2877 .3261 -10.250* 
實驗組因素五 -.4148 .4674 -10.312* 
實驗組總量表 -.3216 .2473 -15.054* 
對照組因素一 7.092E-03 .4086 0.206 
對照組因素二 6.206E-02 .4185 1.761 
對照組因素三 1.418E-03 .4067 .041 
對照組因素四 9.405E-02 .4498 2.474* 
對照組因素五 -8.929E-02 .4919 -2.148* 
對照組總量表 2.706E-02 .3202 .997 

*P<.05 

 
因此， 關於利用 Big Six 技巧.可以幫助學習

者獲得資訊素養、並將資訊成功的應用於批判性思
考與解決問題之理論得以驗證。 

再則，對照組學生對於此次的傳統學習是否提
升個人的資訊素養都抱持著沒有什麼改變的態
度。依照數據，明顯的顯示出資訊素養中的五個因
素中，只有第四個因素(社會責任(道德)方面有資訊
素養的學生能遵守法律、道德規範及尊重他人)有顯
著的成長；但是對於第五個因素(有資訊素養的學生
能和他人合作學習)反而是有顯著的負成長。 

由此亦可說明，傳統教學對於個人的資訊素養
之培養並無明顯的成效；至於為何在第四個因素會
有顯著的成長呢？主要是因為近日智慧財產權受
到重視，不論是計算機概論的課程或是其他的課
程，每一位教師於上課中均會強調尊重智慧財產權
的重要性，因此，才會在第四個因素上有顯著的成
長。而第五個因素卻反而是顯著性的負成長？因為
傳統的教室教學，主要是老師將教材作一妥善之整
理與安排後，將教材內容一一的呈獻給學生(有一點
像是填鴨式教育)，因此大部分學生就只有接受訊息
的動作而無任何討論思考的動作，所以個人的資訊
素養並無任何顯著性的進步，再加上教師的作業指
派雖以團隊方式進行，但是，完成的動作往往落在
少數一、二位學生的身上(因為他們不需合作學習去
獲得知識)，自然而然的對於合作學習的方式及認可
就會日益薄弱，因此，第五項因素才會呈現顯著性
的負成長。 
四、共變數分析 

為排除教學實驗前之能力誤差，以確定實驗組
與對照組之各因素與總量表於教學實驗後是否有
顯著之差異(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的資訊素養增加
的成效是否確實因教學實驗而有所差異)，因此以
SPSS 軟體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單共變量共變數分
析。 
 

表 7：因素共變數分析估計表 

因素項目 平均數 F P值 
實驗組 3.457 因素一 
對照組 3.130 

58.675** .000 

實驗組 3.492 因素二 
對照組 3.224 

38.554** .000 

實驗組 3.343 因素三 
對照組 3.031 

51.524** .000 

實驗組 3.799 因素四 
對照組 3.585 

22.972** .000 

實驗組 3.321 因素五 
對照組 2.833 

74.727** .000 

實驗組 3.521 總量表 
對照組 3.222 

77.271** .000 

*P<.05   **P<.01 
 

經由獨立樣本單因子單共變量共變數分析(表
7)，可以充分的證明經由 Big Six 理論所設計之線
上學習教材確實的能提升學習者的資訊素養(不論
是整體性或是單一的資訊素養因素)；而且就提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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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的資訊素養能力之成效而言，使用網路線上學
習的學習者其提升資訊素養能力的成效有顯著性
的優於接受一般傳統教室教學之學習者。 
 
5. 結論與建議 
5.1. 教學成效 
 

本研究第一部份主要是探討可否以 Big Six 理
論來設計線上教案，其成效與傳統之課堂教學是否
有任何的差異，經由實驗結果之數據可以獲得下列
之結論。 
一、 高一學生家中的電腦及網路設備普及 

由於科技之發達、資訊的豐富與需求，再加上
家庭年所得的提升，使得有 97.97％的實驗組學生
家裡有一台以上的電腦(表 1)，有 97.97％的實驗組
學生家裡有網路設備(表 1)。 
二、 高一學生具有電腦及網路之基本操作能力 

因電腦及網路之普及，且資訊教育的往下紮
根，學生對於文書處理沒有把握者有 7 人(約 4.73
％)，但經實際訪查結果得知，這幾位學生並不是不
會文書處理，而是只會開啟文書處理軟體及打作業
(基本打字)等方面，而其他較有技巧的操作就不
會。至於網路的應用方面，高達 90.55％(若不含為
填答學生為 99.26％)以上的學生均擁有上網及找資
料的能力，而也有 89.87％(若不含為填答學生為
98.52％)的學生會收發 E-MAIL。 
三、 以整體性而言，Big Six線上教學的學習成效

比傳統教室教學的學習成效顯著性的較佳 
依據實驗結果得知： 
1. 實驗組的平均成績(78.574)高於對照組的
平均成績(72.5102)。 

2. 實驗組成績的標準差(10.9669)略高於對
照組成績的標準差(10.6253)。 

3. 由表 4-4之變異數 P值得知，實驗組和對
照組之標準差在 5％的顯著水準下無顯著
之差異。 

4. 由表 4-4之平均數 P值得知，實驗組和對
照組之平均測驗成績在 5％顯著水準下有
顯著之差異。 

因為實驗組之平均成績高於對照組之平均成
績，且由於 T檢定得知實驗組和對照組之平均測驗
成績在 5％顯著水準下有顯著之差異，因此，我們
可以斷定對於整體而言，線上教學的學習成效優於
傳統教室教學的學習成效；然而，因為在標準差方
面，(組內學習成效之差距)實驗組略高於對照組，
因此產生懷疑實驗組的學習品質是否劣於對照
組，但經由 T檢定之「Levene's Test for Equality of 
Variances」得知，在 5％的顯著水準下，二者之標
準差並無顯著之差異，因此，實驗組的學習品質並
不會劣於對照組(即二者無顯著之差異)。 

由上述之推論可以得知此結論。 
 

5.2. 資訊素養成效 
本研究第二部份主要是探討可否以 Big Six 理

論來設計線上教案，其成效與傳統之課堂教學是否
有任何的差異，經由實驗結果之數據可以獲得下列
之結論。 
一、藉由因素分析得到適合之五個因素和廿一個題

項。 
二、經由線上學習之學生於資訊素養方面有顯著的
提升。 

藉由因素分析所找出之題項來針對學習者接
受不同的教學方式來探討學習者於學習前後資訊
素養的能力是否有所改變。經由研究結果得知： 
（一） 實驗組學生對於上述之資訊素養的五個因

素於接受 Big Six理論設計之教案的教學後，
其本身的資訊能力均有顯著性的提升。 

（二） 對照組學生於上述之資訊素養的五個因素
於接受一般傳統教室的教學後，除了「社會責
任 (道德 )方面有資訊素養的學生能遵守法
律、道德規範及尊重他人」此一因素有顯著性
的提升外，其他的因素均無顯著性的影響，甚
至在「有資訊素養的學生能和他人合作學習」
此一因素上，反而有顯著性的退步。 

（三） 經由上述二項敘述得知，如何能讓學生擁
有學生學習的能力，亦即要培養學生之資訊素
養能力，而傳統教室教學的模式，對於學生資
訊素養之培養並無實質的幫助；反觀以 Big 
Six 所設計的線上教學教案，均能有效的提升
學生的資訊素養能力，對於學生面對未來有極
大的幫助。 

（四） 在相關性及共變數分析方面得知，實驗組
學生在經過以 Big Six 所設計的線上教學教
案教學課程後，其個人的資訊素養能力的提升
顯著的高於對照組學生。 
因此，我們可以驗證學生經過了以增進資訊素

養的 Big Six 理論設計之線上學習教材後，確實可
以增加他們的資訊素養，對於培養學生終生學習的
能力有其顯著性的效益。 

 
5.3. 研究建議 

 
對於一個教學理論應該多方面的探討與實

驗，本研究基於人力與物力之限制，只能在一所女
子高級中學做實驗而無法全面性的或是多所學校
的做研究；但也希望藉由本研究作為一個開端，提
供未來的專家學者一個參考的依據。茲將整個研究
過程中所遭遇的一些問題及想法列於後，提供未來
對於此一議題有興趣的學者參酌。 
（一） 線上教材之設計如以文字設計較為不活
潑，較不易吸引學生之注意，本研究是針對高中
一年級的學生，所以畫面設計方面可以不必考慮
使用動畫，但是，如受試者是國中小學生，則建
議使用較活潑之畫面。因此，亦可探討，同一課
程，如若使用不同的網頁顯示方式，對於不同層
級的學生，是否會有不同的影響與教學成效。 

（二） 如研究者之財力與人脈足夠的話，可以針
對不同的學校、學科、地區、學校級別、性別等
不同的因素加以研究，可以充分的瞭解 Big Six 
理論所設計之教案是否均能適合。 

（三） 亦可探討若將 Big Six 理論針對一般傳統
教室去設計教案，其成效是否有優於目前一般傳
統教室的教學理論？或是探討可否將 Big Six 理
論和一般傳統教室之教學理論相結合，成為一個
適合傳統教室教學之教案設計理論，以提升學生
之資訊素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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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與意識尚未很健全，
因此教師於整個教學過程中要站在輔導與督促
的角色上，去輔導、督促與瞭解學生；若是放任
學生自我學習，其和督促學生學習之間的學習成
效是否有顯著性的差異。其間亦要考慮到學生是
否會因考試、分數、作業或其他因素，成為學生
認為是來自教師的督促壓力。 

（五） 依據張儀興、毛全良之研究指出：教師的
資訊素養、學校的相關政策、教學設備、任教科
目、有無相關 E化教材、時間限制等項目與教師
實施教學 E化意願有顯著的相關，均會影響教師
教學 E化的意願(張儀興，毛全良，民 90)[10]。
因此當要推動大型研究計畫時(如跨校、跨科或
二位以上教師參與)，需針對上述之因素加以探
討與控制，以避免一些干擾變相產生；本研究是
以一位教師來執行整個研究教學，所以，可以控
制上述的一些相關干擾因素。 

（六） 學生學習所需之設備不同，是否會影響學
習之成效？ 

（七） 學生本身的資訊能力不同，學習成效是否
會有明顯的不同？ 

（八） 上述之相關問題是否會導致學生在資訊素
養方面沒有顯著性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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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資訊素養預試問卷 
(1)能辨識自己的資訊需求。 
(2)能了解完整的資訊和智慧決策的關係。 
(3)能有效的陳述資訊問題，表達資訊需求。 
(4)知道有那些可能有用的資訊資源。 
(5)能擬訂妥善的資訊檢索策略 
(6)能決定資訊是否正確、相關、完整。 
(7)能區別事實、個人觀點和意見之間的不同。 
(8)能指出不正確和誤導的資訊。 
(9)能妥切選擇對解決問題有幫助的資訊。 
(10)能組織資訊以便利用。 
(11)能結合新知識和已知的知識。 
(12)運用資訊做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 
(13)用合適的形式表達和生產資訊。 
(14)有能力搜尋和自己生活、成長有關的資訊。 
(15)能設計、發展、評估和自己興趣有關的產品。 
(16)是有能力且自我鼓舞的閱讀者。 
(17)能從不同形式的資訊載體中獲得意義。 
(18)能利用不同的形式呈現資訊產品。 
(19)能評估個人資訊尋求過程及結果的品質。 
(20)能修正、改善、更新自己知識創造的過程。 
(21)能從不同的資訊資源、情境、學域文化中搜尋
資訊。 

(22)尊重公平獲取資訊的原則。 
(23)尊重資訊自由的原則。 
(24)尊重智慧財產權。 
(25)適時使用資訊科技。 
(26)與他人分享知識與資訊。 
(27)尊重他人的想法及背景，肯定他人的貢獻。 
(28)親身或透過科技和他人合作，探尋問題所在及
解決的方法。 

(29)親身或透過科技和他人合作，設計並評估資訊
產品及解決方法。 

基本資料： 
(1)妳會文書處理嗎？ 
(2)妳會上網嗎？ 
(3)妳知道如何在網路上找資料嗎? 
(4)妳會收發電子郵件(E-Mail)嗎？ 
(5) 家中有電腦嗎？ 
(6) 家中可以上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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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問題刺激式之問題式學習為理念，

建置㆒個以國小六年級學童為使用對象之學習網

站，網站課程內容在探討雨的成因與應用，由來

自㆔所不同學校之 59 位學童利用課餘時間進行

為期兩個月的線㆖學習。研究者根據記錄學童學

習活動之資料庫以及對 16 位樣本學童之訪談資

料探究：(1)學童使用各學習工具之情況；(2)線㆖

學習筆記評量之可行性；(3)學童對網路學習之回

饋與建議。在學習工具使用方面，進入問題討論

區共 546 次，使用學習筆記共 5427 次，使用網路

資源共 224 次，師生列表 1384 次，進入留言板共

502 次，使用站內信件共 903 次，進入聊㆝室共

774 次，這些工具實際使用情形將由學生之訪談

記錄呈現。在線㆖學習筆記評量之可行性方面，

除了訪談學童檢驗外，並以學童之學習筆記點數

與在校之國語科、自然科成績作相關性分析，得

到顯著正相關之結果，說明了此評量方式的確可

行。在學童對網路學習之回饋方面，學童認為此

形式對自己的學習較有效率與助益，且可彌補課

堂㆖不敢發問之缺失；在網路學習之建議方面，

包括評量方式、課程內容及系統穩定性。 
關鍵字：以網路環境為基礎之教學、問題式學習、

線㆖學習 

 
1. 前言 

 

在傳統非建構式學習裡假設只要提供知識給

學習者，他們就能使用這些知識，基於此假設，教

育只是注重學習者的知識傳遞，不管學習活動的重

要性。但就建構主義的觀點而言，學習應是學習者

在所處的社會環境㆘知識建構的歷程，並不只是單

純的獲得知識[1]，在學習後對知識的了解，基本㆖

是學習情況與學習活動本質的產物，因此學習任務

應該盡可能去思考真實生活㆖會觸碰的問題，問題

式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就是基於建構主

義之學習理念而發展出來的教學策略，最初是由

H. S. Barrows[2]所提出，當時是為了使醫學院的學生

具備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能力而採取的教學策

略，後來也有其他學科教學採取此策略。在問題式

學習的學習流程㆗，首先給㆒個〝結構不完整〞

（Ill-structured）的問題，而這個問題須切合學習者

生活的情境並可反映現實世界問題的複雜性（例

如：學校某些廁所經常堵塞，所以校方就禁止學生

使用這些廁所，對於這樣的規定，你的看法如何？

你可以做哪些事來解決這個問題？），接著學生分

組以協同或合作學習的方式分配任務去探究問

題、搜尋資料、意見交流與討論，最後做成結論。

教師除了設計問題外，在過程㆗扮演「助教」及「認

知教練」的輔導角色（Tutor），他不再問學習內容

蘊含（Content-laden）的問題，而是問學生〝為什

麼？〞、〝你的看法是什麼？〞、〝你如何知道那是真

的？〞等[3]。 
使用過問題式學習進行教學的老師指出，此學

習策略的確是㆒個非常有用的方式，但其探究過程

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4]，因此若能利用全球資訊網

廣大的學習資源與屬性並提供線㆖學習及互動的

機制，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基於㆖述之理念，本

研究嘗試結合問題式學習之教育理論與網路學習

科技，開發以國小學童為使用對象之網站，並調查

學童在網站㆖從事學習活動之情形，研究結果除了

可給學校資訊課程教學者省思外，也可作為教師開

發以網路環境為基礎之教學參考。 
 

2. 研究方法 
 
2.1 問題式學習網站之設計與實施 
 

在目前連線之軟硬體工具有良好效能與便利

性的條件㆘，運用網路環境來發展教學已是教育㆖

㆒個重要的課題，也就是以網路環境為基礎的教

學，亦有㆟稱之為線㆖教育（Online Education）。
它是由協同合作、連結性、以學生為㆗心、無範圍

限制、社群、探究、知識分享、多感官體驗及真實

性等九個主題所形成[5]，這些主題彼此之間互有關

聯性與重疊性。而欲達成這些主題之目的，可以設

計各種工具並透過網頁介面將它們整合起來，例如

瀏覽文件、身分註冊、線㆖討論區、線㆖筆記、電

子郵件等。對於國小學童而言，網際網路的開放空

間與大量的資訊可能會致使學童迷失其㆗，所以研

究者根據問題式學習之設計理念與國小六年級學

童對於水的㆔態變化與觀察㆝氣應有的先備知

識，將課程內容分成㆒個㆒個的小問題，學童以過

關的方式逐步解決這些小問題來進行學習。每㆒關

除了有學習內容之文件外，並用問題式學習之方式

引導學童透過各類學習工具去尋找解答，以培養解

決問題的能力。根據線㆖教育之主題與參考網路㆖

現有之學習網站，茲將本研究設計之問題式學習網

站所採用之學習工具與實施形式整理於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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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問題式學習網站之工具設計與實施形式 
工具設計或 
實施方式 

線㆖教育

之主題 
參考實例 

問題刺激式之

問題式學習 
探究  伊利諾數學暨科學學

院問題式學習㆗心網

站 
 史丹佛大學學習實驗

室網站 
註冊/分組 社群  電子佈告欄 

 WISE 
 ㆗央大氣科學教室 

將課程內容分

成㆒個㆒個的

小問題，學童

以過關的方式

逐步解決這些

小問題來進行

學習 

探究/知識

分享 
 WISE 

學童來自不同

學校 
協同合作/
無範圍限

制 

 WISE 
 ㆗央大氣科學教室 

線㆖學習筆記 探究/以學

生為㆗心 
 WISE 

問題討論區 協同合作/
知識分享/
社群 

 電子佈告欄 
 WISE 
 ㆗央大氣科學教室 

站內信件 連結性/社
群/協同合

作/知識分

享 

 電子佈告欄 

聊㆝室 社群/協同

合作/知識

分享 

 電子佈告欄 
 ㆗央大氣科學教室 
 亞卓市全民學校 

留言板 社群/協同

合作/知識

分享 

 電子佈告欄 

作業㆖傳 知識分享  ㆗央大氣科學教室 

網路資源 連結性/知
識分享 

 ㆗央大氣科學教室 

*WISE：http://wise.berkeley.edu/ 
*㆗央大氣科學教室：http://lain.atm.ncu.edu.tw/ 
 

本系統之架構可分為六部分： 
1. 身分產生部分：要成為本系統之使用者必須先填

寫基本資料註冊，註冊成功後，系統會產生㆒個

使用者的資料夾儲存使用者之學習筆記與信件。 
2. 身分驗證部分：使用者每次登入需輸入自己的帳

號與密碼，通過驗證後才能進入本系統進行學習

活動。 
3. 學習指引與學習流程：主要功用在說明學習活動

區與學習工具之使用注意事項，並建議學童學習

之流程，使學童能很快進入狀況。 
4. 課程公告：提供教師對全體學童公開說話機制，

例如教師可以針對學童學習狀況，提供學童工具

或資源之使用訊息。 
5. 學習活動區：本區學習活動由 0 到 6 關組成，並

提供學習所需之資訊與工具，如問題討論區、網

路資源、個㆟工具箱、線㆖聊㆝室等，其㆗個㆟

工具箱包括學習筆記、信件選單、更改密碼、師

生列表及編輯自我介紹檔等工具。 
6. 登離：此功能會將欲離線學童之 Session 記錄清

除，以減少伺服器之負擔。 
㆖述之功能並不能單由靜態的 HTML 達成，

須在伺服器㆖透過 CGI 或 ISAPI 執行另外的程式，

將學童學習歷程與學習檔案記錄至網路資料庫

（Web Database），基於效能與程式設計之難易，本

研究伺服器作業系統採 Microsoft Windows NT，後

端程式採 ASP，圖 1 是 ASP 存取 ACCESS 資料庫

之過程。 
 

瀏覽器

ADO 物件

ODBC
驅動程式

ASP
程式

Microsoft
NT Server

IIS

資料庫

要求

回應

 
圖 1. ASP 程式存取伺服器資料庫之過程 

 
2.2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花蓮縣國小六年級學童，樣本

取得以可配合本研究之學校，各校參與本研究計劃

之㆟數、分組、㆖網時間與學童在校使用網路概況

等背景如表 2 所示。其㆗第㆒校之電腦教室只供㆖

課使用，課間與午休時間並不開放，因此學童只能

在電腦課或特殊情況（如配合研究需要）時使用電

腦。第㆓校與第㆔校之電腦教室除供教學使用外，

課間與午休時間皆開放給學童使用，因此學童除課

堂外可依學校訂定之規則使用電腦。 
學童分組進行線㆖學習後，依學習進度與學習

筆記之點數將其分成㆔個等級：第㆒級為筆記點數

大於 30 點且完成所有學習活動者；第㆓級為筆記

點數小於 30 點且完成所有學習活動者；第㆔級為

未完成學習活動者。訪談對象則從所有學童㆗抽取

16 名進行訪談，各等級接受訪談㆟數如表 3 所示。 
 

2.3 資料分析 
 

根據本研究網站之網路資料庫記錄以及對樣

本學童訪談之記錄，將分別分析(1).各學習工具使用

之情形；(2).線㆖學習筆記評量之可行性；(3).學童

對網路學習之回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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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參與本研究學童之背景 
 參加

㆟數 

分

組 

分組方式 ㆖網時間 學童在校使

用網路概況 

 

 

第

㆒

校 

 
 
 

35 

 
 
 

4 

由導師根

據自然課

實驗分組 

在兩個月的

時間內，利用

午休時間集

體至電腦教

室㆖網學習 

課堂㆖學童

使用網路的

機會不多，且

止於網站之

瀏覽,少有利

用網路搜尋

學習資料。 

 

 

第

㆓

校 

 
 
 

16 

 
 
 

2 

 兩 班 學

童㆗以自

願方式並

由導師挑

選後參加 

在兩個月的

時間內，自行

利用課餘時

間㆖網學習 

課堂㆖經常

性的㆖網搜

尋學習資料。 

 

第

㆔

校 

 
 

8 

 
 

1 

由㆒班學

童參加 
(該班級

㆟數僅 8
㆟） 

在兩個月的

時間內，自行

利用課餘時

間㆖網學習 

課堂㆖經常

性的㆖網搜

尋學習資料。 

合

計 

59 
(㆟) 

7 
(組) 

   

 
表 3. 各等級受訪之學童㆟數 

 第㆒級 第㆓級 第㆔級 合計 
受訪㆟數 7 ㆟ 5 ㆟ 4 ㆟ 16 ㆟ 
 
3. 研究結果與討論 
 
3.1 學習工具使用之概況分析 

 
研究網站學習內容分為○至六關，在關與關之

間，學童必須寫完學習筆記與預習筆記後才能通

過，學習期間，資料庫共記錄了 17,394 筆學習記

錄，扣除測試帳號記錄與學童閱讀課程內容文件之

記錄後，學童使用本網站學習工具之概況如表 4 所

示。 
 

3.2 學習工具使用之探究 
 

壹、問題討論區 

從使用問題討論區之記錄發現學童多只是列

出標題而未真正使用，可能學生初次接觸討論區這

樣的學習工具，不知應用於學習㆖，也有些㆟玩票

心態較重。 
 

「因為我不知道要發表什麼…」（ssbps905220110） 
「因為有些㆟他們只是好玩，所以都是去聊㆝室…」
（sbpps905080204） 
 

大部分學童都在同㆒時間在電腦教室㆖線學

習，而且學童打字技能不熟練也可能造成乏㆟問津

的現象。 
 

「 因 為 有 些 ㆟ 直 接 用 嘴 巴 去 講 （ 問 ） … 」
（sbpps905080105） 
「不會就直接問（同學），打字太麻煩了！」
（sbpps905090404） 
 

至於曾在討論區發表問題的同學則認為可能

其他同學在學習㆖沒有疑問，所以並不參與討論。 
 
「…我有寫過小新的疑惑，可是都沒㆟討論，……，

應該是他們都會，只有我不會…」（sbpps905090809） 
 

也有學生在學習㆖是以個㆟為㆗心，並沒有與

他㆟分享學習經驗的想法。 
 

「…討論區我不會覺得要使用，而且我覺得我的頭腦

比較好，想用我自己的智慧 ( 來解決問題 ) …」
（sbpps905080302） 
 

以㆖的因素影響學童在學習過程㆗利用網路

匿名與非同步之優勢來進行意見交流，使討論區呈

現同儕或師生間較差的互動。 
 

表 4. 學童使用本網站學習工具之概況 
進入問題討論

區共 546 次 
討論區列表共 503 次 
讀取內容共 33 次 
發表文章共 10 次 

使用學習筆記

共 5427 次 
筆記列表共 1279 次 
閱讀筆記內容共 768 次 
到學習筆記輸入表單共 1716 次,
送出筆記共 596 次 
到預習筆記輸入表單共 793 次,送
出筆記共 275 次 

使用網路資源

共 224 次 
連線出去共 176 次 

師生列表 1384
次 

進入師生列表共 1210 次 
查詢使用者共 174 次 

進入留言板共

502 次 
讀取留言共 355 次 
進入留言輸入表單共 77 次 
發表留言共 70 次 

使用站內信件

共 903 次 
 

信件列表共 365 次 
閱讀信件內容共 146 次 
到信件輸入表單共 121 次,送出信

件共 81 次 
到回信輸入表單共 100 次,送出信

件共 90 次 
使用聊㆝室共

774 次 
2,469 筆對話 

 
貳、學習筆記 

對於學習筆記的使用，大部分的受訪學童都覺

得此工具對自己的學習有所幫助。 
 

「寫㆘㆒些（課程的）事情作記錄…」（sbpps905090502） 
「…可以讓自己記得比較清楚，因為我打字速度不會

很快，所以記得比較清楚，…，而且是用自己的方法，

不 是 用 老 師 講 解 那 種 說 的 ， 所 以 比 較 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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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pps905080203） 
「…㆒定要了解這㆒整關，然後才可以去寫，然後才

可以過關，不然分數會很低，…，會㆒直想要去爭取

分數，就會盡量把它做得很好…」（ssbps905220102） 
「…就是你知道的再寫㆒遍，增加自己的印象，…，

還 有 忘 記 的 時 候 再 進 去 看 就 知 道 了 … 」
（ssbps905220202） 
 

雖然學童對於學習筆記多給於正面的評價，但

有學童對於寫筆記的方法提出質疑，認為有㆟會直

接複製網站㆖的內容貼在筆記㆖，而實際㆖卻沒有

學到知識或觀念，研究者在對學童訪談過程㆗也發

現確實有這樣的學童。 
 

「…假如那個（寫）學習筆記（的時候），有㆟半途忘

掉，可以（回課程內容）再去把它背起來，可是網站

㆖都有那個剪㆘貼㆖的對不對？直接把它貼在學習筆

記㆖，然後修改㆒點點句子，你（老師）就看不出來

吧…」（sbpps905080103） 
「…同學教的啊，就是影印啊，…複製，然後貼㆖…」
（sbpps905090801） 
 

就使用㆖的困難而言，除了有些受訪學童表示

打字是最大的困擾外，另外有學童提出㆘面的學習

困難： 
 

「…我要寫的時候，就會馬㆖又忘記，然後又跳㆖去

（回課程內容），然後到學習筆記，然後又不記得，又

去㆖面看…」（sbpps9050100906） 
 

整體而言，學童可利用學習筆記來記錄自己在

網站㆖獲得的知識，有助於學童概念的形成與整

合，老師給予學童之筆記點數可以增強學童了解課

程內容之意願與其筆記內容之品質。雖然如此，仍

有學童並無針對學習問題而恣意填寫筆記的情況

發生，老師批改完後，學童也未對老師之回饋做修

正，因此未來在設計此機制時，應考量學童是否認

真填寫筆記後才給予過關之權限。 
 

參、網路資源 
學童在本研究網站學習歷程記錄㆗，利用網站

之「網路資源」所提供的超連結連出去的記錄有 176
筆，次數並不多，而連出去的受訪學童大多表示找

不到所需要的資料，這或許是學童在利用網路搜尋

學習資料方面的技巧不夠熟練，但不可否認的，國

內關於介紹自然科學的網站多以㆗學生或成年㆟

為對象，文字敘述較為艱深，專為兒童設計的自然

科網站並不多見。 
 

「…㆖網去查資料啊？有㆒次老師要我們去查有關於

花的資料，國語課的時候，㆖國花那㆒課，……，自

然課沒有…」（sbpps905080104） 
「 … 我 有 連 出 去 過 ， 可 是 找 不 到 答 案 … 」
（sbpps905090811） 
「我有進去過㆒次啦，可是我覺得那資料慢慢找，好

像很難找…」（sbpps905080306） 
「…看不懂，太多東西…，密密麻麻的看不懂…」

（stcps905230206） 
「那個都沒有答案，…，最後我去那個 kimo 自己打什

麼 要 找 什 麼 ， 它 才 出 現 （ 才 找 到 答 案 ） … 」
（ssbps905220209） 
 

基於㆖述之情形，未來教師在設計教學網站

時，可以另外編寫適合國小學童又與學習內容相關

之網頁，以供學童查詢，否則網際網路如同茫茫大

海，學童不但容易迷失，學習效率也大打折扣。 
 

肆、師生列表與站內信件 
本研究網站「師生列表」的功能是列出已在本

站註冊師生的基本資料，包括使用者帳號、㆖站次

數、組別、連線電腦位址、學習進度、學習表現與

使用者狀態等，從列表㆖可連結至更詳細的使用者

資料，其㆗又可以連結至使用站內信件，從資料庫

的記錄顯示，學童大多只瀏覽這個列表（1210 次），

會進㆒步查詢使用者資料的次數卻不多（174 次），

也就是說，學童只是看看線㆖有哪些㆟，查看自己

或別㆟的學習進度及表現（筆記點數），但並不會

進㆒步去了解其他㆟或寫信認識新朋友。 
 

「看看到底有哪些㆟…」（sbpps905080106） 
「第㆒個想要去看看有哪些㆟，第㆓個看我的點數…」
（ssbps9052203） 
「看看他們在自我介紹打些什麼，看看有沒有㆟分數

比較高的…」（stcps905230104） 
 

除了可從師生列表㆗使用站內信件互動外，在

「個㆟工具箱」㆗也有寫站內信件之選項，網站㆖

的師生都可以透過寫站內信件的方式互動，在資料

記錄顯示使用此工具傳遞訊息的次數並不多，訪談

後發現大部分樣本學童並沒有網路學習社群的概

念，有的自認溝通能力不夠，有的直覺別㆟不會回

信，有的是因寫信後未收到對方回信的經驗，甚至

還有㆟害怕被騙，所以不去使用。 
 

「寫信給別㆟啊，我大概只會寫給孫老師吧！…，我認

為沒有㆟會寫給我…」（sbpps905080107） 
「…不想寫，沒有寫信的習慣！」（sbpps905090503） 
「…畢竟是我不認識的，萬㆒挨罵就死了…」
（ssbps90522105） 
「…我不知道要跟他講什麼，…，我覺得他們都是很

冷淡的㆟，就算寫信給他也不會怎樣（回信）的㆟…」
（ssbps905220205） 
「…可是就會沒有㆟回答啊！我就有寫信給我們組

的…」（sbpps905090401） 
「想是想啊，可是我自己溝通的能力不是很好…」
（sbpps905080305） 
「 說 不 ㆒ 定 被 騙 ， 很 恐 怖 ， 所 以 我 不 敢 … 」
（sbpps905101106） 

 
伍、留言板與聊㆝室 

在本研究之網站裡，留言板與聊㆝室是屬於未

分組及公開性的言論園㆞，其㆗留言板使用次數為

502 次，但實際送出的留言只有 70 筆；進入聊㆝室

次數有 774 次，送出的對話有 2,469 筆，分析內容

 4 



後顯示，部分學童在網路㆖之發言已嚴重脫軌，不

僅不遵守網路㆖應有的禮節外，更變本加厲的利用

網路言論無所限制及匿名的特性發表猥褻不當的

詞彙。在查詢發言者之記錄後發現，這些罵㆟、不

雅的言論多出於某校學童，而且幾乎出自男生，對

於這樣的行為，受訪學童有些㆟認為好玩，有些㆟

覺得無聊，有些㆟則認為是情緒的發洩，也有學童

被其他同學惡作劇，寫㆘㆒堆髒話。 

 
「因為他們覺得很好玩，而且其他㆟也不會介意，髒

話罵回去就好了，…，他們認為祇是玩㆒玩而已，不

會怎麼樣…」（sbpps905080207） 
「他就是用我的名字去罵些什麼的，然後別㆟進去，

他就罵別㆟，…，他是在玩，他喜歡開玩笑，…，我

當然會生氣，我不會罵回去，我只會說：『我跟老師講

喔！』…」（sbpps905090604~6） 
「…故意的，他就打完以後就叫旁邊的同學，說：『ㄟ，

你看我打這個，我罵你喔！』然後旁邊的同學不甘心

又打回去…」（stcps905230109） 
「因為很無聊，老師指定的作業都做了，又沒事做，

就在㆖面寫髒話，…，別㆟罵我，我就罵別㆟…」
（sbpps905090807） 
「…想說用電腦來發洩㆒些情緒，…，有些是㆟家把

我打的，他跑過來我電腦這邊，他就叫我去那邊說老

師叫我，他就（用我的電腦）把我打了㆒堆髒話…」
（sbpps905101104） 
 

這些行為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映射，在現實世界

的學校生活裡，當學童從事㆒些不被允許的舉動

時，會先看看老師是否在現場，以免被老師處罰，

而網路㆖並無老師現場監控，也是使這些不雅的語

句氾濫的原因之㆒。 
 
「老師不在的時候，他們講髒話的機率比較高…」
（sbpps905100905） 
「同學都老師不在㆘課的時候，在那裡罵來罵去…」
（sbpps905080110） 
 

㆖述之結果應給學校資訊課程教學者諸多省

思，在引導學童使用網際網路的同時，應多注意學

童網路禮節之養成，以免造成惡性互動。 
 

3.3 線㆖學習筆記之可行性 
 

本研究㆗學童學習評量之方式是以其學習筆

記之內容作為評量依據，為確認學童學習筆記之點

數是否有其效度，研究者將樣本學童在校之國語科

和自然科成績與學習筆記點數作相關性之計算，結

果如表 5 所示。從結果顯示樣本學童在網站㆖之學

習成就與其在校成績有顯著正相關性[6]，因此本評

量方式應有其效度。 
 
表 5. 樣本學童在校成績與學習筆記點數之相關性 

科目 國語科 自然科 國語科＋自然科 
Pearson 
相關係數 

0.679** 0.683** 0.720** 

**  p ＜0.01 

另外，研究者從㆔校所有樣本㆗選取 16 位學

童進行訪談。在第㆒級受訪的 7 位學童㆗，有些㆟

能迅速回答研究者所問之問題，有些㆟在提示㆘也

能回答，幾乎所有㆟都能通過檢驗。第㆓級受訪的

5 位學童，回答問題時所呈現的概念較不完整，這

可能是因其無法完全理解網站㆖的內容又找尋不

到適當的解決疑惑管道所造成。 
 

「…有時候找不到資料，有時候不知道怎麼寫，…，

看不懂，對我來說太難了，…，我自然很爛…」
（stcps905230202） 
「每㆒題都有困難，只有第○、㆒關比較簡單，到後

面都比較找不到答案…」（sbpps905090803） 
 

對於第㆔級學童為何無法完成全部學習活

動，經訪談後可歸類為㆕個因素：(1).內容太難，又

無法解決困難；(2).伺服器錯誤的訊息反應使其不知

所措；(3).電腦操作不熟練；(4).對自然科學沒有興

趣；(5).學校功課太多，沒有餘力㆖網學習。 
 

「我有問㆟家什麼是飽和，然後㆟家沒有回答

我，…，…我不會飽和，什麼叫飽和，我看了還是不

懂……，我打到第㆓關的時候，我把它（筆記）送到

你（老師）那邊去嘛，…，然後它就顯示㆒個什麼錯

誤…，我有問旁邊的同學，這怎麼打（使用）的，教

我㆒㆘啦，他說等㆒㆘啦，然後自己就到㆘㆒關了…」
（sbpps905090601.02.03.07） 
「我只到第㆓關，其它都不會，問㆟他也不要教我…」
（sbpps905101102） 
「 … 內 容 看 不 懂 … ， 我 對 自 然 沒 有 興 趣 … 」
（sbpps905090702） 
「…老師你知道我們有很多功課，電腦老師要我們做

網頁，最少要十個連結點…」（ssbps905220309） 
 

由訪談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採用的筆記評量方

式確實可以了解學童是否獲得知識概念，而學童在

學習㆖的障礙，是未來從事網路教學設計者應多予

考量之處。 
 

3.4 學童對網路學習之回饋與建議 
 

相較於傳統課堂㆖之學習模式，受訪學童都認

為線㆖學習模式較能引起學習興趣，對自己之學習

較有助益與效率，除了便利性外，還可以彌補學童

在課堂㆖不敢發問之缺失。 
 
「不錯啊！因為這樣比較活用，比較沒那麼死板…」
（sbpps905080113） 
「…自己學印象會比較深刻，不懂的問題再問老師，

然後網路㆖還可以去查資料，…，網路㆖會（學得）

比較快…」（ssbps905220110） 
「…這樣比較方便，…，可以自己學習，可以自己了

解，…，別㆟（老師）跟你說的，你有㆒點懂，半懂，

但是你自己說的，自己寫的，就是你已經了解了，所

以你才會寫出答案啊！」（ssbps905220214） 
「我會比較喜歡網站，比較方便，不用手寫，不用做

壁報，…，網路資源很多，…，網路㆖可以不用和老

師面對面，問題就可以大膽提出來…」（stcps90523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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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學習老師不用講，自然課老師都講那麼快，

要問的話又不敢問，…，我們㆖自然課都很吵…」
（stcps905230212） 
「…好（處）在不用聽老師㆒直在旁邊唸唸唸，…，

照自己寫，不會被老師罵…」（sbpps905090813） 
 
在評量方面，有些受訪學童就方式、打字速度

㆖的差異提出這樣的看法： 
 

「…每㆒關都有學習筆記跟預習筆記，可不可以用點

別的（形式），不要每㆒關都㆒樣…」（ssbps905220301） 
「…有些㆟打字速度比較慢，有㆟比較快，萬㆒在㆒

定的時間你要交出功課的話，交不出來就完蛋了，學

期分數就會降低，如果寫報告是用筆寫的會比較

好…，或在第六關不要（寫）報告，…來㆒個最後的

考試，不能跳到㆖㆒關去找答案，看看你到底學到多

少…」（sbpps905080112） 
 

由於本研究網站之學習記錄資料庫是使用

Microsoft Access，效能㆖不如使用 SQL Server，加

㆖伺服器負載能力、穩定性與網路實際傳輸時的狀

況不㆒，因此當㆖線㆟數多時，常會發生資料庫鎖

死或伺服器回應錯誤之情形。 
 

「…我覺得很像有點慢慢的，而且打字很像傳不㆖

去…」（ssbps905220106） 
「…幾乎每次進去都會這樣，就進不去，然後就重新

再進㆒次…，很多次以後我才進去…」（stcps905230114） 
「…有時候是什麼㆒個東西出現，英文字…」
（stcps905230210） 
 

在學習內容設計㆖，雖然研究者盡量以國小六

年級學童可以閱讀理解的文字敘述來呈現，也請專

家及自然科教師預覽與修正，但仍有少數受訪學童

希望能再簡單㆒些；而在實驗方面，有㆟則提出使

用動畫來輔助。 
 

「我希望裡面的字能再白話㆒點，聽不懂…，像那個

叫什麼那個㆟啊（焦耳），他說什麼㆙什麼然後弄到

㆚ ， 然 後 ㆚ 弄 到 ㆙ ， 那 是 什 麼 我 看 不 懂 … 」
（ssbps905220211） 
「…例如說飽和，怎樣讓空氣飽和，利用㆒些動畫表

現出來…」（sbpps905080307） 
 
學童每次進入本研究之學習網站後，會先瀏覽

學習指引與學習流程兩網頁，才能進入學習課程內

容，此主要目的在提醒學童學習之流程，但有受訪

學童認為這兩頁大多沒去閱讀，功效不大，建議改

變方式。 
 

「…如果已經通過（學習指引測驗）的話，我覺得還

是不要前面那些東西（學習指引與學習流程），……都

嘛沒有在看它，就㆒直按㆒直按就進去了…」
（ssbps905220114） 
 

根據㆖述受訪學童之建議，研究者統計資料庫

後結果發現，瀏覽學習指引網頁的平均時間為 10.20
秒，瀏覽學習流程網頁的平均時間為 4.47 秒，在這

麼短的時間㆘，的確發揮不了提醒之作用。 
 

4. 結論與建議 
 
影響以網路環境為基礎的教學成效之因素很

多，包括學習者介面、課程題材、教師扮演之角色、

學習者操作之技能與網路學習之概念、互動機制之

完備性、學習者使用網路之時間與便利性及系統之

穩定性等，而這些因素也影響本研究㆗㆔校國小學

童之學習成果。未來在從事以網路環境為基礎的教

學研究時，可以強化專家輔導機制，讓學童有更多

諮詢對象與解決管道。在設計互動工具時，可以加

入㆒些誘因促使學童使用互動工具（例如：加、減

分），如此可彌補因樣本學童受試之前缺乏網路互

動經驗而「不知」、「不敢」使用。而學童在網路㆖

發表的言論內容，研究者可加入㆒些過濾猥褻字詞

的機制，或以扣分或停權之方式使學童自我約束。

若樣本學童同時㆖線的㆟數較多時，設計者應採效

能與穩定性較高之伺服器運作（例如使用 SQL 
Server 來記錄資料），避免學童瀏覽器經常出現錯誤

或鎖死之訊息。 
學校實施資訊教育方面，建議學校可建置高互

動性之網路環境供學校師生互動，例如：網頁式電

子佈告欄，讓師生在日常生活㆗就經常在網路㆖互

動，有了良好的操作技能與互動經驗後，教師在使

用以網路環境為基礎的教學時，才能提昇學習效

率。對於網路㆖應遵守的禮節，教學者應多宣導與

注意，減少學童利用網路匿名之特性發表不當言

論；同時教學者也應建立學童在網路㆖自我保護之

觀念，避免成為不肖之徒利用網路犯罪之受害對

象。 
 

[註]：本研究之網站網址為 http://ise.nhltc.edu.tw/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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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為應用 Web 導向教學環境於國小六年

級學生學習之研究，主要從教學實施歷程中探討影

響學生Web導向學習的因素、Web導向教學的實
施方案及學生學習後的成效與態度四個面向。本研

究採行動研究法運用訪談、意見調查表、網路系統

記錄以及實際教學實施攝影中進行資料的蒐集，並

依據所得資料加以分析、討論、反省、修正形成本

研究之結果。最後，再進一步根據結果與討論歸納

出結論及提出建議。 
本研究教學歷程中所得的各項結果與發現做

綜合性的結論如下：  
1. Web 導向教學實施方案可分系統熟悉
期、教師引導期、學生主動學習期三階段

循序漸進規劃，教師扮演輔助鷹架角色。 
2. 影響學生 Web 導向學習之因素包括學生
個人的語文能力與網路素養；教師的教學

熱誠與網路教學概素養；教學環境的行政

支持與軟硬體設備支援；介面清楚與操作

簡單的系統平台，以及課程教學經營等五

方面。 
3. Web 導向教學規劃採面對面教學與網路
學習交錯進行模式，學生學習效果良好。 

4. 在 Web 導向課程設計方面，學習引導路
徑的設計要能一目了然，並設置自我評量

的回饋機制有助學生學習。在內容方面，

以多媒體為主的內容較能吸引學生學習。 
5. 運用學習指示單引導學生完成學習任務
步驟有助容易網路迷失學生的學習。 

6. 多樣化的網路學習活動有助學生學習。 
7. 增加遠距同儕互動學習能增進學生上網
學習的動力。 

8. Web 導向學習使學生知識來源增加並增
進師生互動。 

 
關鍵字：Web導向教學、網路學習、全球資訊網  
 
1.研究動機與目的 

 
教師應如何以網路環境為基礎的教學

（Web-Based Instruction；WBI），增進教學成效已

成為目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課題。然而，國內網路教

學仍屬起步階段，目前國內應用網路資源於教學的

研究，大部分為教學系統環境的建置，或採問卷調

查法、準實驗研究法來探討學習成效（李金泉，民

90；許麗玲，民 89；蔡竺君，民 89；姜榮哲，民
89；麥孟生，民 89；陳麗玉，民 88；潘文福，民
90；豐佳燕，民 87），探討歷程的研究則較少。
另外，教師如何因應網路科技的衝擊，調整教學策

略的研究亦付之闕如。因此，究竟教師應如何帶領

學生「用電腦學習」呢？Web環境的教學活動中會

遇見何種困難？從學習者構面或實施上，哪些因素

會影響學生以 Web 為導向的學習呢？學生經由

Web 導向學習後學習成效如何？這些都成為研究
者欲瞭解的現象，也是進行本研究的動機。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1) 探討影響學生 Web 導向學習因素，提出 Web
導向教學實施方案之內容與程序。 

(2) 探討學生接受 Web 導向教學後學習成效與學
習態度。 

 
2.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待答問題如下： 

(1)影響學生以Web導向學習的因素為何？ 
(2)Web導向教學方案之內容與程序為何？ 

(3)接受Web導向教學後，學生之學習態度為何？ 
(4)學生接受Web導向教學後之學習成效為何？ 

 
3.名詞釋義 
 
以 Web 為 導 向 的 教 學 （ Web-Based 

Instruction；WBI）是指利用網際網路及全球資訊
網超文觀念及超連結的特性而建立的學習環境

下，所進行的教學活動。 
 
4.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範圍與研究限制如下： 

4.1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以屏東市一個六年級班

級學生為主，資料分析時並不包含網路上其他班級

學生。 
4.2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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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研究工具的限制 
本研究研究者本身亦是實際教學者，在資料分

析上必定會造成理解上的缺憾，因此在整個資料分

析的過程，研究者請教師同儕共同進行資料校正與

比對，以增進分析的客觀性與多元化分析的角度。 
4.2.2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主要在發現教學歷程中影響學生 Web

導向學習因素，雖有一併探討 Web 導向學習成
效，但由於目前缺乏網路學習成效應包含的向度，

因此本研究學習成效主要還是運用標準成就測驗

來評估學習成效，此外由於本研究無實驗配對之設

計，其學習成效益無法進一步推論，此亦本研究的

限制之一。因此本研究仍著重在教學實施的層面。 
 
5.文獻探討 
 
5.1 WBI實現建構理論的可能性 
 

Alexander認為Web互動的特性，及其豐富的
網路資訊內容，可讓使用者依其興趣及能力，在多

重的學習路徑中，進行學習活動，正符合學習者是

知識的主動建構者，而非被動接受者的概念基礎

（周文忠，民 88）。 
 
5.5 WBI實現情境學習理論的可能性 
 

學者邱貴發（民 85）認為電腦網路是最能實
踐 Lave 情境學習理念中的「實務社群」
（community of practice）及「合法、合理的邊際參
與」（LPP）理念的教學環境，可使學習者在電腦
網路上建立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y）經由參
與（participation）進行學習。亦即網路上可以建構
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進行同步、非同步
式的學習，可讓學生可以提出問題，其他人可提供

幫助。 
 
5.5 WBI實現合作學習理論的可能性 

 
「社群」的概念就是一種合作學習。網路多

鏈結及即時互動的特性，讓學習者輕易地建立合作

學習社群，學生透過網路可以跨越空間和同伴討論

問題，增加學習動機與興趣。 
 
因此，根據文獻探討可發現，WBI可實現建

構主義、情境學習、合作學習理論的可能性，給本

研究的啟示如下：在建構主義理論方面，知識是個

體主動建構的，因此設計教學方案時應以學生為主

體，重點在學生的「學」而非教師的「教」。在實

施方面，可以運用合作學習理論，以小組合作方式

進行學習，在實施中研究者也給予「鷹架」輔助，

並且需營造一個網路上的學習社群互動的管道，以

實現情境學習中實務社群及 LPP的理念。 

6.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主要探討教學歷程中影響 Web

導向學習的因素，屬於「動態變項」的影響因素探

討，因此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教師即研究者」的方

法來進行本研究。 
基於本研究目的，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的理念

與設計原則來設計 Web 導向教學實施方案初案，
再經由實際教學實施歷程中來發現實施上會遇到

什麼問題，進而修正教學實施方案並進一步歸納出

影響 WBI 學習的因素。此外本研究亦同時探討經
由 Web 導向教學，學生的網路學習態度與學習成
效。茲將本研究架構圖示如下圖 1-1。 

 
圖 1研究架構圖 

7.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研究者親自實際進行 Web 導向教學

的實施，教學研究期間研究者利用成就測驗量表、

網路學習意見調查表、訪談大綱、實地記錄表、錄

音機、攝影機、數位相機、k12網路教學平台自動

記錄系統，以及個人的教學日誌、省思等作為本研

究工具。 

 

8.課程教材設計安排與教學實施規劃 
 
本研究 Web 導向教學以環保議題之「水資源

保育」與「野生動物保育」為教學內容。研究者將

學習內容分析及尋求相關網路資源後，根據文獻探

討所歸納出的理念及精神，作為平台內容課程教材

建置設計的依據將，並利用 FrontPage將學習內容
製作成網頁建置在 K12 數位學校平台上。建構主
義強調知識是學生主動建構而成，因此教學時教師

主要角色為引導學生學習，研究者設計教案時即以

學生自主學習為主，教師為引導者的角色。WBI
亦強調情境學習及合作學習，學生學習時教師應提

供適當情境及群組合機會，因此教學活動設計時亦

設計以小組為單位進行學習。 
課程安排設計方面主要根據 McManus的超媒

體設計模式（Hypermedia Design Model，HDM）
（圖 2）應用至 WBI 教學環境的觀點來設計安排
Web導向課程教材。在導引路徑上，研究者將學習
主題依順序連結在平台「教材目錄」上，每一主題

均將相關問題及生活化例子的 Web 資源以「超連
結」方式融入網頁中，指引學習者連結該 Web 資
源學習。另外，在學習者導向路徑上，研究者將所

有學習欲討論的主題全列在平台「議題討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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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在「課程資訊」區公布每次課程內容及最新

消息。此外，研究者在平台上亦提供學習內容導覽

圖，讓學習者能依興趣進行學習活動。 

 
圖 2  WBI的教學設計模式圖 

資料來源：周文忠（民 88）。全球資訊網建構教學理論與設計
模式。收於八十八學年度師範學院教育學術論文發

表會論文集，p549-565。 
 
在實施WBI方面採用陳年興（民 91）提出的

網路課程運作的 CRC MODEL（Cyber World 
+Real World+ Cyber World Model）理念，即將網路
(Cyber)與實體(Real)不斷交互與交叉的運用的模
式，因此本研究教學實施上有網路經營與面對面教

學兩部分。WWW有不受時空的限制，本研究面對
面教學上只針對重要概念說明，其他時間均在網路

上進行討論學習。 
此外，WBI 具有雙向互動式的傳輸功能，且

具有多元知識資源兼具同步與非同步的學習環

境，並能創造出處處是教室、時時可讀書、學習導

向的學習環境，Khan（1997）認為WBI具有互動
的、線上搜尋、距離及時間具有獨立性、全球檢索

線上資源、多元專家知識、學習者掌控、、、等主

要特徵，以及便利性、自我控制、真實性、合作學

習、線上評量、、、等附加特徵。本研究整個WBI
環境的系統功能、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方案亦均有

與 Khan的WBI特徵相搭配，茲列如下表 1。兩次
教學實施方案係根據這些理念設計而成，唯第二次

教學實施方案還根據第一次教學時發現的問題進

行教學策略的調整。 
表 1本研究與WBI特徵相搭配表 

Khan的WBI特性 本研究實踐WBI特性的規劃 
具有雙向互動式的

傳輸功能，兼具同步

與非同步的學習環

境 

線上討論：同步雙向互動 
討論版、E-mail：非同步雙向互動 

多媒體的 Web資源以多媒體為主 
開放系統 開放旁聽生 
線上搜尋、全球檢索 設計瀏覽(navigation)的學習活動，例如

「名偵探科南-水污染的原因」讓學生搜
尋網路資源。 

距離及時間具有獨

立性 
教師與學生可以不必同時在線上或同

一地點進行教與學，只要有網路即可就

近上課 
多元專家知識 知識來源不單只有教師 
學習導向的學習、建

構學習 
由學生自行經由「學習者導向路徑」或

「教師導引路徑」進行學習建構知識，

教師提供鷹架協助。 
合作學習 3~4人分為一組共同完成團體作業 

 

9.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實施流程分為研究準備階段（平台熟

悉期）、實施與檢討反省修正階段（含兩次主題教

學）、結束與分析發表三部分。教學研究時間從九

十年十月起至九十一年一月共為期四個月，被研究

對象大部分時間自行上網學習。唯兩星期一次、一

次兩小時的時間，研究者會親自至該校電腦教室進

行面對面實體(Real)教學。 
 
10.結論 
 
茲將本研究教學歷程中所得的各項結果與發

現做綜合性的結論如下：  
(1) Web 導向教學實施方案可分系統熟悉期、教師

引導期、學生主動學習期三階段循序漸進規

劃，教師扮演輔助鷹架角色。 

從整體實施歷程三階段來看，從系統熟悉期經

過第一次主題教學至第二次主題教學有其程序

性，第一次主題教學扮演了過渡的角色。因此，根

據本研究實施歷程及研究者省思建議，提出本研究

Web導向教學的實施方案的程序與內容。研究者將
Web導向教學實施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為「系
統熟悉期」、第二時期為「教師引導期」，第三時期

為「學生主動期」。本研究三階段各有其主要目的，

系統熟悉期主要目標為「學生進入並熟悉平台」；

第二階段則依序將平台功能融入教學活動中，主要

目標為「學生能在教師循序漸進引導下完成任務」

熟悉各種網路活動；第三階段則將平台功能綜合運

用，目的在讓學生對學習內容更瞭解，並讓學生利

用自我測驗調整自行學習進度，主動完成任務。當

學生越來越熟練時，便可以逐步撤除教師支持的鷹

架，其中研究結果亦顯示「任務導向」學習活動設

計能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態度。 
 

(2) 影響學生Web導向學習之因素包括學生個人的
語文能力與網路素養；教師的教學熱誠與網路

教學概素養；教學環境的行政支持與軟硬體設

備支援；介面清楚與操作簡單的系統平台，以

及課程教學經營等五方面。 
由本結果討論可知，影響學生 Web 導向學習

之因素圖示如圖 3。  

 
圖3影響WBI因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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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eb導向教學規劃採面對面教學與網路學習
交錯進行的模式，學生學習效果良好。 
本研究在教學實施方面採用陳年興（民 91）

提出的網路課程運作的 CRC MODEL（Cyber 
World +Real World+ Cyber World Model），將網路
(Cyber)與實體(Real)不斷交互與交叉的運用，因此
本研究教學實施上有網路經營與面對面教學兩部

分。根據本研究實施發現網路活動與面對面教學相

搭配之效果良好，而此 CRC MODEL的教學規劃
也是影響Web導向教學實施是否順利的因素之一。 
 

(4)在 Web 導向課程設計方面，學習引導路徑的
設計要能一目了然，並設置自我評量的回饋機

制有助學生學習。在內容方面，以多媒體為主

的內容較能吸引學生學習。 
本研究在課程設計方面參考 McManus 的

HDM（圖 2）來設計WBI課程，同時考慮「導引
路徑」及「學習者自由導引資訊」兩種方式，其中

本研究發現「教師導覽路徑」方面清楚的教材目錄

規劃較有助學生學習，且在課程教材目錄設置線上

測驗讓學生進行自我評估，檢核自己學習成效，能

促進學生 Web 導向學習。此外，根據本研究結果
顯示學生透過網路無法充分理解文字傳達的意思

或忽略，學生反應喜歡多媒體、多圖片的 Web 資
源，若過多文字的內容，學生注意力無法持久產生

學習效果不佳。 
 

(5)運用學習指示單引導學生完成學習任務步驟
有助容易網路迷失學生的學習。 
潘致強（民 89）研究發現用學習單引導網站

瀏覽可加深學習印象，提昇學習興趣，教師只要妥

善規劃瀏覽重點與問題形成學習單，學生就可據此

自主操作學習。而根據本研究結果亦顯示，提供書

面指示單有助學生完成學習任務，另外也可協助部

分學生瀏覽網站，減少網路迷失。 
 

(6)網路學習活動宜多樣化有助學習效果提升。 
李煙長（民 89）從研究國小學童網路化寫作

學習社群系統的評鑑中得知，學童比較喜歡遊戲式

的學習方式，且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的學童都比較

喜歡有互動功能、遊戲方式來進行學習。而本研究

教學活動設計有「尋寶遊戲—尋找小水滴」、「名偵
探科南—尋找污染小水滴兇手」、「超級任務一、
二」，並設有「有獎徵答」亦讓學生學習活動多樣

化，而能提昇學習的效果。 
 

(7)遠距同儕互動學習能增進學生學習動力。 
根據本研究推論師生網路互動頻繁原因之一

為研究者與該研究班級學生並非同校，平時無法面

對面溝通，因此本研究學生才會積極主動利用網路

與研究者進行同步、非同步互動。而根據研究教學

結果亦顯示，遠距學習同儕有助學生主動上網學

習，提高學生上網學習的動力。 

(8)Web 導向學習使學生知識來源增加並增進師
生互動機會。 

Relan &Gillani（1997）認為利用網路學習具
備了以下的優點：WBI 提供了更多的社會性互
動；WBI 或專家討論、解決問題；學習資源不限
於老師及教科書，學生不但能搜尋主題資源，也能

夠成為資源的傳佈者。本研究結果亦發現學生知識

來源除了 Web 資訊，更可藉由網路來自於教師、
同儕、專家的互動中獲得。研究中學生亦反應Web
導向學習增進師生互動，學生比傳統教室更容易表

達意見。 
 
11.建議 
 
根據文獻探討及本研究結果，對政策推動相關

單位、學生學習平台系統環境規劃、教師以 Web
導向教學及後續研究四方面，提供研究者個人的建

議如下： 
 

11.1對政策推動相關單位的建議 
 

(1)協助研發更多適合國小學童的系統平台 
本研究利用 K12 數位學校進行 Web 導向教

學，研究者只要專心致力於教材製作與規劃、網路

活動設計與經營，其餘系統設置開發等問題則由

K12系統幕僚以專業的技術來解決，教師與系統幕
僚分工的方式有利教師嘗試 Web 導向教學。但目
前國內提供教師進行網路教學的平台，多數是為大

專院校進行的非同步遠距進修而設置的網路平

台，由政府經費補助設立且免費提供學生網上學習

的平台，除亞卓市、主題島、k12數位學校外則大
多為教師個人教學或研究而設置的零星幾個系統

平台。目前國內網路平台缺乏，不利教師進行Web
導向教學，亦不利推廣學生往學習。因此，研究者

建議相關政策單位宜經費補助協助更多適合國小

學童的系統平台。 
 

(2)推動辦理教師網路研習，提升教師對網路教
學的認識 
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網路經營影響學生 Web

導向學習，而教師網路經營與教師對網路教學的認

識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陳年興、洪雪芬（民 91）
提出引導教師參與網路教學的模式為「當學生 當

網路班級經營者 當網路課程設計者 授課」，亦

即讓教師先在網路上當學生，教師先有從網路學習

的經驗以後，再根據個人在網路上當過學生的實際

經驗，教導學生如何利用網路來做有效學習。研究

者進行本研究前即有網路研習的經驗，因此引導學

生網路學習時對網路學習的特性充分瞭解，有助研

究者的網路經營。因此，政策相關單位推動學生網

路學習同時，宜先推動教師網路研習，提供教師對

網路教學的實際體認，並辦理相關研習來提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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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素養等，均有助 Web 導向教學的實施及學生
網上學習。反之，教師若無網上研習的機會，對網

路教學一知半解，將無法協助推動網路教學，如此

空有良好的網路學習環境，卻無良師引導則不利學

生學習。 
 

(3)整合網路學習資源 
隨著各種專業領域知識庫的建立，使得專家的

知識概念可以藉由網路資源取得，但是，以小學生

而言，過多的資訊來源，反而會造成他們的迷失，

因此，有必要配合各領域學習活動，建立專家學習

資源庫，以便提供學生正確的知識概念（黃明信，

民 91）。王宜珍（民 85）在針對國中地理科的教
學研究時也指出：目前網路資源雖然越來越多，但

分類方式雜亂，雖有蕃薯藤、雅虎、GAIS5 等資
訊管理與服務機制，然其對資訊掌握的精確度仍然

有限且其並非只針對特定學科學習的網路資源而

設計，學習者仍很難有效率地獲得所需資訊，所以

就一般學科學習與教學的角度而言，並沒有太大的

意義。而從研究歷程中研究者亦發現若無教師學習

任務指示單的指引，部分學生對資料蒐集亦感到困

難。因此整合學習資源配合各領域學習活動，建立

專家學習資源庫有其必要性，這方面亦需要政策推

動相關單位協助建立。 
 
11.2對學生學習平台系統環境規劃建議 
 

(1)學生學習平台系統環境應有的功能 
網路學習環境是一個兼具人機、人際互動、與

教學管理之資訊系統。從本研究發現支援學生Web
導向學習的學生系統介面應有的基本功能為課程

內容區（含教材內容、目錄、進度）、課程資訊區

（課程公告、同班學生上站情形、TOP20）、課程
互動區（課程討論、線上討論、群組討論、郵寄教

師、留言版）、系統區、線上傳訊等。以上這些功

能 k12 平台均具備，因此極為方便進行 Web 導向
學習，但從研究歷程中研究者亦發現提供 Web 導
向學習的環境可再增加下列功能，更能強化學生網

路學習的成效： 
A.系統能提供學生瞭解彼此上站記錄情形。 
B.增加線上討論功能過濾不雅文字及線上語音。 
C.提供系統問題解決精靈，讓學習者在操作上遭
遇困難時，可向精靈請教問題，或是當學習者

在操作有誤時，精靈自動出現來給予指引。 
 

(2)簡單的註冊及密碼查詢程序 
本研究結果顯示，註冊帳號是研究者利用 k12

平台引導學生 Web 導向教學的第一個步驟，但也
是研究者教學引導遇到的第一個問題--需至個人
信箱收密碼信的密碼查詢程序設計，增加學生上網

互動的阻力。系統若能將註冊程序若簡化為填完帳

號密碼、E-mail、個人資料後自選密碼即可從新登
入，且在密碼查詢方面改為以輸入密碼提示的方式

直接在Web上顯示密碼，應有利以後廣為推廣 k12
學生活動。因此規劃學生網路學習平台還是應設計

簡單的註冊及密碼查詢程序。 
(3)活潑清楚的兒童使用介面 
李煙長（民 89）在國小學童網路化寫作學習

社群之建構與實施中建議，在教材內容方面，增加

更多元更互動的教材；在界面方面，設計更活潑可

愛的界面；在功能方能，提供更多自動化的功能，

將有助學生學習。根據本研究學生亦反應 K12 系
統還有加強活潑化的空間。此外，從本研究中亦可

知清楚的介面有助學生自主學習，因此系統宜規劃

兒童專屬入口網站及清楚容易操作的學習介面。 
 
11.3教師實施以Web導向教學的建議 

 
(1)循序漸進使用網路教學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Web導向實施方案規劃可

由「系統熟悉期」、「教師引導期」至「學生主導期」，

三階段循序漸進引導學生以 Web 導向學習，當學
生越來越熟練時，便可以逐步撤除教師支持的鷹

架，其中研究結果亦顯示「任務導向」學習活動設

計能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態度。此外，根據文獻探

討，WBI 的類型有不同的分類，因此教師可根據
自己對網路教學的掌握程度及學生基本能力，循序

漸進由「部分運用網路資源」至「全部經由網路上

教學」。 
 

(2)考慮影響 Web 導向教學因素，將影響減至最
低 
根據本研究發現影響 Web 導向因素有教師、

學生、課程教學、系統平台、教學環境等五項，未

來欲實施 Web 導向教學之教師應考慮這五項因
素，並盡可能避免。茲舉例如下： 

A.多參與網路研習課程，並增加網路教學概念的
瞭解。 

B.瞭解學生先備能力，若不足的地方應予以事先
培養或實施中放慢學習進度，並安排語文能力

較佳學生輔導較不足的學生。亦即教師實施教

學活動前應先充分瞭解每位學生先備能力的

狀況，加入教學實施的規劃考量，使實施中減

少遇到此類的問題。 
C.網路資源以多媒體、多圖片為主，並設計多樣
化的學習活動。 

D.教師需熟悉平台，並運用遊戲化方式讓學生熟
悉平台。 

E.瞭解學校電腦設備，教師至少先確認每一台電
腦均有該課程需要的軟體。 

 
(3)運用現成平台，與專門技術人員合作 
本研究採用 K12 數位學校作為教學的平台，

減少系統建置及測試的重大工程。又，功能齊全良

好的系統平台需有程式設計的能力也並非每位教

師均具備此項能力，而網路設計工程師也可能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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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教學經驗，因此，教師若能運用現成平台，與專

門技術人員合作，則教師可專心致力於課程的規劃

與教學的實施，使實施 Web 導向教學變的更容易
與專業。 

 
(4)教材設計方面 
A.以 tourmaker軟體蒐集網路資源 
B.教材目錄安排需一目了然 
C.網頁教材文字內容不宜太多。 
 
(5)教學經營方面 
A.實施中確實做好網路經營 

Web導向教學並不是只是將網路教材上傳，根
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網路教學經營影響 Web 導向
教學。因此教師實施 Web 導向教學中應確實做好
網路經營，將有助於維持學習動機，促使學生網路

學習態度佳，並養成主動學習的態度。經由本研究

提供之網路經營策略如下： 
a. 設置議題作業、線上測驗提供學生瞭解學
習成效。 

b. 與學生進行線上同步、非同步互動。 
c. 叮嚀學生常看公告、收信。 
d. 增加上網誘因，例如適時公布獎勵系統記
錄的 TOP20、課程討論增加有獎徵答、將
學生上課實況或照片上網、跨班及跨校一

起學習、、、等策略。 
e. 利用問卷瞭解學生學習意見。 

B.給予無所適從學生明確任務指示單 
C.提醒學生注意網路禮貌與維護網路著作權 
D.善用WBI特性 

 
11.4後續研究的建議 
 
11.4.1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一個班級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雖

有邀請其他班級進入學習，但研究者因個人時間、

人力因素無法同時引導兩個不同地方的學生進行

遠距學習，因此未來研究對象可進一步探討遠距同

儕的網路教學模式及學生學習成效與反應。 
11.4.2研究設計 
由於本研究為單組設計，未來研究可採準實驗

設計同時設置實驗組與控制組，進一步探討 Web
導向教學學生學習成效是否優於其他教學法。 
11.4.3探討層面 
本研究只以教師層次來探討 Web 導向教學實

施歷程，未來研究可進一步從學校行政單位來探討

Web 導向實施影響因素。此外亦可探討 Web 導向
教學活動評量的層面，由於目前缺乏網路學習成效

應包含的向度，因此本研究學習成效主要還是運用

標準成就測驗來評估學習成效。未來研究者可以針

對網路學習活動評量向度做更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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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動機對網路學習行為及學習成就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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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 

shuling@mail.ntust.edu.tw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除了在探討自我效能對

網路學習情境中學習行為的影響之外，並進一

步的探討在網路學習的歷程當中，學生的學習

行為對其學習表現的影響。本研究的網路學習

行為包括回饋行為（如簡單對錯的回饋、正確

答案回饋及精緻性回饋）及學習策略的使用

（如複誦策略、精緻化策略及批判思考策

略）。 

本研究假設高度自我效能可引發如精緻

性回饋等高層次的回饋行為，並促進學生使用

較為有效之學習策略（如精緻化策略或批判思

考策略），另外，研究亦假設接受到高層次的

回饋者，其自我效能與學業表現均有顯著的提

升。 

本研究使用網路學習歷程檔案系統來進

行，共有 76 位修習教育心理學的學生參與。

結果顯示學生的自我效能會影響到網路學習

的回饋行為及學習策略的使用，而高自我效能

的學生不但較常使用高層次的學習策略來幫

助學習，也可以提供他人較高層次的回饋；此

外，使用高層次學習策略的學生，所提供他人

的回饋層次亦較佳；最後，接受他人高層次的

回饋者，能有效提升其自我效能。 
關鍵字：自我效能、網路學習、學習策略、同

儕回饋、社會認知論 

1.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由於網路資訊技術的快速發

展，大量的知識和快速的資訊在網路上不斷的

流通，使人們的生活及學習方式有了很大的轉 

變（Liu & Yuan, 1998；Resnick, 1997；楊國鑫，

民 90）。透過網路無遠弗屆的連結，人們的學

習不再侷限於傳統的教室內，也較不受時間、

空間的限制。透過網路的媒介，人們不但可以

在網路上搜尋到他們所需要的資料及資訊，更

可以透過網路的機制，迅速且不受限制的分

享、討論、整合及組織他們的知識，以達到學

習的目的。 

網路學習雖然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但

是卻缺乏傳統教學的強制力，學生必須在電腦

上主動的探索，才能逐步了解學習的內容，同

時更需積極的參與討論及問答，才能夠真正的

獲得所需的知識。學習者主動參與學習的每一

個步驟，藉由與同儕的合作、討論、互動及回

饋，方能強化學習的效能。因此在進行網路學

習的過程當中，主動的參與與積極的學習是網

路學習是否成功的最重要關鍵（楊國鑫，民

90）。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Schunk（1989）認

為自我效能是學習動機當中最重要的部分，高

度的自我效能更能引發良好的學習行為。

Bandura 在 1977 年及 1982 年的研究當中均指

出，自我效能會影響到學生對於行為的選擇、

努力及堅持的程度（Pintrich & Schunk, 

1996）。許多的研究也顯示出，自我效能對學

生的學習行為（如回饋行為、學習策略）有顯

著的影響（Bandura, 1986；Pajares & Miller, 

1994；Pintrich & De Groot, 1990）。 

除了自我效能會影響到學生給予他人的

回饋之外，接受他人的回饋亦會影響到學生的

自我效能。學生在學習的過程當中，通常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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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切的看到自己的缺點，因此在許多的研究當

中，都一再地提到了回饋的重要性，不論是師

長或是同儕給予的回饋，都可以幫助學生修正

自己的缺點，並進而提升了學生學業成就

（Brophy, 1998; Mortenson & Witt, 1998; 

Rijlaarsdam, 1987; Small, 1997; Tauber, 1998）。 

雖然許多研究一再強調網路學習的重要

性，然而，國內對於網路學習方面的學習動

機、學習行為及學習表現等方面的研究尚屬少

數，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自我效

能對網路學習情境中學習行為的影響之外，還

將進一步的探討學生的學習行為對其學習表

現及自我效能的影響。 

本研究除了探討自我效能對網路學習行

為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希望能藉由此研究探討

台灣學生是否能在網路學習當中真正的有效

學習，並藉此提供相關的建議及輔導策略，使

網路學習的功效彰顯，進而使網路學習成為台

灣學習者終身學習的重要途徑，以達成『活到

老，學到老』的終極目標。 

因此，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1.在網路學習情境下，學習動機（如自我

效能）對於學生的學習行為與學業表現有何影

響？ 

2.網路學習行為是否會影響學生的學業

表現？ 

3.接受不同層次的回饋是否會影響到學

生的學業表現及自我效能？ 

2.文獻探討 

2.1 自我效能 

近年來，學習動機一直被視為影響學習

行為與學習表現的最主要原因（Pintrich & 

Schunk, 1996）。許多研究發現，期盼成分（如

自我效能）、價值成分（如學科價值）和情感

成分（如考試焦慮）是最能預測學習行為及學

習表現的三大成分。而其中又以期盼成分中的

自我效能最具預測力。 

自我效能是由 Bandura 所提出，在學習上

指的是學生對於自己是否具備可專精所學學

科能力的自我判斷（Pintrich et al., 1991）。研

究顯示，自我效能影響許多個人的成就行為，

如任務的選擇、堅持的程度及努力的程度等

（Schunk, 1989），而自我效能主要來自於個人

的成就表現、他人的替代經驗、口語說服及情

緒反應。當個人自我效能較低時，通常會採取

消極逃避的態度，對自己也沒有信心；若個人

擁有較高的自我效能，則會採用積極主動的態

度，迎接每一個挑戰。因此本研究假設「自我

效能較高者，能引發高層次的學習行為」。 

2.2 回饋理論 

回饋行為是他人對於學習者的學習表現

所做的一種反應行為，且具有提供訊息、增強

表現、維持動機及提升學習表現等功能。而除

了接受回饋者可以從回饋的內容改進學習的

內容外，提供回饋者亦可以經由欣賞、討論及

思考的過程，獲得實質上的幫助，因此本研究

假設「提供他人高層次回饋者，其學業表現較

佳」。 

在早期的電腦教學中，Gilman（1969）

將包含不同訊息量的回饋方式分成下列五種

（Dempsey, Driscoll & Swindell, 1993）：無回

饋（No feedback）、簡單對錯的回饋

（ Knowledge of results, KR）、正確答案的回

饋（knowledge of correct response, KCR）、精

緻化的回饋（Elaborated feedback, EF）以及重

作的回饋（Try-again feedback）。考量本研究

的性質，特選用簡單對錯的回饋（KR）、正確

答案的回饋（KCR）以及精緻化的回饋（EF）

來進行研究。而本研究的回饋來源是同儕間針

對他人作業的內容所給予的建議與回饋，使用

網路的匿名機制，使提供回饋者針對作業內容

做出更為客觀的評價。 

研究顯示，學生在接受同儕所給予的支

持與回饋之後，將有助於減輕學生的學習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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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增強學習動機及增進學業表現（Cohen, 

1985），因此本研究假設「接受到高層次的回

饋，其學業表現進步較大」及「接受到高層次

的回饋，將會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 

2.3 學習策略 

Mayer（1987）指出學習策略是學習者在

學習過程當中用來促進學習效能的各種活

動，其目的在於促使學習者達成學習目標，因

此可將學習策略視為一種學習行為。許多學者

對於學習策略的探討角度大不相同，本研究乃

採 Pintrich 等人（1991）的看法並加以調整，

將學習策略分成複誦策略、精緻化策略及批判

思考策略。 

Schunk（1989）的研究證明個體的信念

（如自我效能）對其學習行為有強烈的影響，

學習者若有較強的學習動機，即能採取較高層

次的學習策略來行學習。Pintrich（1987）亦指

出，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策略以及學習表

現間有正向的關連。本研究假設「使用高層次

的學習策略，其學業表現較佳」、「自我效能較

高者，能使用高層次的學習策略」 

3.研究對象與工具 

本研究對象乃某國立大學九十學年度上

學期修習教育心理學之教育學程的學生，共

76 人。學生的來源橫跨五個學院（電機資訊

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及人文社會

學院）、二十三個不同的系所（包括土木、外

文、音樂、統計、語文、機械、應數、應化…

等），同學之間互不相識的情況極為普遍，因

此在進行回饋的時候，可以排除學生私下進行

討論所產生的效果，而使網路上學習行為的效

果更為顯著。 

而本研究的研究工具主要有兩大部分：

網路系統與量表部分。系統部分是由袁賢銘所

主持的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系分散式系統

實驗室所發展出的『網路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Networked Portfolio System)；而問卷部分採用

的是 Pintrich 等人（1991）所發展的學習動機

及策略量表（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 MSLQ），為方便台灣學生使

用，特採用王淑玲及林珊如（民 86）編譯及

修訂之問卷。 

4.資料分析與結果討論 

本研究首先針對同學給予他人的回饋內

容進行資料的分析，其次針對研究假設進行統

計分析及結果的討論，最後並提出對教學及未

來研究等之建議。 

回饋內容的分析主要由教育心理學者與

三位評分者共同針對學生在網路上面給予他

人的回饋內容進行類目的討論。回饋的內容大

致可分成環境因素、學科價值、自我效能、成

就歸因、學習策略及其他因素等幾大類目。在

進行回饋之內容分析時，首先針對回饋的內容

加以分類，判別此回饋為何種類目（環境因

素、學科價值、自我效能、成就歸因、學習策

略及其他等因素）；接著根據類目進行回饋層

次分析，共分成簡單對錯、正確答案或精緻性

回饋。若文句中包含一個概念，且此概念的陳

述方式屬於簡單對錯層次（如：你的輔導方式

很正確），則給予簡單對錯的回饋一分，最後

分別針對『簡單對錯回饋（KR）』、『正確答案

回饋（KCR）』及『精緻化回饋（EF）』加以

計分。 

假設：自我效能較高者，能引發高層次

的回饋行為 

在給予他人回饋變項當中，可以分成三

個層面：『簡單對錯的回饋』、『正確答案的回

饋』和『精緻化回饋』。研究中將學生有無提

供他人回饋分成兩組，使用 T-test 來檢驗其自

我效能的平均值是否有所差異，研究結果發

現，有給予他人『簡單對錯回饋』的學生，相

較於無此回饋行為者，其自我效能並未有顯著

差異（t (75)＝1.38，p>.05）。相同的結果亦產

生在『正確答案回饋』中，有無此種回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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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其自我效能亦無顯著差異（t 

(75)=-.44，p>.05）。然而『提供他人精緻化回

饋』組，其『接受回饋前之自我效能』卻顯著

優於『未提供他人精緻化回饋』組（t (75)＝

2.82，p<.01）。由上可知，自我效能較高的學

生在給予他人回饋方面，多半較能引發如精緻

性回饋之高層次回饋。因此由本研究的結果可

以得知台灣大學生的自我效能會顯著影響其

學習行為。此結果與過去的研究一致：Schunk

（1989）認為，不同的自我效能會引發不同程

度的學習行為。 

假設：提供他人高層次回饋者，其學業

表現較佳 

研究利用 T-test 來檢驗高低成績組的同

學，給予他人的回饋內容是否有所差異，結果

顯示其差異皆未達顯著水準（p 值均大於.5）。

此結果與過去研究有所出入，樣本的選擇應為

本假設未能被驗證的主因。本研究的樣本來源

主要為某國立大學教育學程中心的學生。在大

學生之中，國立大學的學生多半擁有較佳的學

業表現，而教育學程的學生由於將為人師表，

更是經過嚴格的篩選，因此在學業表現上已經

有著選樣上的誤差。根據 Lambiotte 等人

（1987）的研究指出，成績優異者常會唯恐影

響自身成績而吝於給予他人指導，因此，成績

較佳的學生反而不願提供較佳的回饋內容。 

假設：接受到高層次的回饋，其學業表

現進步較大 

研究結果顯示，接受『簡單對錯回饋』

與『正確答案回饋』的同學其『成績進步』較

為明顯；而接受『精緻化回饋』的同學其成績

則無明顯進步。深究其因得知，本研究之學生

僅接受一次他人所提供的回饋，可能由於接受

他人回饋的次數有限，故回饋對接受者所產生

的影響也相對有限。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除

了可以增加回饋的次數之外，對於提供回饋的

人數亦可酌量增加，以加強回饋對於接受者的

影響，並藉以了解回饋對於學習表現的影響。 

假設：接受高層次的回饋（如精緻化回

饋），將會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 

本研究利用 T-test 來檢驗有接受到同學

回饋的自我效能是否比沒有接受回饋的同學

有顯著的進步。結果呈現『接受精緻化回饋』

的同學，其『自我效能的變化』顯著優於『未

接受精緻化回饋』的同學（t (75)=2.44, 

p<.05）。 

本研究結果假設，在接受高層次回饋

後，將有助於提升學生之自我效能，而本研究

結果顯示，接受他人『簡單對錯回饋』及『正

確答案回饋』之後，學生的自我效能並無顯著

差異；但接受到高層次的回饋（如精緻性回饋）

之後，其自我效能有明顯的增強。因此，接受

到高層次的回饋，將會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 

過去研究指出若教師能夠使用適當的回

饋，將有助於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Pintrich & 

Schunk, 1996; Schunk & Swartz, 1993）；而同儕

間若能在課業方面交互指導與合作，對於學生

自我效能的提升亦有所幫助（Griffin & Griffin, 

1995）。而本研究結果亦顯示，接受精緻性回

饋的學生其自我效能顯著優於未接受到精緻

性回饋的學生，因此可再次的證明，同儕間的

支持與回饋，對於提升學生之自我效能有顯著

的幫助。 

假設：使用高層次的學習策略，其學業

表現較佳 

本研究使用 T-test 來檢驗作業成績較佳

的學生，是否會運用高層次的學習策略來幫助

學習。結果顯示，成績表現較佳的學生在高層

次學習策略的使用上面與成績表現較差的同

學並無明顯不同。無論是在『精緻化策略』（t 

(75)=-0.37，p>.05）或是『批判思考策略』上

（t (75)=0.30，p>.05）皆然。 

此結果與過去許多研究不同，深究其因

可能是由於評分的方式有誤差，本研究的『學

習表現』所使用之作業成績乃是研究者所商請

之評分者所評，而非任課老師所評，雖然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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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高的評分者一致性，但仍可能未能準確衡量

出學生的真正程度；加上評分者並非教師，對

於教師在課堂上所強調之重點，未能精確掌握

並加以評量，因此產生研究上的誤差。 

此外，由於本次的研究對象為國立大學

的學生，相較於其他學校學生，國立大學的學

生擁有較佳的學習能力，又由於本次教育心理

學的題目對於學生而言似乎過於簡單，且在配

分較少的情況下，學生多半較不重視此次作

業，相對的，所付出的努力也有限，因此在成

績上面，無法真正的衡量出學生的程度。 

假設：自我效能較高者，能使用高層次

的學習策略 

根據 Weinstein 和 Mayer（1986）的看法，

將『精緻化策略』和『批判思考策略』視為高

層次的學習策略，將『複誦策略』視為低層次

的學習策略，並比較高自我效能的學生，其在

此兩類學習策略的使用上面，是否有所不同。

結果顯示高自我效能的學生，其在高層次策略

的使用上面，顯著優於低層次策略的使用（t 

(75)=4.13，p<.05） 

5.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針對如何增強

學生自我效能提出數項建議，以提供教師實際

教學輔導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 

5.1 對教師教學上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學生的自我效能影響其學

習行為甚鉅，因此，提升學生之自我效能，將

有助於其學習。Schunk 和 Swartz（1993）指

出，提升學生自我效能的方式包含給予學生適

切的鼓勵、幫助學生設定短程、特定及中難度

的目標、給予學生獎勵、提供楷模以利學生觀

察學習，甚至是幫助學生自己設定目標，都可

以有效提升學生之自我效能。再者本研究亦發

現，自我效能較高者，所提供之回饋亦為較高

層次的回饋，因此可以鼓勵自我效能較高的學

生，多給予其他同學回饋，此將有助於同儕的

學習。 

此外，本研究亦發現，接受他人高層次

回饋的學生，其自我效能的提升有顯著變化。

因此除了傳統上使用鼓勵、獎勵的方式來提升

學生的自我效能外，亦可以訓練學生給予他人

高層次的回饋，藉以提升班上整體學生的自我

效能。 

不容忽視的，網路學習環境已深深的影

響學生的學習行為，教師除了加強資訊的素

養，將教材有效的融入網路教學之外，學校及

教師也應該建構良好的網路學習環境，加強軟

硬體各方面的設備，使學生能在優良的網路情

境下有效學習。 

5.2 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網路學習中，自我效

能、學習行為對學習成就的影響。但在本研究

當中，僅使用網路環境進行匿名的同儕回饋，

以及使用 E-mail 進行作業間的傳遞。希望未

來研究者可以更善用網路的特性，針對學習行

為及學習表現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主要針對國立大學之大學生的網

路學習進行研究，對於私立大學、甚至年紀較

小的學習者之網路學習行為並未加以研究。往

後的研究不僅可以擴大選樣的範圍，將樣本的

年紀向下或向上延伸，亦可以比較不同地區的

學習者之網路學習行為及學習表現。 

再者，由於本研究之學生僅接受一次同

儕回饋，回饋內容對學生的影響有限，因此未

來的研究者，除了可以在量的方面增加回饋次

數之外，也可以增加提供回饋的人數，使學生

接收到不同的回饋，藉以增強回饋所造成的影

響。 

最後，未來研究者亦可以針對回饋的提

供者及接受者進行控制。本研究的回饋提供者

與接受者之分派，乃是利用系統自動且隨機的

分發，未來研究者更可以深入的針對回饋提供

者及接受者的配對（如回饋者與接受者同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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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回饋者與接受者同為低自我效能、

回饋者與接受者同為高學業表現，以及回饋者

與接受者同為低學業表現等），進行更深入的

探究，以探討何種的回饋組合對於學習表現有

最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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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環境日漸成熟穩定，學習的方

式也隨之轉移，專題導向式學習是近年來熱門的教

學方式之一，透過網際網路來進行專題學習則是未
來的趨勢。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學童在網際網路專

題導向式學習環境中的行為歷程。在本實驗中，學

習者透過網際網路在網路專題導向式學習環境中
學生的行為歷程以學習行為歷程紀錄器記錄於資

料庫內，以內容分析法和計量方式對國小學童在學

習過程互動的內容進行分析。初步研究發現，國小
學童在網路專題導向式學習環境中的行為歷程在

系統功能的使用上偏好以互動性的功能為主，其中

以即時性互動功能使用頻率最高，其次是非即時性
的互動功能。 
關鍵詞：網際網路、專題導向式學習、行為歷程 
 

1.緒論 

網際網路(Internet)的快速發展帶動全世界各
個領域的改變，當然，教育這個領域也深深地受到

網際網路的影響，在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的環境日趨成熟穩定下，新的教育模式於
是產生－傳統教室的學習模式正逐漸地轉移到網

路上來。透過網路快速傳遞訊息，結合網路上龐大

的資料來源，學習者較容易取得最新的資訊進行學
習，同時可以經由網路與知名的專家學者對話，因

此，Robttom和 Hart(1990)認為電腦網路對科學提
供一個有效的探索學習環境。Hiltz於 1994年遠距
教學中提出了虛擬教室(virtual classroom)的概念，
經由以網頁(Web based)為基礎建構的教學系統，學
生們能在這個虛擬教室中進行各種不同的學習活
動。 

專題導向式學習是源自於 Dowey學者「從做
中學」的一種學習方式，它的目的在於解決學習者
知識不能統整的問題，和目前國內推行九年一貫課

程統整的概念相當接近，許多的的研究都肯定專題

學習對學生的動機及成就有正面的效果[10][14]。
專題學習是學生透過自行發現和實際生活相關的

問題、提出自己的質疑、從事調查活動、與同儕及

教師等的合作，因而驗證解決問題的答案，找出解
決問題的方法[10]。因此，學生參與專題學習活動

時是藉由不斷地與合作社群(collaboration 
community)互動、進行調查活動[12]，在互動的過
程學習相關知識及技能。 

傳統的專題學習方式，教師可以透過實地觀

察來瞭解學習者的學習行為，並進行適當的引導；

而建構在網際網路上的專題學習，教師卻無法直接
觀察學習者在網路上的學習行為，雖然有些研究者

試圖發展觀察工具以瞭解學習者在網路上的學習

行為[5][7]或者是利用過程所產生的量化資料來預
測學習者的學習成就[2][5]，但是有研究發現，許
多群組學習中，學習者間的互動多非與學習相關，

只有少量互動有益於學習[9]，因此所得到的大多
是量化的統計資料及預測，無法真實地瞭解學習者

學習的行為趨向。 
以往學習者的學習歷程是以瀏覽次數和總時

間來判斷學習者的學習狀況，而學習路徑的指標亦

僅針對教材瀏覽的部份，卻忽略了使用者在網路中

其他的行為狀況。專題學習強調合作學習、主動探
討、分析資料、建立解決策略、驗證解決方法及成

果展示，因此，學習者的互動情況是觀察的重點，

同時其在網路上的行為模式更是我們瞭解學生解
決問題思維方式的參考。 

許多研究，企圖從網站日誌(web log)中來萃取
學習者網路上學習行為的資料，也就是學習者的學
習歷程。針對網路學習歷程，有些研究[1][2][5]是
利用資料探勘(Data Mining)的技術來對網站日誌
進一步的分析，以預測學習者的學習成效。網站日
誌除了記錄學生在網路教學平台上的學習活動，同

時也記錄一些與學習活動不相關的檔案，因此必須

先進行過濾、刪除等前置處理[7]。因此，網站日
誌在學習者的學習歷程資料記錄上，其資料的純化

較資料庫差，尤其是現在網站的設計多朝多媒體

化，大量影音、圖像內容的資料充斥其中，再加上
病毒的蔓延，使得網站日誌充滿與學習行為無關的

資訊，如此在資料處理上會產生很大的困擾。現今

網路環境及軟硬體的進步快速，網站對資料庫的通
訊上並不會使系統的負擔過大，透過結構化的設

計，可以使我們在資料的利用上更為簡便容易。 
以往研究學習者在網路上的行為是擷取其網

頁瀏覽路徑的方式來分析，然而現在的學習網站設

計是以與學習者互動式為主，網頁的呈現不再是靜

態的方式，若是分析互動性網頁的網址，將會出現
許多相同路徑加上一長串的參數資料，這在分析瀏

覽行為時會產生許多盲點。學習是有目標性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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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學習網站的設計也是根據學習活動的目標而

設立系統功能，若是以系統功能當成學習行為的目
標單位來解釋學習者的行為會較具有意義，專題學

習的行為目標相當明顯，如：討論、蒐集資料、製

作成品⋯等，不會因為不同的專題活動而改變。 
本文是在在網際網路專題學習環境中透過學

習歷程記錄器來蒐集學習者的功能目標行為，以分

析學習者在網路專題學習環境中的學習行為。 

2.文獻探討 

2.1. 專題導向式學習  

專題導向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以下簡稱為專題學習，它源自於 Dowey、Brunner 
及 Karplus 等學者的研究[12]。早在二十世紀初，
美國學者William H. Kilpatrick 便已大力倡導這樣
的教學方法以促進動態的學習，鼓勵教師讓學習者

自行選擇專題，俾使學習成為一種有目的的學習活

動[15]。學生經由提出和界定問題、觀念的辨證、
收集與分析資料、獲得結論、與他人溝通想法和發

現提出新問題、創造具體成果等程序，為重要問題

提出解決之道。專題導向式學習呈現建構主義精神
的四種要素[10][11]： 

1.引導問題(driving question) 
2.調查活動及專題作品(artifact)的發展 
3.合作學習的方式 
4.使用科技做為認知工具 
創造學習的情境與學習社群，加強學生對知

識的概念與理解是現今科學教育最急迫要解決的

課題，亦即是要以學生的思考模式為主，而專題學

習活動的精神也就是以學生為主體的自我建構學
習，符合現今科學教育的期望。 

2.1.1.專題學習的理論基礎  

根據國內外許多的研究，歸納出專題學習的
理論基礎有建構主義理論、情境學習理論和社會學

習理論： 

一、建構主義理論 
建構式的學習理論是近年來熱門的學習理論

之一，它融合知識理論(theory of knowledge)、認知
理論(theory of knowing)、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和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的精
華，成為近幾年來國內外各級學校積極倡導推行的

理論。建構主義的三個主要原則如下[8]：(一)知識
是認知個體主動的建構，不是被動的接受或吸收；

(二)認知功能在適應，是用來組織經驗的世界，不
是用來發現本體的現實；(三)知識是個人與別人經
由磋商與和解的社會建構。 

專題學習符合建構主義對學習的要求，學習

者在學習的過程當中經由小組成員之間的溝通互
動，彼此交換意見，在認知衝突之中協商出共同的

看法和問題解決策略。教師在專題活動的過程當中

扮演協助者的角色，適時地輔助學習者進行資料蒐
集、分析，並提供基礎的知識以彌補學習者舊有經

驗不足而無法進行活動的窘境。因此，以建構主義

為基礎的專題導向式學習，學習者可以透過與教師
及同儕的輔助和互動，增進自我的學習，培養問題

的解決能力，並且能夠提供充份發揮學習者組織舊

有經驗的機會。 

二、情境學習理論 
學校教育常讓人批評的地方的就是學習內容

和過程偏離實際的生活情境，結果造成學生只會死
背著課本上的「知識」，真正運用到日常生活當中

的時候卻無法使上力來。情境學習理論主張知識存

在於環境及從事的活動之中，雖然經過語言文字可
以學習知識，但是那些獲得的知識是不完整的[3]。 

設計專題學習活動時應該提供一個符合真實

世界的情境，讓學習者實際參與、進行互動學習。
專題學習活動強調以引導問題帶領學習者進行一

連串的探索、同儕互動、合作學習⋯等活動，符合

情境理論的基本精神，而提供一個日常生活情境中
待解決的問題來引導學習者學習是最佳的選擇。 

三、社會學習理論 
社會學習理論的學者班杜拉(Bandura)認為行

為、個體和環境是相互影響而且是聯結在一起的系

統，這三個學習因素是彼此融合在一起，並沒有次

序、階層的關係存在。社會學習理論主張社會學習
是通過觀察和模仿來學得許多的行為，並且認為行

為主義的刺激－反應理論無法解釋利用「觀察」習

得行為的現象，同時經過實驗的結果說明，榜樣
(modeling)行為只會影響兒童模仿的表示，對於學
習幾乎沒有什麼影響[4]。 

專題學習中利用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學習，
學習者與同儕互動時，社會的榜樣行為能夠影響其

他組員，從而改變行為；網際網路學習的特性是透

過符號傳遞知識，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的因素，讓
學習者間的行為經驗得以交流；經由個人－環境－

行為三個因素的複雜互動產生豐富的學習。 

2.1.2.專題學習的學習模式  

專題學習是一連串探索問題、蒐集資料、討
論互動、驗證答案和分享成果的過程，它包含釐清

概 念 (messing about) 、 搜 尋 資 訊 (finding 
information)、詢問與修正問題(asking and refining 
questions)、 計 劃 與 設 計 實 驗 (Planning and 
designing)、進行實驗(Conducting the experimental 
work)、解析資料(making sense of data)、分享成果
(sharing artifacts)。 

專題學習的過程是一個反覆的程序，如圖１

所示，許多的程序會一直重複地進行直到專題活動
結束或是問題得到解決為止。它是一個網狀式的路

徑，而非單一方向循序的路徑。網際網路超連結

(hyperlink)的瀏覽方式正好符合專題學習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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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只要有連結點使用者便可以任意地轉移到

其他地方，因此，在網際網路上發展專題學習可以
充份發揮網路的特性。 

 
圖 1 學生發展專題學習過程圖 
（取材自 Krajcik et al,1999, p.93） 

2.2. 團體溝通網路  

溝通是人與人之間交換訊息的過程。密爾森
[13]指出在團體工作的過程中常會出現下列幾種
溝通方式，如圖 2所示： 

 
圖 2 團體工作中常見的七種溝通體系 

(一)無反應的溝通(Unresponsive)：這種團體只
有一個領導者在發出信號，而其他的成員並沒有對
發出的信號做出反應動作或回饋。 

(二)無社交的溝通(Unsocial)：團體成員間並沒
有任何的溝通發生，這樣的團體已經不符合團體的
定義。 

(三)控制的領導(Dominant leader)：這種溝通
與無反應溝通很類似，這種溝通是已經具有團體的
雛形，而成員都以領導者為中心。 

(四)私下交談(Tete-a-tete)：每位成員僅與相鄰
的成員溝通，也可以擴大成次級團體。 

( 五 ) 破 碎 或 結 黨 的 溝 通 (Fragmented, 
cliquish)：在團體形成的中期階段，很明顯地發現
有二個小次級團體各自溝通或零碎的溝通，整個團
體溝通的情形則未出現。 

(六)刻板的溝通(Stilted)：這種溝通只和自己相
近的人溝通，雖然溝通的機會均等，但是未沒有達
到理想的溝通狀態。 

(七)理想的溝通(Ideal)：表示團體中的成員均
能充分地和其他成員進行溝通，溝通的路徑是多元
化的，而且顯示該團體的成就是高的。 

2.3. 資料探勘分析技術 

資料探勘是近年來熱門的技術之一，它可以

從資料庫中大量的資料裡，找尋令人感到興趣、意

義的規則(Rules)或是樣式(Pattern)。其在應用上大
致 上 可 以 分 成 分 類 (Classification) 、 推 估
(Estimation)、預測(Prediction)、關聯分組(Affinity 
Grouping)、群集化(Clustering)、描述(Description)。
其中，關聯法則 (Association Rule)及序列探勘
(Sequential Pattern Mining)常用來分析學習者的行
為歷程。 

2.3.1.關聯法則  

關聯法則在資料探勘的技術中佔有很重要的

地位，它主要是找出物品與物品之間的關聯性。在
商業上的應用常用來尋找客戶購買行為上，例如：

消費者在購買麵包時也會購買牛奶，這就是一種關

聯法則。關聯法則應用在網路專題學習行為探勘，
可以為我們找出學習者每次登入學習的時候會執

行那些功能？藉此看出學習者的行為趨向及行為

偏好。 

2.3.2.序列探勘  

序列探勘主要是找出常常出現且跟時間或順

序有相關的序列。它和關聯法則的功能很類似，不

同的是：關聯法則所找出來的樣式(pattern)內項目
的是沒有順序性；而序列探勘所找出來的樣式項目

內容是有順序性。序列探勘應用在網路專題導向式

學習中，所挖掘出來的序列是學生在某一段時間內
行為的趨向。  

3.研究方法 

3.1. 研究設計  

為探討學習者在網路專題學習環境中的行為

歷程，因此本研究發展一個網路專題學習系統，系
統支援學習者在網路上進行專題學習所需的功

能，並透由學習歷程紀錄器將學習者的行為歷程記

錄於資料庫內，利用資料探勘技術從紀錄資料中找
出行為樣式、規則，再輔以內容分析法及計量方式

分析學習者在網路專題活動中所產生的互動內

容，並嘗試以質性的觀點來闡述這些計量的資料及
資料探勘的結果，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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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研究設計示意圖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國民小學五年級 90名學童參與本次
網路專題學習活動。參與活動的學童均為自願參加
且具有電腦操作的基本能力，例如：在家中及學校

連上網際網路、瀏覽網頁、打字、剪貼⋯.等。 

4.研究工具 

4.1. 網站架構  

網路專題學習系統的建置必須符合專題學習
活動的目標，模擬真實情境中學習者在專題學習活

動中互動和學習的方式。表 1是根據 Krajcik所提
出學生發展專題過程各階段使用網路專題學習系
統各功能的對照表。在專題學習中學生與同儕、教

師的互動部份在網路中是以即時互動功能（包括聊

天室和線上傳呼）和非即時互動功能（包括討論區
和 E-MAIL）來滿足學習互動的要求；而教師引導
學生進行學習可以利用公佈欄、行事曆和基礎課

程；在個人學習工具有個人日誌、作品整理；搜尋
資料則是利用搜尋引擎來進行網路資料的尋找。 

表１專題學習階段與網路專題學習系統 
功能相關對照表 

專題學習階段 網路專題學習系統功能 
釐清概念 基礎課程、E-MAIL、公佈欄、

日誌 
搜尋資訊 搜尋引擎、基礎課程 
詢問與修正問題 問題發展、調查活動、線上傳

呼、E-MAIL 
計劃與設計實驗 問題發展、調查活動、行事曆 
進行實驗 調查活動 
解析資料 作品整理 
分享成果 作品整理 

 
本網路專題學習系統架構如圖 4，學生從遠端

經由網際網路連線至本學習系統登入學習，登入後

會出現公佈欄呈現最新公告，之後學生便可以任意

切換不同的功能進行學習，而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學習歷程紀錄器會隨時記錄學生的功能轉移情形

及互動內容至資料庫中。 

 
圖 4 學習系統架構圖 

4.2. 學習歷程紀錄器  

本系統利用學習歷程紀錄器將學習者在網路

專題學習活動的歷程記錄於資料庫內，其紀錄的內

容分為二大部份，如圖5所示。第一個部份是記錄
學生在點選專題網站各功能時移動的時間，第二個

部份是記錄學生在各功能內的詳細的動作資料。 
 

 
圖 5 學習歷程紀錄器運作示意圖 

5.初步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所設計的網路專題學習網站在登入後
首先會出現公佈欄，學生選擇下一個功能以後，每

個功能之間均能自由切換，除了[登入]à[公佈欄]
是登入時必經路徑外，其餘沒有因為系統架構所產
生的必經路徑，造成多餘路徑的情形。學童進行活

動期間，系統所蒐集到的資料在經過處理程序後共

得到網站功能轉移資料 25264筆，學童使用網路專
題學習系統各功能的概況如圖 6所示。 

 
圖 6 網路專題學習系統各功能被使用的總次數 

由圖中可以發現學習者在網路專題學習環境
中以使用互動性的功能居多，其中又以即時性的互

動功能－聊天室和線上傳訊最多，其次是非即時性

的互動功能－調查活動和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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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即時互動行為  

本研究中網路專題學習環境中即時互動的功

能是指聊天室和線上傳呼，在圖 6中發現即時互動
功能是網路專題學習活動中使用次數最高的兩項
功能，以下就其互動狀況及內容來分析其實際的在

網路專題學習中所扮演的角色。 

5.1.1.聊天室  

在本研究的設計當中，專題合作學習並沒有

指定組員的角色，但是從聊天室的對話分析中，發

現每一個小組的成員在活動一開始的時候都是以
選小組長為首要任務，但是有的小組在選舉小組長

的過程太長，甚至有些小組在活動結束前尚未產生

小組長。 
聊天室是所有功能中最能使學生產生互動的

功能，類似在現實生活中面對面交流、討論，和實

際生活不同的是在網路專題學習系統中是透過文
字來表達而已。由學生在聊天室的對話內容統計結

果如圖 7，一般性對話為主佔全部的 75%，真正討
論專題活動主題的部份只有佔 18%，無意義的內
容、語言攻擊、髒話和性相關的對話亦佔有 7%的
比例。 

 
圖 7 聊天室對話內容分類 

5.1.2.  

線上傳呼是一個即時性的互動功能，而且可

以跨越小組進行組間的溝通互動，線上傳呼和

E-MAIL 的不同點在於它具有主動性傳達訊息的
功能，只有在對方上線後才能傳訊；而 E-MAIL則
不具主動性，而且也不受上線的影響。 

根據實驗結果顯示，學童在進行線上傳呼的
時候組間通訊佔 67%，組內通訊只佔 33%。通訊
的內容分類如圖 8所示，國小學童在使用線上傳呼
的訊息內容大多以閒聊和通知居多。 

 
圖 8 線上傳呼內容分析 

5.2. 非即時互動行為  

5.2.1.  

根據密爾森的團體溝通體系整理歸類出本專

題學習活動中調查活動內互動情形如表 2，在網路
專題學習環境下國小學生的討論情況以無反應式

的溝通和私下交談佔最大部份，代表在調查活動中

學 生 大 部 份 都 是 將 議 題 �出 ，但 缺乏 回 應和討論，
顯示學生在網路非即時的討論並不理想。 

 
表 2本專題學習活動調查活動溝通模式統計 

溝通模
式 

無反
應 

無社
交 

控制
的領

導 

私下 
交談 

破碎
的溝

通 

刻板
的溝

通 

理想
的溝

通 
組數 ５ １ ０ ５ ２ ２ ０ 

 
根據調查活動議題內容共可分成新資訊、我

的想法、我想知道、我要評論、回答、其他等類別，
系統並沒有預設類別，因此學生在張貼議題時必須

選擇一項符合其議題的類別才能將議題送出。統計

結果，國小學童在張貼議題時大多是以新資訊的提
供為主，共佔了所有內容的 54%，而互動的類別「我
要評論」和「我想知道」所佔的比例偏低，顯示國

小學童在利用非同步互動功能上尚嫌不足。 

5.2.2. E-Mail 

根據學生的信件內容分析而得到如圖 9 的結
果，發現小組間MAIL的互動內容類別，以騷擾信
件及言語攻擊的性質共佔了 71%，其形式多是重覆
內容對其他人發送數次。而和專題相關的信件只佔
了 6%。 

網路具有高度匿名性的特質，雖然在本研究

中，每位學生均以真實名字註冊參與活動，但是學
生分佈不同學校，彼此之間並不認識，因此造就了

類似匿名的效果出來，從信件內容發現，言語攻擊

和騷擾的目標並不專一，而是很多人都收到相同的
信件，這樣學生的心態並非是有目地的攻擊行為，

而是利用網路的便利性和快速性而發展出來的偏

差行為。 

 
圖 9 組間 E-MAIL互動內容分類 

再從圖 10中得知組內的 E-MAIL互動內容和
組間的互動內容有很大的不同，騷擾的比例大幅的

下降，而罵人的行為卻沒有出現過，反而以通知性
質和專題相關的類別佔了組內 E-MAIL 互動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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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這個現象推測可能同一組的學童是一起工作

的伙伴，而且具有相同的目標，在互相認識之後產
生一種微妙的約束力，使得任意罵人的行為降至最

低；而組間的成員都是不認識的居多，由於網路空

間造成去身體的形象，使得學童表現出令人訝異的
行為。 

 
圖 10 組間 E-MAIL互動內容分類 

6.結論 

從初步研究結果顯示，國小學童在網路專題
學習環境的行為偏向使用互動性的功能，這和專題

學習活動必須從互動中得到學習的特性相當接

近。然而在即時性互動內容的統計中，國小學童使
用即時性互動功能並未充分發揮其在學習上的用

途，而是用在與學習不相關的通訊上。在網路專題

學習中應該扮演問題發展的聊天室，在互動內容及
效率明顯不足，可能是傳統教育缺乏討論互動的機

會，致使其討論技巧不足。在非即時的互動內容來

看，國小學童在使用 E-Mail 和線上傳呼的內容有
很大的比例是與學習主題無關，甚至言語的攻擊的

內容佔有很大的比例，如此造成不良的循環，將影

響活動的學習。 
專題學習活動是目標性的學習活動，學生從

事專題學習的時候，每一個活動步驟都是一個目

標，而目標的達成在網路專題學習的環境中便是一
個系統功能，例如：學生思考的下一個學習步驟是

蒐集資料，那麼他在網路專題環境中就需要用到

「搜尋引擎」的功能。而這些學習步驟往往都是反
覆著，要直接找出他們的學習行為是有所困難，因

此未來研究將利用資料探勘的關聯法則找出學習

者在網路專題學習環境中登入學習時使用系統功
能的關聯項目，以瞭解學習者的偏好行為，再利用

序列探勘尋找學習者其偏好行為的順序性，以分析

學習者的行為是否符合專題學習活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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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提出一個運用在同儕回饋教學活動的線

上非同步式多媒體討論區互動系統，利用文字、聲

音、圖像及電子黑板等多樣化的媒體工具組合，吸

引學習者踴躍參與學習討論，同時利用學習活動引

導學習者進行深入討論，促進學習者的高層次思

考。 
此一非同步式多媒體討論區互動系統僅需一般

的網路頻寬與多媒體設備即可，使用者可自我控制

或重複媒體的播放，來達到學習進度的自我控制。

我們實作此一互動系統並進行課程實驗，然後進行

問卷調查、訪談與課程討論內容的分析，其結果顯

示受測者對此多媒體的互動系統在刺激學習動

機、提升學習成就與促進高層次思考活動上皆有良

好的成效。 
關鍵詞：同儕回饋、多媒體討論區、高層次思考活

動。 
 

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posed an asynchronous 
multimedia discussion board. It provided multiple 
media including text, voice, pictures, and electronic 
blackboard. That will attract learners to attend the 
discussions.  Furthermore, the peer-to-peer feedback 
discussion activity was employed to promote high 
order thinking. The asynchronous multimedia 
discussion board only requires simple media 
equipments such as earphone. The learners could 
self-control their learning progress by choosing and 
playing the media they would like. 

We implement the multimedia discussion system 
and do experiment. The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ing process commenced after the experiment, 
then the discussion content was analyz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multimedia discussion 
system. The result showed great effectiveness can be 
obtained in promoting learning motive, improv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encouraging high order 
thinking by the multimedia discussion system. 
Keywords: asynchronous multimedia discussion 
board, deeper intellectual skills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非同步網路學習環境之下，有效的互動模式是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的重要因素。以分類主題為主的

討論區機制目前常被用在輔助學習或非同步網路

學習之上，減少面對面的壓力，期待師生與同儕間

能夠盡情互動、供師生之間交流與討論課業，以彌

補教室環境或非同步網路教學互動之不足，但傳統

的討論區都採文字方式，學生必須利用文字輸入來

進行討論，不僅打字耗時，且往往無法充分表達意

見或問題，有些討論區容許貼圖來協助同學表達視

覺化或較抽象的概念，但使用語法的貼圖方式對於

學生或初學者而言畢竟不是件簡單的事，甚至會帶

來學習上的挫折感。為了彌補純文字互動性的不

足，多媒體討論區的互動機制採用多種媒體如文

字、圖形影像、聲音等，讓參與者可以選用其喜好

的媒體，表達自己的意見，利用多種的媒體從不同

方面表達某一概念，可以增進對此觀念的瞭解。此

外，系統必須提供方便且易使用的多媒體互動技術

及功能，讓參與者能夠很簡單的使用各式媒體進行

討論活動。 
為了充分提升討論區的互動內涵、使學習與討

論變成愉快的活動、讓同學更容易且準確的表達與

描述問題、提升討論內容的層次與深度，本研究設

計一多媒體討論區系統，整合文字、圖形與聲音，

透過圖片與聲音表情的傳達，讓學習者更熱衷於主

題的討論。此外，在這個研究中加入同儕回饋的方

式，期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並能更深入的確認

多媒體討論區機制促進學生高層次思考活動的正

面助益。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提出一個多媒體的討論區互動機制，實

作此一討論區系統並進行實驗。學習者不僅能夠隨

意使用文字、聲音、圖片或電子白板參與討論，更

擁有自我點選控制多媒體的播放，也就是學習進度

的控制。在學習活動上，加入同儕回饋的方式藉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並促進高層次思考活動。主

要目的條列如下： 
1. 設計一多媒體討論區，包含文字、圖形與聲音
上傳、電子黑板的互動機制。 

2. 製作一份包含多媒體、動機、參與度、系統滿
意度、學習滿意度、高層次思考能力向度的

問卷，藉此檢驗此多媒體討論區系統的效果。 
3. 探討同儕回饋機制應用於多媒體討論區時，對
於促進學生高層次思考活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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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 
 
本節針對重要相關文獻做探討，以討論區為基

礎，加上同儕回饋的學習活動，並檢視學生在討論

區發表內容所達成 Bloom的認知層次，最後則依文
獻引出研究者之觀點。 

 
3.1 多媒體討論區系統 

 
許多的教育工作者、父母、學生均相信多媒體

系統可以幫助人們學習(Najjar,2001)。國內學者饒達
欽(民 80)也認為以多媒體系統來設計教學的方式，
將會呈現一股新的教學風貌。Najjar(2001)認為在設
計多媒體系統時，要以能夠改進使用者的學習經驗

為基礎原則來開發系統。Bransford(1978)和
Jenkins(1979)認為處在任何環境的學習均需考慮四
種的基本因素：1.工具的特性 2.學習者本身 3.學習
任務 4.學習的測驗，而這四種因素是多媒體系統設
計的參考指標。為了使多媒體系統運用得更有效

率，程式設計者應該了解一般使用者界面的設計原

則與方向(Mayhew,1992；Smith & Mosier,1986)，也
需了解人類的思考、理解和學習，以發展出更新更

有效的原則(Najjar,1997)，才能設計出符合人性化界
面的多媒體系統。 
 
3.2 網路同儕評量 

 
在袁賢銘等人(丘繼宏、王尉任、袁賢銘、林珊

如，民 87)的網路同儕互評系統研究中，教師透過
網路讓學生繳交作業，再由同學之間相互審查評

分，並提出修改的建議，然後再讓學生根據同儕的

意見來修改作品，重複數個回合。研究發現：在同

儕互評學習方式中的優勝者是能善用高層次思考

能力，尋求適當學習策略的人。而在同一個研究

中，參與實驗的學生也認為同儕互評的學習方式能

增進學習樂趣，並且藉著觀摩同學的作業，學習到

許多別人精心整理的學習資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方式。 
 
3.3 Bloom的認知領域教育目標 
 

Bloom(1956)將認知領域的教學目標分為六個層
次，由最底層的記憶或組織以至於更複雜、抽象的

心理層次。 
1. 知識；包括個別事務和公通事務的記憶，方法
和過程，或形式、結構及背景的記憶。 

2. 理解：理解是一種瞭解或領悟，知道溝通的內
容和能夠利用所溝通的材料或觀念，而不需

關聯到其他材料或明白其最充分的涵義。 
3. 應用：應用抽象的事務於特殊和具體的情境當
中。分析：認明包含在溝通訊息裡面的要素。

例如辨別事實和假設的技能。 
4. 分析：認明包含在溝通訊息裡面的要素。例如

辨別事實和假設的技能。 
5. 綜合：組合種種要素和各個部分已形成一個整
體。 

6. 評鑑：對於用來達到特定目的的材料和方法，
給予價值的判斷。 

 
3.4 小結 

 
圖 1呈現的是多媒體與純文字討論區對於促進

學生高層次思考能力的比較，傳統的純文字討論區

要達到促進高層次思考的目的，必須以大量的文字

闡述概念與關係，在文字表達的限制下，邏輯順序

往往被複雜化，要促進高層次思考能力則學習者必

須有能力跨越這一道門檻；而多媒體討論區包含文

字、圖形、聲音、塗鴉的機制，就如為學習者在培

養高層次思考能力的歷程上鋪設階梯，讓學習者以

多樣化的表達方式一步步的通往高層次思考的階

段。藉由多媒體討論區以文字、圖形、聲音、塗鴉

多角度的知識呈現，能有效的減低訓練高層次思考

能力的門檻。 
 

 
圖 1. 純文字與多媒體討論區在促進高層次思考的

比較 
 
4.實驗設計與製作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並藉由討論區所記錄

的討論資料，進一步分析學生互動的內容，以了解

學生對於此機制的態度與滿意度，並針對學生互動

討論內容進行分析，驗證多媒體討論區機制是否促

進學生的高層次思考活動。研究流程如圖 2所示。 
 

 
圖 2.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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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研究課程與對象 
 
本實驗探討多媒體討論區機制對於學生的參與

度與滿意度的影響，並結合同儕回饋的教學活動，

評估多媒體討論機制促進學生高層次思考活動的

成效。實驗的課程主題為「九年一貫課程」，其為

九十學年度下學期的課程，上課採用課堂講授與非

同步遠距教學混合方式進行，教材內容放置於教材

伺服器上，學生可於課後以非同步方式閱讀教材。

實驗對象為大學三、四年級非電腦相關科系學生共

35人。 
在課程的安排上，為使討論活動順利進行，避

免學生因操作上的困難而產生的先入為主的負面

看法，特別安排兩次面授課程共四小時，教授多媒

體討論區系統的介面使用與操作細節。在每週面授

之後，教師會在討論區公佈當週討論主題，要求同

學參與討論，期望藉由這樣的討論方式配合討論區

系統，能夠促進學生以高層次的思考方式來表達與

解決問題。討論活動實施步驟如圖 3： 
 

 
圖 3. 多媒體討論活動促進高層次思考活動 

 
1. 教師提出某一主題的問題或指定作業 
2. 學生經過思考與歸納，將問題的解答以多
媒體方式包含文字、聲音、圖形發表於多

媒體討論區，與同學分享 
3. 學生針對他人所發表之作業提出建議與回
饋 

4. 學生依他人建議與回饋修改自己的作業 
5. 重複步驟 2至 4 

 
4.2 多媒體討論區系統 
 
本多媒體系統的使用者介面是結合文字、圖形、

聲音及影像等不同的媒介來傳達資訊，將傳統的討

論區賦予多媒體介面的優點，幫助學習者在學習討

論的過程中，更能充份應用資訊科技所帶來的便

利。系統介面如圖 4。 
Web可整合目前各自獨立的電腦網路工具，是較

適合的發展機制，在考量一般網路頻寬的限制、設

備普及與媒體對學習效果的貢獻，我們的多媒體討

論區系統採用四種媒體：文字、圖形、聲音及電子

黑板，多媒體互動系統的架構如圖5。 

 
圖 4. 多媒體討論區系統介面 

 
 

 
圖 5. 多媒體討論區系統架構 

 
4.3 問卷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實證方式，問卷由研究者參考文

獻自行編制並經專家檢視修改語意而成，故針對內

部一致性度，採用 SPSS for Windows統計套裝軟體
作為分析工具，以 Cronbach α係數來計算衡量相同
構面的題目之內部一致性，分析結果如表 1。除第
一構度「媒體的使用偏好」因為涉及各使用者對使

用媒體工具的習慣差異太大，造成 Cronbach α係數
偏低，其餘方面的構度均在 0.70以上，而總
Cronbach α係數值為 0.9698，由Wortzel(1979)的研
究中可知，此問卷的可信度相當高。 
而本問卷之效度分析採專家效度，問卷設計完

成後，請教專家學者針對問卷中題意不清、不適合

的題目加以修改、刪除，綜合其意見後整理出本研

究的調查問卷，所以本問卷的效度是良好的。 
 

表1 問卷的構度與Cronbach α 係數值 
項目 問卷構度 Cronbach α 

1 媒體使用偏好 0.5963 
2 使用動機 0.9026 
3 參與意願 0.8910 
4 學習效率 0.8757 
5 系統功能與介面 0.8483 
6 學習滿意度 0.9492 
7 高層次思考的能力 0.8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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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果與分析 
 
本節針對問卷結果與多媒體討論成果做量與質

的分析如下： 
 
5.1 問卷之量的分析 
 
總問卷數為 35份，回收後排除作答不完整及無

效的部份，有效問卷為 31份，經分析所研究的對
象背景，87%的學習者透過校園網路，包含電算中
心與宿舍環境上網參與學習活動；而 83%的學習者
具有使用文字討論區的先備經驗，本多媒體討論系

統的介面（圖 4）與一般文字討論系統相似，因此，
參與的學生很容易利用本系統進行討論。檢視問卷

各項度施測結果，研究者歸納出以下結論： 
 
表 2. 媒體使用偏好施測結果 

 
 
表 2呈現學習者在使用過多媒體討論區系統後，能
接受各式媒體的溝通方式，唯在「聲音」媒體一項

數據偏低，經訪談得知與學習者對聲音的網路傳輸

速度不滿意相關，同時多數人仍然習慣於使用文字

溝通。因此，此系統需要鼓勵學習者選擇與善用適

當的媒體，清楚表達其意見，讓溝通更有效率。 
 

表 3 學習動機施測結果 

 
 
表 3呈現學習動機施測結果，本系統包含多媒體討
論與合作分享的功能，能有效的激發學習者參與課

程討論的動機，對於構成動機因素具有正向的作

用，唯第 5題回饋互動的滿足感因素，有 30%的學
習者持普通的態度，可知學習者期待與同儕、教師

之間有更多的互動，後續將深入探討如何鼓勵師生

與同儕積極互動回饋。 

 
表 4. 學習滿意度施測結果 

 
 
表 4呈現學習滿意度。對於多媒體機制的吸引力，
大部分學習者抱持同意的態度，對於多媒體討論區

強化了資訊流通、知識分享與經驗交流給予高度肯

定。討論與互動的機制結合多媒體的呈現讓學生更

深入投入，因此，學習者不僅需要多媒體的呈現，

而且還需要教學策略引導的配合，如此才能讓學生

真正在學習成效上有所幫助。 
 
表 5. 高層次思考能力施測結果 

 
 
高層次思考能力施測結果如表 5。討論區給了學生
相互觀摩討論、知識交流的園地，多媒體的呈現讓

學習者暢所欲言、充分表達，結合學習活動更提升

了參與動機及學習成效。學習者在多媒體討論區協

助其培養澄清問題、正確推論、辨析假設與合理行

動等高層次思考能力上，給了相當程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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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討論內容分析 

 
在此，先以量的方式來檢視本多媒體討論區能

不能促進學習者進行高層次思考與討論，採用的方

法是檢視學習者的發言與同儕討論，將其呈現的內

容依 Bloom的六個認知層次，分成知識性、理解
性、應用性、分析性、綜合性、評鑑性發言。然本

實驗採自由討論的方式，常有單一意見被拆解陳述

的情形，為了呈現真實的實驗成果，於是檢視所有

討論串，並將屬於單一意見的數則發言歸納為一

則，總計 157則，達到各認知層次的發言次數統計
如圖 6。 

 

 
圖 6. 達成各認知層次發表次數統計圖 

 
其中，屬於高層次認知能力中的應用性發表有 9

則、分析性發表有 9則、綜合性發表共 42則、評
鑑性發表共 71則，佔總發表次數的 83%，討論情
況的確如期待的，多屬於高層次思考的討論活動。

而欲深入探討多媒體討論區機對於進高層次思考

的促進作用，有必要以討論串實例做質的分析，為

了在印刷媒體上完整呈現，故將聲音發表部份謄成

逐字稿，以利分析。今以游同學的討論過程為例分

析如下： 
 

學校願景 

發言 1-1 
 

 
發言 1-2 關於「學校願景」，乃是希望帶好每一個學生，

使其都能夠「快樂學習、健康成長」，同時也希望

能夠培養每一個學生都具備「尊重、關懷、創新、

超越」等能力，進一步的更期許他們能擁有愛家

愛國的「鄉土情、中國心」，以及更開闊的「世界

觀」！！ 
圖 7.學校願景 

 
圖 7發言 1-1為游同學以塗鴉方式呈現其對學校

願景看法，發言 1-2則為此塗鴉的文字敘述，分析
時我們視為一則。單就發言 1-2的文字內容來看，
此發言屬於認知層次的理解階段，但輔以發言 1-1

的塗鴉，尊重、關懷、創新、超越是烏龜的四肢，

建構了其行動能力，快樂學習、健康成長的身體，

具多元文化的觀點為其心智，構成了學校願景，塗

鴉與文字的配合將學生的學習提升至綜合性思考

的層次。 
 

九年一貫課程架構圖 

 
架構圖語音講解 (逐字稿)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現在要來介紹我的九年一貫課

程架構圖。首先談到培養國民健全的人格，其實這也就是教

育的目的，同時也是九年一貫課程的最終要旨。 
其實不論是教育的目的或九年一貫課程，都是希望培養人

民具有健全的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等，更進一步的希

望每一個國民都能夠成具有世界觀的現代國民。 
<以下略> 

圖 8. 九年一貫課程架構圖與聲音解說 
 
圖 8為其提出的九年一貫課程架構圖，我們很

清楚的看到每個概念之間以箭頭表示的概念順序

與邏輯關係，這是傳統純文字討論區所無法呈現

的。配合架構圖的聲音解說，同儕可以一邊看著九

年一貫架構圖，邊循著游同學的聲音解說，圖形、

聲音兩種媒體的結合，免去了學習者邊看圖邊查文

字說明的窘境及文字描述所產生的誤解，也讓同儕

更能釐清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 
 

(同儕回應) 對架構圖看法的回應 
此架構圖有一特別的地方在於其架構圖的箭號很有意思，並

非一層一層的由下往上推至最終目標---培養健全之國民，而是
反向思考，從該如何培養健全國民為出發點，進而對九年一貫

課程之整體架構有一個重新的考量與編排，很有意思。 
不過，九年一貫課程所強調的還有要培養學生之帶著走的生活

化的能力，如果能加以指出或許對九年一貫課程能有更清楚的

概念！ 
圖 9. 同儕回應 

 
圖 9是同儕針對架構圖的回應，在回應中提到

「此架構圖有一特別的地方在於其架構圖的箭號

很有意思，並非一層一層的由下往上推至最終目標

---培養健全之國民，而是反向思考．．．」，游同
學以架構圖結合聲音的呈現，提供了新的思考順

序，促進同儕以高層次思考的方式重新檢視主題。 
 
 
 
5.3 訪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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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卷量的分析之後，研究者認為有個問題必

須藉由與學習者的訪談加以澄清，今摘錄訪談問題

與內容重點如下： 
問題：妳喜歡用錄音的方式發表或回覆嗎？ 在器

材或系統操作上妳是否遇到困難？ 
游同學：我不太喜歡用錄音方式發表，因為我宿舍

的電腦好像不能錄音，所以我必須跑到電

算中心使用，覺得很麻煩。還有我覺得先

錄音再上傳的步驟很麻煩，還有必須安裝

一個程式才能錄音(media encoder)，我很多
同學也都不會安裝。 

林同學：我不喜歡用聲音上傳，常常會錄到一半說

錯了，或是自己聽起來怪怪的，又要重複

一次，覺得很麻煩又很累。使用上我沒有

遇到問題，但是能不能改進錄音的方式

呀，我覺得很麻煩。 
 
根據訪談內容可以解釋學習者對於使用聲音媒

體意願偏低的現象。系統介面沒有整合錄音與上傳

功能，學習者必須另行錄音再上傳的方式也讓他們

感到不耐煩；使用 wma的聲音檔方式，學生們必須
另行安裝 media encoder程式，對於電腦不熟悉的同
學仍然會感到困難；最後就是習慣的問題了，學習

者面對新的媒體，對於自己的聲音以及表達內容感

到不自在，而不好意思使用；還有少部分是因為電

腦硬體設定發生問題，如音效卡與麥克風安裝等。 
 
6.結論與建議 

 
經過一連串包含問卷結果分析、釐清問題訪

談、高層次思考活動量統計與討論內容質的分析，

可做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1. 多媒體討論區豐富的媒體特性的確有助於提
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但這是屬於外在動機

部分，至於內發的動機，學習者更期待的是

有趣的學習活動、更多的人際互動，並且能

在學習活動的過程中真正有所收穫。 
2. 多媒體討論區機制因其整合文字、圖形、塗
鴉、聲音媒體，使學習者均能夠在此環境下

學習成長，並且樂於使用此討論區機制，並

對它在提升學習成效上的貢獻持肯定態度。 
3. 同儕回饋的學習活動能激勵學習者的學習動
機，同儕之間在討論的過程中也激發了高層

次思考，在這個研究中加入了多媒體討論區

機制，更促進學習者進行應用、分析、綜合、

評鑑的高層次思考活動。 
 
 
6.2 建議 
 

1. 在問卷結果與訪談中，我們發現聲音錄製與上
傳步驟過於繁雜是影響學習者使用意願的關

鍵因素，將錄音與上傳介面整合並以減少操

作流程是系統的改進目標。 
2. 教學活動的設計影響著學習者互動頻率，本實
驗雖獲致良好結果，但同儕互動仍嫌不足，

除了以課程內容的多媒體討論之外，可以考

慮加入一些如同儕多媒體自我介紹等學習活

動，刺激參與動機。 
3. 本實驗方法採用單一主題討論，再針對其發言
內容所到達之認知層次加以分析，在發言內

容依認知層次分類時或有模擬兩可之情況，

未來或可採取各認知層次對應多主題討論之

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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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嘗試採用溝通網路，針對學生於主題學

習島網站進行主題式學習所產生的溝通記錄進行

分析，並比較不同溝通網路類型間的成績差異，文

中將提出溝通網路的類型、繪製流程以及分析結

果，最後歸納本研究之結論及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關鍵詞：主題式學習  網路學習  溝通網路。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students' 
communication patterns that occurred in a Web-based 
platform for thematic learning.  In this platform, 
students work as a small group to perform their 
thematic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alyze these 
communicative records according to communication 
network theory,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type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briefly introduce types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 procedures to draw a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the resulted students' communication 
patterns.  We also will address a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and give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Thematic Learning, Web-Based Learning, 

Communication Network. 
 
1. 前言 

 
溝通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互相交換訊息，

傳達意見的一個歷程，它是一切互動行為的基礎(李
郁文，1999)。Johnson & Johnson(1991)便指出：透

過溝通，團體成員才能達成共識、建立互信、協調

行動、為團體目標的完成共謀策略，進而獲致勞力

的平均及帶領團體所有的活動。唯有透過溝通，團

體才能互動，所以溝通在團體功能運作上，扮演極

為重要的角色。 
在教育上，學生一起工作，組成小組(團體)，

分享及澄清想法，主動對小組進行付出，以及共同

解決在學習工作中所出現的問題即為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 (Johnson & Johnson, 1975)。
合作學習採小組學習的方式，學生一起學習進而擴

大自己和他人的學習；合作學習的方式為全班學生

在教師授課後，即分成小組，在小組中每一成員要

學習指定作業，直到每個人都理解和完成為止，所

以在合作學習中，所有成員是相互得利的，你的成

功也就是我的成功，我的失敗也正是你的失敗，這

是一種命運共同體的狀態，是屬於積極互賴的情境

(黃正傑、林佩璇，1996)。 
近年來，網際網路提供一個新的環境供合作學

習使用，利用網路科技的特性，不同地區的學生可

在網路上解題、為自己的看法辯護、協商意見，擴

大了合作學習的範圍，將合作學習從實體的課堂環

境，延伸至虛擬的網路空間，教師在學生進行網路

合 作 學 習 (Network-Based Cooperative Learning) 
時，可在適當時機介入，進行指導、示範、提供鷹

架(Scaffolding)等支援活動。學生可在討論區、留言

版或聊天室中進行討論，與同儕或專家進行互動的

社會協商過程，當學生在探索議題時，將形成自己

的看法，且為自己的看法辯護、反省思考並修正自

己的觀念，他們便是在建構知識。與持有不同看法

的人進行互動的結果，很有可能將經由認知的重新

組織，或認知衝突的化解，而達到更高層次的學習

(田耐清、洪明洲，1998)。 
網 路 主 題 式 學 習 建 構 於 主 題 學 習 島

(http://tbl.nhltc.edu.tw)之學習區(Chen, Liu, Liu, & 
Tang, 2001；唐昇志、陳龍川、劉得煒，2001)，學

生與教師在網路上一同腦力激盪，以提出許多主

題，接著學生再挑選自己喜歡的主題，組成小組，

一同進行資料蒐集與探究，最後再展現各小組的探

究結果，因此網路主題式學習活動即屬於網路合作

學習，並且是合作學習類型中的小組探究法(Group 
Investigation)。 

溝通在團體功能運作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

色，因此針對網路合作學習的小組溝通互動進行分

析實在有其必要性，大部分的研究只計算每一組的

討論次數，或是摘錄其討論過程，做質性的詮釋，

但對於以圖形表徵的方式來分析呈現，卻十分少

見，唐昇志 (2002)使用溝通網路 (Communication 
Network)分析主題學習島上的學生溝通記錄，並將

之歸類於 Milson(1973)所提出的溝通體系，以瞭解

學生所產生的溝通網路之分佈情形。本研究承襲其

研究，並研究溝通網路類型與學生成績表現的關

係，以對瞭解不同溝通網路類型的成績差異。 
由於本研究使用溝通網路來分析學生的溝通

記錄，因此在下一段將介紹溝通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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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溝通網路（Communication Network） 
 

溝通網路又稱溝通模式（ Communication 
Pattern），是屬於社會團體工作理論，當團體進入一

個固定地點時，團體成員間即會形成一溝通網路，

且其型態經常取決於環境的結構（林萬億，1991）。

部分學者的研究發現：不一樣的溝通網路，會影響

到團體領導的出現、團體組織的發展、團體成員的

士氣，以及解決問題的效率（Leavitt, 1951; Shaw, 
1964）。 

Milson（1973）指出在團體工作中，經常出現

下列溝通體系，如圖 1： 
 

無反應溝通 無溝通 控制領導者

私下交談
私黨或破碎

溝通
刻板溝通 理想溝通

 
 

圖 1. 溝通網路的類型 
 

1. 無反應溝通（Unresponsive）：在團體中

只有領導者發出信號，而成員並無積極

主動的反應，通常團體初期常發生此情

形。 
2. 無溝通（Unsocial）：團員間不曾發生過

溝通，在這一種情形，該團體根本就不

是團體，因為團體需要有互動，且要有

共同的目標。 
3. 控制領導者（Dominant Leader）：此情形

與「無反應溝通」類似，不同的是已逐

漸有圍繞在領導者四周的雛形團體。 
4. 私下交談（Tête-À-Tête）：每位成員僅和

相鄰的成員交談，此一情形也常發生在

團體初期。 
5. 私 黨 或 破 碎 溝 通 （ Fragmented, 

Cliquish）：在團體初期或中期的衝突階段

可能發生，表示團體並未充分地達到溝

通的完整性。 
6. 刻板溝通（Stilted）：此一情形非常穩定，

但不充分，每個人只與離自己相近的人

溝通，並非真正理想的溝通。 
7. 理想溝通（Ideal）：每一個人都與團體中

的他人互動，且無明顯的小團體出現，

溝通路徑頻繁且多元，充分反應其凝聚

力與成熟。 
至於如何描繪溝通網路，Rose（1977）建議用

表 1 來計算成員間的溝通頻率： 

表 1. 成員間的溝通頻率 
 
 小組長 組員一 組員二

小組長 0 2 3 
組員一 0 0 0 
組員二 5 0 0 
 
從表 1 可知：小組長曾經向組員一說過兩次

話，也曾經向組員二說過三次話；組員一向小組長

說過零次話，這代表當小組長向組員一說話時，並

未得到組員一的回應；組員二向小組長說過五次

話，而小組長向組員二說過三次話，他們之間有問

有答，彼此互相溝通。藉此，可以透過上述表格繪

製成溝通網路圖（如圖 2），可以看到小組長與組

員二是雙向溝通，而小組長與組員一則是單向溝

通，組員一與組員二為無溝通，因此兩人間並無箭

頭。最後再依照繪製的溝通網路，歸類至 Milson 所

提的七種溝通體系。 
小組長

組員一 組員二

3:5

2:0

 
圖 2. 溝通網路範例 

傳訊者
收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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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的分析步驟，可將溝通網路的分析流 程，歸納如圖 3： 

 
取得溝通頻率統計表 繪製溝通網路圖 對溝通網路進行分類  

 
圖 3. 溝通網路分析流程圖 

 

3. 研究設計 
 

本段介紹本研究之研究設計，關於本研究之研

究設計，可分研究對象及實施時間、分析流程及研

究工具來進行說明。 
 
3.1 研究對象及實施時間 
 

本研究以台北縣建國國小五年級學生，共五

班，約 168 名學生為研究樣本，研究樣本在 91 年 3

月~6 月使用主題學習島進行網路主題式學習，教師

事先在主題學習島上，建立起「環境教育館」供學

生在此主題館進行學習，上機時間則使用自然科的

時間讓學生於電腦教室上機操作，每週大約一節

課，40 分鐘的時間，但若遇到國定假日及學校重大

活動（如月考以及運動會等活動）則取消，在上機

操作前會先在自然科教室進行本週進度的說明，讓

學生對本週所交代的進度能有深入的瞭解，上機操

作時，教師會針對學生不熟悉的系統功能進行解

說，並在教室內來回巡視，以瞭解學生的上機情

形，上機後，教師會找時間於自然科教室進行上機

檢討，對學生常出現的問題，進行解決。 

 
 
3.2 分析流程及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溝通網路來分析學生登入主題學習

島進行網路主題式學習時，所產生的溝通記錄，並

將其溝通網路歸類至 Milson（1973）所提出的溝通

網路類型，再對每一溝通網路類型及其成績表現進

行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

來瞭解不同溝通網路類型的成績差異。因此本研究

之分析流程如下所述： 

1. 取得溝通頻率統計表：本研究利用主題學習島

上的溝通狀態分析工具（如圖 4）來取得溝通

頻率的統計表（類似表 1），並利用此統計表

來會製成溝通網路圖。 
 

 
 

圖 4. 溝通狀態分析工具畫面 

 
2. 繪製溝通網路：依循上一步驟所得的溝通頻率

統計表，利用 Microsoft Visio 2002 來繪製溝通

網路圖，範例如圖 5： 

A

B

F E

D

C

22
:1

3

          69:75
                             59:54

8:8

1:3

4:5
                                    7:5

2:0 1:1
     12: 12               48:33 18:14

                                  19:14
4:8

 
圖 5. 溝通網路圖範例 

 
3. 對溝通網路進行分類：將上一步驟所繪製的溝

通網路圖歸類至 Milson（1973）所提出的溝

通網路類型，以圖 5 為例，此圖屬於「理想

溝通」類型。 
4. 不同類型的溝通網路之成績差異分析：首先使

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Enterprise Manager 來
抽取出不同類型的學生之成績，此成績為學生

在進行網路主題式學習時，其撰寫報告（焦點

興趣報告及統整報告）之成績與比例乘積的加

總，各報告之成績及其所佔總成績的比例為教

師所給予，並且系統會自動將兩份報告的成績

依教師所訂定的比例計算出總成績，舉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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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如果學生在焦點興趣報告所得到的成績是

80 分，在統整報告所得到的成績是 90 分，兩

份報告所佔的比重都是 50%，則該生的總成

績 = 80 × 50% + 90 × 50% = 40 + 45 = 85
（分）；接著再使用 SPSS 8.0 來進行獨立樣本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瞭解不同類型學生之成

績差異。 
 
4.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將學生的溝通情形以溝通網路的形式

呈現出來，並將其溝通網路歸類至 Milson（1973）
所提出的溝通網路類型，再對每一溝通網路類型及

其成績表現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來瞭解不同溝通網路類型的成績差

異。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討論可分為溝通網路

類型的分佈統計及溝通網路類型與成績的關係。 
 
4.1 溝通網路類型的分佈統計 

本研究將所繪製的溝通網路圖予以分類，並統

計符合該類型的組數以及百分比如表 2，再將之繪

製成圓餅圖如圖 6，在這 32 個小組裡，有 1 組是

屬於「無溝通」，2 組屬於「私下交談」，5 組是屬

於「私黨或破碎溝通」，「刻板溝通」有 1 組，「理

想溝通」有 18 組，其中有 5 組無法歸類在 Milson
（1973）所提出的溝通網路之類型，所以分類於「其

他」，以百分比來看，「理想溝通」佔 56.23%，是本

島社群所產生的溝通網路中，最常發生的情形，「私

黨或破碎溝通」以及「其他」則排名第二，百分比

為 15.63%，接著是「私下交談」，百分比為 6.25%，

「無溝通」以及「刻板溝通」出現機率較低，均為

3.13%，「無反應溝通」以及「控制領導者」則並未

出現。 

至於為何會有以上的結果，可能是教師平日即

讓學生接觸網路，藉此培養其使用網路溝通工具進

行溝通，在理想網路中，可以看到溝通頻率最頻繁

與最稀疏的差距很大，往往差距五、六倍甚至數十

倍不等，研究者判斷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

是部分學生雖然會使用溝通工具，但仍未養成習

慣，因此當發生問題時，可能會直接跟位於旁邊的

組員進行口頭溝通，只有在組員的位置較遠的情況

下，才會用溝通工具，第二個原因則是與友誼有

關，由以上的溝通網路圖發現，如果一方傳送訊息

給對方的次數越高，則對方回應的次數也會越高，

這代表兩人的友誼不錯，如果一方傳訊的次數為個

位數，則對方回應的次數將也是個位數或無回應，

社群中難免會有小團體產生，因此「私黨或破碎溝

通」以及「私下交談」仍會產生，令人意外的是有

一組為「刻板溝通」，可能是溝通次數過少，以致

於在這一組的溝通網路中，有許多單箭頭產生，「其

他」的情況不少，可見部分溝通類型仍無法歸類在

Milson（1973）所提出的溝通網路類型。 
 

表 2. 探索小組分屬於溝通網路各類型的分佈統計

表 

類型

無

反

映

溝

通

無

溝

通

控

制

領

導

者

私

下

交

談

私黨

或破

碎溝

通 

刻

板

溝

通 

理想

溝通 其他
總

和

組數 0 1 0 2 5 1 18 5 32
百分

比

(%)
0 3.13 0 6.25 15.63 3.13 56.23 15.63 100

 

無溝通

3%
私下交談

6%

私黨或破碎溝通

16%

刻板溝通

3%

理想溝通

56%

其他

16%

控制領導者

0%無反應溝通

0%

 
圖 6. 溝通網路之分佈圖 

 
4.2 溝通網路類型與成績的關係 

本研究在前一小節提出本研究社群之溝通網

路類型分佈，在本小節將探討不同的溝通網路類型

間的總成績是否會有所差異，為了達到此目的，本

研究環境教育館所有學生的分數抽取出來，並標註

其溝通網路類型，接著再使用 SPSS8.0 進行獨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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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來瞭解

不同溝通網路類型的總成績差異。 
描述統計量如表 3 所述，由下表可知平均數

的高低順序為「其他」>「私下交談」>「理想溝通」

>「私黨或破碎溝通」>「刻板溝通」>「無溝通」。 
 

表 3. 不同溝通網路類型之總成績描述統計 

溝通網路類型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無溝通 4 68.5000 7.2342 
私下交談 10 87.5500 3.4436 

私黨或破碎溝通 25 81.4400 9.6235 
刻板溝通 4 80.8750 6.6880 
理想溝通 96 85.3802 6.8494 

其他 29 87.8276 3.4259 
總和 168 84.8363 7.4167 
 
在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前，必須對樣本變

異數的同質性進行檢定，結果呈現如下表所述，由

表 4 可知顯著性並未<.05，因此各溝通網路類型間

之變異數具有同質性，並未違反基本假設。 
 

表 4. 不同溝通網路類型之變異數同質性檢定結果 
Levene 
Statistic df1 df2 顯著性.

1.332 5 162 .253 
 
表 5 是六類樣本經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

果，結果顯示 F 值=7.788，已達到.05 的顯著水準，

因此總成績會隨著自變項溝通網路類型的不同而

有所差異，也就是溝通網路類型與總成績間是有因

果關係存在。 
 

表 5.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SS df MS F值 顯著性 
組間 1780.166 5 356.033 7.788 .000 
組內 7406.083 162 45.717     
Total 9186.249 167       

 
由於達到.05 的顯著水準，因此需要進行事後

比較（Post Hoc Comparisons），本研究採用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本研究將上表所呈現之事後比較

結果進行摘要，其結果如下： 
 
 
 
 
 
 
 
 
 
 
 
 

表 6. 不同溝通網路類型所得到的總成績之事後比

較摘要表 
摘要

組別
無溝通

私下交

談 

私黨或

破碎溝

通 

刻板溝

通 
理想溝

通 其他 

無溝

通 ---- .001* .031* .250 .000* .000*
私下

交談
 ---- .328 .733 .967 1.000

私黨

或破

碎溝

通 

  ---- 1.000 .247 .040*

刻板

溝通
   ---- .887 .592

理想

溝通
    ---- .713

其他      ---- 
* p<.05 

 
很明顯的，「無溝通」類型明顯低於「私下交

談」、「私黨或破碎溝通」、「理想溝通」、「其他」等

類型，因此社群裡若不產生溝通，將使總成績低

落，甚至低於「私下交談」、「私黨或破碎溝通」等

不是十分理想的類型，因此社群裡應該多進行溝

通，來增進社群裡的向心力，並提升其合作學習的

成效。 
「私黨或破碎溝通」類型低於「其他」類型，

這一點倒是讓研究者感到意外，若能夠從「其他」

類型定義出新的溝通網路類型，也許這種類型的學

習成效將大過「私黨或破碎溝通」類型。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綜合研究結果，提出若干結論，以及對

未來研究的建議。 
5.1 結論 

「環境教育館」最常出現的溝通型態為「理想

溝通」，超過總數的一半，其次為「私黨或破碎溝

通」以及「其他」，百分比為 15.63%，接著是「私

下交談」，百分比為 6.25%，「無溝通」以及「刻板

溝通」出現機率較低，均為 3.13%，「無反應溝通」

以及「控制領導者」則並未出現。 
教師平日即讓學生接觸網路，藉此培養其使用

網路溝通工具進行溝通，並進而增進達到「理想溝

通」的機率，但在理想網路中，仍可以看到不同組

員間的溝通頻率仍有很大的差異，可能是因為學生

未養成用溝通工具進行溝通的習慣，或者是有幾個

組員之間的友誼很好，因此彼此之間的溝通頻率財

路特別的高；社群中難免會有小團體產生，因此「私

黨或破碎溝通」以及「私下交談」仍會產生，令人

意外的是有一組為「刻板溝通」，可能是溝通次數

過少，以致於在這一組的溝通網路中，有許多單箭

頭產生，「其他」的情況不少，可見部分溝通類型

仍無法歸類在 Milson（1973）所提出的溝通網路類

型。 
除此之外，本研究對不同溝通網路類型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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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進行成績比較，結果發現：「無溝通」類型明

顯低於「私下交談」、「私黨或破碎溝通」、「理想溝

通」、「其他」等類型，因此社群裡若不產生溝通，

將使成績低落，甚至低於「私下交談」、「私黨或破

碎溝通」等不是十分理想的類型，因此社群裡應該

多進行溝通，來增進社群裡的向心力，並提升合作

學習的成效。「私黨或破碎溝通」類型低於「其他」

類型，這一點倒是讓研究者感到意外，若能夠從「其

他」類型定義出新的溝通網路類型，也許這種類型

的學習成效將大過「私黨或破碎溝通」類型。 
5.2 建議 

本研究以溝通網路分析社群的溝通情形，在分

析之後，提供下列建議供未來相關研究參考： 
1. 找出新的溝通網路類型：本研究發生無

法對溝通網路圖進行分類的情形，而且

進行成績比較時，發現「私黨或破碎溝

通」類型低於「其他」類型，若能夠從

「其他」類型定義出新的溝通網路類

型，也許這種類型的學習成效將大過「私

黨或破碎溝通」類型，所以未來若「其

他」類型的溝通網路圖增加到一定數

目，將可試著從中找出新的溝通網路類

型，並瞭解此類型的特徵。 
2. 言談分析：本研究利用溝通網路來分析

學生進行網路主題式學習所產生的溝通

紀錄，此一方式是只計算其溝通頻率，

並以圖形表徵的方式予以呈現，但對其

溝通訊息的內容，並未加以分析，未來

將進行對訊息內容進行內容分析，以瞭

解其訊息內涵。 
3. 自動繪圖工具：本研究利用溝通狀態分

析工具，產生溝通頻率統計表後，仍須

以人工的方式，將統計結果繪製成溝通

網路圖，未來可以開發自動繪圖工具，

讓主題學習島在產生溝通統計表後，能

自動繪製出溝通網路圖，以方便研究者

研究及教師瞭解小組的溝通狀態。 
4. 鼓勵學生多利用溝通工具進行互動：本

研究發現「無溝通」類型的成績是所有

類型中最低的一種類型，即使不是理想

的溝通，也顯著地高於「無溝通」類型，

因此溝通有助於學習的成效，因此教師

應多鼓勵學生多利用溝通工具來進行互

動，而且學生多在線上互動，其對話紀

錄將會更詳盡地被系統所記載，因此在

分析時，將會更精確的掌握學生的溝通

模式。 
5. 評量精緻化：本研究的評量採用學生進

行網路主題式學習時，所獲得的報告成

績，未來可將網路主題式學習的評量精

緻化，納入多元評量之精神，加入學生

同儕評量及學習歷程檔案所獲得的成

績，以更客觀地評量出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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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資料探勘技術發掘課程最適性選修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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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藉由關聯規則及分類分析

法兩種資料探勘的技術，來發掘某一課程最適合選

修的學生。首先，我們修改原先 Apriori演算法的執
行計算，在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計算下，即可有

效率地擷取與此一課程有相關的關聯規則，並根據

關聯規則所顯示出的特徵，來發掘出最適性選修此

課程的學生；另外，我們使用分類分析來發掘出選

修某一課程之學生的屬性特徵，對具有此屬性特徵

的學生，即為最適性選修此一課程的學生，並且進

行推薦。透過以上兩種方法，可以建構出學生選課

的行為模式，利用探勘的結果，則可以對學生選課

及學校篩選出某一課程最適合選修的學生，提供相

當有用的參考資訊。 
關鍵詞：資料探勘、關聯規則、分類分析、適性化、

選課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use two mining methods to 

discover the most adaptive students of one course. 
First, we efficiently mine association rules which 
relate to one course, and we can find the most adaptive 
students of the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ion 
rules. Secondly, we use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to find 
the students’ characteristic attributes of one course, we 
can find the most adaptive students of the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attributes. The result of 
mining can provide the useful information to select 
courses for students and to filter the most adaptive 
students of one course. 
Keywords ： Data Mining, Association Rules, 
Classification, Adaptive 

1. 簡介 

透過資訊技術的支援，現今大多數的大學院校

都改採用網路選課的方式，以增加學校處理的效率

及學生選課的便利性，如何從逐年累積的選課資料

中，歸納分析出對學生選課及學校篩選出課程最適

合選修之學生有用的資訊，即成為資料探勘應用的

主題之一。在本篇論文中，我們探討資料探勘(data 
mining)技術在協助學生選修課程、及支援學校當局
了解學生選課傾向等方面的研究，從龐大的歷史選

課資料中，擷取出隱藏在學生選課資料間的相關資

訊，進而能發掘出某一課程最適性選修的學生，除

了可支援學校選課系統篩選出某一課程最適合選

修的學生之外，並且可對適合選修的學生進行推

薦，以達成學生都能選修到其有興趣的課程、選修

某一課程的學生都是有興趣的目標。 
 
首先，我們從過去學生修課的資料中，擷取出

與欲探勘之課程相關的關聯規則 (association 
rules)，並藉由關聯規則所顯示出的修課傾向，做為
發掘此一課程最適性選修之學生的參考依據；另

外，我們使用分類分析(classification)，來分析學生
曾經修過的課程屬性與此一欲探勘之課程間的關

係，藉由分類分析，我們可以找出影響選修此一課

程意願最重要的因素，以做為發掘此一課程最適性

選修之學生的參考依據。 
 
本篇論文的架構如下：第 2節中，我們介紹資

料探勘的相關研究；在第 3節中，我們擷取與欲探
勘之某一課程有相關的關聯規則，並以一個實例做

說明；第 4節中，我們使用分類分析來將學生選修
之課程屬性加以分類，以發掘出課程最適性選修的

決定屬性，並對俱備有決定屬性的學生進行推薦；

最後，我們在第五節中做一結論。 

2. 相關研究 

資料探勘的目的是：從資料庫中挖掘出不明

確、前所未知、潛在有用資訊的過程，發現專家尚

且未知的新關係，以提供給企業專業人員參考

[5-7]。資料探勘可完成以下任務或是更多：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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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ing) 、 分 類 (classification) 、 關 聯 規 則
(association rules)、次序相關分析(sequential pattern 
analysis)[4, 8]等。關於資料探勘技術在課程方面的
相關研究有：[1]使用資料探勘技術來建構學生課程
管理系統，[2]使用資料探勘技術來規劃課程查詢系
統，[3 ]以資料探勘技術來推薦員工接受合適的訓練
課程。 
 

Agrawal 等人[9]首先提出擷取關聯規則來顯
示出項目之間的關聯性，我們說明關聯規則的定義

如下：假設 I 是所有項目的集合，T 是全部交易資
料的集合，一筆交易資料 Tj，Tj∈T，是由一些項目
所形成的集合，稱之為項目組(itemsets) ，若一個項
目組包含有 k個項目，稱之為k-項目組(k-itemsets)，
以 itemsetk表示之，k ≥1。在項目組 X與 Y之間有一
關聯規則被表示成 X→Y，X、Y⊆I且 X∩Y=∅。有兩

個參數 s 與 c 分別為支持度 (support)與信賴度
(confidence)，用來決定關聯規則是否成立；支持度
s的定義為：在所有的交易集合中，同時包含有X∪Y
的比率值，即 s=(同時包含有 X∪Y的交易數量)/(總
交易數量)；信賴度 c的定義為：在包含有 X的交易
集合中，也同時包括有 Y的比率值，即 c=(同時包
含有 X∪Y的交易數量)/(包含有 X的交易數量)。擷
取出來的關聯規則，其支持度與信賴度必須大於或

等於所指定的最小支持度與最小信賴度，這樣的關

聯規則才成立。 
 
在眾多擷取關聯規則的方法中，Apriori演算法

[10]是最具代表性，其探勘過程主要分成兩個階
段：首先，找出滿足最小支持度的所有項目組，這

些滿足最小支持數量的項目組就稱之為高頻項目

組(frequent itemsets)，以 Frequentk表示之，若某 k-
項目組滿足最小支持數量，即稱之為高頻 k-項目組
(frequent k-itemsets)；然後，就根據前階段所找出的
高頻項目組及以最小信賴度為條件，計算出所有符

合的關聯規則。例如 ABC 為高頻 3 項目組，假如
關聯規則 AB→C 滿足最小信賴度，則此關聯規則
成立。以下我們說明 Apriori 演算法擷取高頻 k-項
目組(k>1)的步驟： 
 
(1) 找出 Frequentk-1，若為∅，則停止執行； 
(2) 由 (1)中找出任兩個有 k-2 項目相同的

Frequentk-1，組合成 itemsetk； 

(3) 判斷由(2)所找出的 itemsetk，其所有包括的
itemsetk-1 之子集合是否都出現在(1)中，假如成
立就保留此 itemsetk；否則就刪除。 

(4) 再檢查由(3)所擷取的 itemsetk 是否滿足最小支

持度，假如符合就成為 Frequentk；否則就刪除。 
(5) 跳至(1)找 Frequentk+1，直到無法產生高頻項目

組為止。 
 
分類分析法可分為決策樹（decision trees）及

決策法則（decision rules），目前常見的分類技術包
括 ID3[11]、 CN2[12]、倒傳遞類神經網路
(backpropagation)[13]等，分類的目的是從已知的類
別物件中，依據其屬性來建立類別的過程。經過分

類後，可以很清楚地顯示出消費者對於某件事物意

願的高低，一個優良的分類技術，應該具有產生精

簡且預測力佳的分類模式之特性。 

3. 擷取關聯規則 

從學生過去選課的資料中，我們擷取與目前欲

探勘之課程有相關的關聯規則，從關聯規則所顯示

出的修課傾向，可發掘出此一課程最適性選修的學

生，並且可對這些最適合選修的學生進行推薦。此

章節共分為兩小節如下：第 3.1節中，我們以欲探
勘之課程為對象，來擷取包含有此一課程的關聯規

則，並藉此發掘此一課程最適性選修的學生；第 3.2
節中，我們以一實例來說明探勘的過程。 

3.1 發掘一課程最適性選修之學生 

對探勘某一課程最適性選修的學生而言，這些

學生一定尚未修過此一課程，我們對學生的修課資

料進行探勘，來找出包含有此一課程的關聯規則。

假設目前欲發掘 A-課程最適性選修的學生，必須找
出以下形式的關聯規則： 

X→A, A∩X=∅, X為項目組， 
A∪X是高頻項目組； 

 
其中 X 稱為 A-項課程之最適性選修因子，其定義
為：在學生修課的資料中，對於曾經修過 X-課程的
學生，也會有選修A-課程的傾向。因此，只要搜尋
目前欲選課的學生中，只要曾經選修過 X-課程者，
即可推測這些學生是最適性選修此一課程者，同

時，我們也可對這些學生進行此一課程的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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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發掘 A-課程，itemsetA，最適性選修的

學生為例，以下是我們為了配合探勘的需要及減少

一些不必要的計算，而修改Apriori演算法，來擷取
只包含有欲探勘之課程的高頻項目組，其過程如

下： 
 
(1) 找出所有 Frequent1，而且必須包含 itemsetA； 
(2) 由(1)中，組合 itemsetA 與任一 Frequent1 形成

itemsetA+1，檢查 itemsetA+1 是否滿足最小支持

度，假如符合就成為 FrequentA+1，否則就刪除； 
(3) 找出所有的 FrequentA+i-1，i>1； 
(4) 由 (3)中，組合任兩個有 i-1 項目相同的

FrequentA+i-1，形成 itemsetA+i； 
(5) 判斷由 (4)所找出的 itemsetA+i，其所包括的

itemsetA∪(itemseti 之所有子集合 itemseti-1)是否
都有出現在 (3)中，假如成立就保留此
itemsetA+i，否則就刪除； 

(6) 檢查由(5)所找出的 itemsetA+i 是否滿足最小支

持度，假如符合就成為 FrequentA+i，否則就刪

除； 
(7) 跳至(3)繼續找出 FrequentA+i+1，直到無法產生

高頻項目組為止。 
 
對高頻項目組所形成的關聯規則 X→A, A∪X∈

高頻項目組，若滿足最小信賴度，則 X即為 A-課程

的最適性選修因子，對欲選課之學生的修課資料

中，若曾經修過 X-課程者，即為 A-課程最適性選
修的學生。從以上演算法的第(2)步驟開始，我們只
擷取包含有 itemsetA 的高頻項目組，因此，可以更
有效率地擷取出所要的高頻項目組，而且高頻項目

組一定為 itemsetA∪X。 

3.2 實例說明 

在此章節中，我們以表 1的修課資料庫D來進
行分析，I={A, B, C, D, E}為課程科目的集合，S={S1, 
S2, S3, S4, S5}為 5筆學生修課資料的集合，最小支持
度設為為 40﹪(即最小支持數量為 2)，最小信賴度
設為 50％。我們以發掘 A-課程最適性選修的學生
為例，來說明探勘的過程。 
 

表 1. 修課資料庫 D 

修課資料編號 課程項目 
S1 ACD 

S2 BCE 
S3 ABCE 

S4 BE 
S5 CE 

 
擷取包含有 A-課程之高頻項目組的過程如下： 

 

1-項目組 1-項目組 出現次數 高頻 1-項目組 出現次數 
A A 2 A 2 

B B 3 B 3 
C C 4 C 4 

D D 1 E 4 
E 

 
 

掃瞄 D 

E 4 

 
 

≥2 

  
 

2-項目組 2-項目組 出現次數 高頻 2-項目組 出現次數 

AB AB 1 AC 2 
AC AC 2   

AE 

 

掃瞄 D 

AE 1 

≥2 

 

  
 
無 3-項目組， 
 

計算 AC-高頻項目組所形成的關聯規則
C→A，其信賴度為 2/4，滿足最小信賴度，因此，
C-課程即為 A-課程的最適性選修因子，搜尋包含有

C-課程但仍未選修過 A-課程者有 S2與 S5，則 S2與

S5即為 A-課程最適性選修的學生，並且對 S2與 S5

進行 A-課程的推薦。 

4. 分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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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分類分析來發掘課程最適性選修的學

生，我們必須針對學生曾經選修過的課程資料來做

分類，把學生選修過的各項課程當做屬性，並配合

學生選修意願的高低，來進行分類的工作，經過分

析之後，我們便能了解各種屬性下的學生，對於各

課程選修意願的高低。在這一章節中，我們將利用

決策樹中的 ID3分類技術，來發掘課程最適性選修
的學生，此章節共分為兩小節如下：第 4.1 節中，
我們說明如何使用 ID3演算法來發掘課程最適性選
修的學生；第 4.2節中以一實例做說明。 

4.1 ID3 分類法  

ID3[4, 11]是一種決策樹分類技術，決策樹分類
法最重要的原則就是選擇最佳的屬性來當做節

點，因為最佳的節點將導致決策樹為一最簡單的狀

態或最接近簡單狀態，所謂最佳節點是依據節點所

產生的子決策樹之熵值(entropy)與物件集合之熵值
所決定，其計算方式如下︰ 

E(c)= - ∑
i

Pi log2 Pi … … … … … . … . (a) 

C︰物件集合； 
i︰類別數； 
Pi=(屬於類別 i的物件總數)/(C的物件總數)。 

 
接下來，我們選擇某一屬性 Xj 為決策樹的節

點，在每個節點下依其功能分成m個子節點，接著
我們計算以屬性 Xj 所產生的熵值，其計算方法如

下︰ 

E(Xj)= ∑
k

(nk/n)×E(Ck) … … … … … . … . (b) 

Ck︰物件集合 C中其 Xj屬性相同的物件子集合 k； 
E(Ck)︰為物件 Ck的熵值； 
n︰物件集合 C的總物件數； 
nk︰物件子集合 Ck的物件數； 

 
我們計算資訊收益(information gain)，也就是原

來物件集合的熵值與 Xj 為決策樹子節點的熵值間

得差距，其公式如下︰ 

G(Xj)=E(C)-E(Xj)  … … … … … . … . (c) 
 
最後將其演算法說明如下︰ 

(1) 首先，我們設立根節點為目前節點 C，所有物

件都屬於 C的物件組合； 
(2) 如果 C中皆屬同一類別則停止，否則就執行步
驟(3)； 

(3) 對 C的物件集合計算熵值； 
(4) 對所有未出現出現在從根節點到目的節點的屬
性 Xj，以 Xj分別對 C的物件進行分割，並計算
其所導致之部分決策樹的熵值 E(Xj)與資訊收
益 G(Xj)； 

(5) 選擇資訊收益最大的屬性，將其當成 C的分類
屬性； 

(6) 在節點 C下建立子節點 C1、C2、 …、Cm(假設
有 m個屬性值)，依據分類屬性質將 C中的所
有物件分派至適當的子節點中； 

(7) 對每一個子節點 Ci當成目前節點 C，並分別跳
至(2)執行。 

4.2 實例說明 

我們以「多媒體資料庫」課程為例，來說明發

掘最適性選修之學生的過程，我們挑選 16 筆學生
的選課資料，如表 2。在表 2 中，判斷選修「多媒
體資料庫」課程的意願高低，是藉由學生是否曾經

選修此課程來衡量，若曾經選修過，則表示意願

高。以下我們說明使用 ID3演算法來找出「多媒體
資料庫」課程最適合選修之學生的過程。 

 
首先，我們利用 4.1節公式(a)來計算出物件集

合的熵值，在表 2中共包含 8位意願高及 8位意願
低的學生，其熵值計算如下： 

E(所有學生)= 
-(8/16)log2(8/16)-(8/16)log2(8/16)=1 

 
接著利用公式(b)來計算出各個屬性下其子節點的
熵值，以屬性「資料庫」為例，其屬性值的熵值計

算如下： 
E(資料庫-曾選修)= 

   -(6/8)log2(6/8)-(2/8)log2(2/8)= 0.812 
E(資料庫-未曾選修)=  

-(8/8)log2(8/8)-(0/8)log2(0/8)= 0 
E(資料庫)＝(8/16)×E(資料庫-曾選修)＋ 

(8/16)×E(資料庫-未曾選修)= 0.4056 
最後我們利用公式(c)來計算資訊收益 G： 

G(資料庫)= 1-0.4056= 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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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類推可算出其他屬性的的資訊收益，最後

再選擇資訊收益最高的屬性作為 C的分類屬性，依
照此方法一直做到所有節點下的學生，都歸屬於同

一類別為止，圖 1為最後找出的決策樹。 
 

�：曾選修       Ï：未曾選修 
 

資料庫

多媒體

網路設計

意願低

意願高

意願高 意願低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圖 1. 分類決策樹 
 
從圖 1所顯示出的特徵，我們可以針對以下幾

種類別來發掘「多媒體資料庫」課程最適合選修的

學生，並且向這些具有此特徵的學生進行「多媒體

資料庫」課程的推薦：一是.曾經修過「資料庫」與

表 2. 學生對「多媒體資料庫」課程選修之意願表 

     課程 
 編號 

多媒體 資料庫 作業系統 網路設計 程式設計 資料結構 系統分析 修課意願 

1 � � Ï � � Ï � 高 

2 Ï Ï Ï Ï Ï � Ï 低 

3 Ï � Ï � Ï Ï Ï 高 

4 � � � � � � Ï 高 

5 Ï Ï Ï � Ï � � 低 

6 � � � � � Ï Ï 高 

7 � � � � Ï � � 高 

8 � Ï Ï Ï Ï � � 低 

9 Ï � Ï Ï Ï Ï Ï 低 

10 � Ï � Ï Ï Ï Ï 低 

11 � Ï Ï � Ï � � 低 

12 Ï � Ï Ï Ï Ï Ï 低 

13 � Ï Ï Ï Ï � Ï 低 

14 � Ï � Ï � Ï Ï 低 

15 Ï � Ï � Ï � � 高 
16 Ï Ï � Ï Ï Ï Ï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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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的學生；二是曾經修過「資料庫」與「網

路設計」的學生。 

5. 結論 

由於資訊技術日趨進步，應用資料探勘技術在

各行各業的傾向也愈趨普遍，並能有效地支援業者

行銷決策的分析。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分別使用關

聯規則及分類分析等技術來支援學校選課作業，以

篩選出課程最適性選修的學生，並且可以協助學生

選修其最適合的課程而加以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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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CALL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project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course curricula.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use of MOO 
(Multiple-user domain Object Oriented) as an on-lin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22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learners, the schoolteachers, and the 
teacher-researcher for a semester. Various individual 
and collaborative pedagogical task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urse activities. Results show 
both promise and limitations. 
 
Keywords: CMC, MOO, communication, 
construction, collaboration 
 
1.  Introduction 

Recently computer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enhance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In language learning, CMC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now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before.  Dias (1) based on 
Vygotsky’s(2) theory pointed out that CMC 
transformed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he 
teacher may become a member of the group instead 
of an instructor (Kelm, 3) 

As a medium type of CMC, MOO (multi-user 
domain object oriented) is a learning environment 
that allows multiple users to connect simultaneously 
from worldwide for both asynchronous and 
synchronous text-based communication in an 
interactive virtual reality community.   

MOOs provide a purposeful, meaningful and 
engaging environment for interaction,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maximum potential for learning 
environments (Weininger et al., 4).  Also, the use of 
MOO enhanc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philosophy; 
that is, the 3 CO philosophies: communication, 
construction, and collaboration (Davies et al., 5).    
 Nowadays most text-based MOOs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web-based MOOs.  The connection 
can be made through a HTML browser instead of 
telnet or other enhanced versions.  Yet most teachers 
or students in Taiwan hardly know about MOOs.  
The only related study conducted in Taiwan was an 
observation of college EFL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text-based SchoMOOze 
(http://schMOOze.hunter.cuny.edu:8888/).  Thus, 
this study aimed to probe how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mmunicate in English, construct objects, 

and collaborate with their classmates in ForMOOsa 
(See Figure 1), a local web-based MOO (Liou, 6). 
ForMOOsa was built in a Linux server with encore 
Xpres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be helpful for 
future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Figure 1: Courtyard of ForMOOsa 
http://formoosa.fl.nthu.edu.tw:7000 

 

 
 
 
2.  Literature Review 
2.1  Existing MOOs 

The first MOO, called LambdaMOO, was built 
by Pavel Curtis in U.S. in 1991.  It was then realized 
that MOO technology had a great potential for 
professional purpose (Holmevik & Haynes, 7).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more socially oriented 
MOOs, educational MOOs are safe, enjoyable and 
produ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8).  Various tools 
can be used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accommodate different teaching styles (Turbee, 9).  
Rachel’s super MOO list has over 150 MOOs in the 
world (http://cinemaspac.Berkeley.edu/~Rachel/ 
moolist/).   
 
2.2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Technology should not be used to simply 
deliver instructional messages to passive learners; 
instead, it should be used in pursuit of meaningful 
learning (Jonassen et al., 10).  As Raschio (11) 
stated, with the help of computer, learners can 
communicate in various authentic situations since it 
provides guided practice with original language.  
CMC provides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an electronically-linked community 
which engages learners as active, reflect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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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witt, 12).  In MOOs, learners are encouraged to 
generate original language in response to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which is also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ve CALL.  MOOs offer 
collaborative possibilities and learners can help each 
other to overcome individual challenges in 
autonomous negotiations, thus narrowing lexical,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 through mutual 
respect,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Shield & 
Weininger, 13).  

 
2.3  Empirical Studies 
 A number of related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Pinto (14)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on English learners by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s of 
SchMOOze.  The research by Donaldson and Kötter 
(15) attempts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of using MOO in 
teaching intermediate English. Schwienhorst (16) 
carried out a project in LinguaMOO.  From the 
above studi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use of MOO was 
motivating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learners 
could engage in meaningful communic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two-classroom based projects in Taiwan, 
by Huang (17) and by Kang (18) indicated that using 
CMC for pre-writing discussions was helpful for 
learners.  
 The participants in previous studies were all 
adult learners and the environments were mainly 
text-based. Therefore, the present study i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use of the new web-based MOO, 
ForMOOsa as an English learning community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2.4  Research Questions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were proposed. 
1. What are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is study actually 

doing and talking in ForMOOsa? 
Do they collaborate in a virtual community? 

2. How do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is study feel 
about learning English in ForMOOsa?   

3. How is ForMOOsa regarded as an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3.  Methodology 

Prior to the main study, a small-scale pilot 
study had been conducted in May 2001. Seven high 
school students had participated and they had four 
50-minute on-line sessions.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pilot study formed input into the design of the 
main study.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y were 22 first-year 
students from a se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City.  
They had a 100-minute course every Friday afternoon 
during the fall semester of 2001.  ForMOOsa, a 
local MOO in Taiwan, was used as the MOOing 
environment with nine on-line sessions observed 
closely for this study.  During the nine sessions, the 
participants learned basic MOO commands, worked 
on self-description, corresponded with their key pals, 
communicated with their classmates in the chatroom, 

constructed MOO objects, and collaborated to 
accomplish the assigned tasks.   

The data sources included students’ responses 
from a background questionnaire and a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of a classroom observation 
questionnaire from three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transcripts of participants’ communication, 
participants’ writing products, interviews with the 
participants and three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teacher-researcher’s journals which records the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4.  Results and Discussion 
4.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e 7 male and 15 female participants all had 
computers at home and all believed that computer 
software and Internet had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English learning.  They had a basic command of 
English ability and computer skills.  However, only 
18.2% of them reported to have used the Internet to 
learn English.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 skills to learn were grammar and listening, 
followed by writing and vocabulary.  It was 
probably because their performances on grammar and 
listening were constantly evaluated in school.  This 
also accounted for the reason why they did not 
consider speaking too difficult and they were eager to 
improve their speaking since they had few chances to 
practice either in class or after school. 

 
4.2  Students’ Activities in ForMOOsa 
4.2.1  Communication 

It was found the participants had more 
difficulties on 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than 
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This is due to both 
their limited English level and their typing speed as 
indicated in students’ interview, researcher’s field 
notes and on-line chat record.  They did turn to the 
on-line dictionary for help sometimes, but that was of 
limited help concerning how to use words properly.     

The students were assigned key pals with othe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ForMOOsa using its internal 
MOO mail. Despite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m did 
not get replies from their key pals, they were still 
very interested in corresponding with other MOOers 
in English via mail.  Sometimes they also worked 
hard together to figure out what was in the email and 
they looked up words in order to reply, which could 
be viewed as both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genuine 
communication. 

   
4.2.2  Construction 

The students learned to create their own roles 
and build their own rooms as well to make MOO 
objects such as robots, web-projectors, note boards, 
etc. (See Figure 2). During the learning by doing 
process, the students gradually learned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English.  The objects displayed not 
only their English skills but also their knowledg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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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se computer and Internet resources.  
Figure 2 A room built by students in ForMOOsa 

 
4.2.3 Collaboration 

Th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and 
they collaborated to build their group room and to 
compose a story.  The students spent 10 to 15 
minutes to get prepared and then they took turns 
speaking in the chatroom to continue the story.  The 
on-line process lasted about 15 minutes.  The 
teacher-researcher printed the logs and in the next 
session each group worked together to transform their 
dialogue into a narrative format and posted the story 
on the board in their group room. The end products 
were satisfactory though individual variations 
existed. 

 
4.3  Students’ Perceptions about MOOing  

The participants were found to like th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English on ForMOOsa and felt 
it interesting.  Most of them agreed that it would be 
helpful for their overall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especially in reading, writing and thinking in English.  
However, several students still found it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since they were more or less 
confined by their English level.  Although they like 
on-line chat a lot, most of them could not express 
themselves well or catch up with the conversation 
flow. 

Same as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pilot study, the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learn 
English on MOO in school class rather than doing 
that after school.  Most of the students reported that 
they logged on ForMOOsa only once a week by 
themselves.  Some of them explained that they still 
had problems with connections sometimes.  The 
connection problems would be the primary concern 
for all th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responses, the students’ English competence did help 
enhance their computer literacy and vice versa.  
Nevertheless, they benefited more from helping each 

other with English and computer. 
4.4  Potentials as a Learning Environment 
4.4.1 Other Teachers’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s  

The three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considered 
MOO having the potentials for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especially in reading, writing and thinking 
in English. Nevertheless, they indicated that technical 
support from a computer teacher is a must in the 
computer room for inexperienced teachers. They 
reiterated that teacher preparation was important to 
make MOOing an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 

   
4.2.2 The Teacher-researcher’s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s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quired more efforts devoted to the design of the 
lesson plan for each session.  It was also found 
difficult to conduct a self-sufficient peer review 
on-line with the current interface of ForMOOsa.  It 
would be better to have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sessions as complimentary pairs. It was indeed 
rewarding to see that most feedback from the 
participants was positive and that the participants di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learn and enjoy learning English 
during the process.  They not only helped each other 
but also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5.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22 senior high students were asked 
to use a multi-user domain object oriented virtual 
reality environment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collaboration,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objects as some written 
products in English tex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ink MOOing is beneficial 
because opportunities to use English for meaningful 
and authentic online tasks are increased. The objects 
students make in the MOO environment 
demonstrated they could collaborate to construct 
things that make sense to this group. Limitations 
were also raised. 

MOO can serve as a helpful learning 
community for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construct 
and collaborate.  However, there should be 
supplementary classes to help some students improve 
their keyboard skills before MOOing and training 
courses to help teachers with MOO use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More English written 
examples should be provided in handouts for students 
to follow.  High school students might need off-line 
face-to-face help to accomplish the assigned task.    

Individual difference, such as male or female 
learners, faster or slower learners of either computer 
skills or English level,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designing the activity in order to 
create a better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Back-up lesson plans should always be prepared just 
in case that slow or even failed network connection 
occurs in class.  Controlled writing tasks may be 
designed to facilitate learning.  Also, the printou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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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line works serve as a better way to discuss and 
review the works later. This is also an effective to 
train metacognitive writing strategies. On-line MOO 
sessions and off-line non-MOO sessions should both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urse curriculum.   

Future studies can probe the potentials to 
improve English speaking and listening when more 
multimedia resources are integrated into MOOs.  It 
is hoped that the course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regular English courses and there will be more 
participants from other countries, which will lead to 
more on-line interac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MOOers.  MOO 
environments, being improved by researchers and 
teachers, are very likely to become more 
user-friendly and multi-functional in the near future.  
Future research can also be conducted empirically to 
compare learning English in a modern MOO with 
that in a traditional classroom.  It is also expected 
that in the future,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can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ways to evaluate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progress in an on-line 3-D virtual 
reality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see how 
much technological effects have an impact on 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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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

-1.0 版」之臨床表現。研究者在台南、高雄地區抽
取 51位特教教師進行研究，最後得到下列結論： 

1.原定之特教網站資料庫的分類架構──尤其是
「特教網站」之次分類項目──仍有改進空間。 

2.將特教網站資料庫之分類架構功能表選項置於
「特教導覽器」之畫面最上方，可方便特教教

師找尋標的網站。 
3.「特教導覽器」可比「IE 6.0」使用較少之時間
進入標的網站。 

4.特教教師對於「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
版」之滿意度係介於 3.5∼4.5之間，總平均為
3.98，皆已超過平均數 3.0，代表特教教師具有
正向之滿意度。 

關鍵詞：特教教師、教師效能、軟體設計、網路瀏

覽、電腦輔具、輔助性科技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performance of “the Assistive Browsing System for 
Special Educators - version 1.0” (ABSSE-v1.0). The 
researcher sampled 51 special educators from Tainan 
and Kaohsiung areas for this research, and the results 
revealed as follows: 

1.The original categories for “special education 
website database”, especially the sub-categories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websites, needed further 
modification. 

2.The special education website categories being 
presented on the top of “the Special Educator’s 
Browser” (SEB) provided sufficient convenience 
for the users to find out their target websites. 

3.The SEB made the users enter their target 
websites sooner than “Internet Explorer 6.0”. 

4.The special educators’ satisfaction toward the 
ABSSE-v1.0 was ranged between 3.5-4.5, and 
its grand mean was 3.98. These were all above 
the mean of 3.0, and thus represented that the 
special educators possessed positive satisfaction. 

Keywords: Special Educator, Teachers Efficacy, 
Software Programming, Internet Browsing, 
Computer Aids, Assistive Technology 

 
1.緒論 
1.1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 
電腦網路可提供特教教師相關知識或教學資

源，是故，特教教師是否能有效利用網路資源，將

可影響其自我在職進修以及準備教材之效能。是

故，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希望能設計一套「特教教

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版」，以增進特教教師使用
網路之效能。 
 
1.2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之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之主

要目的，乃在探討下列之問題： 
(1)特教教師所適用之網站分類架構為何？ 
(2)「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版」是否能加
快特教教師進入標的網站 (target website)之速
度？ 

(3)特教教師對於「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
版」之滿意度為何？ 

 
2.文獻探討 
2.1電腦網路在提昇教師自我進修及教學上之功能 

Taylor (1980)認為：電腦在教育上之應用，可
扮演工具(tool)、指導者(tutor)、以及被指導者(tutee)
等角色。是故，對特教教師而言，電腦實可發揮亦

師亦友之功能，尤其加上網路之後猶然。行政院在

民國 87年即頒訂「科技化國家推動方案」，將「資
訊」列為加速科技推動的八大重點之一（行政院，

民 87a）。亦於「教育改革行動方案」中明列「推動
終身教育及資訊網路教育」一項，並提出「加強資

訊與網路教育」之具體執行內容（行政院，民 87b）。
可見：資訊與網路在 21 世紀已儼然成為主流教學
科技，尤其，在提供教學相關資源及提昇教學品質

之功能上，其應用潛力著實不容小覷。 
在提昇教學功能上，Frisch (1995)指出：電腦

網路可為學生提供更佳之學習環境。Dobson (1995)
亦認為：電腦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之功能，可適
用於個別化學習之需求。而且，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 WWW)透過 HTML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之標註語言功能，可將網頁之影、音、圖、
文結合起來（蕭順榮，民 84），形成可應用於特殊
教育之多媒體網路。Bergland (1996)的研究即顯
示：利用網際網路進行教學，可以提昇學生的作文

能力。此外，專家系統在特殊教育之應用潛力亦極

為雄厚，如：蔡昌均（民 91）曾提出一套電腦輔助
教學專家系統(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Expert 
System, CAI-ES)，可利用規則式專家系統的技術，
推論儲存在知識庫中教師的教學策略與教學時的

學習地圖，以依據學生的學習狀況，提供適當之教

材予學生來進行學習，也就是說，每位學生的學習



 2 

路徑與所學習的教材將依據本身的狀況而不同，以

達到適性化教學的目標。由此可見，專家系統亦可

協助達成個別化教育之理想。總之，教學軟體（不

論是單機版或網路版）不僅便於教師教學，亦可成

為利於學生學習之媒體（高豫，民 91）。是故，不
論是WWW網頁或虛擬實境，其所形成之遠距教學
內容皆可透過網路導覽器來予以呈現，電腦網路在

特殊教育之教學潛能，著實不容忽視，特教教師應

妥善運用這些教學資源，以提昇其教學品質。 
此外，在增進教師自我在職進修之質量上，美

國微軟總裁 Bill Gates曾指出：「網路可以讓我們進
入有趣的教育資料中，…..，有創意的教師已經利
用線上服務創造出既新鮮、又有趣的教材」（引自

王美音譯，民 85）。隨著中、英文特教網站之數量
逐年增加，特教教師在網路上所能獲取之專業知識

愈來愈豐富，對個人之專業成長亦極有裨益，特教

教師自然可將電腦網路視為一座虛擬圖書館，隨時

可利用課餘時間上網充電，如此，可免除 遇到專

業問題時，身旁可能缺乏專家即時指導之苦，以及

上圖書館之舟車勞頓之苦。是故，特教教師應對

電腦和科技在特教上的應用相當有了解，才能有效

地造福特殊兒童，這也是特教工作具有挑戰性及令

人鍥而不捨之處（朱經明，民 86）。 
 
2.2特教教師所需之網路導覽器 

Eason (1988)之研究指出：從人機介面之觀點來
看，使用者從系統(system)受益之程度，須視其功能
性(functionality)而定，功能性愈強，則受益愈多。
因此，在評估一個導覽器是否滿足特教教師之需求

時，首先須從其功能性著手。Smith (1997)認為：透
過人因工程之研究，可使人機介面之效能達到最佳

化之境界，因此，設備之可用性(usability)便成為系
統設計者所關切之要項，其主要包含三個主要向

度，此即：效力(effectiveness)、效率(efficiency)、
以及滿意度 (satisfaction)；吾人可將設備之功能
(functionality)視為系統之末端產品(end-product)，而
產品之可用性與接受度(acceptability)則為達成產品
預定功能之處置要件；人因工程亦非常關心使用設

備之背景條件(context of use)，其包括：使用者本身
之狀態、進行之工作內容、所使用之裝備、以及工

作之環境。是故，在評估特教教師適用之導覽器

時，應衡量其可用性與接受度，且須留意特教教師

使用該導覽器之背景條件。誠如 Eason (1988)所
言：使用一套系統，可能須付出費力、費時、涉險、

以及財務負擔等代價。因此，就提昇教師自我進修

及教學上之功能而言，其適用之導覽器不僅須將這

些代價降至最低，且須能提昇其教師效能。在財務

負擔方面，吾人若能設計免費之專用導覽器或軟體

系統，供特教教師從網路下載，則可排除此一顧

慮。而且，本研究設計「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

統-1.0 版」及其所包含之「特教導覽器」之初衷，
即在排除費力、費時、涉險等方面之代價，讓特教

教師在茫茫網海中，能以最迅速有效之方式，找到

適當之標的網站，是故，特教教師所需之網路導覽

器，其最低條件應至少能降低 Eason (1988)所提出
之四項顧慮。 
 
3.研究方法 
3.1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係採調查研究法，並結合問卷調查

及訪談（含實地訪談與電話訪談）等兩種方式同時

進行。 
 
3.2研究工具 
3.2.1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版 
  本研究所使用之「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

-1.0版」主要由兩個部分所構成，即：特教導覽器、
特教網站資料庫（如圖 1所示）。 

 

特教網站資料庫
(MS-Access資料庫)

IDC

特教教師網路
輔助瀏覽系統

特教導覽器
(以Visual Basic設計)

VB 特教教師以特教
導覽器進行瀏覽

由Visual Basic設
計之程式來運作

由ASP控制資
料庫

 
圖 1. 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版設計架構 

 
其中，「特教導覽器」係由研究者以 Visual Basic 6.0
版 -SP4 所設計，而「特教網站資料庫」係以
MS-Access 資料庫之形式儲存位於國立台東師院特
教系之「特教共和國」(http://www.ntttc.edu.tw/dse/ 
asp/footing/index.asp)網站中，研究者並設計一套
ASP程式，以利於資料庫之存取、新增、刪除、更
新，特教導覽器與特教共和國之畫面，如圖 2所示。
為方便使用者起見，特教導覽器不僅允許使用者自

行推薦心中最愛之網站，亦提供特教網站資料庫之

查詢功能。 
 

 
圖 2. 以特教導覽器瀏覽特教共和國之畫面 

 
3.2.2「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版」使用滿

意度評量表 
  為了解特教教師使用「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



 3 

系統-1.0版」之滿意度，研究者自行設計『「特教教
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版」使用滿意度評量表』。
在效度方面，該評量表係採專家效度，首先，研究

者蒐集相關文獻(Forsythe, Grose, & Ratner, 1998; 
Shackel & Richardson, 1991; Smith, 1997)後，設計出
該評量表之最初版本，內含 20 個問題，接著，再
請啟智教師、啟明教師、啟聰教師提供參考意見

後，修改 6 題，刪除 7 題，故最後剩下 13 題，其
中， 分類之簡捷性 2題、 分類之易明度 2題、
分類之接受度 3 題、 使用之流暢性 2 題、 使

用之人性化 2題、 使用時間與速率 2題。在信度
方面，該評量表之重測信度為 .82 (p<.05)，兩次施
測之間隔為 14 天，在量表內部一致性方面，其
Cronbach’s α為 .89 (p<.05)，故該評量表具有中等
以上之信度。 
  該評量表係採五點量表，其配分結構為：非常

不滿意（1分）、不滿意（2分）、普普通通（3分）、
滿意（4分）、非常滿意（5分），是故，得分愈多，
代表受試者之滿意度愈高。 
 
3.2.3特教資料庫分類架構訪談提綱 
為真正了解特教教師適用之特教網站分類架

構，須實際進行訪談。研究者自行設計 3個訪談提
綱，其焦點主要集中於特教網站資料庫之 主分

類、 次分類、以及 最佳使用方式等三個面向。 
 
3.2.4計秒器 
為計算特教教師以不同方式進入標的網站之

平均時間與速度，乃以日本生產之 DE’TOMASO多
功能電子手錶所附設之計秒功能（其計算之有效範

圍可達小數點後兩位），記錄其使用秒數。 
 
3.3研究對象 
  研究者於台南、高雄地區，針對66 位特教教
師進行電話或實地訪談，經篩選並淘汰 15 位不適
用樣本後，最後之有效樣本剩下 51 位特教教師，
其中，啟智教師 26 人、啟明教師 6 人、啟聰教師
19人；在性別方面，男 28人、女 23人；在年齡層
方面，20∼30 歲 12 人、31∼40 歲 14 人、41∼50
歲 16人、51∼65歲 9人。 
 
3.4資料分析與處理 
  本研究所使用之統計軟體為SPSS 8.01版，以
進行下列資料分析： 

(1)在量表信度方面：本研究以皮爾遜積差相關
(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考驗
『「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 版」使用
滿意度評量表』之重測信度，並以 Cronbach’s 
α考驗其內部一致性。在統計顯著水準方面，
本研究皆設於 α = .05。 

(2)在特教教師對於「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
-1.0版」之使用滿意度方面：本研究之各項滿
意度數據皆以平均數進行比較、分析。 

 

4.結果與討論 
4.1研究結果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如下： 
 
4.1.1在網站分類架構方面 
  將接受訪談之特教教師意見加以彙整後，其提

供之分類架構（包含研究者之架構）及最佳使用方

式，如下所示： 
(1)主分類：特教網站、一般網站、電腦網站。 
(2)次分類： 

(2-1)特教網站：特殊教育學校／班、特殊教育系
／所、師範院校、特教個人網站、特殊教育

單位／團體、輔助性科技、AAC網站、感覺
統合、特教醫學報導、特殊教育文摘、特教

書籍介紹。 
(2-2)一般網站：一般大學、教育網站、學術、統
計學、人工智慧、電子報、搜尋引擎、網路

書店、生活醫學文摘、音樂、政府單位、生

活資訊、雜類。 
(2-3)電腦網站：軟體下載、軟體破解、電腦資訊、

LINUX、Visual Basic、CAI、Visual C++、
JAVA、PHP、Flash、Active Server Page、遊
戲軟體。 

(3)最佳使用方式：96.1%(n=49)之受訪教師認為，
使用者不管連結到何處或第幾層之網站，皆能方

便使用「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 版」之
分類架構與其所設計之連結功能，此乃最佳之使

用方式。 
 
4.1.2在找尋標的網站之速度方面 
本研究為降低人工計秒之誤差，乃特別以兩位

受過訓練之研究助理同時進行計秒，再求其平均秒

數，以作為研究數據。本研究分別計算 不同進入

標的網站之起點、以及 使用不同瀏覽器（特教導

覽器、Internet Explorer 6.0）所使用之中間節點與平
均秒數，其結果如表 1所示： 
 
表 1. 不同進入標的網站之方式所使用之秒數 

使用特教導覽器  使用 IE 6.0 
進入標的網站起點 中間 

節點 
平均 
秒數 

 中間 
節點 

平均 
秒數 

特教共和國 1 6.72  1  7.96 
奇摩站 1 7.91  1 10.88 
蕃薯藤 1 8.79  1 12.00 
中文雅虎 1 6.90  1 10.65 
PChome 1 8.80  1 11.59 
Google 1 7.32  1  9.51 
總平均 1 7.74  1 11.62 

註：中間節點係為從起點網站至標的網站之間的網頁數量。 
 
上表之結果係從受試之 51 位特教教師中，抽出 16
位有意願者接受測試，為排除因受試者不熟練操作

方式，而導致本研究無法單純、清楚地比較兩種導

覽器之使用時間起見，在實驗前須教導受試教師如

何以最快之方式進入標的網站，且給予足夠練習時

間。本研究在實驗階段所設定之標的網站為「中華

民國特教學會」，其網址為http://searoc.aid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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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一進入該網站之畫面，則立即終止計秒。 
 
4.1.3在特教教師之滿意度方面 
  如表2 所示，六個評量項目之平均得分由高而
低依序為：分類之易明度(M=4.5)、分類之簡捷性
(M=4.2)、使用時間與速率(M=4.1)、使用之人性化
(M=3.9)、使用之流暢性(M=3.7)、分類之接受度
(M=3.5)，總平均得分(Grand Mean)為 3.98。 
 
表 2. 特教教師之滿意度 

評量項目 平均得分(M) 
分類之簡捷性 4.2 
分類之易明度 4.5 
分類之接受度 3.5 
使用之流暢性 3.7 
使用之人性化 3.9 
使用時間與速率 4.1 
總平均(Grand Mean)  3.98 

 
此外，訪談資料亦顯示特教教師們所提出之

「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 版」改進意見，
將之整理後，如表 3所示。 
 
表 3. 特教教師提出之改進意見及建議人數百分比 

改進意見 百分比(N=51) 
1.增加登錄之網站數量 54.9 % (n=28) 
2.增加特教導覽器之「書籤」或「我
的最愛」功能 

68.6 % (n=35) 

3.增加資料庫之「特教網站」次分類
項目 

60.8 % (n=31) 

 
其中，受訪之特教教師希望增加之「特教網站」次

分類項目為：特教法規、特教 CAI（或將原本屬於
「電腦網站」之「CAI」次分類改為「特教 CAI」，
並改隸於「特教網站」之主分類中）、IEP相關資訊、
特教教學經驗、特殊班經營與管理、特教教具製

作、以及特教新聞等。 
 
4.2綜合討論 
  針對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下列討論： 
 
4.2.1在特教教師所適用之網站分類架構方面 
本研究原定之特教網站資料庫的分類架構仍

有改進空間，此亦反應於表 2之「分類之接受度」
之平均得分僅達 3.5的現象上。 
 
4.2.2在分類架構之最佳使用方式方面 
由於特教教師認為分類架構之最佳使用方

式，係可讓特教教師隨時隨處能使用該分類架構所

提供之網站連結，是故，為便利使用者能隨時使用

「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 版」之分類架構
與其所設計之連結功能起見，研究者在設計「特教

導覽器」時，特別利用 Visual Basic 所提供之「功
能表編輯器」功能，在「特教導覽器」之最上方呈

現特教網站、一般網站、電腦網站之連結架構（如

圖 3 所示），使用者不論連接到何處之網站或進入
第幾層之網站，皆可方便打開「特教導覽器」最上

方之功能表選項，以連結至標的網站。 
 

 
圖 3. 特教導覽器最上方之分類架構功能表選項 

 
92.2%之受訪教師(n=47)表示，「特教導覽器」

將特教網站資料庫之分類架構功能表選項置於畫

面最上方，可形成下列三項優點： 
(1)量身訂做：一般市售導覽器（如：Internet Explorer
或 Netscape）皆無提供以特教教師觀點為主之網
站分類架構。 

(2)使用方便：特教教師無論連結至何處，皆可隨時
使用該分類架構，並連結至標的網站。 

(3)節省時間：可加快特教教師到達標的網站之速
度。 

 
4.2.3在找尋標的網站之速度方面 
(1)在中間節點方面：使用「特教導覽器」與「IE 6.0」
之中間節點平均皆為 1個，雖然兩者所使用之中
間節點數量相同，但兩者之操作方式卻互有差

異，前者係以功能表選項來操作，而後者則以網

站搜尋方式來進行。 
(2)在平均秒數方面：使用「特教導覽器」之平均時
間為 7.74秒，而使用「IE 6.0」之平均時間為 11.62
秒。是故，「特教導覽器」所使用之平均秒數較

少。 
雖然，「特教導覽器」與「IE 6.0」所使用之中

間節點的數量相同，但「IE 6.0」卻須花費較多之時
間方可進入標的網站，其較「特教導覽器」所多出

之時間乃主要花費在兩項程序上，此即： 打字輸

入關鍵字、以及 主機查詢資料庫之動作。值得一

提的是：接受本研究測試之 16 位特教教師皆為中
文打字高手，故其使用「IE 6.0」時，輸入關鍵字以
進行網路資料庫查詢之耗時較少。若是特教教師之

打字速度愈慢，則「特教導覽器」與「IE 6.0」所使
用之秒數差距勢將愈大，因為「特教導覽器」之操

作方式不必輸入關鍵字即可進入標的網站，而「IE 
6.0」因為缺乏特教網站分類功能表選單，故必須輸
入關鍵字。 
 
4.2.4在特教教師之滿意度方面 
  表2所列之受試教師對於「特教教師網路輔助
瀏覽系統-1.0 版」之各項滿意度皆大於五點量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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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數(M=3.0)，代表受試教師對於「特教教師網路
輔助瀏覽系統-1.0 版」係抱持肯定之態度。尤其在
「使用時間與速率」之平均滿意度高達 4.1，此與
表 1之比較使用兩種不同導覽器之結果，頗不謀而
合。而受訪之特教教師對特教網站資料庫之分類架

構提出改進意見，足見該分類架構仍有令人不滿意

之處，此亦反應於「分類之接受度」的滿意度平均

得分為所有評量項目最低（僅達 3.5）之現象上。 
 
4.2.5在特教教師所提出之改進意見方面 
  如表3所示，提出改進意見之特教教師的建議
人數百分比乃介於 54.9%∼68.6%之間，皆已超過
50 %，可見其重要性應予以重視；而且，受訪之特
教教師亦針對「特教網站」之次分類項目建議若干

新增內容，這些改進意見可於「特教教師網路輔助

瀏覽系統-2.0 版」之研發時程中，列為改版之首要
重點。 
 
5.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1)原定之特教網站資料庫的分類架構──尤其是
「特教網站」之次分類項目──仍須加以改進。 

(2)「特教導覽器」將特教網站資料庫之分類架構功
能表選項置於畫面最上方，可方便特教教師找尋

標的網站。 
(3)「特教導覽器」可比「IE 6.0」使用較少之時間
進入標的網站。 

(4)特教教師對於「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
版」之滿意度係介於 3.5∼4.5 之間，總平均為
3.98，皆已超過平均數，代表特教教師具有正向
之滿意度。 

 
5.2建議 
  依據上述之結論，在此提出下列建議： 
(1)目前「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版」之網
站資料庫係以人工方式新增，將來應可設計

ROBOT 程式自動至網際網路搜尋，並自動篩
選、分類、新增，以更迅速而有效之方式來增加

資料庫之網站數量。 
(2)關於「特教網站」之次分類項目，宜擴大甄詢更
多特教教師（亦須增加特教教師之專業種類，

如：資優教師）之意見，以形成滿足最多專業種

類之特教教師的分類架構。 
(3)加強「特教導覽器」之功能，如：「書籤」或「我
的最愛」之功能。 

(4)為排除 Eason(1988)所言之使用系統（在此係指
「特教導覽器」）時所可能面臨的財務負擔，研

究者特別將「特教教師網路輔助瀏覽系統-1.0版」
所屬之「特教導覽器-1.01 版」置放於「特教科
技實驗室」之「電腦輔助軟體研發」網頁中(網
址為http://www.ntttc.edu.tw/dse/asp/footing/setlab/ 
software_design.asp)，供特教教師或其他有興趣
之使用者免費下載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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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研究網路行為與網路學習成效的關係多

注重在學習者登入次數、參與討論次數等資料的分

析，本研究則利用資料探勘方法來了解學習者在網

路學習時的瀏覽路線與學習成效的關係，並對幾種

探勘頻繁序列的方法提出探討，以驗證其運用在探

勘網路學習瀏覽路線上的成果與效能差異，最終所

獲致的結論可歸納成以下幾點：（1）不同網路學習
成效的學習者其非簡單頻繁瀏覽路線有顯著的差

異；（2）頻繁瀏覽路線的探勘對於評估學習者的學
習成效及診斷或輔導學習困難應有所幫助；（3）本
研究所提的NSTP方法比 GSP方法適合運用在網路
學習環境中探勘非簡單瀏覽路線。 
 
關鍵詞：資料探勘、非簡單瀏覽序列、網路學習瀏

覽行為、網路學習成效。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利用全球資訊網

（WWW）來輔助學習已蔚為風潮，從學術單位到私

人企業等單位都颳起一股網路學習（e-learning）

的風潮，由於透過網路來學習比起過去傳統的學習

有不受時空影響、較自主且負彈性等多項優點，因

此，網路學習勢必將成為未來遠距教育與終身學習

的重要趨勢。 

網路化（Web-based）的學習環境是一個非線

性式、非結構性的學習環境，學習者有完全的主控

權來決定自己瀏覽教材的順序、學習速度等，因

此，基本上我們很難如同傳統面對面的學習活動

時，透過觀察便能確切地掌握每一位學習者者的學

習過程。然而，透過網頁伺服器的記錄檔(log)或

是利用相關技術所留下使用者的瀏覽記錄，如：瀏

覽教材次數、停留時間、及所瀏覽的網頁等，我們

則可在學習者學習過後對這些資料進行分析，盡可

能的去了解學習者在網路環境中的行為模式，進而

評估學習者的學習情形或學習表現。 
但這些記錄大多只能分析學習者的片段行為

資料，例如學習者最喜歡閱讀哪些資料、在哪一個

學習點停留的最久等，如此仍無法了解學習者在網

路學習環境中真正的連續性學習行為，例如學習者

在網路學習過程中是如何連續性的瀏覽教材、是否

會迷失方向等。因此，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學習者在

網路上行為模式，實有必要對於學習者的瀏覽路線

作分析。 
過去已有學者對於先前所提之片段網路學習

行為進行研究[1][2]，發現學習者在網站登錄次數、
瀏覽教材次數、參與討論次數等學習行為與學習者

的學習成效有顯著正相關，故這些學習行為資料可

做為教師評估學習成就及診斷學習困難的依據。但

目前仍少見有學者對於學習者之連續性的瀏覽行

為與網路學習成效間的關係作研究。 
網路學習者的瀏覽路線需從大量複雜的學習

記錄中進行分析，而資料探勘（Data Mining）則是
一種是從資料庫大量的資料中，發掘出有用隱藏資

訊的一種技術，是目前在資料庫研究中很熱門的研

究領域，目前也已有學者提出運用資料探勘來分析

網路瀏覽行的方法。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將運用資料探勘技

術，實際對一個網路學習環境的學習記錄資料進行

探勘，以研究網路學習之頻繁瀏覽路線與學習成效

之關係與影響。研究過程中也將對各種適合用來探

勘頻繁瀏覽路線的方法進行探討，以選擇或進而改

良出適合運用在網路學習環境中了解學習者瀏覽

路線的方法。最終期望除了能了解網路學習瀏覽路

線與學習成效之關係外，亦將對不同探勘方法之效

能與成果提出比較與建議。 
 
2. 相關研究 
 
    近來隨著全球資訊網的蓬勃發展，網路的空間
裡也蘊藏著許多的知識等著人們去發掘，所以將資

料探勘技術運用在網頁上的則被稱為網頁探勘

（Web Mining）。Cooley[6]等學者將網頁探勘分成
網頁內容探勘（Web Content Mining）與網頁習性探
勘（Web Usage Mining），網頁內容探勘主要是對網
頁本身的內容作資料探勘，而網頁習性探勘目的則

是在發掘使用者瀏覽的習性、找出有用的資訊以了

解使用者。很明顯的本篇研究應屬於網頁探勘中的

網頁習性探勘。 
    網頁探勘在應用上所採取方法大多直接取自
以往資料探勘相關的技術，而與本研究相關之最早

資料探勘技術應屬 Agrawal & Srikant[7]提出的序列
型樣（Mining Sequential Pattern）資料探勘，其目
的是要從商品交易資料庫中，找出大部份顧客購物

的循序行為，也就是頻繁序列，其演算法分別為

AprioriAll、AprioriSome及 DynamicSome。所謂

的序列是指某一使用者購物的循序行為，例如在該

方法中以<s1,s2,...,sn>來表示某一採購者購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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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表示其先買s1再買sn的一個行為，s則代表

一件商品或是兩件以上商品的集合，而頻繁序列則

是大多數人最常出現的序列，通常此方法都會在探

勘頻繁序列前先指定一個最小支持度（Minimum 

Support）值，以確定所要找出頻繁序列出現的頻

繁比率高低，例如將最小支持度定為 10%的話，則

某一序列在總數 100個的序列中若出現 10次以上

的話，此一序列則為頻繁序列。 

而此序列型樣探勘方法與 Agrawal於 1993年

所提出的探勘關連法則（mining association 

rule）十分類似，都利用一次又一次地掃描分析交

易資料庫的方式，從長度 1的頻繁序列集找起，再
由長度為 k的頻繁序列集組合成長度為 k+1的候選
序列集，漸近地找出所有長度的頻繁序列集，直到

無法產生新的頻繁序列為止。 

    但因為 AprioriAll等方法所探得的序列型樣

中，兩相鄰間隔的項目可能會太遙遠或太近，而使

探得的型樣變得無意義，為了改善此缺點，Agrawal 
& Srikant提出 GSP演算法[8]，加入滑動視窗(sliding 
windows)、分類法（taxonomies）、及時間限制等，
使探得的資訊更具效用。 
    因此利用此頻繁序列型樣探勘方法將可轉換
應用在學習者瀏覽行為的探勘上，不同的是在序列

的定義上，如：<s1,s2,...,sn>將表示某一學習者的

瀏覽序列而非購物序列，si,i=1,…,i，則代表某一
網頁。然若利用Apriori- All、GSP等演算法來探勘
網路學習的頻繁瀏覽路線型樣的話，所探勘得的頻

繁瀏覽序列可能在網頁上是完全沒有相連的兩個

點，例如某一頻繁序列瀏覽：<A,E,H>在 AprioriAll
演算法中是視為在某一序列：<A,B,E,G,H>有出
現，但實際上A,E,H三點在網頁上可能是完全沒有

超連結關係的節點，如此探勘出的頻繁瀏覽路線並

不能真正反應出學習者在學習網站上的一個連續

性學習行為，或許這樣的方法在發掘使用者購物的

行為時是可行的，但若運用在網頁探勘上則無法真

正了解學習者在網站上的連續性瀏覽路線。 
    另外，M.S. Chen 也提出與發掘瀏覽路線相關
的演算法[5]，其演算法主要先利用最大向前參考

序列(Maxima l Forward Reference, MFR)演算法把
每一完整的瀏覽序列轉換成最大向前參考序列，再

運用 FS (Full Scan) 或 SS (Selective Scan)演算法來
發掘出頻繁瀏覽序列。因此在 Chen的方法中所發

掘的頻繁瀏覽序列是不允許出現重複的路線，其所

發掘的瀏覽序列被稱為簡單的瀏覽序列（simple 
traversal sequence），反之，若瀏覽序列中的網頁允
許重複，稱為非簡單的瀏覽序列（non-simple 
traversal sequence）。但如MFR此種切割瀏覽行為方
法雖有其合理性，可是在網路學習的行為裡，學習

者回頭瀏覽相同的網頁有時候是有其必要性的，重

複瀏覽的行為才能完全表示出一個學習者在網站

上的連續行為，因此本研究在探勘學習者的頻繁瀏

覽路線時將不採用此切割瀏覽序列的方法，而主要

以找出非簡單的瀏覽序列為主。 

國內學者顏秀珍等人於2001年也曾提出探勘

頻繁瀏覽路線的FDLP演算法[3]，該演算法改良
AprioriAll的方法，探勘出的序列型樣中的節點便是
有連結關係的，且其在定義使用者的每一筆瀏覽序

列時是允許重複瀏覽的行為，即亦不採用Chen的最
大向前參考序列(MFR)演算法來切割瀏覽行為。然
FDLP演算法所找到的度為3以上的頻繁瀏覽序列，
並無法反映出學習者在學習網站上真正的一個連

續性學習行為。如其將<C,D,G,J>序列視為在某一瀏
覽 序 列 <C,D,E,F,D,G,H,G,J>中 出 現 過 ， 雖 然
<C,D,G,J>此四點在網站結構中確實是相連的，但這
並非學習者的一個連續性的學習行為，該學習者的

連續學習行為應該是<C,D,E,F,D,G,H,G,J>，其中的
E,F,H三點對於該學習者來說也是有意義的，如果該
學習者認為E,F,H三點是無意的，則他下一次的瀏覽
行為將有可能變成為<C,D,G,J>，因此，FDLP演算
法在找尋學習者在學習網站上真正的一個連續性

學習行為時仍稍有不妥的地方。 

 
3. 非簡單瀏覽路線探勘的方法 
 
3.1 演算法 
 

經相關研究之探討[3][5][7][8]，發現因網路學
習行為與使用者購物行為有所不同，每一個瀏覽的

先後順序都有其意義性，因此本研究於探勘瀏覽路

線時，將允許瀏覽序列中有重複的瀏覽節點，也就

是所要探勘的是「非簡單頻繁瀏覽路線」，因此本

研究將不採用 Chen 的MFR方法來切割瀏覽序列。 
而由相關研究之探討，我們亦發現目前可用來

作為探勘頻繁瀏覽路線的方法都無法探得學習者

在網站上真正的連續性行為，因此本研究簡單修正

了 Agrawal等人的 GSP演算法（以下稱為 GSP-Like
演算法），及提出一個 NSTP（Non-Simple Traversal 
Path）演算法，來使得探勘出的頻繁瀏覽序列能符
合學習者連續性行為的要求。而為了比較此兩種方

法所探得頻繁瀏覽路線與傳統 GSP法之不同，本研
究也將用 GSP法來進行探勘，以了解三種類似方法
運用在實際探勘上的成果及效能之差異情形。 

以下將簡要說明 GSP-Like 與 NSTP 演算法。
此兩種演算法之主要精神大致上與 GSP 演算法類
似，都是從長度 1的頻繁序列集找起，再由長度為
k的頻繁序列集組合成長度為 k+1的候選序列集，
漸近地找出所有長度的頻繁序列集，直到無法產生

新的頻繁序列為止。GSP-Like的演算法如圖 1所

示，其與GSP演算法主要不同點在於找尋長度為 2

以上的頻繁瀏覽序列時，候選序列必須是瀏覽序列

的「連續性子序列」，才能算該候選序列在某一瀏

覽 序 列 中 出 現 過 ， 例 如 有 一 瀏 覽 序 列

s=<1,2,3,4,5>，則<1,2,3>或<2,3,4,5>或<4,5>等是 s
的連續性子序列，而<1,3,5>或<2,3,5>或<2,5>等則
不是 s 的連續性子序列，不能算在 s 序列中有出現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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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 {large 1-sequences};  
k = 2; 
While (Lk-1 ≠ 0) { 
   Ck=New candidates generated from Lk-1; 

(the joining method is the same with GSP) 

     foreach learning-sequence c in the database do 
       Increment the count of all candidates in Ck 

that are contiguous subseqnences in c 
   Lk = Candidates in Ck with minimum support; 
   K++;} 
Answer = Maximal Sequences in ∪k Lk; 
 

圖 1. GSP-Like演算法 
 

NSTP的演算法如圖 2所示，其主要精神也與

GSP演算法相似，但為了找尋連續性的瀏覽路線，

故在產生長度為2的候選瀏覽序列時，先刪除在Web

環境中彼此沒有連結關係的候選序列集，以減少長

度為2的候選序列數量，而長度為3以上的頻繁序

列找尋方法則與GSP-Like方法一樣[4]，然其效能

明顯比 GSP-Like方法提升許多，正式驗證結果將

在第四節中描述。 

 
L1 = {large 1-sequences};  
C2 = New candidates generated from;  

(the two elements join from L1 have relationship 
of hyperlink each other on web ) 

L2 = Candidates in C2 with minimum support; 
k = 3; 
While (Lk-1 ≠ 0) { 
   Ck=New candidates generated from Lk-1; 

(the joining method is the same with GSP) 

     foreach learning-sequence c in the database do 
       Increment the count of all candidates in Ck 

that are contiguous subseqnences in c 
   Lk = Candidates in Ck with minimum support; 

K++;} 
Answer = Maximal Sequences in ∪k Lk; 
 

圖 2. NSTP 演算法 
 

3.2 資料來源 
 

本研究從 91年 5月 14起，以台灣師範大學工
業科技教育研究所所開發之「科技學習網」網路學

習統，對高雄市某國小的六年級學生一班及五、六

年級資優班學生各一班進行四週的網路學習活

動，以收集於網路學習環境下學習者的瀏覽路線資

料。 
科技學習網是一個以認識攝影為主題的網路

學習系統，在此學習系統中學習者可透過網路課程

來了解單眼相機的科學原理、認識相機的結構與功

能、及底片的原理及沖洗等認識，並可透夠模擬及

問題解決的方式來學習相機的操作與原理。 
參與科技學習網站的每一位學習者都必須先

註冊後方能進入網站，利用程式及 client 端 cookie

的技術，登入後每一位學習者的每一個瀏覽動作都

會被紀錄於資料庫中，因此本研所欲探勘的資料來

源不是一般Web Server下的 log資料，所以本研究
所收集到的資料將不會有無法分辨不同使用者的

紀錄（如透過 proxy 連線）、或是如 GSP方法需考
慮兩相鄰瀏覽點的時間是否過長之問題。 

「科技學習網」中共有 72個記錄學習者資料的
網頁節點，為一個交織複雜的網狀連結架構，而我

們對每個節點用四碼的英文與數字來表示，課程區

以 a來表示，如：000a、00a1、0a11、a111等，模
擬區以 b 來表示，如 000b、00b1 等，問題區以 c
來表示，如 000c、00c1等，而測驗區則以 d來表示。
整個網站的架構及編碼情形如如下圖 3所示。 

本研究在為期四星期的網路學習實驗中共蒐

集了 88位學生的學習紀錄資料共 19995筆。然經整
理成學習者每一次完整的瀏覽路線後共蒐集到 886
筆的有效瀏覽路線資料。 

 
3.3 實驗方法 
 

為了瞭解網路學習成效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

的瀏覽路線關係，故本研究特在進行四週的網路學

習活動一週後，針對所有網路學習內容進行紙筆成

就測驗，測驗內容由研究者自行出題，共有 8題是
非、8 題選擇、及 2題問答題，經人工閱卷後統計
學習者之平均測驗分數如下圖 4所示： 
 

 
 
 
 
 
 
 
 

圖 4.網路學習成就測驗平均分數 
 
由測驗的平均統計分數發現，除了六年級普通

班學生的成績明顯低於資優般的分數外，五年級與

六年資優班學生的平均分數並沒有很明顯得差

距。因此本研究再將各班別間的學習成效結果分成

高分組（測驗成績前 25％）與低分組（測驗成績後
25％），利用此明顯區別出高低學習成效的方法，
來對於不同班別、不同學習成效的學習者間，進行

頻繁瀏覽路線的探勘實驗，以試著了瞭解學習成效

與瀏覽路線型樣間的關係。 
不同班別高低分組的分配情形如下表 1所示： 
 
表 1.依測驗成績將學生分群之高低分組分配情形 

 高分組最低分 低分組最高分 
所有實驗者 76分 61分 
五年級資優班 76分 65分 
六年級資優班 77分 63分 
六年級普通班 75分 53分 

68
7071

64

60

65

70

75

班別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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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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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科技學習網」架構圖與網頁結點編碼情形 
 
4. 探勘結果與討論 
 
4.1 不同演算法的探勘成果 
 

本研究在實際進行探勘時將全部最小支持度

值設定為 10%。而在描述探勘成果時，若某些瀏覽
序列為某一長度較長頻繁瀏覽序列的連續性子集

合的話，將省略不被列出，例如某一頻繁瀏覽序列

為 <000a,00a1,0a11> ， 表 示 <000a,00a1> 及

<00a1,0a11>必為其頻繁瀏覽序列，因為它們是
<000a,00a1,0a11>的連續性子集合，故在陳述探勘成
果時，<000a,00a1>及<00a1,0a11>將被省略。 

用 GSP-Like 與 NSTP 演算法對不同班別、不
同學習成效的學習者，進行頻繁瀏覽路線探勘的成

果如下表 2所示，因篇幅關係，僅列出長度為 3以
上的頻繁瀏覽序列。結果發現，高分組學生最常瀏

覽的路線與低分組確實有明顯的差異存在。因為不

同班別高分組學生的頻繁瀏覽路線很明顯的大量

路線都集中在編碼為 a 的路線或是較全面的路線
（如六年級資優班高分組），而低分組學生的頻繁

瀏覽路線大部分都出現在編碼為 b、c 和 d 的路線
中。以本研究所採用的學習網站編碼方式來看，顯

見頻繁瀏覽路線較常出現在「課程區」的學生，其

網路學習成效較好，而頻繁瀏覽路線較常出現在

「模擬區」或「問題區」的學習成效反而較差。 
其實以本研究的例子來說，「課程區」主要在

教授有關相機的基本原理及技術，而「模擬區」與

「問題區」則較偏應用性，主要讓學習者能在瞭解

基本學理後實際動手操作或從問題解決中認識有

關相機的知識，因此課程區的知識是此網路學習活

動最基本必須了解的內容，也是學後成就測驗最主

要的考試內容。因此在本研究探勘實例中，學習者

若最常瀏覽的路線是落在「課程區」，則其學習成

就比較高的話應尚屬合理。 
而在探勘結果中我們也可發現一個低分組學

習者所獨有的一個頻繁瀏覽路線，即所有學習者及

六 年 級 普 通 班 低 分 組 中 所 出 現 的 : 
<000d,00d1,000d,00d1>路線。其中 d 代表「測驗
區」、d1 代表某一回的線上測驗，因此網路學習活
動學習者需於四週內完成四回線上測驗，每一測驗

約一週的學習份量，學生可以自行決定學習速率，

於是這路線代表這些學生常在同一時間內完成兩

回合的測驗。由於線上測驗是可以到課程區找答案

的，照理說學習者會一次完成一回合的測驗，遇到

不會答案可去課程區中尋找，若此，學習路線應該

是在測驗區與課程區中來回，而不可能連續出現兩

回合測驗區的路線，因此，此現象很可能表示學生

完全沒有按進度來學習便快速完成兩回合測驗、甚

至完全沒有閱讀便連續完成兩回合的測驗。 
 

表 2.GSP-Like與 NSTP 演算法進行頻繁瀏覽路線
探勘成果 

 高分組的頻繁瀏

覽路線集合 
低分組的頻繁瀏

覽路線集合 
所有實

驗者 
<000a,00a1,0a11,a111> 
<000a,00a1,0a12> 
<000a,00a1,0a13> 
<000a,00a2,0a21> 
<000a,00a2,0a22> 
<00a1,0a11,0a12> 
<00a2,0a21,a211> 
<0a11,a111,a112> 
<000b,00b1,00b2> 
<00c2,00c3,00c4> 

<000d,00d1,000d,00d1> 
<000a,00a1,0a11> 
<000a,000c,00c1> 
<000a,000d,00d1> 
<00a1,0a11,0a12> 
<000b,00b1,00b2> 
<00b1,00b2,00b3> 
<00b2,00b3,00b4> 
<000c,00c1,00c2> 
<00c3,00c4,00c5> 

五年級

資優班 
<000a,00a1,0a11,a111>
<0a11,a111,a112,a113> 
<000a,00a1,0a13> 
<000a,00a2,0a21> 
<000a,00a2,0a22> 
<00a1,0a11,0a12> 
<00a2,0a21,a211> 
<0a11,0a12,0a13> 
<000b,00b1,00b2> 

<00c1,00c2,00c3,00c4>
<00c2,00c3,00c4,00c5> 
<000a,00a1,0a11> 
<000a,00a2,0a21> 
<000a,000b,00b1> 
<000a,000c,00c1> 
<00a2,0a21,a211> 
<000b,00b1,00b2> 
<00b2,00b3,00b4> 
<000c,00c1,00c2> 

六年級

資優班 
<00a1,0a11,a111,a112, 
a113> 
<000a,00a1,0a11,a111>
<000a,00a2,0a21,a211>
<00a1,0a11,a111,a112>
<0a11,a111,a112,a113>
<000c,00c1,00c2,00c3>
<00c1,00c2,00c3,00c4>
<00c2,00c3,00c4,00c5> 
<000a,00a1,0a12> 
<000a,00a1,0a13> 
<000a,000c,00c1> 
<000a,000d,00d1> 
<00a1,0a11,0a12> 
<000b,00b1,00b2> 
<000d,00d1,000a> 

<00c1,00c2,00c3,00c4, 
00c5,00c6> 
<000b,00b1,00b2,00b3,
00b4> 
<000c,00c1,00c2,00c3, 
00c4> 
<000a,00a1,0a11,0a12> 
<000a,000c,00c1> 
<000a,000d,00d1> 
<00a1,0a11,a111> 
<00a2,0a21,0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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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

普通班 
<000a,00a1,0a11,a111> 
<000a,00a1,0a13> 
<000a,00a2,0a21> 
<000a,00a2,0a22> 
<00a1,0a11,0a12> 
<00a2,0a21,a211> 
<0a11,a111,a112> 
<000b,00b1,00b2> 
<00c2,00c3,00c4> 

<000a,000d,00d1,000d,
00d1> 
<000d,00d1,000d,00d1,
000d> 
<00d1,000d,00d1,000d,
00d1> 
<000a,00a1,0a11> 
<000b,00b1,00b2> 
<00b1,00b2,00b3> 

 
表 3則是利用傳統 GSP演算法探勘得成果，因

用 GSP 演算法探勘所獲得的頻繁瀏覽路線較
GSP-Like與 NSTP 來得多很多，因篇幅的關係，在
此僅列出 GSP 演算法探勘成果中長度最長的頻繁
瀏覽序列。由探勘的結果發現，以長度最大的頻繁

瀏覽路線來比較的話，高分組在「課程區」出現的

頻繁瀏覽路線也是明顯比低分組多。但因為 GSP演
算法不注重瀏覽路線的連續性，而本研究又是針對

「非簡單瀏覽路線」的探勘，因此其探勘出的頻繁

瀏覽路線比較龐大，例如長度為 4以下的頻繁瀏覽
路線都在三百個以上，所以在此大數量的頻繁路線

中，並無法很輕易的分辨高低分組的差異。 
另外，因為GSP演算法所探勘出的瀏覽路線是

不注重連續性的，因此以所有學生高分組為例，其

產生<000a,00a1,000a,0a13>的路徑，但其實 000a與
0a13這兩個結點間是沒有超連結關係的，表示雖此
路線是頻繁瀏覽路線，但大多數學習者在 000a 與
0a13之間是如何瀏覽的我們不得而知。另一個更顯
著的例子是 GSP演算法與 GSP-Like、NSTP演算法
都 探 勘 出 某 些 班 別 的 低 分 組 有 一

<000d,00d1,000d,00d1>路線，因為 GSP演算法不重
視瀏覽的連續性，故此一頻繁瀏覽路線無法向

GSP-Like 演算確切表示其連續完成兩個線上測
驗，因為在 000d1與 000d之間學習者是否還有瀏覽
其他網頁我們無法由 GSP探勘的結果來確定。 

 
表 3.GSP演算法進行頻繁瀏覽路線探勘成果 

 高分組的頻繁瀏

覽路線集合 
低分組的頻繁瀏

覽路線集合 
所有實

驗者 
<000a,00a1,000a,00a1, 
000a,00a1> 
<000a,00a1,000a,00a1, 
0a11,000a> 
<000a,00a1,000a,00a1, 
0a11,0a13> 
<000a,00a1,000a,00a1, 
0a13,000a> 
<000a,00a1,0a11,000a, 
00a1,0a11> 
<000a,00a1,0a11,000a, 
00a1,0a13> 
<000a,00a1,0a11,00a1, 
000a,00a1> 
<000a,00a1,0a11,00a2, 
0a21,0a22> 
<000a,00a1,0a11,0a13, 
000a,00a1> 
<000a,00a1,0a11,0a13, 
00a2,0a21> 
<000a,00a1,0a11,a111, 
a112,a113> 
<000a,00a1,0a13,000a, 
00a1,0a13> 

<000a,00a1,0a11,00a2, 
0a21,0a22> 
<000a,00a1,0a11,00a2, 
0a22,00a3> 
<000a,00a1,0a11,0a12, 
00a2,0a21> 
<000a,000b,00b1,00b2,
00b3,00b4> 

五年級

資優班 
<000a,00a1,000a,00a1, 
0a11,0a12,0a13> 
<000a,00a1,0a11,000a, 
00a1,0a11,0a13> 
<000a,00a1,0a11,0a12, 
0a13,00a2,0a21> 
<000a,00a1,0a11,0a13, 
000a,00a1,0a13> 

<000c,00c1,00c2,00c3, 
00c4,00c5> 
 

六年級

資優班 
<000a,00a1,000a,00a1, 
0a11,000a,00a1,000a, 
00a1,000a> 

<000c,000a,00a1,0a11, 
000a,00a1,0a11,00a2, 
00a1,0a11,0a12> 
<000c,000a,00a1,0a11, 
000a,00a1,0a11,00a3, 
00a1,0a11,0a12> 

六年級

普通班 
<000a,00a1,00a2,0a22, 
00a3,0a32,0a33> 
<000a,00a1,0a11,000a, 
00a2,00a3,000a> 
<000a,00a1,0a11,00a2, 
0a22,00a3,0a32> 
<000a,00a1,0a11,00a2, 
0a22,00a3,0a33> 
<000a,00a1,0a11,a111, 
a112,a113,a114> 
<000a,00a1,0a11,a114, 
a116,a117,a118> 
<000a,00a1,0a11,a115, 
a116,a117,a118> 
<000a,00a2,0a21,0a22, 
00a3,0a32,0a33> 

<000a,000d,00d1,000d,
00d1,000d,00d1,000d,  
00d1> 

 
4.2 不同演算法的效能比較 
 

我們利用此次所收集到所有學生四週的有效

非簡單瀏覽序列共 886個，平均每筆瀏覽序列有 18
個可重複瀏覽的瀏覽點，來對 GSP、GSP-Like、及
NSTP 三種不同的演算法進行非簡單瀏覽路線探
勘，純粹比較其探勘的效能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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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三種探勘方法的效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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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兩種探勘方法的效能比較 

 
圖 5是三種方法在不同支持度下探勘頻繁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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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的效能表現，我們可以發現 GSP法的效能明顯
比其他兩種方法差，尤其是支持度越小時，差距越

大，但因為GSP法與其他兩種方法所探勘出的瀏覽
路線是不同的，因此效能上會有所不同。故若僅對

GSP-Like法與 NSTP法比較其效能的話，如圖 6所
示，NSTP法效能明顯比 GSP-Like好。 

而表 4與表 5是以同樣資料探勘，在 Minimum 
Support 為 0.1 時，三種方法產生不同長度候選序
列、頻繁序列的個數差異情形。GSP方法因為不管
瀏覽點的連續性，所以產生的候選序列非常多，而

GSP-Like法與 NSTP法最大差別即在長度 2的候選
序列個數上，因為 NSTP在此步驟上，將沒有連結
關係的候選序列刪除，而大大減少候選序列個數，

也因此提升了探勘的效能。而 GSP所產生頻繁序列
長度與個數都比其他兩種方法來的多，但因為其不

重視瀏覽點的連續性，因此所發掘出的頻繁瀏覽序

列有無法保證是連續性瀏覽行為的缺點。 
 
表 4.三種探勘方法產生候選序列個數的比較 

 長度 2 長度 3 長度 4 長度 5 長度6 
GSP 1722 2201 1155 198 2 
GSP-Like 1722 32 4 0 0 
NSTP 460 32 4 0 0 

 
表 5. 三種探勘方法產生頻繁瀏覽序列個數的比較 
 長度 1 長度 2 長度 3 長度 4 長度 5 長度 6 

GSP 42 229 381 222 40 1 
GSP-Like 42 32 10 0 0 0 
NSTP 42 32 10 0 0 0 

 
5.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5.1 結論 
 

本研究獲致以下幾點結論： 
（1）不同網路學習成效的學習者其非簡單頻繁瀏
覽路線有顯著的差異 
    經由本研究利用三種不同的演算法對實際的
網路學習瀏覽路線資料探勘的結果，發現高分組學

生較頻繁的瀏覽路線大多出現在網路學習的課程

區，顯示其較注重網路學習基本教材的瀏覽，而低

分組學生的頻繁瀏覽路線則大都出現在注重操作

性、趣味性的模擬區或問題區中，其結果顯示兩者

有明顯的差異。 
（2）頻繁瀏覽路線的探勘對於評估學習者的學習
成效及診斷或輔導學習困難應有所幫助 

經由本研究此次實際探勘的結果發現，若我

們能了解個別學習者的頻繁瀏覽路線，便能大致了

解其學習過程的表現，甚至能預測其學習成效，如

此對於輔助教師評估學習者的學習成就及診斷學

習困難應會有很大的幫助。 
（3）NSTP方法比 GSP方法適合運用在網路學習
環境中探勘非簡單瀏覽路線 

本研究所提出 NSTP與修正 GSP 的 GSP-Like
方法都注重探勘過程瀏覽點間的連續性，其與 GSP

方法的明顯差異如上節對<000d, 00d1,000d,00d1>
探勘結果的討論，GSP方法無法確定此一頻繁路線
是否為一連續性的行為，如此在判斷學習者網路的

行為上將有所限制。而因NSTP與 GSP-Like方法所
探勘的是連續性的瀏覽行為，故所探勘出的瀏覽路

線在網路上都是有超連結關係的，若進一步應用，

則可將學習成效佳的頻繁瀏覽路線，用來指引學習

成效差的瀏覽路線上。再者，GSP方法在探勘非簡
單頻繁瀏覽路線時，因為非簡單瀏覽序列的長度都

很長，故其產生的候選序列及頻繁序列的數目非常

龐大，於是在效能上明顯比其他兩種方法差很多。

而若進一步比較，NSTP 法在效能上明顯優於
GSP-Like法，故 NSTP法最適合應用在探勘頻繁的
網路學習路線上。 
 
5.2 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僅對探勘的成果作初步的比較，未來應

可對不同的瀏覽路線探勘結果作各進一步的分

類。而本研究亦僅選擇最傳統的 sequential pattern
探勘方法來對網路學習的瀏覽行為進行實驗，未來

可對目前已提出可增快探勘效能的方法，如利用

tree 的方法而不再多次掃瞄資料庫等技術，作進一
步的實驗與研究，以了解其他方法運用在探勘網路

學習瀏覽路線的成果與效能，進而提出更適合應用

在網路學習瀏覽路線的探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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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系統係以學習歷程檔案及合作學習作為系

統設計的概念，預期將這些在教育理論上的學習策

略實際應用在目前的教育上。期待能應用網路的特

性，突破地域與時間的障礙，讓課堂外的互動更為

豐富精彩外，對學生在學習上有更深刻的幫助。因

為使用本系統的教師並非人人都具有資訊能力的

背景，所以系統設計考量到將來推廣的容易性，在

設計上，多以教師能夠獨立管理整個課程進行為原

則。盡可能將可能發生的狀況或教師需要的功能，

用簡單的圖形介面將會面複雜的運作機制包起

來，使教師在進行系統管理上容易操作。 
關鍵字：學習歷程檔案、合作學習、網路教學系統 

 
1. 簡介 

 
教師如果想要打破傳統「量化」或紙筆測驗的

評量方式，可以採行學習歷程檔案。學習歷程檔案

是真實性評量的一種，早先廣泛應用於藝術與寫作

等方面，用於存放作品與創作歷程記錄的地方。應

用在教育則是近年來的事，學習歷程檔案的目的是

有目標性地將學生的學習歷程、心得、摘要、表演、

作品以及個人自我反省等證據收集記錄，所以也可

稱其為作品選集或歷程檔案。同時學習歷程檔案可

以用於形成評量也可以是總結評量甚至是診斷評

量或安置評量。 
 

本系統除了記錄學生個人的學習歷程檔案

外，還加入了合作學習的概念，將把學生分成小

組，而且各小組的成員必須共同努力完成小組的目

標，並要求小組成員必須在系統的小組討論區中，

針對目標進行討論，以達成共識，完成團體作業的

目標；而這些討論過程和各小組的團體作業，都將

當作學生團體的學習歷程檔案的內容之一。而加入

團體學習歷程檔案，將可補充個人學習歷程檔案資

料不足的部分，對於真實性評量可以提供更完善的

資料來源。 
 

2. 文獻探討 
 
2.1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相關文獻 

 
定義 
 

所謂的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意指有目的性地去

收集學生的作業，藉由這些點點滴滴的紀錄來呈現

學生努力的過程和學生自我的成長(劉旨峰、林珊

如、袁賢銘，民 91)。學習歷程所收集的項目包含

每個學生在這段學習過程中的成長與發展上來自

不同觀點上的評價和回饋，還有學生本身的自我反

省和修正。學習歷程是用有系統性的方法去收集和

評論學生作業的樣本，而這些被收集的作業樣本能

夠呈現或說明學生個人的學習過程和方式(卓宜青

等人，民 89)。 
 

目的 
 

學習歷程檔案的眾多目的為了產生個人對自

己成績的自主權，因為對個人成績的自主權會激勵

一個人的榮譽感、責任感和奉獻的精神。學習歷程

檔案所呈現的作品可以包含幼稚園到大學，涵蓋各

個不同的主題。學習歷程檔案在多方面可以培養自

我調整性的學習，包含有自我的學習策略是什麼和

當我遇到學習瓶頸時我該如何解決等等，而這些是

考試所做不到的。當教師們注意和嘗試到學習歷程

的作用後，他們會改變他們對互評與以學習者為中

心的教學方式，因為學習歷程比一般傳統以為是以

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式更以學生中心。 
 

評量的時機 
 

從評量的時機來分，教學評量可分為教學前的

『安置評量』、教學中的『形成評量』與『診斷評

量』、及教學後的『總結評量』。教師評量、同儕評

量、自我評量、以及合作評量的使用時機為教學中

的形成性評量及教學後的總結性評量(劉旨峰、林珊

如、袁賢銘，民 91)。而目前的網路同儕評量和網

路自我評量，以作者本身的經驗 (劉旨峰、林珊如、

袁賢銘，民 90) 大多使用在教學中的形成性評量，

以幫助學生學習學科知識與發展後設認知技巧 (劉
旨峰，民 88；江蕙如、劉旨峰、林珊如，民 91)。
目前作者們正嘗試在網路上實施網路合作評量，未

來將報告其成果與讀者們共享。另外亦可應用這些

變通評量在安置性評量與診斷性評量之中，例如可

以從學生們的前行學習歷程檔案來判斷學生的能

力，並以之為課程規劃的參考。但古典測驗、雙層

次測驗、部份給分測驗及 IRT 仍有其重要性，無法

被完全取代，若能適當地融合這些評量 (或測驗) 
方式將可使得教室評量更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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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組合作學習相關文獻 

 
社會學習理論 
 

Bandura (1977) 所提倡的社會學習論中亦強

調許多學習行為的發生，都是自身注意到他人的行

為(模範)後，將行為的訊息儲存於記憶中，並逐漸

地修正自身的行為仿同記憶中的模範，爾後再次觀

察到模範行為後得到動機增強，經歷如此的過程中

學習者發生了所謂的替代學習。進行網路化個人及

團體學習歷程檔案中，學生觀摩他人作品與接受他

人建議後，可以歸結出作業標準，如此不但可達到

直接增強的效果，學習者亦能有意識地根據自我設

定 的 行 為 標 準 作 自 我 評 價 ， 此 點 亦 符 合

Bandura(1986)社會學習論中的自我信念的增強，如

此 有 助 於 學 生 克 服 類 似 的 社 會 情 境 。

Zimmerman(1990)進一步指出能依自己設定目標前

進的優秀自我規律者確實在學業的表現上優於自

我規律能力較低者。而我們認為網路化個人及團體

學習歷程活動為促進學生發展自我規律的另一管

道，相信長期而言對學生是有益的。 
 

分散式建構主義 
 

Resnick(1997)提出分散式建構主義，認為學習

者經由經驗主動建構知識，知識是『做出來的』，

非「獲得的」。除此之外，分散式建構主義主張知

識的獲得是個體與環境互動的產物，強調建構歷程

中的多人共同參與合作建構環境，透過知識建構學

習社群的合作，非僅限於資訊的交換，更重於彼此

間共同設計或建構的有意義成品。分散式建構的實

踐層次可分為三個：討論建構、分享建構、和合作

建構，本系統將設計合適的功能，使得這三種建構

層次獲得實現。 
 

合作學習 
 

任萬萍(民 89)歸納合作學習的優點有，1)合作

式學習鼓勵並支持個人知識及經驗的分享、2)合作

式學習視學習者為主動的參與者、3)合作學習的活

動會產生參與感、認同感與歸屬感、和 4)學習者借

由合作學習過程中的展式、表達及修正，達到新舊

知識的整合。作者並建議，進行合作學習活動時，

須促成 1)合作團體成員間要形成正面的依賴、2)合
作團體成員皆要負起個人的績效責任、和 3)合作團

體成員應受先期合作技能訓練。否則將如鄭夙珍(民
91)所言，將學生分組學習不見得就有合作學習的效

果，這觀點提醒未來進行團體作業學習及系統設計

時，應注意並達到這些要求。但是就作者們近年來

的觀察，部分在網路上進行合作學習的研究，都只

有網路學習加上合作學習，並不見得真正能達成網

路合作學習的理想。主要的原因是在於合作學習活

動之設計是否能真正利用網路的特性，並使得該合

作學習活動在缺乏網路時無法有效地達成，如此網

路與合作學習才能真正密不可分。這也是未來應用

本系統進行教學實驗的教育研究者應注意之處。 

 
3. 系統設計 

 
3.1 系統介紹 

 
本系統包含兩方面的功能，一部份是個人學習

歷程檔案方面，另一部份是團體學習歷程檔案方面

的設計。在個人學習歷程檔案的實現，設計了個人

線上繳交作業、線上同儕評量及自我評量、還有觀

看所得獲得回饋等等功能。在團體的學習歷程的設

計，提供學生小組的團體討論區，團體線上繳交作

業，而期末團體作業依小組成員的共識和判斷來進

行修改。 
 

3.2 個人學習歷程檔案執行的步驟 

 
從傳統的作業評分方法來看，老師指定一份作

業，學生在繳交期限內繳交作業，再由老師或助教

評分後交還給學生，在這整個過程中，整個學習的

效果為學生完成作業的歷程。但完成作業的過程是

很難被控制與評量的，最多只能靠設定作業的難度

來確保學生的學習。 
 
在本研究所提出的同儕互評的方式是將傳統

做作業流程加以細分，並運用一些安排來加強學習

的效果。以下為執行的步驟與流程(Liu et al.,1999；
劉旨峰，民 88)： 

 
1.教師與學生共同研討出作業內容後，學生開始撰

寫作業。 
2.學生將所設計的個人作業上載至系統。 
3.分發評量者。 
4.每個學生替其他人及自己的作業做評分，並給與

建議；老師替學生作業打分數與觀察互評狀況，但

不公佈。 
5.學生接受回饋。 
6.學生依據回饋來修改作業。(再重覆上面 2 到 5 步

驟數次) 
7.老師做一整體的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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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個人學習歷程檔案的執行步驟 

 

當學生作業繳交後，將其作業分配給部份學生

來評分，當然他也負責替部份作業評分，評分過後

系統通知作者評分結果、及評分者對這份作業的建

議，作者會依據評分者的建議來修改作業，之後再

重覆這個流程數次，完成個人學習歷程檔案。 
 

這樣子做有什麼好處？我們可以從評分者與被

評者兩方面來看：當一學生身為評分者時，他必需

要詳細閱讀別人的作業，給別人作業分數與建議，

經過這樣的步驟，他可以瞭解別人的作業內容，並

可以藉由比較發現自己作業的缺失；而當他為被評

者的身份時，他可以得到來自學生的批評與建議，

作為修改作業的參考，也由於一份作業須要進行數

次的評分，所以學生必須對他們的作業一次又一次

的修改，以累積學習成果，而這些學習成果都是個

人學習歷程檔案的一部份。 
 

3.3 團體學習歷程檔案執行的步驟 

 
團體學習歷程檔案執行過程中，將把學生分成

各小組，小組成員需共同完成小組的目標，老師會

要求小組成員於系統小組討論區中，對目標進行討

論達成共識，完成團體作業；這些討論過程和團體

作業，將當作團體學習歷程檔案的內容之一。 
 
團體學習歷程檔案執行的步驟： 
1.小組成員於小組討論區討論；同時老師對討論內

容進行引導。 (進行 2~3 週) 
2.小組上傳團體作業 
3.小組上傳團體互評與自我評量 
4.將小組互評結果排名選出最好的作品，並給予適

當的獎勵以激發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 

 
圖 2. 團體學習歷程檔案的執行步驟 

 

3.4 作品集的設計 

 
對於個人作品集，我們是使用在課程快結束

時，給學生自己的反思，並對自己的在過去一學期

的作品作一番整理和註解。我們設計一套簡易介面

讓學生能輕易新增、刪除、上傳和整理個人的作

品，而教師可設定幾個整理的條件，例如，請學生

審查自己的作品，哪一件作品是他最滿意的等等此

類的問題。學生能保存一份詳細的作品集，可以作

為其他用途使用，例如，成為下一學習階段的前行

學習歷程。 
 

3.5 系統管理設計的理念 

 
構想本系統時，與實際執行本系統的教師做溝

通與傾聽，來瞭解真正需要的功能有哪些。教師們

的要求有：(1)老師希望系統管理在使用上能容易使

用，並且在學習管理系統時，能容易上手(2)能很彈

性的開啟和關閉繳交作業的時間，因為在現實情

況，讓學生補交作業或是更改一點小地方是很稀疏

平常的。如果只能設定作業截止繳交的時間，對這

些正常的意外將不勝其擾。(3)在審查學生的作品和

學生給別人、別人給學生的評語與評分時，能很容

易的並列顯示，或一目了然越好。 
 

3.6 教師管理功能 

 
本系統所提供的教師管理功能有： 
1.新增與刪除公告：新增與刪除一些上課的資訊，

和繳交作業的注意事項。這部分很有彈性，讓教師

有機會能宣布一些想讓學生們知道的訊息。安排放

在登入後的首頁，讓學生登入系統後，可以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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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2.小組討論區：能進入各小組的討論區之中，觀看

小組討論情形，並進行引導或幫助小組議題做成結

論。 
3.修改作業設定：對於每份個人作業或團體作業的

開始繳交時間，結束繳交時間，繳交開關進行設定。 
4.觀看個人作業：可觀看每人的個人作業繳交情

形，作業內容與給予和接受的回饋內容。 
5.觀看團體作業：可觀看每組的團體作業繳交情

形，作業內容，互評與互選結果。 
6.註冊資料：觀看註冊學生的基本資料。 
7.說明：給予系統使用說明，以輔助老師使用本系

統。 
 
3.7 學生功能 

 
1.註冊帳號：在課程開始的時候，讓學生線上註冊

自己的學號和密碼。作為一個課程開始的先前準

備，讓學生登入系統註冊，可以省去教師要為學生

資料輸入資料庫系統的負擔，但也易造成學生註冊

多個帳號的困擾，老師可派助教核對名單將多餘的

帳號刪除。 
2.繳交作業：讓學生在線上繳交作業的功能，會顯

示目前尚可繳交的作業項目。學生繳交作業的格式

以 HTML 的檔案格式為主，同時也可以上載所需要

的圖檔，另外我們採用友善的上載介面，創造一個

虛擬的遠端磁碟空間，讓學生管理遠端的文件就像

管理自己的電腦檔案一樣方便。 
3.同儕互評：當繳交作業截止後，由教師指定每位

同學評量幾份作品，由系統來指定評量誰的作品。

而評量的標準和一位學生評量的作品數皆由教師

在產生新的作業時會予以指定。 
4.團體互評：當繳交團體作業截止後，由教師指定

每小組評量幾份作品，由系統來指定小組評量哪些

小組的作品。而評量的標準由教師在產生新的作業

時會予以指定。 
5.小組討論區：學生只能進入自己小組的討論區，

進行討論情形。 
6.個人作品集：這部分的功能使用在這課程結束

後，學生對自己過去一學期的作品作回顧與整理，

並作下心得註解，幫助學生作反省和思考。在學習

歷程檔案裡包含每個個人作業及團體作業的內

容、時間、同儕的評分與評語、專家的評分與評語

和自我的評量，並要求學生對自己的作品進行反

思，由他們自己決定自己對自己作品的排選方式，

除此之外還提供課程日記讓學生可記錄課程學習

之間認為值得代表自己學習的行為。 
 
4. 結論 

本系統為一套網路教學系統，輔助教師使用全

新的教學環境與方式，並提供學生一個新的學習方

式。學習歷程檔案的學習方式已經獲得教育專家們

的肯定(Shores & Grace,1998；Scott & Linda,1994)。

本系統嘗試將學習歷程檔案的學習方式結合合作

學習，在學習歷程檔案所收集的資料中，除了個人

學習歷程檔案外，還收集團體的學習歷程檔案。應

用了網際網路的便利與電腦容易儲存和整理的特

性來設計。除此之外，我們注意到教師對系統使用

上最實際的需要，並將此得到的資訊為設計系統的

考量。例如教師在資訊技術上的不熟練，在使用系

統時期待能盡量將操作方式單純化或是在觀察評

量情況時能有更容易檢閱的方式等等。 
 

5. 未來發展 
我們將把本系統應用實際課程上。透過網路讓

在不同地區的學生可以實際透過到網路的便利，對

課程能有所交流討論。長期上，我們期待本系統對

學習歷程應用在實際課程對學生在學習能有所幫

助得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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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針對國民中學數學科課程進行

網路輔助教學模式試驗，以期能了解運用網路融入

數學科教學的效益情形。研究過程以數學科教師課

堂授課為主，網路教學為輔，採用行動研究法，配

合課程內容，進行「教學反省、擬訂計畫、執行計

畫、蒐集資料、分析資料、評鑑資料」等教學策略

模式應用，並經過四階段共半年的課程教學實驗，

以分析了解網路輔助教學的應用效益。本研究發現

學生經由教師課堂授課，較能獲得課程統整學習，

及引起繼續探究與網路應用的動機，而經由網路輔

助學習中的討論與互動，則可補正常課程時間之不

足，較能讓學生暢所欲言進行數學概念陳述與建

構，教師同時亦能藉由網路討論，發現學生數學學

習上的迷思概念，再於課堂上進行補救教學，協助

學生建立正確數學概念，因此建議可將網路討論融

入數學科教學，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增加學習效

益。 

 

1. 前言 
 
數學基礎概念的建立和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是數

學課程學習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內涵。而數學概念的

學習又是問題解決能力的基礎，因此如何經由個人

「認知衝突」，「認知調適」，「認知同化」進而讓學

生獲得與建立數學基礎概念，一直是數學老師思考

與努力的方向之一。而運用「學習者自我思考的反

思」，與「網路群組分享知識的共構」似乎提供教

師進行學生數學概念學習與改變時可參考的教學

策略，因此本研究主要希望在一般的數學課堂教學

上，加入課後網路留言版、討論區、聊天室等互動

功能，讓學生彼此分享想法，進行溝通，相互觀摩，

共同討論與互評想法的，以達到個人與群體思維透

明化(making thinking visible, MTV)的概念改變並

促進課程內容的學習〈陳明溥、顏榮泉，民 90 〉。 

 

2. 研究過程與方法 
 

本研究主要希望探討透過網路學習輔助媒介，以了

解學生學習數學的效益情形。研究過程主要是以教

師課堂教學為主，課後再以教學網站內的「課程討

論」來進行學生輔助學習，希望能藉此彌補課堂授

課時間的不足，同時也藉此了解學生建構數學概念

的實況。採行動研究法中的螺旋式進程方式：計

畫、行動、觀察、反思後，修改再進行第二階段計

畫、行動、觀察、反思後修改…循環進行，以進行

相關教學策略與課程設計。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為一所台北市立國中的二

年級學生，由於該國中的數學科採分組教學，學校

依學生能力分 A、B、C三組進行教學，本研究對

象主要以二年級 A組 26位學生為研究樣本。這 26

位學生分別來自 3個班級，2年 1班 7人、2年 2

班 11人、2年 3班 8人。主要教學實驗課程內容分

為四個階段，分別是第一階段：國中數學第四冊第

一章二次函數，12節課。第二階段：國中數學第

四冊第二章簡單的幾何圖形，16節課。第三階段：

國中數學第四冊第三章三角形的基本性質，18節

課。以及第四階段：國中數學第四冊第四章平行與

平行四邊形，10節課。 

 

行動研究過程主要是蒐集學生上網討論所留下來



的資料進行歸納分析，修訂下一階段的教學計劃，

再執行課堂教學和網路學習，進一步蒐集資料，研

擬進一步教學計劃，反覆進行，最後再輔以學習問

卷以了解學生學習效益，然後將四階段所蒐集來的

資料進行分析歸納，以提出對未來網路輔助學習的

參考建議。 

 

3. 研究結果 
 

3.1第一階段研究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階段由於採用學生們沒有嘗試過的網路輔助學

習方式進行教學，學生們普遍覺得很新鮮，所以在

網站中的「課程討論」中，總共留了 20個主題，
回應次數共 55次。各類問題分類歸納題數如下表 
 

表 1.第一階段課程討論回應 
問題性質 題數 回應次數 
具有概念引導的問題 6題 8次 
考題 8題 35次 
其他 6題 12次 

     
由上表問問題次數和問題內容可看出：學生在並不
明白教師希望學生上網問課堂中有待澄清的概念

或有待解決的問題，反而問了一堆考題。而從回應

的次數和回應的內容顯示：學生對考題的回應方式
共 8次，這 8次幾乎是以一個答案做終結，看不見
有任何方法步驟過程回應出來。 
 
3.2第二階段研究資料分析與討論 
 
經過上個階段的實施研究之後，教師呼籲學生要多

多問問題而非問考題，並且希望學生們能討論解題
的策略或解題步驟和題目之間的關聯。結果學生們

還是很努力地在網站中留下他們的討論實況。總計

這個階段學生們共在網路上留了 21個討論主題，
但卻轉往益智問題或趣味問題發展。 
 

表 2.第二階段課程討論回應 

問題性質 題數 回應次數 
益智問題 10題 45次 
具概念引導的問題 5題 5次 
考題 2題 8次 
其他 4題 17次 

 
由上表的題目性質和回應次數統計，學生顯然喜歡

回應益智問題或趣味問題，所以更加鼓舞了益智問

題的出現量。而對於具有討論數學概念的問題，以

全部的回應次數比較，則比率甚低。 

 

3.3第三階段研究資料分析與討論 
 
這個階段的教學進度主要是尺規作圖。因受限於所

使用的輔助網站的無法上傳 GSP圖檔，所以這一

階段主要是把一些作圖題放在網站上，請學生下載

後，自己畫在作業紙上拿到課堂上繳交。結果學生

留在網站中的主題立刻變少只有 4題回應次數，也

只有 16次。只有 2題是針對教師所放的作圖題，

而且回應的過程中已見到討論到「中垂線」和「角

平分線」的差異，以及部分概念性的討論。另一題

是有關於下載方法的求救問題，和 2題趣味益智問

題，也許因為是在課堂中繳交作業，有任何問題都

在課堂中討論了，所以回應的次數明顯的減少。 

 

3.4第四階段研究資料分析與討論 
 
這個階段已近學期尾聲，所以教師將一些能做為教

學回饋的問題放置網站，總共放置 6個提供教師個

人反省回饋的問題，卻引發了學生問了一些數學概

念的問題，連同教師的部分，6月份大約只有半個

月卻總共有 20個問題在網站上。而且為了讓大家

都有機會回應這 6個問題，特別挪出一節數學課來

讓他們上網發表，在那節課裡，大部分的同學表示

他們覺得讓他們使用電腦教室來討論問題的時間

太短了，教師也發現，如果能把小組討論的方式改

在電腦教室來進行，將可完全呈現小組討論實況。 

 

由這一階段的問題性質題數統計和回應次數統計

(表 3)可看出：學生已漸漸能導向回應要討論概念

性質的問題，而對所謂的考題顯現疲憊回應的狀

況。在回饋教師的問題部分，也許因為有加分效

應，所以學生們回答的相當踴躍。特別值得注意的

是在學生回答有概念引導的題目時，於討論的過程

中已有認知衝突出現，這種結果是在一般課堂有限

的時間教學中很難去發現的。 

 



表 3.第四階段課程討論回應 

題目性質 題數 回應次數 
益智問題 3題 9次 
概念引導問題 5題 27次 
考題 3題 1次 
回饋教師的問題 6題 66次 
其他 3題 11 

 

4. 討論 
 

4.1教師教學策略轉變點討論 

 

在第一階段前期，實驗教師針對第一階段實施的單

元，事先編製文字檔及投影片檔提供學生自行下

載，主要是讓學生能事先預習或事後複習之用。平

常在教室中，因為投影機拆裝費時，反而是不用編

輯文字檔和投影片檔。但經過不到 2週的時間，實

驗教師就發現這樣做下去，工作量變的非常大，尤

其是投影片檔的製作更是耗時費力，所以改以文字

檔的學習單放在網路上，而平時在課堂上課也採用

這種學習單。能做這樣的改變，也是因為這個數學

學習單元的課程是二次函數的圖形介紹，實驗教師

本來就希望學生能自己親自操作幾次，抓出二次函

數圖形的長相，並且希望學生能自己發現函數圖形

的頂點、開口方向和係數之間的簡單關係，這種學

習單剛好能放在網路上，提綱挈領輔助學生學習。 

 

第二階段有著第一階段的經驗，教學單元主要是簡

單幾何圖形的介紹，學習單很難製作，所以主要是

在課堂中使用教具來讓學生操作一些立體圖形，像

是正立方體、正多面體、巴克球(就是足球或者碳

60的分子結構是由正午邊形和正六邊形所構成的

多面體) 、柏拉圖多面體等，研究教師使用可以拆

裝的教具，讓學生用分組跑站的方式以2節課的時

間讓學生把這些他們有興趣的立體圖形親自組裝

一次。讓學生發表他們所發現的這些立體圖形構造

上有些什麼規則。所以在網路輔助學習的部分，主

要是提供學生在課堂學習後，發表心得的機會。在

這一階段學生張貼了許多趣味益智問題，也引發同

學們熱烈討論的興趣。 

 

第三階段主要課程學習單元是「尺規做圖」，因受

限於教學輔助網站，無法在「課程討論」上傳圖檔，

所以改採將課堂中想補充的作圖題，事先把它放在

網頁上，請學生在下課後自行下載，完成在作業紙

上，於課堂中交來。這個過程中省去了研究教師在

上課中發作業的時間，而且將批改後的作業放在

「作業觀摩」中讓同學們去觀摩同學的作業。這使

得繳交作業的時間延長了，針對同一題，學生發展

了不同的作圖方法和不同的證明。 

 

第四階段延續第三階段將題目放在網頁中，請學生

在下課後自行下載，然後完成問題，於課堂中繳

交。另外，公告學生們丟回饋性問題在課程討論

中，認真回答者有加分的鼓勵。部分同學為了加分

表示家中電腦沒有連網，希望能用電腦教室上網完

成這項討論。於是，實驗教師選擇 6月 18日利用

一節數學課，來讓學生們到電腦教室回應問題。 

結果短短的 45分鐘，超乎平常的熱絡，不但佔用

了下課 10分鐘的時間，部分同學還延用下一節 5

分鐘的時間，影響到下一節老師的上課。短短的一

節課蒐集了十多個討論主題，90多個回應。表示

學生們真的是認真進行討論，發揮網站互動的攻

能。 

 

4.2學生參與分析討論 
 

4.2.1學生討論概念能力是可以訓練出來的 

 

第一階段實驗教師呼籲學生多上網丟問題和同學

討論，結果這一階段所蒐集到的資料顯示：學生多

是在問「考題」，而非「問題」。顯然學生對於可討

論的問題在某個層面上，他們是僅把問題定位成會

有一個標準答案，有著一定的解法程序。他們並沒

有意識到牽涉到內在認知的概念是否是很清晰明

確，這更值得放到網路上去討論。而這些討論概念

的過程，其價值是大大超越討論考題答案。另一方



面，也有可能學生習慣於寫考題，比較不習慣和人

討論考題背後的觀念或解題策略。  

 

隨著第二階段的實施，學生們開始傾向論趣味益智

問題，而且，由於問問題和回應的過程是很輕鬆

的，所以對於這樣問題的思考方式就很容易把他寫

下來。這中間學生是認真進行思考問題，並且思考

這種趣味益智問題也能訓練學生邏輯思考能力。 

不過，學生們在課堂中討論的能力似乎是比學生在

網路上進行討論的能力好許多。在課堂上只要直接

去說服別人或陳述自己的看法，快速又有效。而當

這種活動帶到網路上時，就必須用文字表達出來，

結果講不清楚的地方被看的恨清楚，那個「不清楚」

的部分自己也發現是個問題，於是，到底要如何把

自己的意思講清楚，變成是用文字討論必須要去注

意的地方。這時，如果能使用定義很清楚的數學用

語去和大家溝通，或如果能用條理很清楚明白的方

式去陳述自己的想法，就會改善那些語意不清的情

況。要求學生上網討論正好可以訓練他們這種能

力，所以，有些人有明顯的進步，他們的問題會問

清楚一點，想要釐清的部分也會試著說清楚意點。 

 

4.2.2 網路輔助學習可以很真實地呈現學生的迷思

概念 

 

在第四階段的討論資料中，開始有一些學生帶著他

自己原來的認知概念進來和同學討論，所以討論區

裡處處都有迷思概念，在這裡實驗教師掌握住學生

呈現的迷思概念，在課堂中努力製造認知衝突讓學

生們針對這些概念進行調整，找出正確的概念。 

 

如<<點和線的距離問題>> 

請作一條線 L使 A、B、C三點到直線 L的距離相

等。 

A

B
C  

經由網路的集體討論，針對這個問題，學生

們提出了中線、中垂線、高、平行線等四種不同的

線，實驗教師把這四題線放到課堂中來，分別找了

5位同學完成這四條線，果然成功地營造很好的討

論效益，讓學生們在課堂中針對這四條線的定義和

做出來的效果進行一番討論調整，最後找出適合的

正確方法。這是由學生自己在課堂中的討論自己發

現錯誤的地方，然後自發性地去判斷選擇出正確的

方式。 

 

5. 建議 
 

經由一學期的行動研究發現，使用網路作為教師正

常課堂教學後的輔助學習工具，對學生的數學科課

程有相當大的助益，因此對於未來擬有意採行網路

輔助學習的教師和學校，提出以下建議： 

 

(1) 教師在進行網路輔助教學時，可多利用「討論

區」，來了解學生的迷思概念。在課堂中即使

教師採用小組討論方式進行教學活動，很難會

真正發現學生的迷思概念。網路上的討論，就

會很真實地呈現出學生們看待問題、概念的最

原始的想法，這正好可以幫助教師去調整教學

策略。 

(2) 學生經由教師課堂授課，較能獲得課程統整學

習，及引起繼續探究與網路應用的動機，而經

由網路輔助學習中的討論與互動，則可補正常

課程時間之不足，較能讓學生暢所欲言進行數

學概念陳述與建構，教師同時亦能藉由網路討

論，發現學生數學學習上的迷思概念，再於課

堂上進行補救教學，協助學生建立正確數學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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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和迅速普及，對

於教育也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利用電腦來輔

助學習，儼然已成為大部分學生平日生活學習

中的一部份，但對於一些學習低成就甚或一些

學習方面有障礙的學生而言，他們就無法像一

般學生一樣「自然而然」的使用電腦來學習。

在至聖先師孔子二千多年前所提出的「有教無

類、因材施教」之教育精神引領下，我們應當

避免這類型的學生成為教育體制下的犧牲

品。本研究依據圖形與空間各階段的課程能力

指標，發展適合數學學習障礙個案學習的網頁

課程，希望可以藉此課程設計，對個案小梁進

行補救教學，同時了解小梁利用電腦學習數學

時的態度和歷程。同時本研究也在嘗試利用網

頁教學方式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降低學生

的數學焦慮，提高低成就學生在數學領域上的

成就。 

關鍵詞：學習障礙，e-learning，個案研究，補救教

學，網頁化（web-based）課程設計 

 

1. 緒論 

「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是兩千多年前至聖先

師孔子提出的觀念。美國全國數學教師聯合會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簡稱NCTM）2000年出版的數學課程標準，其中的公

平原則提到，所有的學生，不管他們個人的特質、

背景如何，都應有學習的機會；而所謂的學習並非

讓所有人都接受相同的教法，老師要調節差異性來幫

助每位學生學習數學（NCTM，2000）。這樣的理想一直

是教育界努力的目標，中外皆然。 

數學是眾多科學、技術與職業領域上的基礎科

目。而且數學是一種高度複雜的符號語言，其功能在

表達數量、空間、形狀、距離、和次序的關係（郭靜

姿、許慧如、劉貞宜、張馨仁、范成芳，民90）。也

就是因為這樣，對於有語文上障礙的個案－小梁來

說，學好數學根本就是一項遙不可及的夢想。但是數

學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它是一門非常有系統的學

科，教材的內容有一定的順序和結構性，先備知識的

不足會影響往後的學習過程，所以當學生應該要達到

某一個學習目標卻未達到時，補救教學的實施就有其

必要性。 

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和迅速普及，對於教育

也一定會產生相當大的衝擊。美國國家科學教師協會

（National Science Teacher Assciation，簡稱NSTA）

於1987年調查有關現行電腦和軟體在科學教育的使

用情形，所得結果顯示：使用電腦教學，不僅可提升

學生學習動機、學生間的合作與獨立性，更可提高學

生能力的機會。而許多教師與專家學者也相信，資訊

科技可以促進教育改革，對傳統教學帶來革新（Dexter, 

Anderson, & Becker, 1999; Dias, 1999; Mehlinger, 

1996）。 

本研究依據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中的圖形與空

間各階段課程能力指標，嘗試設計適合數學學習障礙

個案學習的網頁課程，希望可以藉此教學設計對個案

小梁進行補救教學，同時了解小梁利用電腦學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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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態度和歷程。本研究之目的如下所列︰ 

(1).探討教師利用網頁化課程進行數學科補救教學 

時，學生之學習歷程。 

(2).瞭解學生對不同補救教學方式之學習感受。 

2.研究方法與實施過程 

2.1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係透過觀察與晤談的方式，針對國小圖

形與空間的範圍內之部份概念，藉由資訊融入的教

學設計，讓學生表達其想法，並針對學童所回答的

內容，再深究其資訊融入之成效。 

在探討國小低成就學童圖形與空間的概念時，

研究者特別針對其能力表現設計學習網頁，尤其以

互動性較高的網頁為主，一方面希望能深入了解問

題的核心，讓所得之資訊具有指標性意義；另一方

面則是藉由訪問技術的運用，呈現較多元的回答，

讓資料更完整。本研究之步驟如下，架構如圖1所

示︰ 

(1).文獻探討︰研究者在確定方向後，開始搜集

有關時間概念的相關文獻，包括書籍、期刊雜誌、

學報論文及研討會資料，加以閱讀分析，以獲得論

文的理論基礎及研究方向。 

(2).準備研究工作︰確定研究主題，界定初步研

究問題。 

(3).挑選學習軟體與設計訪談大綱︰軟體範圍為

數學領域之圖形與空間相關內容為主，訪談內容以

數學科傳統學習和融入資訊科技兩種學習方式之學

習態度為主。 

(4).選取施策對象並為學生進行預試︰對象為數

學科學習障礙生一名，預視內容為1~5年級 

數學領域中圖形與空間範疇內應具備的基本能力。 

(5).進行施測與訪談︰施策與訪談時間自九十一

年三月起至九十一年五月底。 

(6).資料分析︰研究者透過錄音或錄影與現場筆

記的方式來收集資料。 

(7).撰寫研究報告︰根據質性資料，組織後加以

描述修訂，並撰寫成報告。 

 

 

 

 

 

 

 

 

圖 1. 研究流程圖 

2.2 研究個案背景資料 

本研究所選擇的個案為研究者任教班及中具有學

習障礙的學生，小梁（化名），是一個國小六年級的男

孩，在家中排行老二，尚有一位哥哥。在學校上課時，

小梁總是無法專心於課堂學習，至今仍只認識幾個國

字，語文能力大受影響。 

2.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使用的工具為「圖形與空間」的學習

網頁，此外，由於本研究所得為質性資料，故研究者

本身亦為一重要的研究工具，茲將研究工具分述如

下︰ 

2.3.1 「圖形與空間」的學習網頁︰ 

(1)自製教學網頁︰研究者針對圖形與空間的主

題所設計的模組化課程，利用網頁建置的方式所製成

的教學媒體，本教學內容放置於

http://163.23.97.9/geo/。 

(2)七巧板教學網頁︰主要內容以美國全國數學

教師聯合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簡稱NCTM）所建置之教學資源網站為

主，教學內容放置於http://163.23.97.9/777/。 

(3)「空間探索」、「找找方向」之教學網頁︰為香

港教育署數學組所設計之教學媒體，互動性與趣味性

極高，對於學習方位及空間概念有很好的輔助效果。

教學內容放置於http://163.23.97.9/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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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研究者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就是工具（the 

researcher is the instrument）（吳芝儀、李奉儒

譯，民84；甄曉蘭，民85）。本研究共有三位研究

者，以下簡稱R1、R2及R3。 

R1是現職的國小老師，研究個案即是R1自己班

上的學生，R1的角色屬於參與的觀察者（participant 

as observer），是以一種局內人的角色來觀察個案的

行為，也是本研究中主要的資料收集者。 

R2是碩士班研究生，透過R1所觀察的資料對個

案做瞭解，因為R1是個案的導師，「研究者參與得

愈多，可能觀察得愈少」（黃瑞琴，民90），為避免

這樣的情形發生，討論時R2會將所觀察到的看法、

心得和R1做充分的討論，作為下次觀察、訪談的參

考。 

R3是數學教育工作者，從事數學教育的相關研

究多年，在本研究中，主要扮演討論者與諮詢者的

角色。 

本研究乃透過觀察、晤談及資訊融入課程的方

式來探究低成就學生有關圖形與空間的概念，藉由

錄音、錄影與現場筆記的方式來收集資料，採分析

的歸納（Induction）和恆常比較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來從事資料分析。 

 

3. 研究發現與討論 

經過相關文獻整理後，透過實地觀察與半結構

的訪談方式，將研究發現依研究目的撰寫成系列的

「劇本」，「劇本」的情節包括對數學科學習障礙的

探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進行數學科補救教學之歷

程、學生在進行數學領域補救教學及使用電腦學習

數學知識時的態度，最後再對於資訊科技融入數學

科補救教學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及實施後的困難與問

題撰寫成結論與建議。 

3.1 「快樂學習丸」遭竊 

3.1.1  初次邂垢 

「相逢自是有緣」，常聽人家說機會是自己創造

的，沒錯！我們不能老是等待機會從天上掉下來，「守

株待兔」的故事啟發我們很多，想要創造出更多的學

習機制，還是得靠自己努力。 

老方：你喜歡數學嗎？ 

小梁：不喜歡。 

老方︰為什麼？ 

小梁︰看不懂字、太難了、學不來。 

老方：你覺得數學有用嗎？ 

小梁：沒有用，用計算機算比較快。----（91/4/16） 

小梁不喜歡學科，而對體育或勞作比較有興趣，

推斷原因可能與其語文能力有關，一般而言，學習障

礙的學生大多會因為某一能力的限制而導致其對學習

失去興趣，甚至產生畏懼或厭惡的感覺。小梁對學習

新事物抱持著很高的興趣，但就是無法像體育科目一

樣具有耐心，依照小梁在校之學業成績看來，數學科

是小梁所有科目中學習成就最低的，可能因此對數學

科產生畏懼。 

3.3.2 擦出火花 

放學後大家都帶著一顆快樂的心，上安親班的上

安親班，回家的回家，球場上傳來的是學生們練球的

叫喊聲，教室裡仍有一些學生跑來跑去，白天的學習

雖暫告一段落，但迎接我們的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老方：電腦螢幕中有幾個立體圖形，你可以將他們分類嗎？ 

小梁：它們可以移動嗎？（意指利用滑鼠搬移使之成一堆） 

老方：不可以耶，你可以用手比的跟我講就好了。 

小梁：（用手比） 

一類                   

 

一類 

 

一類                         

 

一類                ------------（91/4/3） 

在此小梁提供了研究者一個很好的想法，日後遇

到類似的題目或電腦輔助教學設計時，可利用

PowerPoint等電腦軟體以解決互動性之問題。小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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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易地將圓柱體、長方體以及三角柱做一分類，但

卻無法將底面為梯形的柱體和一般為長方形為底面

的柱體做一連結，但這或許也是一般學生也會出現

的結果，因為就其外觀而言，確實梯形的柱體很難

讓人與長方體聯想在一起，若不探究其性質，他們

的答案或許也是合理的，不過這也顯示出小梁在圖

形與空間的辨認上，大多仍停留在外觀而對其性質

深究與瞭解仍是缺乏的。 

3.1.3 「快樂學習丸」失竊 

有人說︰「活到老，學到老」，但我卻向學生說︰

「學到老，不會老」；有人說︰「讀書好累、好痛苦」，

這點我們都同意，因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但我

們也真的不能否認「書中自有黃金屋」，但是 … …你

快樂嗎？ 

老方：喜歡用電腦學數學嗎？ 

小梁：很難用。 

老方：為什麼呢？ 

小梁：這用排的比較快。 

老方：那用電腦學數學有沒有困難？ 

小梁：很多，很難用。----------------（91/4/16） 

小梁上述的內容是針對七巧板之學習，缺乏耐

心以及學習動機是大部分學生共同的特徵，對於有

學習障礙方面的學生而言更是如此，雖然上述之教

材的呈現方式為高互動式的，學生可以自由移動、

轉動，甚至排列出自己所想排的圖形，但對學生而

言，越簡單越容易達成目的學習方式或許才是他們

的最愛。 

3.1.4  小梁遇難了 

想想，我們是不是常在逼學生做不願意的事，

是為他好？還是限制了他應有的發展？到底興趣和

成就哪一項重要？是該為他著想，還是替他鋪一條

我們自己認為的「理想大道」呢？難怪我國學生的

憂愁指數總是高居不下。 

老方：那以後數學課都用電腦學好嗎？ 

小梁：不好，很難用。 

老方：喜歡用電腦嗎？ 

小梁：不喜歡。                         

老方：為什麼？ 

小梁：很難用，覺得無聊。----------------（91/ 4/16） 

學生不喜歡學習的原因可能很多，有外在的因

素，也有內在的因素；外在的因素可能是家庭環境、

家中經濟、學校教師或是同儕的影響等等，而內在的

因素大多由生理或是心理的問題所造成。而小梁不喜

歡用電腦的原因應該是內在因素的成分較多，其語文

能力影響了他對電腦的使用，語文能力確實造成小梁

許多使用上的不便，甚至會造成其對學習喪失信心。

以本研究為例，若能配合語音效果，內容設計以輕鬆、

簡單、活潑為導向，配合遊戲的方式來呈現，當能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影響其學習注意力。 

3.2  拯救小梁 A計劃 

3.2.1 找尋小梁蹤跡 

一個艷陽高照的上午，爬竿旁卻有一群人低著頭

正在拔草，各個揮汗如雨，今天他們雖然頂著大太陽

在拔草，但有誰想過他們也在拔一種看不見的草，叫

做「心草」，我們要像辛苦的農夫一樣時時拔除雜草，

這樣農作物才會長的好，可別讓我們一顆真誠的心被

雜草給蒙蔽了。 

小梁：大概吧，前面是北邊，後面是南邊，右邊     是西邊，左

邊是東邊。 

老方：錯了，左邊是西邊，右邊是東邊。 

老方︰咦？你是不是左邊、右邊不知道？ 

小梁：嗯，都會弄錯。 

（之後詢問了小梁多次，仍會發生左右不分的情形，至於前後是北

方、南方皆沒問題）--------（91/5/20） 

小梁的左右方向時常會弄顛倒，這點頗符合學習

障礙觀點的說法，小梁平時練習寫字也常會發生左右

顛倒的情形，所以在教導空間方位時，產生了極大的

阻礙，但也有可能是小梁把左邊和右邊這兩個詞彙的

意義給弄反了，而憑自己的直覺反應說出左邊、右邊。 

3.2.2  找回「快樂學習丸」 

「會跌，才會大」（台語），說的是我們要從失敗

的地方，記取教訓、吸收經驗、重新出發，不管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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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有多歹行，誰能堅持誰就是贏家，問我如何快樂

學習？繼續走下去，你就知道。 

老方︰我們來對一下答案。 

小梁：哇，錯三個，怎麼會？ 

老方：你知道錯在哪裡嗎？ 

小梁：我看看，啊對啦應該是這樣！ 

老方：你會不會覺得很難？ 

小梁︰不會啊，好像蠻好玩的。 

老方︰要不要再選一題試試看？ 

小梁：好。----------------（91/5/20） 

小梁似乎對有挑戰性的，有競爭性的教學方式

比較喜歡，概念的學習，他總會覺得厭煩，表現出

不願意繼續的態度。但像上述這類的高互動式軟

體，卻特別能引起他的興趣，甚至還會要求要繼續

答題直到答對為止，這也說明了，高互動性的軟體

的確有其吸引力，而其教學成效也是不容忽視的。 

3.3.3  又見快樂小梁 

「山明水秀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酒

總是陳甕底，一場刺激的球賽，不到最後時刻，孰

也不能定輸贏，好比人生旅途，一條接過一條的路，

不走到最後，怎麼會到達目的地呢？那就從現在開

始，選擇自己想走的路，想停的話就停在自己喜歡

的地方吧！ 

老方︰那如果考試用電腦來考好不好？ 

小梁︰（頭低下）不知道。 … ….看不懂字。 

老方︰我們可以像剛才一樣，用滑鼠把答案點出來就可以了。 

小梁︰（點頭）這樣好。----------------（91/5/12） 

小梁不僅能專心的將CAI中索引導的學習活動

一一完成，並頻頻表示這些學習活動很簡單。小梁

表示很排斥紙筆練習的學習方式，只要不勉強小梁

以紙筆方式呈現學習成果，所表現出的成果大多都

能符合教師的學習要求，例如英文考試時，小梁願

意去背1~20的英文單字，甚至可以將英文的1~20

的數字念出來，但他仍是無法以紙筆方式寫出來。 

（第三節上課時，看著一群人鬧哄哄的跑進教室） 

老方︰發生什麼事了？ 

S17︰老師，你知道嗎？小梁跟很多人比賽昨天你教他的那個遊

戲，他贏了耶。（只見小梁既高興又害羞的低下頭坐在位置上）（S17

表示班上座號為 17號的學生） 

老方︰對呀！只要你肯學，就可以變的很厲害呢！-------（91/5/21） 

小梁的主動提出，讓我們實在驚訝，他已經把資

訊融入學習的模式當作在學校學習的主要方式，在學

校都會很自然的走向電腦教室，很熟練的打開電腦，

玩他喜歡的「遊戲」，學生們習慣稱呼一些CAI為「遊

戲」，這也說明了這些CAI吸引他們的原因，高互動性

或許是我們未來設計資訊融入教學所應多加考量的。 

 

4.結論與建議 

4.1 本研究之結論 

綜觀以上的研究結果，顯示有數學學習障礙的小

梁，雖然在數學學科上的表現是屬於低成就的，但是

小梁在面對新事物的學習方面，卻仍展現出高度的興

趣，這也間接的說明，對待特殊的學生，我們並不能

用與一般學生相同的教材與教法，甚至評量方式，也

應有所調整，先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再來慢慢要求

其學習成效，在本研究中，小梁能如此的配合並從中

獲得知能與樂趣，這也是研究者所樂於見到的。 

研究的過程中也發現，當利用電腦讓小梁學習七

巧板時，因為電腦操作上並不如手動方式來的便利之

問題，導致小梁覺得透過電腦來學習不是很有趣的學

習方式；但在學習判別方向時，小梁卻是主動積極的

想要完成網頁上的問題，甚至小梁私底下在玩電動玩

具時，也因為常想要玩的更深入，而主動的向其他同

學請教他自己平常感到很困擾的語文問題，如此的結

果顯示了只要軟體可以引發小梁的興趣，利用語音的

呈現替代文字的敘述，他會願意主動去克服語文上的

困難，提昇學習成效。 

電腦特有的聲光特效以及高互動性，的確很容易

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在本研究中，小梁的學習態度

從原先的不排斥到接受，從接受到依賴，確實也存在

一些問題︰ 

4.1.1 學生可能會過於依賴電腦所給的回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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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電腦的那一端無法發出語音或其他類似互動之回

饋，小梁只好求助他人，但若沒人從旁協助，個案

也只能望電腦興嘆了。 

4.1.2 目前用電腦來呈現的數學教材（資源）

仍是有限的，於較抽象的思考問題或比較艱深的概

念，較少有採取資訊融入的方式來輔助學習，這對

高年級以上之學生的補救教學而言，仍是應多努力

的課題之一。 

4.1.3 學生會在紙筆練習與電腦輔助學習的

情境中形成個人價值觀的偏誤，以本研究為例，個

案越來越不喜歡紙筆的練習，滑鼠按兩下遠比紙筆

書寫來的便利多了，然而，如此的現象，在實際的

學習環境中卻是不被允許的。 

4.1.4 學生懂得利用以「學習」之名，行玩「遊

戲」之實，雖然提昇小梁之學習興趣亦為我們的教

學目標之一，但小梁對電腦的學習態度仍是喜歡「遊

戲」多於「學習學科知識」。 

4.2 本研究之建議 

4.2.1教學上之建議 

      本研究採用資訊融入的方式對數學學習障礙的

學生進行補救教學，是因為電腦可以引發該名學生的

學習動機，但補救教學是不是一定要用電腦來進行，

本研究不作這樣的推論，研究者建議老師應該深入的

了解學習障礙學生的特質，利用可以引發該學生興趣

的學習方式讓學生進行學習。 

個別化的學習，雖是補救教學中最常用的方式，

不但能收立竿見影之效果，對資訊融入教學而言，亦

是最常見的引導方式，但在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培養帶

的走的能力精神下，我們也應該多讓學生合作學習，

雖然是補救教學，但也應可把合作學習的精神融入，

畢竟合作學習的方式是一種比較人性化的學習方

式，想想我們未來的主人翁將要面對的是人的社會，

而不是電腦的社會。 

4.2.2後續研究之建議 

軟體介面的友善性與否亦是決定補救教學成效

的原因之一，所以研究者建議軟體在設計上應考慮操

作的便利性及良好的互動性，否則不但無法引起學生

的興趣，反而還會抹煞學生學習的動機。 

最後，研究者建議如果老師也想採用電腦進行補

救教學的話，在軟體的選擇上應謹慎小心，亦或是自

製研擬一套合適的網路教材，否則可能會適得其反，

而造成事倍功半的結果，而我們更期待未來的網路學

習環境中,能加入合作式學習的設計，因為這將是未來

網路學習非常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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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在國小主題教學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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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設計學校本位主題統整課程：飲

水思源—探訪家鄉的生命之河，融入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議題，透過亞卓市全民學校系統平台所

提供的功能，評估網路化學習歷程評量的成效性

以及學生對網路輔助學習的看法及態度。 

研究結果發現大部份學生肯定亞卓市全民

學校系統有助於學習，影響學生完成作業依次是

使用電腦時間太少、資訊能力不足、打字太慢。

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接受組長協助最多，其次是老

師、組員。大部份的同學肯定網路化學習歷程檔

案的評量方式，但也提出能增加戶外教學情境學

習的時間以及希望多獲得教師及同學的回饋。 

關鍵字: 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統整課程、主題

教學 
 
1前言 
 
面對資訊、知識創新的二十一世紀，許多國

家都提出教育改革的計畫，如美國的

Standards-based Educational Reform及我國的

創新教學九年一貫課程，其目的都在培養學生廿

一世紀成功生活所須具備的能力和技能。為了達

到教育改革的目標，學校必須提供學生真實的學

習經驗，以進一步協助學生達到學習目標。而評

量的方式就必須反映出課程與教學上的改變，評

量重點應放在高層次思考和解決現實生活問題

的能力（盧雪梅，民90）。 

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WWW)具備了

不受時間、空間限制、可立即相互溝通以及符合

學習者主動建構理念。網際網路的教學活動不但

可以打破空間的限制，更可以讓學習的時間變得

有彈性，且結合多元評量的方式，經由記錄學生

的學習歷程，來充份掌握學生的學習進度（王千

倖，民87）。根據目前的發展，利用全球資訊網

來規畫輔助學習的環境，使得學習者能自由地進

行探索建構式的學習已成為未來的趨勢。 

 
2.研究背景 
 

創新教學九年一貫課程強調以學校本位主

題統整課程為特色的教學，學校應結合地方資

源、環境及教師專長，發展具有學校特色的本位

課程。學校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時，其評量宜採

多元評量方式，而學習歷程檔案(Portfolio)，

的應用已成為近年來教育上新興的發展趨勢之

一，它以特定的目的或用途來收集學習者學習過

程中各面向的資料，以反應或顯現學習者的真實

表現或改變的情形。伴隨其發展，學習歷程檔案

在教育上應用的學科或方式也亦趨多樣、多元化

(張基成、童宜慧，民89)。透過WWW來進行學習

檔案內容的呈現、管理與輔助製作的網路化學習

歷程檔案系統，學習者與教師皆可利用WWW不受

時空限制的特性，隨時隨地進行檔案的討論、修

改或評量（梁宗賀，民88），而學生間亦可藉由

WWW資料庫的搜尋來瀏覽他人的檔案，不但增加

同儕評量的便利性，亦可隨時做為自我反省與修

正的參考，達到共享與激勵的目的(張基成、童

宜慧，民89)。 

因此，本研究依循研究者服務學校的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理念—發展生命中心的自然觀的理

念，設計主題統整課程：飲水思源—探訪家鄉的

生命之河，融入資訊教育、環境教育議題，透過

亞卓市全民學校供系統平台所提供的功能，評估

網路化學習歷程評量的成效性；教師以課式主題

教學模式，融入亞卓市全民學校系統網路平台，

探究學生在同步學習與非同步學習交互運用

中，以及網路學習社群間的討論、溝通、作品觀

摩和小組學習對學生學習的影響；經由網路教材

網站的設置，成為課後學習交流與師生互動的網

路資源，以鼓勵學生主動學習。 

 
3.文獻探討 
 
3.1建構主義的教學理論與學習歷程 
建構主義基本上是在解釋「知識是什麼？」

和「學習是什麼？」的一種理論模式。何俊青（民

89）依Osborne&Wittrock（1983） 所提出的建

構教學的學習發生模式，認為人類的大腦並非是

訊息被動消費者（consumer），相反的，大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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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外來訊息主動建構相關的解釋並推斷。學習

的發生並不是單純的刺激與反應的聯結，而是學

習者主動的將新接受的訊息與原有的先前知識

做某種程度的聯繫，並產生了意義。綜合學者的

觀點，建構主義的教學理念：（一）學生是教學

情境中的主角。（二）教學設計主要在安排具有

啟發性的情境，教學策略是激發學生建構知識的

過程。（三）課程是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所建構的

知識。（四）教學的發展活動以協商的對話方式

進行，不是規範；教師是教學的輔助者、詮釋者、

經理者，而不是知識的傳授者。（五）教學評量

要從學生建構知識的過程來看，宜採多元動態評

量方式進行，學習歷程重於學習的結果，而學習

的結果不必也不可能相同（林生傳，民86；楊龍

立，民86；何俊青，民89；）。 

黃世傑（民84）指出建構主義的教學策略乃

是以學生為主的教學活動，在教學過程中強調學

生與學生、學生與情境以及學生與老師的互動關

係，讓學生主動參與。 基於此發展出問題為中

心的教學策略、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以及情境學

習的教學策略。 

3.2主動社會學習模式（Active Social 
Learning） 

所謂「社會學習」，就是各種群體互動學習

的方式，包括以合作、討論、競爭、模仿及角色

扮演等方式進行學習（Bandura & Walter, 

1963）。而「主動社會學習」是指能讓學生為興

趣而主動學習，為尋找答案而努力發掘，為追求

創意而自在思考，享受成就感及愉快經驗，養成

汲取新知的習慣，在人生不同階段能持續學習

（Chan, 1996）。換言之，學習者不再只是被動

的接受知識，而是主動的追求知識，尋求問題的

答案，具有獨立的思考與個人的主張。 
■ 主題式學習（Theme-
Based Learning)
■ 專題式學習（Project-
Based Learning）
■ 特定使命式學習
(M ission-B ased Learning)
■ 創意問題解決（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 電子書包
■ 同步互動相連教室
■ 小組互動學習

■科目式學習
（Subjecct-Based
Learning）
■目標式學習（Target-
Based Learning）

社區式學習
Community-
Base Learning

未來教室學習
Future Classroom
Learning

知識結構學習
Structural Knowledge

Learning

任務式學習
Task-Based
Learning

■ 網路的虛擬城市
■ 亞卓市(EduCities)

圖1、主動社會學習模式架構圖 

莊益瑞和陳德懷（民90）提出主動社會學習

模式（圖1）。主要分為未來教室的學習(Future 

Classroom Learning)、任務式的學習

（Task-Based Learning）、知識結構學習

（Structural Knowledge Learning）。其中，「未

來教室學習」旨在透過同步互動相連教室進行小

組互動學習，學生經由電子書包或專為教育而設

計的掌上型電腦，進行跨教室組成小組互動學

習，學生除了可以學習知識外，透過不同的通訊

方式，可以找到協助學習的學習者，並隨時隨地

可以形成一個學習群，提供另一層次的社會化。

「結構知識學習」從結構化的知識內容著手，是

傳統分科教學理想化的學習方式，分為「科目式

學習」與「目標式學習」，旨在提供學生參與任

務式學習時相關知識結構的資料庫。「任務式學

習」是從進行一件複雜的任務當中去學習，也就

是杜威(Dewey, 1956)多年前提倡的「做中學」，

也可說是從應用和操作知識中去學習知識。有強

調跨科目的涉獵與知識的統整的「主題式學

習」；有強調學生以研究者的身份去研究專題的

「專題式學習」；以及針對特定使命或任務，在

有限的資源及時間下，促使學生運用邏輯思考及

推理能力的「特定使命式學習」。 

學生參與來教室的學習、任務式的學習、知

識結構學習，擴大自己的學習領域與視野，以期

進入一個網路虛擬學習城市，學習分擔社會責

任，相互服務，得到認同感，受人尊重，建立自

己的人際關係，擁有個人舞台，將良好學習型社

會的價值觀投射在現實社會中，此即為社區式學

習（Community-Based Learning）的目標。 

3.3學校本位主題統整教學 
我國的課程一向採取中央集權模式，課程的

發展大都由中央準備好課程教材，然後分送至各

地方付諸實施，此種課程發展的模式，教師的自

主空間相當有限（林偉人，民89）。隨著社會的

變遷，以及呼應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所提

出的「教育鬆綁」、「學校專業自主」、「教師專業

自主」等議題，對課程的理念有所轉變。教育部

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

貫課程總綱綱要」，其中規定「各科應充分考量

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等相

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和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

位課程。」學校本位課程一詞正式列入我國課程

史上的官方正式課程綱要。 

依據學者的的觀點，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可以

歸納以下的重要的意涵：（一）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採取廣義的課程定義。（二）以學校為課程發

展中心。（三）以學習者的需求作為課程發展的

起點。（四）強調各層次教育機構的權力分配。

（五）兼重課程發展的過程與結果。（六）重新

定位學校在課程發展中的地位。（七）發展學校

特色。（八）配合教師專業成長（黃政傑，民88；

方德隆，民90；張嘉育，民88；蔡清田，民88）。 

課程統整（curriculum integration）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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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發展的一種類型，也是課程組織的一種方式

（黃政傑，民80）。統整課程（integrated 

curriculum）則是將相關的知識內容及學習經驗

整合地組織在一起，使課程內的各項知識及經驗

成份，以有意義的方式緊密地連結成一個整體。

統整課程可以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比較容易

學習到知識的意義、得到完整的經驗，因而達到

更佳的學習效果，並且更容易將在學校內所學習

到的知識與經驗，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因而更能

適應社會的生活（薛梨真、游家政、葉興華、鄭

淑惠，民88）；也可以促進學習的理解、保留、

及應用（黃政傑，民87）。 

綜合歸納劉美娥及許翠華（民88）的實例、

及「課程統整手冊實例篇」（薛梨真、游家政、

葉興華、鄭淑惠，民88）所提供的十個實例之後，

可將大多數實例的發展程序或步驟整理成如圖

2。 

預擬主題
教學目標

彙整課程標
準各科教材
綱要

分析教材
各單元相
關性

課程架構
主題名稱

選定核心科
目統整教學
目標

統整教材
蒐集資料

檢討並修
正

評量學生
學習情形

進行教學
活動

設計學習單
致家長信函

設計教學
活動評量
方式

預估教學
節數
編排課表

圖2：課程統整發展程序或步驟 

3.4學習歷程檔案(Portfolio)的多元化評量 
所謂「學習歷程檔案」(Portfolio)是指有

系統有目的地去收集學生的作業或作品，藉由紀

錄來呈現學生努力的過程和學生自我的成長，收

集的作品格式可以是文字的書面資料、聲音、影

像、程式碼和圖畫等，視應用在哪一種類課程的

需要而定。學習歷程檔案所收集的紀錄也必須包

含學生在這段學習過程中來自專家、同儕或是其

他觀點回饋的意見，還有學生本身對自己的作品

或作業的自我反省和修正（盧雪梅，民90）。學

習檔案的內容可依其評量和使用目的而有不同

的蒐集重點和組織結構，Henderson(1995)則分為
五種類型:展示檔案(showcase portfolio)、紀

錄檔案(documentation portfolio)、評鑑檔案

(evaluation portfolio)、過程檔案(process 

portfolio)和綜合檔案(composite portfolio)。 

學習歷程檔案評量具有能適應個別差異、呈

現學生多元和豐富的學習歷程和結果、激勵學生

為自己的學習負責、參與評量的人員可以多元化

且相互溝通以及作為評量策略，也可作為教學策

略等優點。但也由其限制，諸如計分耗費時間且

困難、不易獲得高的評分者信度、需要投入相當

多的時間和資源以及作品不易管理與收藏等缺

點。 

依據Lanker(1995)的定義，電子化學習歷程

檔案(Electronic -based portfolio)一詞用來

描述以電子化形式所儲存與呈現的學習歷程檔

案。電子化學習檔案中所包含的資訊與前述學習

檔案相同，唯其資訊是經過電子化的形式來收

集、儲存與管理，故學生可以同時以文字、圖片、

聲音、影像等多媒體的形式來呈現其學習檔案的

內容。一般而言其是儲存在電腦硬碟、磁碟片或

光碟片上 (張基成、童宜慧，民89)。具有容易

儲存、管理方便、彈性化、互動性等優點。 

Methies(1995)提出在課堂中透過科技來使

用學習歷程檔案，可讓教師更有效率的幫助更多

學生達到有意義的學習過程。美國聖路易的

Bellerive小學五年級閱讀課程，運用電腦及The 

Grade Profile軟體，記錄學生大聲朗讀的聲音

及學生自我評鑑資料。 

網路化學習檔案(Web-based Portfolio)的

形式與電子化學習檔案類似，唯不同之處在於它

是透過WWW來進行學習檔案內容的呈現、管理與

輔助製作，因此學習者與教師皆可利用WWW不受

時空限制的特性，隨時隨地進行檔案的討論、修

改或評量（梁宗賀，民 88），而學生間亦可藉由

WWW 資料庫的搜尋來瀏覽他人的檔案，不但增加

同儕評量的便利性，亦可隨時做為自我反省與修

正的參考，達到共享與激勵的目的(張基成、童

宜慧，民 89)。現有網路上電子化學習歷程檔案

系 統 有 （ 一 ） k12 數 位 學 校 ：

http://ds.k12.edu.tw。（二） 亞卓市全民學

校：http://www.educities.edu.tw/ 。（三）

Yahoo!Education ：

http://education.yahoo.com 

 
4.研究方法 
 
4.1研究場所簡介 
研究者服務的學校位於高雄縣湖內鄉，鄰近

台南市區，文化刺激、社會資源豐富，屬中型學

校，學生人數約700多人，且九年一貫課程及學

本位課程實施，學校環境優美、設備齊全，適合

學生學習，並不斷補助充實教學環境設備。實施

小班教學精神多年，教師均具有高度之教學熱

忱、經驗，並組讀書會積極發展成一學習性組

織，互相鼓勵進修、成長，積極學習各方技藝且

具備基本資訊能力，可塑性及學習能力高。依據

學校簡介資料：該學區的家長以工、養殖業及商

業為主，家長積極參與學校各種親職教育、學生

成長活動。地方鄉土文化資源豐富，正積極建立

社區支援學校網脈。 

4.2參與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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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參與主題教學的學生，目前就讀六年

級，學生具備電腦文書處理、網頁設計及網路運

用的基本能力。50﹪的學生家中擁有一部可上網

的電腦，家長都非常關心子女的學業與行為。 

4.3問卷的發展 
本研究想要瞭解學生對亞卓市全民學校系

統操作情形及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學習的情形與

所遭遇的困難，在教學活動中利用小組合作學習

的情形與對主題課程、教師的角色、教學活動的

規劃及對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的看法。故設計六

種問卷結構性的問卷。除了藉由問卷瞭解學生在

學習活動、評量、課程的想法，另外，也請同學

於課程結束後，於系統討論版寫下對於參與主題

課程的學習心得。 

4.4資料蒐集與分析 
依據主題教學活動的成果、學生參與活動的

歷程以及系統所記錄的訊息，將所蒐集的資料加

以整理。其中，第一部份是問卷資料統計分析。

第二部分是學生參與活動的歷程記錄於系統的

訊息。第三部分是學生的電子化學習歷程檔案的

分析。 
 

5.研究情境與課程發展 
 
5.1研究情境 

一條流經家鄉的母河，它曾經清澈，它曾經

充滿生機，它是長輩口語中的戲水天堂，也是提

供家鄉生命之水的來源。如今，面對環境的變

遷，我們從它身上獲得我們想要的，卻將我們的

不要，一一往它身上倒；面對它無言的抗議，驚

覺到：認識它，從現在做起，保護它，身體力行。

於是，設計一份融入亞卓市全民學校系統的主題

課程：探訪家鄉的生命之河，以期經由虛擬課程

與課式教學中，探討同步教學與非同步學習過程

中，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經由網路化電子學

習歷程檔案中，分享的彼此學習成果與教學成

果，以培養學生合作學習、主動學習的優質學習

模式。進而對家鄉母河產生持續關注、愛護的

心，並時時表現正向的環境行為。 

5.2亞卓市全民學校系統 
亞卓市（亞洲卓越城市之意，讀音接近 

EduCities ）是全球第一個網路教育城市（它是

未來網路學習社會的雛型，一個以教育為宗旨的

虛擬城市，以城市、居民為主要的運行隱喻

（metaphor），和現實社會接近，學生為主要居

民，老師、家長及社會義工都歡迎參與，居民享

有許多權利與義務。 

亞卓市全民學校是亞卓市所建立網路教學

教學環境。提供了學習的場所，這個學習的環境

中，學習沒有限制，你可以依據你的需要，去選

修課程 。利用網路與社群組織的機制，讓每個

人都能突破時間的限制，以自由、免費、互助的

方式來學習新知識，充分利用廣大的網路資源。

張松濱( 民90）研究指出目前已有接近三萬人參

與學習，三百多門各類的課程，採全民參與經

營。並辦理線上教務會議、定期聚會、辦理課程

開課比賽。 

5.3主題統整課程發展與教學活動流程 
(一) 主題統整課程發展流程：如圖3所示。 

瞭解本
質問題

思考決
定主題

尋找相關
能力指標

確認教
學目標

發展各項
教學活動

檢視目標達成與否及
相關之教學檢附修正

擬定評量方式與作法 設計相關學習單

我要讓學生學瞭解
生命之河的意涵。
思考因人們的破壞
導致河川污染。提
出母河重生的計
畫。

家鄉母河為主題教
學，以社會領域並融
入資訊教育、環境教
育議題為主軸。二仁
溪受違章工廠惡意污
染社會議題為思考方
向。

以高年級：
五、六年級
學生為學習
對象

細定主題課程
目標/再細定
各教學目標

以建構主義教學策
略：問題為中心、
合作學習、情境學
習。輔以資訊融
入、戶外教學等學
習活動

編製家鄉母河水利資源冊
及溯源巡禮戶外參觀手
冊。各教學活動的電子化
學習歷程檔案學習單。

以網路化電子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為評量方式。學生將活動歷程、
結果，以電子化歷程檔案上傳至
亞卓市全民學校，透過討論、同
儕互評等方式進行多元化評量。

透過問卷、電子化學習歷程檔案加
以檢視教學的成效。

圖 3：主題統整課程發展流程 

(二) 主題統整教學活動架構圖：如圖

4所示。 

資訊融入式主題教學：探訪家鄉的生命之河教學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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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主題統整教學活動架構圖 

 
6.結果與討論 
 
依據主題統整教學活動的成果、學生參與活

動的歷程以及系統所記錄的訊息，將所蒐集的資

料加以整理。其中第一部份是問卷資料統計分析

的結果，第二部分是學生參與活動的歷程記錄於

系統的訊息分析。 

6.1問卷調查的結果 
問卷調查所蒐集到的資料以百分比的方法

統計，問卷的部分分為學生對亞卓市全民學校系

統操作情形、學生學習情況、合作學習的情形、

對學習內容的看法、對教師角色及教學的看法及

對電子學習歷程檔案評量方式的看法等六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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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呈現。 

6.1.1學生對亞卓市全民學校系統操作情形 
針對學生對亞卓市全民學校系統操作情形，主要

係瞭解學生使用該系統，操作上有沒有遇到困難

需要協助，以及系統對學生學習是否有所助益。

學生對亞卓市全民學校系統所提供的使用工具

有87.9﹪的同學表示很齊全，在操作使用上有

87.9﹪的同學覺得很方便，表示系統設計上符合

容易上手、親和力以及便利性等優點。有 94.0

﹪的同學會利用溝通工具（丟水球、留言版、討

論版、信件、課程及時討論）來和同學討論，以

達到學習過程中主動發表意見與同學合作學

習。在學習上有94.0﹪認為亞卓市全民學校系統

有助於學習；但仍有36.3 ﹪的同學認為系統仍

有缺點存在；最後有75.8﹪的學生最喜歡使用丟

水球功能，以呼叫的方式問候同學、組員，互吐

學習的心聲及學習所遇到困難時尋求協助的溝

通工具。 

6.1.2學生學習情況方面 
在學生學習情況主要瞭解學生在教學過程

中學習的情形以及困難所在。當學生在做作業中

遇到的難題，從各學習活動中的問卷顯示時間及

資訊能力兩大因素是學生經常遇到的問題。學生

利用團體活動電腦課時間通常花3至5小時完成

一份作業。在這六週的教學活動中，學生參與主

題學習活動中遇到最大的問題，有45.5%的同學

認為使用電腦的上課時間太少了，有33.3%的同

學是自己資訊能力不好，打字速度太慢。可見資

訊能力與學習時間是影響學生作業品質的關鍵

因素。 

因為教材中放置知識結構完整的主題網站

大河戀，因此，對學生學習提供參考資料的來

源，也適時補充教材的不足，拓展學生知識領域。 

6.1.3在小組合作學習方面 
在小組合作學習方面，主要瞭解學生在教學

活動中利用小組合作學習的情形。學生學習接受

組長協助最多，其次是老師、組員。教學活動五

家鄉母河的溯源巡禮的單元中，有14.0﹪的家長

課後協助學生探訪家鄉的母河。 

6.1.4對學習內容的看法 
對學習內容的看法主要是瞭解學生對主題

課程教材的看法。在主題統整教材的設計上，有

60.6﹪的同學覺得內容剛剛好，而且可以利用學

校上網時看完，也有30.3﹪的同學必須利用課後

閱讀，顯示教材的設計上，內容符合同學的需

求。而對教材的編排上，有48.5﹪的同學認為版

面設計太複雜，常常找不到需要的資料，也有

21.2﹪的同學認為太單調，只有圖片和文字，多

媒體生動、活潑的教材，應是學生喜愛的方式。

在教材的閱讀必須仰賴老師及組長的幫忙有

45.5﹪的同學，可見，教學上教師的角色應是引

導者，也顯現小組學習中組長角色的重要性。 

6.1.5對教師角色及教學的看法 
對教師角色及教學的看法，主要瞭解在主題

教學中，教師的角色及教學活動的規劃。有51.5

﹪的同學仍希望增加到戶外教學的安排，可見戶

外情境教學，相當吸引學生的參與；另外24.2

﹪同學也喜歡看看家鄉母河的舊照片及心得發

表。有93.9﹪的學生對於主題教學整體的學習效

果幫助很多；也有51.5﹪的學生經由討論版觀看

同學的心得及觀點，對學習有正面的助益。最後

78.8﹪的同學給老師的評價是很認真；21.2﹪的

同學認為教師還可以，由此，可以看出只要創新

的教學，學生的感受是教師最大的安慰。 

6.1.6對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評量方式的看法 
主要瞭解學生對於電子學習歷程檔案評量

方式的看法，此評量方式有別於傳統的紙筆測

驗。基本上100%學生肯定電子化學習歷程檔案評

量方式，但也有54.5%的學生提出時間經常不夠

的問題；18.2%的學生覺得教師及同學的回饋太

少；15.2%的同學希望形式可以有是非、選擇題

組方式。 

6.2學生參與活動的歷程記錄於系統的訊息 
為了瞭解學習者參與主題教學活動，在全民

學校系統中的學習情況，本研究蒐集系統所記錄

的個人歷程記錄，其中分為：學習者進入系統的

瀏覽次數、學習者參與討論次數。 

6.2.1學習者進入系統的瀏覽次數 
本研究根據系統資料庫所記錄的訊息資

料，經過統計後30﹪的學生瀏覽40-50次，6﹪

的學生瀏覽100次以上，平均每位學習者進入系

統瀏覽次數是55次，一週進入系統瀏覽9次，

可見學習者已經能將系統融入學習活動。 

6.2.2學習者參與討論次數 
本研究根據系統討論版依次是：小組討論專

區、河川環境互動活動看板、學習甘苦談、飲水

思源—探訪家鄉的生命之河、關懷家鄉母河永續

心得篇、關懷家鄉母河永續記載篇、關懷家鄉母

河永續行動篇、家鄉生命之河簡介學習心得發

表、家鄉母河的水利資源學習心得發表、阿爸小

時候話家鄉母河訪問心得、真情河川及河川物語

等討論群組，學習者在參與教學活動當中，在上

述討論群組總發表次數的學習者以6-10次佔57

﹪最多；12﹪的學習者發表10次以上；另外也

有15﹪的學習者發表2次以下。由此可見，學生

在參與學習時，已經能運用討論版的功能，將自

己的意見及心得，加以發表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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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結語 
 
由研究結果可以得知，運用網路化學習歷程

檔案為評量工具並融入資訊教育、環境教育的主

題統整教學模式，不僅符合九年一貫創新教學多

元評量的精神，也能彰顯學校本位課程的特色，

對教師而言，由教學中呈現教學的專業，在課程

與評量的發展上，展現上的專業知能。對學生而

言，在參與學習活動後，透過網路化學習歷程檔

案系統，從同儕的作品中互相觀摩、學習以肯定

自我的學習成果；在討論區中發表自己的學習觀

點與學習心得，分享自己的學習歷程：透過小組

的合作學習模式，發現學習的樂趣；經由網路化

的教材瀏覽、學習，養成優質主動學習的精神， 

透過網路來進行融入教學或學習，不僅突破了時

空的限制，更提供了互動且多樣化的學習環境，

因應創新教學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本研究提供

一參考教學模組，以供運用在其他領域學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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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網際網路評量與試後分析系統(WATA)於師資培育： 
以提升生物科職前教師之評量能力為例 

 
王子華*、王瑋龍**、王國華*、黃世傑**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生物學系 

biogary@sciedu.ncue.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一個網際網路的線上評量系

統應用於生物科職前教師之師資訓練上之成效。這

個系統稱為「網際網路評量與試後分析系統

WATA(Web-based Assessment and Test Analysis 
System)」，具有 Triple-A(Assembling、
Administrating、Appraising)的架構，有(1)「考試管
理引擎」，可以讓教學者輕易的管理考試行程、線

上題庫與使用雙向細目分析表命題；(2)「監考引擎」
可以讓教學者輕易的掌握應考者的考試；(3)「試後
分析引擎」可以讓教學者迅速進行試後分析。研究

發現，這樣的訓練使得參與研究的 30位職前教師
執行評量的能力有了進展，也就是：(1) 對於實施
評量的觀念更為正確，且更有效運用評量策略來改

善教學。(2)更能精熟教材內容及正確地掌握命題方
向進而提升其命題能力。(3)更能掌握評量理論的精
神與自己命題的優缺點以為日後命題的參考。(4)
願意主動了解到學習者的迷思概念所在，以運用於

輔助日後教學。(5)對評量實施的流程有更完整的認
識。未來建議應該針對各項教師學科教學能力

(PCK)訓練的需要，開發各種「線上模擬教學」的
網路工具(Web Tools)，讓職前或是實習教師親身使
用，並在網路上對同儕進行親身的模擬教學，如此

對於 PCK能力的訓練將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關鍵字：生物科學科教學能力(Bio-PCK, Biology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師資培育、評量、
網路評量、試後分析、WATA系統(Web-based 
Assessment and Test Analysis System) 
 
1. 研究動機 

隨著網路通訊與資訊技術的成熟與普及，不

少大專校院已經正式開設網路教學(Web-Based 
Instruction, WBI)課程，並且授與學分，許多企業也
開始應用網路教學平台進行網路訓練(Web-Based 
Training, WBT)，降低企業的員工的在職與職前訓
練的成本。但是這些課程都是教學者將一套教材放

置在於網路教學系統中，而學習者在此環境中只是

扮演主動學習的角色，而這樣的情況還不適合用以

進行師資培育，因為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最重要

的是要讓職前教師能夠同時體會學生與教師在教

學環境中的角色，而在不斷的角色轉變與扮演中獲

得學科教學能力(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的提升，因此本文之目的在探就如何設計及

利用網際網路評量系統作為師資培育工具，讓職前

教師藉著親自在網路上使用該系統執行網路評量

的機會，培養其執行評量的能力。 
2.文獻探討 
2.1評量的理念 
隨著九年一貫課程如火如荼的展開，許多學校

開始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的精神，發展學校本位的統

整教材。這一些統整教材，都是以教育部頒定的九

年一貫各學科領域之「教材內容細目編號」、「能力

指標」為基準設計的，並且會註記上符合的編號以

供實施教師參考，但是教材與教學活動是否真的有

符合這些編號的精神，以及是否真的具備有良好的

教學效益？教學活動的執行與設計是否適當？卻

是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要評估這些教學、學習

效益，就必須由評量著手。 
「評量」與「教學」之間的關係，有許多學

者都提出獨到的見解，國外學者Gronlund & Linn [1] 
指出評量於教師教學的意義在於： 

... (1) pre-assessing learners’ needs, (2) 
monitoring learning progress, (3) diagnosing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4) determining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 have been 
obtained… (p.459) 
由此可見，教學與評量的實在是密不可分的。 
2.2傳統標準化測驗 
國外學者 Birenabaum[2]將評量分為兩大類-

「傳統標準化測驗(traditional standardized test)」與
「另類評量(alternative assessment)」，而其中以「傳
統標準化測驗」目前應用最為廣泛。所謂「傳統標

準化測驗」就是：傳統的紙筆測驗(paper-pencil 
test)。基本精神為「把教學視為知識的傳遞，認為
知識可以經由重複練習取得，且崇尚心理與測驗下

對於客觀、公平與推廣性的要求」。 
近年來，「傳統標準化測驗」受到很多質疑與

批評，但因為它具備有許多優點，所以仍就被廣泛

的應用，尤其在美國更是如此[3]。因為，在當前少
對多的教學環境下(主試者少，應試者眾)，為了要
經濟與效率化，使得標準化測驗歷久不衰而不被淘

汰，因為標準化的測驗的實施，只要謹慎與小心，

他的結果仍有相當程度的參考價值。 
2.3良好的傳統標準化測驗 
良好的傳統標準化測驗必須要達到具有「診斷

學生學習情形以提供教師教學參考的功能」，換言

之，本身就必須具備良好的信度，因此評量後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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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分析相當重要，因為唯有嚴謹的試後分析才能使

評量發揮最大的效果；因此，一個「良好」的評量，

必須嚴謹的編製、施測與試後分析的過程，就如同

Gronlund et al. [1] 所指出的，必須包括『先確定「測
驗目的」並建立「雙向細目表」，再根據所建立的

雙向細目表開始命題，命題過程須選擇「適當的試

題型態」及「適切的試題」，在命題完成後，接著

就是「將題目組合成為試卷」，即可進行施測 (試
卷實施)，實施完試卷之後，接著就是「試卷之評
定」與「結果之運用」』。而「試卷之評定」與「結

果之運用」，就必須依賴試後分析來進行，具體做

法包括試題分析(Item Analysis)與試卷分析(Test 
Analysis)。 
教師在實施傳統標準化評量的過程中，可以確

實的做到以上的步驟，讓所取得的成績不只是一個

數字，而藉由試後分析來取得更多的量化資料，而

由這些量化分析透露出的端倪，來進一步評量或是

改善自己的教學，將可以使得傳統標準化測驗的缺

點大大的降低。 
2.4網路評量系統與師資培育 
由於網路技術的提昇，新開發出來的評量系統

屬於運作於網際網路上，並以瀏覽器(Browser)作為
介面的網路評量系統(WBT)。WBT有很多，學術
團體開發的系統，例如：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開發的 CAPA系統
(http://capa2.nscl.msu.edu/homepage/)與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生物學系，針對大一「普通生物學網路教學」

- GenBio-EL (http://genbio-el.pckweb.net) 也應用了
WATA 系統(Web-based Assessment and Test 
Analysis System)[4][5][6][7][8]，用以擔任網路教學
中「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的角色，提供

學習者線上考試練習與線上會考的功能。 
除了上述將網路評量系統應用於教學外，也

有一些師資培育者嘗試將網路評量系統用以輔助

師資培育的進行，例如：Ahern, Jamison and Olivarez 
[9]指出，在Web環境中開發師資培育工具是一個
可行的方式，他們設計網路評量系統來協助職前教

師的評量工作，而且發現受試之職前教師喜愛這樣

的一個做法，也確實可行。 
在本研究中，也擬應用自行開發「網際網路

評量與試後分析系統-WATA」，來作為培養職前教
師執行「傳統標準化測驗」的工具，可以培育職前

教師具備執行「傳統標準化測驗」的知能。 
3. 研究方法 
3.1研究樣本 
實施對象是國立某師範大學生物學系大三的

職前教師(pre-service teacher)共 30人(男 16人與女
14 人)，本校具備有宿舍網路環境，且 30位學生
均擁有自己個人電腦者且可以上網。30位受試者
在校幾乎所有的書面報告均被要求採用電腦打字

方式繳交，因此在文書資料處理以及電腦打字方面

能力沒有問題。 
 

3.2研究工具 
3.2.1 WATA系統 

WATA是一套網路評量系統(WBT, Web-Based 
Test)。該系統具有 Triple-A (Assembling、
Administrating、Appraising)架構，擁有高效率之「考
試管理引擎」可以讓教學者管理考試行程、題庫與

以雙向細目分析表進行試卷的編製，「監考引擎」

可以讓教學者掌握應考者的考試，「試後分析引擎」

可以迅速的分析出所有試後分析的資訊。以下為個

人化之WATA系統的畫面如圖 1： 

 
圖 1 WATA系統個人化介面 

Triple-A的架構簡介如下： 
A. 考試管理引擎(Assembling) 

WATA系統中 Assembling的功能包括有： 
「屬性編號導向多媒體題庫建置」、「雙向細目表試

卷編撰」與「多重考試行程的建立與管理」： 
1.「屬性編號導向多媒體題庫建置」(圖 2) 

WATA題庫具備有「屬性編號」的概念，每一
個系統題庫的題目都有一串屬性編號，用以代表這

個題目的屬性，此描述的屬性包括有鑑別度、難易

度、布倫分類、概念編號(九年一貫能力編號)，這
串屬性編號巨細靡遺的描述了題目的所有特性。除

此之外，題庫中每一個題目都可以是多媒體題目，

因為系統支援考題呈現圖片、影像、聲音與 Flash..
等任何可在瀏覽器上呈現的多媒體效果，並且可建

立每一個題目的簡單回饋與說明，讓學生於應考完

後，立即給予即時回饋。 
2.「雙向細目表試卷編撰」(圖 3) 
在WATA系統內執行考試，必須遵守標準的命

題流程，首先必須決定雙向細目分析表，以決定試

卷的命題內容，才可以命題。 
3.「多重考試行程的建立與管理」(圖 4) 
可同時在WATA系統中舉辦多場考試，也可以

隨意取消、終止或暫停；除此之外，教師對於每一

個考試行程，都可設定其網路評量的實施方式，包

含有：應考時間設定與限制、應考密碼設定、考生

名單建立、是否顯示標準答案、是否自動以 E-mail
寄發成績單、是否提供考生查詢他人成績、設定學

生試後發問的問題傳送 E-mail位址..等。 

 
圖 2 屬性編號導向多媒體題庫的建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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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依據雙向細目表命題 

 
圖 4多重考試行程管理畫面 

B. 監考引擎(Administrating) 
WATA的 Administrating架構中，特別注意到

網路會考的安全性問題，除此之外，更會紀錄應考

者答題資訊以供試後分析之用。另外，在學生送出

答案批改之後，由系統立即告知成績及各題的對錯

資訊並且以 E-mail方式寄發學生成績單給學生個
人與老師，如果題庫中已經預先建立了該題簡單的

回饋與說明，也會於此時列出，給予學生作為即時

回饋的參考，藉以強化學習，此外，也提供非同步

互動回饋的功能，讓應試者可藉由該功能以 E-mail
與教師互動討論問題。 
C. 試後分析引擎(Appraising) 
 WATA系統除了於命題之前，有「雙向細目
分析表命題」的功能來建立評量的效度外，也考慮

到「試後分析(test analysis)」的功能(圖 5-6)。由圖
5可以知道，WATA系統可分別呈現出「全體考生
成績的變異數、標準差、總平均」、「試卷的難度及 
KR20信度」；由圖 6可以知道，WATA系統可呈現
「每一題試題的鑑別度與難度」、「每一題試題高分

群及低分群答題狀況」、「每一試題學生答錯的比

率」、「每一個題目的選項分析(誘答力分析，每一
個選項高低分群與全體的選答比例、)」…等資訊，
提供教師參考，以利於教師掌握學生學習情況與自

己教學的狀況，也可獲悉自己的命題是否恰當。 

 

 
圖 5 試卷分析 

 
圖 6試題分析、誘答力分析 

3.2.2 WATA系統於職前教師評量理論與實務
訓練成效評估問卷 
該問卷經過專家效度考驗，題目內容經過生物

教育專家與WATA系統發展團隊成員共五人的編
修，整份問卷共包含二大部分，分別為「職前教師

之評量觀念改變情形」與「職前教師之評量能力的

養成情形」。前項包含有「WATA系統對執行評量
之目標的影響評估」與「WATA系統融入師資評量
訓練對評量實施流程之觀念影響評估」二份分量

表，皆採用類別性測量(categorical measurement)格
式，所得的資料為二元性(binary)的類別資料，Alpha
值分別為.65、.73；後項包含四個分量表，分別針
對「雙向細目分析表功能」、「教材概念編號設計」、

「個人題庫建立與分享」、「試後分析工具」對評量

訓練成效進行評估，均採用 Likert五點量表格式，
Alpha值分別為.81、.90、.87、.96。 
3.3研究流程 
本研究所採用的教學課程是「生物科教材教

法」，該課程目的是用以訓練中等學校生物科職前

教師的生物科學科教學能力(Biology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該課程的教學方式是採
用WBI的教學模式，但是實施方式迥異於一般的
WBI，因為整個WBI的教學內容與設計是由全體
職前教師合力建構而成的。 
首先，在課程進行之初由授課教授將中等學校

的生物課程教學內容選出 30個單元，分配給三十
位職前教師個別負責，各主題負責人要努力收集資

料並且建立屬於這個主題的WBI環境，之後，輪
流親自在網路上，利用自己建立的WBI環境對其
他二十九位職前教師實施為期二週的教學。除此之

外，每個職前教師都另必須根據其網站教材內容命

五十題單選題，用以作為評量學習效益之用。每位

職前教師的評量試題，都必須附加上九年一貫編

號，該編號是根據教育部所頒定的九年一貫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之「教材內容細目編號」，以及針對

自己負責範圍的教材內容進行教材分析所設計出

來的。 
各主題的WATA總結性評量會在各個主題為

期二週的WBI結束之後進行，而考試的方式採用
異時異地的方式進行。各主題負責人在等待 29位
職前教師參加完考試後，利用WATA系統進行試後
分析，而利用這些試後分析的資料，寫出一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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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用以說明其他 29位職前教師在其WBI中的學
習效益與該如何改善教學，並且指出哪些題目品質

不良以及該如何改善。在進行完為期四個月(一個
學期)的課程之後，以實施「WATA系統於職前教
師評量理論與實務訓練成效評估問卷」實施調查。 
3.4資料收集 
 本研究所收集的資料以量化資料為主，資料

來自於「WATA系統於職前教師評量理論與實務訓
練成效評估問卷」，該問卷實施之後，將問卷中「職

前教師之評量能力的養成情形」部分的 Likert 五點
量表格式部分平均得分高於 3.0 (四捨五入後)的題
項加以歸納整理，整理出本研究的結論。另外，「職

前教師之評量觀念改變情形」所得資料屬於二元類

別資料，針對同意與不同意分別給予 1與 0分，之
後以 SPSS 8.0英文版施以無母數 Cochran 檢定，
由於樣本僅有 30人，所以檢定過程以Monte Carlo
法在Confidence Level為.99與 10000個樣本下執行
Exact Test，以進行顯著性考驗分析。 
3.5待答問題 

本研究共有二個待答問題： 
1. 採用WATA系統輔助師資培育，對職前教師的
評量觀念之影響為何？ 

2. 採用WATA系統輔助師資培育，對職前教師之
評量能力的養成之影響為何？ 

 
4.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職前教師的評量觀念改變情形 
本項研究結果主要來自於分析研究對象在「職

前教師之評量觀念改變情形」問卷之反應而得，該

部分資料屬於二元類別資料，認同題項敘述者給予

1分，不認同者給予 0分，有效樣本為 30人，估
算出每一個題項之得分平均值，並採用 Cochran檢
定併以Monte Carlo法執行 Exact Test，以進行顯著
性考驗分析。 
4.1.1 WATA對「執行評量之目的」的影響評估 

該部分主要用以針對「認為評量所能達成的

目標」進行調查，資料分析後發現，參與的職前教

師在經過WATA訓練後，在「認為評量所能達成的
目標」方面有發生變化(表一)，尤其在變得更能認
同評量可以「分析個別學生所產生的不同迷失概

念、分析及改善教師的教學策略、了解題目命題的

優劣、了解題目中各選項命題的優劣與了解整份試

卷命題的優劣」五個方面最為顯著。 
表 1 認為評量所能達成的目標(n=30) 

認為評量能達成的目標 WATA 
訓練前 

WATA 
訓練後 

Cochran 

鑑別學生的學習成效 73.33% 86.67% 2.00 
瞭解學生容易產生學習混
淆教材概念 

70.00% 76.67% 2.78 

分析個別學生所產生的不

同迷思概念 
23.33% 66.67% 14.22** 

分析及改善教師教學策略 10.00% 60.00% 15.21** 
了解題目命題的優劣 20.00% 76.67% 8.00** 
了解題目中各選項命題的

優劣 
16.67% 90.00% 16.20** 

了解整份試卷命題的優劣 26.67% 76.67% 11.84** 
α .65 

**p<.01 
4.1.2 WATA系統融入師資評量訓練對評量

觀念改變的評估 
該部分主要用以針對「評量活動實施流程之觀

念改變」兩方面進行調查，有效樣本為 30人，分
析後發現，參與的職前教師在經過WATA訓練後在
評量活動實施流程方面有改變。研究發現，參與的

職前教師經過在網路上以WATA系統實際模擬標
準的命題流程，使得他們對於整個流程有更具體的

概念，而使其未來在進行評量時遵循更完整的步

驟。其中除了標準命題流程的「組成試卷、執行考

試與試卷成績評定」三項步驟，由於一般的評量也

一定會執行此步驟而沒有顯著改變外，其餘皆有顯

著變化，如下表 2所示： 
表 2 評量活動實施流程之觀念改變調查(n=30) 
會進行之流程或步驟 WATA 

訓練前 
WATA 
訓練後 

Cochran

確定測驗目的 60.00% 93.33% 10.00** 
建立命題的雙向細目分析表 23.33% 96.67% 22.00** 
依照雙向細目表命題 23.33% 93.33% 22.00** 
選取適當的題型與適切的題目 60.00% 100% 8.33** 
組成試卷 100% 100% 2.00 
執行考試 100% 100% 2.00 
試卷成績的評定 100% 100% 2.00 
學習概念分析與結果的應用 23.33% 100% 23.00** 

α .73 
**p<.01 
4.2 職前教師之評量能力的養成情形 
4.2.1 WATA之功能對師資評量訓練成效評估 
本項研究結果主要來自於分析研究對象在「職

前教師之評量能力的養成情形」問卷的反應情形。

這部分的調查表是採用 Likert五點量表格式，有效
樣本為 30人，該部分的 α=.96，且該部分所有分量
表的 α也都大於.70，代表所有分量表均具備有相
當好的信度，由所有調查表的結果發現： 
a. 雙向細目分析表功能對評量訓練的成效評估 
參與的職前教師普遍認為可訓練自己在未來命

題時主動採用「雙向細目分析表」進行命題。此外，

該功能可以使他們對實施測驗的教材更加熟悉，並

對這些教材概念適當的分配題數，如此可以強化他

們在這部分的概念學習，並能針對不同程度的測驗

學生，選擇不同難度的考題形成試卷。另外，這樣

的功能，可以訓練他掌握試卷中的命題資訊，更進

一步地讓他們養成試後進行詳細的迷思概念診斷

與分析之習慣。(如表 3) 
b. 教材概念編號設計對評量訓練的成效評估 

WATA系統中強迫每一道題目都必須具備有自
己專屬的「教材概念編號」，這樣一個設計應用於

師資培育上，可以提升他們對教材的熟悉度，訓練

其整理出學習內容主概念與次概念的能力，與訓練

他們依據不同的學習階段(如：國小、國中)，設定
不同的學習概念。除此之外，這樣一個設計讓他們

練習教材概念編號設計，並具備獨立命題的能力，

而主動掌握題目的命題方向，他們也認為這些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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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雙向細目分析表搭配起來，讓他們於試後分析

時，作為迷思概念偵測及診斷的依據來源。(如表
4)  
c. 個人題庫建立與分享對評量訓練的成效評估 
在採用WATA系統進行師資培育的過程中，要

求職前教師建立自己的個人題庫並與他人分享，這

樣一個環境設計可以訓練他們主動建立一套完整

的個人題庫以供日後線上命題使用，並養成隨時保

存自我命題的題目，以隨時作適當修正的習慣。除

此之外，參與的實習教師認為，個人題庫的建立與

分享，使自己能隨時與他人分享題目，如此讓自己

在觀摩他人題目的同時激發命題的創意。另外，他

們也認為，這樣的設計除了能隨時與他人分享題

目，更可以使自己接受並樂於在網路上與同好合作

發展題庫。(如表 5) 
d. WATA試後分析工具對評量訓練的成效評估 
參與的職前教師普遍認為，WATA系統中的「試後
分析工具」應用於師資培育時，可以讓自己對於「教

育測驗與評量」中的評量理論與實際應用更為了

解，也更願意在考試完後進行試後分析，以掌握學

習狀況與命題品質。他們認為，由於系統可以輕易

進行試題鑑別度、難易度與誘答力指數等分析，因

而可以讓他們實際地應用評量理論來定義自己命

題的良莠，並進一步練習修改題目作為未來命題參

考。除此之外，他們也認為，這樣的功能可訓練自

己依據試卷雙向細目分析表中所涵蓋的學習概

念，進行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教學成效的評估，以

作為改進教學的參考。除上述外，他們也認為這樣

的功能可以訓練自己偵測出學生易發生混淆之迷

思概念的能力，以協助自己進行試後複習與個別化

補救教學；誘答力指數分析，可呈現出每一個選項

高低分群的選答狀況，不但可訓練監控與改善每一

個選項的品質外，更可訓練自己進一步掌握高、低

分群之迷失概念，教學作更有效的改善。(如表 6) 
表 3 雙向細目分析表功能對評量訓練的成效評估
(n=30) 

題項大意 平均 SD
訓練自己對測驗教材的熟悉度並選出適當的考

題以形成試卷 
3.2 .6 

訓練自己對不同程度的學生，選擇不同難度的考
題形成試卷 

3.4 .5 

訓練自己依據考試範圍內的教材概念，適當分配

題數，強化概念的學習 
3.4 .7 

訓練自己詳掌握命題資訊，並可隨時更動試題 3.3 .6 
可以訓練自己試後進行詳細的迷思概念的診斷

與分析 
3.3 .6 

可以訓練自己養成未來命題時主動採用此法進
行命題 

3.2 .7 

α .81 
表 4 教材概念編號設計對評量訓練的成效評估 

題項大意 平均 SD
可增加自己對測驗教材的熟悉度與擬定出學習主
概念、學習次概念 

3.2 .8 

可訓練自己依據不同的學習階段(如：國小、國
中)，設定不同的學習概念 

3.3 .7 

可建立自己獨立命題的學習概念藍本，掌握題目

的命題方向 
3.3 .7 

可訓練自己利用雙向細目分析表進行命題 3.3 .6 

可以訓練自己試後分析，並作為迷思概念偵測及
診斷的依據來源 

3.3 .7 

α .90 
表 5 個人題庫建立與分享對評量訓練的成效評估 

題項大意 平均 SD
可以訓練自己主動建立一套完整的個人題庫，供

日後線上命題使用 
3.7 .6 

可以訓練自己隨時保存自我命題的題目，並隨時

作適當的修正 
3.8 .5 

可以訓練自己隨時與他人分享題目，使自己在觀
摩他人題目的同時主動激發命題的創意 

3.7 .6 

可以訓練自己隨時與他人分享題目，使自己接受

並樂於在網路上與同好合作發展題庫 
3.7 .7 

α .87 
表 6 WATA試後分析工具對評量訓練的成效評估 

題項大意 平均 SD
訓練依據試卷雙向細目分析表進行學生學習成

效的評估 3.4 .6 

訓練依據試卷雙向細目分析表進行教師教學成

效的評估，作為改進教學的參考 3.5 .7 

訓練依據試卷雙向細目分析表偵測出學生易發
生學習混淆的概念，進行試後的複習及補救教學 3.4 .6 

訓練依據試卷雙向細目分析表偵測不同學生所

產生的不同迷失概念，進行個別化補救教學 3.6 .6 

試後分析工具，可訓練進行兩次考試的概念分析

比較，評估自己兩次教學中學生進步的成效 3.6 .7 

試後分析工具的鑑別度指數，可訓練找出鑑別度
不良的題目，加以修改提昇命題題目的品質 3.4 .7 

試後分析工具的難易度指數，可訓練找出難易度

不良的題目，加以修改提昇命題題目的品質 3.5 .7 

試後分析工具的誘答力指數，可訓練找出誘答力

不良的題目，加以修改，提昇命題題目的品質 3.6 .6 

試後分析工具的誘答力指數，可訓練找出學生主
要錯誤的選項，了解學習迷失以改善教學 3.6 .7 

同上，可訓練找出學生主要錯誤的選項，了解高

低學習成就學生學習迷思之所在，用以改善教學 3.7 .7 

試後分析工具自動估算試題鑑別度與難易度，可

以訓練判斷題目的品質，以供未來命題的修正 3.6 .7 

試後分析工具紀錄每題試題高低分群學生答錯
狀況，訓練找出教學過程中遺漏的重要學習概念 3.5 .7 

試後分析工具分析全體考生成績，有助訓練掌握

各班學習狀況，並比較各班差異 3.6 .7 

試後分析工具分析全體考生成績變異數及標準

差，有助訓練了解整體學生程度分布狀況 3.4 .7 

試後分析工具自動估算考生 T分數與 Z分數，
有助訓練掌握考生成績的進退步情形 3.4 .8 

試後分析工具自動估算考生 T分數與 Z分數，
有助訓練比較兩個不同班級的成績與表現狀況 3.4 .8 

試後分析工具分析整份試卷難度，可訓練比較不

同班級間整體學生程度差異度 3.5 .6 

試後分析工具分析整份試卷 KR20信度，能訓練
分析試卷評量成績的可信程度 3.4 .8 

試後分析工具自動繪出成績分布長條圖與園餅

圖，能訓練了解成績分布狀況再次命題的參考值 3.5 .8 

試後分析的功能讓我對於「教育測驗與評量」中

的評量的理論與其實際應用更為了解 3.3 .7 

試後分析的功能讓我更願意在進行完考試之後
進行試後分析，以掌握學習狀況與命題品質 3.5 .6 

α .96 

5.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 參與研究的職前教師在使用WATA評量系統
四個月後，對評量功能的認知有顯著的改變。

在未接觸WATA系統前，他們認為評量的功能
主要為：「鑑別學生的學習成效」、「瞭解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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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產生學習混淆的教材概念」與「了解題目

命題的優劣」，而接觸WATA系統之後，除了
上述功能之外，也認為評量的功能具備有「分

析個別學生所產生的不同迷失概念」、「分析及

改善教師的教學策略」、「了解題目中各選項命

題的優劣」與「了解整份試卷命題的優劣」的

功能，由這樣一個改變，代表著參與的職前教

師可以更有效的運用評量策略來改善教學、提

升學習者學習效益與命題品質。 
2. WATA系統於師資培育過程中，會要求職前教
師建立專屬的個人題庫並與他人分享，這樣的

設計不但可訓練他們主動建立一套完整的個

人題庫以供日後線上命題使用外，於觀摩他人

題庫時亦能激發其命題的創意，讓整個職前教

師間的創意在這個互為流通的題庫園地裡汩

汩而生。 
3. WATA評量系統中的「依據雙向細目分析表命
題」與「教材概念編號設計」設計，應用於參

與調查之職前教師的評量訓練上，不但能促其

精熟教材內容，更能使其精確地掌握命題方向

進而提升其命題能力；此外，這兩項設計於試

後分析時，有助於養成職前教師對學習者迷思

概念診斷與分析之習慣，而此正向之態度及習

慣更可作為補救教學與改進教學的指南。 
4. WATA評量系統中的「試後分析工具」，讓參
與的職前教師不但對評量理論與實際應用有

更清楚的了解外，亦使其更願意於考試完後進

行試後分析，以掌握自己的命題品質與學生的

學習狀況。而系統中針對試題「鑑別度」、「難

易度」與「誘答力指數」等分析，讓職前教師

透過評量理論的定義更精準地掌握自己命題

的良莠以為日後命題的參考，並了解到學習者

的迷失概念所在，以運用於輔助日後教學。 
5. 由於WATA系統是依據標準的命題理論所設
計出來的，在WATA系統中進行考試
(administrate test)必須遵照標準的命題流程，這
樣的一個特色，使得參與研究的職前教師可以

實際的在網路上模擬標準的命題流程，使得他

們對整各評量實施的流程有更完整的認識。 
5.2 建議 
A. 由於傳統的評量理論對於「評量實施的流程」

有嚴謹的要求，在這些要求中，尤其以「依

據雙向細目分析表命題」與「試後分析與應

用」這兩部分的難度較高且較為繁複，這也

是造成一般的老師即使知道必須要做，但仍

就是望而怯步的主因，利用資訊技術來節省

進行這些步驟所需要耗費的人力物力，將可

以使更多教師願意根據標準的評量流程來執

行評量，而使得傳統評量能夠發揮最好的效

果，並且成功的用來改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

效益。除此之外，將開發出來的評量工具應

用於師資培育，也可以讓接受師資訓練的職

前教師對於評量能夠有更為具體的概念，而

對於評量的學習不再只是紙上談兵與築空中

樓閣。 
B. 未來在「資訊技術融入師資培育」這個議題

上，應該採取更為主動與開放的態度，研究

者應該針對各項教師 PCK能力訓練的需要，
開發各種「線上模擬教學」的網路工具(Web 
Tools)，讓職前或是實習教師親身使用，並在
網路上對同儕進行親身的模擬教學，而不是

一味的把這些接受師資訓練的人視為一般的

學生，讓他們在傳統或是網路教學(WBI)的環
境中，只擔任知識接受者的角色，如此對於

他們的 PCK能力的訓練有更好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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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教學之獎懲機制與認知風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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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資訊科技改善了知識的獲取、學習的

過程、以及教育與訓練的推廣。教學和學

習已經不用在傳統的教室或工作場所中進

行。而網路教學環境的非面對面學習及隨

時隨地能學習，其所帶來的自由與彈性，

也常因個人的惰性導致在學習上較容易分

心且無法持續，因此，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所表現的各種行為，若能使良好的行為持

續，避免不良的行為發生，將能提升教學

的效果。這是應用在傳統教學上的有效教

學方法，我們將試著利用外在的誘因，也

就是獎賞與懲罰，應用在網路教學的環境

中，針對不同認知風格的學習者來提高學

習者的學習成效。 
關鍵詞：網路教學、行為主義、認知風格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資訊科技改善了知識的獲取、學習的過程、以及

教育與訓練的推廣。教學和學習已經不用在傳統的

教室或工作場所中進行，尤其是傳統教育或工作職

場上的技職訓練。根據上述，學生已經由一般的學

生轉變成知識的消費者，並且不再受時空限制的獲

得知識商品。 

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教學活動開始呈現多元化

的發展，由傳統的教室教學，漸漸的進入網路教學

的時代，透過網際網路不限時間與空間的特性，以

至於學校的教育可以延伸其範圍至整個社會，讓社

會大眾皆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取得所需要的

知識，不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能省去交通往

返的時間與成本，且可重複聽講，上課的進度可隨

自己的需求與時間自由調配，這可說是在職人士進

修的絕佳管道，只要透過全球資訊網(WWW)連結

至教學網站，即可取得各種教學課程的資訊。然而

隨著網路學習環境的日漸普及，網路教學系統的設

計亦日漸受到重視，依目前不斷推陳出新的電腦教

學平台來看，技術問題不再是網路教學系統的障礙

(黃華山等人，2000)。 

由此得知，在網路上學習已經不再受限於科技網

路的發展，以往傳統的教學方法已經能透過新科技

與各種通路以數位化的方式呈現出來，學習者能夠

透過網路得到更多樣化的學習環境，更專屬於個人

的學習內容、學習工具，甚至留下了自己的學習軌

跡，可以供自己或教師專家的追蹤，以達到更好的

學習成效。但是在減少了教師在學習活動過程中所

佔的份量後，學習者更要靠自我控制的能力，來維

持自己對學習的熱情與學習的動力，這時候所謂的

網路的學習系統或是學習網站等等，就必須考慮到

如何留住學生？此外，除了留住學生外，更要考慮

到如何讓學生專注在學習的內容上，以得到最佳的

學習效果？ 

Romm與Ragowsky(2001)提出要能夠在線上有效

的學習，並達到良好的互動就必須依照以下幾點： 

 學習者必須清楚的知道哪些是可欲的行為。 

 若學習者的可欲行為常常出現時必須給予適當

獎勵。 

 為了要達成有效的學習，獎勵必須及時且正確。 

 為了維持學習的效果，獎勵必須要有變化。當學

習者有好表現時，需給予獎勵，但下次獎勵時，

學習者必須要有更好的表現。 

 在學習的過程中是不應該被懲罰的，因為懲罰會

使得學習者只知道什麼事不能做，但無法理解什

麼事該作。 

 學習者會學習到觀察他人作些什麼事會得到獎

賞，因此自己也會跟著去做。 

綜合以上所述，由於網路學習環境的非面對面學

習及隨時隨地能學習，其所帶來的自由與彈性，也

常因個人的惰性導致學習較容易鬆散與不連續(陳



 2

年興, 2000)，而資訊科技本身的特性是學習的輔助

工具，並無法取代傳統上教師的角色，教師可督促

學習、刺激學習，甚至與學習者的父母互動以增加

學習的成效，而資訊科技所帶來的是單一個別化的

學習，少了同儕或與其他人之間的社會性互動，而

降低了學習的樂趣，在學習上大打折扣，正因為如

此，網路教學環境的的建立必須活用虛擬的線上教

學技術，並整合傳統的有效教學方法，而在現今科

技進步且有寬頻網路的時代，使得原本難以呈現的

遠距教學方式，現在都能夠一一實現，而對較低層

次的認知目標與技能目標，行為學習理論具有學習

效果(沈中偉, 1995)。已有許多研究結果顯示，運用

行為主義的原則來設計互動式媒體或電腦輔助學

習具有學習效果(沈中偉 , 1992；Atkins, 1993；

Schloss, et al., 1988)。因此，本研究希望利用獎賞或

懲罰等外在的誘因來驅使學習者學習，並根據不同

的學習者的認知風格施以獎賞或懲罰以收學習之

效果。 

2. 文獻探討 

2.1 行為學習理論 

美國心理學家華生(J. B. Watson)於本世紀初創造

了『行為學派』(behaviorism)這個新名詞，因而被

稱為首位行為主義者(李咏吟, 1993)。在二十世紀的

前半葉是行為心理學派的鼎盛時期，此派學者基本

上根據『刺激-反應-增強』、『需求-驅力-行為』等法

則來解釋人類的動機。 

Walker & Shea 將增強物的實施策略在整理之

後，以表 1 說明：(吳清山, 1993) 

表 1. 增強物實施策略 
種類 

方式 正增強物 負增強物 

給予 獎賞(行為增加) 懲罰(行為減少) 

拿掉 消弱(行為減少) 負增強 (行為增加或減

少) 
張基成及唐宣蔚(1999)建立一知識分散式網路學

習社群，系統特色之一為建立一學習活動的累計積

分系統，隨時呈現成員上網學習所獲的積分及記錄

登入系統的次數，可以做為日後成績考核的依據。

陳年興(2001)建議在網路學習的系統中有關教學設

計的部分，在主題討論方面，建議宜採鼓勵及獎勵

的措施，如採積分制，根據積分兌換免費上網時

數，讓有貢獻者得到報酬與獎勵，而教師應對參與

者之答案給予立即的回應與鼓勵，以增加師生的互

動性。在自我評量方面要有立即與實質的回饋與獎

勵，亦可比照積分制。而即時討論室，教師的撥空

參與，必定能吸引更多學員的參與。討論版方面，

依據在討論版所獲得的星星數給與獎勵，且建議學

員看幾等星的佈告內容，並鼓勵同學上網討論，以

增加學習者的互動性。 

綜合以上所述，網際網路目前所提供的獎懲機

制，除了包含給予不同增強物的方式之外，還包含

不同的獎懲策略，本研究所設計的網路教學系統將

依照優良或錯誤學習行為的出現時間長短與出現

次數多寡，分別給予不同的增強物，以收獎懲之效

果，將於表 2 中分別敘述： 
表 2. 網路獎懲類型 

獎懲方式 網路呈現方式 
獎賞 讚美訊息、獎金、遊戲參與 
懲罰 使用者介面控制、出現延遲畫面 
隔離 停用溝通功能、無法發表文章 

施行策略 說明 
逐步養成 依時間或次數增強獎賞或懲罰 
條件契約 給予學習目標、訂出獎懲規則 
代幣制 積分制度、虛擬貨幣 
模仿學習 小老師制度(給予特權) 

2.2 認知風格 

場地獨立型的人和場地相依型的人有迥然不同

的學習方式。場地獨立的學習者比較屬於主動性的

思考，較不需要一些外在的誘因來使場地獨立的學

習者進行學習的活動，相異於場地獨立學習者的場

地相依學習者，則容易受到一些外在的因素所影

響。(李怡慧, 2000) 

根據以往的文獻研究中指出，場地獨立型的學習

者在操作網路媒體的相關輔助工具的表現上較場

地依賴型優，但在學習成效上並沒有造成顯著不

同。如下表所示： 
表 3. 認知風格研究文獻整理 

作者 研究內容 
Lin & 
Gayle(1994
) 

探討鏈結結構和認知型態在超媒體學

習環境中學習的成效和態度影響並沒

有顯著差異。 
魏丕信

(1995) 
曾針對不同介面表現形式及個人認知

型態差異，對使用超媒體資訊系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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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效果的影響來做研究，結果發現認

知型態對超媒體資訊搜尋成效有顯著

影響，但在文字配圖的超媒體資訊系

統，兩者無異。 
丘聖光

(2000) 
發展 web-based 的階層式超媒體概念構

圖(HHCM)系統，以提供課程編製者作

為一個網路化的電腦輔助課程教材編

輯工具，並為遠距教學環境中發展教材

的工具。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認知風格

(場地獨立或場地依賴)的讀者，在使用

不同教材系統時並未產生不同的學習

效果。 
林昀龍

(2000) 
探討藉由多媒體所建構的概念模式以

建立使用者之心智模式，在不同認知風

格下，對於學習績效之影響。研究結果

顯示專科組以及大學組其分屬場地獨

立型與場地依賴型的學習者在學習績

效上無明顯差異。 
而不同的認知風格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行為，為了

使學生達到學習的效果，提供適合其認知風格教學

方法、情境與教材組織，應該是學習的重要課題，

因此教師在教導學生語言學習，應先了解學生的認

知特質及風格，建立良好的溝通方式，採取有助於

學生學習的動機，以達到有效的學習。因此場地相

依的學習者是否可推論為容易受到獎懲機制影響

的學習者，這也將成為本研究之目的之一，將探討

場地相依的學習者是否會因獎懲機制的影響，而影

響其學習成效。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在 本 研 究 中 ， 有 二 個 自 變 數 (Independent 

Variable)，即「獎懲機制」與「認知風格」。「獎懲

機制」指網站提供獎賞或懲罰的功能，可分為兩種

處理(level)：使用獎懲機制及不使用獎懲機制兩

種。其次，根據文獻探討可得知，學習者在認知風

格上可分為兩類，即「場地獨立」及「場地相依」。

本研究的因變數(Dependent Variable)則是「學習成

效」。學習績效將依學科測驗的前後測分數來衡

量，而在實驗結束後則以學習成效量表取得學習成

效資料。 

另外參考研究發現(戴榮賦, 2000)，本實驗可能出

現兩類干擾變數。對於使用瀏覽器的熟悉度與受測

者先前使用網站經驗等兩項中介變數，將使用隨機

抽樣法，避免其對應變數造成影響。如圖 1 所示： 

 
圖 1. 本研究架構圖 

3.2 變數設計 

3.2.1 自變數 

 獎懲機制： 

1. 獎賞：根據文獻探討得知正增強物給予或負增強

物取消的方式是屬於獎賞，應用在網路學習系統

上則可根據學習者的學習行為給予遊戲參與機

會、讚美訊息、楷模發表、增加積分、減少點名

次數、小老師制度(給予特權)及給予獎狀或獎金

等方式。一般網站中給予讚美訊息或楷模發表

(例如：發表文章最多等等)，表示在該網站中表

現出色，眾人給予肯定，因此有獎勵的效果。而

獎金或增加點數是另一種普遍的獎賞方式，例

如：檔案上傳數量夠多，則給予虛擬貨幣，所得

之虛擬貨幣則可購買其他商品等等，同樣有獎勵

之效果。 

2. 懲罰：根據文獻探討得知負增強物給予及正增強

取消的方法是屬於懲罰，而應用在網路學習系統

上可根據學習者的學習行為給予警告訊息、癱瘓

使用者介面、記缺點、停止使用某些功能、停用

帳號及扣除積分等方式。在網路上，若有警告訊

息都會讓使用者心生警惕；若癱瘓使用者介面，

例如：開很多警告視窗，或延遲進入網頁，則會

使得使用者感覺不耐煩，而心生厭惡；若停用網

站中某些特殊功能，則會使得使用者覺得綁手綁

腳，使用上相當不便，因而達到了懲罰的效果。 

 認知風格： 

1. 場地獨立：學習者能自我增強和確立目標，學習

上較為主動。 

2. 場地相依：需要外來的增強和提示學習目標，學

習上較為被動，須由老師引導。 

3.2.2 應變數 

 認知學習： 

本研究中的認知學習，是指學習者對學習的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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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認知學習是教育學者十分感到興趣的衡量

指標之一，因為認知學習愈高，將可能導致學習

者對學習經驗更滿意。 

 認知技能發展： 

本研究中的認知技能發展，是指學習者的批判性

思考、分析與綜合的能力。 

 學習興趣： 

本研究中的學習興趣，是指學習者在實驗期間對

學習任務的興趣。 

 學習績效： 

學習績效不同於上述應變數，是客觀學習成效衡

量指標。本研究中的學習績效，是指學習者在經

過學習過程之後，進行學習效果評量所測得的成

績，測量工具為自編之試卷。 

 教學設計滿意： 

本研究在教學實驗之後測結束後，向實驗樣本實

施學習滿意度問卷調查，目的在瞭解學生對於系

統的學習意見，並瞭解其學習滿意程度。 

本研究參考陳盈潔(2000)的問卷及教育部訂定

之「課程軟體評估表」改良而成，以李克特五點尺

度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來衡量學習成效。 

3.3 研究假說 

 H1：使用獎懲機制會造成顯著較佳的學習成效。 

 H2：場地相依的學習者會造成較佳的學習成效。 

 H3：使用獎懲機制對場地相依的學習者會造成

較佳的學習成效。 

3.4 實驗設計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網路學習的活動中，不同的

「獎懲機制」、「認知風格」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故

選擇實地實驗法來釐清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因為在

比較現實的環境中進行，所得的實際應用價值較

大、外在效度較高，並且，在教育上應用的實地實

驗有特別的優點，因為大部分的學校在進行此類研

究時，所需的情況與實際學習情況並無太大差異(巫

靜宜, 2000)。另外，實地實驗也有助於實際問題的

解決。 

實驗所需的網站乃是依據上述獎懲機制的特徵

而自行開發的，其內容是系上教授所提供之教材與

預設之討論版內容。根據實驗的目的與需求，我們

開發了兩套網站，一套提供獎懲機制，另一套不提

供獎懲機制，而兩個實驗網站都具有相同的內容。 

實驗為期三週，程序共分三個階段，每個階段依

序進行，預估每次實驗約須花費一小時左右。 

4. 資料分析 

本研究總共收集了 86 位有效樣本，樣本來源為

中正大學及吳鳳技術學院兩間大學的資訊管理相

關科系的學生，以下將針對所收集的成績及問卷資

料加以分析，並將統計結果整理及討論如下： 

4.1 信度與效度檢定 

對於信度的衡量，可區分為二類：外部一致性和

內部一致性，外部一致性即指衡量工具之再測信

度，內部一致性則是衡量同一概念變數下各項目的

一致性。由於外部一致性的評估法必須以施測—再

測(test-retest)或複本(alternate-form)方式進行，但礙

於受測者無法再次進行同樣實驗，故本研究只針對

內部一致性加以評估，而使用被社會科學廣為接受

的 Cronbach’s α來衡量。衡量結果發現本研究問

卷之 Cronbach’s α為 0.9147，屬於高信度，代表

本問卷有甚佳的信度。 

在效度方面，本研究採用因素分析來加以驗證。

經過因素分析檢驗之後，本研究問卷具有良好之建

構效度。 

4.2 研究結果 

以「獎懲機制」與「認知風格」為自變項，針對

「學習績效」、「認知學習」、「學習興趣」、「認知技

能發展」、「教學設計滿意」等五個構面進行變異數

分析，我們得到如表 4 的結果： 
表 4：「獎懲機制」與「認知風格」的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DF F P 值 顯著性 
獎懲機制 1 2.23 0.060 * 
認知風格 1 3.52 0.006 ** 

獎懲機制X認知風格 1 0.64 0.670  
註：***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由分析結果可以得知： 

1. 「獎懲機制」的主效果（main effect）達到顯著

水準（F=2.23，P 值=0.060），因此，我們可以得

知，使用「獎懲機制」的確對於學習者的學習成

效具有顯著的影響。 

2. 「認知風格」的主效果（main effect）達到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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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F=3.52，P 值=0.006），因此，不同「認知

風格」的學習者在學習成效上具有顯著的不同。 

3. 「獎懲機制 X 認知風格」的交互效果（interactive 

effect）並未達到顯著水準（F=0.640，P 值

=0.670），因此，「獎懲機制」對不同「認知風格」

的學生的學習成效不具有顯著的影響。此結果亦

說明了「獎懲機制」對不同「認知風格」的學生，

在學習成效上的提昇並未有顯著影響。 

當我們進一步使用 t 檢定來瞭解「使用獎懲機制」

與「不使用獎懲機制」兩者間差異的方向時，得到

的檢定結果如表 5 所示， 
表 5：「獎懲機制」與「不使用獎懲機制」的 t 檢定

應變數 t 值 P 值 顯著性 
學習績效 1.139 0.258  
認知學習 2.661 0.009 ** 
學習興趣 1.695 0.094 * 

認知技能發展 2.530 0.013 ** 
教學設計滿意 1.696 0.094 * 

註：***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以 t 檢定瞭解「使用獎懲機制」與「不使用獎懲

機制」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時發現，「獎懲機制」在

認知學習、學習興趣、認知技能發展及教學設計滿

意等四項學習成效的指標上造成顯著影響。 

當我們進一步使用 t 檢定來瞭解「場地獨立」與

「場地相依」的學習者之間差異的方向時，得到的

檢定結果如表 6 所示： 
表 6：「場地獨立」與「場地相依」的 t 檢定 
應變數 t 值 P 值 顯著性 
學習績效 -2.370 0.020 ** 
認知學習 -1.317 0.191  
學習興趣 -2.516 0.014 ** 

認知技能發展 -0.143 0.887  
教學設計滿意 1.696 0.058 * 

註：***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以 t 檢定瞭解「場地獨立」與「場地相依」的學

習者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時發現，在學習績效、學習

興趣及教學設計滿意等三項學習成效的指標上造

成顯著影響。 

5. 研究結論與建議 

5.1 「獎懲機制」對學習成效的影響 

在兩種不同機制的網站中的學習者所感受到學

習上的認知、興趣及教學設計滿意等主觀認定的指

標上，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使用獎懲機制」網

站中的學習者在學習興趣上被顯著的提升，「獎懲

機制」這樣的一個功能讓學習者更願意留在網站中

學習；而「獎懲機制」對學習者在認知學習及認知

技能發展上顯著的影響，則表示「獎懲機制」可幫

助學習者對課程內容的瞭解與分析；以及「獎懲機

制」對學習者在教學設計滿意上顯著的影響，則表

示大部分的學習者都接受了這樣的一個教學方

式，這也印證了之前學者的研究，也就是獎懲對學

習者的學習成效上的影響，最後，本研究最主要的

貢獻則是在於利用不同於一般在傳統教室中班級

經營的策略，而將獎懲運用在網站的學習活動中，

本研究的結果也支持這樣的一種運用方式也能得

到顯著的效果。 

而在客觀的學習績效上，「使用獎懲機制」的網

站中的學習者與「不使用獎懲機制」的網站中的學

習者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可能的原因是由於課程進

行當中，學習者在網站中學習的時間不足，例如：

學習者每次瀏覽課程內容的時間過短，或是學習者

只利用在學校的時間使用電腦網路，當這些學生在

一週內的選修課程較少時，其使用電腦網路的機會

相對的減少，這幾個原因都可能導致學習者在學習

績效的表現上，無法顯示出明顯的差異。 

5.2 「認知風格」對學習成效的影響 

在「認知風格」的相關研究當中，對不同「認知

風格」的學習者在學習成效上的差異並沒有一個定

論，因此本研究利用此次的實驗來釐清這樣的一個

問題。而我們經由實驗結果得知，即使在以往的研

究中指出學習者在網站的學習環境下，比較符合

「場地獨立」的學習者的學習特質，但在本實驗中

「場地相依」的學習者在網站中的學習成效明顯的

優於「場地獨立」的學習者，尤其是在客觀的學習

績效上，「場地相依」的學習者的表現優於「場地

獨立」的學習者，因此我們可以推論網路學習的環

境中，「場地相依」的學習者的表現比「場地獨立」

學習者為佳。 

5.3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研究基於研究便利與現實環境之考量，無法隨

機抽取實驗樣本，僅能以最容易控制與取得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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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選取中正大學與吳鳳技術學院 3 個班級共 86 位

樣本，以便利的樣本進行實驗。建議未來的研究可

將研究對象擴大至全國，甚至是全世界，以善用網

路無遠弗屆的特性，而能更深入的的瞭解在不同的

網路學習活動中學習者的學習成效。雖然本研究在

學習成效上的衡量已經盡量兼顧到主觀與客觀的

指標，但畢竟學習成效的內容相當的繁雜，要能夠

兼顧到所有的面向必須要花費相當長的一段期

間，也必須要有一個更嚴謹的學習環境，相信日後

的研究可朝此方向努力。 

未來研究將可擴充更多的課程主題，讓學習者去

選取喜歡的課程，來進行網路學習的活動，將更能

瞭解學習者在網站中的學習成效。而利用長期的實

驗與觀察，讓學習者培養起對網路學習的興趣，使

得學習者融入網路學習的情境，將更能深入瞭解學

習者在網路學習活動中的變化，進一步準確地瞭解

學習者在網站中學習成效的改變。未來利用不同的

網路技術來產生更多樣化的「獎懲機制」，這都是

日後研究可思考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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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等教育改革浪潮

下，學習評量的發展更注重彈性、變通與多元化的

評量，而網路同儕評量便是一種可供使用的變通評

量，且此種變通評量將使得網路教學更為可行。本

文以社會知識建構及社會認知論來架構網路同儕

互評活動的理論基礎，文中亦整理出出網路同儕評

量活動的實施步驟，以減少新手的摸索時間，其次

提出了計算互評活動成效的信度與效度檢定指

標，以提供實施者檢定其評量準確性，最後作者以

多年實作及研究的經驗，提出了多項建議及未來數

個可能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網路同儕評量、變通評量、社會知識建構、

社會認知論、信度、效度。 
 
1. 前言 

在教學活動歷程中，學習評量可提供教師與

學生非常重要的回饋訊息，過往的成就回饋比較無

法提供訊息性回饋。訊息性回饋可協助學生規劃自

己的學習方式，發展自我調制學習 (self-regulated 
learning) 與專業技能，確認自己的優缺點，並能協
助學生訂定未來學習的目標。 

在傳統的教學活動中，學習評量的回饋大部

份是來自於師生之間的互動，同儕間相互給予回饋

是幾乎沒有的。近年來發展出許多較新的評量方

式，大多統稱為變通評量 (alternative assessment 
strategies)，例如網路同儕評量 (劉旨峰，民 88年)。
變通評量趨向多元化，評量的掌控權也逐漸從老師

為 主 (instructor-centered) ， 轉 移 到 學 生 為 主
(student-centered)的狀況。且採用網路同儕評量所可
能帶來的益處為，促進學生批判、自省等高級思考

能力，即評論其他人作品時，先要觀摩別人，批判

優缺點、品論等第，同時也能自我省察自己作品的

優缺點，並在下一輪修改作業時進行自我調節學

習。除此之外還可以學習如何去批判別人和接受別

人的批評，當評審他人作業時除了需要專業知識，

還要具備說服他人的社會技巧，如果要反駁評審者

意見時，更是需要維護自我權益的技巧。 
近年來網際網路盛行，若是能利用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及網頁程式設計(如：Active Server 
Page)所帶來的便利性、即時性、及可程序化，建構
一套具嚴謹匿名特性的網路化同儕互評系統

(Networked Peer assessment system，英文簡稱
NetPeas，中文簡稱網荳，作者們期望能像繁盛的荳
苗般散諸於國內外的網路教學；Liu, Chiu, Lin, & 

Yuan, 1999; Liu, Lin, & Yuan, In press & 2001)，藉此
增加同儕間的互動與回饋。且其主要考量為，學生

們在相互評量的過程中相互觀摩、互相學習，以達

到較佳的學習效果，且此觀點亦與社會學習論 
(Bandura, 1977) 中的替代學習 (vicarious learning) 
有異曲同工之處。所以，近年來網路同儕互評的觀

念是愈來愈受到大家的重視，綜觀國內外研究同儕

互評學術研究論文，尚少採用網路化同儕評量、探

求統一的信效度指標、及更罕有學者對提昇實施同

儕互評活動品質的實務性建議。 
 
2. 網路同儕評量的相關理論 
 

從評量的時機來分，教學評量可分為教學前

的『安置性評量』(placement evaluation)、教學中的
『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evaluation）與『診斷性
評量』(diagnostic evaluation)及教學後的「總結性評
量」（summative evaluation）(周倩，2001)。在過去
的研究中，同儕互評的使用時機為教學中的形成性

評量與教學後的總結性評量，若是使用在總結性評

量時，學者建議教師應該適當地參與其中

(Sluijsmans, Dochy, & Moerkerke, 1999)。而目前的
網路同儕互評，以作者本身的經驗大多使用在教學

中的形成性評量，以幫助學生學習學科知識與發展

後設認知技巧(劉旨峰，民 88；Liu et al., 2001；Lin, 
Liu, & Yuan, In pressb；林珊如、楊國鑫、劉旨峰、
袁賢銘，民 90；劉旨峰、楊國鑫、林珊如、袁賢銘，
付印中)。 

所謂的「同儕互評」依據Topping (1998) 、
Sluijsmans, et al. (1999)及Falchikov & Goldfinch 
(2000) 所提出的定義為：乃是由相同年級背景的學
生，跳脫學習者的角色，嘗試以教師的角色去評量

同學。在劉旨峰 (民88) 的研究中提出，同儕相互
評量和傳統的評量方式顯然有極大的不同，在一般

教學活動中作業的評量方式大多是由老師指定一

份作業後，同學們在繳交作業的期限內完成作業並

繳交作業，再由老師評分後，發還給同學。在同儕

互評的教學活動中，是將同學們繳交的作業，分配

給其他的同學來相互評分，評分完成後，再依同儕

的建議來修改作業或提出異議，這個流程可能重覆

若干次，才完成互評活動。作者們經多年的實施經

驗後，在此補充網路同儕互評活動所帶來的額外效

益為，電子化資料非手寫文字且在電子環境中其匿

名性較佳、網路化互評可使評審員在評審後即交送

主機儲存故較傳統用郵局寄送的方式為快、及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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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同儕互評後電子化的資料可降低其紙張浪費。 
Topping (1998) 亦主張同儕評量是在似真的

社會情境中，由同儕協力進行知識的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另外在 Bandura (1977) 
所提倡的社會學習論中亦強調許多學習行為的發

生，都是自身注意 (attentional process) 到他人的行
為 (觀摩，model) 後，將行為的訊息儲存於記憶中 
(retention process) ，並逐漸地修正自身的行為仿同
記憶中的模範 (behavioral reproduction process) ，
爾後再次觀察到模範行為後得到動機增強  
(motivation process) ，經歷如此的過程中學習者發
生了所謂的替代學習 (vicarious learning) 。在作業
相互評分的過程完畢後對受評者 (assessee) 告知
其所得分數及評語，受評者需依據評審者 (assessor) 
的建議來修改原作業，如果對所得評論或分數不

服，則可以提出異議。這樣的流程重複若干次，旨

在要求受評者改進作業。其實這樣的流程和學術界

出版過程或軟體工程中程式設計評鑑流程均有相

似之處 (Raynus, 1999)。 
同儕互評過程中學生觀摩他人作品與接受他

人建議後，亦有可能歸結出作業標準，如此不但可

達到直接增強 (direct reinforcement) 的效果，學習
者亦能有意識地根據自我設定的行為標準作自我

評價，此點亦符合 Bandura (1986) 社會學習論中的
自我信念的增強(self reinforcement)，如此有助於學
生克服類似的社會情境。Zimmerman (1990)進一步
指出能依自己設定目標前進的優秀自我規律者 
(good self-regulator) 確實在學業的表現上優於自我
規律能力較低者 (poor self-regulator) 。而我們認為
同 儕 互 評 活 動 為 促 進 學 生 發 展 自 我 規律 
(self-regulation)  的另一管道，相信長期而言對學
生是有益的。 

有關評審者 (assessor) 和受評者 (assessee) 
間相互關係的研究中，Zhao (1998)指出採用匿名機
制能使同儕間評量的信、效度大增。且評審者和受

評者間的匿名機制嚴謹可使學生勇於發言，即可增

加回饋意見的有用性與真實性。但 Zhao (1998)亦指
出匿名為一雙刃劍，因為匿名後學生做作業時，可

能會比較不用心。 
同儕相互評分的評量模式中，評審者與受評者

各會獲得什麼利益呢？在 Liu, et al. (2001) 及 Lin, 
Liu, & Yuan (2001a, 2001b) 的研究中指出，當一位
同學身為評審者時，他必需要詳細閱讀別人的作

業，給別人的作業評分與建議，在這過程中他必須 
(比以往教師評量時) 多讀好幾份作業，深入瞭解別
人的作業內容，並可以藉由比較，發現自己作業的

缺失。另外，在劉旨峰 (民 88) 及 Lin, Liu, & Yuan 
(2001a) 的研究中亦指出，當一位同學為受評者的
身份時，可以得到很多同學的批評與建議，作為修

改作業的參考，同學給的批評建議比教師評量時來

的快速而量多，加上一份作業必需要進行若干次的

修改，自我更新，因此經同儕互評完成的作業，品

質有一定的保障。無論是評審者與受評者，在 Lin, 

Liu, & Yuan (2001b) 的研究中亦主張，如果主觀上
能抱持良性的學習態度，承認同儕互評的效益遠高

於缺點，或者在工作繁重的互評歷程中，能保持勤

勉的學習傾向，則其成績較佳。 
 

3. 網路化同儕評量活動的實施步驟 
 

網路同儕互評教學活動之總時數約 2 星期，
最好在進行此次活動之前學生已預先練習過一次

網路同儕互評的經驗，並且在進行此次活動之前要

求同學填答研究者欲進研究的前測問卷。活動可區

分成 2個階段： 
第 1 階段為作業構思、撰寫、及上傳繳交時

間：為 1星期，由教師對學生們講授活動中要撰寫
作業的內容與要求，作業評分的重點和作業評分的

項目。並指定作業程式，要求開始撰寫作業。在這

時段中，教師開啟網路同儕互評系統，為開始繳交

作業狀態，讓學生開始將已完成的作業檔案經由網

路上傳繳交，以完成繳交作業的動作。 
第 2 階段為同儕互評及教師評量時間：約 1

星期，在這時段中，教師開啟網路同儕互評系統，

為開始互評作業狀態，由系統亂數分配作業給每一

位評審者 k (k≥1) 份其他受評者的作業後，學生經
由網路開始閱讀受評者作業並且相互開始評分，每

一位評審者要評審 k (k≥1)份作業並給予評語和建
議。同一時間中兩位課程助教也經由網路開始閱讀

並評量所有學生的作業，做為活動進行後分析比較

的標準，所有的評分資料和評語建議皆經由網路同

儕互評系統上傳並儲存於資料庫系統中。第一輪互

評完畢之後，教師開啟網路同儕互評系統，為觀看

結果狀態，學生們可觀看到其他評審者對自己作業

所做評量結果和建議，教師並要求學生檢討改進作

業或提出異議，最後再交出修正完成的作業。 
若是教師希望監督學生進一步的改

進，可將時間延長數個回合 (round)，以便
觀察學生的改進情形 (劉旨峰、林珊如、
袁賢銘，民 90a；Lin, Liu, & Yuan, 2001b)，
或進一步去看回饋所可能引發的知識建構

與調整。 
作業的網路同儕評量可分為單或多輪

(round)，為一學習中形成性評量方式。網
路同儕互評的評量向度可以為細分評量

(Specific grading and comment)，或是只要
求做出總體評量(global grading and 
comment)。在網路同儕評量之前，最好經
同學與老師或助教在系統的討論區中形成

優良、中等、不佳程度之共識，以增進評

量的品質。 
在網路同儕評量步驟中有評審員自動分發

(assessor dispatching) ，此部份為程式所自動控制，
且若有失誤將使得可行性降低。為確保此部份的演

算法為正確，將於下說明。由於系統分配評分者不

能用隨便指定的方式下去，而必須要有一些規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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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在此列舉出這些限制： 
1. 禁止自己評自己的分數，以避免不必要的困

擾。 

2. 系統分配必時須遵守教師所設定的規則，例如

每個人所要評的作業份數是由教師設定的。 

3. 為了避免有人被評很多次，而有人卻被評很少

次的情況發生，我們規定每個人被評的份數是

一樣的。 

4. 在每一個循環中，我們希望每個人只能評同一

個作業一次。 

為了符合這些限制，發展了一個演算法─錯置演

算法 (劉旨峰、林珊如、袁賢銘，民 90d)。在此先
考慮一個特殊的情況：假設學生有 n人，且每個人
要評作業 n-1份(最多只能評 n-1份)的情況下，我們
知道這種情形我們找到一個解，就是每一個人要評

自己以外的作業。對於這個解，我們將它整理成表

1： 
表 1： 有 n人評作業 n-1份 

學生 受 評 作 業 

1 2 3 4 ... 

2 3 4 5 ... 

3 4 5 6 ... 

... ... ... ... ... 

 由表 1 可以發現，受評作業的每一行都是 1
到 n的錯置。第一行由 2遞增到 n再回到 1；第二
行由 3增加到 n，再回到 1，2；最後一行則由 n到
1再到 n-1遞增。因此，每一行都是 1到 n的錯置，
而且每一行都不同。演算法的作法就是，如果每個

人要評 k份作業，則從表 2中任挑 k行出來，則它
可以保證每個人都不會有評到自己的現象，而且每

個人評別人作業的份數都會一樣，被評的次數也會

一樣。最後，再將這 n個學生以亂數的方式對應至
1到 n，如此誰評誰就決定好了。 
 網路同儕評量系統隨機亂數分配給其他匿名

的評審者來評分，且電子化資料較傳統手寫資料 
(如：筆跡特徵) 更具隱密性。互評活動中教師在課
堂上明確地要求在作業中的所有個人資料必須移

除，僅留作業內容，且互評系統以隨機亂數的方式

分派評審者與受評者之組合，這是一種雙向匿名的

機制，匿名機制嚴謹。在確保匿名後，建議採用一

外在誘因（即網路同儕評量成績列為學期成績）來

確保學生的學習動機，以避免 Zhao (1998)的推論，
在匿名後所產生學生撰寫作業時會較不認真的缺

點。 
 

3. 網路同儕評量信度與效度指標 
Topping (1998) 、Sluijsmans, et al. (1999)及

Falchikov & Goldfinch (2000) 收集教育學術研究期
刊資料中的上百篇有關同儕互評研究的資料，其中

多篇研究提及同儕互評的信度分析 (reliability)成
果  ， Topping (1998) 主張同儕互評與專家 
(professionals or teacher) 評分間的相關係數作為評
分者間一致度 (inter-rater consistency) ，此即信度
指標。多篇文章皆報告同儕互評與專家評分間有顯

著高相關，而另外少數研究不嚴謹者則發現兩者間

無相關 (Falchikov & Goldfinch, 2000) ，因此
Topping、Sluijsmans, et al. 及 Falchikov & Goldfinch 
肯定同儕互評具備良好的信度。 

林珊如、劉旨峰、鄭明俊、袁賢銘 (民 89) 的
研究中指出在 Topping 的論文中對信度、效度之定
義有含混之處，導致無法確認同儕互評的品質，在

同年 Falchikov & Goldfinch (2000)亦指出此點並針
對數篇關於同儕互評效果的研究性期刊文章進行

深入探究其效度值。Topping 認為計算評分者間一
致度(信度指標)時，多位評分人指的是專家評分，
並無包括同儕評量間的一致性，這樣的觀念並不恰

當。林珊如等人亦認為在同儕互評的狀況中，信度

指標應該檢查相似的測量方式(多位同學評分者的
評分)所評定的分數之間不能有太大的變異，也就是
評分者間一致度，即所有同學對某一份作品評分之

相關係數。林珊如等人 (民 89) 亦建議若是評分者
只有二人時，可以採用皮爾森積差相關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而評分者多於三人
時 ， 可 以 採 用 Kendall’s W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 ，林珊如等人首度在該研究報告中指
出其採用 Kendall's W 所求之結果為同儕評分者間

具有顯著地一致性，此研究結果是目前國內外所有

同儕互評相關研究  (Topping, 1998; Falchikov & 
Goldfinch, 2000) 中首度求算同儕評分者間的一致
性。不過由於求算同儕評分間一致性(信度)的機會
相當難求，因為需要所有同儕皆對所有作業評分才

能取得如此的統計資料，例如有 N=50 的學生數且
每一學生做一份作業，則每一位學生需評 50 份作
業(含學生自己的作業)才能得到適當的統計資料，
所以在過去大部分的研究者都以求算效度值為主

(Falchikov & Goldfinch, 2000)，而信度值以教師評
分者間的一致性為主。 

林珊如等人 (民 89) 亦主張效度 (validity) 指
的是測驗分數能代表所要測量之潛在特質的程

度，測驗分數需與潛在特質(或能代表潛在特質的外
在適當性指標)間有某種程度的相關，這是共同變異
的的部分。此外應該把專家評分當成同儕評分的合

理度、適當性指標，或著是專業水準符合度指標，

因此應稱為同儕評分的外在效度指標 (criterion for 
external validity) ，依據這樣的概念，則專家與同儕
互評的相關係數應屬於效度分析而非如 Topping 認
為的信度分析。在 Liu, Lin, & Yuan (in press) 的研
究中以高等教育中資訊科學系為樣本進行網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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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互評活動，亦以此效度指標進行探求後發現同儕

評分效度較高於自評，並同時指出網路自評時學生

最容易評出高分 (over-marking) ，網路同儕互評次
之，而老師所給之分數最為嚴格 (最低) ，作者並
建議進行網路評量時以同儕互評較為可靠。另外

Falchikov & Goldfinch (2000) 亦提出以同儕評量的
平均值扣除專家評量後除以兩者離均差之平均的

效 果 值  (Cooper, 1998) ， 為 Cohen's 
d(d=(M1-M2)/sqrt((SD1

2+SD2
2)/2)) 的 簡 易 形 式 

(Cohen, 1988)，在其研究中探討了數個案例後歸納
出效果值介於-.75到 1.25之間為一合理的效度值，
Cohen(1988)亦定義效果值 (Cohen's d) 小於.3者的
程度為低 (Small)、小於.6者的程度為中(Medium)、
及大於等於.8 者為高 (Large)，在未來研究中學者
可使用此指標來探討網路同儕互評之效果值，並定

義低程度的 Cohen's d為高效度 (high validity)、中
程度的效果值為中等效度 (medium validity)、與高
程度的效果值為低效度 (low validity)。本人亦提出
使用 Cohen's d的警告，因為學生與老師的統計分配
可能是不相同的，即可能發生 d值很小，學生與老
師的評分間卻不見得一致。故建議使用 d值與前人
研究相比對時，亦需報告學生與老師間的相關值或

t檢定值以確保其一致性。 
 

4. 實施網路同儕評量活動的建議 
 同儕互評的學習內容宜為學生已學過一段時

間的素材，因為學生具備基本專業能力後，才能勝

任評審者的角色。而作業不宜有非常明確的標準答

案，最好是需要一點應用、綜合能力的作業，同儕

互評才能有相互觀摩或腦力激盪的機會。 
 實施前師生要有一定的訓練或預備期：嚐試

新的教學方式，一開始一定會有震盪期，Topping 
(1998)即建議同儕互評要成功，必須對師生都有一
定的訓練。建議未來的研究者或是教師嘗試同儕互

評之前，先前教育與訓練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讓參

與的學生充份瞭解同儕互評之歷程、評分的向度和

評分的標準等項目，如此同儕互評的過程就不會顯

得雜亂，學生們也會較信任同儕互評的結果，了解

同儕的回饋與建議大多數是正確的而對自己有益

的批評。另外，也可以先訓練參與的學生單純的相

互批改作業一段時間後，再慢慢引進較複雜的同儕

互評。 
 師生間需共同訂定明確的評量標準，使參與

者互評者有一規則可循，林珊如等人(民 90)的研究
中，使用之評分標準亦有參考同學之意見並與同學

共同討論各個等地所代表之意義。在此過程亦需培

養同儕間和諧的氣氛，而非一昧地貶抑他人。 
 匿名性對於同儕互評是很重要的措施：在同

儕互評的過程中失去匿名機制的保護，很容易讓參

與學生不敢建言或是草率評分，進而失去同儕評分

的正確性和公平性。所以，一個完整而嚴謹的匿名

機制是實行同儕互評教學活動成功的必要條件。 
 評論者分發的方式需謹慎考量，例如作者們

在人文社會相關科目(如科學教育，劉旨峰、林珊
如、袁賢銘，2001a；劉旨峰、周宜興、林珊如、
袁賢銘，2001)的推廣中曾遇到學生來自於不同背景
(如物理、化學及土木科等)，我們的處理方式是讓
相同背景的學生評比對方，分析結果亦證明這樣的

處置產生不錯的效果。 
 撰寫人性化及更友善的網路互評系統程式：

電腦和電腦網路對於同儕互評系統中大量評分資

料的處理、儲存與計算，可以輕易完成。一個撰寫

良好的互評系統電腦程式可以精確掌握亂數分配

評審者與受評者之組合和同儕互評之程序流程的

控制。電腦網路快速的資料與檔案傳遞和保持匿名

的特性，對於實施同儕互評更是不可或缺的。所

以，建議未來研究者要嘗試同儕互評教學活動，使

用網路同儕互評系統是教學活動成功的關鍵。有了

網路同儕互評系統的助益，可讓互評教學活動的實

施過程有條不紊，又可增加教學活動的有用性、趣

味性和提升學生參與互評教學活動的意願。 
 同儕評量的過程需要有專家與老師的參與，

因為中學生較缺乏評量他人的經驗，所以需要專家

與老師特別針對需輔導的學生進行觀察與監督，在

我們的經驗中發現大部分的學生一開始對同儕較

為和氣，一但有人開始以嚴厲的標準評定對方時容

易造成學生間互砍的狀況，專家與教師在這時候需

要介入了解狀況並進行獎懲，通常以我們的經驗是

對惡意評分者給予降一至二等的分數，反之對於受

評者需給予適當的調分。 
 善用同儕評量之合作與競爭特性，實施的老

師需善用合作的觀念引導學生間相互盡力的給予

對方良好的改進意見，或和諧地合作設計科學活動

等等，而各個同學間亦因有同儕互評的競爭壓力，

又需盡力地改善作業品質以得同儕的好評。 
 同儕互評的題目應以增進學生對課程內涵更

深入瞭解為主的原則，即使是簡單的問答題都需與

學習過程緊密結合，除希望能增進學生的高層次思

考外亦需考量其學習的目標。若出題不當其學習成

果可能無法真正代表學生的知識或能力。 
 必須完整收集學生學習與教師評分資料，未

來能讓教學研究者針對同儕評量進行深入分析探

討、與證明學生學習效果和他們對習得知識的應用

能力、更重要的是能進行互評的信效度分析以便於

確立互評是否具有一般性的推廣價值。過去作者們

的經驗是當處理越完善則信效度越高，故唯有謹慎

實施才能確保同儕互評的實施品質。Falchikov & 
Goldfinch (2000) 認為實驗設計較佳 (或可稱之實
施過程較為嚴謹) 的研究其效度值較高，所以建議
未來撰寫網路同儕互評報告者，亦需報告其效度

值，以確定其實施的品質並確保其成果報告的完整

性。 
由於同儕互評進行過程所需時間過長、與所花

的力氣較多容易招受學生與老師的抵抗，所以建議

教師在進行同儕互評前需先對執行過程有深入認

識後再開始進行互評的活動。在我們過去高職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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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經驗中(林珊如、楊國鑫、劉旨峰、袁賢銘，民
90；劉旨峰、楊國鑫、林珊如、袁賢銘，民 90)，
發現只要進行教學的老師與系統管理者能善盡其

責，學生大多樂於參與此新式的教學方式。 
 
5. 結論 

在本次的報告中，作者提出以社會知識建構及

社會認知論來架構網路同儕互評活動的理論基

礎。文中亦整理出出網路同儕互評活動的實施步

驟，以減少新手的摸索時間。然後提出了計算互評

活動成效的信效度檢定指標，以提供實施者檢定其

評量準確性。最後作者以其多年實施的經驗，提出

了多項增進網路同儕互評活動品質的建議。 
過往其他學者雖對作者們提出了以下憂慮，如

是否須擔心在參與網路同儕互評活動中，學生學習

焦慮可能較高，因在此活動中學生需要擔負的責任

很重，因此進行長時間的同儕互評，有些學生覺得

壓力太重，或所費時間較長，學生失去耐性，因此

放棄修正作業，不過在作者們最近的研究中指出學

生的焦慮感並非很重 (劉旨峰、林珊如、袁賢銘，
民 90b)，而且具有適當焦慮 (或稱得上為良好的激
發)者其學習成就更好。或是否可能評審者未能善盡
職責，有時一意幫同學膨脹得分(over mark)，大家
都得高分，皆大歡喜；或刻意壓低同學得分(under 
mark)，以免同學得分比自己高，在作者所觀察到的
現象中，發現免不了會有友情分數與仇敵分數，但

平均多人的分數後發現效度還相當不錯 (劉旨峰、
林珊如、袁賢銘，民 90b；林珊如等人，民 89)。及
是否同儕評審者為求和諧，而不願盡力評審，因為

就算是進行匿名互評，以往研究 (Carson & Nelson, 
1996) 發現亞裔學生比起南美裔學生更在意同學間
相處的合諧，因此評語建議溫和，可能無法提供作

為下一輪作業修正的建議，但近年研究 (Liu, et al., 
2001；劉旨峰、林珊如、袁賢銘，民 90a)發現匿名
及評論計分後可消除此問題。所以整體而言，網路

同儕互評並非如想像中的那麼不容易實施，相信只

要遵守作者們所提供的建議方針再加上實施者的

用心，一定是可以將活動辦得相當成功。 
然而未來仍有許多待解決的課題，需要各位學

者的努力與關心，如在網路同儕互評活動中性別是

否有可能造成評分上的歧異。當男同學猜測出該份

作業是女同學時，評分上是手下留情呢？還是打壓

呢？反之亦然。然而本人過去的研究人群多屬於理

工科，在性別差異上無法取得合適的樣本進行探

討，實為一憾事，建議有合適樣本的研究者可以進

行相關的研究。 
另一方面，雖然作者們在過去已經將網路同儕

互評應用在高職、大學、及研究所教育中，並且在

科目上包括了資訊相關科目及人文社會學科。但作

者們認為仍需詳思以下的問題，如網路同儕互評是

否為一跨科目及跨領域的評量工具呢？還是有學

科限制呢？除科目外跨不同年齡層、跨不同文化背

景及解除匿名性時，網路同儕互評是否仍能保持適

當的信效度呢？若是讓多位學生合作評量作業，是

否可增進其準確度及評論多樣性呢？學者們 (Fox, 
Ben-Nahum, & Yinon, 1989) 曾指出在非網路的狀
況下，相似能力的同儕間互相評量的準確性高，那

在網路匿名機制下，同儕間如何評比同學間的相似

度，而其評量的準確性又會受多大的影響呢？過去

研究指出在合作學習的情境下，組間互相評比時，

會產生互砍的狀況 (Lemyre & Smith, 1985) ，而組
內互評時以貢獻最多力氣者最能評出各組員的貢

獻度 (Saavedra & Kwun, 1993)，也就是當合作學習
加入競爭活動後仍會有搭便車效應，那網路同儕評

量該如何結合網路合作學習，來促進組間的良性競

爭並減少組內合作者的搭便車效應呢？劉旨峰等

人(民 90c)指出在網路同儕評量研究中同儕互評的
準確度較高於自評，但在非網路匿名環境及有老師

監督的環境中自評卻較互評準確，這道出不同環境

會影響互評與自評的準確度，未來建議採用實驗法

來驗證此說法的準確性。 
最後目前探討同儕回饋影響的文獻仍屬稀少，建

議後來的研究者可以探討學生是否可給予同儕良

好的認知回饋(如工作有效回饋、認知有效回饋及功
能性有效回饋，Butler & Winne, 1995)，及回饋是否
有發揮其功用並改進學生的成就表現。相信這些問

題，仍有待後繼者將之一一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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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擬發展一個以「WATA(Web-based Test and 
Test Analysis System)網際網路評量與試後分析系
統之形成性評量模組」為中心的網路學習環境，此

環境可以激勵引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並有助其於

此環境中自動自發地(spontaneously)進行學習。本
研究在進行為期一個月之大一普通生物學的網路

教學後發現：(1)網路教學環境之WATA形成性評
量模組可以成功引起學習者自動自發學習的特

質，(2)學習者自我實現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有
顯著相關(t=.387, p<.05;t=.497, p<.01)。因此，如果
要使學習者的網路學習效益提升，必須將提升學習

動機的策略融入其中，充分地發揮出網路學習環境

中「以學習者為中心的主動學習」特性，以發展出

可以誘發或提升自我實現動機之網路教學策略或

工具，來具體提升網路教學的效益，而不是一味地

在網路上模擬傳統的教學環境。 
 

關鍵字：學習動機、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
形成性評量、網路評量、WATA(Web-based Test and 
Test Analysis System)網際網路評量與試後分析系
統、網路教學(WBI) 
 
1.研究動機 

隨著電腦科技的進步與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

與普及化之下，讓人類的生活邁向一個嶄新的電子

化世代，而網際網路跨越時空的限制、便利個人化

的學習與整合多媒體呈現等特色，讓網際網路的教

學與學習模式成為一股新的學習趨勢。但無論是網

路或傳統的學習方式，學習的成效才是最終的訴

求，如何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並使之主動學習以

達成有效學習，便是當前網路化教學趨勢所要探就

與努力的方向。因此本研究擬採用WATA系統
(Web-Based Assessment and Test Analysis 
System)[1][2][3][4][5]為中心，建置一個普通生物學
網路學習環境，藉由WATA系統特有的形成性評
量模組設計，來探究這樣的網路學習策略設計能否

有助於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並輔其在網路上進

行有效的學習。 
2. 文獻探討 
2.1 人本學派的動機理論與網路學習 
動機的研究一直是諸多心理學派所關注的焦

點，而其延伸闡述的理論應用於學習動機上也大異

其趣。其中，人本學派的動機理論認為動機是一種

需求，爲追求或創造需求滿足機會的動力，而國內

學者林建平(1997)歸納出了人本學派的動機理論

的五個基本論點：(1)積極的人生觀、(2)重視意識
經驗的研究、(3)人具有選擇的自我意志、(4)重視
人的整體性、(5)追求自我實現的動機，而其中的
「追求自我實現動機」即是：「人類具有充分發展

潛能及自我指導的潛力，以維護或增益自身的天生

傾向，使個人的人生充滿快樂和創造力」[6, 
p.61-62]。除此之外，蔣恩芬(2000)更進一步指出，
人本學派的動機理論的基本精神即是「人有自由意

志及選擇自我決定的權力，每個人都具有使自己更

為成長的動力，相信人是具有自我實現

(self-actualization)的潛能[7, p.7]」。 
「自我實現」此一名詞最先由 Kurt Goldstein[8]

所提出，意味著人們尋求(並有能力致力於)有益健
康的發展，以獲致自己的充分表達。而人本心理學

之父 Abraham H. Maslow進一步推動 Goldstein有
關自我實現的觀念，將此定義為一個人追求實現自

我、充分發揮潛能的需求或傾向，也是一個人追求

較高層次之心理成熟的動機。他是一個追求內在統

整的持續動機[9]。 
基於對行為和動機間的探究，Maslow(1970)針

對人類所有行為提出了漸進式「需求層次論」(圖
一) 

 

 
圖一 Maslow 需求層次圖[10] 

 
其各階層分別為：(1)生理的需求(2)安全的需求(3)
愛與隸屬的需求(4)尊重的需求(5)自我實現的需
求。「自我實現」的需求，是屬於高層次的需求，

包含有對「知識和理解」以及「審美」的需求等，

他認為唯有「生理」、「安全」、「愛與隸屬」及「尊

重」的需求獲得滿足後，我們才會向上追求「自我

實現」、「知識和理解」與「審美」--這些屬於成長
動機的高層次或謂之為存在的需求，而人類對此一

層次追求的原動力因人而異，外顯於外的行為也因

此不同，故此一層次是個體間最大的區別。這一層

層向上追求的動機主要源於環境與個人動機或目

標的交互作用。此外，心理學家 Rogers[11]也提出
動機源自成長與實現個人潛能的天生需要。故人本



學派倡導的學習動機是個人基本需求獲得滿足

後，另一股向上追求的需求。 
Maslow在其 1970出版之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一書中針對「自動自發特質」進行深入
探討，比較了「自我實現者」(向上追求自我實現
的人)與「一般人(ordinary men)」(滿足於 
基本層次需求的人)之間的差異，指出： 

 
…The motivation of ordinary men is a striving for the 
basic need gratifications that they lack. But self 
actualizing people in fact none of these gratifications; 
and yet they have impulses. They work, they try, and 
they are ambitious, even though in an unusual sense. 
For them motivation is just character growth, 
character expression, matu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 word self-actualization… [12, p.159] 
 
由此可知，向上追求自我實現之「自我實現者」會

比一般只滿足於基本需求者更主動積極地進行學

習，以追求自我的成長。而現今的網路學習環境

(e-Learning)就是最適合具有自我實現動機者學習
的環境；因為，網路學習環境具備「以學習者為中

心並以建構主義為基礎」[13]以及具「多元豐富資
源之開放性空間」的特色。 
關於網路學習的研究，近幾年許多研究者提出

許多正面的看法，例如：「網路學習不受時間與空

間的侷限」[14]、「可隨著個人的需求調整學習進
度(self-paced learning)[15]」。除此之外，針對傳統
課室學習(classroom learning)與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 Web-based learning)進行比較，指出
Web-based learning可以因為網路不限時空特性，
可以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因此有較好的學習效益

[16, p.24]。Ewing, Dowling and Coutts [17]認為 
Hypermedia 教學特質很適合建構主義的教學，也
就是讓學生自己建構知識與進行學習。國內學者，

王子華[16, p.102]針對大學普通生物學生態學部分
設計教學網站(GenBio-ECO WBI)，並在此環境中
加入後設認知策略設計，發現學習者在此環境中會

主動組合研究者所提供之學習後設認知策略設計

以輔助自己的學習，另外，也指出在網路上的學習

可以讓學習者的學習比以前更為主動。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網路學習環境的主要特質

在於「易於營造出一個引發學習者主動進行學習的

環境」，而這樣獨有的特質正與Maslow[12]對於其
所歸納出自我實現者十五項人格特徵中之「自動自

發」的定義相契合，這意味著一旦具有向上追求自

我實現動機的人即具有自動自發的特質，而網路開

放式的學習空間即利於他們進行自我學習；此外，

Maslow強調動機會受環境與個人因素動態影響而
有差異，故網路學習環境的策略設計亦具重要性，

因其會影響動機的強弱，進而影響學習效益。故本

研究擬以具有誘發或增強學習者自我實現特質之

網路評量系統為中心來營造一個網路學習的環境

以進行研究。 

2.2 WATA形成性評量模組與自我實現的教學
策略 
教學評量在教學歷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除了能提供資訊予教學者外，亦能提供回饋給

學習者，且評量依其實施目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種

類。 
一般教師常採用的評量有總結性評量

(summative evaluation)及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evaluation)。總結性評量是在教學的課程或單元結
束時，為了確定教學目標達到的程度、學生精熟預

期學習結果的程度、以及評定學生成績等級所執行

的一種評量；形成性評量的目的則是在發現學習者

的學習困難與改進教學。而本文將主要針對形成性

評量於學習上的功能進行研究。 
依據形成性評量的理論基礎：「教學歷程要和

評量歷程相互結合，以期改進教學，提高學習效

果。其主要目的是在不斷提供回饋給學生和教師，

使他們知道學習的成功與失敗。對學生而言，此種

回饋可以增強其成功的學習，且可提出須修正的學

習錯誤；對教師而言，他有助於教師調整教學和實

施團體與個別的補救教學措施」[18, p.293]，可以
知道形成性評量的目的主要在於隨時掌握學習是

否已達「精熟」(mastery)或「非精熟」(nonmastery)
的訊息，以免長期累積學習困難，增加實施補救教

學的負擔[19]，因此無論對於傳統教學或是網路教
學，形成性評量的存在是有其必要性，。 
如何在網路教學環境中營造一個有效的形成

性評量環境？可以由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的觀
點加以探討，國內學者林建平[6, p.63]將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論推演至學習理論上並提出幾點想

法給予教師參考，而本研究依據其想法歸納出可應

用於網路形成性評量的自我實現教學策略，用以提

升網路學習的效益，其想法與本研究的策略分別對

應如下： 
(1)學生具有努力，以發展個人潛能，達成目標的
自我實現動機。故在各種需求均滿足的狀況下，教

師可相信每一位學生均會主動、自發、努力地學習

自訂的目標： 
a.可以隨時隨地上網作題、b.可以隨時重複作
題、c.查詢他人成績以了解自己與他人的學習狀
況、d.查詢答題歷程可以協助自己了解學習狀
況。 

(2)學生具有內發的學習動機。馬氏(Maslow)提供人
類有認知的基本需求，肯定學習動機是發自內心的

自然需求，不需外在誘因： 
a.可以隨時隨地上網作題、b.可以隨時重複作
題、c.答題完後不直接給予學習者答案，讓學習
者自己主動進行思考並找出答案、d.查詢他人成
績以了解自己與他人的學習狀況並激勵其學習
動機。 

(3)教材力求新奇、有趣具挑戰性，符合學生的認
知水準： 

a.改變評量策略由紙筆為網路考試、b.重複作題



以達過關畫面的過程可以激勵學習者的挑戰自
我的動機、c.過關後呈現的動畫具有新奇有趣的
視覺效果足以引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d.過關後
所呈現的動畫會適時地給予學習者在成就感上
的滿足，並激勵學習者挑戰各章節的形成性評量
試題。 

                                                   
3.研究方法 
3.1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實施對象為某國立師範大學生物學

系大一學生，人數約有 34人(男 22人，女 12人)。
學校宿舍具有網路環境且此 34位受試者均具有可
上網之個人電腦可使用，因此，本研究假設參與網

路學習之 34位學習者的最低層次需求均已獲得滿
足，故其才有參與網路學習的求知需求。 

 
3.2 教材 
教學內容是大一普通生物學課本

(Biology/Campell, Reece, Mitchell, 6th ed.)中之第八
單元--生態學(Ecology)。 

 
3.3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包括有WATA (Web-Based 

Assessment and Test Analysis System) 網際網路評
量與試後分析系統[1][2][3][4][5]、「總結性與形成
性評量試卷」。 
3.3.1 WATA 系統 
本研究以WATA系統營造一個以線上評量為

中心的網路學習環境(圖 1)。WATA系統同時包含
兩個模組，分別為「總結性評量模組」與「形成性

評量模組」。「總結性評量模組」主要用以執行總結

性評量以了解網路學習之效益；「形成性評量模組」

主要依據Maslow所提自我實現者之「自動自發特
質」為其精神設計，其中包含了增強學習者學習動

機的策略，設計如下(圖 1-圖 7)： 
「WATA形成性評量模組」允許學習者以異時

異地的方式，隨時上來領取試卷做題(圖 1)。試卷
形成方式為，系統自動由既有的題庫中亂數隨機選

取 10題，題序與選項順序都採亂數排列(圖 2)，除
此之外，如果某一題已經連續答對三次，該題將不

會再出現，如果三次間發生答錯現象就歸零重新累

計，因此，學習者如果所有題目都達成「連續三次

作對」的條件，就呈現 Flash過關畫面以資鼓勵(圖
5)。過關者將可以查詢個人的答題歷程(圖 6,圖 7)，
以及他人的作答與過關狀況(圖 4)。 

 
圖 1 教學網頁與WATA形成性評量 

 
圖 2 WATA形成性評量作答畫面 

 

 
圖 3 WATA形成性評量成績單畫面 

 
圖 4 WATA形成性評量查詢他人成績 

圖 5 WATA形成性評量 Flash過關畫面 



 

 
圖 6 WATA形成性評量查詢個人過去應考成績 

 

 
圖 7 WATA形成性評量作答查詢個人答題歷程 
 
3.3.2 形成性評量試卷與總結性評量試卷 
形成性評量試卷共有六份，分別依據大一普通

生物學(Biology/Campell, Reece, Mitchell, 6th ed.)中
生態學之六個章節的教學內容命題，主要用以擔任

引發學習者進行網路學習與平常線上即時做題及

練習之用。總結性評量則是依據這六個章節，作整

體性的命題，用以評估學習者在一個月網路學習環

境下的學習效益。 
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試卷形成流程如

下：首先由授課教授針對生態學各章節的內容命題

並建置入WATA系統中，形成一個專屬於生態學
單元的題庫，所有題目依據布倫認知領域加以分類

為：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與評鑑，完成

後，再由WATA系統依標準化評量歷程，選取題
庫中適切的題目，形成總結性評量試卷與各章節之

形成性評量試卷。而且每一份試卷均經過專家效度

的考驗，具有雙向細目分析表，以確認題目分布的

完整與合理性。 
3.4研究流程 
本研究利用WATA系統營造一個以網路評量

為主的網路學習環境，主要提供學習者在線上隨時

進行不受時空限制與異時異地登入的自我測驗的

環境，此外，授課教授也針對授課內容編纂學習網

頁讓學習者任意在網路的環境下進行自我學習。 
學習網頁與WATA系統中的試題內容是以輔

助學習者學習授課教授所教授之大一普通生物學

課本(Biology/Campell, Reece, Mitchell, 6th ed.)中的
第八單元--生態學(Ecology)部分為主。 
本研究實施方式為，讓學習者在此「不受時空

限制、不受外界壓迫與老師威脅利誘之網路學習環

境下(老師不會強制要求學生一定要進入參與形成
性評量的作答，而且參與度與形成性評量成績不列

入學期成績的考核)」，自由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自我
學習，在這一個月裡，學習者可隨時隨地進入此環

境閱讀授課教授所提供之學習教材與使用「WATA
形成性評量模組」，而WATA系統會主動紀錄所有
的學習路徑以及過程資訊，作為事後分析之用。 
一個月後，我們便對所有學習者執行生態學單

元之總結性評量。除此之外，將WATA系統中所
紀錄之「學習者使用WATA系統進行學習的時
間」、「做WATA系統各章節形成性評量的平均次
數及平均分數」以及「總結性評量成績」等量化資

料加以分析。 
3.5資料分析 
本研究蒐集到的資料均為量化資料，包括有：

學習者使用WATA系統進行學習的時間、學習者
做各章節形成性評量的平均次數與平均分數以及

總結性評量的成績。上述收集的資料再以 SPSS 
10.0 中文版進行分析，並以皮爾森(pearson)相關係
數考驗各組資料間的顯著性。 

 
3.6待答問題 
本研究之待答問題有二： 
1. 以WATA系統之形成性評量模組為中心的網
路學習環境，是否有助於促使學習者更主動地

進行自我學習？ 
2. 學習者自我實現的動機與網路學習環境中學
習效益之關係為何？ 

4.研究結果與討論 
將蒐集到的所有量化資料，包括「WATA形成

性評量的平均成績」、「WATA形成性評量的作答
平均次數」、「WATA形成性評量的總作答時間
(秒)」與「WATA總結性評量成績」，而本研究將
學習者的「學習效益」定義為「WATA總結性形評
量的成績」，統計如表一所示如下： 

 
 
 

表一 學習者網路學習狀況統計表 

編
號

WATA
形成性評
量的平均
成績 

WATA形
成性評量 
的作答平
均次數 

WATA形
成性評量 
的總作答
時間(秒) 

WATA
總結性
評量 
成績 

1 81.95 12.17 23615.4 68.33

2 87.7 11 11847 55 

3 85.76 10.17 24916.2 70 

4 82.74 11 22523.4 71.67

5 88.39 10.5 19258.2 53.33

6 73.34 12.83 18288.6 48.33



7 81.14 12.33 13825.8 75 

8 75.08 8 12565.8 65 

9 91.43 9.83 8390.4 68.33

10 58.37 7.17 6795.6 55 

11 88.94 10.17 25177.2 71.67

12 82.61 11.67 19976.4 68.33

13 42.83 5.67 7234.2 58.33

14 62.71 6.17 3561 38.33

15 77.8 13.83 8280.6 53.33

16 91.11 10.17 10992 68.33

17 56.15 5.17 6814.2 56.67

18 84.67 11.33 19090.2 75 

19 25.5 4.67 9758.4 53.33

20 87.61 9.67 14086.2 56.67

21 84.44 11.5 18507.6 53.33

22 76.9 13.83 23729.4 61.67

23 16.67 0.5 957 46.67

24 72.08 13.33 11328.6 40 

25 9.17 0.67 1268.4 43.33

26 86.26 10.67 26626.8 65 

27 61 7 8350.8 61.67

28 93.59 10.33 16174.2 61.67

29 46.87 8.17 8406 30 

30 65.55 10 16038 50 

31 56.97 6.83 6250.8 43.33

32 95.89 9 17949 68.33

33 82.63 11.33 20748 75 

34 85.93 10.67 49666.2 61.67
 
將「WATA總結性評量成績」與「WATA形

成性評量作答平均次數」、「WATA形成性評量總
作答時間」利用 SPSS 10中文版進行皮爾森相關係
數考驗，得到表二如下： 
表二「WATA總結性評量成績」與「WATA形成
性評量作答平均次數」、「WATA形成性評量總作
答時間」之相關性 

 WATA形
成性評量作
答平均次數 

WATA形
成性評量總
作答時間

(秒) 
WATA總
結性評量
成績 

.387* .493** 

 ** p<.01, * p<.05 
由表二的結果發現，學習效益與WATA形成性評
量作答平均次數有顯著正相關(pearson=.387, 
p<.05)，且與WATA形成性評量總作答時間有顯

著正相關(pearson=.493, p<.01)。由此可知，越願意
主動利用WATA形成性評量輔助學習或是越願意
花時間使用的人，其學習效益越高，除此之外，也

可知道，WATA形成性評量也具備有引發提升學
習者主動並自動自發學習的功能。此處之「主動」

與Maslow針對自我實現者所具十五項人格特徵中
之「自動自發」的定義相同，這意味著具有此人格

特質的學習者，在以自我學習、自我建構知識為主

的網路學習環境下，會自己主動運用環境所賦予之

WATA形成性評量來輔助自己的學習，並願意融
入具有形成性評量的網路學習環境，積極地進行自

我學習，同時對自己的學習狀況進行監控，以使自

己的學習具有效益。故不受限制、講求主動的網路

學習環境，是能夠輔助具有「自動自發」特質與追

求自我實現之學習者學習的。 
另外，將「WATA形成性評量平均成績」與

「WATA形成性評量作答平均次數」、「WATA形
成性評量總作答時間」利用 SPSS 10中文版進行皮
爾森相關係數考驗，得到表三如下： 
 
表三 「WATA形成性評量平均成績」與「WATA
形成性評量作答平均次數」、「WATA形成性評量
總作答時間」之相關性 

 WATA形
成性評量作
答平均次數 

WATA形
成性評量總
作答時間

(秒) 
WATA形
成性評量
平均成績 

.820** .590** 

** p<.01 * p<.05 
 
由表三可以發現，WATA形成性評量平均成績與
WATA形成性評量作答平均次數與有顯著正相關
(pearson=.820, p<.01)，與WATA形成性評量總作
答時間亦有顯著正相關(pearson=.590, p<.01)。由此
可知，這些具備有Maslow所謂「自動自發」特質
之追求自我實現的學習者，在本研究所給予之不受

限制且具備有WATA形成性評量設計的網路學習
環境下，會精確地掌握現實環境中狀況與資源並主

動使用WATA形成性評量進行學習，且學習者於
WATA形成性評量中並非漫無目的地隨機嘗試做
題，而是謹慎且有目標地做題，這亦可由Maslow
針對人類行為所提的「需求層次論」來解釋，這些

積極參與WATA形成性評量學習的學習者，其願
意投注相當多的時間進行學習以及不斷挑戰未知

的動力源於對人類需求中「自我實現」與「知識和

理解」的需求，故他們不斷地向上追求成長而有強

烈的學習動機；也基於他們對「知識和理解」的需

求，他們會去找出形成性評量中不會的概念並對自

己的學習進行適切的監控，故其作答次數與WATA
形成性評量的平均成績有顯著的正相關，換言之，

他們並非一味的猜測答案，否則形成性評量的成績

會因為隨意的猜測而呈現較低的平均，故這些主動

積極的學習者是真正地運用形成性評量所提供的

題目，在網路上進行自我學習，同時在追求所謂「自



我實現」與「知識和理解」的成長與存在動機下，

適時地監控自我的學習腳步。 
5.結論與建議 
由本研究可知，以主動學習為其精神的網際網

路是有助於具有「自動自發」特質之追求自我實現

的學習者在網路上進行自我學習的。而本研究針對

Maslow所提「自動自發」特質的定義與其對學習
觀的基本主張下，在WATA形成性評量中融入了
「重複作答三次才過關」與「過關後有 Flash動畫
以資鼓勵」等多項策略併教材內容的網路學習環

境，讓追求自我實現之學習者更能夠在講求自我學

習與自我建構知識的網路環境中，充分發揮其特有

的人格特質，讓他們在不斷地追求成長的動力下，

積極地進行自我學習；同時，本研究所提供之學習

策略的設計，也能輔其在網路上進行自我學習、使

之能適切掌握學習的狀況，進而提升他們在網路上

的學習效益。 
網際網路與電腦科技將全球推向了一個電子

化的新紀元，同時也讓教育跨入了一個電子化的新

世代，e-Learning的學習方式將會成為未來的學習
趨勢與潮流。雖然科技創新了環境，但人類仍舊是

環境的主體，誠如Maslow所強調，需求所衍生的
動機是行為的初始，而動機又必須兼顧環境與個人

的因素，兩者交互影響；希望藉由本研究的結果，

讓我們在未來能將人本主義的學習動機精神融入

未來教學趨勢的網路學習環境中，使學生在開放式

的學習空間裡，更能主動地建構自己的知識，並讓

學習者於學習環境中，充分發揮其「自動自發」的

積極特質；亦或是應用一些學習策略設計於網路學

習環境裡，藉由學習環境中的各項學習策略因素來

誘使學習者產生學習動機，並進而提升其學習效

益。而不是一味地將傳統課室環境中，以教師為中

心之行為學派的填鴨式教學融入網路教學情境，營

造出披著網路教學糖衣的網路化傳統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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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考驗網路出題系統對學生

認知與後設認知能力的影響，並進一步瞭解認知與

後設認知能力隨著時間改變的情形。本研究採 2
（出題與不出題）X3（前測、後測、延後測）二
因子混合設計之準實驗研究法，以六年級四個班為

研究對象，有效樣本數為 132人，利用一網路出題
互評練習系統，進行為期四週的實驗教學。主要研

究發現：一、在認知能力上，出題組顯著高於不出

題組，且具延宕效果；此外，出題組在認知能力上

顯著高於實驗前，且具延宕效果；二、在後設認知

上，出題組顯著高於不出題組，且具延宕效果；此

外，出題組在後設認知策略上顯著高於實驗前，且

具延宕效果。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教師教學以

及未來研究的建議。 

關鍵詞：出題、認知能力、後設認知、網路學習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question-posing on students’ 
cognitive and meta-cognitive skills within a 
web-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easuring time on cognitive and 
meta-cognitive skills was examined.  The study used 
a 2 (question-posing v.s. no question-posing) x 3 
(measuring times) mixed-design experimental study.  
132 sixth-graders from four classes from one 
elementary school in Kaohsiung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A Web-based learning system that enables 
student to pose, peer-review, view question as well as 
practice was used in the study for four consecutive 
weeks.  The study found that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question-posing condition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no question-posing condition 
in the posttest and delayed test on both cognitive and 
meta-cognitive skills.  Besides, students in the 
question-posing condition scored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the posttest and delayed test on cognitive and 
meta-cognitive skills than in the pretest.  
Suggestions for teacher instruc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proposed. 

Keywords：Cognitive skills, Meta-cognitive skills, 
Question-Posing, Web-based Learning 

 

1. 緒論 

 

於九十學年度開始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在實

施綱要中提到：國民教育階段學校教育目的旨在培

養十大基本能力。傳統的教室中傳授－接受式的教

學方式正面臨極大的衝擊，教師必須思考如何於教

學當中培養學生這些能力，而在觀念上、教學設計

上、教學方法上及教學媒體的運用上有所變革，才

足以因應時代的需求，培養具競爭力的下一代[1]。 

因 應 時 代 而 生 的 網 路 教 學 (Web-based 
instruction，簡稱WBI)即具備如是的潛能與特色。
在 WBI 環境中，教師與學生間的互動更加寬廣，
而非只侷限於學校的學習。透過 WBI，學生可以
與其它人或專家進行互動，其中指導者或專家所扮

演的是輔助者的角色，藉由同步與非同步的溝通，

提供支持、回饋、及引導。在多媒體應用上，網路

教學整合文本、圖像、影像、聲音、動畫等多媒體

工具，因此可以滿足多數學生的學習動機。此外，

由於網路為一開放系統，學習者能夠自由的在學習

環境裡漫遊，由學習者主導自己學習的過程。並經

由搜尋引擎去尋找相關的線上資源，或藉由標題的

關鍵字，來進行網站的連結。更基於網路教學沒有

時空的限制，學生可以在全球各地，透過任何的電

腦平台，在任何的時間裡，成為WBI課程的一員，
獲得全球各地的訊息及資源。學生所貼的佈告透過

WBI，在線上被討論或回饋，或學生的作品在Web
上發行，對學生而言確是一種有力的誘因。此外， 
WBI 全球一致性（標準化）的特性，以及電子檔
案的傳送方式，皆有助資料的傳遞與保存，讓全球

各地的人都可以使用標準的網址與格式，在網路上

張貼與分享WBI課程，當越來越多的WBI課程被
發展，如此教師與學生也都將有越來越多樣的選

擇。再者，由於網路上的多媒體文件是分散的，任

何人都可以是資訊的發行者，提供了多樣的資料，

並藉由 WBI，使得全球各地的學生及教學者都能
在線上溝通，學生不僅可以擴展視野，也可以分享

自已的文化，幫助學習者習得多元的觀點[2-6]。誠
如 Schwier & Misanchuk指出：網路助長了一個民
主的學習環境，學生可以選擇積極的參與或是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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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瀏覽，使學生可以選擇學習的內容、時間、及互

動的方式，進而提昇學生的責任感及進取心[5]。 

整體言之，如何透過網路”提供線上支援與真
實的學習環境、易於發展與保存、合作學習、線上

評鑑、虛擬實境等”的特性，協助學生獲得知識，
創造教師與學生雙贏的局面，擴大傳統教學的教學

效果，將是教師運用資訊融入教學的最大目標，也

是一項重要的課題。本研究中的出題互評練習系統

即是一個建構於網路的電腦輔助教學系統，其目的

在於利用網路的特色與系統功能的設計，讓學生能

夠線上出題、評題、瀏覽與練習，達到傳統教學較

難達成之資源分享，同儕回饋等特性，期藉由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與學習歷程，讓學習發揮最大效益，

從低層次的知識記憶，而能朝高層次的認知發展。 

就「出題」而言，在傳統教學上，這一直是老

師的工作，學生極少有出題的機會，而出題系統提

供了學生針對學過之單元出題的機會，且運用科技

的便利性，學生可以將其分享給同學，並利用系統

進行下一步的學習活動。在系統中，學生所出題目

為選擇題，其中包含提出問題題幹（即擬題），與

提供正確選項及三個誘答選項等部份，這樣的歷程

對學生認知與後設認知學習策略之影響，是本研究

所欲探究的主要課題之一。  

就有關電腦輔助學生出題方面的文獻，國內外

並無相關的研究，但對於擬題、提出問題、自我發

問等相近概念則有一些研究成果。過去擬題教學的

研究發現，擬題是經由個人組織、思考想出新的問

題，是一種創造思考的表現，也是主動建構並學習

的過程[7]；提供學生在課堂中擬題的機會，是一
項被推薦的教學方式。實證研究發現，訓練學生擬

題有助改善其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8]。楊惠如（民
89）也指出透過擬題活動可以提高學生解題的動機
與興趣，培養學生分析與發展問題的能力，落實以

學生為本位的的學習觀點，培養批判的能力並提昇

兒童的創造力[9]。此外，在後設認知的教學策略
上，認為「自我發問」、「自問自答」可以幫助學生

回憶有關的知識與記憶材料，為教導學生後設認知

的有效策略[10]。從上述的文獻中，雖然大略可見
出題對學生學習成效應該有所提昇，但是文獻中仍

缺乏實證性之研究，尤其是利用電腦資訊融入出題

教學中的相關研究。考量電腦科技之優勢，研究者

認為有必要以實驗操控的方式，比較出題與不出題

者在學習效果上的差異。再者，考量教育強調長期

與遷移的效益，本研究除了教學成效的短期效益評

估外，也想瞭解出題在認知與後設認知學習策略的

長期影響，得知學生的學習效益是否隨著時間而有

所改變。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 探討出題歷程對認知與後設認知能力的影響。 

(2) 探討（出題與不出題）X測量階段之間在認知
與後設認知學習策略上是否有交互作用存在。 

(3)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教師教學運用以及未來研
究之建議。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與研究場域 

 

    本研究以高雄市一國小四個六年級的班級學
生，有效樣本共 132人，利用擴大內需時所配發之
電腦教室，共三十四台學生電腦，進行實驗教學。 

 

2.2 學習系統 

 

本研究使用一個網路化的學習環境，在中央大

學資訊工程系陳德懷教授指導下完成初步的網路

平台建置工作，之後由研究者根據教育理論不斷地

進行修正與測試，使更符合電腦輔助學習環境與網

路科技設計之原理。 

本系統在學生登入，選擇「題目操作」，確定

單元後，即可操作本系統之出題、評題、瀏覽及練

習等主要功能。各主要功能之使用方式如下。 

(1)出題練習：學生按下出題後隨即出現出題表單
（如圖 1.），學生必須輸入題目內容及四個選
項，並選擇正確答案。另外，學生可依自己需要，

提供說明圖片檔案、解析、提示、進階提示、參

考資料（出處），以提供評估者、瀏覽者及練習

者參考。最後按下「確定送出題目」與確認後，

即完成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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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出題表單 

 

(2)評題練習：學生按下評題後，即出現待評估的
題目。選定欲評估之題目後，即出現評估表

單，學生可以根據題目內容，參考手邊資料，

判斷題目正確與否，並利用下拉式選單選擇評

語或利用文字方塊輸入意見，提供作者回饋。

當題目經過五個學生評估過後，若超過 1/2（三
人）認為正確，即可變成正式題目。若五人中

超過 1/2認為有誤，便退回原作者處修改。 

(3)瀏覽題目：學生按下「瀏覽題目」後即出現待
瀏覽的題目之選單。點選題目後，即可看到題目

完整內容，包括：題目、選項、正確答案、哪些

人評估過，其對本題目的評語為何和有把握程

度。若學生於瀏覽題目時，發現有錯或疑問，可

在最下面的表單，提供作者建議。 

(4)練習題目：學生可以選擇想要練習的單元，系
統會列出現有題數，學生輸入要練習題數，系統

會從現有題庫中隨機抽取提供學生練習。學生填

答完畢後，系統會顯示出學生答案及正確答案，

供學生參考並計算成績。此外，學生並可觀看最

近 25筆挑戰紀錄。 

除了系統此四種主要功能外，為提昇系統使用

率以及增加系統使用之滿意度，研究者也新增不同

輔助功能，包括亞卓幣、個人表現告知、各類排名

等。茲簡述如下。 

(1)亞卓幣：是一種代幣制度，在系統中出題、評
題、練習皆可得到亞卓幣，亞卓幣累積愈多，代

表學習表現愈佳。在給予數量上，研究者乃根據

系統測試時，概略計算 10位學生在出題、評題、
練習三方面所花費時間平均數之比，以此做為獎

勵亞卓幣個數之依據。 

(2)個人表現之公告：當學生登入後，系統會主動
呈現個人表現視窗，學生可以藉此瞭解自己及全

班目前狀況。個人部分，包括登入次數、出題數、

通過評估、評題數、需要修改；全班部分，包括

平均出題數、平均通過評估題數、平均評題數及

平均需要修改題數。 

(3)各類排名：用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瞭解自己

及同學的表現，包括富比世排行榜（累積亞卓幣

最多者）、出題王（出題數最多者）、評估王（評

估題目最多者）、答題王（先依答題正確率排名，

正確率相同時再依答題數評定名次）、最受歡迎

題排行榜（所出題目被最多人瀏覽者）及線上努

力排行榜（線上努力時間最多者）。 

 

2.3實驗設計與實施程序 

 

    本研究採（出題與不出題）X測量階段二因子
混合設計之準實驗研究法，其中（出題與不出題）

為獨立樣本，測量階段為相依樣本。 

為確保整個實驗進行以及系統的正確操作與

合適性，正式研究前，由研究者修改程式以適合

學生使用，並利用一班六年級 27位同學進行為期
四節課的系統預試，以觀察學生使用情況。於實

施實驗教學前一週實施學習策略量表前測，以作

為與實驗教學後施測結果及延後測比較的依據。 

由於國小採包班制，國語、數學科皆由導師擔

任，為避免實驗效果由不同級任老師之教學所造

成，故本研究以自然科為實驗科目，以同一位自

然老師任教之班級為原則進行為期四週，每週一

節課，每節四十分鐘的出題互評練習系統教學。

由於學生未具備出題這樣的先備知識，故有出題

的班級，在第一節課由研究者指導學生如何根據

課文中的內容出題，並提供學生出題練習參考題

目。教學時，利用廣播系統示範教學，採教師講

解及學生操作穿插進行方式。在教學過程中，除

教師教授系統功能時間外，剩餘時間「出題組」

平均操作出題、評題、練習三個系統功能，而「不

出題組」平均操作評題、及練習兩個系統功能。

受試學生於實施實驗教學結束後一週內填寫認知

與後設認知學習策略量表，並於實施教學結束後

六週，填寫認知與後設認知策略量表。 

 

2.4 測驗工具 

 

本研究參考程炳林（民 89）所編製的「中學
生自我調整學習量表」中之認知分量表[11]。原量
表適用對象為國中及高中職學生，本研究依需要，

改以自然科為特定領域，且因研究對象為國小六年

級學生，考量學生對題目的理解能力及國小學習情

境可能不同，由研究者依學業成績選擇高、中、低

程度學生各兩名共六位學生，進行一對一形成性評

鑑，逐題閱讀，並針對不瞭解處予以修改，使適合

國小學生填答。其中認知學習策略 18題與後設認
知學習策略 24題，共計有 42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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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表為萊特式六點量表，施測所需時間大約

是 10分鐘。量表修改完成後以 303名六年級學生
進行各項信效度考驗，認知與後設認知能力量表

Cronbach α值分別為.96與.97。 

 

3.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分別考

驗（出題與不出題）X測量階段在認知能力、後設
認知能力之交互作用情形，以下分別呈現統計分析

結果。 

 

3.1 認知能力 

 

表 1.（出題與不出題）X測量階段在認知學習
能力量表之基本統計量，由變異數分析可知（出題

與不出題）X 測量階段具二因子交互作用，

F=5.59，p<.05。進一步進行單純主要效果考驗，
結果發現，出題與不出題在前測時無顯著差異，

F=0.28，p>.05，然在後測與延後測均有顯著差異，
F值分別為 5.17及 8.68，p<.05。由圖 2.可知出題
班級在後測與延後測上，認知策略之得分均高於不

出題之班級，即利用出題互評練習系統時，有出題

的學生其認知策略高於未出題之學生，而且具延宕

效果。此外，有出題班級在認知策略的得分上前

測、後測、延後測有顯著差異，F=7.42，p<.05。
進一步進行 Tukey’s HSD事後多重比較，結果發
現有出題之班級，在認知策略的得分上前測與後測

有顯著差異 p<.05，前測與延後測有顯著差異
p<.05，由圖 2.可知有出題的班級後測與延後測顯
著高於前測，即使用出題互評練習系統出題後，學

生在認知策略的表現上，有顯著提昇，且具延宕效

果；而不出題之班級，在認知策略的得分上前測、

後測、延後測無顯著差異，F=1.02，p>.05，即使
用出題互評練習系統不出題時，學生在認知策略

上，並無改變。 

    認知能力指學習者從事學習工作時，用來增進
訊息處理效率的思考或行為。本研究中認知策略涵

蓋了複誦策略，指學習者對學習材料反覆複誦，用

以增進短期記憶的策略；精緻化策略，指學習者能

以既有的知識去統整所有學習的新材料，用以增進

外在聯結的策略；組織策略，指學習者對學習材料

加以組織，以協助內在聯結的策略。 

就上述認知策略統計分析結果，指導學生利用

出題互評練習系統出題，有利於認知策略的學習。

究其原因，在出題的過程中，學生必須思考題目、

誘答選項及正確答案，促使學生必須重檢視教材，

發問問題，進而學生認清教材中重要的部份及自己

不懂的部份。為達到出題的目的，使學生產生自我

調整，運用自己的先備知識，及各種方法獲得知

識，並透過自己的建構，加以組織，形成題目、選

項與答案，有利於複誦、精緻化、與組織策略的提

昇。例如：在出題的過程中反覆的閱讀教材，有助

於複誦策略的提昇；思索誘答選項，及用自己的話

將書本的內容變成題目，有助精緻化策略的提昇，

而找出課文的重點或重要觀念來出題有助於組織

策略的提昇。因此，出題有利於學生認知策略的提

昇，而反覆的練習出題的歷程，讓學生熟練了這樣

程序，使效果能夠持續。 

 

表 1. 組別 X階段在認知能力之基本統計量 

組別 前測 後測 延後測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出題組 

72.295 

（17.043） 

78.099 

（15.441） 

78.150 

（16.941） 67 

不出題組 

70.534 

（20.424） 

70.515 

（23.089） 

68.326 

（21.10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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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組別X測量階段在認知能力之二因子交互作
用圖 

 

3.2 後設認知能力 

 

表 2.為（出題與不出題）X測量階段在後設認
知學習策略量表之基本統計量，進一步進行二因子

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發現（出題與不出題）X測
量階段具有二因子之交互作用， F=3.01，p<.05，
進一步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考驗，發現出題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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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題在前測時無顯著差異，F=1.45，p>.05，然在
後測與延後測均有顯著差異，F值分別為 8.67及
6.49，p<.05。由圖 3.可知出題班級在後測與延後測
上，後設認知策略之得分均高於不出題之班級，即

利用出題互評練習系統時，有出題的學生其後設認

知策略高於未出題之學生，而且具延宕效果。另

外，有出題班級在後設認知策略的得分上前測、後

測、延後測有顯著差異，F=10.75，p<.05。進一步
進行 Tukey’s HSD事後多重比較，發現有出班級，
在後設認知策略的得分上前測與後測有顯著差異

p<.05，前測與延後測有顯著差異 p<.05，由圖 3.
可知有出題的班級後測與延後測顯著高於前測，即

使用出題互評練習系統出題後，學生在後設認知策

略的表現上，有顯著提昇，且具延宕效果；而不出

題之班級，在後設認知策略的得分上，前測、後測、

延後測無顯著差異，F=0.84，p>.05，即使用出題
互評練習系統不出題時，學生在後設認知策略上，

並無改變。 

後設認知策略指學習者在訊息處理歷程中基

於對自己認知歷程、認知結果的察覺與指揮，所用

來增進訊息處理效能的思考與行為。本研究中，後

設認知包含計畫、監控、修正與評鑑。計畫策略指

學習者在開始學習之前，設定學習目標與規劃學習

步驟的思考與行為；監控策略指學習者在學習中，

透過自我提問、查核學習步驟和方法，找出難以瞭

解的地方、檢查目標等來查出自己是否瞭解學習內

容等的思考和行為；修正策略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

中，隨著學習材料的性質與自己的學習狀況而改變

學習方法、回頭重讀不懂之處、改變學習速度，把

疑惑的地方弄清楚等的思考與行為；評鑑策略又稱

自我評鑑，指學習者能在學習過程中，不斷評估學

習結果的思考和行為。 

    由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可知，指導學生利用出題
互評練習系統出題，有利於後設認知策略的學習。

試解釋出題提昇學生後設認知策略的原因，應來自

於出題的過程中，透過出題的程序，學生所產生的

自我調整，就研究者根據訊息處理論所提出之出題

歷程對認知與後設認知影響的分析，當學生面對出

題工作時，學生會根據舊經驗與知識提出問題，嘗

試解決問題，獲得正確答案，此外，在本研究中，

還要思考誘答選項，才完成任務。其中任何一個步

驟遭遇到困難，學生都必須尋求改善，及自我調

整。學生可以透過重新瀏覽課本、教師上課筆記、

或學生自己記錄的重點來完成這項工作。為了能在

課室的表現上較佳，學生便會採取各種不同的學習

策略，當學生在課室中遭遇到困難或欲進一步提昇

自己的表現時，將有助於學生使用計畫、監控、修

正、評鑑等後設認知策略。例如：為了在出題時有

好表現，而在在上自然課時，更詳細思考標題的意

義及注意每一個段落的重點，並出好題目進而提昇

學生計畫策略；藉由出題的練習，較能夠發現自己

哪些內容較不瞭解，提昇了學生的監控策略；由於

發現自己不瞭解的地方，而在上課時更專心或回頭

重讀，提昇了修正策略；藉由做一些練習題，來提

昇自己出題的能力，提昇了評鑑的策略。學生在出

題的過程中，無形中增加了自己學習策略的使用。 

就實驗期間的觀察而言，確實發現不少學生會

先出好題目，以利其在課室中的表現；或透過模仿

修改題目來達到出題的目的；也發現學生會再重新

檢視課本的內容。當學生在經由出題互評練習系統

出題這樣的教學處理後，使學生更能掌握自己不懂

的地方，而予以修正，或進一步計畫自己的學習，

將使學生對自己的認知歷程有進一步的瞭解與掌

控，增進訊息處理的效能。 

 

表 2. 組別 X階段在後設認知之基本統計量 

組別 前測 後測 延後測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出題 

98.818 

（24.634） 

108.452 

（23.151） 

107.823 

（22.849） 67 

不出題 

93.454 

（27.491） 

95.335 

（29.653） 

96.480 

（25.23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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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組別X測量階段在後設認知之二因子交互作
用圖 

 

4. 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考驗網路出題系統對學生

認知與後設認知能力的影響，並進一步瞭解學生認

知與後設認知學習策略隨著時間而改變的情形，主

要研究發現：一、在認知策略上，出題組顯著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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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題組，且具延宕效果；此外，出題組在認知策

略上顯著高於實驗前，且具延宕效果；二、在後設

認知策略上，出題組顯著高於不出題組，且具延宕

效果；此外，出題組在後設認知策略上顯著高於實

驗前，且具延宕效果。 

根據本研究發現，建議教師讓學生使用出題互

評練習系統進行出題之學習活動將有助於其認知

與後設認知能力的提昇。此外，由於出題互評練習

系統建構在網路上，藉由網路科技的便利性，學生

也能突破時空的限制，將學習擴展到教室以外，隨

時利用電腦上網學習，並藉由整個學習過程資料的

保存，更可提供教師與學生進一步反省思考教學與

學習歷程，達到進資源的分享，知識的迅速累積的

功用，達到傳統教學所無法達到的效果。最後，提

出未來研究之建議。 

(1) 研究對象：考量不同學習對象，進行學童學科
學習成效之實證研究，以增加外推性。 

(2) 學科運用：在學科類別上，本研究僅針對自然
科，在其它科目的應用上，也可嘗試。 

(3) 時間上：本研究受限於學校教學進度與學期的
限制，在教學時間上僅進行四週，每週一節，每節

40分鐘的教學，時間稍短，故未來可延長實驗週
期，以期更了解出題互評練習系統對學生學習成效

的影響。 

(4) 不同學生特性：在本研究中，並未對學生個別
差異做區分，故無法瞭解出題互評練習系統，對不

同個別差異的學生例如：不同目標導向、不同學科

能力等影響的差異。 

(5) 質性研究：本研究受限於人力及時間，未能對
學生的所出題目進行更精細的分析，或透過訪談瞭

解學生知識建構的歷程。未來若能針對此部份進行

資料蒐集與分析，將有利於學界對出題與認知能力

之間的關係與歷程有更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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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開發一個建構在全球資訊網的

「線上題庫系統」，以提供教師在網際網路環境下

的輔助教學評量系統，可動態新增以試題反應理論

為基礎之線上題庫。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二：(一)開發線上題庫系

統。(二)評估系統運作效能與使用者滿意程度。 
為達成這二個研究目的，研究者採用結構分析

中，Sehlly、Cashmen 和 Rosenblatt(2001)所提出的
「系統開發生命週期」，將「線上題庫系統」開發

過程分為「系統規劃」、「系統分析」、「系統設計」、

「系統建置」、「系統運行與支援」等五個階段逐步

開發。 
研究樣本方面，在需求調查報告部分，共調

查十五位專家對開發系統的意見。 
就研究工具來說，本研究主要研究工具為「線

上題庫系統」，另外，「功能需求調查問卷」、「硬體

設備」、「軟體工具」、「系統評估量表」也是本研究

的研究工具。 
就資料處理來說，本研究運用MatLab和 SPSS

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所採用的統計方法包含古

典測驗理論與試題反應理論等理論來分析。 
研究結果部分，本研究得到如下結論：(一)線

上題庫系統具有多項功能。(二)結構化分析中之系
統開發生命週期是開發整合系統的理想方法。(四)
本題庫系統運作效能良好。(五)使用者對整合系統
之功能感到滿意。 

根據研究結論，本研究針對工具研發、效能

評估等提出具體建議。 
關鍵詞：試題反應理論、題庫、適性測驗、網際網

路、結構化分析、系統開發生命週期 
1. 前言 
「測驗與評量」一直是教學過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環，它們可以反應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了解知識

的程度，以提供教學者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傳統

的測驗型態，一直是以文字、圖形的靜態紙筆測驗

為主。不過，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對於傳統

教學活動產生不小的衝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活動目前正如火如荼的展開，因此，具有教學成果

回饋與評鑑功能的電腦輔助測驗也逐漸地在發展

(孫光天、陳新豐、吳鐵雄，民 87；陳新豐，民 88a)。 
利用多媒體和網際網路，可以輕易地將測驗試

題以文字、圖形互相搭配的方式呈現，並打破時空

的距離，便於流通與分享，因此，建構於網際網路

的線上測驗已日漸普及，皆是利用多媒體的特性，

並結合網際網路所開發的線上測驗。然而，大部分

的線上學習系統著眼於教材資源的建構與學習環

境的設計，事實上，一個完整的線上學習系統，若

能提供足夠的回饋資訊讓學習者有效地學習且客

觀地評量其學習成效，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蔡
福興，民 88)。 

不過，採用電腦化適性測驗，「題庫」(item bank)
是一個重要具備的條件。題庫並非一堆試題的集合

而 已 ， 它 所 包 含 的 試 題 是 一 堆 經 過 校準

(calibration)、分析、歸類、與評鑑後，並由適當的
程序組合而成的題目組合體。Millman & Arter(1984)
將題庫界定為一群使用方便的試題彙編，亦即題庫

可資應用於各種測驗場合的數量非常龐大，並且都

是經過分析、編碼、與結構分類處理後的試題，並

且因為科技的整合而有逐漸走向電腦化的趨勢

(Flaugher, R.,2000)。 
綜上所述，就教學而言，「測驗與評量」是不

可或缺的一環。就資訊科技的發展來看，多媒體與

網際網路使測驗打破時空的限制並具資源分享的

功能。同時，題庫系統有助於使測驗的品質更為理

想，但如何結合試題反應理論的題庫系統與線上測

驗，整合成為一套系統，使其適用範圍更為廣泛，

是本研究主要研究動機。 
2. 文獻探討 
2.1電腦化適性測驗 

Bunderson、Inouvy 和 Olsen(1989)曾指出電腦
測驗的發展，可分為四代，其中電腦化適性測驗可

說是現今最受重視與討論的電腦測驗，以下為電腦

化適性測驗的主要構成要素。 
(1)試題反應理論的模式 
(2)題庫 
(3)起始點 
(4)試題選擇的方式 
(5)計分方法 
(6)中止標準 
電腦化適性測驗的主要特徵除了施測題目因

人而異外，其測驗的長度也可因人而異，電腦化適

性測驗的施測可以持續到對受試能力估計的準確

性達到某一事先設定的標準為止。測驗的目的和性

質不同，其終止標準可以有高有低，也可同時設定

一個以上的終止標準。 
本研究測驗的中止的題數是由預定的測量標

準誤差或後驗標準差(posterior standard deviation, 
PSD)來決定。 

Bock & Mislevy(1982)提出測驗的中止的題數
是可由預定的後驗標準差 (posterior standard 
deviation, PSD)來決定。其計算方法如下：  
則其後驗分配標準差可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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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信度係數可表示為： 
2)(1 PSD−=ρ       (3) 

本研究依實際題庫模擬資料來決定預定測量

標準誤法來設定中止標準，以「題數是否超過 20
題」和「PSD<=0.4」做為中止標準。 
2.2結構化分析 
目前最常見的系統開發方法有一種傳統廣受

採用的結構化分析(structured analysis)方法，而目前
一種稱為物件導向分析與設計 (object-oriented 
analysis and design)的新方法也同樣受歡迎(周宣
光，民 89；Shelly、Cashman and Rosenblatt，2001)。
每一種系統開發的方法又各有許多變形，有些資訊

軟體開發公司發展出自己的一種方法，或是修改軟

體廠商或顧問所提供的方法，而大部分的資訊科技

專家都認為沒有單一的方法是所謂最佳的系統開

發方法 (周宣光，民 89；Shelly、Cashman and 
Rosenblatt，2001)。 
結構化分析方法是一種傳統的系統開發技

術，它不但經過長時間的考驗而且很容易了解。結

構化分析採用一連串稱為系統開發生命週期

(SDLC：systems development life cycle)的階段結構
來規劃、分析、設計、建置及支援一個資訊系統(周
宣光，民 89)。 
3. 研究方法 
3.1文獻探討 
3.2 系統開發 
本系統採用「結構化分析」進行系統開發，分

為「系統規劃」(system planning)、「系統分析」(system 
analysis)、「系統設計」(system design)、「系統建置」
(system implementation)、「系統運行與支援」(system 
operation and support)五個步驟(周宣光，民 89； 
Shelly、Cashman and Rosenblatt，2001)。 
3.3系統評估 
本研究的評估方式分為系統效能評估及使用

者評估兩種。使用者評估方面，則直接連線上網進

行，並在線上填寫評估表，以作為改進和修正系統

的依據。在系統效能評估方面則由研究者分析系統

連線記錄加以分析系統運作時的效能。 
4.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有：功能需求調查問

卷、硬體設備、軟體工具、系統評估表等，茲將各

種工具敘述如下： 
4.1功能需求調查問卷 

本研究所欲建構之「線上題庫系統」，依循結

構化分析的系統開發步驟，利用線上調查與書面調

查的方式，進行「線上題庫系統」的功能需求調查。

問卷設計資料，除了由文獻分析獲取部分資料外，

另依據本研究發展系統的建置目的、待答問題等綜

合而成。 
問卷內容主要為系統功能需求調查，其主要目

的在於了解本系統所應具備的功能。 
4.2硬體設備 

CPU：Intel Pentium III 700。 
RAM：128M Bytes。 
HDD：9G Bytes。 
網路卡：10/100M bps。 
螢幕：15吋。 

4.3軟體工具 
JBuilder 6.0、PHP、HTML、XML。 
網路作業系統：Linux 7.2(Red Hat)。 
資料庫管理系統：MySQL 3.22.32。 
Web Server:Apache 1.3.12，具 PHP、MySQL模組。 
線上題庫管理系統：研究者利用 PHP、Java Script、
Java和資料庫連結技術，自行開發完成。 
使用者端由於網際網路為開放性架構，因此本

研究所建置的系統其使用者端之軟體，使用者可自

行依習慣偏好調整以配合不同的工作平台，以下為

本研究對於使用者建議之軟體部份：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95/98/Me/2000中文版。全球資
訊網瀏覽器為 Microsoft Ineternet Explorer 4.0以上
版本。 
4.4系統評估表 
本研究系統開發完成後，必須經過使用者的評

估以決定本系統之價值，根據所開發出來的系統，

其功能、使用者介面等方面是否可達到研究目的之

要求。因此在介面與功能上的分析，經過專家的諮

詢修正後，提出了系統評估表。 
評估表的設計採 Likert四點量表，由填答者分

別從「非常同意」「同意」「稍微同意」「不同意」

四個選項加以勾選，讓使用者對系統各種功能進行

評估，以驗證系統的成效。 
5. 結果與討論 
有關開發系統所遵循的方法與原則，研究者曾

說明「結構化分析」較常被使用，並引用 Sehlly、
Cashmen和 Rosenblatt(2001)所提出的「系統開發生
命週期」，將系統開發過程分為「系統規劃」、「系

統分析」、「系統設計」、「系統建置」、「系統運行與

支援」等五個階段做為系統開發的生命週期模式。

以下茲就五個階段來說明本整合系統之開發過

程，並予以綜合討論。 
5.1系統規劃 
系統規劃階段，旨在透過需求調查的過程，了

解本系統之開發是否可行，以釐清問題的本質及界

限(周宣光，民 89；Shelly、Cashmen and Rosenblatt，
2001)。因此，研究者首先經由文獻探討的方式，提
出整合系統之架構初稿，並根據架構初稿設計「線



 3 

上題庫與適性測驗整合系的需求調查問卷」，再商

請學者專家針對本研究所欲發展的「線上題庫系

統」提供意見。 
由於本系統結合試題反應理論、資料庫、適性

測驗與網路技術，因此聘請測驗專家與系統發展人

員進行本系統功能的需求調查，十五位專家學者的

選擇主要分為三類，一為「測驗專家」，一為「系

統發展的專家」，另一則為「測驗專家兼具系統發

展經驗的專家學者」。 
此份「線上題庫與適性測驗整合系統需求調查

問卷」係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者預設的

系統功能，第二部分則為開放式問題，請專家對於

本系統之規劃不足或疑問之處惠賜卓見。第一部分

調查結果，如附錄表 1所列。 
由附錄表 1可知，本研究所商請的學者專家對

系統功能都表示熟悉，但在測驗功能方面，則有部

分學者表示對測驗功能不很熟悉。其次，三類學者

專家的意見相近，各類專家的意見與全部專家的意

見十分相近，顯示內部一致性頗高。以下是將功能

需求調查結果依意見高低排序如附錄表 2。 
由附錄表 2可知，在系統建置方面，最重要的

功能為「試題編輯」、「上傳試題」、「查詢試卷」、「使

用者帳號管理」與「線上註冊」等功能，其平均數

均超過 5，也就是專家們一致認為有高需求。但「線
上討論功能」、「多位教師共同製作試卷的功能」、

「線上流量分析」和「電子報功能」，其平均數都

未超過 4，亦即專家們一致認為這四個功能的需求
不高。至於在測驗部分，八個項目其平均數都超過

5，故全數保留。 
5.2系統分析 
經過需求調查後，根據學者專家意見來修正系

統架構與確定系統功能。學者們對公用系統中有關

「線上流量分析」、「線上討論」與「電子報」，以

及「多位教師共同製作試卷」的功能評估值都低於

4，因此，將這些功能自架構圖中刪除。其次，研
究者歸納專家學者的意見，並整併系統架構的各個

功能，以便於管理與使用。系統功能架構修正前後

模組中，本系統的主要修正方式可分成幾類： 
(1)為使用者便利而新增模組 

1.為提供使用者瞭解這套系統，提供關於我們的
模組。 
2.註冊新帳號的模組應在進入網頁後便提供使用
者使用，故新增註冊新帳號的模組。 
3.在試題編輯的模組下，新增上傳說明與上傳試
題的功能。 

(2)依據專家意見刪減不必要的模組 
在初步規劃後，經過需求調查的程序，學者們對

公用系統中有關線上流量分析、線上討論與電

子報，以及多位教師共同製作試卷的功能評估值

都低於 4，因此，將這些功能自架構圖中刪除。 
(3)為分工一致性而調整模組內容 
有關教師帳號、學生帳號與專家帳號的功能，

整併到帳號資料模組。 

將試卷管理與測驗組卷模組合併，成為試卷管理

的模組。 
將試題分析中的難度、鑑別度與信效度的分

析，合併成參數分析。 
5.3系統設計 
所謂「系統設計」是指研究規劃以電腦為工具

的資訊處理系統，其效能主要是可以提高資訊品質

與工作效率。在系統設計中可針對模組加以設計，

並進行整合及測試，作為系統建置及程式開發的依

據(饒瑞文，民 82)。因此，系統設計階段需要產生
解決專案邏輯與實際需求的規格說明書，包括：資

料流程圖、程式結構圖或系統流程圖(周宣光，民
89)。以下便以本研究「線上題庫系統」之資料流程
圖 Level0(附錄圖 1)說明本研究之分析設計。 

1.1  
線上題庫與適
性測驗整合系
統首頁

使用者登入資料

進出
線上題庫管理系統

1.2
輸入管理者身

份

點選線上題庫
管理系統的要求

拒絕

點選線上測驗
系統的要求

1.3
輸入測驗者身

份

拒絕

進出
線上測驗系統

使用者資料檔

管理者帳號及密碼

受測者帳號及密碼

系統記錄檔

登入時間,ip,登入日期,是否經過proxy

進出關於我們

進出註冊新帳號

進出系統說明

 
圖 1 「線上題庫系統」資料流程圖(Level 1) 
根據本系統資料流程圖(Level 1)，如圖 1所示。

由圖 1可知，進出「線上題庫與適性測驗整合系統」
時，使用者皆需要加以系統認證。亦即進入線上測

驗系統的使用者需加以確認，以便記錄使用者施測

資料，進入線上題庫管理系統時的使用者也要加以

確認，以便保護整個系統在設定參數以及管理題庫

上發揮保護題庫的功能，並避免惡意者的破壞與不

當之操作。另外關於我們、系統說明等模組，因為

與系統安全的關係不大，所以不加以任何管制。註

冊新帳號的模組，因為只是新使用者填具基本資

料，尚需要線上題庫管理系統功能中加以審核帳

號，才能執行「線上題庫系統」之相關功能，所以

也是採開放式的策略。 
5.4系統建置 
「系統建置」旨在說明「系統發展」、「系統測

試」等二個部分，依序說明如下： 
(1)系統發展 
經由系統分析與設計的步驟，確定本系統所應

具備的功能、資料流程、資料流、處理程序與檔案

規格之後，接下來便進入系統實際製作階段，亦即

選擇適當的程序語言，並根據設計階段的結果，轉

換成真正的程式碼，完成所需要建置的系統。以下

分別就「硬體規格」、「軟體系統」和「程式語言」

等三部分加以說明。 
在硬體方面，系統的輸出入畫面預設解析度為

800× 600，當然畫面若調至 1024× 768亦可被接
受，而整體的輸出入介面，將盡量能以使用者感到

最友善、最親切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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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軟體方面，在網路作業系統方面選擇

Linux(Red Hat 7.2)，資料庫管理系統選擇MySQL、
網站伺服器選擇 Apache、建構動態網頁的程式語言
則是選擇 PHP、JavaScript等網頁發技術來完成整個
系統的程式撰寫工作。 
在程式語言方面，由於篇幅的關係，無法一一

敘述整個系統製作過程所撰的程式碼。 
(2)系統測試 
本研究依據許元(民 87)所提出的系統測試過程

四階段過程來進行「線上題庫與適性測驗整合系

統」的測試工作。首先在單元測試及整合測試階

段，都是由研究者，直接修改程式或經由各種不同

資料的輸入，來測試整個系統各種功能執行上的正

確性。而驗收測試階段則是開放線上測驗後，本系

統於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初，進行國中三年級學生二

個班級線上測驗的預試。此時，由受試者共同來對

剛完成的系統進行使用與測試。而最後的系統測試

階段，則是以正式全省施測時，施測學校的國中教

師幫忙進行系統功能的測試。 
經使用者一再地測試與反應問題後，系統終於

在九十一年四月上旬左右完成所有測試工作，使系

統完成運作正常，盡可能不再有任何錯誤。由於篇

幅的關係，以下將以系統中使用者註冊新帳號(圖
2)，審查帳號(圖 3)，選擇自定連續性測驗(圖 4)及
獲得測驗結果(圖 5)為例，作為功能測試驗證的參
考。 

 
圖 2 

 
圖 3 

 
圖 4 

 
圖 5 

由上圖 5中可知此連續試卷總共有十題，分別為試
題 (1).0001(2).0036(3).0013(4).0051(5).0037 
(6).0031(7).0023(8).0057(9).0052(10).0048 
答案(1).B(2)D(3)C(4)D(5)B(6)B(7)B(8)B(9)C(10)B 

 
圖 6 

研究者利用Matlab軟體，將目前所有的題庫的
參數，選擇的題數，利用貝氏估計法進行能力估

計，受試者先驗分配為常態分配，平均數為 0，標
準差為 1。模擬全部答對時，其輸出結果如下： 
第 1 題( 1),題目參數為 0.914000  -0.210000  
0.500000答對後可能的能力估計值為:0.200000 
第 2 題(36),題目參數為 1.377000  -0.623000  
0.040000答對後可能的能力估計值為:0.400000 
第 3 題(13),題目參數為 1.586000  -0.072000  
0.304000答對後可能的能力估計值為:0.550000 
第 4 題(51),題目參數為 1.563000   0.069000  
0.051000答對後可能的能力估計值為:0.750000 
第 5 題(37),題目參數為 1.221000  -0.552000  
0.034000答對後可能的能力估計值為:0.800000 
第 6 題(31),題目參數為 1.628000   1.674000  
0.215000答對後可能的能力估計值為:1.250000 
第 7 題(23),題目參數為 1.393000   0.514000  
0.281000答對後可能的能力估計值為:1.400000 
第 8 題(57),題目參數為 1.035000   0.652000  
0.269000答對後可能的能力估計值為:1.500000 
第 9 題(52),題目參數為 1.092000  -1.012000  
0.022000答對後可能的能力估計值為:1.500000 
第 10 題(48),題目參數為 1.370000  -1.196000  
0.017000答對後可能的能力估計值為:1.550000 
由其上程式的輸出結果，可以發現，當所選擇的試

題是 1, 36, 13, 51, 37, 31, 23, 57, 52, 48時，每次答對
之後，能分的估計情形，若全部答對十題時，其可

能的能力估計值為 1.55，與上面所討論的圖 6，受
試者利用「線上題庫與適性測驗整合系統」的能力

估計結果一致，當選擇自定連續性試卷第二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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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時，能力值的估計為 1.55。並且其能力累乘後的
近似曲線圖形如下(圖 7)，由下圖可知，其能力值最
大可能大約是位於 1.55左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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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自定連續性測驗第二種全部答對時其能力估

計可能曲線圖 
6. 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主要發現，本研究結論如下： 
6.1線上題庫系統具有多項功能 
本研究利用所開發的「線上題庫系統」，由於

結合了網際網路，建置在全球資訊網的平台上，可

提供受試者隨時上線作答，不受時空的限制，透過

網際網路的連結，至少可以讓 100多位答題者同時
上線作答，作答完成後，電腦會自動產生回饋訊息

提供給受試者；另外，還可讓教師新增試題、修改

試題，並進行試題管理，達到組卷的功能。 
不過，在新增試題的功能方面，本系統可讓教

師提供各種不同格式的試題，像是：純文字檔、天

蝎星格式、Word 格式檔、Powerpoint、AmiPRO、
HTML、數學方程式、圖形檔等格式的試題皆可接
受，但教師所提供的試題需由系統管理者離線操作

將格式轉換成本整合系統可容許的試題格式，故在

新增試題到題庫的過程中雖具有動態新增試題的

功能，但並未完全自動化處理。其次，在參數估計

方面，也需由系統管理者將受試者反應資料滙出成

外部文字格式，再利用參數估計的軟體，例如：

Ascal、Rascal、BILOG、Winstep 等軟體計算反應
資料的參數估計結果，而後再把結果資料利用系統

所提供的滙入功能，將參數更新至題庫之中，以達

到參數校準的功能，所以尚未達到完全自動化的功

能。 
綜上所述，線上題庫系統除了在新增試題與參

數估計兩個模組必須離線操作，無法自動化外，其

餘模組與功能都具有自動化功能。簡言之，本整合

系統所具有的功能，包括：測驗立體化、作答線上

化、結果自動化、應用多元化、資源網路化等功能，

功能十分完備。 
6.3「結構化分析」中之「系統開發生命週期」是開
發「線上題庫系統」的理想方法 
本研究採用「結構化分析」方法中，Sehlly、

Cashmen和 Rosenblatt(2001)所提出的「系統開發生

命週期」，將「線上題庫系統」開發過程分為「系

統規劃」、「系統分析」、「系統設計」、「系統建置」、

「系統運行與支援」等五個階段逐步進行，配合結

構化的分析方式，進行系統需求調查確立系統之可

行性，其次，進一步分析系統模組設計，規畫出系

統資料流程圖，並建置資料字典，包括：處理程序、

資料流和檔案等三個部分。復次，根據系統設計結

果文件進行系統建置，建置過程中包括系統發展與

系統測試兩部分。最後，再進行系統運行與支援工

作。簡言之，在本研究採用這種結構化分析與系統

生命週期的階段來閞發線上題庫與適性測驗整合

系統，使開發系統的過程有條不紊，其成效十分良

好。故「結構化分析」與「系統生命週期」是開發

「線上題庫與適性測驗整合系統」的理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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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專家功能需求調查描述統計結果一覽表 
專家 類別 測驗專家(5) 系統建置(5) 測驗＋系統(4) 總和(14) 不熟悉 
 題數 平均數 中位數 全距 平均數 中位數 全距 平均數 中位數 全距 平均數 中位數 全距 個數 百分比 

1 6.00 6.00 0.00 5.80 6.00 1.00 5.75 6.00 1.00 5.86 6.00 1.00 0 0 
2 5.80 6.00 1.00 5.80 6.00 1.00 5.25 5.50 2.00 5.64 6.00 2.00 0 0 
3 5.00 6.00 4.00 5.80 6.00 1.00 5.50 5.50 1.00 5.43 6.00 4.00 0 0 
4 4.80 5.00 3.00 4.40 5.00 4.00 5.00 5.00 2.00 4.71 5.00 4.00 0 0 
5 4.20 5.00 5.00 4.20 4.00 4.00 5.00 5.00 2.00 4.43 5.00 5.00 0 0 
6 3.60 4.00 5.00 5.00 6.00 4.00 4.50 4.50 3.00 4.36 5.00 4.80 0 0 
7 1.80 2.00 2.00 3.00 3.00 2.00 4.50 5.00 2.00 3.00 3.00 4.00 0 0 
8 4.80 5.00 3.00 5.80 6.00 1.00 5.75 6.00 1.00 5.43 6.00 3.00 0 0 
9 4.60 4.00 3.00 6.00 6.00 0.00 5.50 5.50 1.00 5.36 6.00 3.00 0 0 
10 4.40 4.00 3.00 5.20 6.00 3.00 4.25 5.00 5.00 4.64 5.00 5.00 0 0 
11 3.80 3.00 3.00 5.20 6.00 3.00 5.25 5.50 2.00 4.71 5.00 3.00 0 0 
12 2.20 2.00 3.00 3.60 4.00 4.00 3.25 3.00 3.00 3.00 3.00 4.00 0 0 
13 3.60 4.00 5.00 3.20 3.00 4.00 4.50 4.50 3.00 3.71 4.00 5.00 0 0 

 
 
 
系統

功能 

14 1.80 2.00 2.00 3.60 3.00 4.00 3.25 3.50 2.00 2.86 3.00 5.00 0 0 
15 6.00 6.00 0.00 4.33 5.00 2.00 5.75 6.00 1.00 5.45 6.00 3.00 3 21.4 
16 5.25 6.00 3.00 4.33 5.00 2.00 5.67 6.00 1.00 5.10 5.50 3.00 4 28.6 
17 5.50 5.50 1.00 4.33 5.00 2.00 5.75 6.00 1.00 5.27 5.00 3.00 3 21.4 
18 6.00 6.00 0.00 6.00 6.00 0.00 5.75 6.00 1.00 5.92 6.00 1.00 2 14.3 
19 5.50 6.00 2.00 5.40 5.00 1.00 5.25 5.50 2.00 5.38 6.00 2.00 1 7.1 
20 5.40 6.00 2.00 5.40 5.00 1.00 5.00 5.00 2.00 5.29 5.00 2.00 0 0 
21 5.40 6.00 2.00 5.40 5.00 1.00 5.50 5.50 1.00 5.43 5.50 2.00 0 0 

 
 
測 
驗 
功 
能 

22 5.60 6.00 2.00 4.75 5.00 3.00 5.50 6.00 2.00 5.31 6.00 3.00 1 7.1 
 

表 2  專家功能需求調查描述統計結果一覽表(排序) 
排序 問題 平均數 標準差 

1 試題編輯(新增、刪除、修改、查詢)的功能 5.86 0.36 
2 上傳試題的功能 5.64 0.63 
3 查詢試卷的功能 5.43 1.09 
4 使用者帳號管理(新增、刪除、修改、查詢)的功能 5.43 0.94 
5 線上註冊的功能 5.36 1.01 
6 試題分享的功能 4.71 1.14 
7 線上查詢帳號密碼的功能 4.71 1.33 
8 線上修改帳號的功能 4.64 1.60 
9 試卷分享的功能 4.43 1.45 
10 當有最新試題(卷)上傳，主動通知教師的功能  4.36 1.74 
11 線上討論的功能 3.71 1.73 
12 多位教師共同製作試卷的功能 3.00 1.41 
13 線上流量分析的功能 3.00 1.41 

 
 
 
 
系 
統 
建 
置 
 

14 電子報的功能 2.86 1.35 
1 測驗組卷(新增、刪除、修改、查詢)的功能 5.92 0.29 
2 試題參數估計的功能 5.45 0.93 
3 結果報告(回饋)的功能 5.43 0.65 
4 連續性測驗的功能 5.38 0.77 
5 傳統試題分析的功能 5.31 1.03 
6 適性測驗的功能 5.29 0.73 
7 題庫參數校準的功能 5.27 0.90 

 
 
測 
驗 
功 
能 
 

8 等化連結的功能 5.1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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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庫難度與先前能力分配對適性測驗效率之研究 

 
*黃武元 **方秀惠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wyhwang @src.ncu.edu.tw、vickey77@ms17.hinet.net 

 
摘要 

本研究係針對電腦化適性測驗之題庫難度與

受試群體能力先前分配的假設是否會影響測驗效

率提出研究。研究方法採模擬研究方式模擬受試者

作答情形，及假設三種受試群體能力人數分配、五

種題庫難度分配。在題庫大小受限的情況下，題庫

題目難度的分佈情況與受試群體能力人數分佈情

況是否可互相配合，以使整體測驗的效率獲得最

佳。本研究試以模擬研究數據驗證二者是否有關係

存在，提供一個適當的 IRT-based 題庫題數分配的

建議供電腦化適性測驗採用。根據研究數據發現：

一、當為了節省題庫的儲存空間，而必須犧牲適合

少數極端能力水準受試者之試題以儲存更多適合

典型(typical)能力受試者之試題時，題庫試題難度該

如何分配以適合該能力水準的受試群體，而不失能

力估計準確性以及測驗時間效率性，本研究得到很

好的結果與建議。二、在先前分配的選擇方面，本

研究以數據證明了應依據受試群體的能力分配情

形來選擇，尤其當其能力人數分配標準差愈小時，

所獲得的整體效率愈佳，另一方面，當先前分配假

設的標準差愈大對極端能力值受試者而言效率愈

高。 

關鍵詞：項目反應理論、適性測驗、題庫 

 
1. 前言 

美國研究所入學資格測驗，已經從 1997 年十

月起由 GMAT(商學研究所入學考試)開始採用電腦

化適性測驗，受試者不需用到紙筆，整個測驗過程

都由電腦出題與計算成績。不僅如此，GRE(美國研

究所入學測驗，在 1998年十月)和 TOEFL(托福)也

已跟進，由此可見電腦化測驗的發展與應用。尤其

現今網路學習風氣漸興，更強調個別化學習模式，

而適性測驗測是提供個別化學習一個良好的評量

方式。因此將適性測驗建構在網路的環境下，即線

上測驗的方式，除了能輔助遠距教學與學習增進其

成效之外，更能達到資源共享的目標，提高測驗使

用率。 

現代測驗理論─項目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IRT)正是提供電腦化適性測驗一個重要的理

論基礎。然而在實施電腦化適性測驗時，會面臨有

關 IRT模式的選擇、題庫建構、起始點、選題策略、

能力估計方式與中止標準等各項要素的決定，本研

究針對其中之題庫建立與能力估計做如下的探討。 

 

1.1 題庫的建立 
CAT是以題庫為核心發展而成的，而且其選題

是根據試題參數來進行，因此試題品質的優劣(試題

參數的精確性)會直接影響到測驗精確度和效率。理

想的 IRT-Based 題庫應對不同能力的人都能進行測

驗，所以題庫中試題的難度範圍應該盡量擴大。但

在題庫建立的實務上，為了儲存更多適合典型

(typical)能力受試者之試題，可能犧牲適合極端能力

水準受試者之試題[9]。由上述可知，在考量人力與

成本的情況之下，實務上的 IRT-Based 題庫並不能

無限擴大，且題庫的設計宜同時考慮題數及題目品

質的分配情形[6]。所以本研究以題庫規模(size)、試

題難度參數(b)分配二方面為考量因素來探討在有

限的題數下如何兼顧題庫建置成本、施測效率與能

力估計的精確度，提出一個可行的建議。 

 

1.2 能力的估計 
理論上最大概率(maximum likelihood)計分法

配合最大訊息(maximum information)選擇法應該是

最佳組合，因為它可以不必對考生的能力分配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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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的假定，但是實際上最大概率能力估計法有其限

制，當受試者的反應組型全對或全錯時則無法估計

其能力值，使電腦的計算流程陷入無窮迴圈中

[10]。而貝氏估計法則對於全對或全錯也能估計，

是將可能性函數每一點的值乘上相對應常態分配

(先前分配)的概率是為了避免不能收歛的問題，所

以如果能在適性測驗的前段採貝氏法，後段採最大

概率法，則能力的估計可以在較短測驗中達到不偏

估計值[11]。通常對能力分配兩極端的人，其能力

估計可能永遠無法穩定，因此終其測驗一直停留在

貝氏估計法[8]。所以這就會有先前分配與施測對象

真實能力值分配適切與否的問題產生。 

故本研究試以在一定的終止標準之下，不同先

前分配的假設，是否對受試者尤其是兩極端的受試

者，在能力估計所須題數上有何不同。以提出一個

較有效率的先前分配的建議。 

 

2.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1、在一定的題庫難度與能力人數分配之下，

探討不同「先前分配」假設是否對整體測驗效率有

所影響。 

2、在一定的終止標準之下，探討不同先前分

配的假設，是否對兩極端能力受試者能力估計所須

測驗題數上有所影響。 

3、在不同能力人數分配及不同題庫難度分

配，探討二者該如何配合才能獲得整體測驗效率的

提昇。 

 

3. 方法與步驟 
 研究方法採用模擬方式，以得到大量精確的數

據，題庫與受試者皆適用模擬方式。 

 

3.1 模擬設計 

根據研究目的，採用了從-3.0到 3.0每 0.5取一

能力點共 13 個量化點，而每一能力點模擬考生的

人數，採用三種不同平均數與標準差假設的常態分

配，總人數為 6500至 6501人。而在虛擬題庫方面，

難度參數(b) 題數的分配也依不同標準差的常態分

配(normal distribution)假設下產生四種題庫及一種

均等分配(uniform distribution)共五種題庫分配，而

鑑別參數(a)與猜測參數(c)的題數則根據 b 參數所

分配的題數再作平均分配，a 參數為 0.5、1.5、2.5

三個值，c 參數則為 0.1、0.2、0.3，總題數為 593

至 595題。 

對貝氏計分法的先前分配假設，分別平均數及

標準差為(0，1)、(0，1.5)、(0，2)等三個假設。而

MAP與 MLE計分方法均是採用「眾數」(mode)作

為能力的估計值，以眾數做為估計值受量化點誤差

的影響很大，因此兩者計分方法都採用-4.0 到 4.0

每隔 0.01取一個量化點(共 801個)，以減少估計的

誤差。 

故本研究共有 13(能力點)×  3(人數分配)×  

5(題庫分配)×  3(先前分配)＝585 個模擬程序。每

個模擬程序皆求出均差(估計能力值與模擬真實能

力值的差距總和再除以每個能力點的總人數)，以做

為評估此模擬數據準確性的指標。 

 

3.2 研究方法 

電腦化適性測驗可包括六項要素，即(1)試題反

應模式，(2)題庫，(3)起始點，(4)選題策略，(5)計

分方法，(6)終止標準。以下則依本研究動機與目的

說明上述六項要素的選擇。 

 

3.2.1模擬題庫 

本 研 究 之 模 擬 題 庫 皆 假 定 為 單 向 度

(unidimensional)測驗，其項目參數分配型態係根據

三參數模式加以設定。難度參數 b題數為常態分配

(normal distribution)，鑑別度參數 a與猜測度參數 c

之題數為平均分配。參數 a之分佈為 0.5、1.5、2.5；

參數 b分佈為-4到 4之間，每隔 0.25取一量化點；

參數 c分佈為 0.1、0.2、0.3。根據研究目的題庫共

分為五種類型，總題數介於 593至 595題之間，a、

b、c參數題數分配如表 1至表 3。其中 a、c參數題

數的分配原則是依據 b參數的題數再做均等分配，

a參數是依 2.5、1.5、0.5循環分配，原因為鑑別度

是愈高愈好；c參數是依 0.1、0.2、0.3循環分配，

原因為猜測度是愈低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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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題庫 a參數題數分配表 
a 
參數 
分佈 

b參數分
配μ=0，
σ=1 

b參數分
配μ=0，
σ=1.5 

b參數分
配μ=0，
σ=2 

b參數分
配μ=0，
σ=2.5 

b參數分
配均等分

配 
0.5 180 164 163 166 198 
1.5 196 193 194 201 198 
2.5 219 237 236 227 198 
合計 595 594 593 594 594 

表 2. 題庫 c參數題數分配表 
c 
參數 
分佈 

b參數分
配μ=0，
σ=1 

b參數分
配μ=0，
σ=1.5 

b參數分
配μ=0，
σ=2 

b參數分
配μ=0，
σ=2.5 

b 參數分
配均等分

配 
0.1 208 212 211 211 198 
0.2 196 197 196 197 198 
0.3 191 185 186 186 198 
合計 595 594 593 594 594 

表 3. 題庫 b參數題數分配表 
b 參數
分佈 

μ=0 
σ=1 

μ=0 
σ=1.5 

μ=0 
σ=2 

μ=0 
σ=2.5 

均等分
配 

-4.00 0 1 4 7 18 
-3.75 0 2 5 9 18 
-3.50 0 3 7 10 18 
-3.25 0 4 8 11 18 
-3.00 1 5 10 13 18 
-2.75 1 7 12 14 18 
-2.50 3 10 14 16 18 
-2.25 5 13 16 18 18 
-2.00 8 16 19 19 18 
-1.75 13 20 21 21 18 
-1.50 19 24 23 22 18 
-1.25 27 28 25 23 18 
-1.00 36 32 27 24 18 
-0.75 45 35 29 25 18 
-0.50 52 38 30 26 18 
-0.25 58 39 31 26 18 
0.00 59 40 31 26 18 
0.25 58 39 31 26 18 
0.50 52 38 30 26 18 
0.75 45 35 29 25 18 
1.00 36 32 27 24 18 
1.25 27 28 25 23 18 
1.50 19 24 23 22 18 
1.75 13 20 21 21 18 
2.00 8 16 19 19 18 
2.25 5 13 16 18 18 
2.50 3 10 14 16 18 
2.75 1 7 12 14 18 
3.00 1 5 10 13 18 
3.25 0 4 8 11 18 
3.50 0 3 7 10 18 
3.75 0 2 5 9 18 
4.00 0 1 4 7 18 
合計 595 594 593 594 594 
 

3.2.2受試群體 

1. 真實能力值及人數分佈 

本文所進行模擬實驗的真實能力值為-3 到 3，

每 0.5取一個量化點，共有 13點。虛擬受試群體人

數假設為三種常態分配，每一種假設約為 6500人，

共有 19502(6500+6501+6501)個考生，如表 4。 

表 4. 人數分配表 

能力值 μ=0 
σ=1 

μ=0 
σ=1.5 

μ=0 
σ=2 

-3 14 121 235 
-2.5 57 222 331 
-2 176 366 438 
-1.5 421 540 546 
-1 787 713 638 
-0.5 1146 843 701 
0 1298 891 723 
0.5 1146 843 701 
1 787 713 638 
1.5 421 540 546 
2 176 366 438 
2.5 57 222 331 
3 14 121 235 
合計 6500 6501 6501 
 

2. 虛擬受試者的反應 

本研究中對每個題目的答對概率採用三參數

模式為項目反應函數： 

)(1

1)1()(
ii

iii bDae
ccP

−−+
−+= θθ

公式 1 

根據上述的函數關係，以下說明項目反應之產

生程序： 

(1)設定 a,b,c三個參數值(第一題為隨機產生，

之後皆為最大訊息選題法)。 

(2)受試者之能力(θ)值為上述 13 個量化點能力

值，將 a, b, c,及θ代入上式，求得每個題目之答對概

率。 

(3)從均等分配(uniform distribution)中抽出一個

亂數值，以 UD表示之，其值介於 0與 1之間。 

(4)比較每一對對應之值(即 P(θ)與 UD 值)，若

UD< P(θ)則表示此能力之受試者答對此題(給予

1)；若 UD> P(θ)則表示此能力之受試者答錯此題(給

予 0)。 

 

3.2.3其它要素選擇 

1. 起始點 

本研究所採用的起始點是隨機選題方式施測。 

2. 試題選擇方法 

採用最大訊息選題法，即 Lord(1970)所提出最

大訊息的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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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7.1

2

)1)((
)1(89.2)(

iiii baba
i

ii

eec
caI −−− ++

−
= θθθ

公式 2 

3. 計分方式 

採用最大概似計分法(MLE)與貝氏計分法。在

施測的前階段，能力估計仍不穩定時，亦即考生處

於暫時性的全答對或全答錯時採用貝氏能力估計

法，待無全答對或全答錯時，即後段再採用最大概

似的能力估計法求得最佳解。例如某位考生前六題

的答題題組為[1,1,1,1,1,0]，則第一題至第五題每一

題皆採用貝氏估計法估計能力；而第六題因為答

錯，成為非全答對的情況，而改用最大概似法重新

計算第一題至第六題的概似函數 (likelihood 

function)，求其眾數得到第六題的能力估計值。 

4. 終止標準 

本研究的終止標準是持續到對受試的能力估

計之精確性已達到估計標準誤 se<=0.2 的水準為

止，約等於 96%的傳統測驗信度，  )(
1
θI

se =
。 

 
4. 結果與討論 

 

以下是本題庫模擬程式根據研究目的與設計

所得到的數據結果，分析如下： 

 
4.1 「先前分配」對受試群體整體測驗效率的
影響 
在本研究中會算出如表 5的實驗數據，表 5是

能力人數分配為μ=0，σ=1，且題庫 b參數題數分

配為μ=0，σ=1.5 (594 題)在三個不同先前分配假

設下的實驗數據。在表中可以明顯看出不同的先前

分配假設會影響到測驗的效率，但在測驗的準確度

上仍不受影響。故本研究發現在受試群體能力人數

分配為μ=0，σ=1時，其先前分配的假設也應配合

μ=0，σ=1，則其所需測驗的總題數會比其它二個

先前分配假設來得低，此種現象在其它的題庫 b參

數題數分配上和能力人數分配上亦是如此，如表 6 

(灰色部分為題數較低)。但上述的情形，會隨能力

人數分配標準差的增大而趨於緩和，換句話說當能

力人數分配標準差愈小時，先前分配的選擇若依人

數分配來決定的話，整體效率的提昇愈明顯。 

表 5. 能力人數分配：μ=0  σ=1，b參數題數分配：μ=0  σ=1.5 (594題) 

    先前分配假設：μ=0  σ=1 先前分配假設：μ=0  σ=1.5 先前分配假設：μ=0  σ=2 

能力
值 人數  

平均能
力估計

值 
均差 總題數 平均題

數 

平均能
力估計

值 
均差 總題數 平均題

數 

平均能
力估計

值 
均差 總題數 平均題

數 

-3.0 14 -2.9171 0.0829 268 19.143 -3.0207 -0.0207 252 18.000 -2.9686 0.0314 249 17.786 
-2.5 57 -2.4444 0.0556 966 16.947 -2.4933 0.0067 918 16.105 2.4867 4.9867 899 15.772 
-2.0 176 -1.9482 0.0518 2552 14.500 -1.9697 0.0303 2420 13.750 -1.9910 0.0090 2326 13.216 
-1.5 421 -1.4713 0.0287 5468 12.988 -1.4548 0.0452 5347 12.701 -1.4639 0.0361 5233 12.430 
-1.0 787 -0.9794 0.0206 9245 11.747 -0.9652 0.0348 9327 11.851 -0.9661 0.0339 9371 11.907 
-0.5 1146 -0.4703 0.0297 12473 10.884 -0.4893 0.0107 12794 11.164 -0.4680 0.0320 12976 11.323 
0.0  1298 0.0124 0.0124 13397 10.321 0.0154 0.0154 14019 10.800 0.0140 0.0140 14435 11.121 
0.5  1146 0.5172 0.0172 11799 10.296 0.5270 0.0270 12364 10.789 0.5220 0.0220 12597 10.992 
1.0  787 0.9969 -0.0031 8512 10.816 1.0040 0.0040 8461 10.751 1.0197 0.0197 8749 11.117 
1.5  421 1.4996 -0.0004 5147 12.226 1.5114 0.0114 4804 11.411 1.5312 0.0312 4795 11.390 
2.0  176 2.0108 0.0108 2477 14.074 2.0381 0.0381 2213 12.574 1.9945 -0.0055 2184 12.409 
2.5  57 2.4747 -0.0253 910 15.965 2.5046 0.0046 806 14.140 2.5149 0.0149 764 13.404 
3.0  14 2.9607 -0.0393 279 19.929 2.9771 -0.0229 244 17.429 2.9757 -0.0243 218 15.571 
合計 6500     73493       73969       7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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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能力人數分配、先前分配與題庫分配所需總題數表 

  能力人數分配      
μ=0   σ=1 

能力人數分配      
μ=0   σ=1.5 

能力人數分配      
μ=0   σ=2 

  

先前分
配假設 
μ=0  
σ=1 

先前分
配假設 
μ=0  
σ=1.5 

先前分
配假設 
μ=0  
σ=2 

先前分
配假設 
μ=0  
σ=1 

先前分
配假設 
μ=0  
σ=1.5 

先前分
配假設 
μ=0  
σ=2 

先前分
配假設 
μ=0 σ

=1 

先前分
配假設 
μ=0 σ

=1.5 

先前分
配假設 
μ=0  
σ=2 

b參數題數分配 
μ=0 σ=1 74540 75230 76356 87614 86574 86770 97701 96092 95900 

b參數題數分配 
μ=0 σ=1.5 73493 73969 74796 79377 77662 77899 83060 80497 80140 

b參數題數分配 
μ=0 σ=2 74150 74490 75423 79253 77798 78028 82738 80085 79448 

b參數題數分配 
μ=0 σ=2.5 74875 75086 76784 79780 77990 78545 83498 79942 79808 

b參數題數分配 
均等分配 77799 77976 79277 82119 80727 81078 85361 82408 82376 

 
4.2 「先前分配」對「兩極端能力受試者」測
驗效率的影響 

貝氏估計法是將可能性函數每一點的值乘上

相對應常態分配(先前分配)的概率，所以在同能力

人數分配與同題庫 b參數題數分配的情況下，先前

分配假設的標準差愈大對極端能力值受試者(例如

能力值-3、-2.5、2.5、3)而言效率愈高(如表 5 灰色

部分)。但若以整體效率來看，則仍以上述 3.1之原

則。 

 

4.3 「題庫 b 參數題數分配」對受試群體整體
測驗效率的影響 

由表 6 取其適當之先前分配假設整理成表 7，

發現當能力人數分配為μ=0，σ=1 時配合題庫 b

參數題數分配為μ=0，σ=1.5得到總題數 73493為

效率最佳；當能力人數分配為μ=0，σ=1.5時配合

題庫 b參數題數分配為μ=0，σ=1.5與μ=0，σ=2

得到總題數 77662題與 77798題為效率最佳(兩者較

接近)；當能力人數分配為μ=0，σ=2時配合題庫 b

參數題數分配為μ=0，σ=2得到總題數 79448為效

率最佳。 

在本研究中為了講求模擬研究的正確性與可

信度，重覆表 7 的每個模擬程序 30 次，以求得模

擬研究的 95%信賴區間及平均值如表 8及圖 1至圖

3所示。在圖 1(能力人數分配μ=0，σ=1)中很明顯

可看出在題庫分配μ=0，σ=1.5的平均題數最低；

在圖 2(能力人數分配μ=0，σ=1.5)中題庫分配μ

=0，σ=1.5 與題庫分配μ=0，σ=2 的信賴區間重

疊，代表二者沒有顯著差異，但較其它三者低；在

圖 3(能力人數分配μ=0，σ=2)，則可看出題庫分

配μ=0，σ=2有較低的總題數。 

 

表 7. 最適先前分配之下不同能力人數分配與題庫

分配所需總題數 
 
 

b參 
數題數 
分配 

能力人數 
分配 

μ=0 σ=1 

能力人數 
分配 

μ=0 σ=1.5 

能力人數 
分配 

μ=0 σ=2 

μ=0  σ=1 74540 86574 95900 

μ=0 σ=1.5 73493 77662 80140 

μ=0  σ=2 74150 77798 79448 

μ=0 σ=2.5 74875 77990 79808 

均等分配 77799 80727 8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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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能力人數分配與題庫分配配合所需總題數信賴區間表 

能力人數分配 
μ=0  σ=1 

能力人數分配 
μ=0  σ=1.5 

能力人數分配 
μ=0  σ=2 

95%信賴區間 95%信賴區間 95%信賴區間   
mean 

Lower Upper 
mean 

Lower Upper 
mean 

Lower Upper 

b參數題數分配
μ=0  σ=1 74616.57 74547.60 74685.53 86614.43 86517.67 86711.20 96153.87 96027.35 96280.39 

b參數題數分配
μ=0  σ=1.5 73374.63 73300.55 73448.72 77717.43 77649.63 77785.24 80067.63 79969.24 80166.03 

b參數題數分配
μ=0  σ=2 74031.13 73959.47 74102.80 77687.73 77594.72 77780.75 79556.00 79468.76 79643.24 

b參數題數分配
μ=0  σ=2.5 74938.93 74876.42 75001.45 78198.77 78109.09 78288.45 79893.97 79802.69 79985.24 

b參數題數分配
均等分配 77720.20 77653.78 77786.62 80818.23 80732.96 80903.50 82268.67 82166.00 82371.33 

題庫標準差

∞2.52.01.51.0

所
需

總
題

數

78000

77500

77000

76500

76000

75500

75000

74500

74000

73500

73000

95%
信賴區間

mean

 
圖 1. 能力人數分配μ=0，σ=1在五種題庫所需總

題數信賴區間圖 

題庫標準差

∞2.52.01.51.0

所
需

總
題

數
87000

86000

85000

84000

83000

82000

81000

80000

79000

78000

77000

95%
信賴區間

mean

 

圖 2. 能力人數分配μ=0，σ=1.5在五種題庫所需

總題數信賴區間圖 

題庫標準差

∞2.52.01.51.0

所
需

總
題

數

98000

96000

94000

92000

90000

88000

86000

84000

82000

80000

78000

95%
信賴區間

mean

 
圖 3. 能力人數分配μ=0，σ=2在五種題庫所需總

題數信賴區間圖 

 

在圖 2中當能力人數分配為μ=0，σ=1.5，題

庫標準差 1.5 及 2 二者的信賴區間重疊，為了能明

確指出何者在該能力人數分配中所需總題數為最

低，則增加題庫總題數為 2000 題再各別模擬測驗

30次，得到結果如表 9，則明顯可看出擴大題庫總

題數之後，題庫分配σ=1.5 比σ=2 有較低的總題

數。 

表 9. 能力人數分配μ=0 σ=1.5在二種題庫分配之

所需總題數信賴區間表(2000題) 

能力人數分配μ=0  σ=1.5 

95%信賴區間   
mean 

Lower Upper 
b參數題數分配 
μ=0  σ=1.5 76266.17 76206.05 76326.29 

b參數題數分配
μ=0  σ=2.0 76549.90 76484.48 766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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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在題庫 b參數題數分配與受試群體

能力人數分配雙方面考慮的情況下，二者的關係大

致可歸納出如圖 4線性圖形，則可獲得最低總測驗

題數。 

1

1.5

2

1 1.5 2 2.5

人數分配標準差

題

庫
b
參

數

題

數

分

配

標

準

差

 
圖 4. 題庫難度分配與人數分配關係圖 

 
5. 結論與建議 

1、由以上的數據明顯可看出 IRT-based題庫在

有限大小的情況之下，難度參數 b均等分配(uniform 

distribution)在三種人數分配中皆非最有效率，事實

上應根據受試群體的能力分配選擇適合的 b參數分

配題庫。所以當為了節省題庫的儲存空間，而必須

犧牲適合少數極端能力水準受試者之試題以儲存

更多適合典型(typical)能力受試者之試題時，題庫試

題難度該如何分配以適合該能力水準的受試群

體，而不失能力估計準確性以及測驗時間效率性，

本研究提出了如圖 4的建議。 

2、在先前分配的選擇方面，本研究以數據證

明了應依據受試群體的能力分配情形來選擇，尤其

當其能力人數分配標準差愈小時，所獲得的整體效

率愈佳。 

3、在同能力人數分配與同題庫 b 參數題數分

配的情況下，先前分配假設的標準差愈大對極端能

力值受試者(例如能力值-3、-2.5、2.5、3)而言效率

愈高。 

4、本研究之鑑別度參數 a、猜測度參數 c是依

難度參數 b的題數再做均等分配，亦可採不同的常

態分配假設以不同的題庫大小做為後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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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設計，隨機分派國小三年
級一班為實驗組，進行網路數位學校教學；另一班

為控制組，進行課堂教室教學，以比較經由兩種不

同教學模式，學童在立體幾何方面的學習成效、與

van Hiele幾何思考層次發展差異，再經抽樣進行結

構式訪談深入了解學童的立體幾何概念，以及調查

學童使用網路教學的學習態度與意見。 

關鍵詞：數位學校網路教學、課堂教室教學、立體

幾何、學習成效、幾何概念發展層次 

 

Abstract 
This project was conducted as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e randomly assigned two classes of the third 

grade of the primary school 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hich take digital school network 

learning and classroom learning, repspectively.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was to compare the learning 

effec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van Hiele level of 

geometric thinking through two different learning 

methods. Moreover, we wanted to further realize the 

solid geometry concept of the sampled students by a 

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surveyed the learning 

attitude and opin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using digital school network learning. 

Keyword: digital school network learning 、

classroom learning、 solid geometry、 learning 

effect、van Hiele level of geometric thinking 

 

1. 緒論 
 

1.1研究動機 

 

「 運 用 電 腦 」 是 廿 一 世 紀 必 然 的 趨

勢，小至幼兒語言訓練，大至太空模擬飛

行，都將電腦的功能發揮淋漓盡緻。近年

來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已經將以往單純

的輔助教學，擴展至測驗、模擬、教學演

示、應用工具、行政管理、學習溝通、教

學資源等多用途。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各學習領域應使用

電腦為輔助學習工具，在數學領域中基本

能力之一為運用科技與資訊，而其能力指

標有二：（1）將各領域與數學相關的資料

資訊化；（2）用電腦處理數學中潛在無窮

類型的問題。（教育部，民 90） 

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五大主題中的

「圖形與空間」其幾何內容便佔了極重要

的一環。國內外許多學者以 van Hiele幾何

發展層次進行研究，其結果顯示幾何理解

和空間推理能力與智力或一般學習能力有

關，而有些研究亦發現，在各年級空間能

力 與 數 學 成 就 有 正 相 關 （ Clements  & 

Batt is ta ,1992）。 

本研究透過 K12 數位學校網路教學平

台（K12 數位學校，民 89），以 Media Master  

Recorder 軟體錄製教師教學影音教材內

容，運用數位學校網路教學比較學童在課

堂教室教學的學習差異。 

 

1.2研究目的 

 

（1）設計製作國小三年級立體幾何單元「正方體
本研究部分經費由國科會專題研究經費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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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方體」之網頁教材。 

（2）國小三年級學童運用數位學校網路教學及課

堂教室教學兩種不同方式，學習立體幾何成

效是否有所差異？ 

（3）國小三年級學童運用數位學校網路教學及課

堂教室教學兩種不同方式，其van Hiele幾

何概念發展層次分布情形是否有所差異？ 

（4）國小三年級學童再運用數位學校網路教學之

學習情況與意見為何？ 

 

2. 文獻探討 

 

2.1電腦網路輔助教學理論基礎 

 

一、訊息處理理論 

訊息處理學習理論（information-processing 

theory of learning），為解釋人類在環境中，如

何經由感官覺察、注意、辨識、轉換、記憶等內在

心理活動，以吸收並運用知識的歷程。（張春興，

民85）電腦本是模擬人腦而設計的，電腦處理資訊

的方式，基本運作為輸入、編碼、貯存、檢索、解

碼、輸出等歷程。 

二、建構主義 

合作學習是基於社會建構的想法，強調學習者

在學習過程中必須與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

互動，從而促進學習者對外在世界觀點的改變或提

昇，因此合作學習本身是知識一再建構的歷程，而

網路具有強大的資料庫、傳輸範圍廣大、學習效果

視覺化等優點，能獲得較佳的合作學習效果。（鄭

晉昌，民85） 

三、超媒體電腦網路輔助學習環境 

多元化的人際互動管道是網路學習環境的主要

特質，欲有效建立正面積極的網路學習環境，需要

營造個人化與適性化的學習者環境，以及讓學習者

容 易 融 入 群 體 而 產 生 歸 屬 感 （ Hagel and 

Armstrong，1998）。 

Van de Walle（1998）建議網路學習內容的發

展概念可考慮將抽象的數學概念轉化為具體經

驗，強調探索及發現新的數學概念與解題過程。 

四、網路教學與課堂教室教學之比較 

在網路教學的新世紀中，教學的角色必定有所

轉變，教師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與媒體，發揮網路

超媒體功能與網路即時性自動化效果，可提升學習

效果。以下就教學角色的轉變說明如下表（戴建

耘，翁榮銅，1999）： 

表1教學角色轉變比較表 

項 目 課堂教室教學 網 路 教 學 

學習

主體 

教師主導，學

生被動學習。 

學生為主體，主動建構知識，

結合文字、圖形、影像、動畫

等聲光效果，幫助學習成功。 

時空

因素 

受時空限制，

知識來自單一

管道與方式。 

結合網路資源，不受時空影

響，自我學習，知識來源多元

化。 

服務

對象 

以班級集體實

施教學，成效

由學生個別體

會。 

可因應不同課程教材需要與

學習進度，適才適性發展，並

運用師生同儕互動機會，增進

學習效果。 

處理

速度

與工

作效

能 

師生面對面接

觸，增進效能

的空間有限。 

可利用網路即時性、多元化與

自動化效果特性節省人力資

源，並可因應不同學習需求，

賦予彈性，強化學習效果，且

供需亦可獲得平衡發展。 

發展

性 

教學系統較封

閉，不易擴

展。 

可利用網路功能蒐集、傳送與

使用資訊，增進親師、師生、

學校行政互動機會與品質，兼

顧個別化需求，具發展潛能。 

 

2.2幾何學習理論基礎 

 

一、 Piaget理論 

Piaget and Inhelder （1967）發現兒童對於

幾何概念的理解，與其智慧結構有密切關係。兒童

對空間的理解不是知覺的產物，而是內化他對於圖

形、物體、空間的行動，形成內在表徵，而組織成

的操作系統。 

二、 van Hiele幾何思考層次理論 

荷蘭數學教育家 van Hiele 夫婦首先在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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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出學生幾何思考的五個層次，層次的發展與教

學因素有關，不受兒童年齡是否成熟影響，學生在

教師適當的教學過程後，將依序經歷此五個層次：  

（一）層次０：視覺層次（visuality），兒童能

透過整體輪廓辨認圖形。 

  （二）層次一：分析層次（analysis），兒童能

分析圖形的組成要素及特徵。 

（ 三 ）層次 二 ：非形 式 演繹（ informal 

deduction），兒童能建立圖形及圖形性質

之間的關係。 

（四）層次三：形式演繹（formal deduction），

可以瞭解證明的重要性，能嚴密地證明定

理並建立定理間的關係網路。 

（五）層次四：嚴密性（rigior），能分析比較

不同的幾何系統。 

三、 認知學習理論 

認知心理學家提供有關兒童圖形直觀分類方

面的資訊，對於像字母或圖形之辨認，以知覺物體

的特徵作分析較為有利，但是這種分析往往是無意

識且分散的，這種探究圖形辨認的取向，不強調社

會或文化因素的影響，也不重視直覺基模和概念發

展的相互關連性（Clements et al.,1999）。 

Paivo（1986）提出「雙碼理論」（dual-coding 

theory），說明多媒體能使教學更具效益，若學習

者兼具處理圖形和聲音與文字的系統資訊能力，相

信網路超媒體會提供學習者更加的學習效果。 

 

3. 研究方法 

 

3.1研究設計及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比較運用「K12 數位學校網

路教學環境」教學和「課堂教室」教學，國小三年

級學生學習立體幾何課程單元「正方體與長方體」

之學習成效差異，採準實驗研究不等組前後測設

計，分析兩組學生在實驗教學前後之幾何概念層次

發展分布情形，再對實驗組學生進行學習情況及意

見調查，探討實驗組學生在利用K12數位學校網路

教學過程中之學習情況與建議。研究對象為高雄市

某國小三年級，實驗組人數為 35 人，控制組人數

為34人。 

 

3.2研究工具及網路教學環境 

 

一、 網路電腦教學環境 

本研究之教學電腦網路連線設備為ADSL下載

速率 1.5Mbps，上行速率 512Kbps，學生家中網路

連線至少為 56Kbps，而 K12 數位學校網路教學環

境影音教材下載速率僅需 56Kbps便可執行瀏覽。 

二、 學習成就測驗 

研究者蒐集國小三年級學生學習立體幾何之

相關問題及文獻，並與參與研究之教師討論，自行

編製成就測驗，本測驗分為三部分，分別檢定學童

是否通過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０至層次二，

以答對該部分60﹪檢定通過該層次考驗。本測驗信

度採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係數為0.8289，前後

測之Pearson相關係數為0.8054，再經專家學者共

同修正完成本測驗題目。 

三、 K12數位學校網路教學環境 

本研究採用中山大學建置之 K12 數位學校之

網路教學環境，網頁教材製作完成後，協請專家學

者討論後修訂完成，於教學平台進行教學管理，教

師於教學過程之教學活動，均於網路上實施，除電

腦或網路問題外，教師不與學生進行口語討論。 

四、 學習態度與意見調查表 

此部份參考溫嘉榮（民87）之多媒體電腦輔助

學習情況及學後意見調查表改編，並分為九個項度

進行分析。 

五、結構式訪談 

研究者設計視觸覺辨認活動、平面展開圖辨認

活動、繪製圖形，於實驗組與控制組之高中低分組

各取二名，共12名學童，進行結構式訪談，以了

解其在各層次概念的差異。 

 

4. 研究結果與討論 
 

4.1學習成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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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自編學習成就測驗之前後測成績，以

SPSS10.1 版進行統計分 t 考驗，所得結果以α＝

0.01 考驗為實驗組前測平均成績66.86，標準差

10.42，後測平均成績78.03，標準差13.36，其前

後測相依樣本t考驗-5.833達顯著差異；控制組前

測平均成績71.94，標準差9.96，後測平均成績80，

標準差16.89，其前後測相依樣本t考驗-2.921達

顯著差異。兩組在前測成績獨立樣本t考驗-2.072

未達顯著差異，表示實驗教學前兩組的學習成效是

等組的，後測平均成績獨立樣本t考驗0.537亦未

達顯著差異，表示兩組實驗教學後所得學習成效是

相等的，然而兩組前後測平均成績差距由 5.08 分

縮小至 1.97 分，實驗組所接受的數位學校網路教

學能獲致略佳的學習成效。 

兩組的前後測成績透過共變數分析的 Levene

檢定 F 值為 0.2，未達顯著差異，表示兩組前後測

平均成績的差異很小，兩組得到的學習成效差異是

一樣的。 

實驗組的前後測平均成績差為11.17分，控制

組的前後測平均成績差為 8.06 分，兩組的進步成

績均達到顯著差異，表示兩種教學模式對提升學童

的立體幾何學習成效均是有助益的，然我們可以看

見實驗組略高於控制組 3.11 分，進步幅度較佳。

再以實驗組前測成績低於控制組來看，可推論數位

學校網路教學能使學習成就較低的學童獲得較好

的學習成效。 

 

4.2幾何概念發展層次比較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實驗教學前後測中通過 van 

Hiele 幾何層次思考之層次 0 到層次二的人數與百

分比如下表： 

表2前後測分析幾何思考層次分布情形表 

實驗組（n＝35） 控制組（n＝34） 

正方體 長方體 正方體 長方體 

測

驗 

幾

何

層

次 

人 ﹪ 人 ﹪ 人 ﹪ 人 ﹪ 

前 ０ 17 48.6 16 45.7 9 26.5 15 44.1 

一 18 51.4 19 54.3 24 70.6 18 53  

二 0 0 0 0 1 2.9 1 2.9 

０ 3 8.6 4 11.5 1 2.9 2 5.9 

一 31 88.6 30 85.7 27 79.4 26 76.4 

後 

 

測 二 1 2.8 1 2.8 5 14.7 5 14.7 

在實驗組方面，實驗教學前，在正方體與長方

體各有 51.4﹪及 54.3﹪的學生停留在層次０，亦

即僅能依視覺的整體輪廓來辨認圖形；實驗教學

後，在正方體與長方體各有 88.6﹪及 85.7﹪的學

生提升到層次一，能夠分析圖形的組成要素及特

徵，但僅一人能達層次二，可以進一步對圖形與圖

形之間組成要素的關係進行比較。 

控制組方面，實驗教學前分別有 70.6﹪及 53

﹪在正方體及長方體方面達到層次一，並且在長方

體的幾何層次發展上有44.1﹪在層次０；實驗教學

後，分別有 79.4﹪及 76.4﹪的學生在正方體與長

方體達到層次一，而有五位學生達到層次二。 

在表2中，控制組的後測上有一位學童無法達

到層次0的階段，甚至無法辨別正方體與長方體，

也就是說，經過課堂教室教學後，該學童愈不了解

正方體與長方體的輪廓與組成要素。 

 

4.3結構式訪談幾何概念發展比較 

 

研究者自實驗組與控制組前後測之高中低分

組中，以後測成績前 27﹪為高分組，後 27﹪為低

分組，其餘為中分組，各取二位進行結構式訪談，

共 12 位學童，研究者設計三個活動以進行訪談，

視觸覺辨認活動、平面展開圖辨認活動、繪製圖形

活動，茲將各活動訪談結果分述如下： 

一、 視觸覺辨認活動結果分析 

研究者放置4個正方體，長方體4個、A1五角

錐1個、T1直角柱1個、A2五角柱1個、L1梯形

柱1個、K3四角柱1個。請學童將正方體及長方體

挑選出來，再將兩類形體分開，分別詢問正方體及

長方體組成要素個數，最後讓兒童比較兩者的差

異。活動目標在瞭解兒童利用視覺及觸覺辨認立體

圖形時的判斷標準，以及兒童如何表徵組成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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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並讓兒童比較正方體與長方體的差異，可進

一步釐清學童對兩種形體的概念。 

樣本編碼原則：A-1-1：A表實驗組學生、B表

控制組學生；第一個 1 表高分組、2 表中分組、3

表低分組；第二個 1表樣本編號。 

表 3 視觸覺結果分析比較  

樣本編號 幾何層次 樣本編號 幾何層次 

A-1-1 層次二 B-1-1 層次二 

A-1-2 層次一 B-1-2 層次一 

A-2-1 層次一 B-2-1 層次一 

A-2-2 層次一， B-2-2 層次 0 

A-3-1 層次一 B-3-1 未達層次 0 

A-3-2 層次 0 B-3-2 不在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發展中 

對於高分組，兩組學生均能達到較高的幾何層

次發展；而中分組方面，實驗組學童在長方體的發

展上有跳躍情形，即視觸覺辨認時未能正確指出長

方體，卻能了解長方體組成要素，控制組則有一位

學童僅能達層次０；低分組方面，實驗組一位學童

能達層次一，控制組則無，控制組有一位學童甚至

無法達到層次０，實驗組則無此現象。 

二、 平面展開圖辨認活動結果分析 

研究者呈現六個正方體展開圖，四個長方體展

開圖，其中2個正方體展開圖是無法組合成立體圖

形。兒童對立體圖形展開圖的辨認會受展開

圖大小與旋轉角度以及剪裁位置影響而無

法做出正確判斷，在判斷是否能組成立體

圖形時會使用雙手模擬組合來判斷是否為

立體圖形的展開圖，空間概念與幾何層次

發展較高的學童對展開圖的判斷亦較正

確。在此活動，實驗組與控制組辨認結果

的情形，並無顯著差異。 

三、 繪製圖形結果分析 

學童繪製正方體及長方體透視圖各一個，其繪

圖結果如下： 

表4繪製圖形活動結果比較 

實驗組 控制組 繪圖分析 

A-1-1

 

B-1-1

 

A-1-2

 

B-1-2

 

A-2-1

 

B-2-1

 

A-2-2

 

B-2-2

 

A-3-1

 
B-3-1 

A-3-2

 

B-3-2

 

兒童繪製立體圖形需

要較佳的立體空間感與畫

圖能力，在繪製時受視覺

 

4.4 學習態度及意見調查 

 

實驗教學後，對實驗組實施學習態度及意見調

查，問卷共發出 35 份，其中一份為無效問卷，有

效問卷計34份，各項度所佔人數百分比如下表： 

表5學習態度與意見調查結果 

項度               ﹪ 4 3 2 1 

平日課業方面 59 32 7.5 1.5 

網路操作方面 66.25 30 3.75 0 

數位學校學習方面 53.75 39.5 5.25 1.5 

學習投入方面 53 33.5 11.75 1.5 

網路數位學校學習情況 50 32.5 14 3.5 

數位學校學習互動 40.5 30 21.5 8 

數位學校學習內容 61.25 34.25 3 1.5 

網路教師角色 35.3 34 17 13.7 

數位學校學習態度 51.5 30.5 10.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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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非常同意、3同意、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學童在各項度大多表示同意，91﹪的學童同意

因著過去在課業上的努力，認為網路數位學校是有

效的學習方式；96.25﹪的學童同意會努力學習使

用網路，並對網路品質感到滿意；93.25﹪同意在

這次網路數位學習的介面軟體掌控很好；86.5﹪的

學童同意網路數位學校學習能增加他的注意力，並

願與家人和朋友分享；82.5﹪的學童同意網路教學

可以拓廣學習領域，教學效果與上課氣氛比在課堂

教室教學好；70.5﹪的學童認為線上討論可從同學

和老師那兒學到不少知識，是良好的溝通管道；

95.5﹪認為學習內容很有趣、很有條理；69.3﹪認

為老師比較能夠注意到他的意見，且受到鼓勵有信

心繼續學習；82﹪願意繼續使用這種方式學習。 

 

5.結論 

 

    從研究結果與分析討論，我們獲得以下結論： 

一、 設計網路教材需切合學習教材與學童認知發

展，能使學童感到生動有趣，增進學習動機與

意願。 

二、 在學習成效方面，網路教學與課堂教室教學均

是有效的教學方式，網路教學對數學學習低成

就學童有較佳的教學助益。 

三、 在幾何概念發展層次上，網路教學協助學生自

行建構概念，普遍獲得較佳的層次提升，課堂

教室則不易兼顧每位學生，致有學童產生學習

挫折感，降低概念發展層次。 

四、 透過結構式訪談，對高成就學生而言，兩組學

生幾何概念並無差異，而對中低成就學童，網

路教學能培養較完整的幾何概念。 

五、 平均超過 85﹪的學童認為網路教學是良好的

教學模式，並且願意再利用網路進行學習活

動。 

 

6.參考文獻 

 

[1] 教育部（民 90）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

課程實施綱要。 

[2] Clements, D. H., & Battista, M. T.（1992）. 

Geometry and spatial reasoning. In D. A. Grouws

（Ed.）, Handbook of reasoning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pp.402~464）. New York, 

NY:Macmillan. 

[3] K12數位學校，（民89），http://ds.k12.edu.tw。 

[4] 張春興（民 85）。教育心理學，台北市：東華
書局。 

[5] 鄭晉昌（民 85）建構主義與合作學習

-CYBERSPACE中的合作學習。教育研究雙月

刊，49期，13-15頁。 

[6] Hagel, J. & Armstrong, A. G.（1998）. Net gai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7] Van De Walle, J. A.（1998）.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developmentally（3rded.）. New York: Addsion 

Wesley Longman. 

[8] 戴建耘、翁榮銅（1999）。以Internet平台建

構主動學習的教育環境，資訊與教育雜誌，

74，57~67。 

[9] Piaget, J.,& Inhelder, B.（1967）.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space . New York:Norton. 

[10] Van Hiele-Geldof ,  D. （ 1957 ） De.  

d idakt ick  van de Meetkunde in  de eers te  

k lass van het  V.H.M.O. 

[11] Clements, D. H., Swaminathan, S., Hannibal, M. 

A. Z., & Sarama, J.（1999）. Young children’s 

concepts of shape. Journal for Resae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20（2）,192~212. 

[12] Paivo,  A.（ 1986） .  Imagery and verbal  

Processes.  Hi l lsdale ,  NJ:  Lawrence 

Er lbaum. 

[13] 溫嘉榮（民87）。多媒體電腦輔助學習與學生

學習特質之影響因素探討研究，高雄：復文書

局。

 



 1 

以 Hyperbook介面技術為基礎的國小英語教學系統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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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利用 Hyperbook 介面技術∗ 設計簡易快
速的操作介面，建立以傳統印刷書籍為主體來進行

閱讀，電子書與網站為輔的電腦輔助教學的學習模

式。並在此一學習模式下運用情境學習理論融入國

小英語課程，並利用聽說教學法與溝通教學法於教

材的設計與教學實施中，透過遠距教學，運用寬頻

網路大量儲存、雙向互動式、多媒體聲光影音效

果、豐富教學內容來引發學習的興趣。本研究採用

實驗室實驗法(Laboratory Experiment)進行實證研
究，對象為台北縣鄧公國小二年三班 37 位學生和
二年七班 35位學生，共 72位，分為實驗組和對照
組兩組進行教學實驗，在此研究架構下來比較本研

究所提出的模式與傳統的教學方式，探討其在學習

成效、學習自信度與學習滿意度上的差異。研究結

果發現，除了學習成效外，在學習自信度與學習滿

意度上均有顯著差異的情況，透過分析發現以

Hyperbook 介面技術所整合的學習模式能夠給予學
生更多的自我學習空間，學習者可以在學習進度、

教材內容吸收與學習程度衡量上都比傳統教學方

式更具彈性；而情境理論融入英語教材內容更容易

吸引學生專注在教材的學習上；另外對於教師而

言，由於此學習模式下學生具有自主性學習

(Self-Organizing Learning)，因此可降低班級內學生
程度差異過大所產生的教學問題，而教師還可以節

省更多教學時間，轉向專注在基本教材的傳授與設

計各種加強學習的教學活動上；另外透過輔助教學

系統所紀錄下的學習歷程檔案，可以輕易的觀察、

了解學生在單元中的學習情形與學生程度，讓教師

能更加準確的掌握學習者的學習狀況。 
 

關鍵詞：Hyperbook、電子書、電腦輔助教學、情
境學習、聽說教學法、溝通教學法、學習滿意度 
。 
 
1. Hyperbook教學系統架構與設計 
1.1 系統分析 

本研究擬建置以傳統書本為主，Hyperbook 電腦輔
助教學系統為輔的教學環境，在教材輔助系統是依

照教學系統設計(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模式的
步驟進行分析、設計、發展、實施與評鑑： 

(1).分析階段 

                                                 
∗ Hyperbook 介面技術已取得中華明國發明專利 

本研究在分析階段，將分析目前國小英文教材之對

初學者的需求，並考量教材使用對象的背景與特

性，分析教學內容的知識架構，同時瞭解現有環境

與資源條件，進而分析系統功能。 

(2).設計階段 
本研究設計階段將依據分析階段之結果規劃

教材內容架構，並根據學習者之學習特質設計

Hyperbook操作介面與教材互動功能。 

(3).發展階段 
發展階段將依照之前的分析階段、設計階段之

需求，依據腳本設計進行雛形系統發展製作，並規

劃相關人員分配，其中有教學設計、畫面設計、程

式設計… 等各項工作項目，透過相關人員合力完成
雛形系統。並同時針對系統特性選擇適當的發展工

具。 

(4).實施階段 

透過發展階段所建立完成的 Hyperbook電腦輔
助教學系統，實地到國小進行英語教學的實驗，透

過實驗的完成收集相關的資料(如觀察、評量、問卷
調查… 等)，最後透過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與討
論。 

(5).評鑑階段 
為了確保發展的階段不偏離原先設計的構想、

教學內容、教學目標，必須進行形成性評量，在整

個研發的過程中，修正每個環節，使課程發展出的

軟體，能更精準，達成預期效果。 
 
1.2 設計 Hyperbook介面技術的動機 
目前一般常見的學習工具，大致上有傳統印刷

書籍、錄音(錄)影帶、影音光碟機及個人電腦

CD-ROM、行動數位助理(PDA) 與電子書包等。這幾

種學習工具雖然各具優點，並且也廣泛地被運用

著，但仔細考量可發現其實際上均各有會影響學習

效率的缺點存在，茲分別說明如下： 

(1).傳統印刷書籍 
就傳統的印刷書籍而言，只有文字及靜態圖

畫，缺乏人的語音作進一步的說明解釋，亦沒有影

像的進一步輔助學習認識，容易導致學習過程呆板

枯躁，理解及學習的效率不好。 

(2).錄音(影)帶 
就錄音帶而言，可將說明解釋及音樂儲存在錄

音帶上，但於學習知識或語言時，其重覆性不好，

且在快速前進或後退時，難以精確地一次就定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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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的位置。而在錄影帶方面，不只是單向性的播

放，並且使用者必需從頭到尾長時間連續不斷地注

視著電視上的影像及文字資料，造成人體及眼睛很

大的疲勞，連帶的使理解、學習知識的效率及興趣

大減。 

(3).影音光碟機(VCD 或 DVD) 
就影音光碟機而言，其僅適合用來玩電動遊戲

或是看電影影片，若是用來做為學習的用途，則由

於具有與音樂光碟片完全相同的缺點，也就是播放

時間及選單數目的限制，且所有的文字、影像資料

均是顯示於垂直桌面的螢光幕上，而不是如印刷書

籍般水平置於桌上，故而從頭到尾長時間注視容易

造成眼睛疲憊，也同時使學習效率降低，不適於做

為主要的學習工具，並且也無法在學習過程中隨時

做註記。同時也沒有使用者錄音、放音的功能，但

此種功能在學習語言時是極重要的。 

(4).電腦 CD-ROM 
就目前較熱門的個人電腦 CD-ROM而言，因

為從頭到尾所有的操作控制、文字內容及說明都須

經由垂直桌面的螢光顯示器讀取，眼睛容易疲憊，

不適於長時間閱讀文字內容。而且讀者的大腦也充

斥由眼部傳來的過多紛雜資訊，很難以全心全意地

用於思考活動。此注視垂直螢幕的動作在學習知

識，理解知識時會特別頻繁而顯著，其特徵是需要

反覆地思考文字內容的涵意，而不是如電動遊戲或

影片，一閃而過即可。同樣地，使用 CD-ROM 也

無法在文字內容旁隨時做註解或筆記。另外，要操

作 CD-ROM，必需先知道 DOS / WINDOWS等程
式的操作方式，對於不瞭解電腦操作的人(如小學
生)，使用上便產生了障礙。 

(5).行動數位助理(PDA) 與電子書包 
最後，就行動數位助理(PDA)而言，具輕巧、

方便攜帶、單手即能自在的掌握、操縱等特性，但

由於體積小使得螢幕能顯現的字數有限，若要呈現

較多字數，文字就會變小，不利於閱讀，且有損眼

力，文字雖然能夠放大，但程度有限，還得經常更

換頁面；而電子書包類似 PDA 可以隨時下載、上
傳數位內容，並讓使用者加以註記，而其在群體學

習時提供成員間互動的功能，更能讓使用者加強學

習時的效果，但就其硬體而言，要有能使用長時間

的電池、畫面清晰及長時間使用不傷眼的電子介

面，才可符合教學需求，但目前的市面上的電子書

包產品，仍有螢幕不夠清楚、易壞等問題，電池電

力不足(僅可維持兩小時)，而軟體部份仍有眾多需
要克服的問題，諸如出版商將教科書的內容放於網

站上，提供學生下載使用，要如何收費？其中牽涉

到複雜的智慧財產權問題，與不同軟體間的相容性

及價格等問題，將是未來使用電子書包需要克服的

因素。 

有鑑於前述各項學習工具各具有一些缺點，導

致學習效率不彰，本研究乃針對各項現有的學習工

具特徵進行分析研究，結合其各個優點，並去除其

會導致學習效率變差及降低學習興趣的缺點，再以

電腦輔助教學的理論做為教材輔助系統的基礎，而

採用 Hyperbook的技術做為介面操作模式。在傳統
紙本書的操作環境下，依使用者的個人需求，透過

Hyberbook 的簡易介面操作，在需要的情況下呼叫
在輔助教材系統中的多媒體元件，藉此來強化學習

上的效果。如此一來，採用此一介面操作模式，將

可保有紙本書易於閱讀的特性，又以輔助教材系統

中所的數位化聲光效果來強化學習環境。 
 

2、Hyperbook電腦輔助教學系統架構 
2.1 Hyperbook教材設計 

本研究提出的 Hyperbook 介面技術應用是
指，透過傳統印刷書籍的使用，在傳統印刷書籍上

直接利用書籍上原有的冊、課、頁、章節、段、大

題、中題、小題等編碼，或是依編作者想要表達的

每一個句子、圖畫或照片，逐一地印上一數字或文

字的代號，或是前述兩者的混合使用，如圖 1；使
得使用者可經由一操作簡易的鍵盤任意鍵入書籍

上的代碼，然後由教材輔助系統光碟片上的應用程

式來處理，而可迅速獲得相關圖片、聲音或影像資

料作為輔助說明，藉以使學習過程生動、充實，提

昇學習效率，然而其操作對任一使用者而言，均是

極為簡易，完全不必去認知電腦的複雜使用方式，

不會形成使用者的障礙。例如，鍵入“第幾頁”的數
字後，螢幕畫面即進入該頁中，以後利用「上一句」

或「下一句」鍵，或再鍵入各句子的代碼，即可點

選書本上的任一圖畫/人物/照片/句子，而可容易地
獲取更多的說明解釋。根據以上所述書籍之新的編

輯方式、新的編輯方式，將可使生硬如語文、數學、

化學、哲學等書籍，革命性地變為很生動有趣，不

再是令人畏懼的東西，一本書將呈現出與傳統截然

不同的風貌。 
 
 
 
 
 
 
 
 
 
 
 
 

 
 
 

 
圖 1：Hyperbook課文畫面(畫圈處為代碼) 

 
2.2 Hyperbook電腦輔助教學系統架構 
本系統製作主要是採用 Macromedia 公理軟體

Photoshop 製作而成，整個系統製作是從電腦輔助
教學的理論做為依據，其中包含了行為理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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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遊戲理論三大部分，在行為理論方面，學習

者可透過 Hyperbook介面進行句子的反覆式練習，
此一過程持續循環，直到學習者精通熟習為止。在

認知理論方面，系統提供課文句型教學與網路教

學，透過此兩個視窗，讓學習者不僅能得到新知識

的傳授，利用網路連線的功能，讓學習者獲得更多

網路上的補充資料，若學習者尚有不能理解之處，

可透過系統提供的功能進行更多的提示和重複學

習。最後在系統的課文唱遊視窗提供了具有休閒娛

樂的唱遊天地，讓學習者可以透過歌唱或遊戲獲得

學習上的效果。本教學輔助光碟以國小初級英語課

程為設計內容，研究實驗的教材為第一冊的單元四

和單元五，其中可分為教學內容和系統功能部分： 

 

(1).系統功能部分 
本研究所採用的 Hyperbook介面是結合鍵盤右方
的 Keypad區，學習者透過傳統書本上的數字標記，
利用 Keypad來做指令輸入。學習於閱讀傳統書時，
可以隨時經由 Hyperbook功能從輔助教材電子書即
時獲取他所需要的充分語音或影像輔助說明，以大

幅度增進使用者對書本上知識的理解效率。下圖 2
是本研究對Keypad中的按鍵所定義的功能示意圖。 
 
 
 
 
 
 
 
 
 
 
 
 
 
 
 
 
 

 
 

圖 2：Hyperbook之 Keypad示意圖 

 在不考量成本的限制下，使用者也可使用無線

光筆取代 Keypad。如此一來學習者幾乎不必關心
電腦的存在，因為手中的無線光筆可以直接在課本

前完成所有的滑鼠的操作，學習者可專心思考消化

知識，不用緊盯螢幕，僅在需要時從電腦中獲取資

訊 (如正確的英語發音、正確的發音嘴型等等)。 

(2).教學內容部分 
 在課文教學方面包含:課文解說－課文全文句
子發音、句型解說－課文句子的延伸句型、課文唱

遊－全文以歌唱方式唱遊、發音練習等、遊戲 (數
綿羊 熱氣球 接鳥蛋 乘快艇)，網路學習。對程度
較低的同學可以輕易利用 Hyperbook 介面技術反

覆練習或是程度高的同學可獲取網路上的資料進

行進階學習。因此學習者都能得到適合的學習教

材。 
3. 實驗方法 
3.1 架構 
教學實驗內容的安排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實

驗組的學生進行傳統教學結合 Hyperbook電腦輔助
系統的教學模式，對照組學生則是進行傳統的課堂

教學模式；經由 4-5 週的授課時間，並於課程結束
後進行後測，進一步去比較有關學習成效、學習自

信度與學習滿意度是否有差異。其中在控制變數的

部分包含老師與學生兩部分，為了縮小不同教師教

學情況所造成學生學習差異的因素，本研究以同一

位教師教授的兩個不同班級為對象，班級選擇則採

取隨機抽取 

3.2 假說 
由於本研究的環境是採用Hyperbook介面技術

整合傳統書與電腦輔助系統的教學方法，其教學方

法本身結合傳統書與電子書的優點，並將情境理論

融入教材內容；利用電腦輔助系統來達到個別化、

自主化、適性化的功能，更添加遊戲的方式來提升

學習者的興趣，讓學習者能在多元且豐富的學習環

境下尋求較好的學習效率和效果。所以本研究做出

下列假設： 

(1). 採用 Hyperbook介面技術整合傳統書的教學模
式比傳統課堂教學模式在學習成效上有顯著差

異。 
(2). 採用 Hyperbook介面技術整合傳統書的教學模
式比傳統課堂教學模式在學習自信度上有顯著

差異。 
(3).採用 Hyperbook 介面技術整合傳統書的教學模
式比傳統課堂教學模式在學習滿意度上有顯著

差異。 
 
3.3 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台北縣鄧公國小二年三班 37 位

學生和二年七班 35位學生，共 72位。 
 
3.4 工具 
研究工具一共包括四部份。第一部份：使用經

驗問卷，包括詢問受測學生對英語學習經驗、電腦

使用情況以及多媒體教學軟體使用情況等進行問

卷調查。第二部份：學習成效測驗，由研究者依授

課內容加以編製而成的評量工具，成效測驗是單元

的總結性評量，透過字母筆畫、字母發音、字母記

憶、單字發音、單字記憶與句子發音等評量項目加

總而來。第三部分：學習自信度是則針對課程內每

一個單元，由學習者自我評估在接受教學後之進步

程度。第四部份：學習滿意度是由接受教學之學生

以問卷方式填寫對該課程實施後學習的滿意程度。 
 

(1).使用經驗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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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經驗問卷，最主要是在瞭解受測者的相關

個人背景，其中主要包含：(1)電腦使用情況(2)英語
教學的經驗(3)多媒體教學軟體使用情況。希望藉由
此一部分之資料收集來對受測者作基本之分析，其

中電腦使用情況，是參考王裕方[6]所設計的電腦使
用狀況調查，而其餘部份則是研究者自行編製而

成。 

(2).學習成效測驗 
這個部份是由研究者依據當日所教授的範圍來

加以評量，對於評量的方式是採用測驗的方式，在

教學告一段落之後，做一個總結性的評量 
(summative evaluation)，其中包含字母、單字、數
字與句子等評量項目加總而來。由老師依據事先規

劃好的題庫在課堂上依序出題，而學生在充分瞭解

題目後透過選擇的方式選出答案。最後根據評量的

結果，來判斷學生的電腦學習成效。 

(3).學習自信度測驗 
a.問卷內容 
有關學習自信度之評量，是針對課程內每一個

單元，由學習者自我評估在接受教學後之進步程

度。其中包含的九個項目：字母發音、字母記憶、

字母筆畫、字母書寫位置、數字記憶、數字發音、

單字發音、單字記憶與句子發音等，以此作為學習

自信度的衡量指標。 

b.問卷型式 
本研究學習自信度問卷採取四點量尺的型式。

問卷中，每一項學習自信度問卷項目都有成績的評

量標準。當學生認為某一個單元之學習效果與學習

前比較並「無差異」時給0分，「稍有進步」給1分，
「進步很多」給2分，「進步非常多」給3分；整體
學習自信度評量成績則為各單元評分之加總，評量

分數之範圍為0至27分。 

(4).學習滿意度問卷 
a.問卷內容 
本研究使用之學習滿意度問卷，是由研究者參

考相關文獻編製而成，問卷的內容分別是：課程教

材內容，共4題、教材設計，共5題，教師教學，共
4題。其中一共包含三個構面，共13個題項。 

b.問卷型式 
本研究學習滿意度問卷採取三點量尺的型式。

由受試者表達對描述事件的滿意程度。作答時，受

試者可從滿意、無意見、不滿意等三個等級來勾

選。問卷的計分方式係以問卷填答時所勾選的方格

位置加以轉換，勾選「不滿意」者計為 0分，勾選
「無意見」者計為 1分，勾選「滿意」者計為 2分。
整體學習滿意度評量成績則為三個構面評分之加

總，評量分數之範圍為 0至 26分。 
 
 
3.5 流程 
本研究的實驗時間共進行 4週，每週兩堂課，

其中包含正式的課程、單元課程完畢後的測驗，以

及課程結束後的學習自信度與學習滿意度問卷調

查。 
 

4 實驗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透過敘述統計針對本研究所回收的樣本

進行統計上特質的描述；而為了讓變異數分析的結

果產生正確的推論，將透過常態性檢驗來分析收集

到的資料是否呈常態分佈。最後透過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驗證不同教學方法對於學習成效、學習自信

度、教學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4.1 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的資料是透過單元的總結性評量所

收集而來的(字母、數字、單字與句子等評量項目加
總)，測驗總分為100分。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
定不同教學方式對學習成效的影響。表1是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可看出兩組學生在學習成效表

現上之差異並不顯著(P 值為0.356, P>0.05)。 
 

表 1：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 
 
 
 
 
 
 
 

 
再依照學生在字母、數字、單字與句子各子項

目的測驗分數來進一步分析不同教學方式對於在

字母、數字、單字與句子的各子項目成效影響。表

2則是針對字母、數字、單字與句子各子項目的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我們可看出兩組學生在字母測驗

的學習成效表現上之差異有顯著差異(P 值為0.007, 
P<0.05)。 

 
表2：字母、數字、單字與句子測驗之變異數分析 

 
 
 
 
 
 
 
 
 
 
 
 
 

 
 
 
4.2 學習自信度 

變異數分析

學習成效

124.4921 124.492.863 .356
10096.16170 144.231
10220.65371

組間
組內
總和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變異數分析

195.5481 195.5487.631.007
1793.730 7025.625
1989.278 71
29.9471 29.9471.406.240
1490.928 7021.299
1520.875 71
8.4001 8.4001.350.249
435.47570 6.221
443.87571
29.1631 29.1631.276.263
1600.156 7022.859
1629.319 71

組間
組內
總和
組間
組內
總和
組間
組內
總和
組間
組內
總和

字母測

數字測

單字測

句子測

平方和 自由度平均平方和F 檢定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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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習自信度之評量，共將整個課程分成9
個學習單元來測度，並讓學生依每一個單元之學習

進步情況自我評量。評量方式為四等分李克特量

表，當學生認為某一個單元之學習成效與學習前比

較並「無差異」時給0分，「稍有進步」給1分，「進
步很多」給2分，「效果非常顯著」給3分；整體學
習自信度評量為各單元評分之加總，評量分數之範

圍為0至27分。透過問卷回收與單因子變異數統計
檢定後發現兩組學生在學習自信度之差異有顯著(P 
值為0.000, P<0.05)，表3則是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3：學習自信度之敘述統計 
 

 
5.3 學習滿意度 
學習滿意度，係依照學生對課程的內容、教材

的設計以及老師教學等，透過問卷方式讓學生從不

滿意、無意見、滿意選擇。表4則是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可看出兩組學生在學習滿意度表現之差異並

有顯著(P 值為0.000, P<0.05)。 
 

表4：學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 
 

 
 
 
 

 
 
 
 
4.4 小結 
透過上面的整理發現，以Hyperbook介面技術所

整合的學習模式在學習成效上並無顯著差異情

況，但透過各子項目的統計分析與實地的觀察教學

過程發現，由於控制組在進行字母教學時，老師在

傳授筆劃書寫順序時，請全班利用手勢的比畫方式

來進行，此一方式的最大缺點是小朋友無法針對自

己的需求去練習較生疏的字母，反而必須順應老師

的上課流程來學習，如此一來造成已經學會的字母

一定會，但不會的字母依然還是不會，而在實驗組

的學習者由於使用電腦助教學系統，透過第一堂的

基礎課程後，學習者此時可了解那個字母較為生

疏，此時利用Hyperbook介面技術快速操作教學輔
助系統，直接學習生疏的字母，反覆的練習，直到

熟悉為止。因此造成在字母教學部份實驗組比對照

組學生學習效果較好。 

既然透過Hyperbook介面技術快速操作的教學
輔助系統，能夠讓學生建立自主性學習，何在其他

項目無法有相同的顯著成效我們在根據老師的訪

談和教學的觀察發從數字、單字到句子的測驗中，

這三個項目均是由最基本的字母所組合而成，所以

相對的難度比較高，再加上由於是初學者，在短短

的4週內要能有好的學習成效是非常困難的，所以

在研究中所得到的數據反映出此一現象，因此面對

這種情況我們再進行課程設計時要將教學進度放

寬鬆一點，如此才能有助於初學者在寬裕的時間下

吸收課程內容。另外在學習自信度和學習滿意度方

面，實驗組的教師老師反應學生對於上電腦教室使

來學習英文有很高的期待，特別是在本研究中輔助

系統融入遊戲理論，以及強調多媒體的聲光效果運

用，造成學習者在學習自信度和學習滿意度上均有

顯著情形出現，這也代表對於英文初學者而言，提

高其學習興趣是非常重要的。 
 
4.5 教師評鑑結果分析 
實驗完成後，即進行此次的教師評鑑，在進行

前由於教師已經於實驗過程中瞭解教材的設計與

教學輔助系統的功能，並對整個教學模式已有一定

瞭解，而教師評鑑問卷主要的目的在於了解教師對

於電腦科技融入英語教學的看法，以及對本系統設

計理念的提出建議。以下針對每位教師對問卷中的

項目所填寫的資料歸納為五個部分，如下表5： 

表 5：教師評鑑資料 
教師評鑑構面 分析結果 

教材內容規劃 

4 位老師對於本研究的教材規劃

能引起學生興趣持高度的支

持，其中教師特別提到由於每個

單元的內容是以情境設計為

主，所以在老師授課時能夠容易

的針對某一主題來發揮，而學生

也比較能融入此一情境中。 

系統介面設計 

在進行實驗前，教師們對於以的

Hyperbook 技術來操作教學輔助

系統覺得很困惑，原因是幾乎所

有的教學系統都是透過滑鼠的

全程使用即可，但在進行實驗過

程中，根據觀察學生使用過程發

現，大部分幼童很快就能透過

Hyperbook 的機制來使用教學系

統，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幼童對

於Hyperbook所利用的鍵盤功能

能夠很快速的熟悉，因為跟電視

遙控器的直覺式操作很相似，尤

其對於尚未使用過電腦的幼童

來說，更能快速的學習使用電

腦，而老師也對此一情況持相同

看法。但在畫面的呈現，部分教

師認為，應該透過圖文並茂的方

式運用於功能項目中。 

系統互動回饋 

教師均對於本研究在互動設計

與回饋上有高度的評價，特別是

對於老師或學生可以利用學習

歷程的功能，來瞭解學生的學習

狀況，唯一美中不足之處在於未

能將老師和學生所該看的資料

區分開來，以及無法同時觀看到

整班的學生學習情況。 

教師心得與建議 a.比傳統教學與傳統電腦輔助

教學更切合老師和學生的需

變異數分析

學習自信

293.697 1 293.69747.485 .000
432.956 70 6.185
726.653 71

組間
組內
總和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變異數分析

學習滿意

82.4701 82.47022.160.000
260.51670 3.722
342.98671

組間
組內
總和

平方和 自由度平均平方和F 檢定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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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b.學生學習歷程是此教材最具

創意的部分，其次是學生可利

用錄音功能去訓練正確的發

音。 

c.教材設計應該朝向未來九年

一貫課程教育所揭示的目標。 

 
由評鑑的結果分析中，了解教材的設計不僅是

教材的多樣呈現，其實需要一套教學方式去設計教

學的內容，從此次的評鑑中，教師們對於以情境理

論融入教材的設計方式表示讚許，而似乎需要加強

教材呈現的方式，另外教材如能依據教學目標，選

擇適合的教學模式，參照學習程序來規劃與整理、

擬定教學步驟、配合電腦輔助教學的特性、運用多

媒體來呈現，將能使學生有較佳的學習環境，以達

到有效率的學習效果。 
 
5 結論 
從本研究中發現，透過傳統書本授課搭配 

Hyperbook 電腦輔助教學系統的學習環境能夠給
予學生更多的自我學習空間。學習者可以在學習進

度、教材內容吸收與學習程度衡量上都比傳統教學

方式更具彈性；而情境理論融入英語教材內容更容

易吸引學生專注在教材的學習上。在使用

Hyperbook 電腦輔助教學系統下，透過傳統書本授
課與 Hyperbook電腦輔助教學系統的結合，可以讓
學習者透過 Hyperbook的快速簡易指令模式立即進
行自主性學習。在學習自信度與學習滿意度上均有

顯著差異的情況。對於教師而言，Hyperbook 電腦
輔助教學系統可幫助解決班級內學生程度差異過

大的情況，另外，教師還可以節省更多教學時間，

轉向專注在基本教材的傳授與設計各種加強學習

的教學活動上，例如：主題討論、小組合作等。透

過輔助教材系統所紀錄下的學習歷程檔案，可以輕

易的觀察、了解學生在單元中的學習情形與學生程

度，讓教師能更加準確的掌握學習者的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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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軟體設計製作與評鑑— 國小一年級數學科為例- 

The Design ,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CAI for  

Elementary Mathematics 
 

江豐光＊                李世忠＊＊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系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系教授  
u8100586@tknet.tku.edu.tw    sclee@mail.tku.edu.tw 
摘要 

本論文主要為設計製作開發一套教學軟體的

設計程序及評鑑教學軟體之研究；運用系統化的分

析、設計、發展、實施與評鑑來從事教學軟體之研

製，讓教學軟體更具學習上之效益，使科技更能有

效提昇人性化學習。 

關鍵字：CAI、教學設計、國小數學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n instructional mathematics 

software (CAI). By using the systematic design 

process, it discusses stages of implement and evaluate 

in detail. 

Keywords：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instructional design , elementary mathematics 

 

1. 前言 
 

教育與科技的結合，逐漸在台灣教育史上蓬勃

發展；政府提倡資訊融入教學、支出大量教育經費

提供中小學資訊軟硬體方面之添購，市面上林立眾

多之電腦輔助教學光碟，然而科技媒體畢竟只是學

習之工具，真正可用來提昇學習成效及補救教學並

克服現實教學上之困難障礙之問題者，才能稱的上

是一個優良之教學光碟。因此筆者試圖嚐試使用現

今國際間流行之問題導向教學策略模式（Problem

－Based Learning亦簡稱 PBL），以學習者為中心的

教育方法，運用在教學軟體之設計製作上，將問題

為引導學習之核心，從中建構學生知識之學習歷

程，以增加學習之成效。 

 
2. 研究動機與目的 

 

經由訪談中小學生最畏懼之學科，所得到的答

案往往是「數學科」奪冠。傳統的教學法對大部分

學生而言，較不易提起學童學習之動機及意 

願。有鑑於此，教育部試圖以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突

破傳統教學之盲點，並在 2000年課程綱要中明

定，以資訊教育融入學習領域為發展重點。因此若

無特別之方式來引起動機或教學策略之應用，學生

在學習數學上往往大打折扣；特別是針對國小學童

在知識奠基的這階段而言，教育工作者更應重視。

因此針對上述問題，本專題運用 Problem－Based 

Learning策略及模式來設計製作數學科教學軟體

之動機有以下三點： 

 

1. 提昇自我資訊相關能力：筆者未來將從

事教職，趁著尚在師資培訓的課程中，

設計製作小學數學科教學軟體，一方面

提昇自我資訊能力；一方面從設計、製

作之過程中，尋找教學問題並試圖解決

問題以提昇教學成效。 

2. 打破數學刻板印象：透過設計之教學軟

體，以遊戲、故事、角色扮演的方式使

學童在學習的過程中，改變傳統對數學



 2 正 修 
圖一：教學軟體製作模式 

科恐懼之刻版印象。 

3. 發展有意義的學習軟體：傳統教師使用

媒體為教學之工具，現今應將媒體的作

用視為學習建構的工具；並且讓學生由

以往的被動接收者，成為主動參與、探

究發現及自主學習；而讓整個教學的過

程藉由 CAI軟體，創造情境、反覆學習

與有意義的建構知識。 

 

3.軟體設計之理論與應用 
 
本教學軟體設計之理論依據以問題導向、遊

戲、情境三個理論做為設計之策略，由問題突顯思

考解題之過程、由遊戲增加學習樂趣及挑戰及由情

境設計學習關卡；其目的皆希望能提昇學習成效與

有效引起動機。 

3.1問題導向理論  

問題導向學習PBL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

教育方法。它不但是一種課程的組織方式，也是一

種教學策略，更是一種學習的過程 (Barrows & 

Kelson, 1998；Torp & Sage, 1998 )。使學習者對於

問題、事實的真相進行有意義的、相關的、連貫性

的學習；最終目的是要讓學生能自主地解決各種問

題。 

3.2遊戲式理論 

互動性的遊戲式教學較容易提高學生參與學

習的程度。這種教學活動可作為一種有趣的練習，

對於需要反覆練習的學習活動，遊戲也可以用來做

增強學習（Zenger,1990）。教學就如同讓學生在遊

戲的過程中進行學習，而遊戲通常有一定的規則，

因此學生在學習競賽的方式中較容易主動參與學

習；使整個學習過程趣味化並增強到未來學習動

機。 

 

 

3.3情境理論  

「情境學習理論」的學者認為，惟有提供學習

者「真實的學習情境」，才能增進學習者的學習遷

移，幫助學生學以致用（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 Lave & Wenger, 1991; Young & Kulikowich, 

1992; McLellan, 1993; Achilles & Hoover, 1996）。問

題導向特別強調以真實世界的問題作為學習的核

心，讓學習者以各種不同的角色扮演去察覺事實的

真相、體驗各種不同的互動歷程，融入情境脈落中

進行學習（張杏妃，民 90）。 

 

以問題導向作為學習目標，是一種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教育方法。以軟體中之問題為出發點，使學

習者對於問題、事實的真相進行有意義的、相關

的、連貫性的學習；最終目的是要讓學童能自主地

解決各種問題並學習知識。在本軟體中設計以四個

關卡，讓學童嚐試著解決各關卡中的問題，以練習

引導等模式解題、並事實提供教學輔助引導。 

 

互動性極高的遊戲式教學較容易提高學生參

與學習的程度，所以在軟體設計中，成為一套有系

統、有順序的教學法，以遊戲策略為出發點，讓學

生從問題、遊戲中學習並在過程中建構知識。而本

軟體內容設計上，是讓學童先營造小 ET宇宙探險

的情境，並在遊玩過程中遇到狀況，為了能順利回

到自己的星球，而必須突破重重關卡，以遊戲式的

性質學習，但過程中卻不忘如何設計建構學習知

識。 

 

4.軟體設計模式 
整個教學軟體之設計製作的過程中，依據教學

系統設計模式(Instruction System Design, ISD)步驟

為基礎，並略作修改(參見圖一)。 

 

 

 

分 析  設 計  發 展  實 施  形成性評鑑 
1.學習者特性 
2.內容分析 
3.學習目標分析 
4.軟體策略分析 

1.情境設計 
2.角色設計 
3.內容設計 
4.介面風格設計 
5.軟體架構規劃 

1.動畫製作 
2.聲音處理 
3.程式設計 

1.應用測試綜合
分析 
2.學習者初步測
試 
 

1.學習者使用測
試 
2.回饋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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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分析：根據學習者特性、偏好、對電腦的

使用經驗進行對象分析，並對學

習內容、目標進行具體之範圍設

定；然後針對即將發展之軟體進

行資源、軟硬體規劃及發展策略

之擬定。 

4.2設計：依照分析後之結果，設定符合學習

者年齡層之情境、角色、介面風

格之設計，並針對目標循序設計

內容之範圍及深淺，最後進行整

個軟體路徑、架構之規劃。 

4.3發展：此階段圖片、聲音、動畫及特效進

行技術面之製作與程式語言之撰

寫。 

4.4實施：將初步之軟體雛形，進行整體測

試，並讓軟體對象初步進行試

玩，觀察分析軟體是否有不順暢

或誤導學習者的地方。 

4.5形成性評鑑：學習者（國小學童），進行

問卷、測試、觀察，根據觀察、

整體回饋結果做為軟體修正之依

據。 

 

5.軟體簡介 
 
選定軟體主題及對象：在從事教學軟體設計製

作時，首當考慮的是選定主題，探究內容是否適宜

以多媒體方式呈現；然而對象（學習者）的設定將

決定軟體內容之深淺與介面的風格。進行腳本的設

計及繪製（圖二）：皆下來針對軟體構想，先於腳

本上繪製所有物件及配音內容。角色繪製及動畫處

理：依據腳本的樣式及動作之途徑，進行角色的繪

製與動畫的安排。本教學軟體的製作使用 Flash軟

體設計增加其互動效果並搭配 Sound Forge處理音

效。在介面製作及版面編排等，皆請教電腦輔助教

學專家及國小教師做為製作及修正依據；以設計 

 
圖二：腳本繪製 

 

此軟體的設計過程中，先以故事做為引起學童

之學習動機，並設計了四個難度循序漸進的關卡，

讓學生自己挑戰及解決問題。以問題為此軟體設計

的核心；將學生視為軟體中的角色，藉著自我投射

作用扮演遊戲中的主角，進行闖關解題；藉此方式

增加學習的樂趣。 
u CAI主題：小 ET宇宙探險記 

u 對象：國小一年級下學期學生 6-8歲 

u 參考課本：康軒國小數學科第二冊課本，教

育部審定本 

u 軟體架構圖（詳見圖三） 

 

6.軟體評鑑 
 
   依據 CAI與一般軟體不同之特性，筆者認為

CAI特性包含著：內容、操作架構、互動、介面、

美觀、媒體整合及整體感共七大部分，應做為評估

檢示之要項；在評鑑設計上也應包括量化及質化之

多元評量。一方面可用來檢示自我開發的教學軟

體，一方面可提供購買時所注意的面向以做參考。

而實施評鑑的對象則應包含使用對象、訊息介面專

家、多媒體專家、教學設計專家、學科內容專家等

五種不同背景之對象進行軟體之評鑑、測試及建

議，如此各面向皆考慮之教學軟體，相信必定可提

昇相當成效的教學軟體。 

 

7.結語 
 
經由幾位國小學童實施形成性評鑑及觀察

後，歸納幾項可改善之問題：1.軟體角色中的對話

及文字不宜出現太快 2.任何 Icon、button建議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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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搭配會更好 3.軟體內所有文字皆應加上注

音。等以作為此軟體修正之依據。 

 

目前市面上各式各樣的教學軟體，但真正可讓

教師搭配課堂教學及有意義且以學習者為中心設

計之教學軟體不多。因此讓教師自主設計研發以問

題導式之教學軟體，不但可提昇軟體的價值性，並

可掌握學習者之特性及所遭遇之問題。讓學習與科

技結合在一起，讓資訊融入生活的一部份。藉由學

生透過教學軟體獨特之互動性、多媒體之聲光等效

果，使得學習更加的活潑且生動，讓學童不再畏懼

數學！並且在製作教學的過程中，運用教學系統觀

之步驟模式，相信設計之軟體必更具有科學觀與實

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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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動畫編排 圖五：四個關卡 圖六：軟體說明 

  
 

圖七：關卡說明 圖八：關卡內容 圖九：關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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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尾動畫 

圖三、小 ET宇宙探險記軟體架構圖 



 1 

從情境電子書引導池塘生態PBL教材之設計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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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資訊科技進步，以及人們接受訊息的管道

之千變萬化，電子書，一種可以集畫面(動畫)、文

字、旁白、音效、互動並具有即時回饋功能的電腦

媒體— 電子書逐漸成為閱讀的新取向。本教材以情

境教學為設計理念，利用Macromedia Flash 5軟體

製作一個線上教學互動教材「池塘村的荷花電子

書」。整個故事以動畫的方式呈現，藉著池塘中相

關生物的生命互動關係，產生一連串荷花生態的重

要概念，目的讓學習者可以了解週邊時常看到的水

生植物荷花的知識，以達到國小自然領域的能力指

標：關懷自然生態。適合的學習者訂定為國小的小

朋友，藉著看故事書，融入情境自然學習﹔而本電

子故事書，在故事的鋪陳方面，除了有生動活潑的

動畫刺激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之外，更在每一個故事

的重點部分提供測驗題與使用者互動，以期達到讓

學習者自我學習之外更藉著題目思考所學，達到故

事所要表達的知識目標。研發者期望透過所設計的

互動電子故事書及學習單的配搭學習，紀錄所發現

及觀察到的知識，引導進入更深入的知識，以學習

者為主的教學方式，主動學習進而提昇學習成效。 

 
1. 前言 
 

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與網際網路的日漸

普及，人們閱讀的方式除了紙本閱讀外，近年來更

增加了電子閱讀，而內容也由過去的書本、報紙的

書面資料進而增加了網頁、電子郵件等電子內容。

這意味著電子閱讀將成為與紙本閱讀相抗衡的閱

讀方式，甚至在節省資源的前提下，未來很有可能

成為資訊社會中，超越傳統閱讀方式的新選擇。 

相較於傳統的紙本閱讀來說，互動式電子書由

於融入了許多旁白、音效、動畫等多媒體元素，以

及能夠提供人機互動的介面與即時回饋等功能，所

以更能提高及引起閱讀者閱讀動機。再加上它擺脫

了線性閱讀的方式，情節的順序安排從以往作者主

導改變為以讀者控制，因此整個閱讀方式將不在只

是被動的運用眼與腦接收資訊，取而代之的是結合

眼、耳與手、腦的主動參與。 

林文寶（民 89）調查結果發現兒童喜歡從事的

休閒活動，以看電視的比例為最高，而電視能吸引

兒童的原因就在於其媒體特性— 具有聲光效果。由

此可知，在聲、光、動畫的刺激下較能引發兒童閱

聽的動機與興趣。互動式電子書具備了同樣的媒體

特性、又能改善電視只能讓兒童被動地接受資訊的

限制，所以對於兒童的閱讀習慣來說，互動式電子

書為其閱聽形式帶來了新的改變，也為兒童故事的

創作者在創作與思考的方法上不同於以往的模式

(劉玉玲，民 90)；在教育價值方面，互動式電子書

除了提供教師更多可用的教學資源、滿足了學生多

元閱讀探索的需求及增進其邏輯思考能力外，更有

助改變傳統學習型態的功能(洪文瓊，民 89)。因此，

互動式電子書將在未來出版業的市場上佔上很大

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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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者分析 
 

本互動式電子書的學習對象為國小四~六年級

的學生(10~12 歲)，在皮亞傑(Piaget，1974)的認知

發展階段上，這時期的兒童正學習從具體形象的經

驗學習趨向於抽象概念的理解。在學習者閱讀行為

及偏好方面，林文寶(民 89)在台灣兒童閱讀興趣之

調查結果中指出，兒童們在閱讀書籍的形式上，以

看卡通型態的書籍為最多，此時期的兒童喜愛閱讀

動畫類的出版品。此外，學習者在使用電腦的能力

方面，目前的小學為了配合九年一貫的課程標準，

都有一些關於資訊教育方面的課程安排。因此根據

教育部制定的分段能力指標而言，這個階段的學生

能夠熟悉視窗環境軟體的操作以及電腦輔助教學

應用軟體的操作(資訊教育分段能力指 2-2-2)。 

 

3. 內容分析 
 

本互動式電子書所設計的教學內容是屬於九

年一貫七大學習領域中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

領域。且配合「環境教育」議題中「讓學生認識生

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基本的生態原則」之目的(環境

教育的分段能力指標 2-1-1)，我們設定的教學總目

標是希望學習者在閱讀完本互動式電子書後能夠

達到「說明荷花與池塘生態的關係」的目標。我們

設定的細部目標為： 

 指出在池塘生態中，保護池塘生物免於

鳥類攻擊的最佳場所。 

 解釋荷花免於魚類的攻擊的理由。 

 指出在池塘中適合蝸牛產卵的地點。 

 說明荷花具有保護水生物的卵之原因。 

 描述荷花具有觀賞價值的特色。 

 敘述荷花進行光合作用所釋放的氧氣能

供應水中生物們的呼吸。 

 區分在光合作用的過程中植物荷花與池

塘動物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之不同。 

 解釋光合作用的過程。 

 

4. 設計與製作 
 

4.1 處理手法 
 

為了符合學習者的特性，我們所設計的互動式

電子書之內容是朝向「以具體的故事情節中引伸出

抽象的知識概念」來達到兼具教育價值與學習樂趣

的目的。 

整個故事是以「情境式」（李咏吟，民 89）的

說故事方式，讓學習者跟著故事的發展起伏而自然

學習，因此，學習者在無形中便學到了所要傳達的

知識目標：池塘中荷花與生物們的生態關係。此

外，透過動物與植物「擬人化」的對話設計，讓學

習者能藉由故事的情節發展進而自我探索學習。 

在故事鋪陳方面，有別於傳統靜態的故事閱讀

方式，書中的角色會說話、有情感、有表情，能直

接觸動學習者的心，因此學習者在整個閱讀過程

中，像看一部卡通般的輕鬆。除此之外，在學習內

容不變的情形下，使用者自行控制情節順序的設

計，更能讓使用者有參與學習的感覺。為此，我們

融入了電子數位方面的科技手法— 利用動畫軟體

Macromedia Flash 5來製作，以達到使用者互動操

作的目的。 

互動電子書不同於「卡通」之處，在於它是一

個提供「互動機制」的學習環境。因此，學習者在

閱讀過程中，除了透過滑鼠移動畫面時所給予的畫

面及聲音的回饋刺激，保持學習動機外，更重要

的，是藉由根據學習目標所安排及設計的故事內

容，讓學習者在趣味的情境中學到有用的知識，使

得學習不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 
 

4.2 故事簡介 
 

「池塘村的荷花」互動電子書是介紹荷花與池

塘生態關係的故事。故事的地點是一個和樂的池塘

村，在這個村子裡，所有池塘村民的生活都圍繞著

荷花家族，這其中包括了白鷺鷥來襲、蝸牛太太生

小孩、吳郭魚食用荷花等故事情節，並藉著主角小

荷與蛙寶的互動來貫串起每個事件，並帶出許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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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荷花的知識，故事最後是藉由使用視訊手機帶出

「荷花是觀賞性的植物」的目標中結束。整個故事

的進行、互動的設計及故事情節的安排如圖 1。 

 

4.3 角色與事件 
 

在「池塘村的荷花」互動電子書裡我們共設計

了八種角色，包括：荷媽、小荷、蛙寶、白鷺鷥、

吳郭魚、蝸牛太太、蜻蜓。故事中的每一個角色與

主角荷花小荷和青蛙蛙寶產生了互動，從動物與植

物擬人化的生活對話、故事情節，讓使用者瞭解所

要傳達的知識目標，及荷花與池塘村生物間的生態

關係（如表 1）。 

圖1.故事畫面流程圖 
 

 小荷和蛙寶：荷花家族中的小女兒，個性活潑

可愛又善於幫助別人，喜歡搜集新奇的東西。

蛙寶是小荷的好朋友，為人正義，但是是一隻

害羞的青蛙，心裡正偷偷暗戀著小荷。他們兩

個時常在一起聊天玩耍，然後一起發現池塘村

中發生的事情，一起幫助池塘村中的生物們，

且每天早上的光合作用操之約，將植物光合作

用的知識引導進入故事情節之中，希望能讓小

朋友覺得很好玩、很有趣，讓學習更有樂趣﹔

我們藉著這樣的故事設計，引導出荷花與池塘

生物們的生態關係。此外，也加入流行的元

素，視訊影音手機，藉由蛙寶和小荷的談話，

表現出荷花具有觀賞的價值。 

 

 白鷺鷥和吳郭魚：在電子書中扮演著因為肚子

餓，而會影響池塘村生物們生存的動物。白鷺

鷥和吳郭魚都是池塘常常出現的生物，直接引

用本名，表達出池塘生態的食物鏈生態系觀，

不說他們是喜歡侵犯池塘村的動物，除了避免

將生物扣上一個壞人的帽子，也欲傳遞白鷺鷥

和吳郭魚的知識，如：白鷺鷥會吃水中的生

物、吳郭魚會吃荷葉的葉柄。 

 蜻蜓：在故事中，為串場的角色，陪伴著主角

荷花小荷和青蛙蛙寶。 

 荷媽與蝸牛太太：荷媽在故事中幫蝸牛太太照

顧她的小寶貝。 

 
4.4 互動設計 
 
電子圖書為時下最流行的電腦輔助教學方式

之一﹔電子書可以集畫面(動畫)、文字、旁白、音

效、互動與即時回饋於一體的電腦媒體（如圖 2），

希望能讓學習者經由有聲有色的畫面中，引起學習

動機與興趣。「池塘村的荷花」電子書設計了一個

讓學習者自我檢視的學習機制，當故事發展了一個

階段，會出現「動動腦」時間，測驗學習者剛剛所

看的故事、所學到的東西。 

 

11白鷺鷥覓食 

12動物閃躲 

13荷葉成為動物避難所 

A1吳郭魚出現 

A2蛙寶替小荷解圍 

A3小荷自衛 

B1蝸牛求救 

B2荷媽解圍 

15手機之約 

16光合作用操 

17用視訊電話聊天 

14 主選單（選擇情節發展）

B1蝸牛求救 

B2荷媽解圍 

A1吳郭魚出現 

A2蛙寶替小荷解圍 

A3小荷自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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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製作 
 

故事以對話的方式呈現，有字幕的呈現，也有

語音的輔助，而旁白的錄製，則是進入錄音室利用

數位的方式，直接以 Sonic Foundry Sound Forge 5.0 

軟體剪接儲存，再讀入Macromedia Flash 5軟體進

行導演的工作。 

 
 

表 1. 學習目標與事件對照表 
Screen 

No. 事件說明 學習目標 

13 
設定白鷺鷥為想要攻擊池塘村的鳥類，而荷花家族為

出面保護所有生物們躲避白鷺鷥的攻擊的角色。 

荷葉保護池塘生物 

A3 
以吳郭魚為想要欺負荷花的情節來引伸出該項學習目

標。 

葉柄具有自衛功能 

B2 
以蝸牛要生小孩卻找不到地方的故事情節來發展出荷

花具有保護水中生物的卵的功能。 

荷葉保護水中生物的卵 

15 
配合時代背景，故事內容中有最新科技「視訊手機」

的出現。 

關心時事與資訊 

16 
設計荷花家族與全體池塘村的生物們一起做「光合作

用操」的情節來帶出該項知識 

荷花在光合作用中釋放的氧氣 

17 
由小荷得到青蛙們稱讚其外表的美貌的情節來帶出荷

花具有欣賞的價值。 

荷花具有觀賞的價值 

 

 

註：故事進行到一個階段，可以讓使用者

選擇接下來故事要如何發展，是要先看蝸

牛太太的生產呢？還是看小荷與吳郭魚

精采的對手戲？端看使用者在螢幕上的

選擇，目的讓看故事的過程中更有參與

感。因此，畫面中的蝸牛與吳郭魚為按鈕

的設計，會發出聲音引導使用者去選擇它

們，進行接下來的故事。 

圖 2. 互動設計圖例 

 
5. 應用與發展 
 

經過分析、設計後，我們希望讓學習者使用本

互動電子故事書達到最大的學習，因此，發展了一

套 PBL學習活動，以學習單引導讓學習者對荷花有

更深入的探索，老師可以參考以下的教學活動，透

過尋找、發現及觀察，主動出擊學習，讓學習者對

於所學更深入有效果。 

 

 在課堂中 

 

 

將「池塘村的荷花互動電子書」搭配學校課程

使用。如教師可利用此互動電子書於「自然與生活

科技」學習領域的教學，來作為瞭解池塘生態的輔

助教具；亦可搭配「社會學習領域」的教學，讓學

生從故事中體會族群互動互助的關係。 

如果學校在綜合活動安排課外教學的活動是

參觀植物園或是博物館（如表 2），在出發前可先使

用本電子書，向學生簡介荷花與池塘生態間的關

係，使學生在實際參觀前，已先有了先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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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學習單（圖 3）的引導學習，參觀時不致

於走馬看花，而參觀後更能加深學生的印象。除了

讓學習者們瀏覽操作外，亦可在使用時關閉聲音，

讓小朋友們練習『看圖說故事』，訓練其組織能力

和想像力。 

學習單 A、記憶大考驗 

喚起學習者的記憶，以教學目標去發展問題，並

加深學習者的重點學習印象，藉此讓老師可以瞭

解學習者所學效果。 

 

學習單 B、池塘知多少？ 

到真實的學習場所，把所觀察及發現的生態記錄

下來。 

學習單 C、最佳觀察王 

畫下學習者心目中的荷花，並留下與荷花的合

照，藉此記錄可以對照瞭解所學的荷花。 

學習單 D、我是小小荷花專家 

此學習單要讓學習者自己去探索更深入的荷花

知識，培養他們找資料及主動學習的態度。 

 

 

表2.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目標：透過PBL的學習方式讓學生在觀察及實作的過程中總結對於荷花生態的知識 

教學活動 教學內容 學習單 

第一堂 

(引發動機—  

在課堂中以本電子書做為引

起學習動機的教具) 

1. 將學生分組，一組約五至六人 

2. 以組為單位，使用「池塘村的荷花」電子書 

3. 鼓勵學生踴躍發言，並配合學習單引導學習 
A 

第二堂 

(綜合活動— 參觀植物園) 

1. 老師引導學生觀察荷花的構造 

2. 指引學生觀察池塘生態 
B、C 

第三堂 

(課堂上學習經驗分享；課後

培養學生獨立學習) 

1. 老師引導學生發表參觀完植物園的心得 

2. 配合學習單指引學生於課後自行找資料進行更深入的學習 D 

第四堂 

(成品發表) 

舉辦一場小小發表會，讓學生展示小組共同製作的紀錄手冊，藉

此各小組可以互相觀摩學習。 

A、B、

C、D 

 

 

 
 

 

圖 3 學習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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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課餘時 

 

將「池塘村的荷花互動電子書」做為社教場所

的導覽。可將此互動電子故事書安裝於科博館、博

物館，或是植物園等社教場所的資訊亭中。 

當展示池塘生物荷花時，參觀者可使用放置於

旁邊的資訊設備(如：觸碰式電腦螢幕)輔助瞭解展

覽的植物其特色與生態關係。這樣的導覽設備圖文

並茂，且兼具互動趣味效果，預期將可比傳統的文

字簡介更能達到教學效果。 

本電子書亦可安裝於 PDA 個人數位助理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e Book電子書包等行動

學習載具中，當作行動學習的教材，讓學習者可隨

身帶著走，達到「隨時可學習，處處是教室」的理

想學習方式。 

 

6. 評鑑與結語 
 
本教材邀請淡江大學教育科技系教授擔任評

鑑。專家認為： 

 

 畫面設計方面 
所設計的圖案生動有趣，可以吸引學習注意，

並且不會過於複雜，擾亂學習；透過真實的荷花圖

片，能讓學習者了解荷花的外觀。在聲音方面，旁

白、音效生動有趣，能提高學習的趣味性。但是，

知識放大鏡的設計有點唐突，如果在設計時，能將

其融合在池塘的畫面中將會更好；，音量控制得不

恰當，會影響到使用者的學習效果；另外，如果故

事的連續性能更加強，知識可能更清楚，上下頁的

設計可以考慮斟酌。 

 

 內容設計方面 

故事的設計很有趣，能引起學習者學習動機，

並且學習者在使用完後能夠說出我們所要教學的

幾個知識；宜在合宜處清楚表述教學目標。 

 

在多元化的今日社會中，閱讀型態也將邁向多

元。互動式電子書在趣味性的考量下，若能兼具知

識性，將更具教育價值。而我們所設計的「池塘村

的荷花」互動電子故事書就是希望電子書不只是書

本的電子化，而更能依據該媒體的特性，呈現出不

同於紙本而更勝於紙本的教育價值。也希望透過此

設計，能在一片倡導多元教學的浪潮聲中，除了著

重於教學方式的多元外，更能進一步地促進教具的

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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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使得全球資訊網快速崛

起。全球資訊網可以提供多媒體型態的資訊，以及

雙向互動的功能，使得全球資訊網成為網路教學合

適的工具。近年來國內各大專院校紛紛發展網路教

學環境與系統，並依據教育部頒布之法令授與學

分。雖然目前網路教學環境與系統（教學網站）眾

多，但大多數教學網站是以管理、人文等理論方面

的課程為主，而針對計算機科學、理工等技術方面

的課程較少。 
本研究將以計算機科學方面的技術基礎課程

－程式語言為主，並考慮程式語言之特性，設計在

網際網路上輔助程式語言的學習環境。在本研究

中，首先提出網際網路程式語言輔助學習方法論，

此方法論將以網路教學及教育理論為基礎來設

計，並考量全球資訊網的特性來製作程式語言網路

教材，也將考慮程式語言科目特性來設計程式語言

的教學方式。藉由本方法論，期望能提供資訊人員

在開發網路教學環境時能有所參考、教師在準備程

式語言網路教材時能有所依據、學生在學習時能夠

線上執行程式及依自己的程度自我控速學習。另

外，為使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論能有效支援在網際

網路上輔助程式語言之學習，將設計及開發以本研

究所提方法論為基礎的程式語言輔助學習系統，並

且將以 C程式語言的輔助學習來實際適用本系統。 

關鍵字：網際網路、網路教學、輔助學習、程式語

言 
 
一、序論  
隨著網際網路的迅速普及，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成為最受注目的媒介之一。全
球資訊網可以提供雙向互動、及多媒體型態的資

訊，使得它成為網路教學中適合的工具。國外推行

網路教學已有許多年的經驗，效果以正面居多。因

此，教育部研擬相關法令，給予網路教學法源依

據，在民國 88年 4月通過『全國專科以上學校開
辦遠距教學作業要點』[1]，使網路教學的學分認
證有了法源依據，國內大專院校紛紛自行或與他校

或與廠商合作，發展網路教學環境與系統。 

目前國內有許多大專院校的網路教學環境已經

發展的相當成熟，例如：中山大學[2]、中正大學
[3]、朝陽科技大學[4]等;另外也有許多廠商建置的
網路教學環境在網路上開辦網路教學課程，例如：

網路大學 —文尊知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網路
教學 —104教育資訊網[6]等。不論是大專院校的網
路教學環境，或是廠商建置的網路教學環境，其上

課的方式包含了同步教學與非同步教學等方式。在

同步教學方面，其做法是提供如遠距教學方式的教

學，在特定的時間與地點，才能授課與學習。非同

步教學方面，其做法是將上課的情形轉錄成數位格

式檔案，讓學生利用特定的播放器，來觀看老師的

教學；另外也有提供課程的相關教材、補充資料、

指定參考書等，讓學生自行閱讀學習。 
雖然目前網路教學環境與系統（教學網站）眾

多，但大多數教學網站是以管理、人文等理論方面

為主，而針對計算機科學、理工等技術方面的科目

較少，並且教學方式並沒有考慮科目不同的特性而

有所改變。因此，本研究將以計算機科學方面的技

術基礎科目－程式語言為主，並考慮程式語言之特

性，設計在網際網路上輔助程式語言的學習環境。 
 

二、文獻探討 
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網路教學的研究方向逐

漸由以網路科技為主的研究方向，轉成教學理論、

學習理論與網路科技並重的研究方向。以目前的網

路科技要支援網路教學的進行並不困難。因此在文

獻探討中，將以探討教學理論、學習理論、及凱勒

個別化教學理論為主。 
(1) 教學理論  
教學，不但要有教，而且還要有學。所謂的教

學，就是要老師有教的意向，學生要有學的動機與

意願。因此教與學是分不開的。教學理論主要有：

精熟教學法、探究教學法、討論教學法、批判思考

教學法及個別化教學法等[7]。 
1) 精熟教學法 
精熟教學法是讓教師能夠協助學生學習成

功。若教學有系統的進行，學生學習遇到困難能得

到協助，有明確的精熟目標，有足夠的時間達成精



熟目標，幾乎所有學生都能精熟所學。 
2) 探究教學法 
探究教學法是經由：引起動機與概念分析；歸

納通則；證明及應用；價值選擇及判斷等過程建立

學生正確價值體系作為行動之根據。 
3) 討論教學法 
討論教學法是一群人為達成教學目標，分派不

同角色，經由說、聽及觀察的過程，彼此溝通意見

[8]。 
4) 批判思考教學法 
批判思考教學法是在傳統教學中，運用技巧及

變化策略來啟發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彌補傳統教

學之缺失。 
5) 個別化教學法 
個別化教學法是一方面按照學習者所需的時間

給予充分的時間進行學習，也就是自我控速；另一

方面由學習者自由選擇何時學習、何時接受評量，

得到適時及時的學習；也採用行為心理學及學習理

論，講解提示，細緻化教材，教學目標具體化，利

用增強原理立即回饋，增加學生專注用功時間[9]。 
(2) 學習理論  
學習理論是幫助我們了解正式與非正式情境下

與學習相關事件的涵義，學習理論有四項特有的功

能：一、作為計劃教學的方針；二、評估目前教室

中所使用的媒體或工具；三、目前的實習狀況，診

斷教室中的問題；四、評估檢視理論的研究[10]。
學習理論會跟著學習媒體及時代的演進，而有所改

變。學習理論有學習歷程理論、認知發展理論、社

會情境理論等三種不同的型態[10]。然而與網路學
習相關的學習理論，主要有行為主義、認知論、建

構主義等[11]。 
1) 行為主義 
行為主義，其學習方式就是強調重複練習的重

要性，這可以從傳統的學習原理來解釋，就是連續

性、增強作用、練習的學習原則[12]。 
2) 認知論 
認知論，就是將知識條理分明的整理好，呈現

給學生，也就是一個架構，儲存於記憶中之一套一

般性概念，可以依照情況做修正。 
3) 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其主要的策略是幫助學生主動建構

自己的知識，學習是一種主動參與的過程，學習者

基於從前的經驗建構一個新知識[13]。 
其中以建構主義在目前的網路學習理論上討論

相當熱烈。不過有學者提出建構主義有待解決的問

題[11][14]。  

 (3) 凱勒個別化教學理論  
目前多數的網路教學都是以個別化為其主體理

念，自學為其學習方式。雖然以學習社群為概念網

路教學不少，不過嚴格的來說，學習社群表面上是

一個相同性質的群體，不過網路教學提供的內容與

學習方式仍然很難擺脫個別化與自學的模式。 
凱勒個別化教學理論由七個要素所組成，包

括：熟練標準、自我控速、單元考試和成績評量、

立即回饋、助理制度、學習材料、講述和展示

[15~16]。 
1. 熟練標準：在凱勒個別化教學理論中的熟練標
準要求嚴格，學生必須百分之百完全熟練，未

通過就必須重新學習原教材。但後續應用者已

提出修正，更正為百分之九十之熟練度。 
2. 自我控速：學生可以依照自己的性向、能力、
時間等定學習的進度。因此每位學生達成熟練

的時間各自不同。 
3. 單元考試和成績評量：分成形成性評量與總結
性評量，分別佔學期總成績百分之七十五與百

分之二十五。 
4. 立即回饋：立即使學生獲知成績，有助於學習
成效的提昇。因此，學生馬上獲知正確的答案，

可以增強學習的效果。 
5. 助理制度：擔任客觀的評量者使學生獲得立即
回饋，另外也提供一對一的學習指導，及對教

師報告學習狀況。 
6. 學習材料：包含教科書或作業等資料，由教師
事前加以準備。 

7. 講述和展示：為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所做
的安排，學生可自由參加。 
凱勒個別化教學實施的程序有七項[9]： 

1. 建立明確具體的教學目標。 
2. 編製教材，分成細小單元，每一單元皆為達成
特定具體教學目標設計。 

3. 教師在學習之初，進行學習方法講述，引發學
習動機。 

4. 提供合適教材給學生自我學習，學習之時間地
點由學生自己選擇。 

5. 學生自認可以達到熟練標準可以要求形成性評
量。 

6. 教師或助理立即評分，未通過者繼續自學，直
到通過才能進行下一個單元之學習。 

7. 學期末全體學生參加總結性評量。 
凱勒個別化教學理論，經過許多學者研究與實

證，認為此種個別化教學法適用於各大專院校，並

且個別化教學所提出高度彈性之學習時間與學習



評量，也較適用於學習開放的大專院校。 
 

三、網際網路程式語言輔助學習方法論 
從凱勒個別化教學理論來看，個別化教學的教

材教法與教材設計，如建立明確教學目標、教材分

成細小單元；自我控速，如教師或助理立即評分，

未通過者繼續自學，直到通過才能進行下一個單元

之學習；學習評量，如學生自認可以達到熟練標準

可以要求形成性評量，是個別化教學理論的運作關

鍵。因此，本研究之輔助學習方法主要將針對教材

教法與教材設計、自我控速與學習評量等方面加以

考量。 
(1) 教材教法與教材設計  
學者在程式語言相關研究提出的四個建議：

一、以實做概念為出發點，避免教材僵化、填鴨式

學習的缺點；二、利用編譯器編譯學生設計的程

式，是重要的方式；三、程式語言要融入教材並與

應用軟體互相配合；四、依內容差異使用不同教材

發展模式，並非所有教材都可用單一方式呈現。

[14] 
本研究在網際網路程式語言的教材教法與教材

設計上，要改善：一、目前網路教學教材僵化、無

實作概念的缺點；二、無法提供編譯器讓學生能對

照教材直接練習；三、教師無法依照教材內容選擇

不同的教材教法與教材設計等缺點。至於在程式語

言要融入教材並與應用軟體互相配合方面，由於本

研究是以初學者為目標，暫時還不需要和其他相關

應用軟體互相配合。 
本研究在教材教法上，除了使用一般網路教學

的文字導向教法與語法導向教法外，並增加問題導

向教法。問題導向教法教學目標是訓練學習者對於

問題的分析。在教授時，先提出某個程式設計問

題，然後教導學生如何分析問題，依據分析結果設

計程式，最後是撰寫程式、測試並修改。 
在教材設計上，本研究依照個別化教學理論運

作程序中提到的，將教材分成細小單元，每一單元

皆為達成特定具體教學目標而設計。在設計上，則

是依照自學教材設計要素：內容簡介、學習目標、

正文、自我評量題目或練習題目、摘要總結及參考

書目等，每個單元內容主體架構都是由這些要素所

組成，正文的內容則是依照教師對於教學目標設

計，並且配合不同的教法。 
本研究在教材教法與教材設計上，是以自學之

教材設計為主軸，並配合文字導向教法、語法導向

教法與問題導向教法等教材教法設計教材內容。以

下分別說明本研究之文字導向教法、語法導向教法

與問題導向教法之教材內容。 
1) 文字導向教法之教材內容 
文字導向教法之教材架構，依照自學教材設計

要素，主要有以下六個項目： 
一、內容簡介：讓學習者在學習之前，對整體課程

有概括性的了解。 
二、學習目標：讓學習者知道自己被預期要達到的

學習成果。 
三、正文：學習的主要內容。文字導向教法需要教

師有系統整理教授內容，教師可依實際需要調

整。 
四、練習題：讓學習者知道學到了什麼，學習的程

度及了解的程度。 
五、摘要總結：學習內容重點歸納整理，加深學習

者印象。 
六、參考書目：與學習相關之資料來源。 
2) 語法導向教法之教材內容 
語法導向教法之教材架構，依照自學教材設計

要素，也有：一、內容簡介；二、學習目標；三、

正文；四、練習題；五、摘要總結；六、參考書目

等六個項目，其中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六

等五項內容與文字導向教法相同，僅第三項不同，

因此在此針對第三項內容加以說明。 
正文是學習的主要內容。語法導向教法內容可以

因循下面架構來設計： 
1. 語法:某一指令的語法架構呈現。 
2. 語法說明:說明某一指令語法代表意義與運作方
式。 

3. 範例:針對某一語法提供之相關程式範例。 
4. 範例說明:將程式範例詳細說明意義與運作方
式。 

3) 問題導向教法之教材內容 
問題導向教法之教材架構，依照自學教材設計

要素，也有六個項目，也僅有第三項與文字導向教

法、語法導向教法不同而已，因此在此針對第三項

內容加以說明。 
正文是學習的主要內容。問題導向教法內容可以

依循下面架構來設計： 
1.問題：敘述待解決的問題。 
2.解法提示：分析問題，並提示相關演算法供做參
考。 

3.程式碼：針對問題、參照演算法提出的程式寫法。 
4.程式碼說明：說明程式寫法，並提示程式中關鍵。 
 
(2) 自我控速  
一般教學之學生無法依照自己的興趣與能力



來自我控速學習，必須配合老師上課的進度來學

習；然而網路教學教材因其全部透明公開，造成了

學生任意學習，自我控速的機制較為薄弱。本研究

將應用個別化教學理論，從教材與評量方面，來設

計學生自我控速的機制。 
在教材方面，依照個別化教學理論運作程序，

教師必須先將教材適當的分割成許多單元，每個單

元依照教師分割教材時的目的，與單元的目標做配

合，教材需依照本研究採用之三種程式語言教材設

計方法：文字導向教法、語法導向教法與問題導向

教法，並配合自學教材之要素作為單元課程之主

體，構成整體之教材。而學生在學習教材時，無關

聯性之單元學生可以任意學習，有關聯性的單元則

必須通過基礎單元才可學習進階單元。 
在評量方面，主要分為教材學習評量及程式設

計評量等兩方面。在教材學習評量上，目前一般教

學和網路教學，大多採用以六十分為評量熟練之標

準。本研究應用個別化教學理論之熟練標準，依照

學者提出之建議，將熟練標準定為百分之九十

[15]，確保學生在利用自學教材自學時，能夠有效
吸收並了解教材的內容。 
本研究除了上述一般教學與網路教學的評量

(教材學習評量)外，也提供程式設計能力的評量。
在程式設計評量上，本研究將熟練標準定為百分之

百，由於程式設計上並無模糊空間，雖然同一結果

的程式碼可以有不同的寫法，但是結果不正確就代

表程式有錯誤，學生在程式語言學習上就有某些問

題，需要再加強。 
本研究主要透過熟練標準來達到學生自我控

速的目的。也就是在教材學習評量上，若評量若無

法通過百分之九十的熟練準，則學生必須重新閱讀

教材，直到通過為止。在程式設計評量上，若無法

正確編譯並執行程式，且執行結果正確，也就是程

式無法百分之百正確，學生就必須針對程式除錯，

直到結果正確。 
(3) 學習評量  
一般教學之學習評量類型可以分成三類，分別

是診斷性評量、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17]。網
路教學之學習評量，多數則以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

評量為主。評量方式以線上作業、線上測驗、線上

問題研討等方式為主。 
本研究之學習評量，依據個別化教學理論，也

以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為主。一般教學與網路

教學的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的標準，多數是由

教師自行訂定，並沒有一套依循的規範。本研究應

用個別化教學理論，在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成

績的標準，依照理論中提到的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

評量，分別佔學期總成績百分之七十五與百分之二

十五，作為學習評量標準的基礎。 
在評量方式上，網路教學評量方式多以線上作

業、線上測驗、線上問題研討等方式為主。線上作

業與線上問題討論已經廣泛使用在多數網路教學

上，不論是何種課程，都可以順利使用線上作業與

線上問題討論的評量方式，因此本研究在線上作業

與線上問題討論的做法上，與多數網路教學提供的

功能大致相同。然而，在線上測驗上，本研究除了

利用一般網路教學的線上測驗方式外，也加入線上

程式撰寫的評量方式，此種方式不但可以避免目前

單一且固定的測驗型態，學生可以使用試誤法來得

知正確答案，更可以真正測驗出學生是否已經具備

撰寫程式的基本知能。 
 

四、網際網路程式語言輔助學習支援系統  
(1) 系統設計原則  
網際網路程式語言輔助學習支援系統依據以下

原則設計： 
1) 與方法論配合 
輔助學習支援系統是以支援網際網路程式語言

輔助學習方法論為主，因此將與方法論密切配合，

並且以方法論為基礎來支援網際網路程式語言輔

助學習之運作。 
2) 配合教育部政策 
本研究依據教育部制定之遠距教學需求規格說

明，作為設計系統之架構與功能之準則。 
3) 系統使用方便 
使用者不需下載或安裝任何外掛程式，只須使

用一般瀏覽器即可使用輔助學習支援系統。 
(2) 系統功能架構  
教育部制定之遠距教學需求規格說明，規範了

網路教學要包含『教師』、『學生』兩個功能；多數

網路教學系統，都由『教師』、『學生』、『管理者』

三個功能所組成。因此本研究結合了教育部規範之

功能與多數網路教學之功能，設計網際網路語言輔

助學習支援系統架構由『教師功能』、『學生功能』、

『管理者功能』等三部份組成。各部份功能細項如

圖 4-1~圖 4-3所示。 
(3) 系統實作  
本研究之網際網路程式語言輔助學習支援系

統是架構在Windows Server 2000的全球資訊網伺
服器(IIS)上(圖 4-4)。教師、學生及管理者只要透
過全球資訊網瀏覽器，經由註冊取得帳號，即可使

用輔助學習支援系統。輔助學習支援系統主要利用



HTML語言及 FrontPage網頁編輯器來開發使用者
介面的部份；並且利用 ASP(Active Server Pages)
技術來開發輔助學習控管程式，實作系統控制的部

份；另外透過 OLE界面來存取資料庫，資料庫則
是利用 SQL Server資料庫來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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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管理者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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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例試用 
本研究之網際網路程式語言輔助學習支援系

統，主要是由『教師功能』、『學生功能』、及『管

理者功能』等三大部分所組成。輔助學習支援系統

之初始畫面如圖 5-1所示。教師、學生及管理者需
利用圖 5-1 中之{新使用者註冊}申請帳號才可{登
入}。也可以利用參觀者的身份進入參觀({參觀者
登入})，不過參觀者可以使用的功能較少。以下將
以教師、學生及管理者等角色分別來試用輔助學習

支援系統。 
 (1) 教師試用  
教師利用圖 5-1 之畫面，輸入帳號及密碼，並

選擇身分為{教師}，即可使用教師功能 (圖 5-2左
邊)。教師功能提供圖 4-1 教師功能架構圖中的功
能。教師主要需製作教材(圖 5-2)、單元試題、作
業、及期中/末考試題。相對的，輔助學習支援系
統亦有提供教師批改單元試題、作業、及期中/末
考試題等功能。 
(2) 學生試用  
學生利用圖 5-1之畫面，輸入帳號及密碼，並

選擇身分為{學生}，即可使用學生功能 (圖 5-3左
邊)。學生功能提供圖 4-2 學生功能架構圖中的功
能。學生主要可以利用教師所製作的教材來學習

(圖 5-3)，並且可以配合 C語言編寫執行環境實際
動手編寫程式並觀看執行結果(圖 5-4)、也可以做
單元自我評量、並且需配合教師所規定的作業、及

參加期中/末考等。 
(3) 管理者試用  
管理者利用圖 5-1 之畫面，輸入帳號及密碼，

並選擇身分為{管理者}，即可使用管理者功能 (圖
5-5左邊)。管理者功能提供圖 4-3管理者功能架構
圖中的功能。 

 
圖 5-1 輔助學習支援系統之初始畫面 

 
圖 5-2 教材製作之畫面例 



 
圖 5-3 教材學習之畫面例(1) 

 
圖 5-4 教材學習之畫面例(2) 

 
圖 5-5 管理者功能之初始畫面 

 
六、結論與未來方向 
目前國內大多數教學網站是以管理、人文等理

論方面的課程為主，很少針對計算機科學、理工等

技術方面的課程。本研究主要針對計算機科學方面

的技術基礎課程－程式語言。在本研究中，提出了

網際網路程式語言輔助學習方法論，並以此方法論

來設計網路程式語言輔助學習系統。本研究也以 C
語言為例實例試用網路輔助程式語言輔助學習系

統結果顯示程式語言輔助學習系統，對教師與學生

都有顯著的幫助。 
由於網路科技的不斷進步，未來支援開發網路

學習的技術或網路教學設計軟體將會更成熟。本研

究往後將朝下列方向進行：在課程數量方面，目前

以單一程式語言作為系統的主體，往後將整合多種

程式語言作為系統之課程；在教材設計方面，目前

提供簡略的設計介面與限制較多的關聯單元設

定，往後將整合目前已有的網頁編輯軟體，使教師

能利用自己熟悉的網頁編輯軟體編輯教材；在學習

評量方面，目前程式設計評量仍需依靠人力評分，

往後可以利用編譯器傳回之訊息，判斷程式的正確

性，直接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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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詮釋結構模式探討網路化教材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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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科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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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腦網路運用在教育領域如 CAI、CBT 及

WBT 等學習輔助教材之製作,其上游製程中包括

複雜的教材內容構造(content structure)以及教學目

標行動分析(instructional target-action analysis),是

左右教學工程品質優劣結果的關鍵。本文提出詮釋

結構模式(Interpretive Structure Modeling, ISM)適

用於網路化教材製作,可將教學目標多項要素細分,

使要素間能構造系統化地完整排列,亦即運用 ISM

數學演算編排出具有圖形視覺化效果之教材組織

順序,輔以電腦程式代替人工計算,繪製出各項因素

間相關連的階層結構圖 (hierarchical structure 

digraph)。 

關鍵詞:詮釋結構模式、網路化教材、階層結構圖 

1. 前言 

隨著電腦科技的突飛猛進與網際網路的蓬勃

發展,帶動了全球資訊網(WWW)支援學習的熱潮,

網頁內容有靜態文字、圖片,以及動態影音等方式

呈現,並以超鏈結(Hyper linkage)技術做網頁間節點

之聯繫,因此學習者可輕易取得所需相關之豐富資

訊,對教室傳統學習環境產生極大影響。 

遠距教學之網路化課程教材,提供如此彈性與

便捷的學習途徑,能滿足各種學習背景、學習速度

及學習風格學生的需求,然而知識的學習除非是可

以在學習者的內在認知歷程中形成結構化組織,否

則有意義的學習將無從產生。Johnson & Foa(1989)

便主張教學順序應依照學生理解新教材的程度來

排列,方能創造出利於有效學習的情境[1]。 

所以當師生面對網路具有廣大資訊提供功能

的同時,更應思考如何將學科知識結構(或教師腦中

之專業學科知識)加以具體化,讓學習者即使選擇了

不同的學習路徑或學習內容,仍不致迷失在耗費時

間精力於網上摸索的「試誤學習」裡,而也能獲得

整體學習效果。 

2. 詮釋結構模式教材結構化法 

教師本身學科內容概念結構圖愈完整、正確,

代表教師對學科內涵有愈深入精緻地瞭解,對於學

習內容的關連及全體有清楚的系統架構,並能據以

往下設計出適合的教材內容及教學策略,甚而對測

驗及評量編製才能反應出真正的學習效果。因此教

材開發力也代表教學指導能力的泉源,也是教學設

計系統化流程的基石。 

Bruner(1960)在「教育過程」一書中倡言「教

材的結構」,曾道:「若要讓吾人從前所學的東西令

後來所學的變得容易理解的話,那舊知與新知之間

的關係非要提供很清楚地的概念圖來才能實現」。

平野利治(1996)就認為這個「概念圖」的具體表現

即佐藤隆博之「詮釋結構模式教材結構化法」[2]。 

1996 年佐氏再版「構造學習法の入門」一書,

並發表「結構化之課程設計法」(Structured Text 

Design, 簡稱 STD),為「構造學習法」注入實踐研

究精神。該法是以認知心理觀點做為學習理論根基, 

主張知識結構的重要性、學習之先備能力(前導組

織的重要)、主動發現學習等,並提出九項教材內容

設計原則,如:學科內容的概念構圖、輪廓原則(即標

籤 label、字組 block及意元集組 chunk)、目次的結

構圖等[3]。 

結構化概念圖描製出學習要素或學習項目的

關連,以及學習整體架構的骨骼(skeleton)。要能明

白某項概念在全學年(或跨學年學習領域)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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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圖中的位置為何,則對進行教學(學習)更易掌

握重點。關於教師如何對教學目標及學科內容結構

分析(參見圖 1)分做四個步驟進行如下[4]: 

○1 將構成教材的各項要素抽出(要素的細分化)－

要素選擇限定在那些『若不做便無法達成此特定學

習目標』之必要教學要素(material element)。 

○2 決定組織要素間的關聯要素分析表－將具關聯

性要素(例如:具方向性的「因果」關連、「前提－

目標(上－下)」關連、「前後順序」關係、「可實現

關連(is-a)」及「構成關連(part-of)」等),依個人學理、

經驗、主觀或多數專家意見等方式決定組織要素間

的關聯；即須區分學習方向可自「前要素」 

(predecessor element)指向「後要素」  (successor 

element)。方法是找出的教材要素全部放入製成一

“關係分析表”後,再轉換為“相鄰矩陣(adjacent 

matrix)”。 

○3 產生階層構造圖－須運用 ISM 數學運算繪製易

視覺判讀之階層結構,當中可利用電腦程式來輔助

計算繁複的 ISM數學運算過程。 

○4 實施修正以及補充部分要素分析表或已畫好的

網絡圖,如有需要則應一再地反覆改正教材要素間

的關聯性或再將教材要素再細分、統合、增加或刪

除等重新評估與修正,此過程須重覆來回實施。 

 

 

 

 

 

3. 詮釋結構模式數學演算法 

在詮釋結構模式教材結構化分析流程中,乃運

用到 ISM作為數學演算工具,它可自動演算排列出

具階層關聯的 ISM 有向圖。茲將詮釋結構模式簡

介與 ISM數學演算步驟說明如下。 

3.1 詮釋結構模式簡介 

在進行研究如複雜問題、發展計劃、管理組

織、系統工作,以及各式不同種類的眾人事務時,通

常需要而且有時必須將其合成「階層」(hierarchies)

形式。要將項目(elements)排列成階層過程中,人們

常是以「直觀」(intuitively)方式處理之。雖不須強

制束縛自己,但卻已在無意中遺失掉某些能簡單發

展出階層排列之重要項目,或是導致無法演繹出具

有詳盡層級形式的架構圖來[5]。 

當項目個數較多或項目間關係較為複雜時,要

直接徒手畫出腦中存在的教材要素項目結構圖並

非容易之事,不但難以看出其高低層次關係,且要素

間之連線會變得十分複雜且不易閱讀理解(如圖

2)；若要素超過 20個以上時,則利用電腦等快速運

算工具來幫助人們思考 ,是扮演「輔助認知

(cognitive aid) 」 及 「 提 昇 效 率 (performance 

amplifier)」的重要角色[6]。 

ISM最早由Warfield, J. N.提出,它是一種構造

模型法(Structure Modeling),乃植基於離散數學和

圖形理論,另又結合行為科學、數學概念、團體決

策(group discussion)及電腦輔助等領域,亦考慮到

學習的歷程[5]。經由二維矩陣(binary matrices)數學

運算,呈現出一個系統內全部元素間的關連性,也能

藉由電腦輔助執行繁複的數學演算,最後自動產出

完整的多層級構造階層 (multilevel structural 

hierarchy),稱之為「地圖(map)」[6]。 

其施行步驟流程始於個人或團體的「心智模

型」(mental model),即先經過人為思考後,其結果(即

系統內全部元素)間具有特定前後(因果)關係者,須 

教材要素自教科書
抽出 

分析教材要素間彼此
關係做成分析表 

將全部教材要素排列
成關聯階層 ISM圖 

圖 1. ISM教材結構化分析法流程 

教材要素之再細
分、統合、增加或
刪除 

修正教材要素間的關聯
性

反
覆
地
重
新
評
估
與
修
正 

ISM
數
學
運
算
步
驟 

︵
電
腦
輔
助
運
算
︶ 

作成 ISM結構化教材 

 教師依個人學理經驗或與其他教師討論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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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嵌進一個正方二維矩陣(square binary matrix),

數學演算過程可藉電腦輔助運算。而這「矩陣模型」

(matrix model)能再被分割及擴建(partitioning and 

extracting)成一或多個由此矩陣所衍生出的「多層

級圖形」(multilevel digraph),而後再轉換為「詮釋

結構模型」(Interpretive Structure Model)。 

這個結構必須再匯合與先前人類的心智模型

(原先想法)做比較,而後收集此二者比較後之結論,

得重新做出另一新矩陣,再對其進行分割及擴充成

另一詮釋結構模型,如此相同步驟週而復始,直至和

心智模型完全吻合沒有差異方停止這如迴圈般的

流程,然後進入「文件化」步驟結束這個程序,整個

工作才算已經完成(圖 3)。 

當一個系統複雜度隨結構性增加而提高時,詮

釋結構模式的實施程序就顯得很需要了[6]。正因

網路化課程教材項目內容也是既複雜、量又多,故

非常適合將 ISM 用來規劃設計網站課程內容之架

構大綱,使教師事先明白教學重點,學生可清楚掌握

整體學習內容,是極佳的前導組織。 

佐藤隆博應用 ISM 法在複雜的學習計畫構造

階層圖,並證明可適用於目標分析與教材的開發上,

故是將 Gagne 的學習階層理論之教學設計予以具

體表現[7]。國內吳信義(1998,1999) 也曾將 ISM分

析法應用在高工「基本電學」科目,建立起職業科

目設計電腦化教材,並用電腦協助減輕教師在課程

設計上之負擔[8]。

 

 

 

 

 

 

 

7 文件化 
(Documenting) 

A   心智模型 
(Mental Model) 

B  矩陣模型 
(Matrix Model) 

C   多層級圖形 
(Multilevel Digraph) 

D  詮釋結構模型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 

6 收集 
(Correcting) 

2 收集及 
(Partitioning) 
   

and 
擴充 

(Extracting) 

5 比較 
(Comparing) 

4  學習回饋 
(Feedback for Learning) 

3 替換 
(Substituting) 
   

1 深留記憶 
(Embedding) 

圖 3. 詮釋結構模式之實施程序概略圖 
(資料來源：Warfield, J. N., (1974). Toward Interpretation of Complex Structural Models.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MC4(5), p.406.) 

(a)以徒手描繪要素上下等關係順序關連(有向性)圖
形,但是箭頭方向為上下左右不規則且不易閱讀。 

(b)以階層系統化方式整齊排列,易於閱讀且具構造
化體系 (具層級與方向之圖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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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徒手繪構造圖與電腦運算構造圖的比較 
(引自:佐藤隆博等(1999)。中學校數學科教材開發。23頁)

電腦運算處理 

【方向性圖形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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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詮釋結構模式之數學演算步驟 

本文運用 ISM 數學運算處理網路化教材要素

間關連分析,乃係依固定演算法則運算[5][6][9][10],

其六項步驟如下： 

○1 抽出單元(概念或項目)中的教材要素:可依個人

學理及經驗,或與其他專家們討論抽出必要項目。 
【定義】要素項目為 si,i＝1,2,····,n 。 

○2 原因／結果分析表:全部要素(教材)項目兩兩比

較其各個關係為何(例如因果、前後、大小關係等)。 

【因果關係表】 

 

○3 組織要素階層化：將因果關係表轉為”關係矩

陣”(relation matrix)或稱“相鄰矩陣”(adjacent 

matrix),以符號 A表示之： 

【關係矩陣(相鄰矩陣)】 

A = 



















nnnn

n

n

aaa

aaa
aaa

L

MMMM

L

L

21

22221

11211

＝



















000

001
100

L

MMMM

L

L

＝ [S ij] ,  

(i＝1,2,….., n;  j＝1,2,….. ,n) 
 

 

 

 

○4 將相鄰矩陣轉化為“可達矩陣” (reachable 

matrix):此運用圖形理論(Warfield, 1973a, ;佐藤

隆博, 1987),將相鄰矩陣 A加上單位矩陣 I,變為”

含自己的因果關係矩陣”,以 B表示。再以布林代

數運算法將 B轉為可達矩陣,以 T表示。 

【定義】B = A + I  (B是含自己的因果關係矩陣) 

Where  A ＝ 相鄰矩陣 

I ＝ 單位矩陣 

【將相鄰矩陣轉化為可達矩陣之運算】 

 B≠B２≠‥‥≠Bn-1＝Bn 

  可達矩陣 T = Bn  

○5 可達矩陣再轉為階層矩陣(hierarchical matrix)  

【定義】si為要素項目的號碼, si＝1,2,…..n 。 

R(si)為可達集合:橫項目與縱項目交集值為 1抽出。 

Q(si)為先行集合:縱項目與橫項目交集值為 1抽出。 

R(si)Q(si)為上述兩集合的交集集合。 

【可達矩陣階層作法】 

含「可達集合」及「先行集合」關係階層分析。茲

將上例 si 為 1 的場合做可達集合與先行集合的關

係分析(如表 1): 

 

 表 1. 可達集合與先行集合的關係 
 si R(si) Q(si) R(si)∩

Q(si) 
階層
1 
T 

○1  
2 
3 
4 
5 
6 
7 
8 

1 6 
： 
： 
： 
： 
： 
： 
： 

1 2 3 4 5 8 
： 
： 
： 
： 
： 
： 
： 

1 
： 
： 
： 
： 
： 
： 
： 

階層

2 
T ′  

： 
： 

 

： 
： 
 

： 
： 
 

： 
： 
 

： 

： 

： 
： 

 

： 
： 
 

： 
： 
 

： 
： 
 

○6 最後以階層矩陣分析完成 ISM層級構造圖。 

在表四各階層中找出滿足 R(si)∩Q(si)＝R(si)

的元素,若首先找到 si,則在 R(si)裡面 si所在的那一

行(column)全部刪除,做為該層所分析出的要素項

目；以此類推到各個階層。最後得到的是有階層性

及方向性,且系統化整齊排列又易於閱讀的ISM層

級構造圖。 

4. 實例建置 

本文以初級會計學做為實例建置 ISM 結構化

教材說明。要素包含從會計的意義、基本慣例、會

計要素、借貸法則開始,再接著瞭解會計循環的基

0 0   …  … 1 
1 0   …  … 0 
:             : 
:             : 
0  0   …  … 0 

結果 
s1  s2  ··············· sn 

s1 

s2 

原： 
因： 
 sn 

si R sj＝0 

si R sj＝1
Where , 

and si R sj  ＝ siRsj  ＝0, if si ＝ 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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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念後,才能進行如分錄、過帳、試算、調整、

結算及編表等六項會計處理工作,故總共找出 16個

項目。 

接下來,這些教材要素須排列出學習先後的問

題,使學習的方向從前要素指向後要素。首先將要

素逐一兩兩相互比較(即前要素是學習後要素的必

備學習能力),故若有關係者畫記「1」,無關係者則

以空白表示。如本例:會計五大要素是學習會計科

目、會計方程式及借貸法則的先備能力,甚至對於

調整及結算的觀念也有直接關係,故均在關係分析

表內前要素（會計五大要素）與後要素（會計科目、

會計方程式、借貸法則、調整及結算）之交集格中

畫記「1」。最後完成全部 16 項間關聯表現之「要

素因果關係表」如下所示（表 2）。 

表 2. 初級會計學教材要素因果關係分析表 
編 
號 

後要素 
前要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 會計的意義  1     1  1       1 

2 會計基本慣例         1  1    1   

3 會計事項分析       1  1        

4 會計五大要素     1 1 1       1 1  

5 常用會計科目         1  1   1 1  

6 會計方程式       1         1 

7 借貸法則         1  1   1   

8 會計循環           1 1 1 1 1 1 

9 雙式簿記原理           1   1 1  

10 常用會計基礎              1   

11 分錄            1     

12 過帳             1   1 

13 試算                1 

14 調整                1 

15 結算               1 

16 編表                 

 
然後再轉化為具有二值矩陣(binary matrix)性

質的相鄰矩陣,以 A示之,目的在便於數學運算。將
相鄰矩陣 A 加上單位矩陣 I 後,得到 B。然後再以
布林代數運算法將 B轉化為“可達矩陣”,以 T表
示之。故 B = A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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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人工方式依理論運算可達矩陣,不但費時

且易出錯,故可輔以電腦程式(如 Excel)編寫數學演

示過程,結果得到 T = B8＝B7＝

























































1000000000000000
1100000000000000
1010000000000000
1001000000000000
1001100000000000
1001110000000000
1010001000000000
1111110100000000
1111110010000000
1111110101000000
1111110101100000
1111110100010000
1111110101111000
1111110101000100
11111110100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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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是由可達矩陣得到階層矩陣,最後再演

算出 ISM教材結構分析及學習路徑圖(見圖4)。 

 

 

 

 

 

 

 

 

 

 

5. 結語 

透過上述詮釋結構模式結構教材之規劃,可產

生具階層化之 ISM 教材結構圖。此結構圖具有節

點(node)及連線(link)特性,呈現出一目瞭然的知識

表徵形式,將其再放進教材設計中,可使學生更易理

解舊有知識與新教材間的關係,檢索查閱其他相關

概念或單元,構成更適性化的個人學習路徑[11]。本

文建議以此導入網路化教材時,可加入資料挖掘

(data mining)技術,探討學生閱覽網頁的歷程,讓教

師了解其中學生的概念迷思,做更進一步補救教學

或延伸課程,相信對提昇學習效果是有直接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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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base of instructional 
environment in internet are accordant to 
constructivism. But it still without an useful teaching 
mode particularly in design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 many important research of teaching modes in 
constructive and internet education, Accommodate to 
the contains of design educ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ase-study, in order to developing a prototype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design education in 
internet”. 

There are “guide path”, “learner controlled 
path” and 7 learning steps in this prototype, our 
ambition is to developing a “constructivism 
environment of design education in internet”, and 
finally, it should be achieve to “learning by himself” 
without any help from teachers. 

This prototype well provide the best theoretical 
base to the design education in internet in Taiwan, 
And would be as the foundation for mor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摘  要 
網際網路科技所建立的教學環境，學理上符

合建構論的觀點；但是在教學實務上，尤其是設

計教學領域，尚未有一個適當的教學模式可資應

用。本研究由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出發，分析國

內外重要的建構教學與網路教育模式，配合國內

設計教育的內涵與個案教學的特性，建構出一個

「網際設計教學模式」的雛形。 
本雛形具有「導引學習」、「自我導向學

習」兩條學習路徑，共七個學習階段，以期建立

一個「學習者自由建構」的網際設計學習環境，

達到不需教師也能「自學」的目標。 
本模式可以為未來我國網際之設計教學提供

最佳的理論基礎，並作為未來進一步研究的依

據。 
 

Keywords：internet、design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關鍵詞：網際網路、設計教育、教學模式 
 

1.前  言 
網路教學是為了突破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時空

距離，利用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傳輸豐富的多

媒體教材，使學習突破限制，增進學習效益[1]。 
雖然國內外已有許多研究利用網際網路發展

科技教育，並獲得豐碩的成果，但是教學的方法

必須配合學習內容的特殊性；教學模式也無法在

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直接移植，或於不同科目間直

接套用。因此在設計教學領域，尚未有一個適當

的教學模式，可資應用於網際網路的設計教學環

境中。 
設計人才的培育則有別於科學教育，不僅著

重於創意思考的啟發，在教材、教法與學生特質

也與科技教育截然不同。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網路

做為教學的工具，發展網路上的設計教育，已成

為現今國內發展設計教育，培育設計人才的重要

任務。 
 

2.網際教學模式分析 
網際之設計教學模式的建構，所要牽涉的範

圍非常廣泛，也不是單純一個教學模式便能涵蓋

全部，因此我們綜合近年來國內外重要的教學模

式，予以詳細探討、分析、比較，作為未來發展

「網際之設計教學模式」的重要參考依據。 
本研究中探討的模式對象包括： 

(1)建構論觀點的學習環境（CLEs）：對於建構
觀點學習環境的架構、功能與重點，有非常

精闢的解說，是我們規劃教學環境與教材架

構時的重要參考。 
(2)全球資訊網教學設計模式（WBI）：為周文
忠所提出，概念相當完備的教學模式，符合

發展「網際之設計教學模式」的特性需求；

是本研究發展「網際之設計教學模式」的主

要依據。 
(3)五段式教學法：德國教育家赫爾巴特（John 

Frederick Herbart）等所創，強調感官、知覺
的教學模式，為目前與設計課程所強調的啟

發感性與認知能力的教學理念最契合之教學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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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建構論觀點的學習環境（CLEs） 
本模式是由 Jonassen引用 Perkins對於科技媒

體學習環境的觀點，所提出建構論學習環境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Environments，CLEs）的
概念模式，Jonassen 認為學習環境更明確的意義
為「讓使用者可以控制學習活動，並使用各種資

源以及知識建構工具，進行學習並解決問題的環

境」[2]。 
基於此種觀念，Jonassen 提出建構論觀點學

習環境的概念模式如前圖所示，其組成項目詳細

說明如下[3]： 
1.問題空間(problem space)：學習環境必須定

義及描述問題，此問題的描述應涵蓋三種相互關

聯的因素： 
a.問題背景(problem context)：詳細描述諸如社
會、文化等和問題有關的背景因素。 

b.問題呈現(problem presentation)：問題應以清
楚、有趣、及吸引人的方式呈現，並讓學習

者充分了解整個問題架構。 
c.問題操作(problem manipulation)：讓學習者自
由的依其興趣及能力進行學習活動，自主的

操縱問題空間。 
2.相關例子：從建構論的觀點而言，提供的

例子儘量與真實的事件相關；且相同的例子可由

多種不同的觀點呈現，讓學習者從接觸非結構化

的例子中，經由比較、分析、解釋等過程，建構

自己的知識基模。 
3.資訊資源：學習環境必須充份提供與學習

主題相關的資源，供學習者參考及應用。參考的

資源應以適當的方式組織之，讓學習者能擷取對

其有用的資料。 
4.認知工具(cognitive tools)：認知工具可以是

有形或無形的，例如書籤（bookmark）、講義、
筆記，或教學活動中的討論、報告、作業等，可

以幫助學習者在學習環境中組織、重整、表達所

學習的知識內容。 
5.合作工具(cooperation tools)：網際網路的交

談、連結、資訊交流等功能，提供合作的工具，

而教師於教學中安排小組合作的作業單元，則能

提供合作學習的動機。這些都能符合並促進建構

論所主張的合作學習方式。 
6. 社 會 及 環 境 支 援 (social/contextual 

support)：教育是社會的一環，教學環境的設計自
然要考慮大環境的因素；但這部分是教學設計者

較難掌握操弄，而卻又是影響大多數科技媒體應

用成敗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們在設計及實施建構

教學時，必須重視文化、社會、環境等相關因

素。 
CLEs模式之特性與檢討 

CLEs模式對於理想的建構是學習環境有非常
精闢而詳細的論述，Jonassen 認為此種教學環境
符合建構論的學習理論基礎，因為符合上述要素

的學習環境，可以讓學習者達到： 

(1)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學習者在科技媒體
的學習環境中操縱學習活動，並觀察活動的

結果； 
(2)建構學習(constructive learning)，學習者建構
知識內容，並將之反應於較複雜的背景環境

中； 
(3)意願學習(intentional learning)，學習者可以決
定學習目標，並據以從學習活動中調整學習

內容、策略、及方法； 
(4)真實情境學習(authentic learning)，學習者可
以接觸真實情境中較為複雜(ill- structured)的
問題； 

(5)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學習者透過
某種形式的活動，相互間可以交流及討論問

題，達到合作學習的目的[2]。 
另外，我們也由另一個角度來審視 CLEs 模

式的特性，檢討其未來實際實施的可行性： 
(6)問題空間是教學的起源，而相關例子則提供
學習直接的引導與基模，此一層次的技術與

傳統教學的教材教法的設計類似，對於一般

教師而言，只要設計重點與實施方向上稍加

改變即可，不會太難。 
(7)資訊資源、認知工具、合作工具三個層次，
為屬於網際網路系統的設計，是本教學環境

的最大特色，也是最重要的教學環境因素；

因此，如何建構一個理想的網際網路教學系

統，將是實施本模式最大的挑戰。 

2.2全球資訊網教學設計模式（WBI） 
本模式是由周文忠[3]結合 McManus[4]引用

Spiro 的超媒體設計模式與認知理論觀點，並佐以
前節所說明的 CLEs 概念模式，而提出的教學設
計模式（Web-Based Instruction，WBI）。說明如
下： 

1. 定義學習範疇：在此所定義的範圍可以包

含較複雜或非結構化的學習領域；此項學習範疇

和 Jonassen 所提出 CLEs 中的問題空間(problem 

space)是相同的概念。 

2. 確定範例：在所定義的學習範圍內，決定教

學環境中所要應用的例子。由此步驟之後，

教學模式分為兩個路徑： 

在「導引學習路徑」  (guided path)的分支
上，是從設計者的觀點，考慮學習環境中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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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與應建構的知識。 
在「自我導向學習路徑」 (learner controlled 

path)上，則是以學習者的觀點來作設計的考量，
允許學習者決定自己所需要的學習內容與順序。 

3. 確定目標：在此步驟中，設計者必須確定學
習的目標以及知識內容。另外，介面的隱喻

（metaphor）設計應盡可能符合真實的情
境，讓學習成效可以應用至外面的真實社會

情境中，以符合建構論中強調解決真實而非

抽象、複雜而非結構化問題的理論基礎。 
4. 相關問題以及例子的連結：將相關的例子及
問題建立超連結。相似的問題可以多元化的

觀點呈現，此為建構論中強調每一個人對於

相同事物有不同解釋的多重觀點意義。 
5. 提供學習者自由導引資訊的方式：為學習者
可以自由的依其需求進行學習活動，在此一

步驟中，學習環境必須提供適當的協助（如

搜尋系統、導覽圖等），讓使用者依其興趣

主動的建構知識內容。 
6. 提供學習者自我評量：不同的學習者所各別
設定的目標不盡相同，因此只有學習者能夠

評量自己的學習目標是否達成。而評量的結

果更可作為決定下一個學習的依據。 
WBI模式的檢討 

經過與前述「CLEs教學環境」觀點結合後，
本 WBI 教學模式趨於成熟完整，對於教學的實
施、教材的安排已有非常詳細的說明。若將此模

式與實際教學過程相對照，可以發現以下特色： 
(1)模式中學習者的「導引學習路徑」過程，是
以教學設計者的觀點，來考慮學生的學習，

接下來的「確定目標」、「相關問題以及例

子的連結」、「提供學習者自我評量」的過

程中，雖有提供學生自我建構的機會，但如

何妥善安排並適當引導，是建構教學成功與

否的關鍵。 
(2) 「導引學習路徑」就教材與過程而言，與傳
統的教學方式並無二致，因此我們不妨回顧

魏考斯基的「鷹架理論」[5]、以及教學目標
（認知、情意、技能）、以及效標評量等，

我們所熟悉「傳統」的教學教材設計技術，

尋求協助與支持。而就教法與教師而言，則

必須融入建構學習的精神。 
(3)在「自我導向學習」路徑(learner controlled 

path)是最能發揮網路教學效益的部分，但若
提供學習者一個完全自由開放的資訊空間，

固然可以「合乎」建構的理想，但卻未必能

保證學習的「效率」，因為邊找邊學會加重

學習者的「認知負荷過重」（ congnition 
overload）現象，甚至導致迷失於茫茫的資訊
大海中。因此如何規劃導覽功能並提供適當

的認知工具，以提供學習者必要的協助，對

學習過程與效果具有重要的影響[6]。 

3.設計教育的特性 
科技與設計有許多的相同點，其最終目的都

是用來解決問題，滿足人類的需求[7]。但是就教
育的觀點來看，「設計」是一門很特殊的學門，

因為設計教育的內涵與其使用的教學方法，與一

般的科學教育是有很大的差異的[8]。 
3.1設計教育的內涵 

「教育」二字代表一種「如何教」與「如何

學」的師生雙方交感互動的心理歷程 [9]；而
Richard E. Mayer更指出，教育的工作是要創造各
種環境，以提昇和促進人類的改變─亦即改變人

們的行為、認知和情意[10]。 
「設計教育」是指以科技整合家事與藝術類

的技職訓練為根基的教育系統。較早設計教育的

定義為範圍較為狹隘的家事類教育，如烹飪、縫

紉、美容美髮、家居生活環境、商業設計與景觀

設計⋯等。隨著時代變遷，設計教育之理想和標

準也提供擴大的學習範圍，如餐飲服務、產品設

計、視覺傳達、流行設計、室內設計及建築與古

蹟維護[11]。 
設計教育所涵蓋的範圍從社會、人文、自

然、經濟、工程技術及資訊科技等學域以至於實

務，都是設計教育訓練中不可忽視的知識領域。

不過設計教育的本質於其他科目的學習是截然不

同的。 
杜瑞澤、吳梵[12]以基礎設計為例，將設計

教育的內涵概略歸納為： 
1.創意的激發：這是設計教育中最迷人，也是最
難具體掌握的部分。 

2.敏銳度（sense）的培養：對事物敏銳的感受
力、觀察力與美感能力的養成。 

3.表現技法的熟練：如表現技法、電腦輔助設
計、模型製造等，透過更具的使用，將設計

者的創意巧思表現出來。 
3.2設計學習的原理 

設計課程強調的是啟發感性與認知能力的培

養。因此就學理而言，設計學習的原理與斐斯塔

洛 齊 （ J.H.Pestalozziy ） 、 赫 爾 巴 特 （ John 
Frederick Herbart）等所強調感官、知覺的教學理
念較為契合。主張教學過程中，必須先透過感官

與外再接觸，接觸所得的印象與心靈中原有的觀

念相統合後，再根據學生心中所產生的觀念，並

藉由適當的教材激發學習的動機。 
赫爾巴特等學者主張，人類的心靈是由許多

相關的觀念連結所組成[13]，因此設計的學習是循
著一系列的步驟進行（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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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教學模式，與周文忠的 WBI 模式對照，

有許多值得參考的地方： 

1.預備階段：先使學生回憶過去事實和經驗，為
學習新教材的準備，並且說明學習目的，引

起學生興趣或動機。讓學生明瞭課題的意義

與目的，這與「確定範例」、「定義學習範

疇」等步驟意義相同。 
2.提示階段：提示新教材，使學生切實瞭解，通
常提供實物觀察的具體經驗，或用淺易的事

實來說明。在設計教學中常利用相關設計實

例說明，以幫助對問題的瞭解與設計思考的

形成；這與 WBI 的「確定範例」、「確定目
標」的過程相彷。 

3.比較及抽象化：經由新教材與就經驗之比較、
分析、解釋的過程，逐漸釐清設計思考，確

立設計的方向與目標。本階段強調將生活觀

察經驗與設計思考連結，在 WBI「相關問題
及例子的學習」中則強調建立問題與例子間

的連結，以建構知識基模，兩者頗有異曲同

工之妙。 
4.整合階段：經過推理的過程，獲得抽象的觀念
和結論；就設計教育而言，則是指將體認之

設計程序與方法，類化（apperception）整合
成一完整系統，即為作品創作過程。強調創

意的開展，與設計思考的推演與類化原本就

是設計學習的一大特色，因此「整合創作」

階段可以說是設計教學中最特別的一部分。 
5.應用階段：將所得的結論作為解釋及吸收新觀
念的基礎。就設計教學而言，就是將所學之

設計知能，應用於各設計提案中，並作為進

一步學習的基礎。 
3.3設計學習的特性 

從以上的學理探討與實際教學過程的分析，

可以發現設計學習具有「自我建構」、「個案教

學」、與「個別化教學」等三個特色： 
3.3-1自我建構 

以學生學習的模式而言，設計思考的開展過

程具有很典型的「自我建構」特性，包括： 
學生自我學習：學生得知題目後，進行資料的

收集與問題的發現，啟發思考能力並整合問

題。 
老師從旁協助：發生困難或方向錯誤時，老師

從旁給予適時的協助，幫助學習的進行。 
學習速度不同：因學生彼此間有個別差異，知

識建構方式過程不同，學習的速度當然也不

同。 
雖然每個學生的學習速度不同，但教師為了

配合課程教學進度，仍須強制學生在一定的期限

中完成設計提案，因此設計教學常又有點像「學

習契約」（contract learning）的教學法，老師在學
期開始就將課業告訴學生，然後與學生訂立合

約。 
由於學生的程度不同，合約的內容也不盡相

同，上課的內容與進度也不受課表束縛，學生可

依自己的進度狀況，調整與老師的討論內容，並

依合約進行檢核[12]。這種學習契約的模式，除了
培養自主負責的精神外，也與「個人建構」的精

神相符。 
3.3-2個案教學 

設計教學的「主題內容」則具有「個案教

學」（case-study approach）的特點，教師利用
「個案」來讓學生深入探討，並與老師共同研

討。教師利用「問題」當作教材來啟發學生思

路，培養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陳萬淇[14]強調個案的內容形式應具備以下

四個特點： 
1.表明研究主題； 
2.說明問題狀況； 
3.陳述可供決策使用之資料； 
4.有做成決策之要求。 
除此之外，張文雄[15]認為，個案教學法有

三個特色： 
1.真實的個案：個案教學所用的教材，取自於真
實的事件。 

2.重視應用：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應注重應用決
策的技巧，而非建立在一般原則性或純理論

上。 
3.重視思考：訓練學生解決問題時，發揮縝密的
思考及判斷能力。 
陳萬淇[14]更進一步指出，個案教學的重點

非全在知識傳授，而「智慧的啟發」應更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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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3.3-3個別化教學 

由上面的討論可以發現，對老師而言，設計

的 教 學 「 方 式 」 是 屬 於 「 個 別 化 教 學 」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模式，雖然老師提供
相同的設計主題，甚至相同的教材參考資料，但

學生鎖定的問題點各不相同，於是會產生大異其

趣的設計提案，老師除面對不同的學生外，更面

臨眾多設計提案的考驗。 

4.網際設計教學模式的建立 
綜合上述 CLES與WBI的優點，與設計教育

的特色，本研究嘗試提出一個「網際設計教學」

的整體規劃模式，作為未來實際發展「網際設計

教學模式」的參考依據。 
4.1「網際設計教學模式」的設計 

本模式的建構乃以WBI的概念為主要架構，
配合設計學特性需求調整演變而來（如下圖），

詳細說明如後： 
4.1-1學習路徑與目標 

教學模式由「定義學習範疇」開始，於「應

用與評量」後告一段落；其中分為兩個路徑：一

為「導引學習」路徑 (guided path)是以教學設計
者的觀點來考慮從學習環境中學生應建構的知

識。在本路徑中「網際設計教學系統」是扮演輔

助教學的角色，在教師的引導下，提供學習者自

由建構學習、創作設計的環境。 
另一為「自我導向學習」路徑  (learner 

controlled path)，是以學習者的觀點來作設計的考
量，允許學習者決定自己所需要的學習內容。

「自我導向學習」路徑發展的最終目標，就是期

望能藉由適當的介面設計、訊息設計與功能強

化，達到使用者親和性的設計。 
無論是「導引學習」或「自我導向學習」路

徑，其學習的過程都具有「學生自我學習」、

「老師從旁協助」、「學習速度不同」等自我建

構的特性。在整個學習的歷程上，教師的指導應

扮演「鷹架」的角色[5]，隨著學習者的成長與進
步，教師逐漸減少對學生的指導，而「網際設計

教學系統」則益形重要。最後教師終於退居幕

後，而達到由學習者利用「網際設計教學系統」

進行自我導向學習的「自學」目標。 
4.1-2學習歷程與特色 

(1)定義學習範疇：根據個案教學的內容形式，
在此階段個案應「表明研究主題」、「說明

問題狀況」、「陳述可供決策使用之資

料」、「有無做成決策之要求」等。這與

CLEs的「問題空間」概念中，主題的內容範
疇包括背景因素、問題呈現方式、以及能讓

學習者操作的學習領域之觀念相呼應。 
清楚描述設計的主題，儘量以接近真實

的世界、清楚、有趣的方式呈現，並讓學習

者充分了解整個問題架構、可以參考的資

料，以及可以操作的範圍。這概念也與個案

教學法的三個特色：事實的個案、重視應

用、重視思考[15]相吻合。 
(2)選擇適當範例：在提出問題或研究主題時，
並同時提供適當的相關例子，可增進學習者

對主題的瞭解，幫助設計思考的形成。 
提供的例子儘量與真實的事件相關；且

可由多種不同的觀點呈現，讓學習者從接觸

非結構化的例子中，經由比較、分析、解釋

等過程，逐漸建構自己的知識基模，啟發創

意靈感，並發展解決問題的能力。 
(3)釐清內容與設計方向：接下來的教學活動，
教師必須提供適時的引導與提示，以幫助學

習者確定學習的目標、設計主題內容，以確

保設計思考能順利地開展。 
(4)相關例子的連結與比較：網際網路提供與學
習主題相關的資源，供學習者參考及應用。

藉由相關問題以及例子經驗的提供，幫助學

習者進行「比較與抽象化」的工作，激發更

多的設計思考，建構更多的連結，以擴展設

計的廣度與深度。 
參考的資源應以適當的方式組織，讓學

習者能擷取對其有用的資料。網際網路中應

安排適當的引導搜尋功能，以提供必要的協

助，增進學習效率。 
範例應以非結構化、多元觀點呈現，讓

學習者自行建構意義，激發更多的創意。 
(5)整合與創作：學習環境必須提供適當的創作
工具，提供學習者發展創意，完成設計並呈

現出來。 
「整合與創作」的過程也是設計行為最

可貴的部分。在此過程中需要反覆的推敲、

討論、嘗試、修改，並參考大量的範例與資

訊。 
為了促進學習的效率，在教學活動中應

提供可幫助學習者在學習環境中組織、表達

其創意與設計內容的工具或機會，例如草

稿、講義、討論、觀摩等。 
在促進創意整合方面，則可安排小組合

作的作業單元，要求彼此討論相互觀摩，以

提供合作學習的動機。除了必須安排小組合

作討論所需的活動、場所、器材外，網際網

路的交談、連結、資訊交流等功能，也是促

進合作學習的工具。 
(6)應用與評量：學習者將所學得的知能實際應
用於設計提案中，將之具體實現出來，並觀

察自己學習的效果。 
系統必須供一些問題導引或自我評量，

增進學習者設計創作過程中的自我認知，同

時也應該提供輔助工具，幫助學習者依據自

我的評量的結果，決定下一個學習步驟，或

調整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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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學習者自由建構的學習環境：以「網際設計
教學系統」為核心，此為本研究的主要重點

工作之一，即為學習者可以自由地依其興趣

需求進行學習活動的環境。 
「學習者自由建構」的學習環境之目

的，除了在「引導學習路徑」中，發揮輔助

教師進行教學、幫助學生主動學習之外，更

期望能藉由適當的介面設計、訊息設計與功

能強化，逐步達到不需教師也能「自學」的

目標。 
4.2網際設計教學環境的建構 

杜瑞澤、吳梵[12]認為理想的設計基礎課程
在實施前，應先確立對學生有實質幫助的課程目

標，並引導學生正確的觀念，使理論基礎能與實

際應用相互配合，同時運用赫爾巴特的預備、提

示、比較及抽象化、整合、應用等五階段學習模

式，啟發學生的感知能力；並藉由「學習契約」

的方式，培養學生自主負責的觀念；在整個學習

過程中，則需著重創意的發揮與自信的養成，使

其最後能建構完整設計理念，形成個人的風格。 
本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建構一個理想的

「網際設計教學系統」，作為學生可以自行建構

學習的環境。一個理想的「網際設計教學系統」

應該具有以下特性： 
(1)適當安排內容：在簡短有限的畫面裡，能清
楚有效地呈現問題空間的要素與內容，幫助

學習者快速而正確地掌握學習的重點與設計

的主題。 
設計主題或其他範例的呈現，也應把握

真實化、有趣、複雜、非結構化的原則，以

及事實的個案、重視應用、重視思考的特

性。 
(2)具備龐大的資料庫與連結，能提供豐富而真
實的相關例子與參考資料。而其所呈現的範

例與資料，可以是非結構化、不同觀點的呈

現，讓學習者從接觸非結構化的例子中，經

由比較、分析、解釋等過程，逐漸建構自己

解決問題與創作設計的能力。 
(3)為了有效獲取相關資源，「網際設計教學系
統」應該具有優良的操作介面設計，能提供

方便的操作與功能（如搜尋系統、導覽圖、

書籤等），讓使用者依其興趣與需求，快速

取得所需資料，增進效率。 
(4)認知合作工具方面，應具備方便而完整的交
談、資料交換、資源共享、與合作編輯等功

能，提供學習者學習、合作、創造設計的環

境。 
(5)設計創造工具：提供學習者發展創意，完成
設計並呈現出來的工具。這是一般科學教育

所沒有的，卻是設計教育特有且極重要的部

分。如果學習者習慣使用套裝軟體工具的

話，系統也應與其相容、互通或可外掛

（plug in）的方式提供。 

(6)發展一個評量系統，除了輔助教師掌握教學
品質與進度，更可幫助學習者自我評量。然

而每個人的設計內容與速度不同，設計作品

的評量並沒有很客觀的「效標」，因此如何

建立一個有效的評量系統，也是本研究的重

點工作。 
(7)在前面所述 CLEs模式中曾強調，「社會及環
境因素」也是影響教學環境設計的成敗關

鍵。因此「網際設計教學系統」也必須注意

這方面的問題，除了在課程、系統規劃之

初，就要充分考量社會、文化、未來發展等

因素外；在系統應用的同時也應注意與其他

系統的相容、其他社會資源、資料庫的連

結，以及內部資料的更新與成長。 
 

5.結  語 
基本上「網際之設計教學模式」乃是以全球

資訊網教學模式為主體，作為教學活動設計的主

軸，以建構論觀點的學習環境概念做為系統規劃

的原則，配合設計教學的特性需求，所設計出的

網際設計教學模式，將為我國未來網際之設計教

學提供最佳的理論基礎。但若要實際建立一個網

際設計教學系統，仍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 
本「網際之設計教學系統」概念是否完備可

行，仍須進一步檢驗，我們將於下一階段的研究

中，以專家訪談之方式，廣徵專家學者意見後，

再進行實際的教學系統建構與實驗驗證工作。 
另外，例如創意發展模式、設計資訊資料庫

建構、設計資料存取管理機制、網路輔助設計運

算、網際設計教學評量等，都是值得進一步深入

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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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維修領域是很強調專業技術及經驗累積的工

作，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已經可以將這些

隱藏在工作人員身上的經驗及知識，藉由資訊系統

的蒐集而保存在資料庫中。由於資料探勘技術在資

料分析及知識擷取方面的研究已有非常豐富的成

果，因此本研究希望將資料探勘技術應用於維修產

業的維修知識擷取上，並以飛機維修資料庫為例，

藉由資料探勘技術的輔助來建構故障分類模型，以

做為維修知識推薦系統之核心，而能夠對維修工作

提供幫助。 

我們提出了兩種解決方法，首先，我們利用傳

統的MBR方法得到初步的結果，接著我們提出以

類別為導向的 MBR 方法，稱之為 CMBR 

(Class-Oriented MBR)，以進一步改善分類的正確

率及運算效率。實驗結果顯示我們所提出的 CMBR

方法應用在飛機維修資料的分類上有較高的正確

率與較佳的運算效率。 

 

關鍵詞: 資料探勘，知識擷取，推薦系統，飛機，

修護資料 

 

1. 前言 
 
資訊科技的進步使得絕大部分的企業皆已建

立資訊系統來收集日常作業及管理等相關資料，當

資訊系統收集了大量的資料以後，企業便進一步思

考能不能從這些儲存的資料中發現一些對企業有

價值的資訊或知識，以便藉由這些知識的幫助來提

升企業對外的競爭力。 

 

1.1 研究動機 

 
資料探勘技術在知識擷取方面的研究已經有

相當豐富的成果，資料探勘技術在資料的分析上提

供 我 們 包 括 分 類 (Classification) 、 推 估

(Estimation)、預測(Prediction) 、關聯分組(Affinity 

Grouping) 、 群 集 分 析 (Clustering) 、 及 描 述

(Description)等應用[1]，我們的研究動機在於希望

將資料探勘技術應用於維修產業的維修知識擷取

上，藉此能夠能對各產業的維修工作有所幫助。 

 

1.2 研究目的 

 
維修領域是很強調專業技術及經驗累積的工

作，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我們已經可以將

這些隱藏在工作人員身上的經驗及知識，藉由資訊

系統的蒐集而保存在資料庫中，如能藉由有效的資

訊搜尋機制將其散播出去就能夠促進經驗的交流。 

維修的工作主要分為兩個部份，一為檢視目前

裝置有哪些故障現象，二為判斷造成系統故障的原

因為何，並將故障排除掉。我們嘗試以航空公司飛

機維修技術人員在執行工作時所記錄的資料，做為

我們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目的如下: 

 以資料探勘技術建構維修故障分類模型。 

 以分類模型為核心架構維修知識推薦系統，

藉以降低維修技術人員故障判斷的時間，進

而縮短修護時程。 

 

2. 文獻探討 
 
由於資料探勘技術在資料分析及知識擷取上

的研究有非常豐富的成果，因此資料探勘技術於飛

機維修領域的應用與研究也逐漸受到重視，過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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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飛機維修領域的研究主要包括飛機可能故障器

材的預測[2]及飛機系統操作狀況的監控[3]等。 

資料探勘技術的分類法相關技術可以用來將

維修資料庫中的故障敘述依其內容判斷出可能故

障的系統類別，藉此可以幫助維修技術人員找到對

應的維修技術文件及故障處理方式。由於本研究的

實驗資料包含敘述性文字資料，並希望藉由此文字

型態的資料來進行分類的工作，因此有必要了解

Information Retrieval及分類法相關的研究。 

過去有關 Information Retrieval 方法的研究，

針對文字內容的字詞分析可分為文法及語彙分析

法，通常文法分析法對於文法結構性較佳的文章較

適用，如書籍、雜誌、報紙等，而辭彙分析對於文

法性結構不甚良好的文章較適用，如修護資料庫。 

在 Information Retrieval 方法的研究中經常需

要比對兩文件間的相似度以做為文件群集分析的

依據，而兩文件間相似度的測量可以依據文件所建

立的特徵空間來測量[4]，首先將文件依關鍵字或

是片語轉換成特徵向量，然後計算兩文件特徵向量

間的夾角餘弦(cosθ)，當 cosθ值為 1的時候夾角為 

0°，代表兩文件相似度最高，而 cosθ 值為 0 時夾

角為 90°，代表兩文件完全不相似。 

資料探勘技術屬於分類應用的方法很多，如決

策樹 (Decision Tree)[5]、類神經網路 (Airificial 

Neural Networks)[6]及記憶基礎理解 (Memory- 

Based Reasoning, MBR)[7]等。 

MBR 演算法主要利用距離函數與組合函數來

進行分類的工作。 

 距離函數:用來測量兩資料間的相似度。 

 組合函數:由新資料之鄰近資料來投票決定

新資料的類別，而投票方式包括民主式投票

與加權式投票。 

本研究根據維修記錄中的故障敘述來推薦給

維修技術人員所應參考的故障類別進而找出維修

技術文件及故障處理方式，而因飛機系統類別數非

常多，有必要推薦多個類別給維修技術人員參考，

以提升推薦類別的正確率。分類法中的決策樹法及

類神經網路法只能推薦單一類別，因此本研究初步

採用記憶基礎理解法(MBR)作為建構分類模型的

依據。  

 

3. 飛機維修工作簡介 
 
飛機維修的工作可分為線上維修與基地維

修，線上維修主要在於飛機停靠於機坪時的故障處

理，因此需要在短時間內將故障排除以使飛機能夠

順利執行飛航任務。 

當飛機執行勤務結束落地後，地面維修技術人

員會根據機師於飛行途中記載所發現的故障執行

檢查，並將檢查後所發現的故障及處理的情形，登

錄於技術日誌簿(Technical Log Book, TLB)，而資

深維修技術人員會根據經驗判斷，將所需參考之維

修技術文件章節填入日誌簿中，讓維修技術人員取

得維修技術文件來做為維修時參考之依據，最後此

日誌簿會交由資料輸入員輸入至 TLB資料庫中。 

根據本研究的目的我們選擇 TLB 資料庫中的

REPORT 及 ATA 欄位資料做為本研究實驗的資料

來源。資料特性說明如下。 

 REPORT 欄位: 此欄位為記錄維修技術人員

所發現之故障，並採自由書寫的格式以敘述

性的文字內容記錄於本欄位中。 

 ATA欄位: 為針對 REPORT欄位所記錄之故

障，維修人員應參考技術文件的主要章節，

如 ATA72代表發動機系統。 

  

4. 研究架構 
 
處理故障的工作主要分為兩個部份，一為檢視

目前裝置有哪些故障現象，二為判斷造成系統故障

的原因為何並將故障排除掉。因為故障敘述欄位是

敘述性的文字內容，因此我們須將此敘述性的文字

內容依其故障類別事先分類好，做為分類新資料的

依據，而維修資料庫中正好有記錄系統故障類別的

欄位(ATA欄位)可以做為分類的依據。 

依據分類法所需的資料特性，在採用的資料欄

位中必須有輸入變數及輸出變數，輸出變數的值主

要由輸入變數的值來決定，即 Output=ƒ(Input)，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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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必須先將資料中的輸出變數標示出來。在本

研究的架構中，REPORT 欄位為輸入變數而 ATA

欄位為輸出變數。 

依據本研究所要達到的目的，我們使用維修資

料庫做為實驗資料的來源並建立分類模型架構如

圖 1。 

 由 TLB 資料庫擷取出 REPORT 及對應之

ATA 系統章節兩個欄位的資料，其中

REPORT 欄位資料為輸入變數以做為將新資

料分類的依據，而 ATA 欄位則做為輸出變

數，為新資料經過分類模型分析後所得到的

分類結果。 

 REPORT 欄位資料透過關鍵字擷取的步驟，

將敘述性之文字內容依關鍵字出現的頻率轉

換為特徵向量(Feature Vector)，同時以所有紀

錄特徵向量形成的特徵空間與 ATA 欄位資

料結合做為分類模型之資料來源。 

 

 

 

 

 

 

 

 

 

 

我們以分類模型為核心建構維修知識推薦流

程如圖 2。維修人員將執行檢測工作後所發現的故

障輸入維修知識推薦系統，系統會依據模型分類的

結果，推薦故障系統類別給維修技術人員參考。 
 
 
 

 

 

 

 

5. 利用傳統的MBR方法建構分類模型 
 

5.1 傳統的MBR方法 

 
由於傳統的MBR方法都是以每一筆資料做為

與新資料間距離的計算，因此本研究以

RMBR(Record-Oriented MBR)表示這種方法，並以

兩資料特徵向量間的夾角餘弦(cosθ)來測量其相似

度。 

(定義 1)   A  ，  B  為兩文件特徵所形成之 n

度空間向量，其相似度之測量如下: 

A  ‧   B  

 

                                                     

其中  A  ‧  B   = Σaibi   ，i=1, 2,…, n 

｜A︱﹦√(Σ(ai)2)      ，i=1, 2,…, n 

｜B︱﹦√(Σ(bi)2)      ，i=1, 2,…, n 

當一筆新資料被分類時，必須計算新資料所形

成的特徵向量與訓練資料特徵向量間的夾角餘弦

cos θ，以測量新資料與訓練資料間的相似度。當新

資料與所有訓練資料間的相似度全部計算出來

後，接著設定與新資料最相似的鄰近資料數，然後

就所選取的鄰近資料依類別加總cos θ值，最後以

加總值最高的類別做為新資料的預測類別。 

 

5.2 傳統MBR方法實驗結果 

 
本實驗共收集了2001年3月至2002年4月約

31000筆的維修記錄，其中使用25000筆記錄做為

訓練資料組，而剩下的 6000 筆記錄則做為測試資

料組，用來測試訓練資料組所建置模型的效果。根

據我們所擬定的演算策略，並將鄰近資料數(K值)

以奇數從 3 取至 45，以了解不同鄰近資料數的設

定對於分類結果的影響，實驗結果如圖 3。 

從 RMBR 實驗結果的觀察發現，分類正確率

會隨著 K 值的增加而下降，且分類正確率最高是

出現在 K=3的時候，正確率為 62.7%。 

經過 RMBR 分類結果的分析，分類正確率較

低的類別主要在於該類別只有少數的資料有共同

擷取關鍵字 

TLB 

資料庫 

圖1. 故障分類模型架構 

ATA 

資料 

REPORT 

資料 
關鍵字 

類別 

 

輸入變數 

輸出變數 

分類模型 

cos θ= 
｜A︱｜B︱ 

維修知識

推薦系統 
發現的故障 

圖2. 維修知識推薦流程 

故障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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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字，因此必須讓各類別的資料能夠收集到足

夠涵蓋該類別特徵的關鍵字，以提升資料分類之鑑

別率，於是我們以 RMBR 分類的結果為基礎，提

出我們的改善方法，並希望藉由此方法提升分類時

的正確率。 

 

 

 

 

 

 

 

 

6. 利用 CMBR方法建構分類模型 
 
6.1 CMBR方法 

 
在此，我們將提出一個新的分類方法，我們以

各個類別的關鍵字及其出現的頻率建立關鍵字 – 

類別矩陣(Keyword-Class Matrix)，並加入權重因素

的觀念而提出本研究的第二個方法，稱之為 CMBR 

(Class-Oriented Memory Based Reasoning) 法。 

假設所收集的資料中共有 C1、C2兩個類別，

其中屬於類別 C1 的資料中共包含了 A、C、D 三

個關鍵字，且其出現的頻率分別為 5次、10次及 5

次，屬於類別 C2的資料中共包含了 A、B、C、D

四個關鍵字，且其出現的頻率分別為 20次、90次、

9 次及 1 次，則我們可以建立關鍵字 – 類別矩陣

如表 1。 

 

表 1. 關鍵字-類別矩陣 

 C1 C2 

A 5 20 

B 0 90 

C 10 9 

D 5 1 

 

現有一筆類別為 C1 的新資料，包含了 A、D

兩個關鍵字，利用表 1 的關鍵字-類別矩陣來預測

此新資料的類別，首先將新資料轉換成特徵向量，

然後透過矩陣運算得到每個類別的權值總和，則新

資料與類別 C1的相似度測量值為 5+5=10，與類別

C2 的相似度測量值為 20+1=21，結果顯示新資料

應被歸為類別 C2，很顯然的，分類結果與新資料

的類別 C1不符。因此每個關鍵字權重的計算須考

量兩個因素。 

 關鍵字在不同類別出現的頻率。 

 關鍵字在同一類別出現的頻率相對於該類別

所有關鍵字出現的頻率。 

將上述兩個因素做為計算權重的考量時，才能真正

反應出同一關鍵字在不同類別間的重要性，例如某

關鍵字W出現的總頻率為 100次，其中有 10次出

現在類別 A，90次出現在類別 B，而類別 A所有

關鍵字的出現頻率總和為 20次，類別 B所有關鍵

字的出現頻率總和為 360 次。如果只從關鍵字 W

出現的頻率來看，似乎關鍵字W應該在類別 B有

較高的權重(因為出現的頻率較高)，然而從關鍵字

出現在各類別的頻率相對於該類別所有關鍵字出

現頻率的總和來看，可以發現關鍵字 W 在類別 A

的比值為 10/20=0.5，而在類別 B 的比值為

90/360=0.25，顯然關鍵字W對類別 A的重要性要

高於類別 B，亦即關鍵字W在類別 A的權重應大

於類別 B。 

本研究提出的 CMBR方法包含以下步驟: 

1. 統計訓練資料組各類別關鍵字出現的頻率。 

2. 建立關鍵字 – 類別矩陣。 

3. 將每個關鍵字出現在各類別的頻率除以該類

別所有關鍵字出現頻率的總和。 

4. 將上述步驟得到的值再除以該關鍵字在所有

類別所得值的總和，亦即將關鍵字在不同類

別的權值予以標準化。 

5. 建立關鍵字權值矩陣 X來架構分類模型。 

6. 分類一筆新資料的時候，首先將新資料轉換

成特徵向量 Y，然後透過矩陣運算得到每個

類別的權值總和 SCORE =YTX，如公式(1)。

以權值加總值最高的類別做為新資料的預測

類別。 

圖3. RMBR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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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為關鍵字的維度，m為類別的維度。 

 

6.2 CMBR實驗結果 

 
我們將所提出的 CMBR 方法實驗結果與

RMBR方法 K值設定為 3得到的結果做比較，如

圖 4所示。從圖 4的結果觀察可以發現每個類別的

分類正確率趨勢在 RMBR及 CMBR中幾乎一致，

即在 RMBR 中的分類正確率低的話在 CMBR 中

也會較低，但是幾乎所有的類別分類正確率在

CMBR中都比 RMBR高，甚至在 ATA1、ATA21、

ATA26 及 ATA31 等類別的正確率都有明顯的提

昇，平均正確率 CMBR為 75.8%，比 RMBR的平

均正確率 62.7%提昇了約 13%，顯示本研究所提出

的 CMBR 方法用於我們實驗所採用的飛機維修資

料，確實能夠提升分類的正確率。 

 

 

 

 

 

 

 

圖 4. RMBR與 CMBR 分類結果的比較 

 

利用 CMBR方法建立分類模型與 RMBR方法

比較具有下列優點: 

 新資料只需對每個類別的關鍵字作比對並將

對應到的關鍵字權值加總計算，比 RMBR方

法少了向量夾角餘弦 cosθ的計算。 

 資料中類別的數量一般會比訓練資料數少很

多，RMBR 在分類時須比對所有的訓練組資

料，而 CMBR只需比對類別個數。 

 

所以 CMBR相較 RMBR方法在本實驗中除了

提高分類的正確率外，在分類演算的效率上也提升

了很多。 

由於本研究希望以分類模型為核心架構一個

維修知識推薦系統，而此維修知識推薦系統能夠推

薦多個類別，因此，我們增加推薦類別的個數，並

觀察分類正確率的變化情形，結果如表 2所示。 

表 2.多重分類推薦結果 

Take 1 2 3 4 5 6 7 8 9 10 

Rate 0.76 0.84 0.88 0.91 0.92 0.93 0.94 0.95 0.95 0.96 

 

從表 2中可以發現，當我們將推薦類別個數取

至 4個時，在所推薦的類別中已可達到 91%的平均

正確率，因此利用分類模型所架構的維修知識推薦

系統可以將類別推薦數設為 4個，如此既可讓使用

者在參考時有選擇性並能達成推薦的合理正確率。  

 

7. 結論 
 
飛機線上維修的工作對於時間的要求非常嚴

格，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將飛機故障排除以便繼續飛

行任務，否則因飛機故障造成延遲起飛而使得營運

成本上升及顧客抱怨，對於航空公司的運作會有非

常大的影響。當飛機維修技術人員有了精確的維修

知識推薦系統來輔助維修工作﹐可以有下列效益。 

 可以藉由前人的維修經驗來支援維修工作達

到維修知識的傳承。 

 因推薦系統的輔助可降低故障原因判斷的時

間而縮短故障修護的時程，進而提升飛機可

靠派遣率。 

 因系統的輔助，保留了資深維修技術人員的

維修知識，不會因資深人員離職而使修護經

驗產生斷層。 

經過實驗結果顯示，對於類別數較多、各類別

的資料量極不平均且同一類別會有不同特徵的資

料，本研究所提出的 CMBR 方法，藉由各類別所

有資料來建立較完整的類別特徵並加入權重的觀

念，得以測量出關鍵字在不同類別的重要性，藉此

可以有效提升分類的正確率。 

 

8. 未來的研究方向 

scorej = yi  × xij j=1, 2,…, m，i=1, 2,…, n  (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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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所建立的分類模型主要在於根據

故障敘述來將故障分類，因此當故障類別由分類模

型推薦出最有可能的 4個類別後，經使用者選擇參

考的類別並搜尋出相關維修歷史資料後，應根據故

障處理的方式將其分群，讓使用者能夠更快的取得

相關資訊，因此，我們希望未來能利用文件分群的

技術來將故障處理方式分群，以使推薦系統的架構

能夠更趨於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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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裡，知識管理已成為企業資

產中重要的一環。知識管理系統在組織中的地位

更顯重要。對一個組織內部的知識管理系統而

言，其績效的好壞則在於是否能有效地達到知識

分享及整合之目標，此外，知識的搜尋亦是另一

項重要的課題。為有效地促進知識的分享，提昇

知識搜尋的績效，導入本體論實為建置知識管理

系統的第一步。因此，本論文係以本體論為基

礎，建置一分散式之知識管理系統，以期達到知

識分享的目標，提供使用者具有語意式的知識搜

尋引擎。  
關鍵詞：知識管理系統、知識分享、知識搜尋、

本體論，代理人 
 

Abstract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becoming the crucial activity in 
enterpris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posi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is important in intern-
organization. The performanc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is dependent of how it can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goal of knowledge sharing and 
integration for the 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knowledge searching is another critical issu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knowledge sharing and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knowledge search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domain ontology is usually the first 
step.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distribute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ontology 
theory for prompting knowledge sharing, and 
providing a knowledge search engine that possesses 
semantic search. 
Keywords: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knowledge sharing, knowledge searching, ontology, 
agent. 

 
1. 前言 

 
在知識經濟的體系中，知識管理已成為一項重

要的議題。許多學者、企業認為知識是整個企業

中最大的資產，關係著企業營運的好壞，而如何

管理如此重要的資產，即是知識管理的主要目

的。知識管理的活動是相當廣泛且複雜的，從個

人知識的管理至企業知識的運作，從隱性知識的

交流到顯性知識的整合，都是知識管理的範籌，

因此許多知識管理系統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KMS)相繼被開發出來，以利組織能有效地
管理組織的知識[1][2][3]。 
在九○年代，知識的再使用 (reuse)與分享

(sharing)為知識工程的主要議題[4]。企業組織亦著
重於整合現有的知識庫，成為企業資源的一環

[5]。在知識管理的活動中，其知識的分享及再使
用影響著整個知識管理績效的成敗。對一個物件

導向的知識管理系統而言，所謂的「知識物件」

(Knowledge Objects, KO)可能存在於各種不同的形
式，如一般的文字、聲音、影像、圖片或數學模

式等[6]，如何有效的分享、再使用這些知識物
件，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許多組織亦特別針對

知識的分享及知識間的相互整合而開發知識管理

系統[7]。針對此課題，雖然已有學者以 meta-data
的觀念來制定多個知識管理系統之間知識分享的

機制，然而這樣的系統卻不適用於開放式的溝通

環境。所謂開放式的溝通環境即在一特定專業領

域中，彼此之間的溝通是不需預先訂定協定的，

即能達到知識物件的分享、再使用。 
另一方面，隨著知識庫的量增，如何有效地搜

尋知識成為知識管理系統非常重要的功能[8]。分
享出來的知識如何讓所需的人有效地搜尋到，其

核心問題在於使用者所輸入的查詢資料以及知識

庫中的知識元件是否能讓搜尋引擎所理解，即提

供語意式搜尋之功能，此念概源至於 Tim Berners 
Lee 教授所提出之「語意式網站」 (Semantic 
Web)，同時也稱為第二代全球資訊網[9]。 
要達到語意式搜尋，又能適用於開放式的溝通

環境中，則有賴於本體論(ontology)的運用。在企
業的知識管理系統中，本體論的定義可視為該系

統對知識的分類。換言之，本體論定義了知識管

理系統的共享語彙(shared vocabulary)以促進知識
的交流、搜尋、儲存、及呈現[8]。同時，以本體
論所架構出來的概念，也是大家所共享的概念。

在大家所共享的概念下，所開發出來的知識管理

系統，其知識元件便能輕易地相互交流、共享，

亦即達到知識分享的目標。此外，使用者與系統

之間亦存在著共享的概念，當使用者欲搜尋某專

業領域的知識時，系統便能依該領域的本體論而

1. 本研究受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委託合作研究計畫「產業
工程知識庫整合與管理模式研究」補助，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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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出符合使用者所需之知識，即達到語意式搜

尋之目標。 
一般而言，本體論的運用僅針對某個特定領

域，如醫學、金屬產業或旅遊業等。本論文則以

電腦領域之本體論為基礎，提出一個分散式知識

管理系統之架構，且發展一組織內部之知識分享

平臺。本論文架構如下：第二節將針對本論文之

相關文獻做一探討，包括知識管理系統、本體

論、及行動式代理人；本論文所提之分散式知識

管理系統架構則在第三節有詳細的描述；第四節

討論本論文之研究成果；最後，第五節則對本論

文做一總結。 
 

2. 文獻探討 
 

2.1  知識管理系統 
 
知 識 管 理 的 四 大 活 動 為 知 識 的 取 得

(acquisition)、創造 (creation)、分享 (sharing)/傳播
(diffusion)、使用(utilization)等，許多資訊科技己
紛紛被導入至知識管理的活動中，進而建置一知

識管理系統，以促進整個知識管理的活動，如電

子郵件、資料庫及資料倉儲、群組支援軟體、瀏

灠器及搜尋引擎、企業內部網路及網際網路、專

家系統及知識系統、智慧型代理人技術、資料探

勘、決策支援系統等，皆己廣泛的應用在知識管

理系統中[6][8]。由於知識管理活動的範圍廣大，
因此，針對不同的知識管理活動，可對映至知識

管理系統中不同的功能[10]，如以一個 Web-based
的知識管理系統而言，一個網頁形式的知識元件

被瀏灠時，即為知識管理活動中的知識分享或傳

播。 
隨著知識的擴增，原先的知識庫己不敷使用，

因此知識倉儲(knowledge warehouses)的觀念逐漸
引進知識管理系統中。知識倉儲不像資料倉儲著

重於資料量，而是更著重於質(qualitative)的表現
[8]。此外，許多知識管理系統更引用了人工智慧
的技術，從知識中再發掘出更多的知識，以達到

知識取得之目的。在知識的傳播與分享方面，低

成本的Web-based方案已成為企業內部知識管理系
統建置環境之重點之一。由於 Web-baed 的知識管
理系統具有無平臺限制及單一存取知識的特性，

許多知識管理系統皆以網頁為使用者介面 [11]，亦
利用網路快速傳播的特別更能達到知識分享之目

標。 
 

2.2  本體論 
 
本論體是一個概念(concept)的明確定義[12]。

然而，對於本體論的定義仍是具有爭議的議題，

許多學者有不同的定義，如從人工知識的角度來

看，本體論是一種理論用來決定何種實體存在於

知識代理人的心智[13]；本體論是針對某一特定任

務(task)或領域(domain)知識的主體來描述該任務或
領域之概念的分類[14]。綜合多位學者的定義，本
體論是由許多概念的定義、概念的層級組織、概

念之間的關係，及一些原理原則所組合而成。簡

言之，本體論便是將某一個領域的概念明確的表

達出來，它並描述了物體 (entities) 與它們之間的
關係 (relation)。 
本體論與一般知識不同的是，本體論主要是描

述知識構成的基本元件，並非描述知識本身的內

容。根據文獻[15]，本體論的建立乃在於建立一套
中間描述層來描述物件層所構成的知識，在整個

知識架構中，扮演著物件層(object level)與應用層
(application lavel)的溝通橋樑，同時也活化了整個
物件層的知識庫，使各個分散式異質知識庫能相

互整合。 
 

2.3  行動式代理人 
 
軟體代理人(software agent)是一個能代表使用

者、依據使用者的指令從事一系列的活動，而行

動式代理人(mobile agent)與一般軟體代理人不同的
是，行動式代理人擁有從某一台主機移動至另一

台主機執行指令的行動能力，亦具有能與另一個

行動式代理人溝通的能力[16]。行動式代理人的另
一個特點是行動式代理人亦擁有跨平臺之能力，

即行動式代理人移至另一台主機執行時，不受該

主機平臺之影響，為達此目的，學者皆認為 Java
為實作行動式代理人平臺之最佳工具[16][17]。此
外，目前之行動式代理人發展平臺亦以 Java 為發
展工具，如 IBM 的 Aglet、Object Space 公司的
Voyager，以及符合 FIPA 所定 Agent 軟體架構的
JADE (Java Agent DEvelopment Framework)，這些
代理人平臺皆以 Java程式語言所開發。 

 
3. 分散式知識管理系統 

 
本論文提出一個分散式架構的知識管理系

統，此架構可分為三層：(1) 展現層(presentation 
layer)、(2) 商業邏輯層(business logic layer)、及 (3) 
資料存取層(data access layer)，其詳述如下。 

 
3.1  展現層 

 
在展現層中，使用者可透過多種方式與 KM伺

服器溝通，如 Java Server Pages (JSP)、Java Applet
或任何的 Java 應用程式。展現層中與商業邏輯層
的主要溝通元件為 Communication Agent，應用程
式可透過 Communication Agent進行知識分享、知
識儲存、知識搜尋或其它知識元件管理等活動。

當 Communication Agent在儲存知識元件時，會先
將知識元件轉換成位元陣列(byte array)，然後再將
該陣列傳送至 KM 伺服器。反之，在接收到知識
元件後，亦會將位元陣列復原回知識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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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在展現層是採用 Web-based 的呈現方
式，以 JSP建構一知識管理網站，使用者只需透過
此知識管理網站即可管理個人的知識，與他人相

互交流知識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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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展現層架構圖 
 

3.2  商業邏輯層 
 
上述之 KM伺服器乃是架構在商業邏輯層，主

要是扮演著展示層與資料存取層中介者的角色，

負責協調知識元件的存取。對資料存取層而言，

KM 伺服器可視為一個知識聚集中心(knowledge 
aggregation hub)，資料存取層的知識庫皆會 KM伺
服器註冊，以利日後知識元件的搜尋、存取。在

KM 伺 服 器 中 ， 包 含 了 幾 個 主 要 元 件 ：

Communication Server 、 Facilitator 、 Agent 
Manager、XML Generator。其說明如下 。 

 
(1) Communication Server. 

 
Communicaiton Server 是負責與展現層中的

Communication Agent 溝通的執行序，其處理有關
知識儲存、分享、搜尋等知識元件維護的相關要

求。例如，當展現層要求儲存某一知識元件時，

Communication Server 便將該知識元件接收下來，
利用 Facilitator 決定知識元件的儲存位置，然後將
知識元件經由 Knowledge Agent儲存至知識庫。 

 
(2) Facilitator 

 
Facilitator 主要扮演著展示層與資料存取層之

間知識元件存取的協調者。其任務有三： 
第一，Facilitator 須協調知識元件所應儲存的

地方。當 KM 伺服器接收到欲儲存知識元件的需
求時，Facilitator 會取得所有向 Agent Manager 註
冊的 Knowledge Agent (詳細說明參見 3.3節) ，透
過這些 Knowledge Agent所取得的資訊來決定知識
元件所應存放的知識庫。 
第二，匯整知識搜尋結果。在知識搜尋時，

Facilitator 會委託 Knowledge Agent 尋找資料存取
層中的知識庫，每個 Knowledge Agent皆有自己所
負責的知識庫，其搜尋結果將交由 Facilitator 匯整
後，再傳送至展現層。 
第三，知識元件之維護，如知識元件之新增、

刪除、分享等。本研究所建置之知識管理系統乃

以個人知識為主，每位使用者皆可管理自己的知

識元件。為達知識分享之目的，使用者可將自己

欲共享之知識元件設定為共享狀態，當其它使用

者在搜尋知識時，此共享之知識元件亦可存取。

在維護知識元件時，Facilitator 亦是將所欲執行之
指令委任給各個知識庫的 Knowledge Agent來維護
知識庫中的知識元件。 

 
(3) XML Generator  

 
當展現層要求儲存知識元件時， XML 

Generator 會根據 DTD Document 將知識元件的相
關資訊轉換成 XML的形式 。此 XML檔案會隨著
知識元件經由 Knowledge Agent 傳送至資料存取
層。 

 
(4) Agent Manager 

 
Agent Manager 負責管理所有的行動代理人，

而這些行動代理人即是資料存取層中管理知識物

件的 Knowledge Agent。Agent Manager 所扮演的
另一個角色是行動代理人的註冊入口，所有的

Knowledge Agent 在一啟動的同時，皆必須向
Agent Manager 註冊，即告知 Agent Manager 該
Knowledge Agent 目前的所在位置，以利日後取得
Knowledge Agent 來存取知識元件。此架構的主要
優點在於資料存取層的規模可擁有較大的彈性，

當知識庫有異動時，可以很容易的加入或移除知

識庫，且商業邏輯層無須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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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商業邏輯層架構圖 
 
 

3.3  資料存取層 
 

在資料存取層中，本論文採用分散式架構之知

識庫，而一個知識元件可同時存放於不同的知識

庫，以達到資料備份之效果，在知識元件管理方

面，亦能達到同步更新。例如，當使用者將某一

知識元件同時存放於兩個知識庫之後，若知識元

件有異動時，則被委任之行動代理人將回到自己

所負責之知識庫做知識元件的異動。此外，知識

庫規模的大小亦具有彈性，當一個新的知識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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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時，只需向商業邏輯層中的 Agent Manager註冊
即可。每一個知識庫中，皆包含三個重要元件：

Knowledge Agent 、 XML Parser 及 Knowledge 
Search Engine。其分述如下。 

 
(1) Knowledge Agent 

 
Knowledge Agent 為一行動代理人，初次起啟

動，必須先向商業邏輯層的 Agent Manager註冊，
即新增一個知識庫。當要執行知識元件的儲存、

搜尋、異動等動作時，Knowledge Agent 就會在自
己所負責的知識庫執行這些指令，執行完畢後便

將結果帶回商業邏輯層中的 Facilitator。 
 

(2) XML Parser 
 

XML Parser 主要任務是解析知識元件的 meta-
data，若知識元件的相關資訊有異動時，XML 
Parser 也負責更改儲存這些資訊的 XML 檔案。例
如，當有使用者欲分享某一知識元件時，XML 
Parser則會將 XML中的 shareable標示為 True。 

 
(3) Knowledge Search Engine 

 
在知識元件的搜尋方面，是由 Knowledge 

Search Engine所負責。Knowledge Seach Engine提
供了基本的分類搜尋，使用者可搜尋所有的知識

庫，亦可針對某一類知識庫做搜尋。此外，若針

對某類知識庫搜尋且所搜尋到的知識元件亦屬於

另一類，則 Knowledge Search Engine 亦會至另一
類知識庫搜尋，以增進搜尋效果。當使用者搜尋

到所需知識元件時，則可透過 HTTP協定至資料存
取層取得知識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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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資料存取層架構圖 
 

4. 研究成果 
 
根據上述所提之系統架構，本研究建構一分散

式知識管理系統，其知識元件以電腦相關領域為

限，知識元件之型態可為任何電子化檔案，

如.doc、.mp3、.mpeg、.jpg等等。本系統提供了知
識元件的建立、搜尋、分享，以及其他知識元件

異動等功能，此外亦提供知識論譠，可讓使用者

在線上即時討論、分享知識。 
本系統之實作乃採用 Java 程式語言所開發而

成。Java 程式語言本身具有分散式運算之特性，
且可於異質性平臺運作，此特性有助於整體系統

之開發，提昇了系統部署之彈性。此外，在行動

式代理人平臺方面，本論文採用符於 FIPA 所制定
之智慧型代理人標準的 JADE。本體論的方面，通
常本體論之建構需花費大量的人力、金錢，且欲

建構出大家所認可之本體論亦存在著相當的難

度，為減少本系統之開發時程，本研究引用 ACM
組織所制定之規範，該規範乃以電腦領域之所有

關鍵字所組合而成的樹狀結構之本體論，如圖 4所
示。其主要優點為，該規範已存在一定的歷史，

較為大家所認可，且在本研究中則大大減少本體

論之建構時程。本體論之架構並非完全為樹狀結

構，例如圖 4 中的’Structured rogramming’關鍵
字，同時屬於 D.2.2 Design Tools and Techniques及
D.2.3 Coding Tools and Techniques這兩類，因此，
在做知識元件搜尋時，除了尋找 D.2.2 Design 
Tools and Techniques 此類別下之所有知識元件之
外，亦需尋找 D.2.3 Coding Tools and Techniques此
類別，以提昇搜尋之效果。若日後欲將此系統若

欲移植至別的專業領域，僅需將本體論模組換置

成該領域之本體論即可。 
 

 
 

圖 4. ACM本體論原始內容 
 

 
 

圖 5. Knowledge Information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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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知識元件之 DTD內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ELEMENT KO (owner_id, ko_url, shareable, description, 
ontology)> 
<!ELEMENT owner_id (#PCDATA)> 
<!ELEMENT ko_url (#PCDATA)> 
<!ELEMENT shareable  (#PCDATA)> 
<!ELEMENT description  (#PCDATA)> 
<!ELEMENT ontology (category, subclass, subject, term)> 
<!ELEMENT category (#PCDATA)> 
<!ELEMENT subclass (#PCDATA)> 
<!ELEMENT subject  (#PCDATA)> 
<!ELEMENT term     (#PCDATA)> 

 
承圖 3，每一個儲存之後的知識元件，皆為附

加一個 Knowledge Information 之 XML 檔，該
XML 檔儲存著知識元件的基本資料及本體論。圖
5為資料存取層中之 Knowledge Information範例，
其 XML 檔乃參照知識元件之 DTD（如表 1）及
ACM 本體論所產生，而在搜尋知識元件時，即是
此檔中獲取知識元件之資訊。 
圖 6為本系統知識建立功能的系統畫面之一，

在建立知識元件時，使用者需輸入知識元件的相

關資訊，如作者、擁有者、關鍵字等相關資訊，

將這些資訊傳送至 KM伺服器之後，KM伺服器將
根據所輸入之關鍵字至 ACM本體論中尋找相符合
之類別，其結果如圖 7所示，使用者所勾選知識元
件所屬之類別。此時，若所輸入之關鍵字符合兩

者以上之類別時，則圖 7 會出現多筆類別供使用
者選取。最後，將知識元件隨著剛才所建立之資

訊一起傳送至後端知識庫，如圖 8。 
在知識分享方面，使用者可輸入 ACM 關鍵字

去搜尋所分享之知識元件，如圖 9。將欲搜尋之關
鍵字傳送至 KM 伺服器時，KM 伺服器中的

Facilitator 則開始委任 Knowledge Agent 至知識庫
中尋找符合之知識元件，最後再將搜尋結果呈現

出來。圖 10 為使用者搜尋後某一知識元件之詳細
資料，如作者、擁有者、在 ACM本論體中的類別
等，以及該知識元件可供下載之 URL。當使用者
點選該 ULR 之後，即直接連至後端知識庫之
HTTP Server開始下載知識元件。 

 

 
 

圖 6. 知識建立之系統畫面 (1) 
 

 
 

圖 7. 知識建立之系統畫面 (2) 
 

 
 

圖 8. 上傳知識元件之系統畫面 
 

 
 

圖 9. 知識分享之系統畫面 
 

 
 

圖 10. 知識搜尋結果之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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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利用 Java 分散式及跨平臺的特性，開

發了一套三層式之分散式知識管理系統，亦結合

JADE的行動代理人平臺，JADE遵循 FIPA所制定
之智慧型代理人標準，且以 Java RMI 的技術實作
了行動代理人的平臺。如此的架構使得資料存取

層的知識庫更具有彈性，能輕易的擴大縮小，且

維護容易。在本體論方面，本研究引用 ACM組織
在電腦領域的關鍵字及分類所制定而成的本體

論，大大減少了在本體論上的建構時程。為使日

後本系統能套用至其他領域，使用者僅需將本體

論部份換置成其他領域之本體論即可，如醫學本

體論、金屬產業之本體論等。 
本體論之應用除了能提供一共享之概念外，對

於知識的搜尋也能具有語意式搜尋，為求時效，

本系統僅提供一簡易之語意式搜尋，日後可針對

知識搜尋引擎來加強其推論之機制。另一方面，

知識地圖(Knowledge Map)可輔助使用者在知識搜
尋上能有更清楚的方向，在本研究中並未加入知

識地圖之功能，此功能亦可做為未來知識管理系

統發展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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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資料於網際網路資料庫上整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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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際網路上各資料庫皆獨立發展，資料庫系統

種類繁多且常不相容。因此，如何在不影響其分散

性 (distribution)、自治性 (autonomy) 與異質性
(heterogeneity)下，正確而有效地分享及整合各異質
資料庫，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針對各資料庫異質性的問題，吾人提出利用元

資料(metadata)儲存各種異質資料庫資訊，內容包括
所有資料庫的綱要知識、綱要語意之轉換法則、查

詢時的轉換法則、各資料庫的屬性資訊與表格資訊

等。於資料交換與傳遞上，採用可跨平台及具擴充
性的 XML格式作為轉換媒介。 
為了保持各資料庫的自治性，吾人提出包裝代

理人(wrapper agent)的觀念。包裝代理人具備智慧型
代理人(intelligent agent)與包裝程式(wrapper)的特
性。包裝代理人建構於資料庫之上，自動收集資料

庫的綱要(schema)資訊並轉換成 XML資料格式；或
是將資料庫查詢後的結果轉換成 XML 資料傳回。
分散在各處的資料庫不用為了資料庫的整合，而調

整任何本身結構。 
本研究並與全球資訊網互相整合。在本研究所

提出的機制下，本地資料庫的管理者不需對現有資

料庫作任何更動，可保有本身的自治能力。系統管
理者只要對元資料進行管理，即可輕易整合多資料

庫系統內的資料，並於全球資訊網上呈現。 
關鍵詞：異質資料庫整合、元資料、包裝代理人、
智慧型代理人、包裝程式、XML 
 
1. 前言 

 
現今資料庫系統種類繁多且多不相容，然不同

資料庫間之資料分享卻愈加頻繁，新舊異質資料庫
的整合也日趨重要。而現今主要問題在於各資料庫

資料模型之語意異質。 
針對此問題，吾人提出利用元資料(Metadata)

整合各異質資料庫之異質性，其中包括所有資料庫

的綱要知識、綱要語意之轉換法則、查詢時的轉換

法則、各本地資料庫來源、各資料庫的欄位資訊、
資料格式、表格資訊等等。資料的交換格式採用可

跨平台及具擴充性的 XML格式作為轉換的媒介。
為了保持原分散在各處資料庫的自主性，本研究引
入包裝代理人(Wrapper Agent)的觀念，此種代理人
具備智慧型代理人(Intelligent Agent)的特性，於各

分散的資料庫上自動收集資料庫的相關資料。各包
裝代理人亦具有包裝程式(Wrapper)的特性，會將各
分散資料庫的綱要或是查詢結果轉換成 XML資料
格式。分散在各處分散式資料庫不用為了資料庫的
整合，而調整本身之任何結構。 

在實作方面，本研究論文以文化大學商學院的

研究所為例，將各所的老師以及學生的各資料庫進
行整合，亦實際建立一個雛形系統，架構於全球資

訊網之上，以對本研究作一個論證。 
 

2.  
2.1 異質資料庫的異質性  
 

各異質資料庫可能使用不同的硬體(有的採用
HP的機器，有的用 IBM的)、不同的作業系統、不
同的網路通訊協定或是不同的資料庫系統軟體。然

而這些異質性問題大都可用「資料庫系統通道」(例
如：ODBC(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或是網路閘
道(Gateway)等方式轉換解決。各資料庫的異質性主
要來自各資料庫綱要(Schema)間的語意異質性，以
下分述之[1]： 
(1)資料命名上的衝突(Data Naming Conflict) 

不同資料庫中的表格名稱或屬性名稱具同樣
意義，但卻用不同名稱。圖 1之兩個放在不同資料
庫的資料表"student_data"及"student_data_list"，其內
容意義相同但是資料表的名稱不一樣，其中
"student_data"的"name"屬性與"student_data_list"的
"stu_name"屬性內容意義相同，但用的名稱也不一
樣。關於此問題的解法，本研究將參考到[2]所提出
的方式。 
(2)資料表示上的衝突(Data Representation Conflict) 

兩個不同資料庫的不同的資料表中，其某個欄
位可能具有同樣的意義，卻用不同的表示法。如圖

1" student_data"及"student_data_list"，兩者的"no"屬
性意義皆同，但表格"student_data"之"no"可能用
integer來表示，表格"student_data_list"之"no"可能用
string表示；即使都以字串表示，但是長度可能不
一樣。 
(3)資料編碼或資料內容的衝突(Data Encoding or 
Content Conflict) 

如圖1"student_data"之"sex"的屬性值以
"male"及"female"，而"student_data_list"之"sex"卻
以"1"及"0"表示。"student_data"之"major"以全名表
示，"student_data_list"之"major"卻是以其簡寫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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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資料命名上的衝突、資料表示上的衝突

與資料編碼或資料內容的衝突 
 
(4)資料缺項(Missing Data) 
不同的資料表其對於同一筆資料的儲存屬性不一

樣，此會造成整合時出現虛值的問題。如圖 2，對
此刻的整體資料站而言，吾人會發現"mouse"這筆資
料缺少了"company"之屬性值。此類問題可用「外
部合併」[1]方式解之。 
 

 
圖 2  資料缺項 

 
(5)綱要結構的差異(Structural Difference) 
不同資料庫有資料層次上不同的看法。有的資料站

將資料當作表格名稱，有的當作屬性名稱，有的卻
又當作屬性值。如圖 3 的 Site A 上的資料表
"imd_class"的屬性"name"之屬性值(例如：sue)可能
是 Site B的資料表"imd_class"的屬性名稱，但亦可
能是 Site C 的表格名稱。諸如此類問題，於[3]有詳
細的討論與解法。 
 

 
 

圖 3  綱要結構的差異 
 
 
 
 

2.2異質資料庫的自治性 
 
異 質 資 料 庫 系 統 (Heterogeneous Distributed 
Database System ,HDDS)須整合現存的各異質資料
庫，然[1]各資料庫有其自行設計的儲存內容、資料
庫綱要 (Schema) 、獨立的查詢流程及交易
(Transaction)時的並行控制演算法 (Concurrency 
Control Algorithm)；意即各資料庫在建立時可能未
考慮到未來是否需與其他資料庫相互整合。因此如

何在保持各資料庫之自治性(Autonomy)下，正確而
有效地分享及整合各異質資料庫，是一個相當重要

的議題。 
 
2.3現存異質資料庫之比較  
 
目前一般專為網際網路所設計的資料庫：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12.0或是Oracle 9i 
僅提供解決軟硬體平台異質的問題(ODBC、JDBC
或是共通的網路閘道(Gateway))，對於各元件資料
語意的異質性仍無完善解決之道，相關的語意問題
仍得自行解決。上述僅算是可用來製作異質資料庫

系統的資料庫工具。 
目前非 XML為基礎的整合方式之異質資料庫

系統，例如史丹佛大學與 IBM的 TSIMMIS[4]，以
OEM的方式當作共用的資料模式對異質資料庫作
整合。類似的系統還有MOMIS[5]，其以一種物件
導向語言 ODLI3描述資訊綱要以作到異質資料庫
的整合。然 OEM或是 ODLI3等在業界的支援並不
多。以 XML為基礎的整合方式之異質資料庫系統
例如 I-Wiz計劃[6]，Tamino系統[7]。上述的系統多
採用以 DTD（Document Type Definition）[8]整合。
然 DTD本身的擴充性不足，並且DTD本身仍有語
意的問題。 
本研究採用元資料方式即可解決語意異質性

的問題，並以包裝代理人(Wrapper Agent)的方式保
持各異質資料庫的自治性 

 
3. 元資料與包裝代理人 
3.1 元資料(Metadata) 

 
元資料的英文名稱為Metadata[9]。一般在資訊

界最普遍的解釋是"data about data"，直譯成中文則
為「有關資料的資料」或「描述資料的資料」。簡

而言之，Metadata是一種資料，可用來描述其他資
料的意義、內容、組織或者是資料的目的；即是以
簡單的資料描述資源的內容，這將有助於資源的使

用者及管理者，透過Metadata了解並辨識資源，進
而去利用及管理資源。因之本研究將各異質資料庫
的綱要資訊及轉換方法存於Metadata資料庫中，並
由系統管理者統一管理維護。即建立全域-本地綱要
對應表並存於Metadata中，使用者僅對全域綱要作
查詢，系統將依Metadata所提供的資訊對查詢語句
轉換成適切的子查詢，並傳送至各異質資料庫作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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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3.2包裝代理人  
 

包裝代理人具備智慧型代理人(Intelligent 
Agent)[10]的特性，於各分散的資料庫上自動收集資
料庫的相關資料。各包裝代理人亦具有包裝程式

(Wrapper)[11]的特性，會將各分散資料庫的綱要或
是查詢結果轉換成 XML資料格式。圖 4表示包裝
代理人將資料庫綱要轉換成 XML資料格式，圖 5
表示包裝代理人將查詢結果轉換成 XML資料格
式。因此分散在各處的異質資料庫不用為了資料庫

的整合，而作本身結構上的任何調整。 
 

圖 4  Wrapper Agent功能之一 

 
圖 5  Wrapper Agent功能之二 

 
 
4. 本研究模型設計 
4.1 模型架構  

 
圖 6為本研究的模型架構，使用者由瀏覽器下

達查詢敘述，再經由 Internet傳至異質資料庫系統，
並在各模組的運算後以 SQL格式傳送至各異質資
料庫，各異質資料庫將查詢結果或是資料庫綱要以
XML資料格式傳回異質資料庫系統。而Metadata
由系統管理者透過 Metadata管理模組管理之。 

 

圖 6  本研究模型架構 
 
 

4.2  綱要資訊收集流程  
 
圖 7為本研究的綱要資訊收集流程。包裝代理

人(Wrapper Agent)會在綱要有所異動時，自動透過
ODBC 將資料庫的綱要匯出，再經由綱要 MAP 機
制將綱要資訊轉換成 XML 資料格式。在此 XML
資料格式實際上就是由微軟所提出的 XML 
SCHEMA[8]，此部份及綱要MAP機制會在探討到
包裝代理人工作流程時作一說明。在轉換成 XML 
SCHEMA後，即透過 Internet傳至Metadata管理模
組。Metadata管理模組中的綱要MAP機制會將 

 

圖 7  綱要資訊收集流程 
 

XML SCHEMA轉換成資料庫的綱要資訊或是資料
庫來源等存入 Metadata。系統管理者將透過
Metadata 管理模組中的 Metadata 管理機制對
Metadata中的資訊作管理動作。 
 
4.3  整合查詢流程  

 
圖 8為本研究的整合查詢流程。使用者面對的

是全域綱要，所以使用者的全域 SQL 查詢經由
Internet傳至對應查詢模組後，對應查詢模組將參考
Metadata 所儲存的全域-本地綱要對應資訊等將全
域 SQL查詢作第一部份的分解，再由查詢傳送模組
作第二部分的分解，分解完成後的子查詢送至各異

質資料庫。各資料庫的查詢結果先經由包裝代理人

的查詢結果 MAP機制轉換成 XML資料格式，再經
由 Internet 傳送回結果整合模組。結果整合模組將
接收到的XML資料作整合並配合不同的XML樣板
-XSLT(eXtensible Stylesheet Language 
Transformation)[8]轉換成不同形式的資料，回傳給
使用者。查詢對應模組、查詢傳送模組以及結果整
合模組是參考到[2]的論文。查詢結果MAP 機制會
在探討到包裝代理人工作流程時作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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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整合查詢流程 
 
4.4  Metadata 管理模組  

 
Metadata管理模組實際上就是管理Metadata

格式,所以吾人介紹MetaData格式之寫法。 
在介紹前,先說明本研究的限制-1.本研究僅討

論查詢，2.所有的資料庫皆是可接受 SQL語法之關
聯式資料庫，3.資料型態僅討論字元(char)以及整數
(integer)。 
圖 9為本地資料庫之綱要，系統管理者為此綱

要編寫全域-本地綱要對應表，由於本研究僅討論查
詢，而字元的長度不會對查詢造成任何影響，所以

得全域-本地綱要對應如圖 10。 
 

圖 9 本地資料庫綱要 

圖 10 全域-本地綱要對應表 
 
現舉例說明資料命名、表示以及內容衝突。圖

11 為資料命名、表示以及內容衝突的全域-本地綱
要對應表。本地綱要的屬性皆對應全域綱要的屬

性，並在造成屬性型態衝突的當地資料表屬性上加 
 

圖 11 資料命名、表示以及內容衝突的全域-本地綱
要對應表 

 
註一"+"符號，而在此屬性名稱後面以大括號標明全
域屬性與本地屬性衝突的屬性型態。以圖 11的 tage

為例，其屬性型態衝突記為"{char -> int}"，箭頭(->)
的左邊是全域屬性的型態，右邊是本地屬性的型
態，所以全域屬性Gage的字元型態與本地屬性 tage
的整數型態相衝突。吾人在Metadata中紀錄此項衝
突以便能讓全域查詢拆解成子查詢時獲得正確的
轉換。而關於內容衝突的解決，例如圖 11的 Gsex，
吾人以"男"或"女"作為全域綱要的表示法，並在造
成衝突的當地資料表屬性上，加註一"*"符號，並在
屬性名稱後面以大括號標明轉換規則，當吾人對

teacher表格的 tsex屬性作查詢時，將 "男"轉換成"1"
或是"女"轉換成"0"即可查詢。假設全域查詢如公式
1則可經由此Metadata轉換成本地查詢(公式 2)。 
 
Select Gname From Gteacher Where Gsex='男' And 
Gage='25'… … … … … … … … … … … … … … ..(公式 1) 
 
 
Select Tname From teacher Where tsex='1' And 
tage=25 … … … … … … … … … … … … … … … .(公式 2) 
 
圖 12為兩個描述教師資料的資料表，teacher

比 teacherlist少了 age跟 tdate兩個屬性，卻又多了 
 

圖 12  資料缺項的範例 
 
locate此屬性。對於此資料缺項的問題，吾人是將
描述相同意義的表格屬性取聯集作為此表格在全

域-本地綱要對應表的本地對應表格，至於缺項的部
分則以 NULL代替。所以此全域-本地的對應表如
圖 13。 

 
圖 13  資料缺項的全域-本地綱要對應表 

 
假設全域查詢如公式 3，則轉換後的本地查詢分別
為公式 4及公式 5。 
 
Select Gname From Gteacher Where Gage>25 and 
Gteach='資管所' … … … … … … … … … … … ...(公式 3) 
 
Select * From teacherlist Where age>25     (公式 4) 
 
Select * From teacher Where locate='資管所' (公式 5) 
 
傳回的結果經「外部合併」後即「截長補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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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多的資訊。如圖 14，而在對應到公式 3後，由 
 

圖 14  兩個結果作外部合併 
 
於條件之間以 and 作相連，所以此結果的前三筆
(張三、張九、王五)才是吾人所要的資料。 

在綱要結構差異的 Metadata格式以圖 3為例，
本研究以為圖 3中 Site A的資料表 imd_class的格
式較適合於本研究提出的 Metadata格式，並且適用
於未來的資料整合或是資料倉儲等規劃。所以在全

域-本地綱要對應表上只對應如 Site A的綱要，Site 
B及 Site C的綱要並不會作任何對應。而吾人會在
所對應的本地綱要之表格名稱前加上"*"。假設全域
查詢為公式 6，則依圖 15的對應表轉換成公式 7。 

圖 15  發生綱要結構差異的全域-本地綱要對應表 
 
Select subject From csclass Where 
THENAME='sue' … … … … … … … … … … … ..(公式 6) 
 
Select class From imd_class Where 
name='sue' … … … … … … … … … … … … … … .(公式7) 
 
當查詢到這樣的表格時，就會自動參照到另一

份Metadata，其中註明與此表格(csclass)發生差異的
本地表格綱要(*imd_class)及其餘差異的綱要，如圖
16所示。公式 7根據[3]所提到的轉換規則及圖 16 

圖 16  綱要結構的差異之Metadata 
 
的"differ_point"欄位所紀錄的差異點，自動產生適
合於 Site B(公式 8)及 Site C(公式 9)的查詢語句。 
 
Select sue From imd_class               (公式 8) 
Select class From sue                   (公式 9) 
 
接下來所介紹的查詢對應模組、查詢傳送模組

以及結果整合模組即是將上述的轉換法則及配合

系統管理所訂出的 Metadata格式作結構化、步驟化
的運算。 
 
4.5  查詢對應模組  

 
圖 17為假設的Metadata，圖 18為假設的綱要

結構的差異之Metadata。現有全域查詢如公式 10。
則公式 10中的"Gname"在圖 17皆未對應到
"NULL"，所以表格 csteacher、teacherlist、teacher
以及*tteacher皆可產生本地查詢。而公式10的查詢
條件(Gclass='math' And Gat='imd' And Gage='25')在
圖 17的"csteacher"的"屬性對應名稱"皆未對應到
"NULL"，所以"csteacher"是屬於"一般"之集合。而 
teacherlist、teacher皆有對應到"NULL"，因之此二
者為"資料缺項"集合。而"*tteacher"是屬於"綱要結
構差異"集合。 
 

圖 17  實例之全域-本地對應表 
 

圖 18 綱要差異Metadata實例 
 
Select Gname From Gteacher Where Gsex=‘man’ 
And Gclass=‘math’ And Gat=‘imd’ And 
Gage=‘25’ … … … … … … … … … … … … ..(公式10) 
 
4.6  查詢傳送模組  

 
查詢傳送模組依查詢對應模組傳送的各集合

及圖 17與圖 18將公式 10轉換成各本地查詢送至
對應的本地資料庫中作查詢，如公式 11至公式 16。 
 
"一般"=> Select csname From csteacher Where 
cssex='1' And csclass='math' And csat= 'imd' And 
csage=25 … … … … … … … … … … … … … … .(公式 11) 
 
"資料缺項"=>Select * From teacherlist Where 
sex='man' And tat ='imd' And tage='25' … … ..(公式
12) 
 
"資料缺項"=>Select * From teacher Where 
teasex='man' And Lclass ='math' And 
ages='25'… … … … … … … … … … … … … … .(公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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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結構差異"=>Select ttname From tteacher 
Ttsex='man' And ttclass= 'math' And ttat='imd' And 
ttage='25'… … … … … … … … … … … … … … .(公式 14) 
 
"綱要結構差異"=>Select math From Anteacher 
Where ansex='man' And anat='imd' 
anages='25'… … … … … … … … … … … … … ..(公式 15) 
 
"綱要結構差異"=>Select siname From math Where 
sisex='man' And siat='imd' 
siages='25'… … … … … … … … … … … … … ...(公式 16) 
 
4.7  結果整合模組  
 
結果整合模組依回傳的結果配合全域查詢及

相關的Metadata資料表將各本地屬性名稱轉換成
全域屬性名稱。若是公式12及公式 13的"資料缺項
"的查詢結果，即以 4.4 所描述的「外部合併」的方
法，將結果作一最適切的篩選。並將所有傳回的結

果作聯集傳送回給使用者。 
圖 19即為各查詢結果經整合(聯集)後的結果，

圖中的"∪"及代表"聯集"。 
 

圖 19  查詢結果之整合 
 

4.8  包裝代理人工作流程  
 
主要介紹查詢結果 MAP機制及綱要MAP機

制。 
(1)查詢結果MAP機制 
本機制參考 Ronald Bourret[12]於 2001年所提

出之方法，實例如圖 20。圖 20左方是一般的資料
表，右方則是經此機制轉換後的 XML資料，當中
的 tage為原表格的屬性名稱。 
 

(2)綱要MAP機制 
 
綱要轉換後的 XML資料格式實際上就是微軟

所提出的 XML SCHEMA。XML SCHEMA是一種
Metadata，符合XML格式。可用標準的資料翠取方
法(例如：DOM[8])萃取資訊，並且擴充能力夠。本
研究仍參考Ronald Bourret於2001年所提出之方法
[13]。圖 21為其實例。圖左方是XML SCHEMA，
轉換成 DOM樹代入中間的物件中，再轉換成右方
的綱要。 
 

圖 21  綱要MAP機制的實例 
 
5. 本研究異質資料庫系統的驗證 
 
本研究的異質資料庫以中國文化大學商學院

的四個研究所為例，如圖22。使用者透過異質資料
庫作查詢，管理者亦透過異質資料庫作元資料的維

護動作。本研究的包裝代理人採用微軟所提出的代

理人(Microsoft Agent)[14]作為實作上的印證。圖 23
為異質資料庫系統畫面，圖 24為教師資料查詢畫
面，圖 25為教師資料查詢結果。圖 26為本研究的
包裝代理人，圖 27為包裝代理人接收查詢並處理，
圖 28為包裝代理人接收到資料庫新增訊息並轉換
成 XML Schema。 

圖 22  文化大學商學院異質資料庫系統架構圖 

圖 23  異質資料庫系統首頁 
 圖 20  查詢結果MAP機制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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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教師資料查詢畫面 
 

圖 25  教師資料查詢結果 

圖 26  本研究之包裝代理人 

圖 27  包裝代理人接收查詢並處理 
 

 
 
 
 
 
 
 
 
 

圖 28  包裝代理人接收到資料庫新增訊息並轉換
成 XML Schema  

 
6. 結論及未來展望 
 

異質資料庫的自治性及異質性，使得資料庫的
整合面臨相當多的困難，並且真正的困難往往在於

語意上的異質性。吾人以元資料(MetaData)的方式
解決語意異質性的問題，並提出包裝代理人的概
念，自動地收集綱要資訊及轉換查詢結果，保有資

料庫本身的自治性。資料的交換上採用可跨平台的

XML資料格式作為交換標準，並且在綱要格式的
轉換上採用更具未來性的XML SCHEMA作為轉換
的依據。以文化大學商學院的多資料庫整合系統作

為實作上的印證，並且與全球資訊網互相結合。 
未來可考慮解決其他語意上異質性的問題，多

資料庫間的主鍵、外來鍵或是功能相依性以及正規

化等問題。並考慮資料的異質性、分散性等情況
下，解決異質資料庫間新增、刪除以及修改等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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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個人化資訊服務環境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以下簡稱 PIE)的使用者日益增多，但
是使用者要透過單一的 PIE系統來滿足所有需求卻
是相當困難，此外，PIE 制式的使用者介面有時並
不是那麼的方便使用。  

 
在本文中針對上述的情形提出一些改良的方

法，讓使用者可以在一個 PIE系統中使用其他 PIE
系統的資訊服務，同時能夠更有彈性地設計自己喜

歡的使用者介面。 
 

關 鍵 詞 ： 個人化資訊服務環境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PIE)、延伸標記語言
(XML)、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1. 前言 

 
隨著網際網路資訊數量與使用人口的日益增

長，整合各種資訊服務的需求也更加明顯，大量的

資訊也引發了資訊爆炸的危機。為使網際網路使用

者能夠迅速取得符合需求的資訊，近年來有許多個

人化資訊服務環境(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以下簡稱 PIE)誕生，例如My Yahoo! 
[1]、PChome[2]等。  
 

雖然有許多 PIE系統可以讓使用者選擇及使用
，但是單一的 PIE所能提供的資訊服務有限，且這
些資訊服務只能在同一個 PIE當中使用；假若今天
使用者想在一個 PIE系統中使用其他不屬於此 PIE
系統的資訊服務，或是想在此 PIE系統之外使用此
PIE系統的某些資訊服務時都會遭遇到一些困難。
此外，在絕大多數的 PIE系統中，使用者介面通常
是固定的，使用者所能執行的設定相當有限，這樣

的限制有時候會造成使用者在使用 PIE時的不便，
或是在畫面上呈現出使用者不想要知道的資訊。  
 

有鑑於此，本篇論文提出一個以 XML為基礎
的方法，來解決上述的問題，讓使用者可以在一個

PIE中使用此 PIE之外的資訊服務，並試圖讓使用
者離開此 PIE之後仍可使用此 PIE的某些服務；同

時，讓使用者還可以透過 drag & drop的方式來設計
自己所喜歡的、需要的使用者介面。  
 
2. 相關研究 
 
2.1 個人化資訊服務環境 (PIE) 
 

透過一些實例與研究[1][2][3]，我們知道有不
少的 PIE系統在網路上提供服務。這些 PIE系統通
常允許使用者對使用者介面做一些簡單的設定，同

時提供許多資訊服務。  
 
然而如何提供適當的資訊服務以滿足使用者

的需求，同時具備良好的使用者介面則是目前仍須

努力的地方。  
 
2.2 跨平台使用者介面 
 

為一個系統設計使用者介面不是一件困難的

事情，但是如果要為同一系統在不同平台上(例如：
個人電腦與掌上型電腦、 Java Applet與 Visual Basic 
Win32 Application)設計使用者介面，就會是一件非
常繁瑣的工作，這是因為在不同的平台上所能展現

的功能並不完全一樣。  
 
先前有些研究 [4][5]就著眼在這樣的問題，將使

用者介面的設計儲存在一個 XML 檔案中，再透過
一些程式處理產生對應平台的使用者介面。  
 
2.3 UIML 
 

UIML[5][6]被提出來解決前一小節所描述的
問題，透過這個符合 XML 格式的標記語言，使用
者介面的描述可以儲存在<description>、<structure>
、<data>、<style>、<event>這五個標籤中。運用
UIML，當要更換不同的使用平台時，使用者介面
所需要做的更改便可以降到最低。  
 
3. 個人化使用者介面設定流程 
 

設定個人化使用者介面的流程如圖 1，首先使
用者必須先選擇想要使用 PIE系統中的哪些資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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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接著決定個人自訂的資訊服務，這些自訂的資

訊服務並不是由此 PIE 系統所提供；最後再透過
drag & drop的方式設計自己想要的使用者介面。  
 
 
 
 
 
 
 
 
 
 
 
 
 
 
 
 
 
 
 
 
 
 
 
 
 
 

圖  1. 個人化使用者介面設定流程  
 

在設定好個人化使用者介面之後，當使用者登

入系統時，系統將會讀入「使用者選用資訊服務設

定檔」，然後將使用者介面及所選用的資訊服務顯

示出來。  
 
在第 4節和第 5節中將深入描述上述流程。  

 
4. 資訊服務設定 

 
本節係說明如何利用 XML定義一個 PIE系統

中所提供的資訊服務，以及如何利用 XML 儲存使
用者所選定的資訊服務。 
 
4.1 系統資訊服務 
 

一般的 PIE系統會將使用者所選用的資訊服務
項目儲存在資料庫當中，在本篇論文當中，我們將

這些資訊改為儲存在 XML檔案當中。  
 
首先，我們將 PIE系統所提供的資訊服務以一

個 XML 檔案儲存，此一檔案名為「PIE 系統資訊
服務設定檔(PIE System Profile)」。在此檔案中，主
要儲存了系統所提供的資訊服務，依照階層式的架

構來儲存，例如圖 2即為一個 PIE 系統資訊服務設
定檔的範例。  

 
其中 SysUrl 屬性代表這項服務是連結哪一個

頁面，而 flagLogin屬性是代表這項服務是否需要使
用者登入 PIE系統之後才能使用。  

 
在圖 2的例子當中我們看到此 PIE系統提供了

<News>這項資訊服務，其下又分為<SportNews>、
<TechnologyNews>等子項資訊服務；當然 PIE系統
提供的資訊服務不一定都有階層式的架構存在，例

如圖 2中的<MailService>。  
 
 
 
 
 
 
 
 
 
 
 
 
 
 
 
 
 
 
 
 
 
 
 
 
 
 
 
 
 
 
 
 
 
 
 
 
 
 
 
圖  2.  PIE系統資訊服務設定檔 (PIE System 

Profile)範例  
 
4.2 使用者選用資訊服務  
 

對每一位 PIE的使用者都會有一個「PIE使用
者選用資訊服務設定檔 (PIE User Profile)」，其主要
作用是記錄使用者選用了此 PIE系統的哪些服務，
以及使用了哪些外部服務(即非此 PIE 系統所提供

<PIESystem>  
    <News SysUrl=”...”> 
         <SportNews SysUrl=”...” 
                    flagLogin=”N”/> 
         <TechonologyNews 
                    SysUrl=”...” 
                    flagLogin=”N”/> 
         ... 
    </News> 
    <MailService SysUrl=”...” 
                 flagLogin=”Y”/> 
    <Astrology SysUrl=”...” 
               flagLogin=”N”> 
         <Aries SysUrl=”...” 
                flagLogin=”N”/> 
         <Cancer SysUrl=”...” 
                 flagLogin=”N”/> 
         ... 
    </Astrology> 
    <Funny SysUrl=”...” 
           flagLogin=”N”> 
         <Comic SysUrl=”...” 
                flagLogin=”N”/> 
         <Joke SysUrl=”...” 
               flagLogin=”N”/> 
         ... 
    </Funny> 
    <LibraryNews SysUrl=”...” 
                 flagLogin=”N”/> 
 
    ... 
    ... 
</PIESystem>  

使用者由「系統資訊服務設定

檔」選擇要使用 PIE系統提供
的哪些資訊服務 

設定自訂的資訊服務(非

此 PIE提供) 

透過 drag & drop的方式
設計使用者介面  

儲存成「使用者選用資訊服務

設定檔」(XML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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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 )。  
 
此設定檔和之前提到的 PIE System Profile 類

似。在<PIESystem>下所有的 element和 PIE System 
Profile中<PIESystem>下的所有 element一樣；不同
的地方在於每個 element只有一個 Subscribe屬性，
此屬性決定了使用者是否選用這項服務。  

 
以圖 3 的 PIE User Profile 範例來說，因為

<News>的 Subscirbe 屬性為 N，代表此使用者並沒
有選用整個 <News>服務，而只選用了其下的
<SportNews>服務，因為其 Subscribe屬性為 Y。  

 
 
 
 
 
 
 
 
 
 
 
 
 
 
 
 
 
 
 
 
 
 
 
 
 
 
 
 
 
 
 
 
 
 
 
 
 
圖  3. PIE系統使用者選用資訊服務設定檔 (PIE 

User Profile)範例  
 

除了使用 PIE系統提供的資訊服務之外，使用
者也可以自訂需要的外部資訊服務，並將這些自訂

的資訊服務儲存在<UserDefine>之中。這些自訂的
資訊服務可以只是一個 URL，或者是一個頁面。例
如圖 3 的使用者自訂了兩個資訊服務，其中
<RealTimeStock>的 DisplayType 屬性為 linkpage，

意即直接將此自訂的資訊服務顯示在畫面上；

<YahooLink>的 DisplayType屬性為 linkurl，表示在
在畫面上只會顯示此資訊服務的連結而已，並不會

將整個資訊服務顯示在畫面上。 
 
5. 產生使用者介面 
 

使用者選取自己想要使用的資訊服務之後，就

可以透過 drag & drop 的方式來設計自己需要的使
用者介面，如圖 4。  
 

 
 
圖  4. 利用 drag & drop的方式產生使用者想要的

使用者介面 
 

要達到讓使用者透過 drag & drop 的方式來設
計使用者介面，必須藉助 JavaScript[7]、Layer[8]、
CSS[9]才能完成，整個 drag & drop的設計說明如圖
5。  
 

 
 
圖  5. 利用 drag & drop設計使用者介面的設計  

每個資訊服務以一個 Layer代表，其尺寸大
小依等比例縮小後儲存在 CSS當中 

監視使用者滑鼠 drag & drop的事件及滑鼠
移動過程 

當使用者選擇自己需要的 PIE資訊服務或自
訂資訊服務後，將進入使用者介面設計功能 

利用 JavaScript改變 Layer在畫面上的位置
資訊並儲存在 CSS中 

<UserProfile> 
<PIESystem>  

    <News Subscribe=”N”> 
      <SportNews Subscribe=”Y”/> 
      <TechonologyNews 

                 Subscribe=”N”/> 
      ... 
    </News> 
    <MailService Subscribe=”Y”/> 
    <Astrology Subscribe=”Y”> 
      <Aries Subscribe=”Y”/> 
      <Cancer Subscribe=”Y”/> 

<Gemini Subscribe=”Y”/> 
      ... 
    </Astrology> 
    <Funny Subscribe=”N”> 
      <Comic Subscribe=”N”/> 
      <Joke Subscribe=”N”/> 
      ... 
    </Funny> 
    <LibraryNews Subscribe=”Y”/> 
  </PIESystem>  

<UserDefine> 
    <RealTimeStock LinkUrl= ”… ” 
          Comment=”… ” 
          DisplayType=”linkpage”/> 
    <YahooLink LinkUrl=”… ” 
          Comment=”… ” 
          DisplayType=”linkurl”/> 
    …  

</UserDefine> 
</User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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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我們使用 drag & drop的方式來設計使

用者介面時，必須要先知道每一個資訊服務(不論是
PIE 系統提供或是使用者自訂)在畫面上的尺寸 (例
：200pixels*150pixels)。  

 
如果是 PIE系統提供的資訊服務，我們可以很

容易地知道某一資訊服務在畫面上所佔的尺寸，因

此系統資訊服務設定檔(PIE System Profile)必須修
改為如圖 6，對每一項服務加上尺寸的屬性。  
 
 
 
 
 
 
 
 
 
 
 
 
 
 
 
 
 
 
 
 
 
 
 
 
 
 
 
圖  6.  修改過後的 PIE系統資訊服務設定檔 (PIE 

System Profile)範例 (增加 width, height屬性 ) 
 

相對於系統資訊服務設定，使用者自訂的資訊

服務則必須在使用者選用資訊服務設定檔 (PIE 
User Profile)中的<UserDefine>當中的每一個資訊服
務加上這些服務在畫面上所佔的尺寸大小，修改過

後的 PIE使用者選用資訊服務設定檔如圖 7。  
 
使用者透過 drag & drop 的方式設計出自己的

使用者介面後，必須將此使用者介面的設計儲存在

使用者選用資訊服務設定檔 (PIE User Profile)中，如
圖 8。  

 
當使用者再次登入 PIE系統後，系統將讀取這

個使用者選用資訊服務設定檔，產生出使用者介面

，同時將使用者選用的系統資訊服務、自訂資訊服

務呈現在畫面上供使用者使用。 
 

 

 
 
 
 
 
 
 
 
 
 
 
 
 
 
 
 
 
 
 
 

 
 

圖  7.  修改過的 PIE使用者選用資訊服務設定檔
(PIE User Profile)範例 (增加 width, height屬性 ) 

 
 
 
 
 
 
 
 
 
 
 
 
 
 
 
 
 
 
 
 
 
 
 
 
 
 
 
 
 
 
圖  8.  儲存使用者介面設定的 PIE使用者選用資
訊服務設定檔 (PIE User Profile)範例 (增加了 left, 

top屬性 ) 
 

 

<PIESystem>  
    <News SysUrl=”...” 

width=”300px” 
height=”800px”> 

         <SportNews SysUrl=”...” 
                flagLogin=”N” 

width=”300px” 
height=”180px”/> 

         <TechonologyNews 
                SysUrl=”...” 
                flagLogin=”N” 

width=”300px” 
height=”180px”/> 

         ... 
    </News> 
    <MailService SysUrl=”...” 
                flagLogin=”Y” 

width=”100px” 
height=”80px”/> 

    ... 
…  

</PIESystem>  

<UserProfile> 
<PIESystem>  

    …  
</PIESystem>  
<UserDefine> 

    <RealTimeStock LinkUrl= ”… ” 
          Comment=”… ” 
          DisplayType=”linkpage” 

width=”200” 
height=”100”/> 

    <YahooLink LinkUrl=”… ” 
          Comment=”… ” 
          DisplayType=”linkurl” 

width=”200” 
height=”200”/> 

    …  
</UserDefine> 

</UserProfile> 

<UserProfile> 
<PIESystem>  

    <News Subscribe=”N”> 
      <SportNews Subscribe=”Y” 

left=”0px” 
top=”0px”/> 

      <TechonologyNews 
                 Subscribe=”N”/> 

      ... 
    </News> 
    <MailService Subscribe=”Y” 

left=”0px” 
top=”100px”/> 

    …  
  </PIESystem>  

<UserDefine> 
    <RealTimeStock LinkUrl= ”… ” 
          Comment=”… ” 
          DisplayType=”linkpage” 

width=”200” 
height=”100” 
left=”300px” 
top=”100px”/> 

  </UserDefine> 
</User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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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提出改進現有個人化資訊

服務環境的介面設計，讓使用者可以自行設計他們

所需要的使用者介面，以及可以在某一個 PIE系統
中使用不是由此系統提供的資訊服務。 
 
7. 未來工作 
 

未來我們擬改進設計，讓使用者在離開 PIE系
統之後，仍然能夠繼續使用 PIE系統中不需要登入
即可使用的資訊服務；甚至讓使用者在使用另外一

個 PIE系統時，可以匯入原本 PIE系統的使用者選
用資訊服務設定檔(PIE User Profile)，以減少使用者
必須再重新設定一次的繁瑣程序，要完成這樣的功

能必須針對兩個 PIE 系統的系統資訊服務設定檔
(PIE System Profile)進 行 綱 要 整 合 (Schema 
Integration)。此外，透過 drag & drop來設計使用者
介面的方式也有可以改進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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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網路上資訊服務的個人化漸受重視，個人化

資訊服務系統強調因人而異，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提供個人化資訊服務是圖書館自動化所努力的方向，

本研究乃針對每位使用者的圖書閱讀興趣偏好之不

同，採用協同合作推薦機制，實作圖書推薦系統，期

能藉由使用者之間的相互推薦，達到圖書資訊分享之

目標。本系統的作法是先將對於某一類圖書有共同興

趣的使用者加以群集，再將其所評選的圖書資料與其

他使用者的資料作比對，最後依照使用者的個別需求

加以過濾，以提供符合個別化的資訊。當使用者上線

查詢圖書資訊時，系統會主動提供給使用者可能感興

趣但尚未閱讀過的推薦借閱書單，本系統可以強化傳

統圖書借閱管理系統之功能。 
 

關鍵詞：協同合作式篩選、個人化資訊篩選、推薦系統 

 

1. 前言 

個人化資訊服務過去限於資訊服務技術不足與成本考

量，以致效果不彰。新興的檢索技術─協同合作式篩

選(collaborative filtering)，或稱之為社會化篩選(social 

filtering)因網路的普及而逐漸成熟，目前在電子商務環

境和學術領域中已有相當多協同合作式篩選的系統的

應用實例，同時也有良好的成效[1]。廣義的「協同合

作式篩選」方式有二：一是「以內容為基礎（content- 

based）」，即系統為每位使用者建立個別的模型，以資

訊內容為基礎的過濾機制，藉由資訊的交換來達到個

體之間的合作機制；另一種作法則是藉由相互推薦的 

 

方式將資訊推薦給其他使用者，使用者可以根據自己

的喜好來決定資訊內容符合個人需求的程度，系統再

依據其適合的程度來進行資訊推薦[2]。 

本研究採用使用者推薦的方式，利用與使用者有相同

嗜好的其他使用者之推薦，經由系統的檢索技術，將

偏好相同的使用者歸類為同一群集(cluster)，讓使用者

可以快速的找到他感到興趣，但還尚未閱讀過的圖

書。系統的運作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先尋找並

確認與使用者興趣相同的其他使用者、再計算他們喜

好資訊的相似的程度、最後提供相關的資訊給使用者

參考。運作流程如圖一所示： 

 

 
圖一：協同合作式篩選之流程 

 

協同合作式篩選係以人為的判斷為基礎，故系統能夠

搜索出內容導向擷取技術較難分析的項目，例如對本

書的感覺如何？對某一大類圖書的喜好程度等問題

[3]。 

 

2. 文獻探討 

2.1 資訊檢索  

資訊檢索可分為(1)收集資訊來源(2)選擇適當的資訊(3)

顯示選出的資訊來源三個步驟(如圖二)，檢索流程與協

同合作式篩選十分類似。 

 

 收集資訊 選擇資訊 顯示資訊 
 

 

圖二：協同合作式篩選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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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資訊篩選  

資訊篩選與資訊檢索最主要的差異在於檢索結果對於

使用者需求的符合程度。在資訊檢索中，使用者對資

訊的需求是多元化，故所呈現的資訊也較為繁雜；相

較之下，資訊篩選的使用者需求則較簡潔，因為資訊

篩選為了要能夠過濾使用者真正需要的資訊，必須先

得知使用者的興趣所在，而這些資料的變動較小，故

每次搜集到新的資訊時，這些新的資訊便會和已建立

的使用者所感興趣的資訊做比較，最後再將符合使用

者需求的資訊提供給使用者，其所強調的是主動式與

個人化的資訊服務。 

 

2.3 協同合作式推薦 

協同合作式推薦之概念，是要找出相同興趣的群集，

將彼此喜好的資訊分享給對方，使用者會根據個人的

興趣填寫資訊，在使用者填寫資訊的過程中，系統則

利用使用者間互相比對的技術，將具有相似興趣的使

用者歸類為同一群集，然後將這組有相似興趣的使用

者所搜集到的資訊相互傳給同一群集的其他成員。本

研究的圖書推薦系統即是利用這種使用者互助合作的

方式來過濾資訊，並且將整合後的圖書列表，推薦給

在同一群集中的其他使用者。 

 
2.4 內容導向推薦與協同合作式推薦  

內容導向(content-based)的推薦方式，會將使用者所偏

好的資訊萃取出來，而其他使用者的資訊也利用相同

的方式抽 取 特 �，再和使用者所感興趣的資訊做比

較，最後根據相似性比較的結果，來決定是否要推薦

給使用者。通常利用內容導向做為推薦機制，僅能提

供靜態的建議，導致每一次所推薦的資訊內容重複性

過高。協同合作式推薦並不去分析題材的內容，而是

透過使用者們所偏好的資訊項目以及排名，由系統加

以計算不同使用者之間的相似程度，找出興趣相近的

使用者，形成群集，若使用者對某一資訊項目的評價

很高，系統將會把此項資訊推薦給同一群集的其他使

用者。但其限制是如果興趣較為特殊的使用者，將很

難找到相似的使用者，導致他所得到的推薦內容將非

常貧乏，此外，由於協同合作式推薦系統並未進行內

容分析，故對於未填寫個人偏好資訊的使用者，將無

法獲得適當的推薦資訊。 

 

3. 系統設計 

3.1系統分析與設計  

本研究冀能讓圖書管理系統提供更具多樣化與個人化

的服務，乃利用協同合作式過濾的方式，實作圖書推

薦系統。其原則是將全部讀者依其對不同類別的喜好

值分別建立不同的特徵值(vector)，並將興趣相近的讀

者歸為同一類別，以此做為彼此相互推薦圖書之依

據。讀者對於其所借閱的書籍，可依其閱讀經驗對每

一本圖書提出等級一至五的評等，系統將自動分析所

有讀者之評等值，最後列出最適合的建議圖書，供讀

者參考，以提供讀者一種個人化的圖書推薦系統。本

系統用採用 web-based的架構，並可進一步結合現有的

圖書館借還書管理系統，讀取館內圖書及讀者資料，

做為系統運作之資料庫，增進傳統圖書管理系統的功

能。 

 

3.2系統架構  

本系統的圖書資料庫建置，採分散式主從架構之方式

（client-server），伺服端負責 find neighbor及 compete 

prediction，而用戶端則負責 display prediction，其中用

戶端透過 HTTP 與 Server端做溝通，在推薦系統中，

一個完整的交易動作包括了連結、要求及回應，本系

統以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為建置

環境，利用 MySQL及 PHP做為後端資料庫系統之開

發工具，旨在讓系統管理員可以在網路的環境中快速

且容易的建立各種原始資料庫。 

系統所建立的原始資料，包括圖書資料(book)、使用者

個人偏好分類表(catlist)、圖書分類號(classlist)、等五

項，系統提供管理者對原始的圖書資料庫做流覽、刪

除、增加、修正等功能，如圖三、圖四及圖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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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系統資料庫及其相關功能 

 

 
圖四：資料庫的查詢功能 

 

 
圖五：資料庫的編輯介面 

 

3.3 使用流程 

使用者的操作流程如圖六所示，使用者進入系統後，

系統會要求使用者輸入個人的帳號與密碼，並進行檢

核的動作，如為初次登入系統的使用者，則必須依個

人偏好完成閱讀興趣評等(如圖七)，對已建立閱讀興趣

評等的使用者，則繼續分析其群組，並允許其進行修

正個人的閱讀偏好、填寫閱讀過的圖書評等、或查閱

建議書目等功能。 

進入推薦系統

檢查是否

輸入興趣
特徵值

新使用者

分析計算

使用者群組

顯示推薦系統
主 畫 面

退出系統

Y e s Ye
s

No

No

選擇子功能

輸入使用者帳號 

儲存新使

用者資料

輸入個人

興趣特徵值

取

得
系

統
建

議
圖

書

填
寫

圖
書

評
比

登

出

系

統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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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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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使用者流程圖 

  

4. 系統特色 

本系統特色主要分為「閱讀興趣」、「圖書評等」及「圖

書推薦」三大部份，茲分述如下： 

 

4.1閱讀興趣     

本系統將所有的圖書依照圖書分類法，重新加以分成

廿八大類，使用者第一次登入本系統時，系統會要求

使用者針對每一類別提出個人興趣評等，等級共分為

十級，如圖七所示： 

 
圖七：使用者進行閱讀興趣評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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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使用者的個人圖書類別興趣特徵值(rating vector)

均儲存於資料庫(如圖八)，系統中廿八大類圖書分類代

號則部份條列於圖九。系統在獲取每位使用者的圖書

類別興趣特徵值(即圖八中的每一橫列)後，即可利用

constrained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4]，計算每位

讀者間的相關程度，並將讀者區分為數組不同的群

集，在每一組群集中的讀者，其所推薦的圖書將會推

薦給群集中其他的每一位讀者。 

 

 
圖八：個人圖書類別興趣特徵值 

 

本系統中的 constrained Pearson correlation的計算方式

如下： 

ji

j
T

i
ji uu

uu
uucorrel =),(  

其中 ui 和 uj分別代表使用者 i 與使用者 j 的興趣特徵

值，計算結果 ),( ji uucorrel 為一個介於-1~1 的相關

值，代表這兩位使用者在閱讀偏好的相近程度。由於

讀者資料庫中的人數較少，為避免全部讀者均編入同

一群集中，讀者間相關係數的差異界於 0.4之內，系統

將會歸為同一類別，至於如何決定出合適的臨界值以

進行分類，則有賴於大量的實際資料運作後再進行調

整，方能達到最佳的效果。新加入的讀者在填寫完興

趣特徵值後，依序與每一組群集內的讀者特徵值比

較，找到合適的群集並加入其中，若找不到合適的群

集可加入，則另建立一個新的群集。 

 

 

 
圖九：使用者個人偏好分類表 

 

4.2圖書評等    

利用協同合作式的推薦方式，有賴全體讀者對圖書進

行喜好評等推薦，系統提供每位讀者對其閱讀過的圖

書喜好程度的評等機制，喜好程度等級依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分為一至五級，這也是系統推薦給讀者合

適圖書之主要依據。 

 

 
圖十：使用者進行圖書評等推薦畫面 

 

4.3 圖書推薦    

當讀者登入系統後，系統會先判斷該讀者所屬的群

集，及該群集中其他讀者們所評等的圖書資訊，再列

出前十筆評等值最高之圖書列表，供讀者做為借閱參

考，如圖十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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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系統推薦使用者圖書畫面 

 

5. 結論與建議 

本系統能夠透過伺服端取得每位使用者對不同圖書類

別的喜好程度，並計算不同使用者間對圖書興趣的相

似程度，找出興趣相近的使用者，形成群集，以提供

使用者有用的圖書借閱參考資訊。如果使用者對某一

類的書籍很感興趣，則該使用者推薦的書籍，便會被

推薦給同一群集的其他使用者。然而利用合作式推薦

圖書系統會出現三種瓶頸，分述如下： 

一、協同合作式篩選的系統需要足夠的資訊才能

將圖書推薦給適合的使用者，而這些資訊可

能是使用者對這本圖書的評價，如果該圖書

未被評等時，系統將無法進行推薦工作。 

二、當使用者之間的喜好沒有任何交集時，系統

沒有辦法根據使用者的興趣，提出相對可靠

的推薦，亦即系統找不到與使用者有共同閱

讀與趣者，來協助其篩選資訊。 

三、當協同合作式推薦系統的參與人數與給予評

等的圖書不多時，會影響協同合作式推薦系

統的成效。 

由上可知協同合作式圖書推薦系統僅限於使用者間的

相互推薦，是純為個人的偏好與興趣，本系統並無法

如內容導向的推薦系統，提供較詳盡的資訊供使用者

參考。 

本研究雖對協同合作式圖書推薦系統提出新的模式，

但仍未臻完善，未來可針對下列四項建議，做進一步

發展： 
一、將所有讀者借閱記錄列入讀者之資料庫中，

再與群集中讀者圖書評等類別結合，做為推

薦圖書之參考。 

二、做為群集分組依據之臨界值應可隨系統中讀

者人數動態調整，以達最佳化的系統效能。 

三、現有圖書館管理系統中之圖書記錄均有關鍵

字一欄，本系統可再將每位讀者搜尋圖書資

料所下之關鍵字記錄下來，做為另一種讀者

興趣特徵值，讓讀者群集之分類更符合讀者

需求。 

四、系統列出建議給讀者的參考圖書書目之後，

應可結合現有的圖書查閱系統，提供直接點

選書目即可借閱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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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的方向是提倡支持並擴大軍軍事院校

教育成效，建構國軍軍旅生涯中能夠終生學習的環

境，達成軍事圖書館全面普遍化、數位化、資訊分享、

資訊安全、資訊戰等永續經營策略，以全面提升國軍

軍事知能。設立軍事圖書館，而應該探討學習環境的

建構，是我國軍規劃營區硬體建設、組織編制、編列

發展經費及建立評鑑制度上，應有的基本共識。期能

在平日生活中提供國軍官兵一個優質休閒與進修的

場所，繼續從事學術研究的全方位軍事數位圖書館。 

關鍵詞：軍事圖書館、數位圖書館、資料分享、資訊

安全、資訊戰 
 

ABSTRACT 
The research aims to support and expand the effect on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o establish a whole-life-learning 

environment to achieve the universalizing, digitizing, 

information sham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information 

war and to promote the military intellectual capability 

completely. To establish military libraries should be our 

basic sense of planning the hardware in the military 

camps, distracting the buildup of organization budgeting 

the expending of development developing the system of 

grading evaluation. We hope we can provide the national 

force a good place to relax and study, a completely 

digital library to further academic study.  

Keywords: military libraries , digital library, information 

sham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information war 

 

1. 前言 
今日是個資訊流量高度成長的時代，網路是彼此

通連與交流的基本通路，軍事教育[19,20]當然是教育

與終生學習的一環，其重要性往往關係著國家安全與

興亡，但是就人才的培養而言，沒有人是天生的戰略

家或是偉大的軍事家，如何在其成長、求學的培育過

程中，相對且同時地將軍事基本知識，平行灌輸在接

受軍官養成基礎教育的軍人與軍校學生中；為了達到

這個目的，目前的方法是靠著學長帶領學弟的方式，

但是這個方法極容易衍生出錯誤觀念也透過此方

式，形成錯誤價值觀的複製，這樣結果並不是我們所

期待的，所以我們提出一種能夠提供正確學習環境，

又有能將正確的軍事訓練經驗與成果累積，進一步提

供後繼者、軍官團能因襲研究步驟與學習的途徑。故

軍事圖書館[17]是所有的學習場所中最佳選擇，所以

我們提出軍事圖書館發展的論點，及其應有的扮演角

色、功能、發展方向與適當位階的看法，以提升服務

品質。 

 

2. 相關文獻探討 
2.1. 大學圖書館 

大學圖書館[16,18]以支援大學學程教學與研究

為主要功能，故通常被視為大學整體規劃的部門，以

充分發揮支援大學學術研究之所需，而其建立通常由

下而上的程序自我研究與評估方式進行，並依照大學

所擬定之目的、目標、圖書館收集分析資料，作為規

劃圖書館經營管理[16]之藍圖。如圖 1所示。 

 
2.2. 專門圖書館 

是指隸屬於某一機關、團體，或是服務特定對象

的圖書館，前者如立法院書館；後如電影圖書館、盲

人有聲圖書館等。現在具有規模的各式各樣的專門圖

書館不下百餘所其中包括機關議會、軍事單位、生產

部門、研究機構、工商金融事業及文教機構的圖書資

料單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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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書館策略規劃圖[16] 

 

2.3. 軍事圖書館 

軍事圖書館是隸屬於專門圖書館[15,16,17]分類

中的一種，而專門圖書館是指隸屬於某一機關團體，

或是服務特定對象的圖書館。包括機關議會、軍事單

位、生產部門、研究機構、工商金融事業及文教機構

單位等。這一類圖書館均隸屬於國防部各軍事單位之

圖書資料單位（國軍醫院圖書館則不歸入此類），其

館藏資料軍以軍事、武器、工程及資訊科技應用主題

為其範疇。這類型圖書館約占專門圖書館的一成，其

中以中山科學研究院圖書館最具代表性，館際發展頗

具規模。 

 

3. 相關問題探討 
軍事圖書館目前所存在的相關問題，如各隸屬機

構不同，缺乏設立的法源，缺乏統籌規劃的單位，國

軍軍事圖書館發展政策導向，軍與軍或軍與民之館際

合作，軍事數位資料庫建置與發展等。本身之基本決

策，有界定本身任務、組織、資源分配、經營取向及

基本性質等。此類圖書館依隸屬母機構性質及所蒐藏

資料主題範圍之特殊性來界定，但其間的區隔不易，

又有重疊。各單位圖書館均缺乏橫向的交流與連繫；

又因隸屬母機構不同（有著上、下層級關係），在內

部組織之地位因受長官重視的程度迥然不同；同類型

的圖書館其員額編制、館舍建築、館藏資料與設備等

方面均呈現極大的落差。因為各隸屬機構不同，其在

組織中所佔的地位亦有極大的差異，即使是屬同類型

的圖書館，其服務對象數量、館藏資料多寡、服務品

質要求、員額編制及功能分組，也各不相同。由於缺

乏設立的法源，導致角色雖然很重要，卻十分鬆散，

因組織內最高單位主管的重視程度大不相同，以致各

單位圖書館不論組織、建築、內部規劃、軟體架構均

相差懸殊。以下區分資源、政策、經營三方面來探討： 

 

3.1. 政策面  

A. 缺乏統籌規劃的單位：圖書館隸屬於母機構又

分屬在不同的組織體系中；而圖書館主管單位

均負責輔導正軌體制的圖書館，一般的組織法

規中均以“得設立”圖書館來宣示，而導致專門圖

書館的發展規模不一，所提供的服務、館藏資

源及館際合作發展等方面均缺乏整體規劃。 

B. 次級單位組織：專門圖書館與電腦資訊中心應

整合，但通常是二次資訊的處理機構，各館由

於隸屬之母機構不同，彼此間缺乏橫向連繫，

更遑論整體劃其發展方向（目前已整合完成為

國防大學圖書館，其中涵蓋中正理工學院、國

防管理學院、國防醫學院、國防大學戰略學部、

陸軍學部、海軍學部、空軍學部等單位。尚未

整合者為中山科學研究院圖書館、各軍總(部)

圖書館、兵科圖書館、三軍(陸、海、空)軍官學

校圖書館）。 

 

3.2. 資源面  

A. 館長為發展的舵手：負責人（單位主官）對圖

書館的了解與支持，是圖書館發展的關鍵。由

於經營方向常隨機構負責人、館長（兼任人員）

決定： 

基本任務、

讀者對象、

目的、 

目標、 

計劃、 

服務、 

服務轄區、

比較優勢 

環境 

評估 

辨識館外

機會與限

“配合程

序” 

把外在

機會、限

制與內

在長處

以及價

值觀念

相配合 
辨識館內長處 

評估人力、財力 

、物力資源 

個人的 

價值觀

反饋機制：評估 

財務計

設備計

人力 

資源 

組織計

財務 

程序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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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而改絃更張，因此圖書館的定位，功能、

人員與職能等方面均未能有長遠的規劃，這是

發展呈現牛步化或停滯不前的主因，如何獲得

所隸屬母機構長官的認同與支持，則有待館內

具圖書館專業之熱誠館員的對上、下溝通和不

斷地努力。 

B. 全軍政策導向：由於各軍總部均未設置統籌管

理機構，各級軍事單位圖書館的人員、經費、

設備及各項業務作業規範等均無人研訂，致使

各館無法在合理的保障下正常運作，因此無法

像公共圖書館依其營運要點來推展各項館務。 

C. 館員專業素質：圖書館之專業服務人員通常呈

現質量不足的問題，圖書館負責提供專門性主

題的資訊服務，但因缺乏訓練有素的專業館

員，指兼具專門學科背景（軍事背景）知識與

圖書資訊學雙重素養館員，致使服務品質低

落，不能滿足機構內業務推動或研究所需，故

圖書館員的專業地位被扭曲或忽視。 

D. 購置經費不足：母機構負責人對圖書館業務的

了解程度與支持態度，是決定經費比例的關

鍵，沒有一定比例，往往導致圖書資料經費不

定，致使館藏資源要有計畫的發展確屬不易。 

 
3.3. 經營面  

A. 館際合作：圖書館設立目的主要在提供單位內

各層級人員所需之資訊，並旁及分享各館資

源；但是各館之間由於開放供利用之政策各

異，而資源未能充分共享，館際合作推展困難, 

如何促使館際合作將是重要課題。 

B. 軍事數位資料發展：各先進國家的科技知識服
務機構已由圖書館、資訊中心、資訊分析中心

發展到智庫，其知識服務形式由書目、字辭典、

百科全書、索引、摘要、資訊庫、術語庫、述

評、技術評鑑等發展到科技預測。我們的軍事

單位圖書館發展迄今，其模式一如往昔，無法

蛻變成提供知識服務的型態，希望高層總部能

重視這個問題與預測所需的決策參考資訊，尤

其在全球資訊網蓬勃發展之際，專門圖書館功

能的發揮更顯得重要。如何配合母機構的經營

管理方針，適時提供彙整的內、外部資訊以供

決策參考，乃為當務之急。 
4. 提升讀者服務之芻議 
今日的圖書館已經逐漸走向無紙社會，電腦、通

信與傳播科技的綜合應用，已將人類文明推展到空前

未有的境界。值此全球資訊網路全面發展之際，各類

型專門圖書館及資料單位應積極規劃各種資訊服務

遠景。而且也從傳統的文件管理邁向無紙的檔案管

理，就是將文件紙張改變成光碟或磁片方式來保存，

因空間可以大幅度節約下來，故可以計畫增加館藏

量；且保存的方式也更加便利，清點也更佳方便，也

更方便於攜行，所以提升對軍事讀者服務這是一項正

確與刻不容緩的發展方向。 

 

4.1. 政策面  

A. 儘速修訂軍事圖書館相關法規與標準。 

B. 建立軍事單位圖書館輔導體系。 

C. 公布軍事圖書館法，以為各機構設立專門圖書

館或資訊中心。以及「專門圖書館營運管理要

點」，以作為軍事圖書館推動館務之參據。 

D. 專門性的文獻傳遞中心，加速資訊獲取的時

效；並推動資源共享觀念，共同合作發展館藏，

建立虛擬服務網路，共同在網路環境中提供合

作閱覽與參考諮詢等項服務，彼此間分享資訊

資源或透過合作聯盟的方式，提供電子文獻資

料庫檢索服務。 

E. 培育具備軍事與圖書館雙重專長所需的人才：

圖書館員具有利用資訊科技整理資訊資源的知

識與技巧，以便在網路環境中適時的為使用者

提供適切的知識服務。資訊諮詢家，資訊分析

師與資訊教育家具備圖書資訊學及專門學科素

養（三軍大學兵學研究所、戰爭學院、指揮參

謀學院、兵種高級班之學歷），兼具備電腦、資

訊等方面的知識，以便提供知識性的專題服務。 

 

4.2. 資源面  

A. 提升圖書館專業人力及其專業素養。 

B. 人員的在職訓練，研習觀摩，以增廣見聞及進

行經驗交流。 

C. 積極研訂各項營運的標準與規範。 

D. 建請各單位寬列比例經費，以充實各館之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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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E. 提升軍事專門圖書館的資訊資源服務系統之服

務與功能。 

F. 專業化、電子化、網路化的服務，使讀者能在

最迅速的時間內獲取所需的資訊。普遍採用自

動化作業，並建置網路連線服務架構，以期便

利讀者自網網相連的電腦網路資源中蒐尋所需

的資訊或知識，達成各館資源共享的理想目標。 

G. 建立健全的書目、索引、摘要、資訊庫、術語

庫等，並以資訊計量、引文分析的方法作知識

評鑑及科技預測。電子圖書館與知識服務網路

建立。 

 

4.3. 經營面  

A. 強化館際合作，以利資源共享。 

B. 建立各類的知識加工與服務系統（聯合目錄系

統、術語庫）。 

C. 加強運用網際網路，以提升服務品質，結合相

同領域的專門圖書館建立整合性資源介面。 

D. 提升使用者的圖書館利用技能與資訊素養（研

習推廣活動）。 

E. 研訂軍事專門圖書館管理、組織、館藏發展、

建築規劃、設備及服務方針等方面之標準與規

範，以供各軍事類型專門圖書館推展業務之依

據，這些準則並可作為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以期逐步改善人力、館藏、經費等不足的窘境。 
 
5. 組織再造之建議 
軍事圖書館是指隸屬於軍事建制部隊、軍事研發

單位、軍事教育學校，或是服務軍人、眷屬對象的圖

書館，目前僅有的圖書館例如：現在具有規模的各式

各樣的國防大學各院校圖書館、三軍官校圖書館、中

正預校圖書館、陸軍高中、兵科學校圖書館、連隊中

山室等。其中國防大學各院校圖書館、三軍官校圖書

館屬於一般大學圖書館性質，中正預校圖書館、陸軍

高中屬於高中圖書館性質[21]，軍事單位兵科學校圖

書館、連隊中山室機構的圖書資料卻不屬於任何發展

方向的圖書室，而兵科學校卻扮演著相當重要的研

發、使用、改良、評鑑、訓練與成效驗收者角色。在

國軍現行基層部隊中的有中山室之設置，其中放置一

些上級（透過總政戰部系統）撥發到連隊的書籍，其

中內容也涵蓋地十分的廣泛，有軍事的（通常區分有

「限閱」、「密」、「機密」等層級如圖 2所示，時效性

有區分「訓練用」、「演習用」等連絡）、休閒的也有

知性的，各層級指揮官雖是依規定設置卻無法鼓勵所

屬多加利用，原因出在連隊官兵從早到晚總有作不完

的事，哪裡有時間去作專業領域的研究，故大多是針

對演習及基地訓練中所測驗的項目作複習與技術複

製，通常運用的方法是師傅教徒弟的模仿方式反覆練

習到會為止；故師傅的觀念、操作方法與步驟是否正

確，便顯得相當重要。 

 

圖 2 軍事圖書室的雛型 

 
5.1. 建立軍事甲級圖書館的層級架構支援軍

事教育與訓練  

國軍九十年度軍事教育研討會（90.12.28.）指出，

為因應二十一世紀科技化的世界潮流與國家教育改

革趨勢，必須以新思維、新觀念，勾畫出新世紀的軍

事教育，培養 e世代的建軍人才。所以我們提出應明

文建立發展軍事圖書館之層級架構的構想，以落實支

援軍事教育之需求，方能達成「培育術德兼修、允文

允武的國軍幹部」、「陶鑄具國際觀、富科技知識與人

文素養的現代化優質軍官」、「建構完整的『軍事學

門』，豎立國軍軍事學術地位」、「推廣國軍幹部實現

自我理想，營造終身學習的環境」，此四項軍事教育

規劃的願景，以迎接新時代對國軍的考驗，及因應建

軍備戰及國家經濟發展需要作調整，進而促進國軍的

現代化。因此我們建議的軍事圖書館層級架構，如圖

3與表 1所示。 

 

休閒、知性 限閱、密、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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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軍事圖書館層級架構 

 
表 1 軍事圖書館層級架構 

軍 事 圖 書 館 甲 級 架 構 編 組 表 

部本部及
編制內一

級單位之

圖書館 

國防部圖書館、史編局圖書
館、國防大學圖書館、政戰

學校圖書館、中正國防幹部

學校圖書館、軍法局圖書館
等。 

陸軍總部

及編制內
一級單位

之圖書館 

陸軍總部圖書館、陸軍官校

圖書館、步兵學校圖書館、
裝甲兵學校圖書館、砲兵學

校圖書館、化學兵學校圖書

館、工兵學校圖書館、憲兵
學校圖書館、通信學校圖書

館、後勤學校圖書館等。 
海軍總部

及編制內

一級單位
之圖書館 

海軍總部圖書館、海軍官校

圖書館、輪機學校圖書館

等。 

空軍總部

及編制內
一級單位

之圖書館 

空軍總部圖書館、空軍官校

圖書館、航空機械學校圖書
館、通信電子學校等。 

國 
防 
部 

聯勤總部

及編制內

一級單位
之圖書館 

聯勤總部圖書館等。 

 
5.2. 建立軍事乙、丙級圖書館的層級架構支援

軍事教育  

往往國軍僅能依據上級規定佈置中山室，卻因戰

士們無暇使用而任由荒廢，我們認為以其流之於形

式，倒不如以駐地大小為單位來規劃設置圖書館。如

此一來也可以達到節約資源與妥善管理之目的，而管

理的人員選拔可以選用大專圖書資訊科系畢業之自

願役與義務役士官兵來擔任。師、獨立旅級為最小的

戰略單位，故其為假想層級組織架構如圖 4。 

 
圖 4師（旅）級軍事圖書館之組織架構  

 
我們建議要建立作戰區師旅級圖書館，刪除營連

級中山室的連隊書箱，改陳列生活化的書報、雜誌，

如圖 5 作戰區國軍圖書館建制模式，及如表 2 作戰

區軍事圖書館的層級架構。 

 
圖 5 作戰區國軍圖書館建制模式圖 

 
表 2 作戰區軍事圖書館層級架構 
軍 事 圖 書 館 乙 級 架 構 編 組 表 

作
戰

區 

軍團部本
部及編制

內一級單

位之圖書
館 

軍團司令部圖書館、砲指部
圖書館、勤指部圖書館、裝

甲旅圖書館、工兵群圖書

館、通信群圖書館、空中騎
兵旅圖書館、裝甲騎兵營

（特遣隊）、獨立團、營、

連圖書室等。 

 
5.3. 數位化館藏建置：  

A. 光碟資料庫：因應資訊時代脈動於潮流，完成

光碟資訊網路建置，如中央社剪報系統、詹氏

國防資料庫等，俾利讀者二十四小時檢索。 

B. 電子期刊：基於紙本期刊漲幅、空間儲存及使

用便利等方面考量，應遂年嘗試訂閱 AP電子資

料庫。如 Ei2 及 EBSCOhost等網際網路工程資

訊服務系統，提供單一介面查詢各類工程相關

資 

           訊。 

C. 設置移動式書櫃：由於館內典藏空間為多為固

軍團圖書館 

師旅群級圖書館 獨立營連圖書室 特殊圖書研究室 

政戰處長兼任圖書館長 

發展委員會 

政戰部參謀官兼任副館長 

自願役官士兵(具圖書館專長) 

甲級(國防部、各軍總部、軍校、兵科學校)

發展委員會 

乙級(作戰區、師、獨立旅、群)

丙級(團、獨立營、連、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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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式書櫃，在無法有效增加館藏面積及空間的

考量之下，軍事圖書館擬以多期程之方式逐步

完成增加館藏總量之目標。近程以爭取年度經

費或標餘款設置移動式書櫃。如此，不僅可解

決館藏空間及總量需求不足之考量，亦可進一

步提昇各館於軍事學府之樞紐角色，並拉近與

一般知名大學之差距。 

D.  資訊系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可考量採用如鼎

盛公司所代理之 URICA（SPYDUS）系統。提

供館內各項作業及讀者查詢所用。為俾利讀者

更人性化查詢，並於新年度將 OPAC 公用目錄

查詢系統由 DOS版升級為WEB版。 

E. 館際合作：為提供讀者更廣泛學習空間，應參

與中國圖書館學會及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

會，以提供讀者館內未典藏之資料外，另與各

大學如台灣大學、中山大學、高雄科技大學及

各軍種、兵科學校圖書館等簽訂館際圖書互借

合約，凡讀者需求之圖書資料，均可憑該校之

借書證借閱或影印。 

 
5.4. 數位化典藏與評鑑 

數位典藏資料類型有特藏文物（例如地方誌、地

圖、族譜、善本書）；電子期刊（例如 Electronic 

Library電子版+紙本、Document Workd電子版）；視

聽資料（例如CD、VCD、DVD）；電子參考資源（例如

字典、百科全書、名錄指南）；電子書等（Stephen King. 

The Plant       http：//www.stephenking.com）。 

A. 數位典藏問題評析：資訊組織標準（編目規則、

控制字彙或索引典、標題表、Matadata）；數位

資訊的組織模式（全文檢索、建立 Matadata、

對全文做結構性的標示）；資訊檢索標準（資訊

的整合檢索、館際交流合作機制）；權威控制設

計（名稱權威檔）；知識組織與呈現方式（數位

圖書館與網頁區別）；資料庫系統的檢索介面設

計（介面設計應具親和力）；網路傳輸問題（傳

輸速度、安全控管）。 

B. 數位化典藏的技術與實務：就文化保存而言（文

物檔案製作成數位化檔案後，原件調閱率可大

幅降低，以減緩原件毀損程度，有助於典藏保

存）；就保存時間與空間而言（以數位化方式製

作複本，可作永久保存之典藏版，且比影印紙

張或製成微捲更能節省保存空間）；就使用性而

言（數位化檔案可配合Matadata著錄格式的標

準化，建立影像檢索資料庫，檔案使用與整合

交換的便利性將大為提高。且使用者可不受時

間與空間的限制使用數位館藏。並將實務經驗

分享各校與館員，歸納實施數位化典藏成敗關

鍵因素，首要周詳規劃、全程參與掌控、時時

偵錯更正、團隊合作與個人投入。 

C. 數位典藏的評鑑構想：從中國圖書館學會訂定

的「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指出圖書館事業

五大願景：保存文化紀錄、維護知的權利、整

統資訊資源、滿足資訊需求、推動終身學習。

為達成五項願景，圖書館應追求七項發展目

標：促成圖書館法通過，資訊服務法制化、標

準化；行政管理專業化，人員編制制度化、合

理化；善用資訊科技，文化紀錄保存數位化；

落實資源共享原則，館藏發展與館際合作制度

化；善用管理資訊系統，圖書館服務及經營管

理自動化；強化中小學圖書館媒體中心組織編

制，教學資源多元化；全國學科主題資訊、知

識加值系統規劃整體化。 

D. 館藏評鑑方法：簡單區分為傳統、數位館藏評
鑑等兩種方法。傳統館藏評鑑方法有量的評

鑑、書目核對法、引用文獻分析法、專家評鑑

法、流通分析、館內使用調查、讀者意見調查、

資料提供能力評鑑、期刊使用評鑑等。數位典

藏評鑑方法有量的評鑑（數位館藏量、數位館

藏成長量、各種學科數位化資料的成長率、使

用率分析、資料提供能力評鑑）；質的評鑑：內

容（範圍、完整性與明確性、新穎性）、權威性

（作者、編輯者、出版者）、編排與設計（結構、

多媒體應用方式）、數位化檔案儲存格式（留存

用影像、檢視用影像、預覽用影像）、使用方式

（紙本資源與電子資源平行出版、使用者介

面、連結之穩定性 、網路的可靠性、使用限

制）、成本（購買、租用、硬體設備）、專家評

鑑（由具備學科背景的專家直接觀察數位館藏

來進行評鑑）；使用者意見調查：探討使用者的

背景、了解使用數位館藏的目的、了解哪些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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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經常或很少使用的館藏、對館藏內容的滿意

程度、探討讀者對館藏不滿意之處、了解檢索

介面之親和性與便利性、了解讀者使用數位館

藏的地點與網路傳輸速度。比較之下數位化典

藏評鑑缺乏具有權威性的標準書目，因此較不

適用書目核對法；傳統館藏的使用毋須考慮網

路、連結與使用介面等問題。 
 
5.5. 軍事圖書館運作內容與功能  

軍事圖書館要獲得軍、士官、兵的重視與充分運

用，故需從圖書館經營面、軍士官教官、助教執行面

與，軍、士官學員運用面等三面項來說明之。詳如表

3所示。 

表 3 軍事圖書館的基本運作與功能 [4,12,13,21] 

項次區分 基 本 運 作 內 容 與 功 能 說 明 

圖書館經

營 面 

1. 館藏發展以能符合軍事院校

的教育目標與課程發展需
求，故館藏需具備多樣性、

層次性、豐富性，以服膺軍

事研究之特殊需求。 
2. 館長、員及圖書館發展委員

會決策者們，需具備預測教

學與研究需求，以掌握軍事
圖書館未來發展方向 

3. 能充分提供軍事相關的教

學、參考、書目服務，使官
兵均能有效利用圖書館的資

源、設備與設施。 

軍、士官教
官、助教執

行面 

1. 實施以資訊教學資源為主的
軍事學習教學活動。 

2. 教官需具備基本資訊素養，

適時提供有效的圖書學習指
導，並將狀況推演涵蓋資訊

資訊專長特色，讓學員練習

並完成資訊相關作業。 
3. 教學方法以資訊設備及軍事

器材整合運用為優先。 

軍、士官學

員運用面 

1. 具備主動學習與積極參與的

態度，善用各種型式教學媒

體，及運用線上檢索系統，
否則任何書目指導或資訊素

養指引都無法見效。 
2. 主動推展軍事資訊設備與軍

事圖書的利用，並適時舉辦

說明觀摩會。 

 
 

6. 結論與未來發展方向 
6.1. 結論  

數位化將現有笨重媒材改變為短小輕薄、現有

網路資源需考慮其往後使用、圖書館不因媒體改變而

研擬如何推陳出新、地方文獻、數位化典藏、視聽室

是否仍需存在？視聽媒體、網路化、共享、共建、共

成（資訊靠分析、洪流便點滴；眾人一條心、四兩撥

千金；產銷一體、快樂定無比）。 

解決方法應從修訂法規與標準，圖書館輔導體

系，軍事圖書館法，專門圖書館營運管理要點，電子

文獻資料庫檢索服務，軍事與圖書館雙重專長的人才

等方向著手。故此處所提出建置軍事數位圖書館、室

之構想模式，運用軍事通行碼[1,24]針對軍事院校、

兵監單位、訓練基地、國軍駐地與支援演訓之資訊戰

略，來構建軍事專家系統[4,11,27]、圖書館無線網路

支援及登錄存取軍事作戰資料之模式。 

早已具備資訊設備、師資、人才優勢的台灣，

妥善地規劃軍事圖書館與運作是可為的，如何將近四

十萬的國軍轉變成 C4ISR[27]的資訊戰士，是今天不

作明天就會後悔的事，而如何將全國中、高等教育的

莘莘學子，轉變成資訊戰的種子來培育，更是當前教

育的重大目標，因為這項精進工程將關係到台灣近二

千三百萬國民的未來。 

 

6.2. 未來發展方向  

A. 正確觀念的釐清：面對資訊洪流，圖書館應負

起職責整合相關資訊，提供便捷資訊，推展館

際交流服務，提升服務技巧與加值服務，於業

務職責內，尊重智慧財產權，致力結合典藏資

源以融入教育生活中，提供無牆國界與數位終

身學習環境。 

B. 統合資訊戰、軍事圖書館與國防通識教育之發

展：在網路科技的的支援下，作戰型態也隨著

科技的進步而日益精進，今日的資訊戰爭，早

已從文化上、外交上、經濟上、政治上等方面

陸續展開，軍事方面更是如火如荼地，從表面

上的武力競賽延伸到暗地爭鬥，也從單一的軍

事攻擊擴大到涵蓋整個戰爭面的全民戰爭。故

我台澎防衛作戰的作戰戰略，從島外之境外決

戰，因為科技的突飛猛進助長戰爭面的無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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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已經無法依傳統區分為區分出島外及島內

作戰，我們日漸失去局部優勢的台海防衛作戰

之同時，必須尋求一種全民防衛的總動員作

戰，因此我們提出精進國防通識教育之建議。 

C. 七年一貫國防通識教育的教育支援中心：我們

提出看法是將資訊戰、軍事圖書館與國防通識

教育三者相連結。就是將高中職與大學的軍訓

課程作七年一貫的分化，畢業後進入軍中服役

時連結軍士官養成的基礎課程，以發展軍事圖

書館來作為支援資訊戰的重要搖籃，並扮演者

承先啟後的角色，並解決軍中人士異動的問

題，以賡續軍、士官同志之軍事研究。[1,4,10] 

D. 舉辦國軍國防資訊教育與資訊戰學術研討會：

定期舉辦分級的國際性軍事資訊安全研討會，

及校園內推行資訊安全讀書會。增強對「資訊

戰」相關理論的瞭解與推演能力，且研習密碼

學等與資訊安全領域中關聯性，增強國民運用

密碼技術解決資訊安全之能力。 

E.  運用藝文中心，展示各項藝文展品，培養學生

之人文藝術修養：透過各項管道，邀集國內知

名之藝術展品，於軍事圖書館內建立藝文展示

中心，安排檔期展示不同風格之作品。積極培

養軍事單位或院校學生除哲學、科學及兵學之

進修外，具備人文藝術之修養，達到陶冶學生

之身心，進而營造軍事單位或院校人文藝術之

環境，期能提昇本軍未來基層幹部之文藝氣

質，為國軍戰力 提昇貢獻一份心力。 

F. 提昇館藏品質，建立館藏特色，建立北、中、

南部軍事學術研究中心：軍事圖書館兼具大學

圖書館與軍事圖書館之特質，故軍事圖書館一

方面積極建構典藏一般大學圖書館館藏以及提

昇館藏品質，期拉近與知名大學之角色，並藉

與各大學館際合作之功能，增進以及分享與各

大學間各項之館藏資源合作。另一方面就母體

單位發展建立具有特色的軍事館藏，以塑造軍

事軍事圖書館之特色，並藉由強化網路資源以

及豐富之館藏，使軍事圖書館成為軍事學府之

學術中心。 

G. 館藏量充實與更新，質量並重，並發展電子化

館藏：運用短期投綱預算，計劃性充實圖書、

期刊、視聽及電子資訊等館藏資源，並逐年定

期汰除老舊複本圖書資料，以維持館藏資料實

用性。 

H. 發展整合性自動化系統，提供各項資訊化服

務：整合自動化系統及資訊網路，提供新穎、

實用、便捷電子數位化資訊服務。 

I. 結合資訊中心之資訊技術，建置先進數位化圖

書館： 為配合 21 世紀資訊脈動，運用科技資

訊，軍事圖書館擬規劃發展完整先進的數位化

圖書館，提供各軍事單位透過網際網路來檢索

建置在軍事單位或院校的全文資料庫。 

J. 強化館際合作交流，資源共享：透過參與中華

圖書資訊館際合作組織協會、與其他單位合作

或聯盟等方式，進行各項館際交流，並運用便

捷線上館際合作服務，擴充館藏使用層面，以

互通有無，資源共享，提供更廣泛圖書資訊資

源服務與學習空間。 

K. 管制手段與預算配合：訂出近、中、遠程目標

因應時代潮流趨勢，為精進軍事圖書館教育圖

書之館藏量，調整近程編列之投綱計畫經費比

例，以符實際需求；且圖書採購以新穎、實用、

支援教學與研究進修為原則，優先補充社會、

自然、應用科學類等圖書，使數量有效提昇，

並在品質上亦獲得改善。並以滿足軍事單位或

院校各設系之標準，積極訂閱紙本及電子期刊。 

L. 專案爭取圖書費：結合各項資訊資源，除定期

運用五年投綱經費外，另向總部或國防部積極

爭取圖書專款充實館藏量。 

M.  賡續充實電子期刊及光碟資料庫，以利遠距圖

書服務之推行：結合軍事圖書館望路及校園網

路，實施遠距圖書服務，提供書目、全文影像

資料庫檢索服務。 

N.  強化數位化資料庫館際合作，以達資源共享之

目的：賡續參與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及

全國數位圖書館資源共享聯盟（組織），進行各

項館際交流，擴充館藏使用層面，提供更廣泛

資訊與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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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識別符分類編碼與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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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子簽章法通過後，國內對於 OID的註冊與管
理有急迫需要.由於國內長期以來一直無政府單位
介入 OID的管理，但 OID管理又屬服務性質，很難
由管理 OID取得利益，因此造成國內雖有民間企業
向 ISO申請註冊 OID區段，但仍無管理機制與註冊
程序，限制了 OID發展與運用。因此本篇論文提出
從目錄資訊架轉換成 OID分類編碼方法，並利用現
有 Domain Name 分層授權管理關念與註冊管理辦
法，快速建立 OID 管理機制，作為發展建立台灣
OID註冊管制度可行模式之一。 
   
關鍵詞：物件識別符，OID分類編碼，目錄資訊，
OID註冊管理機構，資訊物件 
 

Abstract 
 

With the Electronic Signatures Law passed, it has 
become urgent to have a complete regist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policy for Object Identifier (OID). 
However, Taiwan's authority did not involve into 
OID's administration in the past years that caused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no related OID rules to obey. 
It limited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as result of lacking 
OID rules approved by public author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thod to transfer "Directory Information 
Tree" into "Classification  Encoding for Object 
Identifier" ,To adopt current Domain Name 
hierarchical authorizative method and  procedure for 
the registration to establish an OID mechanism for the 
future OID registrationa and administration. 

 
Keyword: Object Identifier , classification  encoding 
for Object Identifier , Directory Information Tree , 
reg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authority , information 
object 
1. 前言 

 
由於資訊的交流在網際網路上是非常頻繁，國

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ISO) 定義了物件識別符(Object Identifier，OID)來
做為資訊物件的唯一識別符，讓資訊在網際網路上

傳遞更為方便和安全，且雙方皆可以明白資料內

容。OID標準訂立初期，未有相關技術規格定義必
須使用 OID，使得 OID 可用可不用，影響 OID 普

遍流通，也未將 OID管理規範與機制訂立清楚，造
成 OID配發混亂，最明顯的例子即是台灣的中華電
信與網達國際公司分別向 ISO 申請代表台灣

country code 886和 158之 OID區段，造成衝突碼
的現象，另一個例子是代表大陸和香港 country code
之 OID區段已為其它公司搶先申請註冊，由此可見
OID的管理機制混亂。 

 
近年來許多技術規格定義必需使用 OID，如

X509(v3)，LDAP(v3)，MIB 等，才讓 OID 普遍使
用。為維持一個 OID即代表某一資訊物件的唯一識
別必須對 OID的編碼和分類原則加已規範，而且也
必須有註冊管理辦法來嚴格管制。國外政府機關 10
年前已開始對 OID 管理，由其是美國對 OID 的管
理更是積極，配合 Internet 的發展，造成它們 OID
的使用普及至各個資訊物件中，目前就整個 OID 
Tree來看，美國發展的較大廣泛，且註冊管理制度
也較健全。國內長期以來一直無政府單位介入 OID
的管理，OID管理又屬服務性質，很難由管理 OID
取得利益，造成國內雖有民間企業向 ISO申請註冊
OID區段，卻發展慎微，且管理機制不明。 

 
隨著電子簽章法通過，為維護人民權益，政府

主管機關重視 OID管理機制與註冊問題，雖然 ISO 
9834 技術規範定義了一些關於 OID 管理規範，但
是未將 OID編碼、分類和管理機制定義清楚，使每
一個國家的編碼和分類方式都不同。台灣的資訊產

業發展與其它國家並不相同，關於台灣 OID編碼、
分類和管理機制並不適合以某一個國家的當範

本，由其是美國這樣的國家，究竟國內並無像美國

那些全球高佔有率之大公司(如:微軟，思科等)，更
不適合將 ISO技術規範直接翻譯成中文，草率行事， 
本篇論文將參考幾個組織所制訂立之 OID 管理機
制與 ISO 技術規範，配合國內目錄資訊(Directory 
Information Tree 簡稱 DIT)架構發展需要，提出一
種適合台灣使用之 OID分類和管理機制，將在第二
章對 OID 作簡單介紹，第三章說名台灣 OID 現況
與問題，第四章提出將目錄資訊架轉換成 OID分類
編碼方法，第五張說明利用現有 Domain Name分層
授權管理關念與註冊管理辦法，快速建立 OID管理
機制，最後對目前國內 OID未來發展狀況作剖析。 
 
2. OID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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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ASN1標準規格定義的OID是為一樹狀結
構，每一個節點代表一個數值，每一個 OID 為由
根節點(Root)開始到葉點(Leaf)所經過的節點的組
合，OID是由節點數值所組成的，而葉點即代表某
一資訊物件的唯一識別，不可允許將不同的資訊物

件，同時指定相同的物件識別符，例如數位簽章加

密演算法其中一個演算法 rsaOAEPEncryptionset 的
OID 表示方式是 1.2.840.113549.1.1.5 。目前 OID 
tree 的其根節點(Root) 由 ISO和 ITU-T組織管理，
自根節點開始有三個分支，分配的情形為 0以下的
subtree 是由 ITU-T管理，1以下的 subtree 是由 ISO
管理，而 2以下的 subtree 是由 ISO和 ITU-T共同
管理，分配給台灣的 OID應在 1.2 和 2.16的底下，
這二段OID是分配給 ISO 的會員(依 ISO 3166規定
country code分發)，如台灣是 158、大陸是 156等，
如圖一。 

 
目前已有許多技術規格已經定義必須使用

OID，如 X509(v3)，LDAP(v3)，MIB等。電子簽所
使用的公鑰憑證格式即是尊守 X509 標準規範來中
的加/解密演算法及碎映函數、憑證政策(Certificate 
Policy)、擴充欄位皆需一組物件識別符來識別；目
錄資訊架構則是依 LDAP標準規範建立，許多國際
大廠(如 Microsoft， Cisco，IBM) 接以發展目錄資
訊運用軟體，未來許多國家的目錄資訊也有可能遵

循 LDAP規格來建立；MIB則是在網路設備的管廣
泛被使用，包含多種通訊網路設之 SNMP協定皆須
使用。目前 OID 的發展與管理具規模者為美國的
OID(1.2.840)和 Inetner OID(1.3.6.1)，二者皆是多年
管理與推廣之典範。 

 

 
圖一 OID架構圖 

 
為維持一個 OID 即代表某一資訊物件的唯一

識別，必須對 OID的編碼和分類原則加已規範，而
且也必須有註冊管理辦法來嚴格管制。 雖然 ISO 
9834 技術規範定義了一些關於 OID 管理規範，但
是未將 OID編碼、分類和管理機制定義清楚，使每
一個國家的編碼和分類方式都不一樣，且對管理機

構的資格也不未說明，僅定義 1.2 和 2.16 的下的
OID 是依據 ISO 3166 規範(ISO 3166 定義代表各
國的 country code)分配，且 ISO也未嚴謹管理各國

的申請單位，造成 OID配發混亂，如前面所提到的
在 ISO 下代表台灣之 OID 有衝碼問題(1.2.158 和
1.2.886， 2.16.158 和 2.16.886) ，而代表大陸
(1.2.156,2.16.156)和香港的 OID (1.2.344,2.16.344)
皆已被民間公司登記註冊，將來勢必將引起一番爭

議。 
 

3.台灣目前 OID管理現況 
 

台灣目前 OID 管理現況是沒有政府主管機關
介入 OID之管理，由人民間自行向 ISO申請 OID，
已造成OID國碼衝目前有中華電信已向 ISO申請登
記為 2.16.886之 OID，目前以分發有 2.16.886.1供
政府授權憑証(GCA)使用，而 2.16.886.2 分配給工
研院供作目錄資訊服務(DIRECTORY SERVICE)研
究，今天民眾使用網路報稅之電子憑証即是 GCA
之運用，電子憑証內即含有 2.16.886之 OID。網達
國際公司向 ISO申請登記為 2.16.158之 OID，已劃
分三個子 OID(2,16.158.1 組織，2.16.158.2 資策
會，2.16.158.101 政府組織)，但無實際運用。 

 
ISO和 ITU是以 ISO 3166規定之 country code

分配國家 OID 編碼，對於每個國家 OID 管理機構
資格則無規範，而 OID碼非電信編碼，但涉及重要
資訊標準之制定，因此國家 OID管理機構涵蓋主管
機關及執行機構兩部份，依國外作法 OID 主管機
關均是由負責國家標準，具公權力之政府機關負責 
(如美國 NIST)，至於 OID 執行機構則是由該國之
民間標準組織 (如美國 ANSI) 來負責。由於台灣目
前有中華電信與網達國際公司分別向 ISO申請 886
和 158 當台灣的 OID 國碼，已造成 OID 國碼衝碼
問題，在電子簽章法通過之後，為保障人民權力，

目前由電子簽章法的主管機關積極開會協調，確定

台灣 OID 國碼和 OID 主管機關與執行管理機構。
有政府機關介入 OID 管理，將可推廣台灣 OID 普
遍運用至每個資訊物件上，與國際資訊產業接軌。 

 
4.目錄資訊架構轉換 OID分類編碼 

 
由於台灣 OID的管理起步較國外晚，且資訊產

業發展情形不同，並不適合將國外整套 OID管理制
度移值進來台灣，以台灣目前的資訊產業發展來

看，台灣資訊相關產發達，資訊相關硬體產品也大

多在台灣製造，但是相關規格制定還是遵守在歐美

規格，自己所制定的規格很難獲得國際認同，而台

灣所擁有的獨特區域性，如政府和民間企業、電信

產業、法規、國家標準、人民、電話號碼、身份號

碼、地址等，又是與國際差別極大，因此，管理

OID 最困難的應是對 OID 分類，其次是 OID 的管
理制度，最後才是 OID的註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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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目錄資訊架構示意圖 

 
OID分類可以從目錄資訊架構來著手，圖二是

工研院所歸劃的目錄資訊架構示意圖，由於目錄資

訊與 OID 同屬於 Tree 的架構，每個目錄資訊節點
即可將它視為一個資訊物件的類別，可以對應成為

一個 OID的節點，目錄資訊節點之間的關係可視為
OID節點向下之分類，在符合每個 OID節點對應至
一個資訊物件的條件下，分配一個資訊物件多個

OID以連結資訊物件間之關係，利用下列規則將資
訊目錄架構轉換成 OID分類編碼： 

 
 目錄資訊根節點轉換為 OID 節點

2.16(2.16 為 ISO和 ITU規格共用之資訊
物件根節點，往下可依 ISO3166 標準分
配給各國家)，為第一階層節點。 

  目錄資訊國家節點轉換為 OID 節點

158(台灣在 ISO3166中的代碼為 158) 為
第二階層節點。 

  自目錄資訊國家節點開始正向關聯(如
圖之正向箭頭)之資訊節點分以逆時鐘順
序依序分配一個 OID節點 

  由目錄資訊一個節點經過正向關聯至另
一個節點，則 OID向下發展一個階層 

  
利用上述規則可將圖二的目錄目錄資訊架構

轉換成圖三之 OID分類編碼，共有可發展六階層節
點，每個節點可以由一個 OID管理機構管理，或者
是幾個階層之節點由由一個 OID管理機構管理，由
該管理機構之管理機制決定。圖三的 ODI分類編碼
是從目錄資訊架構示意圖轉換成的 OID 分類編碼
架構圖，僅僅也是 OID分類編碼示意圖，與實際的
OID管理機制還有很多差別，但已具有雛型。 

 

 
圖三.OID分類編碼架構示意圖 

 
台灣位處 Internet 產業邊緣, 許多資訊物件之

OID 編碼只能遵循國際 OID 標準，向國外單位申
請，才會得到認同,如 CA 的演算法,網管的MIB之
OID皆是向國外申請註冊，但是台灣所擁有的獨特
區域性是國外 OID編碼所無法取代的，有越來越多
的技術性標準規定必須使用 OID編碼，企業的產品
為得到國際認同,必須註冊使用。圖三是目錄資訊架
構示意圖轉換成的 OID分類編碼示意圖，與實際管
理應用上還有一段差異，實際管理應用之 OID分類
編碼會將圖三上每個節點細分，如區域細分成多個

實際縣市，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等等，組織也

可分政府機關類、產業類、編碼類、國家標準、安

全物件等來細分，每個節點分給一個 OID編碼，這
些編碼大多是不連續，以保留足夠的節點以供新擴

充之資訊物件使用，如圖四所示。將 2.16.158.1~99
規劃當作區域類縣市 OID 編碼，2.16.158.1 表示台
北市，2.16.158.2表示台北縣；2.16.158.100~199規
劃當作政府機關類 OID編碼等。以 TWNIC為例，
TWNIC 在台北市，因此有一個節點在台區域類之
台北市之下，OID編碼為 2.16.158.1.1；另外 Twnic
屬產業類別之資訊業，且 TWNIC有 DN組、IP組
等部們，因此 TWNIC 的 DN 組的 OID 編碼為
2.16.158.200.1.3.1。 

 

 
圖四 OID分類編碼架構 

 



 4 

5. Domain Name管理註冊建立 OID管理
機制 
 

OID 與 Domain Name 有某種成度之關聯性，
OID 與 Domain Name 一樣俱有分層授權與分層管
理性質，可如 DN一般依 OID分類或配發對象再劃
分次級管理機構，每個管理機構即是該 OID 擁有
者，每個管理機構可規劃自幾管轄之 OID的分類方
式，如用分幾類、幾階層等。台灣 Domain Name
管理機制與註冊辦法健全，而台灣目前無任何 OID
之管理機制與註冊辦法，在 OID與 DNS有類似性
質下，可與Domain Name 管理機制結合，依Domain 
Name 之 GCTLD來建立第二層 OID 之管理機構，
以圖四分類來看可做下列之 OID 與 Domain Name
對應： 

 
  Domain Name 的 gov.tw 管理單位負責
管理 OID 之區域與政府機關類別
(2.16.158.1~99與 2.16.158.100~199) 

  Domain Name 的 com.tw管理單位負責
管 理 OID 之 政 府 機 關 類 別

(2.16.158.200~299) 
  Domain Name 的 net.tw管理單位負責管
理 OID 之 電 信 網 路 類 別

(2.16.158.300~399) 
  Domain Name 的 edu.tw 管理單位負責
管理OID 之與教育與學術研究機關類別
(2.16.158.400~499) 

  Domain Name 的 mil.tw 管理單位負責
管 理 OID 之 安 全 物 件 類 別

(2.16.158.800~899) 
  其它 OID類別讓新 GCTLD管理單位管
理或委託可靠民營單位管理，當然也可

以自行管理(2.16.158的管理機構 
 
讓 OID管理單為與 Domain Name結合，可借

由 Domain Name的管理與推廣成效，讓 OID管理
機制迅速建立起來，使一般使用者在申請 Domain 
Name，亦可視需要申請註冊 OID。Domain Name
需要架 DNS Server作 Domain Name解析，OID除
了建立 OID 註冊系統，須提供查詢介面接受 OID
查詢。當一般使用者欲查詢某個 OID，至 OID 查
詢系統查該 OID 登錄資料庫， 查尋系統必須回應
OID擁有者或引導使用者至次級管理機構查詢系統
查詢，最後即可查到該 OID擁有者，類似 DNS分
層查詢，至於 OID代表之意義，慣例上只公布給合
作夥伴或客戶。管理 OID主要的工作如下： 

 
  審核資格：審核申請註冊者資格、是否
在該 OID分類申請。 

  登錄註冊：分配 OID與記錄註冊者基本
資料。 

  刪除登錄：註冊停用或資格不符即刪除
登錄。 

  變更登錄：基本資料變更或公司轉移。 
  確認狀態：檢查分發出去之 OID的狀態
是 activ、inactive、Obsolete 、Suspect以
確保 OID 資料是正確。 

  解決爭議：處裡所分發 OID爭議問題。 
 

6.結論與未來工作 
 

電子簽章法通過，為維護人民權益，政府主管

機關重視OID管理機制與註冊問題，最重要工作是

先確定國碼是 158 或 886，並確立主管機關及執行

機構，以建立OID管理制度與推廣OID運用。本篇

論文提出從目錄資訊架轉換成OID分類編碼方法，

與利用現有Domain Name分層授權管理關念與註冊

管理辦法，快速建立OID管理機制供參考。然而OID

管理是一相當專業的領域，並非少數人所能完成，

也不是輕率的將ISO/ITU的訂立的規格標準直接翻

譯成中文當作國家標準了事，當由OID管理執行機

構，邀請學者專家來主導去搜集並研究分析相關學

術論文研究與國際各重要組織所制訂之OID規範、

標準與審核管理要點，訂立OID編碼規範及管理機

制。對於目前中華電信與網達國際公司已分發出去

之 OID 當先收回，重新分類編碼，才開放國內 OID

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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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校園資訊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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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報導政治大學制訂「資訊科技白皮書」的

過程與摘要內容。政治大學為能運用資訊科技以作

為大學未來從事競爭的重要策略性資源，因此成立

研究小組製作白皮書，以形成校園之公共政策。本

論文描述該文件之緣起、探討議題與過程、以及政

策建議。 
關鍵詞：白皮書、資訊科技政策、政治大學。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our efforts to establish cam-
pus-wide strategi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T)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The research 
team investigated the status of the IT usage, conducted 
survey to the expert, and addressed the issues in mak-
ing a white paper for IT strategies. The researchers 
discussed their processes and revealed their experi-
ences in making this document.  

Keywords: white pap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formation strategy 
 
1. 前言 

「白皮書」（white paper）是政府、企業、或第
三部門組織用以討論未來政策走向的一種文件形

式。白皮書一方面提出議題、調查現狀、另一方面

也對於未來機構組織的方向，提出建議事項。當下

許多機構組織也透過白皮書的形式，探討資訊科技

運用的方向。 
政治大學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簡稱電推

會）1體認到「資訊科技是未來影響大學競爭力的重

要核心資源」，為使未來三至五年內，政大在資訊

科技發展上能依循一定的方向，因此組成研究小組

蒐集相關事實、分析整理資料、最後並據以提出建

議，期能因此形成校園之公共政策。經過一年研究

期間，將相關資料彙整出版，名稱定為《政治大學

資訊科技白皮書》。 
我們認為資訊科技不盡是技術和服務的改

善，更是資源的分配與使用問題；因此有進一步深

                                                 
1 政治大學有關資訊科技政策發展之最高指導組織 

思之必要。研究人員以校園事實調查為基礎、分析

整理資料之後，據以發展出政策議題，期能進行政

策討論和評估、並且凝聚校園裡的共識。由於透過

研究的方式製作資訊科技的政策文件，在國內上並

不多見，故將此經驗轉換為論文，期能透過討論、

得到同儕之指正意見，得以豐富國內校園資訊科技

政策的經驗。 

 
2. 資訊科技作為競爭資源 

研究人員體驗到資訊科技在大學未來發展中

的重要角色，這個觀點實與國內大學目前面臨的變

局不無關係。 
近十年來我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環境正處於前

所未有的變局，而國內大學教育經過多年努力、已

略具規模，學術水準正日漸提昇；但是隨著社會環

境急速變遷，大學近年來面臨的重大挑戰包括： 
 國內大學的數量近十年來急速增加[1]； 
 政府對於大學投資投資日趨減少[1]； 
 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國外大學加入高等教育
市場，將引發學生外流[2]；以及 
 當代資訊科技的快速成長，改變大學傳統教
學與研究的版圖[3]。 

 
2.1 資訊科技作為競爭資源 

近幾年來國內大學社群面臨前所未有的變

局，使得大學領導人不得不打破常規，重新審視自

身的發展軌跡，並尋求有效策略，以便能夠在充滿

生存威脅、而又潛藏機會的環境中脫穎而出。 
企業界過去常常使用資訊科技做為手段及重

新出發的策略。企業營運狀況改變、替代科技出

現、或市場轉移等因素，常常使企業組織面臨生死

存亡的關鍵。但生存危機使得創新企業家積極尋求

具有潛力的資訊科技，創造出一套能夠獲取競爭優

勢的策略，以重新改造組織本身的體質[4]。大學雖
非營利的企業組織，但是近年所面臨的經營情境，

猶如企業的生存危機。因此，如何運用資訊科技以

突破現況，便成了大學從事競爭的重要策略性資源

（Strategic Resources）。 
政大自遷台建校以來，即以人文與社會科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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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但是在資訊科學方面則起步較遲。由於資訊科

技已成為許多大學用以發展競爭力的重要資源，因

此政大自應針對資訊科技發展現況以及中長程需

要，思考未來如何將資訊科技引為「產生競爭優勢」

的助力。 
 

2.2 研究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資訊科技在未來五至十年間

在政大所應扮演之角色。由於今日資訊科技所扮演

的角色相當廣泛，本研究中我們並不僅將資訊科技

視為是教學研究的資源或知識體而已，我們也將探

討資訊科技作為政大組織知識引擎的可能性。本報

告書探討的主要問題如下： 
 
 未來三至五年之間，在政大資訊科技應該
扮演何種角色？ 
 政大應用資訊科技目前之現況為何？ 
 應採取何種策略作為，俾能彌補理想與現
實之間的落差？ 

 
3. 研究過程 

公元 2000 年底政大電推會決議成立「資訊科
技白皮書」研究小組，以瞭解政大資訊科技之發展

現況及願景。次年六月研究小組呈遞研究計畫，並

獲校長批准進行本研究。 
本報告書總共經過一年工作期間，共分為三個

階段。在 2001 年七月開始第一階段之專家意見調
查。經過幾回合問卷由專家提出意見方案之後，於

2001年十一月開始進行三項事實調查。所有調查在
2002年五月告一段落，並在 2002年 5月 23日召開
公聽會。2002年五月至六月間，研究人員繼續進行
數次討論，並將報告書初稿提供五位審稿人提供書

面意見，附於報告之後。白皮書將於 2002 年九月
呈交電推會轉呈校長，以納入政大校務中長期計

畫。 

 
3.1 專家調查 

第一階段研究以「大慧調查法」（Delphi 
Method）為主要的解題方法。大慧調查法是以小樣
本的連續調查，讓分別身處不同地域的專家能夠彼

此充分交換意見，俾能處理一些複雜的議題或任務

[5]。研究者透過郵遞或電子郵件，將問卷傳到預先
已先選定的專家手中。這些問卷設計的目的在於發

現個人對該議題的意見，及重新評估專家的意見是

否和原先的設計原則一致。大慧調查法的主要功能

是在於克服老舊的會議帶來的缺失。大慧調查法的

幾項特徵是（1）專家匿名、（2）控制回饋變項、
以及（3）統計數字回應。在大慧調查法中，團體
互動是匿名的，而評論、預測也透過匿名方式進

行。提出意見的參與者，姓名並不會被告知所有參

與討論的人，以免宰制或影響到他人意見[5]。 
本研究第一階段研究採用大慧調查法，有三個

原因。首先，資訊科技政策的相關知識，橫跨資訊

科學、管理、公共行政等數個領域，有賴多方專家

參與諮詢、形成共識。其次，政大向以人文社會科

學見長，資訊科技則是晚近開拓之領域學門，平日

對話機會較少。各個領域專家在形成政策的過程當

中，必須有較多機會進行意見整合，未來才可能在

技術面和應用面上形成真正的共識。最後，本研究

的目的在提出政策藍圖，結果將影響資源分配；因

此在過程中必須有效納入專家意見。大慧調查法透

過專家之間匿名進行的書面意見交換，可能讓專家

比在較不會受到權力和意見氛圍的影響，而形成共

識。 
研究人員首先經過廣泛討論決定該一階段所

要討的主題範疇、製作問卷，並測試問卷。研究人

員並在領域中公認的專家中選擇出接受訪者名

單。研究人員經討論後共認定八位專家，其中五位

係校內教師，另外三位則來自校外。來自校外的專

家中有兩位為資深之學術界人士，另外一位來自企

業界。 
第一回合問卷回收之後，經過分析整理，便成

為第一波的專家意見。研究人員根據此一回合的大

慧調查結果製作第二回合問卷。第二回合的調查結

果則據以製作第三回合的問卷。本研究共進行四個

回合的專家調查。其中第一至三回合為開放式問

卷，第四回合則為結構式問卷。 
 

3.2 事實調查 

在第二個研究階段中，研究人員進行政大資訊

科技相關之事實調查。範圍包括：（1）政大資訊科
技之使用現況；（2）學生之資訊科技素養；以及（3）
學生之資訊科技使用行為。 

「資訊科技使用現況研究」為全校普查性質，

係要求受訪者具名之調查問卷。採集時間為 2001
年 11月上旬。 

受訪者為政大一、二級教學及行政單位之網管

聯絡人。研究人員利用計算機中心「電腦資訊相關

作業連絡人研習會」當天，資料提供人簽名具領問

卷，向所有網管人員說明本研究之目的及問卷填答

應注意事項，並要求資料提供人在二週後填畢問卷

寄回電算中心。寄回之問卷經逐一檢查，如有未答

或語意不明者，研究人員即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聯絡

資料提供人，至問卷完全填答為止。已完成檢查之

問卷內容，經登錄員逐一登錄至 Excel 試算表中，
再轉入 SPSS統計軟體進行分析運算。 

第二、三項則為立意抽樣之問卷調查，目的在

發現政大學生之資訊科技素養、以及資訊科技使用

行為。這兩項小型研究均採用問卷調查法，資料採

集時間為 2002年 3月上旬。受訪者為政大通識「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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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素養」課程之修課學生，人數共 121人。研究人
員於 3月上旬利用「媒介素養」課程面授前，發放
問卷，研究人員先向所有受訪者說明本研究之目的

及問卷填答應注意事項，並要求受訪者當場填畢問

卷後立即回收。回收之問卷經逐一檢查，如有未答

或語意不明者，則經第二人判讀後納入答案或予以

剔除。已完成檢查之問卷內容，經登錄員逐一登錄

至 Excel 試算表中，再轉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分
析運算。 

 
3.3 資料整合 

在第三個階段，研究人員以現況資料進行數次

討論，目的在提出解決政大資訊科技願景與現況之

間的落差。2002年 5月下旬，研究小組召開公聽會，
與政大師生分享事實調查的結果，並聽取與會者的

意見。之後，研究小組即進行密集討論各項願景、

目標、以及執行策略，並於兩個月後完成初稿。 

 
4. 研究發現 

參與諮詢的專家們表示，在未來資訊社會中，

大學除了將繼續扮演知識殿堂的角色、成為知識創

造、累積、流通與加值應用的關鍵場所之外，應突

破既有的校園範疇，成為終身學習的機構；並能平

衡發展人文與科技知識、整合學科領域，作優質與

公義社會的磐石，以彰顯人文社群的意涵。 
 

4.1 專家意見 

受訪專家指出，政大應善用資訊科技來支援教

學、研究和行政事務的良好平台。透過資訊科技協

助大學整合各學門領域、促進知識管理與流通、提

供遠距教學和終身學習的管道，並且成為革新教學

方法和教學體系的動力。 
由於政大是一所向以人文和社會科學見長的

綜合大學，因此更應正視資訊科技是改變溝通形式

與效果的基本因素，關注並研究資訊科技在企業、

社會與教育等層面的影響，並強調資訊科技的人文

與應用層面。因此專家建議，未來政大在推展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的同時，應將資訊科技引為助力，

扮演以下角色： 
 
 結合政大各學門的領域知識，使政大成為
資訊社會中創造、累積與流通知識的關鍵

場所。 
 提供社會大眾無圍牆的教學服務、促進終
身學習。 
 協助提高教學和研究的品質、優先支援教
學與研究平台；以資訊科技有效提昇決策

和行政效率。 
 

為使資訊科技能夠充分扮演上述兩項角色，政

大應就以下三項目標制訂可行之短中長期之策略： 
 
 規劃明確的資訊科技導入政策，由學校行
政主管與教師領導推展、以充足的資訊教

育師資與規劃推廣策略的人才為支援。 
 建立合理的資訊人力、設備與經費配置。
提昇校園資訊基礎建設的效率與穩定性；

整合圖書館、電算中心及其它學術支援單

位之服務。 
 提昇政大教職員生的資訊科技學習能力
（資訊素養），培養學生的應用能力、以結

合資訊與領域專長。 
 

4.2 事實調查發現 
目前政大每年投資在資訊科技方面的經費，平

均佔政大年度總經費（扣除工程款之後）之 1.73 %。 
在政大資訊科技組織方面，四個指導委員會

（或小組）負決策之責；委員會做成決策之後，交

由電算中心執行。在院、系、所層級，教學單位雖

設有各種委員會和系務會議作為決策機制，但是實

際上仍由具有資訊專長或負責設備的教師（或助

教）主導設備採購意見。雖然決策權在主管或系所

務會議，但是當行政主管或教師資訊素養不足時，

這個決策監督機制並未發生積極的作用。大多數單

位也缺乏事後評估的機制，以致無法提供決策者做

為參考。 
行政與教學單位均擁有專任或兼任的資訊科

技人力。調查顯示各單位資訊人力的時間預算主要

花費在排除故障，而較少作規劃的工作。現行大學

法之下，助教助理之流動性高，經驗無法傳承、對

於系所科技應用之發展趨勢也較難掌握。 
在資訊科技設備現況方面，政大擁有 3145 部

個人電腦與 10500個網路節點。教學和行政單位平
均每 3人擁有一個網路節點，每 4至 5人擁有一部
電腦。研究和教學用電腦和教職員個人使用之電腦

各約一半。個人電腦設備有半數為兩年內購置。一

般而言，教學單位的電腦更新程度高於行政單位。

簡言之，政大在設備資源方面或無近憂，但是在資

訊科技應用與評估方面，則有繼續努力之空間。 
在資訊科技使用行為方面，研究人員發現大學

部學生使用桌上型電腦為主，每日使用電腦網路時

間約 3.6 小時，通勤或校外住宿的學生，上網有一
半使用寬頻設備，在校時最常到電算中心使用資訊

設備。六成以上的學生自認很少使用圖書資訊，使

用電腦和上網最主要的目的是上 BBS；其次是收發
電子郵件。九成以上的學生擁有校外電子郵件帳

號，有超過一半受訪者表示不用學校提供的帳號。 
在學生資訊科技素養方面，研究人員發現不同

學院之間的學生，對於自己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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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以及頻率並無明顯的落差，但是覺得自己的

能力表現與意願優於師長。但是在性別上，女學生

對使用資訊科的能力遜於男學生。此外，新生對於

使用行政資訊能力的信心較為不足。 
在資訊相關課程供需方面，本研究則發現，政

大資訊相關課程的供需相當不均衡。課程以專業課

程為主，課程結構呈現鑽石型，進階課程多於入門

課程。除了理學院和商學院以外，政大資訊相關課

程供給量不足，特別缺乏給非資訊相關科系學生的

通識和整合課程。若以每個大學部學生在校四年修

習兩門資訊相關課程為計算基準，則目前尚短缺 38
門課。 

 

5. 政策建議 
我們認為，資訊科技的發展策略必須整體考量

政大的中長程發展目標和利基。政大資訊科技的條

件有別於理工立校的大學；因此在考量資訊科技作

為策略資源時，應該依循、延伸、並擴張政大既有

的利基，而與他校有所區隔。政大的優勢在人文及

社會科學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因此政大在未來資訊

社會裡的角色，應與數位內容的規劃、產製與管理

密切相關。政大過去所擅長的各個領域學門，應該

掌握這個契機，轉型成為數位內容素材的來源、以

及人才培育的搖籃。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未來政大資

訊科技的目標定位，我們認為本校應該強調的是資

訊科技的「應用」與「整合」。 
政大資訊科技應重視「應用」面向。資訊技術

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資訊技術必須配合本校

教學、研究、以及行政的目的。因此資訊科技應用

於有效支援政大教師教學研究、促進學生學習活

動、增強學習和研究成果、以及促進行政部門的效

率。政大資訊科技也應重視「整合」面向。「整合」

一方面是指跨學門領域的整合，以使資訊科技相關

系所能發展具有人文特色的教學與研究，而其他學

門領域亦能得以加快數位化的進程。另一方面，教

學研究單位與後勤支援單位也應加強資源與服務

的整合，以充分發揮資訊科技的效能。 
根據專家建議以及事實調查資料，研究人員進

一步針對「組織機能與人員」、「資源分配與使用」

以及「資訊教育與資訊素養」等三個面向，分別提

出政策建議如下。 
 

5.1 組織機能與人力 

研究人員建議增加資訊科技與其他領域的接

觸面，營造適合整合的環境：重視資訊科技在人文

社會科學等研究領域所可能帶來的質量變化，積極

訓練跨領域人才，建立跨領域整合的典範。短期內

應透過校內研究成果發表的機制、公開校園資訊研

究成果（如各教學研究單位研發之資料庫等），促

進資訊相關系所之間及與其他不同領域間的認

識，並鼓勵先導性跨領域合作計畫，促進整體校園

資訊資源的參與層面。 
其次，建立常務性資訊政策推動組織，以輔助

政策推動並進行稽核：改善資訊指導委員會缺乏對

現況瞭解、未能充分討論的缺點。短期之內應在委

員會的例行會議外，建立任務編組的數個小組，定

期對資訊政策進行督導、討論及稽核，並於委員會

中提出報告，以為決策之依據。而為了建立均衡發

展且具效益之校務資訊系統，應加強一個定期開

會、具有橫向溝通功能及決策力的組織（例如，校

務行政電腦化推行小組或行政流程合理化委員會

等）。 
第三、訂定全校資訊專業人才之比例與分工，

並對資訊服務人力資源進行整合：應明確定義出各

級資訊人員所應扮演的角色，支援行政、教學及研

究之進行。政大應訂定明確之資訊人力指標，以任

務導向的方式整合資訊服務，消除組織單位間的資

訊業務隔閡。在教學單位資訊設備逐漸往院級單位

整合的原則下，應建立共享資訊設備的管理模式，

以整合服務人力資源。近程發展策略應就各級資訊

人力資源，進行全面檢討與重新分工，並賦予適當

的人力。在分工方面，除不同階層之單位需有明確

的分工外，不同類型的專業人員亦應分流以強化其

專業性。 
第四、在人才培育上應兼顧資訊專業化及普及

化：資訊相關業務有其專業性，業務分工將朝專業

化的方向進行，應積極延攬或培養具有資訊專長的

各種人才。並以普及的教育訓練提升一般師生的資

訊素養，使全校教職員生的資訊素養程度，減少數

位落差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最後則是培養資訊規劃人才，對各單位進行資

訊體檢，並建立資訊發展諮詢機制：短期內應以校

內專家組成規劃諮詢服務小組，輪流至各行政教學

單位短期駐點，根據單位特色進行資訊體檢，提供

規劃建議及資訊化諮詢，以協助各單位落實資訊科

技發展政策。 

 
5.2 資源分配與使用 

政大資訊科技經費有帶動全校應用資訊科技

的動力，研究人員建議資訊科技經費未來應加強其

預算穩定性，並維持一定的成長。此外，應鼓勵、

帶動各教學研究單位在資訊科技上投入之經費，以

穩定資訊科技經費的成長。近程之發展策略應建立

資訊相關經費在全校預算中的合理比例，並落實執

行；資訊科技經費應至少維持學校總預算（扣除工

程款之後）之 2%的水準。 
其次，政大應由下而上的建立學校的資訊科技

發展目標，做為資訊科技預算編列的基礎。各院系

所應儘速建立其資訊科技的發展目標，以做為資訊

科技經費分配和考核的依據。基於未來資訊科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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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本大學競爭力的重要策略資源，各院、系、所

均應以其中長期計畫為基礎，討論並提出其資訊科

技發展目標，經過各院系所務會議核可後，做為未

來三至五年該單位資訊科技預算、以及推委會審核

分配預算的基礎。 
第三、未來政大資訊科技經費中專案申請部分

應以學院為資訊科技經費申請和預算分配單位，以

整合科技資源。依據人力、物力以及空間方面的考

量，未來政大電腦教室應以學院為設置單位，取代

系所電腦教室。另外，電腦教室位置應能兼顧政大

特殊的空間環境，而當院電腦教室的管理人力不足

時，可由校統一規劃整合之管理人力予以支援。 
第四、政大應自各學門中慎選適合之拔尖研究

主題，給予較長期且充沛之研究經費補助，使優秀

的研究在重要的領域中獲得突破性之研究成果，逐

步邁向全國性研究之重鎮。鼓勵先導性跨領域合作

計畫，結合資訊相關系所、其他不同領域、以及資

訊服務單位間的合作，促進整體校園資訊資源的參

與層面。 
第五、訂定配套措施，鼓勵師生自備電腦周邊

設備。未來資訊科技發展，應以建立基礎建設為目

標；軟硬體設備建設應以教學、研究之需求為主。

鑑於資訊科技設備之成本日漸下降，政大應鼓勵師

生自備電腦及周邊設備。透過集體議價之機制、提

供師生優惠之軟硬體價格，並考慮提供貸款補助師

生採購資訊設備。 
第六、政大應與資訊業者訂定合作契約，由學

校提供空間，供資訊業者兼辦資訊周邊設備行銷與

維修，資訊業者有則有維修校內資訊設備的義務，

解決資源不足的問題，並建立良好的產學合作模

式。政大應審慎評估資訊科技，並依照技術性質外

包相關業務：部分資訊設備可由廠商負擔，而節省

學校經費支出。基於節流的考慮，政大未來可與輸

出設備業者合作，比照影印機外包業務，由業者提

供網路印表機及耗材，置放於圖書館、電算中心及

各需求單位。師生則依照使用數量付費，以降低政

大輸出設備及耗材之採購及維修費用。 
第七、經營校園資訊基礎建設，學校則利用有

限經費全力投入於固本拔尖的卓越計劃。有效鼓勵

民間企業參加校園資訊建設，包括基礎建設及資訊

內容的建置，提供資訊服務人員各種方便學習的機

會、以及師生優質的研究與學習環境。 
第八、改進資訊經費計畫審查及績效評估機

制。建立明確的決策機制，以院級為經費分配單

位，各院成立資訊科技經費審核機制，充分發揮資

訊資源的效用。 
第九、研訂各種資訊指標，做為政策績效評估

的依據。政大應儘速連結各行政資訊系統，推委會

亦應考量若干可用之指標，以建立決策資訊系統類

目。修改不合時宜法規制度，放寬資訊設備費用編

列的限制。 
最後，建立資訊科技中程計畫預算制度，加強

計畫審議、評估。改進教學與研發成果之評量標

準，加強教學與學術研究成果品質之評量，明定應

用與技術研究發展之預期產出。定期公布重大計畫

之評量結果，並將成效評估結果，做為未來計畫審

查之考量因素。 
 

5.3 資訊教育與資訊素養 

研究人員認為，政大應維護網路環境順暢與有

效利用網路環境：網路環境之良窳直接影響資訊教

育之執行，也牽動政大行政與教學資訊系統之運

作。應加強網路維修人員之訓練；由電子計算機中

心就政大網路環境與使用，製作線上教學或開班講

授，讓政大教職員生均能了解全校之網路資源；並

整合或擴大各電腦教室容量與開放時間。 
其次，定期實施全校教職員生資訊素養調查：

個人資訊素養將因個人學習成長過程與學習環境

變遷而產生變化，為確實了解與掌握政大教職員生

之資訊素養，定期從事資訊素養調查有其必要性，

而調查之結果可做為檢討政大資訊政策的參考。於

資訊素養調查時，並應訂定各項資訊技能指標，以

為課程設計和績效評估之標準。 
第三、研訂行政人員資訊能力分級及認證制

度，並實施計畫性進修教育：行政主管應能具備基

本資訊素養及見識，以積極參與資訊政策之制訂，

並主導行政業務的資訊化，簡化行政流程，提升行

政效率。一般行政人員亦應具備基本資訊素養，以

善用資訊工具提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短期內可

進行業務上所需資訊能力之普查，以將政大行政人

員之資訊能力分級。另外，亦應開始對包含一二級

主管的行政人員的資訊能力進行普查，以計畫性的

進修訓練進行補救教育。 
第四、定期實施學生資訊課程與數量之調查：

在對系所實施資訊素養需求調查的同時，可針對學

生調查他們心目中最想學習的資訊課程與科目數

量，以作為未來資訊課程開課與師資培訓之參考。 
第五、增加目前基礎課程班次與容納人數：由

此次學生之資訊素養調查中發現，所開設之課程並

不能滿足學生之需求，而有基礎課程數量不足，或

班次（人數）太少之現象。電子計算機中心每年所

開設之電腦基礎課程，在內容上應可滿足提升教職

員生資訊能力之需要，唯在開設班次與容納人數上

因人力與教室容量等因素，並不能滿足需求。電子

計算機中心應克服困難，增加開班之數量與每班容

納之人數。 
第六、電腦與網路基礎課程或整合性課程以通

識課程或選修開設：各學系因受畢業學分之限制，

所開設電腦與網路基礎課程數量偏低，應由學校以

通識課程方式開設資訊相關基礎課程或整合性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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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或由各學系以選修方式增開此類課程。尤其是

整合性課程對學生在資訊科技素養上，會有顯著之

幫助。若由學校以通識課程方式開設，則應開設初

階與進階課程，並規定學生在畢業前應修滿之學分

數。同時，配合認證制度讓學生能透過認證直接修

習進階課程。 
第七、開設跨系資訊科技相關學程：此學程應

結合資訊科技與人文社會科學，主要在利用資訊科

技以增強或改善各專業領域之相關課程，例如，多

媒體資訊在各領域中之應用，以及空間地理資訊結

合社經資料庫等之學程。 
第八、推動資訊科技之基礎課程與整合性課程

的遠距教學：資訊科技之基礎課程與整合性課程的

遠距教學，可提供學生隨時學習的環境，亦可紓解

目前課程開設不足與容量不夠之問題。尤其是由電

算中心所開設之「電腦環境基本操作」、「電子文書

處理應用」、「網頁製作與設計」以及「網際網路程

式設計」等系列課程。 
第九、增加教職員生學習與使用資訊科技之誘

因：為鼓勵教職員生學習與使用資訊科技，可不定

期舉辦與人文社會科學相關之資訊技能競賽，更可

針對資訊科技使用率較低之學院舉辦。例如網際網

路社經資料搜尋競賽，或相關網頁設計比賽等。 
最後，政大亦應提供多元適性的資訊進修管道

予教師及研究人員：教師應具備基本資訊素養，以

積極參與資訊化政策的制訂，並善用資訊工具革新

教學與研究方法。由校級資訊單位、系所資訊種子

助教、或資訊服務工讀生組成資訊進修學習服務

網，突破教師資訊素養不足、學習意願不強的困境。 
 

6. 結論 

本文報導政治大學制訂「資訊科技白皮書」的

過程。政大同仁感受到近年來因高等教育歷經政治

開放、經濟發展與資訊科技快速進展所受之衝擊，

因此力求突破現狀。「資訊科技白皮書」目的在配

合政大中長程校務發展的需要，思考如何發現事

實、開發議題，俾將資訊科技引為本大學發展競爭

力的重要資源。 
研究小組製作白皮書過程中，或因經驗不足、

或因思慮不週、或因時間資源限制，所獲成果未盡

完美。但是基於經驗分享、知識積累的考量，撰文

尋求同儕討論指正，期能促成更周全之政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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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特性對校務資訊系統效益與使用意願之研究 
 

蔡瑜珍 林守仁 黃文穗 

台南市教育網路中心 義守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台南市教育網路中心 
celia@mail.tn.edu.tw lsr@mail.tn.edu.tw sammy@mail.tn.edu.tw 

 
摘要 

 
校務資訊系統的最大效用，在於提供學校整合

校內資源，共享跨部門的資訊、跨校園資源的功能。

不僅可以增進校務行政的運作績效，亦能提供行政

主管透過資料庫解析獲得及時決策資訊，當下修正

教育政策的路徑，激發創新的服務以加深校務資訊

系統的運用效益。 
組織在擬定資訊系統的使用時，應先考量組織

本身的特性。因惟有掌握運用組織單位之間的內外

特質，才能加深校務資訊系統效益，促展組織持續

使用資訊系統的意願。本研究希望能藉由探討「校

務資訊系統的效益」、「組織特性」和「使用校務資

訊系統的意願」之間的關係，可對於此議題得到整

體性的觀念與全面性的了解。 
 

關鍵詞：組織特性、校務資訊系統、系統效益、使

用意願  
 

1. 前言 
 
一個規劃良好的校務行政管理資訊系統，不但

能提供資料互通和資訊共享的環境、快捷行政流

程、減輕學校教職員的工作負擔、提供即時資訊、

亦能提供行政主管透過資料庫解析，獲得及時決策

資訊，當下修正教育政策的路徑，加深校務資訊系

統的運用範疇的效益。然而，組織在擬定資訊系統

使用時，應先考量組織本身的特性。因惟有掌握運

用組織單位之間的內外特質，才能加深校務資訊系

統效益，促展組織持續使用資訊系統的意願。 
目前關於校務資訊系統的相關研究，大部分集

中在幾個主要議題上：(1)使用者參與程度與網路素
養(丁麗雪，民 83；張吉勝，民 84，民 85)。(2)校務
行政電腦化。（江文雄，民 76；陳志強，民 84汪明
芳，民 87）(3)行政管理資訊系統的發展(尤順連，民
87；辜輝趁，民 82)。以本研究蒐集的相關文獻看來，
國內目前多偏重如「學校行政電腦化的影響」，且研

究領域大部分為單一特定資訊系統的研究。因此本

研究希望透過相關文獻的分析、整理、以了解組織

特性對校務資訊系統效益的關係如何；並依期昐透

過本研究成果能對校務資訊系統之研究有所貢獻，

並收拋磚引玉之效。 
 

2. 文獻探討 
 

2.1 校務資訊系統效益 
 
依據涂百鈞（民 79）、陳志強（民 84）、溫明正

（民 88）和教育部（民 89）等專家學者將校務資訊
系統效益歸納為以下兩個特性： 

(1)定量性效益：節省人力、減低工作負擔、減
少紙張消耗、縮短作業時間、簡化行政工作流程、

提高資料的準確性以提高行政效率。 
(2)定性效益：提供即時資訊的網路環境，以培

養全體員工適應資訊化社會的基本能力提高工作成

就感、提昇行政服務品質、開創之前所不能達成的

行政服務、增進組織內部各處室的合作關係、加強

組織跨部會、跨單位的互動關係，提供即時資訊以

提昇行政決策品質，增進組織行政管理績效。 
 

2.2 組織特性 
 
本節珍對組織特性各變項，高階主管支持、內

部資訊系統架構、組織規模三部分，進行探討。 
 

2.2.1 高階主管支持 
 

高階主管的支持一直是資訊系統施行成功的重

要因素(Lucas, 1978; Sanders & Courtney, 1985)，許多
實徵研究亦證實了這項說法。Teo和 King(1997)將高
階主管對資訊科技的支持，操作化為以下四部份，

分為高階主管：對資訊科技的支持、對資訊功能的

認知、對資訊資源和機會的了解、具有資訊科技能

增進行政工的效率的認知。 
 

2.2.2 內部資訊架構 
 
校務資訊系統若只定義在行政電腦化，是不足

夠的。事實上，組織採用校務資訊系統所獲得的顯

著利益主要是來自資料庫的連結與應用。

Mackay(1988)的研究中指出，資訊系統的效益與組
織內部的資訊系統架構的整合程度，有顯著的效

益。因而行政單位若擁有充足的資源配置(如資金與
人員)、系統穩定、執行速度快、保密性佳等健全的
內部資訊架構，將可獲得較大的資訊系統效益。 

 
2.2.3 組織規模 

 
從資訊系統觀點而言，組織規模小的企業，經

常因為缺乏對資訊系統開發和操作方面足夠的管理

和技術上的專門知識，而被認為較傾向於資訊系統

的失敗。規模較小的組織，通常因為人力和財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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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上的不足，而導致資訊系統功能無法成功運作

(Ein-Dor & Segev, 1978; Raymond,1990)。 
依據上述概念，本研究將組織規模納入組織特

性，以學校班級或教育網路中心的人數來分為大、

中、小等三類型(請參閱表 1)，以探討教育單位規模
的大小與教育行政管理資訊系統效益及其使用意願

是否有差異。 
 

表 1  組織規模分層表 
組織規模 國中 國小 
小  6班以下 12班以下 
中 6-49班 12- 49班 
大 49班以上 49班以上 

 
3. 研究方法 

 
透過文獻分析，建構並編製成「由組織特性探

討校務資訊系統的效益與使用意願之研究」，透過問

卷調查來蒐集有關目前校務資訊系統效益及使用意

願之現況，及校務資訊系統受組織特性影響的情

形。藉由所蒐集的資料，並進一步探討組織特性對

系統接效益與使用意願的關係與差異考驗。 
 

3.1 研究問題 
 
問題一:目前校務資訊系統的組織特性如何？ 
問題二:組織特性對校務資訊系統效益是否有相關？ 
問題三:組織特性對校務資訊系統效益與校務資訊系
統使用意願變項間的預測力為何？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全國分為北部、中部、南部三區，在

樣本抽取方式方面，由於本研究主題在於了解校務

資訊系統受組織特性的影響，以及組織特性對於人

員的使用校務資訊系統意願之研究，而在單位最能

深入了解此項議題的人選，應為資訊部門相關人員

或網路管理人員。因此，本研究問卷調查主要針對

學校校務資訊系統使用人員或網路管理人員而設

計。本研究抽取實際公立國中小學校數中抽取 10﹪
為抽樣之學校數。共發出 951 份問卷，共回收問卷
739份，回收率為 77.70 ％；經剔除基本資料不完整
及填答不完全者之後，總計獲得有效問卷 714 份， 
佔所選取樣本數的 75.08％。 

 
3.3 資料統計分析 

 
研究者利用SPSS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作為

進行資料分析的工具。由於研究方法若未進行系統

性的檢測以評估衡量方式的適切性，則所得研究結

果可能值得懷疑，而由此結果所得到的意涵可能有

問題。因此本研究希望經由各種資料分析方法的檢

測，以期將研究結果可能發生錯誤的機率降到最

低，進行的資料分析方法包括：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次數分配與平均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平均數

差異檢定、皮爾遜積差相關與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

方法來加以檢定。 
 

4.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節主要在探討不同組織特性變項對使用校務資

訊系統之情形，包括高階主管支持度、內部資訊系

統架構等部分，資料以平均數及排序方式分析，茲

將各分量表調查所得資料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4.1 組織特性對校務資訊系統之現況分析 
 
本節主要在探討不同組織特性變項對使用校務資

訊系統之情形，包括高階主管支持度、內部資訊系

統架構、組織規模等部分，茲將調查所得資料分析

結果說明如下。 
 

4.1.1 就高階主管而言 
 
根據資料分析顯示: 
(1)學校主管對於使用校務資訊系統的關切與支持

程度平均數呈現 3.11，為中上程度。 
(2)學校主管對於在維繫使用校務資訊系統穩定的

運作，所需的人力與財力資源配置的支持程度平均

數呈現 2.82，為中下程度。 
由資料顯示了解，目前學校高階主管(學校校長或

主任)大部分認同校務資訊系統能增進行政工作效
率，並賦予全面的支持。但在資源的提供上，由於

較少接觸校務資訊系統的規劃，對於維護校務資訊

系統上所需的人力與財力的支援程度，相對減低。 
 

4.1.2 就內部資訊架構而言 
 
根據資料分析顯示: 
(1)目前學校所使用的校務資訊系統的內部架構系

統整體得分為 3.37，顯示目前學校校務資訊系統內
部資訊架構健全度為中上程度。 

(2)目前學校擁有穩定性及整合性的校務資訊系統
得分最低。 
由上述分析了解，目前學校單位在建置規劃校務

資訊系統時，都認同系統穩定、執行速度快、保密

性佳、有運用網路架構與資料庫結合的內部資訊架

構，將可獲得較大的校務資訊系統效益。但由於各

處室尚留有自己熟練的單機業務管理系統，若要整

合尚需一段時間來審慎規劃與對業務承辦人的密集

教育訓練。 
 

4.1.3 就組織規模而言 
 
根據資料分析顯示(如表 2): 
(1)不同學校規模，對校務資訊系統效益之差異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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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規模之學校，對資訊系統接受度之 F值為
8.813（p<.05）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規模之學校在
對校務資訊系統效益有所差異。但經進行事後比

較，結果顯示小規模與中規模；小規模與大規模有

顯著差異存在；而中規模與大規模並沒有差異存

在。另外依平均數來看，顯示學校規模較大的系統

效益高於學校規模較小（大規模=3.62>小規模
=3.40；中規模=3.59>小規模=3.40），然兩者得分之
平均數皆高於 3.0，顯示不論學校規模大小對校務資
訊系統的效益都頗高。 

(2)不同學校規模，對校務資訊系統使用意願之差
異分析： 
不同規模之學校，對校務資訊系統使用意願之 F

值為 9.51（p<.05）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規模之學
校在對使用校務資訊系統意願有差異。但經進行事

後比較，結果顯示小規模與中規模；小規模與大規

模有顯著差異存在；而中規模與大規模並沒有差異

存在。 
針對上述學校規模對系統效益及使用意願的結

果，顯示學校規模越大，對於校務資訊系統的效益

與使用意願越大，此與陳怡蓉(民 87)的研究發現學
校規模越大，資訊系統對企業界的效益越大相同。

也印證了 Raymond(1990)的研究發現，在企業界上組
織規模越大的，其人才技術或財務上各項資源的支

援程度越充沛，使得資訊系統的運作更容易成功。

相反的，組織規模越小的，可能由於資源上的限制

或資訊系統開發不足使得在資訊系統的開發和能力

方面，可能遠不及大規模的組織所能達成的程度。

這可說明不論企業界或教育界，組織的規模大小對 
資訊系統的效益與使用意願都有所差異。 
 
表2  不同組織規模對教育行管理系統效益得分之考驗摘要表(N=714) 

變項名稱 類

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 

比較 
小 185 3.40 .77 8.813* 大＞小；中＞小  
中 353 3.59 .66   

系統效益 

大 176 3.62 .63   
備註：「*」表示 p<.05   

 
4.2 組織特性對校務資訊系統效益與使用意
願之相關分析 

 
組織特性(高階主管支持、內部資訊系統架構、組

織規模)對校務資訊系統效益量表上的得分，與其對
於系統使用接受度量表上的得分求相關，各分量表

間的相關如表 2所示: 
1.高階主管支持度，與其對校務資訊系統效益與使用
意願的相關為.585，量表間的相關程度皆為高相關
（郭生玉，民 86），並達.01的顯著水準。 

2.內部資訊系統架構，與其對校務資訊系統效益與使
用意願的相關為.643，量表間的相關程度皆為高相
關（郭生玉，民 86），並皆達.01的顯著水準。 

3.組織規模，與其對教育行政管理系統效益與使用意
願的相關為.155，量表間的相關程度為低相關，但
達.01的顯著水準。 

表 3組織特性對校務資訊系統效益與使用意願之相關係數摘要表 
 高階主管支持 內部資訊系統架構 組織規模 

系統效益 .585** .641** .135** 

使用意願 .462** .537** .155** 

備註： 「**」表示p<.01 

 
4.3 組織特性對校務資訊系統效益之預測分
析 

 
由表 4所示，組織特性變項中內部資訊系統、

高階主管支持，對於系統效益具有顯著的預測力，

由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來看，組織特性越正向者，

其對於系統效益越高。而從決定係數 R2來看，高階
主管支持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47.1％，內部資訊系統
結構對對系統效益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41.1％，而組
織規模預測變項未達.05的顯著水準，不具預測力。 

 
表 4 組織特性對校務資訊系統效益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因變數：對系統效益 

預測變項 
多元相

關係數

(R) 

決定係數 
(R2) 

原始迴歸

係數(bi) 
標準化迴

歸係數β F值 

內部資訊系

統架構 .641a .411 .479 .452  

高階主管支

持度 .686 b .471 .308 .310 316.384** 

常數   .956   
備註： 「**」表示 p<.01   a：表預測變項為(常數)，與內部資訊
系統架構   b：表預測變項為(常數)，內部資訊系統架構與高階主
管支持 

 
4.4 組織特性對於對教育行政管理資訊系統
使用意願的預測分析 

 
由表 5所示，組織特性(內部資訊系統架構、高

階主管支持、組織規模)等變項，對於系統使用意願
具有顯著的預測力，由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來看，

組織特性越正向者，其對於系統使用意願越高。而

從決定係數 R2來看，其中組織特性中的高階主管支
持度可解釋的變異量最多(31.7％)，內部資訊系統架
構對系統使用意願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28.8％，而組
織規模預測變項未達 .05 的顯著水準，不具預測 
力。 
 
表 5 組織特性對校務資訊系統使用意願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
表 
                          因變數：對系統的使用意願 

預測變項 多元相關

係數(R) 
決定係數 
(R2) 

原始迴歸

係數(bi) 
標準化迴

歸係數β F值 

內部資訊系統

架構 .537 a .288 .374 .406  

高階主管支持

度 .563 b .317 .184 .214 164.811** 

常數   1.769   
備註： 「**」表示 p<.01   a：表預測變項為(常數)，與內部資訊
系統架構   b：表預測變項為(常數)，內部資訊系統架構與高階主
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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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根據上述資料顯示，在資訊系統效益上及使用

意願上，皆以內部資訊系統架構相關為最高並具有

預測力。可見學校單位在推廣校務資訊系統時，應

先優先考慮架設健全的內部資訊系統架構，例如，

以網際網路為連線基礎，結合物件導向的多維資料

庫，建置符合行政工作流程之校務資訊系統，提供

穩定、安全、擴充性且高效能的校務資訊系統執行

環境，加強資訊人員對各單位互動關係，真正發揮

系統效益，提高學校行政教職員對校務資訊系統使

用意願。 
本研究中顯示，高階主管的支持度與校務資訊

系統的效益與使用意願，不僅有顯著的高相關，也

具有預測力。高階主管的支持是學校推動組織變革

的重要關鍵，不管在企業界或是教育單位，在推廣

資訊系統時，若獲得高階主管的支持與承諾，可收

事半功倍之績效。因此無論是新建系統或推廣現有

系統，若有學校主管全力的支持，校務資訊系統的

功能有加倍加乘的效益及使用意願。因而建議學校

主管要積極參與校務資訊系統規劃，適當調配各單

位的行政管理系統的軟硬體需求，提供合理的資

源，以提升校務資訊系統效益與使用意願。 
另方面教育網路中心在規劃系統時，應隨時與

單位主管有良性的協商，以取得共識；同時為高階

主管提供快速、方便、圖表式顯示「組織狀況報導

系統」，讓高階主管深獲校務資訊系統即時的效益，

樂意深入推廣應用校務資訊系統的行列裡。 
研究中顯示，教育單位缺乏整合性的行政管理

資訊系統，各單位的互動低。目前所使用行政管理

資訊系統符合業務需求程度不高，因而也較難提供

即時的資訊供決策參考。 
多年來在校務資訊系統設計上，偏重規劃與施

行立即產生效果的系統，忽略長期系統分析規劃與

連結性。固然短期內雖可顯見績效，但因缺乏長期

全面性的系統規劃，組織內的系統與資料易流於分

散，彼此不能連接，造成使用者與決策者的不便，

同時增加以後系統整合的困難。因此各縣市教育單

位，不管是委外或自行開發，皆應深入了解教育行

政的運作流程，成立深具熱誠的資訊科技團隊，隨

時能與業務單位溝通協商，審慎分析業務單位及使

用者的功能需求，同時兼顧組織內部與組織間的系

統共通性，設計多維式物件導向的資料模組，建置

整合性的校務資訊系統，讓各單位能粹取解析各項

資料，以警覺、靈敏性調整決策趨向，在運用校務

資訊系統時，能增進準確有效力的行政管理，不但

可整合學校各資料流，同時可增進彼此行政的連結

性，激勵使用校務資訊系統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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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階式架構為基礎的大學電子公文系統之規劃設計 
 

王文秀 

國立中央大學電算中心 
E-mail: center13@cc.ncu.edu.tw 

 
 

摘要 
 
電子化政府與公文電子化，是當前各機關學校重要
的資訊應用方向，公文處理的時效與品質，對於大

學營運績效的提升，更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本文之

主要內容為提供中央大學公文系統的規劃架構與發
展經驗，作為各校系統開發與主管單位之應用參

考。本系統規劃上使用Windows 三層式（3-tier）的
技術進行開發。系統除了在功能上可以提供各單位
人員即時的公文動態資訊，以進行追蹤管理，提高

行政效率外，3-tier的架構設計也具有節省系統人員
安裝前端界面負擔，減少資料庫的連結浪費，降低
軟體購置成本與開發時間等優點。 

 
關鍵詞：電子公文、三階式架構、校務行政電腦化 
 
1.前言 

 

本研究是一實務性之論文，主要目的為提供中

央大學公文系統的規劃設計架構與發展經驗，作為

各校系統開發與主管單位之應用參考，中央大學以
往公文處理，皆是以傳統人工方式進行，這樣的作

業流程造成下列幾項不便： 

(1) 處理時間過長：使用單位無法立即得知公文的
最新狀況，打電話查詢廢時費力。 

(2) 難以評估各單位之公文處理績效：無法有效及
時查核各單位（或各人）之公文處理量與處理
時效，以致常有公文遺失或延誤公文的情況。 

(3) 公文處理不便：各單位主管或承辦人，必須在
上班時間於辦公室，才能進行公文之處理，時
間安排上缺乏彈性又不方便。 

為了解決以上的問題，本校遂積極嘗試利用網

際網路與相關軟體工具，進行電子公文系統之規劃
與設計，以加速本校公文傳送速度與品質，並提升

大學辦公室的工作效率，。 
 

2.專案背景與需求分析 
 

教育部自民國九十年九月起，正式與各學校實
施點對點電子公文交換系統，為因應此一變革及順應

未來網路化社會，建置電子化校園實為各校當務之

急，因此本校開發發展電子化公文系統，作為最優先
推動之工作項目之一。為順利推動電子公文系統，本

校原則上採取循序漸進、分階段逐步實施之方案，第

一期計畫以完成表單電子化，設置讀條碼設備，達到
追蹤管理，減輕傳統人力登錄負擔為目標，第二期考

慮與現行應用系統資料庫整合，第三期則考慮加入線

上簽核功能，以使電子化公文之功能更為完備。 

在第一期的規劃中，公文的範圍上先做簽呈、

及函稿之流程控管。在以不增加承辦人的負擔及作

業習慣的考量下，創稿人只需增加印製一份公文流
程控管單做為控管用，會簽或批示仍然在原公文

上。經過各會辦單位時，由收發人員對公文進行登

錄處理，記錄目前公文處理的狀態，以做稽核管制
之用。 
 
3.系統架構與實施過程 
 

新系統的架構採用「三階式主從架構」 
(three-tier 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其基本的概念
是用戶端界面層(presentation tier)不再直接與資料
庫 (data service tier)溝通，而是透過稱為中間層
(middle tier)的應用程式伺服器作為中間人
(broker)。中間層亦稱為企業層(business logic tier)
或元件層(component tier)，通常會包括一堆企業邏
輯與程式的核心目的相關的功能，並負責與資料庫

溝通。由於在三層式架構裡，用戶端並不會持續保
持著連線，所以可以節省頻寬與記憶體資源，資料

庫軟體的版權費用也可大幅降低。 

在 3-tier的架構實作上，我們採用了Windows 
DNA的技術[1]。DNA是微軟所提供的一個分散式
應用程式的開發平台，也就是 Active Platform的再
延伸，在 Active Platform的技術裡，HTML、Script
和 Component 組成了客戶端和伺服器端的架構
[2,3,4]。 

本系統之軟硬體架構如下圖 1所示，在伺服器
端使用的軟體及開發工具有： 

a、作業系統：Windows 2000 Server 
b、資料庫：SQL Server 2000 
c、網頁伺服器軟體：IIS  
d、Web應用程式：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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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流程控制程式：Office XP Developer 
f、控管表單產生器：PDF Library V4.0.2 

 
在使用者端需連線使用的軟體有： 

a、Web Browser瀏覽器：IE  
b、條碼字型檔：3OF9.TTF 
c、pdf表單閱覽器：Acrobat Reader 5.05繁體
中文版 

 
 
 
 
 
 
 
 
 
 
 
 
 
 
 

帳

號

規則上，由於單位主管及收發人員會因職務調動或
是離職等因素，所以採固定帳號。以主管而言，是

以英文職稱之簡稱為帳號，而收發人員則是以單位

代碼加上 Agent為帳號。至於一般教職員則是以其
在本校之 email帳號為自設帳號。 

 
在實施上，由於這是一個全校性的資訊應用系

統，牽涉到的單位及使用者眾多。所以為了要讓各
單位能熟悉了解系統，自民國九十一年三月起就分

批讓全校各單位陸續加入參與測試。截自七月底

止，目前共有 112個單位參與，300個使用者帳號。 
 
在組織編制上，依學校單位的特性分成五種類

別： 
A. 行政單位：包括教務處、學務處、總務
處、研發處、電算中心、圖書館、人事
室、會計室⋯等 11個一級單位。 

B. 教學單位：分成文學院、理學院、工學
院、管理學院、資電學院、地科學院等6
個一級單位及 35個二級單位。 

C. 研究中心：分成太遙、光電、環境⋯等8
個研究中心一級單位。 

D. 教學中心：包括有通識、教育、藝文、
語言等中心及體育室等 5個二級單位。 

E. 其他：為軍訓室等 1個二級單位。 
 

在公文流程控管上，教學單位、教學中心控管

到第一級及第二級單位，行政單位及研究中心控管

到一級單位，而軍訓室則直接控管到二級單位。控
管單位皆需設單位收發，且各單位只有一位收發人

員，目前總共有67個單位收發。對所有單位的一、
二級主管為彈性的流程控管，即不強迫主管一定要
進入系統處理公文，但各單位收發人員則一定要進

入系統做刷入刷出的動作，以記錄公文的流向狀

態。 

4.系統主要功能與界面展示 
 

使用者利用瀏覽器進入本校公文系統網址
後，系統即可依其登入之帳號，自動確認其單位及

權限，並會依照其權限，而顯示不同的功能與畫面

（如圖 2）。目前本系統主要之功能，大約可分為創
稿、收發登錄、公文查詢、及統計等部份，其主要

流程與界面說明如下： 
 

 
圖 2:使用者登入後之主功能畫面 

 
4.1創稿：  
 

創稿為一件公文流程之開始，本系統創稿部份
之功能，除提供使用者輸入相關資訊外，使用者也

可以依據該公文性質與流程，彈性設定後續處裡的

單位或業務人員（如圖 3），也可以根據該文之需
要，選擇需要一並傳送的附件檔（如圖 4）。 

 

 
圖 3: 選擇公文處理單位與會簽單位之畫面 

 
 

Web Browser瀏覽器

Web Server網頁伺服器 

AP應用系統 + SQL 
Server資料庫主機  

各單位使用

系統開

發人員 

圖 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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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選擇隨公文一併傳送之附件檔之畫面 

 
4.2公文處理：  
 

公文處裡之主要功能，一方面為對本單位部屬

要送出之公文，進行檢查與刷出；一方面為其它單

位進入的公文進行刷入與登記。以公文刷出為例，
圖 5為研發處到收到一份主旨為 test的公文。 
 

 
圖 5:待刷入之公文清單畫面 

 
經查看其內容後，研發處除可選擇刷入以進行

後續處理外，當發現公文有誤時，可直接退回原創

稿單位處理，或可依照校內職權分工，選擇「代為

決行」，將公文跳過其他會簽單位直接送到結辦單
位。 
 
4.3公文查詢：  
 

公文查詢之主要功能為使用者可以根據標

題、關鍵字或公文類型，藉以了解公文創稿單位、

目前公文動態、創稿日期等相關資訊，對於追蹤公
文之進度與效率影響極大。下圖 6為以”test”為關鍵
字查詢所有相關之公文之畫面。 

 

 
圖 6: 以”test”為關鍵字查詢之畫面 

 
除了以上查詢方式可查詢相關之公文資訊

外，為便於使用者迅速了解自己所承辦案件的處裡

情況，本系統亦有「我的公文」之查詢設計，透過
「我的公文」，使用者可已針對自己創簽或承辦的

公文進行了解，下圖 7即以研發長為例，列出其「我
的公文」的查詢結果 

 

 

圖 7. 「我的公文」的查詢結果之畫面 
 
5.結論與建議 
 

在這次的公文流程控管系統上線的進行過程

中，雖然這是本校第一個全校性的資訊系統，範圍

遍及每個單位每個使用者，但由於高階主管們的支
持，使得系統推動順利許多。謹將此系統的貢獻彙

整如下： 
 

(1) 提供管制：以往傳送過程中，可能因為會簽相
關單位經辦人員疏忽延遲，致使發文單位無法
追蹤公文目前所在位置，管制者也無法掌握公

文的最新動態。使用本系統後，只要創稿單位

或是經辦過後之人員都可以查知公文的詳細
歷程，並對收文單位做進一步之稽催。 

 
(2) 彈性的公文流程設定：發文者依公文的內容，
決定會簽的流程順序，而任何經辦的人員也可
以再增減或改變會簽單位順序。不過任何的流

程改變都會記錄下來，以釐清權責。 
 

(3) 縮短公文處理時間：由於有了完善的追蹤與控
管，加上此系統仍然是維持了原先所熟悉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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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習慣，以「公文流程控管單」取代原來之「校

內文件傳遞順序單」，大幅縮短公文滯留及遞
送的時間。 

 
(4) 作業 e化：培養同仁接受新的作業方式，將日
常的工作與電腦結合起來，以迎接辦公室資訊

化、電腦化的階段，做為以後全面電子化公文
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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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校務行政學籍系統之發展 
 

朱國光   楊哲綜   林守仁* 
台南市教育局電子資料中心   義守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E-mail: chukk@mail.tn.edu.tw  yang@mail.tn.edu.tw  lsr@mail.tn.edu.tw* 
 

摘要 
目前各縣市教育局陸續開始投入國中小校務行政

電子化的工作，台南市經一年多的努力以自行開發

模式建置校務行政系統先期之學籍系統，目前本系

統已在全市國中小學全面實施，且順利成功運作

中，主要提供市內中小學教職員、教育局相關人員

使用，另提供學生家長部分查詢功能。本系統對未

來完整之校務行政系統而言是關鍵性火車頭的角

色，這個系統的成功表示接下來之成績、健康、輔

導等各子系統將會依計畫時程逐步開發推出。本系

統資料庫採集中式架構，應用程式以.NET 架構下之

網頁開發。目前系統對學校行政人員、級科任教師

提供各種應用功能，有效減少許多人力負擔，增進

學校間與教育局間之行政之效率。配合本系統附加

功能首度對開放家長查詢國中小新生學區分發、新

生入學登記等功能頗受好評。為順利推行系統，相

關行政配合措施與教育推廣訓練工作也是不可或

缺的，當然針對實際開發及實施過程中遭遇許多困

難與問題，本文有詳細說明並解釋目前採用之解決

方案。我們希望藉此分享系統開發過程中之實務經

驗，能給各縣市在校務行政系統之評估及開發上有

所幫助。 
關鍵詞：校務行政 校務資訊系統 教育行政電子化

學籍系統 新生入學 學區分發  
 
1. 前言 

 
自中小學擴大內需方案後，全國中小學皆連上

網際網路，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及教育局因應大環

境的改變，產生校務行政系統電子化的許多需求。

因各縣市之主客觀環境與個別需求不同，進行的腳

步也有所差異。 
 
台南市於民 89 年實施台南市教育局行政網路

[1]，全市中小學教師皆已申請了教育局電子資料中

心(以下簡稱中心)帳號，建立了各校教職員職務之

基本人事資料，作為電資中心後續開發之各系統單

一認證之用，經兩年多之使用、檢討與未來新系統

的需求，於 91 年 7 月改版為台南市教育網路中心

身份認證系統[2]，目前全市中小學教師研習一律使

用學習護照系統[3]管理個人研習時數，學籍系統[4]
登入也是整合於此認證系統中。 

 
在以上基礎下，學籍系統的開發曾考慮外包，

但因經費、時程、系統開發語言、工具與未來系統

維護之考量下，最後決定自行開發。就目前校務行

政系統而言，國小部分並無全國統一系統可用，國

中部分則有前省教育局主導之向上國中開發之系

統全國使用中，但因為精省政策，此系統小組成員

解散，系統停止維護，然因九年一貫新制度的實

施，此系統亦無法處理新的需求。基於上述原因，

台南市決定採用分段開發，逐步使用策略，先開發

學籍系統建立國小基本資料，國中部分學生資料則

逐年自國小畢業生資料轉入，目前而言，已建立國

小六個年級與國中一年級資料，預計兩年後，國中

學生電子基本資料即可全面建立。 
 
完整的校務行政系統十分複雜龐大，非短期可

以立即完成，因此台南市採取分階段逐步開發方

式，首先是開發學籍系統，建立基本學生資料，之

後再開發成績、健康、輔導等系統。本文即就學籍

系統之規劃與架構至實務開發過程中的遇到許多

的困難，與實際實行後產生之效益詳細說明如后。 
 
2. 系統架構與規劃 

 
台南市在系統規劃之初即開始研究整個系統

可行之架構與作法，包含使用之作業系統、開發平

台、伺服器架構、開發程式語言等問題，在仔細評

估目前市內現況與未來的整體發展性前題下，決定

使用.NET 技術自行開發本系統。 
 

2.1 環境與使用技術 
 

本系統使用之軟硬體環境與使用開發技術如

下清單： 

硬體設備：使用兩台伺服器，同為 PIII 1G MHz*2 + 
1GB RAM + 30GB RAID5 HDD*3 
作業系統：Windows 2000 + SP2+Security Patch 
伺服器種類：網頁伺服器安裝 IIS 及.NET 
Framework；資料庫伺服器安裝 SQL Server 2000 
開發工具：Visual Studio .NET 
開發語言：C#及 VB.NET 
開發時間：一年，前半年設計前置系統與基本資料

管理程式，後半差建立國小畢業生、國中小新生入

學系統相關應用程式。 
 
2.2 何服器架構 

目前全國統一之國中校務行政系統及部分縣

市開發之國小校務行政系統是採用以學校為中心

方式，即資料庫及應用程式伺服器全部建立在各國

中小內，造成設備經費高，應用程式維護不易，各



 2

校維護人力負擔，及全市統計資料不易取得等缺

點，因此本系統在考量市內經費、人力等主客觀因

素後決定採用資料集中(Data-Center)式架構，建置

伺服器於中心，如圖 1，使用者利用瀏覽器連上應

用程式伺服器使用及管理資料，上層使用者如教育

局或教育部所需之報表可由中心直接產生報表，減

少各校個別統計，教育局統整各校資料負擔。 
 

 
 

 
 

圖 1. Data-Center 系統架構圖 
 

為增加資料庫伺服器之安全性，系統伺服器架

構採用圖 2 的方式配置，利用防火牆減少資料庫為

入侵之可能性。 
 

 
 

圖 2. 伺服器架構 
 

2.3 資料庫格式 
 

系統規劃之初資料庫依當時教育部公布之學

籍電子資料交換規格標準 1.0 版制訂，另外配合實

際需求也擴增部分欄位。在一年多來，教育部綜合

各縣市建議與新的九年一貫成績學籍表格需求，並

符合 XML 標準，重新修正公布九年一貫課程學生

成績評量及學籍電子資料交換規格標準 2.0 版[5]，
本系統全部配合教育部公布之標準，以滿足未來各

縣市學籍電子資料交換的需求。 
 
2.4 開發單元 

完整的校務行政系統相當複雜龐大，台南市決

定要開發時即訂定了分年分階段計劃，首先是建立

全市教師基本資料，作為登入認證依據，其次建立

學籍系統之學生基本資料與學籍相關應用程式，這

是第一階段工作，之後配合教師與學生資料開發成

績系統，建立學生健康資料、輔導記錄、訓導資料

等各子系統為接下來之各階段工作，由國小至國

中，採分年進行開發陸續推出。  
 
2.5 系統特色 

 
本系統整合台南市教育局電子資料中心身份

認證系統，使用單一帳號登入，並且於帳號登入頁

面使用 SSL 機制，增加網路傳輸資料之安全性。 
 
為增加使用者端利用基本資料，進行自訂需求

之後續處理，因此系統在報表列印，及檔案匯出上

提供許多種格式，如 HTM, XLS, DOC, TXT, CSV
等格式，供使用者再利用。一些有能力自行開發套

印範本(如畢業證書)之學校教師，並主動將學校使

用之文件套印範本分享，供大家參考使用。 
 
在權限控管上，學籍系統利用身分認證系統中

取得之教職員或業務相關人員職務本職及兼職

後，區分五種使用身分加以規範，班級導師可管理

自己班級學生資料，註冊組長管理全校資料，教育

局可看到必要的各校資料，科任老師可以看到授課

班級學生名冊，一般家長可以查詢無機密性資料。 
 
2.6 備援與開發方式 
 

為確保資料庫之安全，在硬體上除配備 RAID5
硬碟外，系統採用 SQL Server 每日備份計劃，確保

每日資料的安全性，然為了解決即時性備份需求，

另建一台供備份及測試用SQL Server供上線資料庫

伺服之進行交易複寫作業，以保持隨時資料庫資料

保持雙份。此外，伺服器置於內部網路中使用 private 
IP，關閉不必要之 port，防止駭客可能破壞攻擊之

各種途徑。 
 
網頁伺服器之應用程式使用將原始程式編譯

成 dll 之機器碼，不但提高系統效能，且不會有原

始程式碼外洩問題，配合 code behind 技術，前端畫

面可交由專人負責美化，提高使用者接受度。 
 
程式撰寫採用參數傳遞，詳細定義參數型別呼

叫 後 端 資 料 庫 伺 服 器 之 預 儲 程 序 (Stored 
Procedure)，充分將網頁伺服器與資料庫伺服器適度

分工，且不會有資料庫隱碼 (SQL Injection) [6]漏洞

發生。 
 

在考量系統在正式上線後大量使用者同時使

用的效能問題，本系統正式上線前並經過 WAS 
(Microsoft Web Application Stress Tool)[7]測試，確保

同時 250 人上線使用時都有迅速可接受的回應時間

並保持系統處理良好的效能狀態。就實際上線後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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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人數約 150 人時，網頁及資料庫伺服器的 CPU 利

用率皆在 30%以下，確實具有良好的服務品質。 
 
2.7 前置作業 
 

自民國 88 年起台南市教育局電子資料中心即

開發行政網路系統，陸續推出學習護照服務將教師

研習納入資料庫管理統計，並逐步要求全市國中小

教師申請行政網路帳號，共完成六千多個教師帳號

申請。由於當初申請時填寫資料不足後來之系統需

求，因此在民國 90 年 2 月重新推出新的身份認證

系統，並要求全市國中小教職員工含實習教師一律

必須申請新帳號。透過這個身份認證系統，不但可

以實現單一帳號登入所有系統外，也取得教師基本

資料在各子系統上加值應用。 
 
針對學籍系統學生資料的取得順利，系統成功

上線服務，因此在正式上線前，先行推出前置作業

程式。 
 
首先在.NET Beta1 時期以 VB.NET 為開發語

言，純手工開發輸入供國小輸入班級學生身份證字

號程式，並於民國 90 年 6 月底推出，以在學生放

暑假前取得學生身份證字號，為作向戶政系統轉戶

籍資料之基礎。期間經洽詢內政部民政局得知欲自

戶政系統轉戶籍資料，必須填申請單及提出資料保

密辦法，經過兩個月的努力，民國 90 年 9 月時終

於取得這些學生的戶籍基本資料，接下來必須進行

校正難字，及轉檔至資料庫才完成學生基本資料的 
基礎資料工作。 
 

自戶籍資料轉檔的學生個人資料主要可利用

的有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別、戶籍地址

與父母親資訊等，但是許多學生的通訊地址及聯絡

電話上，無法提供相關資料，因此在經審慎考慮必

要的欄位後，向全市學生發出調查表，取得這些資

料，共計全市國小學生逾六萬多筆書面資料。 
 

然而為減少學校端及教師輸入資料的負擔，這些書

面資料全部集中至教育局電子資料中心，設計前端

輸入介面，聘請工讀生一筆筆人工方式輸入資料，

約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為確保資料輸入的正確

性，又再花半個月的時間抽查書面與電子資料是否

完全一致，有錯誤者立即修正。 
 
    在資料有初步檢驗後，發回書面調查表，並重

新設計學籍基本資料網頁介面，提供全市國小級任

導師能上網確認班級資料，有錯誤及國小新生無法

自戶政系統取得基本資料者，由學校指派導師或專

人協助輸入完整資料。為確認資料正確性，要求學

校必須將各班資料列印出來核章後送至中心留

底，完成最後確認動作。詳細之前置作業流程如圖

3 所示。 
 

 
圖 3. 前置作業流程圖 

 
2.8 行政配合 

 
一個系統要成功的運作，除了程式能符合使用

者需求設計外，要配合的項目還有很多，如相關使

用者教育訓練及相關宣導及行政命令配合都是必

要的。 
 
本系統為了解使用者需求，事前除訪談個別註

冊組長外，亦召開數次註冊組長會議，廣納各校意

見，匯整出程式與現有流程配合之時間表。系統推

出前另舉辦說明會及系統使用研習，並於全市資訊

組長會議中請各校資訊組長協助校內教師或註冊

組長處理技術上或操作上的小問題。 
 
2.9 學區分發 

 
圖 4. 國中新生入學系統流程圖 
 
國小自戶政系統轉出學籍兒童名冊，經執行國

小學區分發程式，分發結果公佈於網站上，以利家

長查詢得知子弟可就讀學校。國中部分則是自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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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名冊，執行學區分發作業後，並進行臨時編

班程式，以利新生報到就學，詳細流程如圖 4 所示。  
 
3. 系統功能 

 
表 1. 系統功能說明表  

系統項目 功能說明 
基本資料   

資料維護 學生基本資料查詢、新增、刪除、

修改等維護作業 
轉學作業 含轉入及轉出作業  

級任學生名冊 提供級任導師完整班級學生資料

科任學生名冊 提供科任教師授課班級學生名單

聯絡名冊 提供級任或行政人員班級學生之

所有相關聯絡資訊 
在學證明 列印在學證明書 

國小入學  

入學名冊 供學校查詢自戶政系統轉入之可

入學之學生名冊 
入學查詢 供家長查詢新生可就讀之學校 

新生書面問卷 
供家長在新生報到後填寫學生基

本資料供學籍系統基本資料維護

輸入依據 

外來新增 
解決基準日後遷戶籍或未在該學

區因特殊原因必須就讀該校時新

生新增作業 
報到登錄 含報到及取消報到程序 

查詢報到學校 
供家長查詢一般學校報到狀況或

超額管制學校是否錄取獲得入學

資格 

新生名冊 提供學校列印新生報到名冊及統

計資料呈報教育局 
國小畢業  

未更新名單 
查詢未能自戶政系統同步取得畢

業生基本資料學生名冊，必須由

導師進行人工調查戶籍地址。 

國中分發查詢 經系統國中分發程式執行後，供

學校及家長查詢可入學國中 

編畢業證號 自動編畢業證書字號，含手動人

工個別修改作業 
畢業生一覽表 列印各班畢業生資料送教育局 

套印畢業證書 系統自提供套印程式及下載資料

檔供各校列印畢業證書 

分發國中統計 依入學學校之學生鄰里資料統計

表送入學國中 
畢業生名冊 依入學學校列印名冊給入學國中

國中入學  

入學名冊 國小畢業生資料經國中分發程式

後產生入學檔名冊供各校查詢 
入學查詢 供家長查詢新生可入學學校 

外來新增 供非南市國小畢業之外縣市轉入

或特殊身分就讀資料新增作業 

報到登錄 報到及取消報到登錄作業 
查詢報到學校 供家長查詢報到登錄狀況 

新生名冊 列印國中新生名冊送交教育局 
 

4. 系統效益 
在比較傳統處理方式與目前學籍系統電子化

後，整理發現以下之效益產生出來，並且有逐漸擴

大的趨勢。 
 

(1). 減少重覆輸入：過去國小在取得戶政機關送來

之學齡兒童名冊後必須手動將資料一一輸入至電

腦中，之後導師又必須重新輸入班級學生資料，訓

導處、輔導室、保健室需要學生資料時又必須重新

輸入一次，畢業前重新輸入製作國小畢業生一覽表

送國中，國中在收到書面資料後也是必須重新輸入

這些學生基本資料…，累積起來一再重覆輸入相同

的資料，資料不但無法共享，也增加了各階段重覆

輸入的錯誤比例。在本系統啟用後，以上提到的問

題得以解決，節省許多人力的浪費。 
 
(2). 協助決策判斷：過去教育局因業務需要某些、

統計資料，往往必須要各校傳真或以電子郵件回覆

填報，在取得回報資料後又必須手動進行全市總統

計，且總有遲交學校造成統計上的困擾。有時學校

方面會視統計目的而決定填報內容是短報或報

多，來來往往下造成許多問題，目前中心端可視目

前資料庫內容與局裡需求，如核定班級數，直接由

資料庫產生統計報表，有效減少學校端填報數量或

次數，協助局裡判斷決策以且提升行政效率。 
 
(3). 減少學校例行統計負擔：學校端每半年必須向

統計處呈報許多細項學校統計資料，如年級、班級

學生男女生人數，年齡比例等，過去必須一一以人

力統計，目前由資料庫中可直接產生統計報表，大

幅減少了學校的負擔。 
 
(4). 校內資料共享：利用學籍系統學生基本資料，

加上每個人的權限控管，使得級任導師能查詢、新

增刪改班級學生聯絡名冊資料，註冊組長能處理全

校學生資料，訓導處可在必要時查詢到校內學生的

緊急聯絡人電話等資訊，校護可將資料轉入現有的

系統中管理學生的健康資料，科任教師可下載自己

授課班級的學生名單，充分發揮資料共享的好處。 
 
(5).方便的資訊查詢：透過這次國小國中新生學區分

發、新生報到程序，家長可以透過網路直接了解子

女可就讀學校。針對市內部分超額管制學校，透過

學校報到登錄程序，家長也能夠查詢到子弟是否通

過審核可以就讀。註冊組長也可以透過查詢報到狀

況，了解應就學到未報到學生去向，以進行電話或

拜訪追蹤，大幅減少註冊組長的負擔，備受各校註

冊組組長好評。 
 
(6). 解決新生重覆報到入學問題：過去有些家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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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辦畢業證書遺失或遷戶籍後，會帶子女到不同

學校重覆完成報到，造成開學後未就讀學校不少的

困擾。透過學籍系統報到登錄程序，註冊組長可以

輕易了解這名學生是否有重覆報到狀況發生，若家

長需要變更報到學校，必須至原報到學校取消報到

後，後報到學校才能進行報到登錄作業，有效解決

學生重覆報到問題。 
 
5. 困難與解決方式 

許多實務上的困難必須要實際經歷後才能體

會，以找出可行的解決方案，當然解決方案可能有

很多種，過去、現在、未來會因主客觀環境的改變

有所變動，以下各點是歸納了一年多來實驗遇到的

問題與目前的解決方式，提供給大家作為參考。  
 
(1). 前置作業：為節省後續學生資料輸入的負擔，

前置作業用來收集目前就學學生身分證字號，以利

自戶政系統轉戶籍資料，這項工作負擔原則上建議

市內各校由級任導師協助輸入，每人至多輸入 40
多筆 10 個字元的身分證字號，若教師有特殊原因

無法在規定時間完成輸入者，學校必須協助指派他

人負責處理。實際執行上雖有極少數教師反彈增加

負擔，但是整體這項工作倒是相當順利完成。 
 
(2). 戶政資料轉檔：經向戶政機關查詢結果，有特

殊需求可向其申請轉戶籍資料部分內容。但是除了

填妥必須申請單正式行文外，尚必須提出相關之資

料安全保密辦法，在經過兩個月的努力，終於成功

自戶政系統轉出 53000 多筆學生基本戶籍資料。轉

得之資料欄位與格式必須手動調整才能匯入至學

籍資料庫中，  
 
(3).造字難字集問題：自戶政轉入資料有部分里別、

地址、姓名為難字或戶政造字不在大五碼範圍者皆

有亂碼現象，目前除部分自資料庫中統一改更為共

通字外，並教導所有使用者暫時採用組合拆字或留

白方式處理。這個問題也涉及到未來全國統一學籍

資料電子交換時，學生姓名等相關難字也有相同問

題，亟待教育部全國統一處理方式以解決之。 
 
(4). 系統改版：由於系統開發時程的壓力，使得系

統必須依據平台版本而改變，自系統前置作業至學

籍系統應用程式開發期間，.NET Framework、開發

語言及開發工具歷經 beta1, beta2, RC1 及正式英文

版至正式中文版的數個改版，因此系統之程式也隨

著必須修改，也造成開發上的負擔，還好在正式版

推出後，這個問題已不存在。 
 
(5). 流程改造：在使用者需求分析後發現了不少目

前的流程有重新檢討化簡改善的空間，以畢業生畢

業流程為例，國小端必須建立畢業生名冊再依法列

印名冊交教育局存底，又必須依國中將國小畢業分

發至該國中的畢業生一覽表送交國中，國中必須取

得這些資料後才能進行新生臨時編班及列印國中

入學通知書，每項工作都有時間表，就傳統書面資

料流程來看已行之多年相尚完善，但對電子資料而

言，可以節省許多傳統資料整理、統計、傳遞時間，

許多項目可以化簡，如國小上網確認畢業生資料內

容，不必列印資料給國中，國中可自行上網查詢或

下載入學學生資料，教育局也可以不必收集各校資

料存底，僅需將資料庫備份至光碟保存，這些電子

資料更有利於未來所需資料的搜尋。然而礙於目前

法令上的規定，有些是國民教育法，有些是縣市政

府規章，在目前實際執行上看到了一些問題，必須

要修法或另頒新規定才能真正化簡流程徹底改造

有效解決問題。 
 
(6). 執行流程：為了能成功使系統順利運作，減少

施行阻力，許多工作必須在考慮行政上的配合與教

師的負擔，因此在學生基本資料建立上，採取取得

學生身分證字號，再自轉戶籍資料，然後以書面問

卷方式調查轉檔資料不足處，再收齊全市國小調查

表，統一由中心請工讀生輸入書面資料，接下來發

還調查表，由各校各班級任導師確認資料無誤，並

列印核章負責。至於國中學籍資料部分，預計三年

內國小畢業生資料一一轉至國中後即可全部完成。 
 
(7). 資料維護：在學生學籍基本資料建立後，面臨

的問題是接下來誰來維護異動資料，誰來確保資料

的即時性與正確性？由於許多局裡在決策分析時

需要的即時統計資料必須是各校有確實維護即時

且正確的，統計才能正確，決策才有依據。目前在

作法上，採取督學訪視學校重點之一，列為各校校

務評鑑及稽核指標，利用各種場合向校長及教師們

宣導這件事情的重要性。未來可能得訂定一個辦

法，以確實規範學校、註冊組或教師能確實維護資

料的正確性。 
 
(8). 配合事項：為使得各校能清楚學籍系統目前的

進行方向與配合事項，除了重大事件會召開學籍系

統說明會或研習外，一般都在學籍系統首頁公告最

新消息或時程表，各校註冊組長也建立了電子郵件

群組(mail list)，每當系統更新改版或需要提醒各校

註冊組長時也會利用這個郵件群組轉發通知。 
 
(9). 教師資訊素養：整體而言，此系統正式運作的

一年來，大部分的教師使用上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仍有部分教師或註冊組長資訊素養仍有不足

的現象，尤其是發生在註冊組長時，會造成全校進

度落後影響全市資料統計。這個問題應該會在近幾

年後因教師退休或學校要求註冊組長必須能勝任

的狀況下獲得解決。 
 
(10). 系統權限：目前系統設計依一般教師、級任導

師、科任教師、註冊組長、主任、校長、局課長等

不同職務給予不同的使用權限，能操作的資料範圍

有有所限制。但為因為實務上有學校提出部分臨時

需求或職務代理緣故必須能彈性開放學校有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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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能再臨時授權給校內其他教職員工使用，目

前系統尚未提供此項功能，但新版已將此需求納入

將會解決這個問題。 
 
(11).國中小系統不同：教育部自今年九月份起正式

漸近式實施九年一貫系統，看來國中小在系統設計

上應該十分相近，因國中目前已有舊的全國統一校

務行政系統正在運作中，國小並沒有統一系統，加

上原來舊的非九年一貫與新的九年一貫課程同時

進行，因此，許多系統設計上要統整有相當大的困

難性存在。目前系統採用國中小分開設計兩套獨立

程式，資料存放在同一資料庫中的設計方式，未來

會重新檢討是否可合併程式的可能性。 
 
(12).時間壓力：傳統註冊組在國中小畢業、新生報

到、轉入轉出上已有一定制式流程，每項作業都有

標準時間表，但是這次配合新的學籍系統電子化作

業的實施，每項系統功能項目推出時一定要兼顧傳

統作業時程，因此在程式撰寫上有相當大的壓力存

在，往往除錯時間嚴重壓縮，還好同仁們大家共同

努力下，整體而言進行的相當順利，偶有一些小 bug
都能很快解決，獲得使用者很高的評價。 
 
(13).新開發工具：本系統是使用目前微軟.NET 平台

與新的開發技術，在系統開發之初.NET Framework
僅推出 Beta1 版，系統之前置作業輸入身分證字號

程式即以 VB.NET 開發，接下來的 Beta2 改版，程

式語言語法變更很大，原程式皆無法在 Beta2 的平

台上使用，還好前置作業僅使用一次未來也不會再

用。此時開始真正接觸到新的開發工具 Visual 
Studio .NET Beta 2，雖然一開始問題很多，入門不

易，不覺得好用，再經過一兩個月的適應期後，終

於發現當能駕馭這個開發工具後，程式的產能大幅

提升，相對於傳統 Asp 資料庫網頁程式開發上大約

增加三至五倍速度，有了這個工具的幫助，讓後續

系統的開發上能更順利，更有時間進行程式偵錯工

作，提高應用系統品質。 
 
(14).上下溝通負擔：由中心在開發學籍系統上，在

使用者需求訪談時，必須兼顧到局裡的需求、學校

行政考量、教師負擔問題等多方面的問題，面臨多

方壓力，雖然各方有各方立場及角度，中心在系統

設計上必須綜合考量多方利弊得失，參考技術面上

的事實找出最可行的方案，在完成應用程式後之教

育訓練及針對局裡特殊需求之統計分析報表，對同

仁來說也都是負擔也是一種挑戰，所幸大家齊心努

力下，分工合作總算順利完成第一階段工作。 
 
(16).開發人力不足：由於尚待開發之系統很多，能

配合整個.NET 系統下，了解及能使用新的語言及開

發工具的人不多，雖然亦針對市內有興趣的教師進

行培訓，但是因教師本身工作即十分繁重，即使學

會這些技術，也不易利用空閒時間協助系統開發。

在考量外包上，成本更是高得驚人，也非局裡能夠

負擔的狀況下，因此還是主要系統開發工作就在中

心同仁身上。如何制定辦法吸引市內有專長教師能

投人這分工作，將來能獲得的效益是更大的。 
 
6. 結論與未來工作 
 

目前全國各縣市在開發的校務行政學籍系統

上的作法上個有不同[8]，有外包、有自行開發；在

資料庫有集中於各校、有集中在縣市網路中心；在

實行上有試辦、有全面實施；在開發語言上有使用

asp, jsp, php,或.NET 的 aspx。各縣市必須依縣市之

實際經費、人力等主客觀環境考量，自行選擇適合

之開發模式辦理。台南市學籍系統自系統前置作業

開始全面實施至今一年多來，成效相當良好。一路

走來遇到之許多困難與目前解決方案，都在此與大

家分享，希望對各縣市有所幫助。本系統的成功運

作也表示後續的系統改版、及校務系統之成績、健

康、輔導等系統將會持續進行，往完整之校務行政

系統一步步前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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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好學校「財產設備」的經營管理，對於大學
行政績效的提升，與設備資源的互通共享，具有重

大的貢獻與影響。本研究是一實務性之論文，主要

目的為提供中央大學財產系統的規劃設計架構與
發展經驗，作為各校系統開發與主管單位之應用參

考。系統在架構上主要使用Windows DNA 3-tier的
技術進行開發，在功能上，除了可以提供系所與教
職員相關的財產資訊，以進行財產控管，提高行政

效率外，3-tier的架構設計也具有節省系統人員安裝
前端界面負擔，減少資料庫的連結浪費，降低軟體
購置成本與開發時間等優點。 

 

關鍵詞：網路財產查詢、多層次架構、校務行政電

腦化 
 

1.前言 
本研究是一實務性之論文，主要目的為提供中

央大學財產系統的規劃設計架構與發展經驗，作為各

校系統開發與主管單位之應用參考，來達成利用資訊

與網路科技，提升大學行政效率及建置網路大學的目
標。隨著政府與教育部政策的大力推動，目前 TANet
各校校園網路基礎建設均已逐步建置完成，如何充分

利用與發揮網路科技的功能，來提升各項行政與教學
業務的效率，是各級學校建置完成校園網路環境，邁

向網路大學所面臨的首要課題。 

 
本文之主要內容即在於探討資訊科技在大學

財產管理作業上的應用與設計經驗，因此對於大學

之營運管理與行政電腦化發展，均具有相當的意義

與價值。 

 

2.專案設計與實施過程 

 
2.1 問題與系統規劃  

 
大學內部的財產資料，不但種類複雜且數量龐

大，加上計劃行政人員或助教更迭頻繁，因此如何

提供方便迅速的財產管理與查詢方式，不但是校務

行政電腦化的一項重要工作，對提升行政績效也有
相當貢獻。以中央大學為例，需要列入管理的財產

設備種類共分為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

備、機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什項設備、非
消耗品等大類，每一大類如機械及設備下，又可再

細分為工業機械及設備、電氣機械及設備、電腦設

備試驗、檢驗、控制儀器及設備等項目。許多保管
人或使用人保管之財產多達數百件，全校目前登記

使用中之財產件數共達 149562件。 

 

本校保管組財產管理系統，在民國八十四年是

由保管組同仁利用 Dbase 軟體，在 DOS 環境下自
行開發使用，屬於單機作業的系統。由於財產日益

增加，異動頻繁，所以保管組同仁經常需定期印製

各單位的財產清冊，及每月財產異動增減表交由各
單位核對，以便確保確保資料的正確性。這樣子的

模式不僅讓使用單位查詢管理不便，需要本人親自

至保管組或以電話連絡查詢，才能得知最新正確的
財產資料；對保管組同仁而言，每次財產異動之

後，除需印一份單位財產異動表之外，還需再次印

製一份各單位最新的財產清冊。如此一來，造成紙
張的浪費及工作上的負擔。如何能讓使用單位即時

得知所負責保管之財產最新狀況，又不增加保管組

同仁的工作負擔，是設計網路財產查詢系統的主要
目標。 

 

由於有此需求，經過保管組與中心同仁多次討

論評估之後，決定以不更動原使用之財產管理系
統，而是將財產管理系統所產生之資料上傳至中心

的整合資料庫主機中，透過中心所開發之Web應用
查詢管理系統，前端使用者再利用最普遍的Web瀏
覽器來存取財產資料。 

 

 

2.2系統架構  



 2

 
本系統採取多層次架構(Three-Tier)，其基本的概

念是用戶端界面層(presentation tier)不再直接與資
料庫(data service tier)溝通，而是透過稱為中間層
(middle tier)的應用程式伺服器作為中間人
(broker)。中間層亦稱為企業層(business logic tier)
或元件層(component tier)，通常會包括一堆企業邏
輯與程式的核心目的相關的功能，並負責與資料庫

溝通。由於在三層式架構裡，用戶端並不會持續保

持著連線，所以可以節省頻寬與記憶體資源，資料
庫軟體的版權費用也可大幅降低[1,2]。在 3-tier 的
架構實作上，我們採用了Windows DNA的技術。
DNA 是微軟所提供的一個分散式應用程式的開發
平台，也就是 Active Platform的再延伸，在 Active 
Platform 的技術裡，HTML、Script 和 Component
組成了客戶端和伺服器端的架構[3]。在本系統中，
伺服器環境部份採用了 Windows 2000 Server、IIS 
5.0、MS SQL Server 2000 作為交易處理器和資料
庫。AP 應用部份，功能部份則以瀏覽器和
ASP(Active Server Page)作為設計工具[4]。系統的運
作架構如圖 1 

 

 
 

 
圖 1. 系統架構圖 

 
在系統配置上，以使用 Windows 2000 Server

作業系統，IIS 5.0做為網頁伺服器，而後端資料庫
伺服器部份則是用另一部 Pentium III 866主機，採
用 SQL Server 2000作為資料庫軟體。至於保管組
的應用系統(AP)主機則是一台單機作業的個人電
腦，以定期的方式隨時將資料上傳至資料庫主機。  

 
3. 功能說明 
 

根據不同權限而有不同功能，分成三類權限：

系統管理人員、單位管理人員、各財產保管人員。

系統主要功能如下： 

(1) 基本資料管理：包括單位、使用帳號的建立、
修正與刪除等。 

(2) 資料轉檔：提供將保管組的財產管理系統 dbase
檔案，轉入公開查詢的 sql server資料庫內。 

(3) 財產查詢：可查詢各項有關財產的資料，包括
財產編號、領用單代號、物品名稱、數量、單

價、總價、購置年月、使用年限、保管人、房
間號、分戶卡號等資訊。提供多樣化查詢及顯

示方式，並可讓使用者自行下載資料再後續利

用。 
(4) 全校查詢：讓系統管理人員可對全校的財產資
料做跨單位之查詢。 

 

3.1查詢功能  

使用者依申請之帳號進入系統，確認其單位及

權限，系統即會依照其權限而顯示不同的功能。如
圖 2即顯示總務處之系統管理員查詢眷舍單位的全
部財產資料，查詢的結果可依使用者的需求依各種

欄位排序顯現，預設值是依財產編號由小到大排
序。如果想改變查詢結果的排列方式，只要在標題

欄位區點選一下，即可依所選擇之欄位排序。此外

查詢得到的結果也提供列印及存檔之功能，以供使
用者再自行利用。 

 
 

 
 

圖 2. 單位查詢所有財產資料 

 

在查詢的條件上，若是權限許可，則可以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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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欲查詢之單位，否擇通常只能查閱所隸屬之單

位。再來可依使用者的需求選擇欲查詢的條件，條
件的選項有各式選擇，預設值是「列出所有」(見圖
3)。如果為全校性的查詢，則只有系統管理員才能
有此權限，查詢的方式雷同一般財產查詢，但是查
詢的範圍不跼限在某單位內。 

 

 
 

圖 3. 財產查詢條件 

 

 

3.2資料轉檔功能 

 

由於保管組日常本身運作的資料庫系統是在

dbase 程式環境下，而提供各系所查詢的財產系統
則是為 SQL Server的資料庫，所以保管組管理者需
定期將 dbase的資料檔案轉入 SQL Server 資料庫
內，如此系所才能查詢到最新的資料，見圖 4。 

 

 
 

圖 4. 資料轉檔畫面 
 
 

3.3 基本資料管理  
 

基本資料分成單位及帳號兩部份，保管組可進

行單位及帳號的輸入、修改及刪除作業。而在帳號
管理部份，保管組所建立的帳號是各單位的財產負

責人，而各單位的財產負責人也可替自己單位內的

同仁再新增帳號，如圖 5所示。 
 

 
 

圖 5. 帳號管理畫面 

 

4. 結論與未來展望 

 
4.1結論 

 

本校自九十一年開始起，提供了線上網路財產
查詢系統，著實讓全校教職員免除以往需查詢管理

不便之情況，更為學校節省了許多人力與列印報表

之經費。茲將本網路財產查詢系統的貢獻彙整如
下： 

 

(1)分工模式 

一般來說，使用者的電腦能力愈來愈強，可以

自行開發單位內之應用系統，而且由於電算中心服
務的範圍涵蓋全校，難免沒辦法全面即時開發各項

應用系統。透過此種分工方式，由保管組同仁自行

End User Computing，電算中心再提供整合查詢服
務，既可舒緩人力不足之壓力，又可以讓本校資訊

化腳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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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即時且彈性的財產資訊 

提供彈性及多樣化的查詢條件，讓使用者可針
對自己的需求找尋資料，而不必以電話或人工請求

的方式拜託保管組同仁協助。人員在離職或單位調

動時，能夠很方便的整理目前手邊所負責之財產交
接給其他同仁，不必在事隔多年後才發現自己在帳

面上掛了一堆財產。此外，系統也提供了已達報廢

年限之財產建議清單，供財產管理參考之用。 

 

(3) 資訊透明化，節省財產清冊列印經費 

所有財物資料一目了然，而且由於各單位同仁

可在網路上查詢財產記錄，若需財物清冊也可自行

由網路上列印或下載，保管組可以減少列印財產清
冊之經費與人工成本。 

 

(4) 提供分層負責管理，權限分明 

保管組系統管人員可替單位建置管理帳號，單
位管理人員帳號可以查詢單位內所有之財產；而單

位管理人員，可再自行建置單位內的個人帳號，個

人帳號的使用者只能查詢個人本身所擁有之財
產。如此一來有分層負責及權限控管之功效，又讓

個人之資料只讓有權限之人才能觀看。 

 

4.2 未來發展方向 

 

(1) 線上財產異動申請 

目前本系統僅提供線上查詢財產資料，未來考
慮加上財產報廢異動等線上申請作業，交由保管組

同仁審核，再將資料同步更新顯示。 

 

(2) 認證機制 

資訊應用的服務系統日漸繁多，使用者如果針

對每個系統都要記住一組的帳號/密碼，也是一種負
擔。未來可以考慮用 email帳號的方式來當成各式
系統的認證密碼，或是使用 IC卡認證的方式將帳
號認證統籌由一部認證主機來服務。 

 

(3) 與會計系統結合 

從請購、付款、到列入財產管理，其實是一系
列相關的業務，如果以後可以從系所單位請購開

始，就有財產名稱、單價等資料，而不必每個系統

都需重覆輸入資料，可以增加資料的正確性，又可
減輕重覆輸入的困擾，達到就源擷取的目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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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合資訊架構下發展學院計分卡 
賴宏峰，謝志光，林煜超，吳光耀 

國立聯合技術學院經營管理系 

hf120@ms4.hinet.net 

 

摘要 
 

策略管理與績效衡量是實現組織願景的重要途徑，

其中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BSC)已被驗證

為有效的工具，回顧過去探討 BSC的相關論文，多

數著重於企業應用領域，較少探討如何應用於學院

機構，而且未能結合電腦輔助軟體工具以降低分析

與計算的複雜性，因此本文旨在提出一個發展學院

計分卡(academic scorecard)的新方法論，其基本構想

為整合系統中的各種資訊模式，並且以整合資訊工

具 ARIS 軟體，用以分析/設計學院計分卡。最後，

本文並以聯合技術學院為例，說明應用整合資訊架

構之 BSC之發展過程與結果，以驗證此方法論之可

實做性。  

 

關鍵詞：整合資訊架構，平衡計分卡，學院計分卡，

因果關係圖。 

 

1. 前言 
在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下，產業環境隨之劇烈變

遷，企業為確保生機，無不積極改善其系統之運作，

透過願景(vision)與策略擬定、目標展開與行動轉

化，以確保滿足顧客的需求；其中，策略管理與績

效衡量日漸在企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 

大學院校有別於一般企業，屬於非營利性，但

在策略與績效管理上之需求是相同的[2]，且在台灣

加入WTO後，外國大學院校可在國內設校，加上國

內原本廣設大學的現狀，整個學院生態環境產生巨

變，造成一般大學院校也如企業界般面臨極大的挑

戰，與生存競爭的壓力，大學不只追求卓越，也涉

及學院之生存與延續，外部與內部潛藏的壓力迫使

大學必須不斷的改革[3]。 

為克服上述挑戰與衝擊，存在許多管理大學的

制度或方式，如校園品管圈(QCC)活動、大學評鑑制

度[3]、校園全面品管制度[4]，或校園 ISO9000系列

認證活動[5]等，在學院績效與目標間的關連性相對

顯得薄弱[6]，新一代且廣為企業界認為有效整合策

略目標與績效指標 --平衡計分卡制度 (Balanced 

ScoreCard；BSC)，將可作為有效經營大學的新模式。 

從 BSC應用的角度回顧國內外有關論文，在實

務上要將 BSC應用到大學尚有差距，其中多數介紹

BSC的基本效益，與應用在企業的成果，如 Clinton

等[7] 將 JIT與 BSC 整合應用在企業內之生產管理

系統上，如Martinsons等[8]則將 BSC應用在企業資

訊系統之管理上，Dion[9]則將 BSC應用在企業程序

改善作業領域等；應用於非營利性組織例子如

Wisniewski 與 Dickson[10] 將BSC應用於公營單位

警察機構的績效衡量上，在校園相關領域上，如張

與周[11]、李[12]則將 BSC應用於會計學系的策略目

標管理上；Ceynowa[13]則將 BSC應用於德國大學之

圖書館的績效管理，並以圖書檢索、查閱、服務比

率等作為衡量指標。 

從系統發展採用的方法論的角度，有關應用

BSC的論文中，多數著重於介紹應用 BSC之成果與

重要性[7,8,9,10,11,12,13,14,15]，較少探討或介紹發

展 BSC 的步驟與方法論。若以軟體工具應用的角

度，在目前的論文回顧中，未找到論文從整合資訊

的角度探討 BSC制度的建立，以降低資訊分析/計算

的複雜性。 

基於上述考量因素，本文提出以整合資訊架構

下建構學院計分卡，據此推行學院策略/目標管理，

以提升學院的經營與考核效率。本文並以聯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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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為例，說明應用整合資訊架構之 BSC之過程與

發展步驟，以驗證此方法論之可實做性與合理性。 

 

2. 平衡計分卡 
2.1 BSC 之基本概念 

BSC是由 Kaplan 與 Norton[16]於 1992 首次提

出，原為改進一般企業以財務為單一績效衡量

(Performance Measurement)標準所造成的缺失，諸如

只能顯示已做過的事實，是一落後指標未能反應未

來之發展趨勢，無法配合企業目標與願景(vision)，

未能即時提出策略(strategy)以改善等缺失[17]。而

BSC主要在探討如何將公司、策略事業單位(SBU)、

部門、或個人之策略予以具體化，且將策略與績效

衡量結合一體，以協助管理者實現企業之願景。 

BSC 可將組織的願景化成具體行動方案與評量

的方法，屬策略性的管理制度，因此首先必須針對

組織的特性與願景，定義與決定其策略，並以四個

構面：財務、客戶、內部程序、及成長與學習，以

輔助組織之成員理解工作成效與組織整體目標的關

係，並作為管理者規劃整體目標的依據。 

在 BSC中因果關係圖可用以衡量目標與績效的

關係，是一種邏輯性思考模式，亦即用以建立各個

層面之間的績效的連結性。如圖 1 為利用 ARIS 所

繪製之因果關係圖，其中縱軸表示策略，橫軸表示

各種構面。橢圓表示目標，連線表示目標之間的相

關性，目標旁之疊塔圖表示該目標可進一步分解。 

 
圖 1. BSC之因果關係圖 

由因果性可知如要提高企業的財務面的平均報

酬率，可從提高客戶滿意度以獲取穩定訂單與維持

準確的交期，其中優良的製程品管是客戶滿意的原

因，提升運輸效率為交期準確的原因，而員工的知

識與技術水準則是製程品管與運輸效率改進的基

礎。 

2.2學院計分卡的應用 
大學有別於企業著重獲利與財務的特性，因此

應用 BSC於大學時，必須做一些調整以適合大學組

織，如表一所示。 

表 1. BSC在企業與學院觀點上差異之比較 

企業用 BSC 學院用 BSC 

構面： 指標： 構面： 指標： 

財務 例：獲利率 學院管理 例：排名 

客戶 例：客戶滿意度 關係人 例：學生滿意度 

內部程序 例：供貨速度 校務作業 例：網路化程度 

成長與學

習 

例：員工教育訓

練時數 

創新與知識

管理 

例：研究水準 

非營利機構如大學在推行 BSC制度時，有關目

標、與關鍵性績效指標選定的方向必須配合學院發

展的願景與本身的特色與傳統，依此而提出策略與

其策略目標。 

 

3. ARIS 分析/設計 BSC 的方法論與步驟 
3.1整合資訊架構簡介 
整合資訊架構 ARIS(Architecture of Integrated 

Information Systems)是由德國的教授 August-Wilhem 

Scheer 所提出的資訊架構，可應用於各種領域如資

訊科技、企業管理、與工程等[18]。 

ARIS 經由各種層次的的視野(view)，根據於由

上到下的策略定義描述系統，其中包括如組織、資

料、流程控制，與組織功能等角度，在每個觀點中，

又可細分為需求定義、設計規格、與實做描述等[19]。 

由於 ARIS 將各類型的資訊整合在相同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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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因此不但方便資訊系統的分析設計與實做，進

一步也可應用此整合環境執行組織管理，如 BSC制

度與知識管理等作業。 

透過 ARIS 整合規格方法可以釐清組織各層面

的結構，諸如系統階層關係、功能、資料、與程序

等，以進一步作為界定學院經營策略與目標的擬

定，其中包括以下四個參考方向：透過學院組織圖

可清楚界定組織的階層關係與部門之間的關係，作

為目標、策略管理的依據。透過功能圖可清楚界定

學院各部門所具備的功能，可作為學院計分卡系統

中策略擬定的依據。透過資料模式圖可作為 BSC中

關鍵性績效指標值輸入的依據。透過事件程序圖可

作為 BSC中擬定程序構面策略、目標或改善更新內

部作業程序之依據。 

經由整合資訊架構所產生的描述組織的基本圖

表資料，是推行 BSC決策小組參考的基本資料，甚

至可指派因果關係圖或關鍵指標圖到組織或功能單

元內，依此由上而下之結構關係，將上層策略目標

等落實到組織的下層甚至個人，有關其間的整合應

用，將於 3.2節討論。 

3.2 整合資訊架構下發展學院計分卡步驟 
推行 BSC制度的步驟一般包括：確定BSC的組

織架構、成立BSC推行小組、蒐集與確認BSC相關

資料、建立BSC各種圖表[15]，如以ARIS軟體輔助

建立學院計分卡制度的步驟包括：(1)定義觀點、(2)

定義學院計分卡系統的結構、(3)定義因果關係、(4)

定義目標控制之衡量標準與關鍵性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5)自動計算或分析計分卡相

關資訊[20]。 

(1)定義觀點：推行學院計分卡在策略規劃的初

期，定義觀點是首要的程序，類似企業用 BSC的觀

點，學院可從四大構面切入：學院管理觀點、關係

人觀點、校務作業觀點、創新與成長觀點。 

(2)定義學院計分卡系統的結構：透過 ARIS 的

組織圖(organization chart)描繪系統的組織結構，按

照從上而下(top-down)分解的原則，組織圖可分解成

細部組織單元(organizational units)，每一組織單元可

配置指定其對應之因果關係圖，表示該組織實做的

策略/目標任務，依此原則可將學院上層的策略/目標

貫徹到屬下單位甚至個人。 

(3)定義因果關係：可經由 ARIS 的因果關係圖

(cause-and-effect diagrams)如圖 1以顯示不同觀點的

相互影響力，每張因果關係圖可被指派到系統結構

項目中如上述的組織圖或功能途中，在因果關係圖

中可放置三種物件：目標、決定性因子(critical 

factor)、與關鍵性績效指標等，目標物件之間以鍵號

連結，以線之粗細表示關係的強弱度，在 ARIS BSC

中定義四種關係類型：最小影響性(has minimal 

influence on)、正常影響性(has normal influence on)、

強烈影響性(has strong influence on)、與完全影響性

(has full influence on)等。 

(4)定義目標控制之衡量標準與關鍵性績效指

標：可利用ARIS所提供之關鍵性績效指標配置圖描

述 (BSC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allocation 

diagram)。 

BSC 可將每一個目標進一步指定至一個關鍵性

指標配置圖，其中如果一個目標是由多個指標決

定，則必須賦予 iw 權數值(weighing)， 則目標值O
可由關鍵性指標值 iK 與權數值相乘而得，其以數學
式表示如下： 

i

n

i
i KwO ⋅= ∑

=1
     (1) 

對應積分計算表如表 3，假設實際成果向量為

ix ，積分計算矩陣為 ijA ，加權向量為 jw ，則所有

策略目標值可寫成如下式： 

T
jiji wAx ××=O     (2) 

每一個目標於預定評量時段內輸入其計畫值

(plan value)、實際值(actual value)、目標值(target value)

等，時間屬性包括：真實的時段(actual time period)

與未來次一時段(target time period)。如圖 2所示。 

其中，計畫值與實際值發生於真實的時段，此

時段的目標值可設為未來次一時段的計畫值，計畫

值為比例值（單位%表示），當百分之百達成比率，

其值設定為 100；實際值也是一比例值，其值為目前

目標得分與計畫分數的比例值；目標值為未來次一

時段中希望能達成的目標值。指標格式(indicator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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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種選項：先導(leading)指標與延滯(lagging)指

標，一般創新學習觀點或程序觀點的目標物件為先

導指標，客戶觀點或財務觀點的目標物件設為延滯

指標類型，呈現在因果關係圖上，先導指標物件為

延滯指標物件的前提目標。 

 

圖 2. BSC屬性值之設定 

(5)計算或分析計分卡相關資訊：可經由 ARIS 

BSC 所提供之各種計算或分析指令完成相關需求，

進入選擇視窗執行指令：Evaluate / Analysis。 

如要查看計畫與真實值之比較結果，可選擇

BSC PlanActualComparison.asm功能模式，所產生之

輸出檔除包括策略目標之達成率，而且可顯示每個

關鍵性指標之進度達成率，並以箭號顯示其進度超

前或落後，以圖形顯示實際值、計畫值、與目標值

之間關係。 

 

 

4. 應用 ARIS 平衡計分卡於大學的例子 
4.1案例與其整合資訊架構 
推行學院計分卡，首先必須蒐集案例之相關基

礎資料，本案例聯合技術學院的組織主要包括校務

行政單位與教學單位，教學單位總計十四個學系，

校務行政單位進一步分解為各科處室，本案例之組

織圖（organizational chart）如圖 5所示，組織人事

資料除提供系統內組織結構資訊外，並可提供推行

BSC之責任所屬參考資訊。 

案例學院資料圖部分，以其校務資訊系統或教

學資訊系統的分析/設計資料為例，如圖 3為其選課

資訊系統部分之資料實體關係圖，其中有關課程的

定義與其他資料實體的關係，可作為本案例在創新

與成長構面上提升課程更新率策略目標上衡量指

標：新課程開課數計算的依據(參考 4.2.4節 )。 

 

圖 3. 選課資訊系統之資料實體關係圖（部分圖） 

案例學院之程序圖部分如圖 4，該圖從提升校務

服務品質與教學水準之角度，透過電腦化網路化發

展電子學習系統，製作其網路教學事件程序圖如圖 4 

所示。事件程序圖資訊可作為內部程序更新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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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據，或簡化學院校務作業程序的參考。 

圖 4. 聯合技術學院網路教學事件程序圖（部分圖）  

4.2 應用 ARIS/BSC 於案例的步驟與結果 
依照 3.2節所提出之ARIS建立學院計分卡制度

的步驟，以下按其步驟說明其發展之過程與結果。 

4.2.1定義觀點  

學院經營狀況可由四個觀點來評斷，關係人觀

點，關係人如何看待這所大學？關係人包括一般捐

款者、家長、在校學生、高中職潛在學生、與畢業

校友等。其二、學院管理者如何看待這所大學包括

從組織管理、學校聲譽與經費預算等角度。 

另外兩個內部觀點為：校務作業程序與策略，

諸如各種申請作業，校園設施的維護等攸關學生食

衣住行業務等。其二、內部作業人員之學習與成長

觀點，如師資研究水準、學術交流，與教學品質等。 

4.2.2定義學院計分卡系統的結構  

組織圖描繪系統的組織結構，如圖 5 表示本案

例之學院計分卡系統的整體結構，其中疊塔形狀表

示其指定的因果關係圖，依此層次建立其責任所屬

關係。學院上層管理者可直接點選組織單元的疊塔

圖，追蹤其因果關係圖中策略目標績效值的進度。 

4.2.3定義因果關係  

經由學院計分卡推行小組與各單位主管討論決

策後可決定案例學校發展的策略與目標，分析每個

策略目標完成之先後次序或因果性，可將其結果繪

製成因果關係圖如圖 6 所示。在校務程序上大學院

校基於提昇大學行政效率，增加大學競爭力的角

度，電子化/網路化為目前國家推動的重點工作

[21]，利用資訊系統可以提高學生的滿意度，並降低

作業成本提高競爭力[22]，將校園作業系統予以網路

化成為一般的需求，因此本案例學院所提出的第一

個策略為：校園事務電腦化網路化。 

  

 
圖 5. 聯合技術學院的 ARIS組織圖（部分圖） 

其次，組織內之創新與成長是提升組織競爭力

的根本方向，案例學校因此提出第二個策略『成立

聯合研究室』，藉由教師之間跨領域合作，促進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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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知識分享以提升師資研究水準，作為提升學院 競爭力的起點。 

4.2.4定義目標、衡量標準與關鍵性績效指標  

經由學院計分卡四個構面之分析，接著決定策

略目標與其衡量指標，其中必須考慮指標與策略目

標的關連性，保證指標可確實反映績效成果，依此

在學院管理構面上該案例學院所擬訂之策略目標有

三：(1)確保生存機會, 指標為招生名額，(2)維持優

勢，指標為招生成長比例, (3)追求卓越與發展, 指標

為研究補助金額。在關係人構面上該案例學院所擬

訂之策略目標有三：(1)提高學院的評價, 指標為分

發志願排行, (2)提高授課滿意度，指標為教學意見調

查表數據, (3)提高服務滿意度, 指標為 BBS站反映

次數與校務信箱。 

在校務程序構面上該案例學院所擬訂之策略目

標有三：(1)提升校務作業網路化程度, 其指標為作

業網路化比例, (2)精簡校務作業程序, 其指標為公

文簽章單位數與時程大小, (3)加快抱怨處理與改進

速度, 其指標為受理至完成時間。 

在創新與成長構面上該案例學院所擬訂之策略

目標有三：(1)提升師資研究水準, 其指標為著作發

表篇數與研究計畫數,如圖 7 所示，(2)提升知識分享

與學術交流, 其指標為跨領域合作著作與計畫數, (3)

提升課程更新率, 其指標為新課程開課數。 

 

圖 6. 大學發展目標之 BSC因果關係圖 

 
圖 7. 提升師資水準之關鍵性績效指標配置圖  

4.2.5計算或分析學院計分卡相關資訊  

為有效掌握學院經營績效，在一段時程內，透

過追蹤績效指標值以監督目標達成情況，然而學院

策略目標的績效指標值則需計算相關資料方可獲

得。 

如表 2 為衡量師資研究水準的相關指標，其中

包括：師資專書著作數量、專利、產學合作件數、

國科會計畫、SCI 論文、非 SCI 論文、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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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數量等。假設本校經管系其本期師資績效如表 2

第二列的績效值，對應其績效得分值，其得分如倒

數第五列，總達成率等於（達成率 x權重）之總和，

如表 2最後一列所示。 
如以計算方式，其過程如下，配合表 2 所列之

數 據 ， 其 中 ， 實 際 成 果  ( 績 效 ) 為
)4.1,9.0,6.0,8.0,4.0,2.0,3.0(=ix ，其積分計算矩

陣為： 





























=

625.0000000
0100000
0025.10000
00011.1000
0000200
0000033.30
0000002

ijA ， 

加權向量為： 

)1.0,1.0,2.0,1.0,1.0,2.0,2.0(=jw 則該系師

資研究水準總達成率為： T
jiji wAx ××=O ＝75% 

如以電腦輔助軟體 ARIS自動計算分析，在因果

關係圖中的目標：提升師資水準，其對應展開的關

鍵性績效指標配置圖如圖 7 所示，相同之結果可以

由 ARIS自動計算得到，如圖 8 所示，其中除策略

目標之達成率可自動計算，而且每個關鍵性指標之

進度達成率也可獲得，並以箭號顯示其進度超前或

落後，管理者可以直接由圖中結果作為管制學院計

分卡的依據。 

表 2. 經管系師資研究水準計分表 

專書 專利 產學

合作 

國科會

計畫 

SCI

論文 

非 SCI

論文 

研討會

論文 

本/人 

0.3 0.2 0.4 0.8 0.6 0.9 1.4 績效 

1.0 1.0 1.0 1.0 1.0 1.0 2.0 10 

0.9 0.9 0.9 0.9 0.9 0.9 1.8 9 

0.8 0.8 0.8 0.8 0.8 0.8 1.6 8 

0.7 0.7 0.7 0.7 0.7 0.7 1.4 7 

0.6 0.6 0.6 0.6 0.6 0.6 1.2 6 

0.5 0.5 0.5 0.5 0.5 0.5 1.0 5 

0.4 0.4 0.4 0.4 0.4 0.4 0.8 4 

0.3 0.3 0.3 0.3 0.3 0.3 0.6 3 

0.2 0.2 0.2 0.2 0.2 0.2 0.4 2 

0.1 0.1 0.1 0.1 0.1 0.1 0.2 1 

0.0 0.0 0.0 0.0 0.0 0.0 0.0 0 

3 2 4 8 6 9 7 得分 

5 3 5 9 8 10 8 目標值 

60% 67% 80% 89% 75% 90% 87% 達成率 

0.2 0.2 0.1 0.1 0.2 0.1 0.1 權重 

12 13.4 8 9 15 9 8.7 總達成

率=75 

 

圖 8. 師資水準績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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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合資訊架構發展學院計分卡之討論 
本節提出使用整合資訊架構與未使用本方法之

間的差異性比較，結果如表 3所示，說明如下。 

BSC 的方法論可以提供明確的發展步驟，經由

ARIS 軟體可以把分析/設計資訊與原來的組織資

訊、程序資訊、資料結構等整合在相同的發展環境

下，所有的物件可以保持一致性與提供資源共享，

並釐清組織各層面的結構，從系統階層關係、功能、

資料、與程序資訊等之分析，以輔助學院管理者擬

定學院經營之策略與目標。 

表 3. 使用 ARIS 發展學院計分卡的各種比較  

項目 ARIS 學院計分卡 傳統作法 說明 

組織圖 可整合因果關係圖 參考人事資料 組織結構 

功能圖 可整合因果關係圖 職責資料 功能結構 

資料圖 提供主關鍵指標之屬

性定義 

無正規化定義 表示系統之

資料模式 

程序圖 內部程序改善目標之

依據 

標準作業程序

書 

系統之內部

執行程序 

因果關

係圖 

可與組織圖形成階層

結構關係 

人工繪圖 透過物件之

指派程序 

指標配

置圖 

提供自動計算分析功

能 

需藉由人工計

算繪圖 

降低負擔、易

於掌握 

系統實

做性 

易於與現有校務資訊

系統整合 

子系統間各自

獨立 

ARIS 為系統

設計工具 

管理方

便性 

上層管理者易掌握各

單位之策略目標進度 

不易掌握進度 ARIS 具自動

計算功能 

綜合比

較 

整合全域類型之資訊

於學院計分卡中 

分散獨立雜亂

的資訊 

源自方法論

之差異 

從管理者的角度，透過ARIS之組織圖結構，直

接點選其對應之因果關係圖，每隔一段時程，經由

ARIS提供之計算分析功能，可獲得類似圖 8之策略

績效值，比較其與目標值的達成率，管理者可以很

快地察覺該單位於哪一個關鍵性績效指標上處在落

後狀況，據此執行跟催(follow-up)與管制的動作，以

確保整個組織可以如期達成本期設定之策略目標

值。 

 
6. 結論與建議 

本文主要貢獻在於發展一套適合大學績效衡量

之學院計分卡制度，可作為大學永續經營的參考方

向。學院經營涉及複雜資訊，本文提出在整合資訊

架構下發展學院計分卡，利用電腦輔助軟體 ARIS

資訊呈現與計算的方便性下應用學院計分卡制度，

可減少管理者資訊處理的負擔，並快速結算相關經

營績效，落實大學院校的策略/目標管理，並在此制

度下不間斷的改善，提升大學的水準。 

利用 ARIS BSC發展 BSC制度的最大好處在於

ARIS本身提供之資訊整合環境，可以將組織資料、

程序資料、與資料倉庫(Data Warehouse)結構圖等整

合在一起，甚至可以擴充至組織內之知識管理領域。 

至於，未來研究的方向有三：其一，如何將BSC

建構在網路架構與虛擬組織下。其二，研究有關自

動化之資料蒐集系統以方便 BSC系統內各種資料之

週期性異動。其三，若從整合資訊架構觀點，如何

應用此整合環境執行組織管理與學習，亦即在學院

中如何進一步整合 BSC制度與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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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人員網路素養對行政網路資訊系統接受度之研究 
(台南市教育行政網路系統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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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 TAM 模式為研究的主要模式，探討
在新的網路系統環境中，使用者個人的網路素養是

否會造成其對系統接受度差異的情形。並以科技接

受模式為理論基礎，來探討行政人員網路素養與其

對行政網路資訊系統接受度之現況，並進一步探討

行政人員網路素養與資訊系統接受度間的關係。 
組織在規劃資訊系統的同時，不僅要考量系統

的易用性，應將提昇行政人員網路素養列入重要考

量之一。能針對不同經驗與能力的差異，提供適當

課程，審慎規劃教育訓練，以提昇行政人員對於資

訊系統的知覺性與易用性。因唯有接受認同資訊系

統的重要，才能建立正向積極的網路素養，提高行 
政資訊系統接受度。 

 
關鍵詞：網路素養、網路知識、網路技能、網路態

度、行政人員、系統接受度 
 
1. 前言 
     

行政網路化有許多的優點，但不可諱言的，許

多國小行政人員在面對行政網路化的趨勢，與工作

環境電腦化、網路化時，產生很大的壓力與恐懼，

影響了行政網路化推行的成效。過去許多研究指

出，人們對於電腦恐懼症、電腦焦慮之所以會產生

的原因是因為對電腦的不了解或缺乏相關的知能

（張春興，民 80；張建原，民 87），大多數的教師
與行政人員對電腦及網路均抱持著某種程度的焦慮

與不安，所以往往會抗拒使用電腦（周倩，民 88）。
而行政人員對系統使用的知識與能力，會直接影響

行政網路化的推展與成效，是決定行政網路資訊系

統實施效益的關鍵因素（朱斌妤和王昭嵐，民 89）。
因此為了使行政網路資訊系統能發揮最大的成效，

了解行政人員所具的網路素養已成為刻不容緩之 
事。 
 
2. 文獻探討 

2.1 網路素養 
 
網路素養的界定會隨著網路時代的迅速變遷而

有所改變，而各學者對於網路素養的界定眾說紛

紜，因此本研究大致歸納了國內外相關的研究、學

者專家的意見及考量目前環境的需要下，參考學者

（黃曉婷，民89；張一藩，民87；潘文福，民85）

將網路素養定義為「個人在資訊時代中，能應用網

路資源來學習、與外界作合理而有效溝通和互動所

需具備的基本條件，包含了網路相關的知識、技能

與態度三種層面：分別是網際網路知識的了解程度

（知識）、電腦網路軟硬體、網路操作及應用的能力

（技能）及對網路使用所持的看法（態度）」。茲將 

網路素養的三個構面說明如下： 

(一)、網路知識（network knowledge） 

 網路知識是指國小行政人員對於網路基

本知識、電腦網路軟硬體、網路功能、網

路安全、防毒等網路相關知識的了解。 

(二)、網路技能（network skill） 

    網路技能是指國小行政人員對於電腦

軟硬體、網路之操作與應用的能力（包括

資料的搜尋與網路的溝通）。 

(三)、網路態度（network attitude） 

    網路態度是指對於使用電腦網路所持

的想法、喜惡以及反應的傾向。研究者透

過文獻分析，參考各學者對於電腦網路態

度的定義，將網路焦慮、信心、喜歡、有

用性作為衡量個體網路態度的子構面（鄭

建良，民85；黃淑珠，民89）。 

     

2.2 行政人員應具備的網路素養 
 

總結學者的論點，歸納出國小教育行政人

員所應具備的網路素養應包括： 

(1)電腦軟、硬體及網路系統操作的基本知識

與力。 

(2).對網路基本知識、應用、限制與發展等的

了解。 

(3)對網路檢索、搜尋、線上溝通等工具與技

巧的認識與應用。 

(4)能有效迅速的擷取、評鑑、利用網路資訊、

資源的能力。 

(5)應用網路支援行政管理工作的基本知能，

如應用網路傳遞電子公文。 

(6)使用網路的正向態度及對網路安全、網路

禮節等相關議題的了解。 

 
2.3 科技接受模式(TAM) 

 

Davis（1989a）所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是一個

專門針對科技使用行為發展的模式，認為個人對於

科技或系統「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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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個人系統使用態度的兩個重要信念，而對於系統

使用的態度，又進而影響其系統使用意向與系統使

用的行為。 

(一)、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Davis對知覺有用性的定義是「在組織

的環境中，使用者對於使用特定的應用系

統將會提高其工作績效表現的期望主觀機

率。」(Davis, 1989a，P320)。換言之，

就是在使用此一新的系統後，在工作或其

他表現個人知覺可能獲得的益處。因此一

個系統被知覺有用性，就是使用者相信有

一個正向的系統使用-工作表現的關係存

在 ， 而 強 化 

其對系統使用的正面評價。 

(二)、知覺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Davis對知覺易用性的定義是「使用者

認知到學習採用系統的容易程度。」(Davis, 

1989a，P320)。換言之，知覺的易用性就

是使用者要熟悉使用一項新的系統容易的

程度，當使用者對系統使用知覺的易用性

越高，也就是代表使用此系統時，可免於

使用的困難或不需要更多的心力去學習新

的系統。 

 
2.4 影響使用者科技接受度的因素 

 
Davis認為影響使用者對於科技接受度的外部

變項因素很多，而這些外在變項是透過個人內在知

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從而影響行為意圖與實際

的使用，茲將學者的研究整理如附件一所示（陳焜

原，民 85； Ajzen , 1985； Igbaria , Guimaraes ＆ 
Davis , 1995a； Hubona, 1997；Kang, 1998；Benson,  
Peltiper, ＆ Myrna, 1999； Talor ＆ Todd, 1995；
Venkatesh ＆ Davis, 1996） 

 
(1)使用者特性：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行政主
管的年資、使用者能力、使用經驗、家中有無電

腦、電腦知能、電腦自我效能等。 
(2)環境特性：組織文化、組織結構、溝通管道、
競爭、同儕與管理者的支持、工作範疇、所提供

的教育訓練等因素、使用者所擁有的資源與機會

等。 
(3)系統設計：資訊科技特性（功能、複雜度）與
系統品質。 
(4)其他：如使用者參與與涉入程度、系統推動策
略等。 

 
從使用者對於系統滿意度的觀點來看，滿意度

與系統使用率皆是評量使用者對於系統接受度的指

標，已有學者證明網路素養越高者，對於系統滿意

度也越高，對於網路化作業的環境滿意度也越高（張 
吉勝，民 84；韓享亨，民 89）。 

 綜合上述所說，我們可以推論，使用者的網路

素養越高時，其對於系統所持的態度會較正向（知

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態度較佳），對於系統的接受

度也較高，因此研究者想要透過這次的實證研究

中，以 TAM 模式為研究的主要模式，探討在新的
網路系統環境中，使用者個人的網路素養是否會造

成其對系統接受度差異的情形，同時也可以將「網

路素養」此一外在變項，納入 TAM 的模式中，以
提昇其在以網路為介面的資訊系統，使用者接受與

否的解釋力。 
 

3. 研究方法 
 

3.1 文獻分析法 
     
透過文獻分析法，從有關網路素養與使用者接

受度的相關研究中，確立研究的研究變項，包括使

用者的個人變項；網路素養的內涵（包括網路知識、

網路技能與網路態度）；以及利用科技接受模式，來

了解使用者對於系統接受度（包括對於系統的知覺

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與系統使用的意向）。並根據上

述有關網路素養、科技接受度的理論基礎及相關的 
研究探討，彙整為作為編製問卷的依據。 
 

3.2 問卷調查法 
     
透過文獻分析，建構並編製成「國小行政人員

網路素養對行政網路資訊系統接受度問卷」，透過問

卷調查來蒐集有關國小行政人員所具備的網路素

養，以及對於系統接受度的情形。藉由所蒐集的資

料，並進一步探討網路素養與其對系統接受度的關 
係與差異考驗。 

 
3.3 研究目的 

(一)了解行政人員網路素養之現況 
(二)國小行政人員網路素養與資訊系統接受度的關
係。 
(三)探討國小行政人員網路素養與科技接受模式變
項間的關係。 
(四)探討國小行政人員網路素養與科技接受模式變
項間的預測力。 
 

3.4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推動行政網路資訊系統的台南市

各國小行政人員為母群體，將國小行政人員依照職

級不同分為為國小校長、處室主任、兼任組長之教

師及一般行政工作人員 4個層級，根據不同的職級
為抽樣對象。因限於人力及時間等因素，乃根據教

育部所公佈之台南市國民小學教育概況為依據，採

立意分層抽樣的方式，確定應發之份數，共計抽取

台南市國小共計 34所學校，按照學校班級數大小分
層抽樣，共發出問卷數為 270份，經施測回收 176
份，扣除填答不完全及態度不佳問卷 8份，共有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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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62％。 
 

3.5 資料統計分析 
 
研究者利用 SPSS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

作為進行資料分析的工具。由於研究方法若未進

行系統性的檢測以評估衡量方式的適切性，則所

得研究結果可能值得懷疑，而由此結果所得到的

意涵可能有問題。因此本研究希望經由各種資料

分析方法的檢測，以期將研究結果可能發生錯誤

的機率降到最低，進行的資料分析方法包括：樣

本基本資料分析（次數分配與平均數）、多變項變

異數分析、平均數差異檢定及變異數分析、皮爾

遜積差相關與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來加以檢

定。 
 

4. 研究發現 
 

4.1 從調查結果中，行政人員網路素養現況如
下: 
研究者發現行政人員在網路知識上，對於網

路資源類型的了解與資訊安全方面的了解較弱；

在網路技能上，主要以資訊搜尋應用的能力較

強，應用網路溝通的能力表現較弱；在網路態度

上，行政人員雖認同網路在行政工作上的應用，

也願意使用網路去獲取資料，但是卻認為運用行

政網路在行政工作上，會增加工作負擔。 
 
4.2 國小行政人員網路素養與對資訊系統接
受度之現況 

 
(1) 本研究將網路素養分為知識、技能與態度
三方面來加以探討，從得分的平均數來

看，國小行政人員整體的網路素養為

3.14，各分量表在網路知識上得分為 3.18
分；在網路技能上得分為 3.06分；在網路
態度上得分為 3.17分，顯示國小行政人員
其網路素養為中上程度，在網路相關知

識、技能方面具有基本的知識與操作能

力，而對網路所持之態度也趨於正向。 
(2) 國小行政人員對系統使用意願得分的平
均數為為 3.13，顯示國小行政人員對於資
訊系統具有高的使用意願，願意接受此新

的行政資訊系統來幫助其工作。  
 

4.3 國小行政人員之網路素養與科技接受模
式變項間相關分析 
 

網路素養與科技接受模式各變項間之相關係

數，參見附件二所示。 

(1) 國小行政人員網路素養（知識、技能與態

度），與其對資訊系統知覺的有用性有顯

著相關，且皆達.01的顯著水準。 

(2) 國小行政人員網路素養（知識、技能與態

度），與其對資訊系統知覺的易用性有顯

著相關，且皆達.01的顯著水準。 

(3) 行政人員對資訊系統知覺的有用性、易用

性與其對行政網路資訊系統之接受度有

顯著相關，且皆達.01的顯著水準。 

 
4.4 國小行政人員之網路素養與科技接受模式變

項間之預測分析 
 
(1) 網路素養（知識、技能與態度），對行政

人員對資訊系統知覺有用性的預測分析

如表1： 

    國小行政人員網路素養態度變項，對

於其使用系統知覺的有用性具有顯著的預

測力，而由網路態度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48.6％。網路知識、技能預測變項因未 

達.05的顯著水準，故不具預測力。 

 
表 1 國小行政人員之網路素養對系統知覺有用性
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因變數：對系統知覺的有用性 

預測

變項 

多元相關

係數(R) 

決定係數

(R
2) 

原始迴歸

係數(bi) 

標準化迴

歸係數β 

F值 

網路

態度 

.697 a .486 .806 .697 157.22** 

常數   .670   

備註：「**」表示p<.01   a：表預測變項為(常數)，

與網路態度  

 

(2) 網路素養（知識、技能與態度），對行政

人員對資訊系統知覺易用性的預測分析

如表2： 

    國小行政人員網路素養之態度變項，

對於其使用系統知覺的易用性具有顯著的

預測力，而由網路態度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52％。網路知識、技能等預測變項因未 

達.05的顯著水準，不具預測力。 

 

表2 國小行政人員之網路素養對系統知覺易用性之

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因變數：對系統知覺的易用性 

預測

變項 

多元相關

係數(R) 

決定係數

(R2) 

原始迴歸係

數(bi) 

標準化迴

歸係數β 

   F值 

網路

態度 

.721 a .520 .780   .721 179.93** 

常數   .684   

備註：「**」表示p<.01     a：表預測變項為(常

數)，與網路態度 

 

(3) 行政人員對於系統知覺的有用性、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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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對行政人員資訊系統接受度的預測分 

析如表3： 

    國小行政人員對系統使用之知覺易用

性與有用性等變項，對於其使用系統使用

的接受度具有顯著的預測力。其中由國小

行政人員對系統使用之知覺有用性(50.7

％，)可解釋的變異量最多，而對系統使用

之知覺易用性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9.1％，

總解釋的變異量為59.8％。 

 

表3 國小行政人員對系統知覺有用性、易用性與其

對系統接受度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因變數：對系統使用的接受度 

預測變

項 

多元相

關係數

(R) 

決定係

數(R2) 

決定係

數R2增

加量 

原始迴

歸係數

(bi) 

標準

化迴

歸係

數β 

F值 

知覺有

用性 

.712 a .507 .507 .449 .443 170.83** 

知覺易

用性 

.773 b .598 .091 .437 .403 122.53** 

常數    .296   

備註：「**」表示p<.01   a：表預測變項為(常數)，

與知覺易用性   b：表預測變項為(常數)，網路易

用性與知覺有用性 

 
5. 結論 
     

根據文獻探討及實證研究的結果，提出本研究

所得之相關建議，以期能提供相關教育機構做為推

動行政網路資訊系統之參考，茲將內容陳述如下： 

 

5.1 行政人員網路能力指標的訂定 
 

根據先前文獻分析中發現，我國為了進行國家

資訊基礎建設，針對教師訂定出基本資訊素養的指

標，以要求教師具備基礎的素養能力。但並沒有針

對國小行政人員所應具備的網路素養建立指標。我

們知道行政人員是學校推動行政網路化成敗的關鍵

人物，由於網路科技進展的速度太快，在學校的應

用也越來越廣泛，而網路素養的內涵又隨著網路科

技發展而有所變化，使得教育行政人員無所適從。

因此若能由教育單位訂定相關的網路素養能力指

標，供國小行政人員自我檢核，配合相關研習與訓

練，提供行政人員學習的機會，相信可以提升其自

我的能力，與建立對網路科技的正向態度。 

 

5.2 加強舉辦行政人員之網路素養相關研習 
 

本研究中顯示、行政人員網路素養越高，其對

於網路資訊系統的接受度也會有差異產生。因此教

育行政機關應暢通學校行政人員進修管道，並提供

網路與系統使用學習的相關課程，以增加行政人員

的網路使用經驗，進而提升其網路素養，與對系統

之接受度。 

 

5.3 建立諮詢機構、強化經驗的傳承 
 

學校機關成立相關的諮詢機構，針對那些對網

路使用害怕或是對使用行政網路系統有抗拒心態之

行政人員，提供網路使用的相關諮詢，透過彼此經

驗的互動交流，來強化他們的信心，增進對網路的

了解，並鼓勵其使用，以提昇其網路素養與增進對

行政網路系統使用的了解。 

 

5.4 強化系統所提供的功能與人性化的操作

介面設計，並廣為宣傳 
 

根據研究發現，當國小行政人員對於系統知覺

的有用性與易用性越高時，對系統的接受度也越

高。因此在資訊系統設計時，若能強化系統設計的

有用性與人性化的使用介面，將有助於行政人員對

於系統接受度的提昇。 

 
5.5 支持與鼓勵教師參與網路相關研習與進

修 
 

研究顯示，個人態度與素養的養成及對系統的

使用有關，要如何促行政人員學習與使用的動機，

學校應積極倡導具備網路使用相關素養的重要性，

強調教師要能不斷進修與學習，主動爭取相關研習

活動的舉辦，來幫助行政人員面對網路科技快速變

遷的教育環境，才不會脫離時代。而除了校務所舉

辦的研習外，學校機關也能針對有關行政網路應用

的訓練或通過相關的能力檢定，並訂定鼓勵的配套

措施，誘發行政人員主動學習的動機，以提昇其網

路素養的能力與資訊科技使用的能力。 

 
我們知道在建置任何一種資訊系統的過程時，

對於人力、物力與財力上的投入是有其必要性的。

因為就成本效益而言，減少浪費最終的目的在避免

使用者對於資訊系統的抗拒，增加使用率。所以為

了確保此一目的的達成，主管要能注意使用者對於

資訊系統的反應，而透過科技接受模式，提供了我

們一個可以評估使用者接受的內在心理過程的依

據，就如同 Baron 和 Kenny(1986)所提出的，其實

去了解使用者使用的行為是透過何種過程連結的軌

道是很重要的，因為外在行為表現，其實很容易受

到他人或環境的影響而改變，這也是本篇研究為何

要引用 TAM 去了解使用者對於系統接受內在知覺

（有用、易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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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影響使用者科技接受度的一些外在變項 
影響接受度之外在變項      影響因素       研究者 
使用者特性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行政主管的年

資、使用者能力、使用經驗、家中有無

電腦、電腦知能、電腦自我效能等因

素、使用者資訊處理特徵（如評估與接

受）、。 

陳焜原，民85；Ajzen ＆Fishbein, 
1985； Benson et al., 1999； 
Hubona, 1997；Igbaria et al., 
1995a； Kang,1998； Talor ＆ 
Todd, 1995；Venkatesh and 
Davis, 1996 

組織環境特性 組織文化、組織結構、溝通管道、競爭、

同儕與管理者的支持、工作範疇、所提

供的教育訓練等因素、使用者所擁有的

Ajzen ＆ Fishbein, 1985； 
Igbaria et al., 1995a； Hubona. 
1997； Kang, 1998；Tal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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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接受度之外在變項      影響因素       研究者 
資源與機會 Todd, 1995 

資訊科技特性 資訊科技特性（功能、複雜度）、系統

品質、系統指導手冊、系統所提供的服

務…. 

Ajzen ＆ Fishbein, 1985 Kang, 
1998； Venkatesh ＆ Davis, 1996 

其他因素 使用者參與、涉入程度、系統推動策

略、工作需求、困難度… 
陳焜原，民85； Ajzen ＆
Fishbein, 1985 

 
 
附件 二  

 網路素養與科技接受模式變項間相關之摘要表 

 網路知識 網路技能 網路態度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使用意願 

知覺有用性 .614** .561** .697** - .667** .712** 

知覺易用性 .560** .558** .721**  - .699** 

使用意願      - 

備註： 「**」表示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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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電子化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功能比較分析 
 
陳祥 

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 
hschen@cm.nsysu.edu.tw 

 
 許嘉文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m9044616@student.nsysu.edu.tw 

 
 

摘要  
近年來世界各國紛紛將建置完善的電子化政府為重要施

政目標之一，各種便民利民的線上服務亦不斷推陳出新，

本文比較十個世界主要先進國家之電子化政府整合型入

口網站，分別從政府資訊、線上服務、資訊安全與隱私權

維護、詢問與申訴管道、無障礙空間等五個構面進行功能

上的分析與對照，試圖瞭解各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功能

上之差異。研究的結果顯示，世界各國電子化政府儘管數

量龐大，但是在便民服務功能的提供上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此外在功能上常因為國情不同而有相當大的差異，但

在基本服務功能上相當類似。 
關鍵字：電子化政府、線上政府、單一窗口。 
 
1. 導論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與日漸普及，網際網路被視為未來資

訊社會中重要訊息傳遞的介面與溝通的平台。而伴隨網路

而來的各種電子化服務，以其快速、簡便、即時的特性與

功能，為講究知識資本、知識經濟的現代社會，帶來一個

嶄新的面貌。 
 
我國政府乃依據「綠色矽島」發展藍圖，配合「知識經濟

發展方案」以及「科技化國家推動方案」，致力於推動電

子化政府[1]，而現今的電子化政府的基礎，事實上奠基於
多年來推動行政業務電腦化及便民服務自動化上[2]。為因
應網際網路等資訊通信技術之創新發展及進行各機關電

子資訊系統之整合工作，行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於今年四

月推出整合型的政府入口網站（http://www.gov.tw），使民
眾能進一步享受資訊電子化、數位化及網路化所帶來的便

利。 
 
我國電子化整合型入口網站，對於政府資訊進行有效的資

訊分類，讓民眾可以不受時間、地域限制、以最快的速度

獲得政府相關資訊與服務。除了單向的訊息提供外，目前

電子化政府也已涵蓋互動式的電子化公文往返、電子報

稅、各類申請表單的下載上傳、線上諮詢服務等，都具體

實踐著「便民服務自動化」的核心理念。 
 
本研究除藉相關文獻探討對世界各國電子化政府整合型

入口網站進行比較分析外，另外亦透過分類、整理與歸納

之實證方式，對十個主要推動電子化政府國家的入口網站

進行探討，期望能夠從此研究中了解世界各國政府在入口

網站的發展現況，以及未來數年的整體趨勢，並提供正進

行e化政府的台灣一個學習借鏡的空間與參考的依據。 
 
2. 電子化政府 
 
網際網路的運用從最初的學術界溝通與資訊分享用途，到

全球資訊網網頁的風行，之後再有1994年美國提出的資
訊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及國家資訊基礎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之概念，進一步
形成全球資訊基礎建設﹙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GII﹚的架構；電子化政府也就在一連串網際網路的快速發
展過程裡因應而生，開啟了現今世界各國電子化服務的新

局面。 
 
根據行政院研考會[3]對電子化政府的定義：「透過資訊與
通訊科技，將政府機關、民眾及資訊相連在一起，建立互

動系統，讓政府資訊及服務更加方便，隨時隨地可得」、「電

子化政府是政府建立一個與各界網網相連的資訊網路，把

政府的公務處理及服務作業，從現在的人工作業及電腦作

業轉為數位化及網路化作業，便利各界在任何時間、人和

地點都可經由網路查詢政府資訊，及時通訊，並且直接在

網路上申辦。」從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政府企圖透過網

際網路，提供一個行政革新的便民服務，政策的用意在明

顯不過。 
 
此外，電子化政府不僅意味著以資訊科技達到再造政府行

政業務流程，使政府行政在電腦科技的輔助下改善政府內

部工作效率，甚至對外能更快更有效的服務民眾[4]，而且
也說明了電子化政府主要是要在網際網路上設立虛擬政

府網站，藉由創新的方式將傳統一般的服務直接在網路線

上提供[5]。 
 
簡言之，電子化政府是要透過政府公共服務的電子化發

展，實現以下幾個理想[3]： 
﹙1﹚提高政府組織的反應能力 
﹙2﹚提升政府對內及對外的溝通效率 
﹙3﹚提升行政決策的品質 
﹙4﹚簡化決策程序 
﹙5﹚有效運用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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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創新便民服務措施 
﹙7﹚擴大民眾參與公共事務 
﹙8﹚公開政府資訊，建立透明化程序。 
 
3. 政府部門中資訊網路的發展狀況 
 
從上述對電子化政府的概念得知，世界各國不論是否為先

進工業國家，皆希望能夠藉由資訊通信科技的力量，建立

效率與便利兼具的電子化政府。而建構高效能的電子化政

府的理念，也已成為世界先進各國的共識[6]，其中比較具
代表性的分別有：美國的「政府資訊服務的遠景」報告、

「Access America」計畫；新加坡的「Singapore ONE」計
畫；英國的「Government Direct」計畫。而台灣的「電子
化/網路化政府中程計畫」、韓國的「新韓國網路」、日本的
「E-Japan」急起直追，區域性的歐盟﹙E-European﹚、八大
工業國組織﹙G8﹚也都積極的推行電子化政府的工作。 
 
美國總統柯林頓於1993年首先提出「國家資訊基礎建設
﹙NII﹚」計畫，作為政府機關為民服務工作朝向電子化及
網路化應用的重要方向，1994年，NII小組「政府資訊科
技服務分組」提出一份「政府資訊科技服務的遠景」報告，

訂定美國聯邦政府今後電子化政府的藍圖，之後，「全球

資訊基礎建設」的提出，更獲得世界各國的響應，一時之

間結合全球力量共同建設資訊網路的「資訊高速公路

﹙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於焉誕生。而「Access 
America」計畫則以上述的理念為基礎，架構出內容豐富、
功能詳盡的網路平台。 
 
1996年，新加坡政府開始推動Singapore ONE (One 
Network for Everyone)計畫，而該計畫以建設基礎網路為目
標，在新加坡島上舖設寬頻高速網路，使境內所有政府機

構、學校、圖書館、企業和家庭能夠串聯起來，並藉此高

速網路傳遞與分享先進與互動式多媒體等類型的應用與

服務，達到「智慧島」的目標[7]。整個Singapore ONE的
主體為一涵蓋全新加坡的網路骨幹，計畫執行規劃上分為

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6-2001，目標在完成整個核心
網路並推廣政府部門資訊應用服務，第二階段從1999年
開始，強調繼續強化實體網路能力並進一步佔據商業性質

的多媒體應用服務。 
 
台灣的資訊基礎建設之推動亦在1994年展開，由「行政
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研擬「電子化與網路化政府」之計

畫[8]，以推廣網際網路普及應用、發展台灣成為「亞太地
區網際網路的樞紐」、建立「全球華文網路資訊中心」為

目標。1996則正式宣布推動「電子化政府」，運用資訊科
技及網路系統，擴大政府機關業務電腦化，建立資訊服務

網路，以提高行政效率，加強便民，並落實行政透明化[3]。
而90-93年度的「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9]更進一步的以
建立暢通及安全可信賴的資訊環境、政府機關和公務人員

全面上網、公文電子交換全面實施、1500項政府申辦服務
上網、戶籍地籍謄本全免為目標。 
 
4. 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 
 

所謂的政府入口網站，乃是用以整合政府的所有機關網站

的電子介面，以提供外部民眾與政府內部人員線上單點接

觸的平台[10]，且入口網站也是以網站為基礎的前端應
用，可以讓政府有效整理龐雜的資料與資訊，並提供服務

給使用者。透過這個入口或主要的使用介面，數以百萬計

的網站使用者可以輕易的獲得所需的資訊與服務。 
 
入口網站作為所有資訊整合通道的功能也是備受推崇，因

為資料庫與現存各部門系統經常是散落在不同的平台上，

透過WWW便利的特性，將龐雜的資料、統計數據、紀錄
文件跨部門的整合，如此一來可以節省不少時間與金錢成

本。 而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其實就是發揮「電子化單一
窗口」服務精神的具體表現，亦即提供整合、互動及個人

化、電子化的服務[6]，而顧客導向、提高效率與節省成本
三項則是催生整合型政府入口網站的主要因素。 
 
美國NII政府資訊科技服務小組於1994年曾對電子化單一
窗口制定明確的方向：﹙1﹚建立整合的、共同的政府運作
程序，提供民眾一個單一的申請管道，所有要跨機關申請

的事項，將由系統自動處理，民眾不必要介入；﹙2﹚提供
一套共同與統一的資訊科技使用工具，以及取用資訊的方

法與服務措施，使政府機關的人員可以取用其他機關的資

訊，並且減少每一機關對獨特性及個別性的資訊科技解決

方案的需求。這些工具會支援易於使用，並且可以取用標

準化、公開、普及與互動式的服務；﹙3﹚推動跨機關分享
資訊，使社會大眾享有簡單及一致性使用政府資訊的管道

與方法，這些管道及方法可以允許One-stop的取用所有層
級的政府資訊，並且民眾不論從任何管道皆可方便的進入

獲取所需的資訊。 
 
該方向其實與各國政府積極建置整合型入口網站的理念

不謀而合，從1997年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網路空間政策
研究團隊」﹙Cyberspace Policy Research Group, GyPRG﹚的
統計資料更可以佐證一個統整性政府入口網站的重要

性，該資料顯示全世界已有1915個中央政府層級的網站，
居首的美國有205個線上政府，加拿大有153個，澳洲有
151個，法國有104個，以色列有75個，紐西蘭有74個，
英國有73個，馬來西亞有59個，德國有38個，蘇聯僅
有5個，中國大陸則有1個﹙Menzel,1998﹚。到了1998年，
這個數字已經成長到了6000個左右[13]。 
 
5. 各國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功能 
 
一個好的政府入口網站應該具備怎樣的功能，Scavo與
Shi[14]在1999年針對美國地方政府網站的內容進行評估
研究裡，認為成功的政府網站應能提供四種主要的功能與

內容，分別是公佈欄﹙Bulletin Board﹚、縣市促銷
﹙Promotion﹚、線上服務﹙Service Delivery﹚、以及意見交
流﹙Citizen Input﹚，才能達到設立公共網站的目的。 
 

表1.學者Scavo and Shi的網站功能表 
公佈欄 提供政府機關中公務人員以及民眾有關政

府施政措施、政策、服務項目、法案、工作

機會等重要訊息，以及政府機關首長的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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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地址等。 
縣市宣導、 
推廣 

提供該地區的人口、經濟、教育、商業機會、

旅遊景點等。 
線上服務 讓民眾閱覽有關政府服務的程序以輸入有

關資訊，讓民眾可以線上申請縣市政府的公

共服務，例如：申請戶籍謄本、營業許可證、

線上繳稅等。 
意見交流 透過網路論壇、民意信箱、討論室等與政府

主管作意見的溝通或線上的公開討論。 
資料來源：Scavo and Shi﹙1999﹚. 
 
Hernon[15]認為觀察政府入口網站較佳的方式就是去分析
他們其中所包含資訊的類型，而且進一步去評估其中資訊

所提供的範圍與程度。Nun and Rubleske[16]調查美國市政
府網站所建構的政府資訊模式及項目，歸納了五大範疇：

﹙1﹚法令與民選官員、﹙2﹚政府行政與服務、﹙3﹚一般
資訊、﹙4﹚政府/公民互動、﹙4﹚行銷﹙marketing﹚。 
 
表2.學者Nun and Rubleske的政府入口網站資訊分類表 
法令與民選

官員 
組織的介紹、投票與選舉、決策議程等。 

政府行政與

服務 
公園與娛樂設施、部門資訊、就業機會、政

府招標資訊、重要投資計畫等。 
一般資訊 連結到其他網站、社會-歷史回顧、學校與圖

書館、行事曆與會議時間、地圖、健康照護、

娛樂項目等。 
政府/ 公民
互動 

首長與政府官員電子郵件信箱、電話號碼目

錄、郵件地址、討論區議壇、線上作業、檔

案傳輸區。 
行銷 商業機會、觀光據點、商業目錄。 
資料來源：Nun and Rubleske﹙1997﹚. 
 
項靖[17]調查我國台灣地區地方縣市政府的入口網站所建
構的政府資訊分類模式及項目，歸納出五大功能：﹙1﹚行
政功能、﹙2﹚政治功能、﹙3﹚經濟功能、﹙4﹚落實民眾知
的權利、(5)提昇民眾生活品質。 
 

表3.學者項靖的政府入口網站資訊分類模式 
行政功能 行政組織架構及執掌介紹、行政單位服務項

目、電話、地址，提供可連結其他政府單位

的節點、申辦事項須知說明、公告法令規章

和政府政策、提供文件表格供民眾下載使用

等。 
政治功能 介紹民選首長、市政電子信箱、民眾留言版、

縣長開講等。 
經濟功能 介紹觀光據點、提供旅遊資訊，地利、經濟、

歷史、交通概況介紹，英文版內容、招攬投

資、增加當地商機與促進經濟發展。 
落實民眾 
知的權利 

公告政府招標採購案件、統計資料/圖表、行
政機關要聞、線上資料庫查詢等。 

提昇民眾 
生活品質 

文化、藝術資源介紹，社區活動公告、活動

看板，提供即時氣象資料，提供線上圖書館

資料等。 

資料來源：項靖﹙民86﹚ 
  
儘管每個學者對於網站應具備的功能有自己的一套分類

邏輯與方式，但是歸納起來，有幾個核心的元素包含在裡

面，本研究的歸納整理為﹙1﹚政府資訊、﹙2﹚線上服務、
﹙3﹚資訊安全與隱私維護、﹙4﹚詢問與申訴管道、﹙5﹚
無障礙空間。 
 
表4.本研究歸納整理之政府入口網站功能分類表 

政府資訊 主要包含兩大類：一類是屬於政府相關的政
策、法令、新聞、公告等；一類則是食衣住

行育樂一般生活資訊的提供。當然，搜尋引

擎的功能在這裡也扮演者舉足輕重的角色，

因為其可以幫助使用者快速找到所需要的資

訊。 
線上服務 包含兩大類：一類是行政應用服務，從電子

公文、電子採購、電子人事、電子法規、政

府出版品流通管理的實施等，將可提供政府

各機關公務人員有效率的服務；一類則是便

民應用服務方面，電子就業、電子工商、電

子稅務、電子公路監理、電子保建、電子公

用事業服務等，都是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

網路申辦服務。 
資訊安全

與隱私維

護 

許多涉及文件、交易資料傳輸等個人隱私與

機密的線上服務功能，資訊的安全是確保更

進一步線上服務有效運作的機制，電子公文

交換安全協定、數位簽章、電子認證機制、

資料加密的轉換處理等是亟待克服的技術。 
詢問與申

訴管道 
除了常見問題集﹙FAQs﹚的提供，方便民眾
自行查詢外，透過互動性更高的電子郵件、

網路論壇、民意信箱、討論室等載具，可以

直間接的與政府主管作意見的溝通或線上的

公開討論。當然，行政業務流程的公開，設

立民眾線上進度查詢的機制，也是很重要的

一環。 
無障礙空

間 
透過ALT1標籤與圖像、影像地圖、多媒體、
超連結、網頁組織等專為殘障人士使用的網

路通行方案指引，設計符合殘障人士可使用

的網站空間（Web Accessibility 
Initiative,1999）。 

 
6. 十國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之網路內容分析 
 
本研究以上述所整理的文獻為基礎，並選取十個國家的整

合型政府入口網站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網路內容分析，深

入探討所選取國家的入口網站功能與內容。表五為十國電

子化政府整合型入口網址。 
 

表5.十國電子化政府整合型入口網址 
美國 <http://firstgov.gov/> 
加拿大 <http://www.canada.gc.ca/main_e.html> 
英國 <http://www.ukonline.gov.uk/> 
法國 <http://www.france.diplomati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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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http://www.australia.gov.au/> 
紐西蘭 <http://www.govt.nz/> 
南非 <http://www.gov.za/> 
新加坡 <http://www.gov.sg> 
台灣 <http://www.gov.tw> 
香港 <http://www.gov.hk/> 
 
這十個國家分別為執電子化政府牛耳的美國、以及與其比

鄰的加拿大，歐洲國家則選擇英國與法國，大洋洲的澳

洲、紐西蘭，非洲的南非，亞洲的新加坡、台灣、香港，

選取的標準受限於研究者本身的語言能力，除了中文外，

還是以英語系的國家，或是有提供雙語（英文版）功能的

國家政府網站為主。另一方面，則是這些國家在許多有關

電子化政府的調查報告（EIU/Pyramid Research、McConnell 
International Research、Accenture Research）裡都曾被作為
調查的標的，基於以上原因，本研究選擇這十個國家進行

研究。 
 
6.1 政府資訊 
 
本研究針對十國電子化政府整合型入口網址在「政府資

訊」構面上進行分析時，主要從四個部分來進行比較，分

別是（1）政府公共資訊的內容提供，包含政府新聞、政
策法令刊物、資料庫連結、內容索引等；（2）民眾生活相
關之資訊，包含健康、休閒、娛樂等；（3）政府機關的聯
絡方式，電話號碼、機關地址的提供；（4）搜尋引擎。 
 
根據對網站的內容分析，上述十個國家在四個構面都有規

劃與建置，差別即在於資訊提供的豐富程度略有所不同，

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法國、台灣、新加坡、香

港內容多且廣泛，而且分類清楚。英國政府的入口網站，

由於政治體制的關係，中央政府的網站，提供的資訊量較

少，多半僅提供相關資訊的查詢與網站連結。南非政府針

對民眾生活有關的資訊提供較為不豐，多屬於政治類的資

訊。 
 
內容索引的功能，即是希望透過有系統的內容分類方式，

將資料清楚的呈現在使用者面前，方便資料的找尋以有效

節省時間。每個國家的分類方式不盡相同，且同時有多種

分類方式，以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不過，主要的還是有

三種方式，一種是依據使用者本身的身份(本國人、外國
人、企業)，美國、加拿大、新加坡政府網站主要即是以此
為基礎，上述國家的特色都是移民社會，多元文化融合，

所以在網站的分類風格上也較趨於一致；一種則是根據不

同的人生階段，從出生到死亡，英國、台灣屬之；第三種

則是以政府層級來劃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紐西蘭、南

非比較明顯。 
 
6.2 線上服務 
 
線上服務功能則從兩個方向來說明，（1）前端的民眾接觸
服務，主要是線上代辦服務，包括電子稅務、各類許可證

明、線上繳納費用等；戶政相關服務，包括出生登記、死

亡登記、結婚登記、戶籍遷入遷出登記等；（2）後端的政

府行政業務，主要有電子公文、電子採購等。 
 
美國政府網站的線上服務功能最為龐大，提供的資訊也最

為詳盡，儘管美國是個聯邦國家，卻以完全不同於英國政

府入口網站的角色在定位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英國政府

的入口網站所提供的線上服務功能為護照申請、技工品質

認證、地址變更、帳款催收等10項，其餘的功能則是需
要透過連結到各邦聯政府組織中才可申辦。美國政府的線

上服務，相對多元，希望做到真正的電子化單一窗口服

務，並且依據不同的使用對象劃分，一是政府對民眾的線

上服務，提供購物與拍賣、政府津貼、補助、駕照與通行

證照申請、出生、結婚、死亡證明、納稅、投票登記等服

務；二是政府對企業的線上服務，企業認證、課稅、檢定

與支付、法律與管制等；三是政府對政府的線上服務：根

據不同政府層級（聯邦政府、州政府與地方政府、部落政

府）提供不同程度的文件交換、資訊科技、工作場所、預

算財政等。 
 
此外，美國、加拿大、紐西蘭本身有關於移民的線上服務

最為詳盡，主要有社會安全號碼的申請、居留證的申請

等。美國、加拿大、新加坡、澳洲、台灣政府對商業活動

的重視亦可從網站內容、線上服務的比重配置上發現。紐

西蘭、南非的線上服務功能發展較諸其他國家顯得較為遲

緩。上述十個國家因為本身不同的特色、發展特性使然，

因此在所提供的線上服務亦呈現多元的特色。 
 
簡言之，線上服務內容非常龐雜，這十個國家也都致力於

將可以達到簡化作業流程的表單、可以在網站上單一闖口

提供的服務陸續上線，並提供各種索引，方便使用者對這

些服務的找尋與使用。 
 
6.3 資訊安全與隱私維護 
 
隱私維護方面，多是透過隱私聲明（privacy policy）來確
保使用者的個人隱私權沒有受到侵犯，通常援引各國對隱

私權保護的相關法律來加以說明，例如，英國的資料保護

法（The Data Protection Law）、澳洲的國民隱私法
（Commonwealth Privacy Act 1988）等。美國、英國、澳
洲、新加坡、香港在政府網站的首頁上都有明顯的隱私聲

明標示，並明確告知使用者所應有的權利，以及網路管理

的政策方針，藉由這樣的方式，可以增加使用者對於網路

環境的信賴程度。南非、紐西蘭並沒有在這方面的清楚聲

明，法國、加拿大、台灣則分別在各個服務項目的網頁裡

提及，卻沒有一個清晰明確的總體說明。 
 
資訊安全方面，香港的政府網站透過清楚的標示，針對所

提供的線上服務進行資訊安全的保護，包括網上繳費、需

要電子核證、需要通行密碼或數碼證書。台灣政府入口網

站則透過政府憑證管理中心，提供電子憑證。除南非外，

其餘國家在資訊安全保護上，在許多申辦服務上都有輸入

帳號與密碼的要求。 
 
整體而言，不論是對使用者隱私權的維護，或是具體的資

訊安全提供，各國在其隱私與安全聲明裡都列為重點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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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並且積極的建立安全機制，以確保資料的安全性。 
 
6.4 詢問與申訴管道 
 
詢問與申訴管道主要探討是否有提供下列服務：（1）常見
問題集（FAQs）、（2）電子信箱、（3）網路論壇、（4）線
上討論室、（5）申辦進度查詢。 
 
上述1-4項服務，除南非少了網路論壇、線上討論室外，
其餘九個國家的政府網站都有提供，顯示出這些服務項目

已經是基本的資訊回饋功能，並且可以增強政府與人民間

的互動性。英國為了使資訊回饋更為有效，提供一個協助

使用者提出意見的導引，讓民眾在發表輿論，暢所欲言的

時候，能夠提高意見參考價值的有效性。澳洲政府透過回

饋（Feedback）、美國政府利用顧客調查（Customer Survey）
等網路問卷的方式，蒐集更多使用者使用經驗的資訊。 
申辦流程說明、進度查詢是使用者最關心的服務，藉由透

明化的作業流程，讓民眾能夠掌握各種申辦服務進行的程

序與時間，將更有利於民眾進行各項事務的規劃。台灣在

申辦的服務項目裡，都有提供申辦流程說明、申請書表、

填寫範例、應檢附文件，更進一步地有些項目提供申辦進

度查詢，而這一項服務功能在其餘國家的政府網站上並沒

有被提供。 
 
6.5無障礙空間 
 
由於一般電腦的使用介面（如螢幕、滑鼠）以及網際網路

上資訊傳播的趨勢都是視覺的感知為基礎，因此，網際網

路上的障礙者主要為眼盲、弱視、智力障礙，以及部分殘

障者[18]。所以，網頁的設計良好，可以降低這些殘障者
在使用上的阻礙。 
 
以ALT1標籤與圖像、影像地圖、多媒體、超連結、網頁
組織等世界網際網路集團（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於1999年所發行方案指引（WAI Guideline）來檢驗[18]。
這十個國家整個網頁資訊的架構都很簡明，有系統與條理

的進行資料的分類與編排，對所有的使用者而言，大大的

降低資訊搜尋的困難度；而各項超連結的文字或圖示下

方，都能夠以文字扼要說明，簡單傳達其意旨，更是提高

了對資訊的理解；而 realplayer、acrobat軟體的下載，則讓
資訊應用更為便利，降低網路環境的不相容性。 
 
提供一個無障礙的網路環境，讓每一位政府網站的使用者

皆能夠平等的獲取所需要的資訊，消除資訊落差，維持社

會正義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從研究結果顯示，世界各

國在這方面的努力非常缺乏，大有改善空間。澳洲的ALT
標籤與圖像，德國友善性的閱覽介面設計，多媒體影音的

使用，都或多或少能夠協助視障、聽障等身心障礙使用

者。台灣政府入口網站有必要強化這個方面規劃與設計，

一方面趕上先進國家，另一方面落實提供無障礙網路環境

的政策宣示。 
 
7. 世界各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功能之比較 
 

除了本研究針對十個國家所做的內容分析外，世界市場研

究中心﹙WMRC﹚與美國布朗大學亦共同合作[19]，於2001
年完成了第一次的世界各國入口網站功能之調查，總共選

取了196個國家2288個中央層級的政府入口網站進行比
較分析，藉此援引其調查結果作為一個對照，以更清楚的

將各國網站的功能與內容做一清楚的分析。 
 
由於每個國家的地理環境、人文歷史、政治體制等的大異

其趣，所以呈現出來的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的樣貌也不盡

相同，因此，該調查主要使用28項，7大類來加以比較
196個國家的政府入口網站的功能差異。此七大功能分別
為：﹙1﹚網站資訊、﹙2﹚線上服務、﹙3﹚隱私政策與資訊
安全、﹙4﹚無障礙空間、﹙5﹚外國語言、﹙6﹚廣告與使用
者付費、﹙7﹚意見表達。這樣的分類方式除了廣告與使用
付費外，其餘的六項在上述網站功能的討論裡，都有含括。 
 
在網站資訊方面，該調查主要將其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政

府提供聯絡方式，方便民眾快速取得政府資訊的管道比

率，有79%的國家入口網站上會提供電話號碼，87%提供
各機關所在地址，42%則是連結到其他政府網站；二是政
府資訊的提供，71%的國家會提供線上政府出版品、41%
提供資料庫連結、85%提供索引；三是提供影音資訊，4%
左右的國家有提供。 
 
在線上服務方面，只有8%的政府入口網站提供的線上服
務可以完全在網站上執行完成，此外，5%提供一項服務，
二項服務的有1%，三項或更多的服務只有2%，其餘的
92%的國家的線上服務就像是空殼子一樣，沒有任何的實
質功能。台灣在線上服務的功能排名裡，以65%的比率贏
過美國(34%)、加拿大(34%)、新加坡﹙47%﹚等國，居於
領先地位。 
 
在隱私政策與資訊安全方面，從數據上顯示是很弱的一

環，只有6%的網站提醒使用者應有的隱私政策，3%的網
站擁有安全設施。美國的資訊安全機制﹙56%﹚做的最好，
台灣以22%排名第四。而對於個人隱私權的保障，台灣以
17%位居第八。 
 
在網站的無障礙空間方面，僅有2%左右的政府提供少數
的設施，而美國以偏低37%的比率領先，台灣在這方面則
付之闕如。在語言上，45%的網站有雙語功能，72%的國
家政府網站有英文版本，有80個國家的網站除了本國母
語外沒有提供任何的語言翻譯。在廣告與使用者付費上，

4%的政府網站上有商業廣告，低於1%的國家向人民收取
資訊服務提供的費用。 
 
在公共意見的表達上，73%的政府網站提供Email作為溝
通的管道，8%提供評論欄位，讓人民發抒己見，38%的政
府網站所提供的搜尋引擎確實可以找到需要的資訊，6%的
政府網站會提供政府最新資訊的電子郵件給使用者，2%的
網站裡提供重要演講與事件的廣播。 
在總評比上，台灣以52.5分，僅次於美國的57.2分，這樣
的結果，無疑對台灣的電子化政府是個正面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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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結論與未來研究 
 
透過一系列對政府入口網站功能的比較整理，以及援引世

界市場研究中心﹙WMRC﹚這份以全球196個國家2288
個中央層級的政府網站報告，可以歸納出下列的五項結

論。 
 
第一，世界各國由於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歷

史等的因素，直接、間接的影響其網站的設計、功能與內

容上的歧異。例如：多明尼加的國家毒品管制所﹙National 
Drug Control office﹚提供了線上毒品交易檢舉的功能；立
陶宛提供線上失竊汽車協尋的內容，以及申請殘障證明文

件等。 
 
第二，儘管如此還是有核心的功能，或多或少在每個政府

網站裡頭被提供，主要不外乎﹙1﹚政府資訊、﹙2﹚線上
服務、﹙3﹚資訊安全、﹙4﹚詢問與申訴管道、﹙5﹚無障礙
空間。大體而言，在政府資訊的提供上最為普遍，因為相

對而言，技術層次最低，資訊的更新也最為容易。 
 
第三，線上服務與資訊安全是整個電子化政府順利運作亟

待突破的地方，也是整個電子化過程中最核心的價值所

在。線上服務做的完善，可以落實電子化政府單一窗口服

務的理念，民眾可以得到整合或多元的服務，包含跨機

關、跨轄區的服務，真正達到「一處收件，全程服務」的

標準[8]。而資訊安全的輔助，以及對個人隱私權的保障，
更是左右著one-stop服務能否快速實踐的重要關鍵。 
 
第四，詢問與申訴管道，以民眾的觀點與需求作為政府網

站經營的依據，透過各種資訊的回饋，例如：電子郵件、

討論區、電子佈告欄等，以及政府公開業務流程的進度查

詢，讓民眾經由這樣的服務窗口，獲得最大的滿足。 
 
第五，塑造一個無障礙的網站空間，因為到目前為止，絕

大多數的網站都未曾考慮身心障礙者的需求，使得瀏覽網

際網路對多數殘障者而言，成了茫然而不知所以的經驗

[20]。從WMRC的調查，有高達98%的國家沒有無障礙
網路空間的設計規劃，此一結果，更是說明了無障礙空間

亟待改進的迫切需要。 
 
總而言之，本文的目的無非是希望藉由對各國政府入口網

站功能的比較分析以及深入探討，能夠給此刻正戮力於規

劃與建置整合型入口網站的台灣，一些發展方向上的建

議，同時，期望台灣在電子化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上繼續

提昇其便民服務的功能，補強不足、缺漏之處，進而創造

一個優質的競爭環境，提昇國家整體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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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業內的應用系統整合與企業間的資訊交換

整合，除了可提高企業營運的效率外，更可支援以

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因此如何透過服務流程的

整合以達到應用系統的整合將是現階段企業經營管

理的重要策略。有鑑於以客戶為中心的跨系統整合

在現今環境上的重要性，我們提出了應用系統與服

務流程整合之研究與設計；希望透過我們所提出的

資訊共通作業平台上的服務流程與現有應用系統整

合，來達到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跨單位、跨系統的資

訊整合。本研究將以政府機關為例，藉以提出以服

務民眾為中心且提昇政府資訊行政效率的解決方

案。 

關鍵詞：服務流程 (Service Flows)、工作流程

(Workflow) 、網路服務(Web Services)、電子化政

府(e-Government) 

Abstract 
Intranet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and data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help 

business run more efficiently and support 

customer-oriented business strategies. It’s a critical 

issue to integrate application by means of service flow 

integration. Because of the importance of 

customer-oriented integration, we bring up this study 

and design of “Application and Service Flow 

Integration”. Cross-department and cross-platform 

integration can be achieved on the framework we 

propose, which enables service flow to integrate with 

existing legacy systems. In this paper we, taking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for example, will give a 

citizen-oriented solution to help them run more 

efficiently. 

Keywords：Services Flows、Workflow、Web 

Services、e-Government 

附註：本研究由經濟經部委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網路前瞻應用技術發展四年計畫辦理。 

 

1. 前言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及網際網路的發達，企業

電腦化已成為組織經營管理的重要議題與工作。台

灣企業電腦化的範疇從早期以輔助人工作業為主的

資料處理系統、日常交易系統，演進至以協助企業

營運管理為主的財務系統、人力資源系統、庫存管

理系統⋯等。電腦化所採行的資訊技術也從早期大

型主機的系統建置，發展至以網際網路為溝通平台

的應用系統。多年來在政府對中小企業資訊電腦化

的極力輔導與推動下，企業得以提高生產力、改善

工作效率與效能，進而提昇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

爭力。縱然透過應用系統的建置讓企業在競爭市場

中的處境得以改善，然而隨著競爭環境的改變，企

業經營管理的目標也從早期以有效進行生產製造及

提高生產力的概念轉向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

所謂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即是依不同的客戶提

供即時、適切、完整的資訊與服務。然而就過去企

業電腦化的發展歷程而言，往往是歷經了數個不同

時代的開發建置才得以完成，所採用的作業系統、

程式語言、系統架構、資料格式、傳輸協定⋯等互

不相容。為讓企業現行的資訊系統可以支援以客戶

為中心的經營理念，如何透過服務流程的整合達到

應用系統的整合將是現階段企業經營管理的重要策

略。 

資訊電腦化除了在業界的推動上展現其功效

外，對政府行政業務的電腦化也發揮了莫大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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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就目前政府單位所屬的應用系統，如戶政系統、

地政系統、監理站系統⋯等，除了讓龐大的資料得

以電腦化管理外，也提供民眾快速查詢與案件申請

的服務。然而對民眾而言，雖然已脫離早期的紙張

作業模式，但卻面臨因政府機關各應用系統間彼此

無法整合所引發需奔波於各機關間才得以完成申辦

事件的困擾，因此如何以服務流程的整合達到各政

府機關應用系統的整合也是現階段政府電子化所需

重視的議題。 

有鑑於服務流程整合對應用系統整合的重要

性與迫切性，本研究將以政府機關的應用系統為

例，探討台灣政府及各國政府機關應用系統的整合

概況與願景，進而提出一共通性資訊作業平台做為

應用系統整合的基礎。本篇論文架構如下：第 2 章

闡述應用系統與服務流程整合的意義；第 3章介紹

各先進國家政府機關的實例說明；第 4 章提出政府

機關各應用系統間整合時所需的共通性資訊作業平

台架構；第 5章預期效益及未來演進的方向。 

2. 應用系統與服務流程整合 

2.1企業應用系統整合 (Enterpris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EAI) 

所謂企業應用系統整合係指結合技術與流程

的策略性整合方案，能將客製化、套裝軟體與Web

的功能作有效結合，以商業間所熟悉的文件及檔案

格式進行商業資訊的交換[1]。應用系統整合的層次

可分為四種，分述如下[2]： 

(1) 使 用 者 介 面 的 整 合 (User Interface 

Integration)：所謂使用者介面的整合即

是將舊有系統的終端機畫面與個人電

腦上的圖形介面加以統一，通常是以

Browser-Based的介面為主。 

(2) 資料的整合(Data Integration)：所謂應

用系統的資料整合即是將資料由某資

料庫移至他處，通常可藉由資料批次轉

檔 (Batch Transfer)、資料合併 (Data 

Union)、資料複製(Data Replication)及資

料解壓、轉換與載入(Extract, Transform, 

and Load：ETL) 等方式來進行，如下圖

所示。 

 
圖 1：Extract, Transform, and Load示意圖 

(3) 商 業 流 程 的 整 合 (Business Process 

Integration)：組織內大部份的資料都是

透過商業邏輯來存取與維護。所謂商業

邏輯即是針對基本資料來執行企業所

必備的商業規則、流程與安全。商業流

程的整合是發生在商業流程層，通常會

橫跨多個應用系統且需用新進的中介

軟體，如 Message Brokers 以 Bus 或 

Hub-and-spoke 的架構來控制資訊的流

程。下圖為商業流程整合的高階示意

圖。 

 

圖 2：商業流程整合示意圖 

(4) 功能或方法的整合(Function or Method 

Integration)：所謂功能或方法的整合是

指透過網路直接且嚴密地將不同平台

間的應用系統加以整合。其整合範合從

客製化的程式碼(COBOL、 C++、 Java)

至應用程式介面(APIs)、遠端程序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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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Cs)、分散式物件、CORBA⋯等。此

整合方法本質上是屬同步運作，即是以

Client-Server 的方式來執行需求端與回

覆端間的交互作用。 

 

圖 3：功能、方法整合示意圖 

 

2.2、服務流程整合  

縱然系統整合可由多種不同層次來進行，然而

鑑於近年來企業經營理念已逐漸轉以客戶為服務中

心的趨勢，企業內或企業間應用系統也應以服務流

程的角度做為系統整合的基礎。此外，根據新公共

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理論，認為政府必須

重視產出的效能性，以滿足顧客的心態來滿足民眾

的需求。目前政府各機關的便民系統有戶政系統、

地政系統、工商登記、稅務系統、監理系統、醫療

系統⋯等。就民眾的申辦事件，如新生兒登記而言，

其所要面對的機關橫跨了醫療、衛生及戶政三大系

統。由於現行各政府單位間的系統並無整合，因此

民眾需奔走於三機關間才得以順利完成新生兒登

記。為讓政府機關的應用系統能真正達到為民服務

的目的，各應用系統彼此間也需透過服務流程來進

行系統間的整合，即是以民眾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需

求、生活事件(Life event)做為系統整合的基礎。 

所謂以民眾的需求做為政府為民服務的出發

點，即是提供民眾與政府溝通的單一窗口，讓民眾

在網站上可以申辦人之初通報、地址遷移通報、欠

稅查驗、不動產抵押、台商跨國投資、外商投資、

車輛失竊註銷、戶籍查驗及地籍查驗⋯等服務，達

到「免書證謄本」、「免填申請書表」、「無紙化申辦」、

「單一窗口」、「多據點、多管道、二十四小時服務」、

「服務到家」、「一處收件，全程服務」的境界[3]。

為達到上述以服務流程整合政府現行各應用系統的

目的，如何建置一共通性平台以提供異質系統整合

的規範、介面與標準，進而提供快速、簡易的整合

方法，將是當務之急。 

 

3. 各國政府機關的實例說明 
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及電子商務的日趨

成熟，各國政府對於各項服務民眾的業務也逐漸採

用電子化方式來進行，對於電子化政府的推動不遺

餘力。本研究將針對歐盟及英國政府目前在電子化

政府的推行現況做一介紹。 

3.1歐盟 (EU) 

歐盟的電子化政府平台架構可分為入口網站

(Portal)、Front office及 Back Office三部份。以服務

使用者為中心的跨單位、跨系統資訊整合是藉由使

用者在入口網站所 �動 的 公 共 服務來 進行。 一般而

言，使用者啟動公共服務的情況可分為為生活事件

(Life event)和企業行為(Business situations)兩種。所

謂『公共服務』是指公共組織以使用者為導向的合

法業務，位於平台架構中的 Front office。每項公共

服務是以促進公共利益而發展的服務單元[4][5]。公

共服務可分為三類：(1)基本公共服務(Elementary 

Public Services)，這是單一公共組織產生並提供給使

用者的服務；(2)組合公共服務(Composite Public 

Services)，這是組合一個或多個基本公共服務，以

滿足使用者特定需求的服務；(3)基本服務( Basic 

services)，是一些共用元件，如數位簽章、付款、簽

入、加密等等，屬於流程步驟，在不同的流程和公

共服務中都會需要的流程。至於 Back office，主要

是作業流程。所謂『作業流程(processes)』是指完成

特定目標，作用於特定物件上，且需要符合一定的

限制條件。圖 4 是說明生活事件、服務(services)和

流程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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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生活事件、服務和流程之關係圖 

典型的的生活事件會對應至一個組合的電子

化政府服務以及描述此服務的內容。每個組合的電

子化政府服務都會由一個或多個存在服務儲存體中

的基本電子化政府服務所組成；而基本的電子化政

府服務由流程組成，每個流程則包含數個流程步驟

（在 Back office）。 

 

3.2、英國 (U.K.) 

英國電子化政府在跨單位、跨系統的整合議題

上主要是透過跨政府部門標準的訂定來來溝通同質

和異質系統之間的資料架構。若傳送者和接收者的

資料無法準確地一對一對應，則易衍生語意整合的

問題，因此需藉由某種轉換機制來協助。縱然透過

資料的轉換會有助於系統間資訊的整合，但此方法

仍會有資料失真的風險。有鑑於此，英國政府藉由

標準的制定來降低介面和連結的成本並改善資料的

品質。 

英國政府用來制定標準的 Framework 結合了

兩種方法。首先是著重在業務活動，以發展出需求

規格；然後是藉由訊息或服務的內容產生可以用

XML架構或其他技術發展的設計規格。Government 

Common Information Model (GCIM) 提供共用元素

的一般結構，對於不同資訊領域的基本瞭解是發展

串接流程的第一步。接著是確認並詳細說明含有不

同系統間資訊交換的業務。此時需以明確的格式轉

換資訊，而且不同的電腦系統都可以瞭解。訊息之

間的一致性是參考 Government Message Reference 

Model (GMRM) 和 Government Data Standards 

Catalogue (GDSC)中規定的元素基本結構。GDSC

是資訊架構的第三個主要部分，這是儲存建構標準

的資料型態和編碼架構之處。GDSC 是以業務觀點

的需求規格(GCIM)，和以技術參考模型為基礎之設

計規格 (GMRM)之間的連結，其間的關係如圖5所

示[6]。 

Government
Data Standards

Catalogue
(GDSC)

Government
Message

Reference Model
(GMRM)

Government
Common

Information Model
(GCIM)

 

圖 5： GDSC是需求和設計規格的基礎 

 

4. 共通性資訊作業平台的組成架構 
在一個以服務民眾或客戶為導向的時代，不再

是讓使用者接觸不同的單一服務系統，而是將一個

整合後服務的面貌呈現在使用者面前，因此我們提

出一個共通資訊作業平台作為應用系統與服務流程

整合的機制。在前端我們提供使用者單一入口的介

面；在後端我們提供跨應用系統整合的機制。以下

將以政府跨機關服務整合為例，針對系統架構做說

明： 

共通性資訊作業平台的系統概念架構如圖6所

示。系統最上層是入口網站的部分，提供使用者單

一入口的介面；中間層為提供建置、管理與執行服

務流程(Service Flows)的環境；最下層為共通平台所

提供的共同服務元件(Common Services Objects)、現

行大型作業系統溝通介面與取得跨機關服務之溝通

介面與機制，其可透過中間層進行跨機關業務之服

務流程的建構、執行與管理。除上所述，整體的系

統架構還包含目錄分類、安全、認證、授權與資訊

內容交換機制等技術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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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共通性資訊作業平台概念架構 

在共通性資訊作業平台架構下，首先我們將各

機關現有應用系統所提供的單一服務機制以 Web 

Services 的技術將其轉換成以 Web Services 模式存

在的物件，作為整合服務中的基礎服務元件，再透

過以整合服務流程為導向的服務流程管理(Service 

Flows Management, SFM)機制將所需單一服務物件

整合成以事件為導向的服務。如此便能提供一個完

整複合服務給民眾使用。 

服 務 流 程 的 整 合 追 �與 管 理 是影 響 民眾服 務 滿

意度的關鍵因素。因此以流程進行整合的服務流程

管理是組織進行服務整合時的一種工具。傳統應用

均以 workflow based的工具來進行流程管控[7]，但

以往 flow engine之間沒有標準的串接方式，不論是

以 API直接呼叫或是以資料庫來進行整合，均採用

專屬設計技術來達成，因此只能達到局部整合的效

果，在修改與擴充性都有極大的限制、需花費較多

的時間甚至需重新設計。而數位台灣的需求，已經

由政府機關內的服務流程管理走到跨機關的服務流

程管理，其中整合的議題更為困難。Web Services[8]

與 Workflow 提供一種新的整合方式，利用 Web 

Services 技術作為服務流程管理底層的協定將能解

決跨流程(無論是機關內或是不同機關間)流程控管

的技術問題。透過共通平台整合服務流程管理工具

(SFM)一方面將機關內系統整合流程化以及服務流

程電子化，並透過 UDDI取得其他政府機關所提供

的服務，也同時能將民眾或廠商的流程結合進服務

流程中提高協同運作的程度(如金融機構扣款服

務)。另一方面，也能將自己具職掌的服務流程透過

服務流程管理工具讓服務上線供其他的需求機關使

用(如圖 7)，同時透過服務流程管理工具還可以對服

務流程進行監控、修改、授權等管理。利用網路服

務形成虛擬單一服務入口的境界也將因 Web 

Services於服務流程管理的應用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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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Web Services在服務流程管理的應用 

透過Web Services將跨機關的應用服務物件整

合於流程之中，同時在共通性資訊作業平台中還會

提供整合服務流程所需的共同服務物件，共通服務

物件將包含付費服務(Payment Services)、安全認證

服務、權限授權服務、中文轉碼服務等，避免各行

政機關重復浪費人力、經費去開發相同的服務。 

在此架構之下，各機關間的服務取得將透過

Web Services與 Service Flows 的技術來達到機關間

的溝通與整合的目的；換句話說，各個機關需要將

現有的資訊系統服務以Web Services的共同技術介

面呈現出來，讓其他需要使用的機關都可取得此一

標準的服務介面，不必浪費人力開發相同的服務或

是花費太大的力量在跨機關的整合。在政府機關的

電子化整合服務流程架構中除了技術議題外，還需

要考慮到營運管理的議題，此議題不在此論文中提

出討論。 

舉例而言，當民眾搬家後需要進行戶籍或通訊

地址。在目前的做法是民眾需要親自到相關主管機

關去進行地址資料變更作業或是到相關機關的網站

上分別作業(如圖 8)，民眾需到戶政機關進行戶籍資

料變更作業，民眾需到稅務機關變更稅務人通訊地

址及戶籍地址資料，民眾若是擁有駕照或車輛還需

要到公路監理機關變更地址資料；如此簡單的事

件，往往要花上少則半天多則兩、三天的時間，且



 6

需重複填寫相同的資料。 

戶籍遷徙服務 (現況)

我要搬家了 ,聽說要到很多機關
辦理戶籍地址變更手續??

公路監理機關

地政機關戶政事務所
財稅機關

。。。。。。。

銀行

 
圖 8：戶籍遷移地址變更現況 

透過服務流程的整合，民眾只需使用政府網路

單一窗口服務(如圖 9)，在網站上填寫相關資料及備

妥相關查驗文件，不需要出門也可以完成戶籍遷移

後資料變更作業，還可透過網路查詢到此申辦業務

處理狀態。對民眾而言可以節省相當多的時間同時

增加便利性，對相關單位而言可以節省作業成本及

提昇資料的正確性。透過Web Services與Workflow

技術讓政府機關能很容易的提供生活事件和企業行

為的跨機關的流程整合服務；以這個例子而言，戶

政機關提供戶籍資料變更的Web Services元件、地

政機關提供地址更新服務元件、財稅機關提供稅務

人地址變更服務元件，透過共通資訊作業平台的服

務流程整合工具，將相關服務元件組合成民眾所需

的整合服務(如圖 10)，同時可依法令變更或民眾需

求做動態的修改(如加上公路監理單位的地址變更

服務元件)。 

戶籍遷徙
政府單一

入口網站

2 .身分認證

8.取得處理結果

3.戶籍資料變更服務

戶役政系統

+

2

地政機關

財稅機關公路監理機關

申請單

1.民眾登打申請資料

2

網路服務伺服器

2

22

4.地址更新服務

5.稅務人地址變更服務
6.更新車籍/駕照戶

籍地址服務

7.回覆處理結果

戶籍遷徙服務 (未來)

 
圖 9：單一入口戶籍遷移服務 

 

戶籍遷徙服務

戶政事務所 地政機關 財稅機關

UpdateAddress()

搬家

ChangeAddress()MovingService()

MovingHouse()

戶 籍 資 料
變 更 服 務

地 址 更 新
服 務

稅 務 人 地 址
變 更 服 務

資料流

控制流

 
圖 10：利用Web Services與Workflow提供跨機關

整合服務 

 

5. 結論與未來工作  
在新一代的網際網路服務，我們提出了將基礎

服務物件化，透過工作流程做跨平台跨系統的服務

流程串接或整合，提供一個以使用者或客戶為中心

的單一整合服務，對使用者而言不再需要登入不同

系統或重複輸入相同資料來分開處理相關業務；對

於系統整合而言，透過Web Services的技術將基礎

服務以物件化的方式呈現，再以一個工作流程系統

規劃出一個個整合後的複合服務來滿足使用者需

求，且提高基礎服務物件的再用率，避免程式開發

人員重複開發相同基礎物件。然而在整合服務流程

中透過Web Services呼叫網路上的遠端服務，可能

受網路品質的影響而無法確切掌握一定程度的服務

品質；及Web Services目前仍無法提供如傳統系統

中交易正確性的保證，同時因為執行跨系統的服務

還需加上認證與安全的議題，這些都是現階段Web 

Services的技術還不成熟的部分，但以Web Services

的發展速度來看，這些問題很快都會有成熟的解決

方案。 

現行的政府機關系統中，已經有需多部會機關

內的業務行政都已經電腦化，而民眾所需要的是跨

機關的業務處理，而非只是單一機關的電腦化就足

夠的，以及需要跨機關的資料與業務流程整合，未

來實作時透過我們所提出的共通資訊作業平台的流

程整合架構，相信可以比傳統方式的整合來的容易

且快速，同時更能滿足使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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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衛生研究院為能達到提昇行政作業品

質，簡化作業流程，及縮短不同院區文件傳送的時

間，利用工作流程引擎工具，以內部作業為先，建
置電子表單流程系統，並預計本系統能提供電子表

單編輯工具、線上申請（線上填表及附件之併送）、

線上審核及會簽、線上追蹤簽核情形、自動稽催、
自動產生相關連之表單或文件、資料共用、資料庫

自動備份、線上資料查詢及統計報表產生等多項功

能，未來，將各項作業全面電子化後，員工及主管
不論身在何處，只要連上網路，便可執行申請及簽

核作業，以加速作業流程，並能有效掌控簽核流程。 
本系統主要係透過組織圖及作業流程二個模

組的設計，以建立電子流程傳遞的順序，此二模組

間的關係為相輔相成，可相互搭配運用。此外，在

設計流程時，亦可重新檢討作業流程，並利用分層
授權的方式，達到流程的簡化，或藉由系統提供的

功能達到簡化的效果。 
電子表單流程系統貫穿組織各成員間的網路

連結，將企業資訊即時傳遞，透過細膩完整的設

計，其功能將可發揮極致，使得企業能有高效率及

高品質的營運環境，面對外在瞬息萬變的環境時，
更是企業保持競爭力的重要關鍵。 
關鍵字：工作流程、辦公室自動化、工作流程

管理系統 
Abstract 

The article provides an example of constructing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 in a research institute. 
The topics discussed include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 system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major 
components such as organization chart, workflow 
engine, process designer … , etc. The integration with 
legacy systems is also described. 

Keywords: Workflow, Office Automation,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 

1. 緒論 

1.1前言 

國家衛生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自民國85年元
月成立至今，六年來，員工人數由數十人急驟增加

為將近 600名員工的機構，對於各項行政作業，幸
賴早期開發的資訊系統的輔助，一切運作尚屬順

利。但隨著業務量日益龐大，辦公地點因配合研究

的需要，分散在全省八個不同的地點，對於行政作
業而言，文件遞送耗費時日；對管理者而言，無法

全盤掌握企業整體的運作，現有的應用系統無法滿

足企業成長所需的各項資訊，因此亟待發展更高層
次的應用系統，以解決當前在作業面所遭遇的問

題，並提供決策管理面的資訊。 

1.2 動機 

根據 Raymond McLeod[1]對於電腦化資訊系統
演化的敘述，早期電腦的應用領域集中於資料，現
已轉變為資訊及決策支援，其先後發展順序為資訊

管理系統（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 
MIS）、決策支援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辦公室自動化（Office Automation, OA），以
及近年來利用人工智慧解決問題的各式知識系統

（Knowledge-based System），各類系統各有其功
能，相輔相成。對本院而言，現階段以辦公室自動

化為主要目標，所謂的辦公室自動化係以網際網路

為基礎，結合工作流程引擎(workflow engine)的技
術，將企業標準化的作業流程予以電子化，藉由工

作流程引擎的傳遞，達到組織虛擬整合的境界（極

速流程，2001）[2]。透過自動化的機制，管理者除
了可以掌握員工的日常作業速度及品質，同時也能

促成組織簡化、降低行政資源與人事成本的浪費。

此外，尚可將這些日常作業的龐大資料，加以整理
及分析，轉化成組織重要的績效指標，作為管理者

建立決策模式之參考。這些資訊除了作為企業對內

部管理的監測指標外，對於外在環境瞬息萬變的情
勢，更是企業保持競爭力的重要關鍵。 

1.3 目的 

電子表單流程系統建置目標為提供電子表單
編輯工具、線上申請（線上填表及附件之併送）、

線上審核及會簽、線上追蹤簽核情形、自動稽催、

自動產生相關連之表單或文件、資料共用、資料庫
自動備份、線上資料查詢及統計報表產生等多項功

能，並結合資訊管理系統，逐步將各項作業電子

化，使員工及主管不論身在何處，只要連上網路，
便可執行申請及簽核作業，加速作業流程，有效掌

控簽核流程，以達到提昇行政作業品質，簡化作業

流程，及縮短不同院區文件傳送的時間。 

1.4 名詞定義 

資訊管理系統：為資訊產生系統，用以支援代表組
織單位的一群管理者。 
決策支援系統：針對特定問題，以特定方法支援特

定的功能或領域予單一的管理者。 
辦公室自動化（Office Automation, OA）：透過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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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使管理者及辦公室作業人員之間的通訊更加

容易，並能增加群體的生產力。 
人工智慧：設計電腦以人類的思考邏輯完成某些事

情。 
知識系統：利用人工智慧來解決問題的各式系統。 
工作流程(Workflow)：即企業流程自動化的代名
詞，藉由文件、資訊、任務等形式，依據程序性規

則自動的在成員之間的傳遞，以達到執行的目的。 
工作流程引擎（Flow Engine）：為一種資訊系統的
工具，用以完成流程自動化，其功能包括制定作業

流程、對組織角色定義、以及系統資源之間的協調
機制[3]。 

2. 系統架構與環境 

2.1 工作流程管理聯盟標準參考模組 

在選擇開發工具時，考量系統之擴充性及未來
各系統間的整合，以符合工作流程引擎的標準架構

為準，這個標準是由工作流程管理聯盟（簡稱WfMC, 
Workflow Management Coalition）所定義標準的參
考模組[4,5,6,7]（如圖 1），此模組包含了流程定義、
管理工具、工作流程引擎工具、工作流程使用者程

式及整合應用程式等 5個單元。只要符合此標準參
考模組之工具，皆可透過其標準的協定互相溝通。

以下就工作流程參考模組（Workflow Reference 
Model）[7]作一簡要的說明。 

 

圖 1. WfMC參考模組 

流程定義：指流程引擎工具所執行程序的定義，這
些定義的資訊包含流程開始及完成的條件、流程的

判斷與規則，並定義任何需要參考的資料。一般係

參考單位組織架構資料，為流程執行的主要依據。 
工作流程引擎：是用來建立、管理及執行工作程序

的工具。它可以詮釋流程的定義、控制程序的處理

順序、將工作項目送到使用者的工作清單，及整合
相關的應用程式，又稱為遞送引擎（Routing 
Engine），為系統的核心平台。 
管理工具：為流程管理者控管工作流程的工具，可
利用此工具重新指派流程，並可管理處理中及流程

結束的案件。 
工作流程使用者端程式：使用者可經由本單元取
得、執行、送出及監看工作。 
整合應用程式(API)：透過本單元，工作流程引擎工
具可整合現有的應用系統，並取得流程相關資料。 

2.2 開發工具系統架構 

本系統所採用的開發工具為 Agentflow流程引
擎工具[8]，主要可分為設計、執行、管理與分析四
大功能，包括流程設計師、電子表單設計師、組織

規劃師、流程引擎、工作管理員、流程管理員及整

合開發工具等七個模組，其系統架構圖如圖 2。以
下分別就各模組簡單介紹。 

 
圖 2. Agentflow的模組與架構 

 
流程設計師：用以設定作業的流程，包括設定流程
運作的邏輯、相關工作的聯結，以及流程條件的設

定。 
電子表單設計師：設計電子表單的操作畫面。 
組織設計師：用以設定公司的組織，可定義每個部

門、職務及成員。 
流程引擎：為 Agentflow的核心，主要負責執行與
協調流程自動化的工作。所有由設計工具所定義的

流程、表單與組織等資訊，都是經由流程引擎解

析，再作分派與控制之用。 
工作管理員：為前端使用者的管理介面，可執行流

程中所賦予的任務，及追蹤工作進度。 
行政管理師：為流程管理、查詢、分析及監控的工
具。 
整合與開發工具：為流程引擎與其他系統溝通的主

要管道。 
綜合上述說明可了解 Agentflow工具與 WfMC

參考模組之對應關係。 

2.3 系統架構與環境  

為了利於整合既有的系統，在工作流程引擎工

具乃採用多層次（Multi-tier）及跨平台的架構，且
開發環境以 J2EE為主，其架構如圖 3所示。 

工作流程引

擎工具(A) 
工作流程引

擎工具(B) 

工作流程使

用者端程式 
整合應用程

式 (API) 

管理 
工具 

流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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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工作流程引擎的系統架構圖 

各子系統開發工具詳如表 1。為滿足不同使用
者之需求，開發工具及運作平台分為以下四種： 

1. Java Application[9]：具有較佳之圖形處理能力，
用來開發管理者介面，如組織設計、流程定義

工具、表單設計、系統管理介面等。 
2. Java Applet：用來開發一般使用者之操作介面，
如表單、工作桌面等。 

3. JSP[10]：亦用來開發一般使用者操作介面，以
HTML表單及 Script語言（如 Javascript）為主。
相較於 2可縮短傳輸 Java Applet所需時間，然
而功能介面彈性稍差。 

4. J2ME：讓使用者透過可攜式設備，如行動電話、
個人數位助理等，執行簽核。 

 
表 1.工作流程引擎各模組之開發工具 

流程定義工具 
Organization Designer Java Application 
Process Definition Editor Java Application 
e-form Designer Java Application 
Document Generation Java Application 
流程引擎 
PASE Server Java Application 
管理工具 
User Management Java Application 
Site Management Java Application 
Administration Tool Java Application 
工作流程使用者端程式 
Agenda Java Application 
Web Agenda JSP 

Java Applet 
J2ME* 

*本院尚未使用該技術 

2.4 與既有系統整合的架構  

本院現有之人事、會計、出納、總務等應用系
統，皆以集中資料庫、多階層式（Multi-tier）之網

路應用程式為主。這些既有系統（legacy system）
之功能以記錄實際交易結果為主，交易過程需執行
簽核的作業，多以紙本方式運作。本次建置之電子

表單流程系統，其目的在取代紙本與減少人工作

業，將業務相關人員、企業運作邏輯及相關應用系
統予以串連，達到企業內部流程電子化之真正意

涵。本系統與既有系統之整合架構如圖 4。 

 

圖 4. 系統整合架構圖 

當使用者透過電子表單流程系統提出申請時

（例如：請假），依照預先定義之作業流程路徑，
系統將申請單傳遞給相關人員簽核，直至流程終點

為止，此時，簽核結果將寫入既有系統（例如人事

差勤系統），達到系統整合。表 2為參與流程整合
之系統列表。 

 
表 2. 參與流程整合之系統 

系統名稱 應用程式平台 資料庫 
工作流程系統 J2EE Oracle8.1.7 
人事系統 Oracle AS Oracle8.1.7 
會計系統 Oracle D2K Oracle8.1.7 
出納系統 Oracle D2K Oracle8.1.7 
總務系統 Oracle D2K Oracle8.1.7 
圖書館系統 Apache (JSP) Oracle8.1.7 
傳真系統 Apache (JSP) Oracle8.1.7 

3. 系統之規劃與設計 

3.1 組織圖  

電子表單流程系統之所以能依序遞送，組織圖

是一項重要的依據。組織圖必須能定義出組織的階
層架構，包括部門與部門、部門與人之間的從屬關

係，組織圖是由部門、職務(或角色)，以及員工三
個要項組成，各要項的相關設定資料如下： 
部門：設定部門名稱、部門主管、上一層部門及下

一層部門等資訊。用以定義部門間的從屬關係。 
職務：設定職務名稱、所屬部門及擔任此職務的員
工，每個職務之下可設定多個員工。用以定義每個

職務與部門、職務與員工的關係，進而串聯部門與

員工的關係。 
員工：設定員工姓名、員工登入帳號及密碼、電子

郵件帳號、擔任職務及主要職務。用以定義每位員

Java  
用戶端 

 

使用者 
瀏覽器 

 

可攜式設備 
用戶端 

 

流程定義 
工具 

 

組織設計 
 
 

表單設計 
 
 

系統管理 
 
 

工作流程 
資料庫 

 

傳統系統 
資料庫 

 

工作流程伺服器 
 
 

人事 
 

會計 
 

出納 
 

總務 
 

web 
 

使用者介面 
 

工作流程系統 
 

流程資訊

儲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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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於組織中擔任的所有職務及主要擔任的職務，以

解決同一員工身兼數職時，可以各種不同的身份跑
不同的申請流程。 
此外，因為系統的權限是以職務為主，相對的

也定義了員工所擁有的權限，當員工所擔任的職務
有所異動時，所具有之權限亦隨之改變。 

3.2 流程規劃  

流程系統遞送的另一項重要依據則是作業流
程圖，在規劃及設計時，係重新審議流程各關卡的

必要性，以達到流程的簡化。以請假的紙本申請流

程為例，完整的流程依序為申請人、職務代理人、
二級單位主管、一級單位副主管、一級單位主管、

主任秘書、院長、人事承辦人等八個關卡，由於人

事承辦人的關卡係依據核准的書面資料，將請假申
請變更為已核准的狀態，在流程電子化後，經權責

主管核准之請假案即可寫為已確認，因此可省略人

事承辦人的關卡，同時只要提供人事承辦人調閱全
院申請案的權限即可滿足管理面的需求。 
流程簡化的另一個方式是分層授權，依據申請

人的職位及授權條件分別由不同層級的主管批
核，圖 5為請假的分層授權流程。 

 
圖 5. 請假的分層授權流程 

3.3 與既有系統的整合規劃  

電子表單流程系統的主要功能並非取代既有
系統，而是提供一電子化的工作平台，讓員工執行
企業活動，並將其結果存入既有系統中。換言之，

既有系統多數為主題獨立性高的產品，例如人事差

勤系統，凡是與人事差勤相關之功能皆為其考量範
圍。電子表單流程系統則為跨主題、多使用者操作

的系統，其提供的服務內容依所開發的電子作業流

程種類而異，但多數會以規則明確、參與者眾及成
本效益高為優先考量。因此，建構電子表單流程系

統時，如何與現有系統進行整合，其考量要項分別

就下列三個層面來說明。 

1. 基礎工作平台：相較於一般的資訊管理系統，執
行業務時，必須分別進入不同的應用系統，電子

表單流程系統提供單一的介面，使用者可藉以啟

動各種不同的流程；且流程結束後，可至既有系
統執行其後續處理。此時，基礎工作平台負責串

連電子表單流程系統與既有系統，使用者僅需在

同一平台即可完成所有作業。因此，在規劃電子
表單流程系統時，經常伴隨「入口網站」建置，

以提供使用者單一簽入（single sign-on）及啟動
各種應用系統的機制，亦可針對各系統之權限設
定作統一規劃。 

2. 應用程式介面：電子表單流程系統將流程簽核結
果寫入既有系統（或資料庫）時，考量對既有系
統之資料完整性，並確保既有系統之各功能仍能

正確執行無誤。一般而言，異質系統之串接方法

可分為以下三種： 
a. 透過中介資料格式：利用異質系統共同遵守之
資料交換格式（如 XML）進行資料交換。 

b. 透過應用程式介面：由各異質系統所提供之專
屬的應用程式介面（API），用以啟動系統功能
或資料交換。 

c. 資料庫存取：對各異質系統所連結之資料庫加
以分析，取其關鍵表格及欄位進行整合；或可

撰寫預儲程序（Stored Procedure）供工作流程
系統呼叫。 

4. 系統實作 

本系統是利用網路語言 JAVA開發，以下分別
說明實作的模式。 

4.1 組織架構圖 

組織架構圖為流程自動化的基礎，採圖形化的

操作界面，用以設定組織、單位、職務及員工的階
層式樹狀架構。 

 
表 3. 組織架構圖示說明 

類別 圖示 說明 
組織  表示整個組織 

單位  表示組織之下的單位 

角色  表示單位下的職務 

人員  表示本類職務由誰擔任 

組織圖的設計可與作業流程互相搭配，因此相
當有彈性，例如所有的申請案送給院長批核之前，

必須經過主任秘書簽核才可，此時，將所有一級單

位置於主任秘書之下，便可達到此功能。類似的狀
況，當僅有某一級單位設有副處長職務，且授權其

批核二級主管決行之表單時，可將該單位之所有同

仁配置於其下，便可達到同樣的效果。 

4.2 流程設計  

流程電子化後，因考量各種身份的申請案，所
以必須增加許多判斷，因此流程可能從極簡單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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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可以不同的方式設計。以請假流程分別說明

不同方式的設計結果。 

4.2.1 直覺式的流程設計  

依圖 5之請假規則，可定義其判斷程式如下，
由於規則複雜，依照其規則設計之流程圖顯得繁瑣

且複雜（如圖 6所示），若有增修關卡時，必須重
新修改流程，缺乏彈性。 

1). 若請假人不為主管職，且請假天數小於等於 3
天，則由直屬主管核決。 

2). 若請假人不為主管職，且請假天數大於3天且
小於 7天，則由一級主管核決。 

3). 若請假人不為主管職，且請假天數大於等於 7
天，則由主秘核決。 

4). 若請假人為二級主管，且請假天數小於等於 7
天，則由一級主管核決。 

5). 若請假人為二級主管，且請假天數大於7天，
則由主秘核決。 

6). 若請假人為一級主管，則由院長核決。 
 

 
圖 6. 直覺式的流程設計 

4.2.2 彈性化的流程設計 

由於每位員工所隸屬之單位層級不同，在設計

流程時，必須先依人員職務設定位階值（如表4），

並依分層授權的規定，設定請假核決權限對照表
（如表5）。先判斷申請人之位階值是否相當於一級

主管，再判斷其簽核主管及其位階值是否達核決權

限，若是，則簽核結束，若不是，則繼續跑簽核迴
圈。這樣的設計將更有彈性，流程圖如圖 7。若簽
核流程有所改變時，可調整核決權限對照表之參數

設定即可，不需再重新修改流程或設計程式。同時
在主管一人扮演多種角色時，可避免重複簽核的情

形。 

表 4. 人員位階權限值 
階級 位階值 

非主管 10 
二級副主管 15 
二級主管 20 
一級副主管 25 
一級主管 30 
主任秘書 40 
院長 50 

 
表 5. 請假核決權限對照表 

申請人位階值 條件(請假天數) 核決權限值 
10 ≦3 20 
10 ＞3, ≦7 30 
10 ＞7 40 
15,20,25 ≦7 30 
15,20,25 ＞7 40 
30,40 0-A 50 

 

 
圖 7. 彈性化的流程設計 

 
依圖 5請假分層授權流程設計說明如下 

1. 送職務代理人簽核同意 

2. 先判斷申請人是否為一級單位主管，若是，則不

必再進行單位內的簽核，直接送主任秘書及院長
進行單位外的簽核，若不是，則進入單位內的主

管簽核。 

3. 單位內的主管簽核：包括上一級主管、再上一級
主管、更上一級主管 …等，直到送經單位一級主
管簽核同意才算完成。 

4. 單位外的簽核：在單位內簽核流程完成後，系統
判斷是否繼續跑單位外的簽核迴圈，判斷簽核主

管之位階值及申請案之核決權限值，若主管位階

值已達核決權限值，則申請案核決，流程結束；
若主管位階值尚未達到核決權限值，則繼續跑簽

核迴圈，直到簽核主管之位階值達到核決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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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4.3 管理工具  

管理工具可針對個人、部門及部門成員進行工

作量的統計，亦可針對流程主題統計工作時間，並

可選擇以圖形方式表示，讓使用者一目瞭然。此
外，還可重新指派表單流程，以免流程在某個關卡

停滯，無法繼續辦理。管理界面如圖 8所示。 

 
圖 8. 管理工具之部門成員工作量統計圖 

4.4 系統整合  

電子表單流程系統的建置是希望能提供電子

化的工作平台，係用以輔助特定主題的資訊管理系
統，使得該系統更為完整。此外，以工作流程系統

及資訊管理系統的資料為基礎，經過適當的整理及

分析，便是決策支援系統資料的來源，三種系統各
有其功能，相輔相成，是無法相互取代的。 
玆以人事差勤系統的請假作業為例，說明如何

進行系統整合。在填寫請假申請時是參照既有系統
邏輯，不另行撰寫控管程式，以免企業邏輯如有變

更，必須同時維護二套系統。因此將現有人事系統

之程式邏輯彙總成預儲程序，使電子表單流程系統
在流程結束時，將簽核結果寫入人事差勤系統資料

庫。 
此外，欲查詢電子表單流程系統的結果時，係

利用現有之人事差勤系統，且為能區分案件是由人

事差勤系統或電子表單流程系統提出申請，將現有

系統之查詢介面加以修改，以便資料如有錯誤，可
查得是那個系統的問題，以利管理（如圖 9所示）。 
 

 
圖 9. 請假申請案件 

 

5. 結論 
無論如何，流程電子化後確實可達到如下的預

期效益： 

1. 縮短文件遞送所浪費的時間。 
2. 減少紙張的浪費及文件存檔的空間。 
3. 提高行政效率及工作品質。 
但在建置電子表單流程系統時，下列幾項應一

併考量： 
1. 流程電子化時，應先將流程予以簡化，或可設計
分層授權方式，或是利用系統的功能，引導操作

者依序執行，以免流程過於複雜，操作者面臨太
多的判斷，容易犯錯，且系統也會花費太多資源

來設計一個複雜的流程。 
2. 流程電子化的操作，必須搭配許多通知，通知的
方式可利用 email或由系統提供的界定來執行，
但使用者若未登入系統，將無法接收到這些通

知，因此流程電子化若搭配入口網站的設計，將
會使得整個系統的運作更為完善。 

3. 由於流程電子化後，操作者都必須利用電子作業
平台，首先面臨的就是資料輸入的問題，特別是
中文輸入方式並不是很容易，將影響使用者對系

統的接受度。電子作業平台的另一個問題是中文

字碼，這個問題在人員基本資料庫最為明顯，許
多人名並未納入字庫或建立統一的字碼，必須有

專人負責中文字碼的建置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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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是人類生活的軌跡，更是社會進步的動

力，而各縣市文化局正是扮演著文化園丁的角色，

肩負營造優質文化環境的使命，是直接面對民眾的

第一線單位。近年來，隨著網路建設的普及和資訊

科技的進步，各縣市政府極積地推動文化局「行政

電腦化」的工作，以簡化作業程序、縮短業務處理

時間、提高行政效率。在本文中，我們針對文化局

目前所執行的自動化系統架構進行相關探討及評

估，並針對系統運作所遭遇的問題提出相關之看法

和推動策略，希望可作為未來文化局或其它文化中

心行政系統自動化計畫推動及系統建構之重要參

考依據，提高政府 e化程度及服務民眾之效能。 
 

關鍵字：電子化政府、行政管理、自動化、文化 

1. 前言 

68年秋，中央推動十二項建設，各縣市政府陸
續的成立文化中心，以配合中央推展文化建設之決

策。並於民國八十八年起，各文化中心改制升格為

縣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府外局），即文化局，以

便統籌規劃該縣市文化建設方針、整合文化藝術資

源，進而提升文化素養，並展現各縣市文化之特色。 
 
歐美日等主要國家為提高其國際競爭優勢，相

繼推動「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歐美日等主要國家
相繼建構「電子化政府」(Electronic Government, 
eGov)，有下列三個主要方向：在政府與民眾間應
致力於擴增網路便民服務、在政府與企業間應致力

於促進電子商務應用、在政府與政府間應致力於推

動跨機關資訊流通共享及提升行政效能。應用資訊

網路新科技推展資訊上網、電子申辦服務、電子報

稅、電子商務、電子採購、電子支付、電子資料庫

及政府數位出版、公用資訊站（kiosk）等應用，以
提高行政效率及加強便民服務。例如：(1)美國全力
推動資訊基礎建設，建構適合電子商務發展的環

境，達到高成長、高所得、低物價與低失業率的經

濟奇蹟；(2)歐盟 e-Europe計畫要求各會員國在 2000
年底必須完成政府法律與行政、人文、環境、即時

交通等資訊上網；(3)英國策訂其電子化政府目標，
在 2001年 90%的例行政府採購要實行電子化，2002
年 25%的政府服務必須電子化，至 2005 年電子化

政府則達到 100%的目標；(4)葡萄牙電子政府推展
建置 INFOCID 公用資訊站，讓民眾隨時可利用以
申請證照、線上繳稅、房屋買賣；(5)澳洲新南威爾
斯省 Government On-Line提供出生、死亡、結婚線
上登記、線上繳費；(6)新加坡電子政府已使用身分
識別 IC卡，並計畫於 2002年政府的一千多項服務
上網，eCitizen Center 已提供出生、死亡登記的服
務；(7)日本電子化政府要在 2001 年前完成政府認
證系統、政府採購電子化，建構單一政府服務網

站;(8)八大工業國(G8)2000 年七月間也於日本琉球
會議發布全球資訊社會憲章等等，宣示了資訊與通

訊科技將是構建二十一世紀的主要動力[1-3]。 
隨著各國將網路建設及普及視為提高國家競

爭力的利器，我國也於民國 67 年開始推動「行政
電腦化」工作，接著在 83 年成立國家資訊通信基
本建設專案小組，全面推動「電子化/網路化政府
(Electronic/Network Government)」等各項應用，例
如「e-Gov 政府旗艦計畫」即包括：貿易便捷化計
畫、政府服務 e網通計畫、政府運籌 e計畫、智慧
運輸系統計畫等[4]，以及經建會主導的「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也涵蓋了「數位台灣」的範

圍[5]。世界市場研究中心(World Markets Research 
Center, WMRC)2001年發表的電子化政府研究報告
指出，台灣政府網站在全球 196個國家的政府機構
網站的便民服務評比上，該電子化政府排名位居全

球第二，僅次於美國，表現卓著[6]。 
為配合「電子化政府政策」，各縣市政府文化

局(中心)(以下簡稱文化局)積極的發展行政電腦
化，簡化作業程序、減少承辦業務的時間，提高行

政處理效率，確保資料之正確性及提高資料保存之

可靠度，有利於資料之分析比較，並檢討得失評估

效益，健全行政管理機制，開創政府新形態的服

務。因此，多年來各縣市文化局已開始導入運用行

政管理自動化作業系統。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我們

將針對文化局目前所執行的自動化系統架構及所

遭遇之困難進行相關探討，並提出可能的解決對

策，期望據此可作為未來文化局或其它文化局推動

行政管理自動化計畫及建構內外部網路系統之重

要參考依據。 

2. 系統架構 

依各縣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文化局設置局

長、副局長及課長，並設圖書資訊課、文化發展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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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課、視覺藝術課、表演藝術課、行政室，

分別處理各有關業務。各部門承辦業務如下： 
 文化發展課：地方文化藝術政策及法規之訂定、
監督、執行，藝文人力資源之整合及培育，文化

工作企劃與研究考核，地方文化特色之研究出版

與運用，鄉鎮及社區文化發展之策劃、輔導及補

助，社區總體營造之推動，地方文史社團法人之

推動及輔導，文化傳播與文化資訊之製作與推廣

等。 
 文化資產課：文物保存與古蹟、歷史建築、傳統
聚落之保存與再生，地方文化史料採集、整理、

出版，地方民俗、文物之調查研究及保存維護，

民俗藝術保存與傳習，文化資產人才培育與獎

勵，地方特色館、博物館之設置、經營與相關立

法、管理，地方文學的研究發展、出版與保存等。 
 表演藝術課：音樂廳、演藝廳之設置營運與管
理，表演藝術活動的策辦與推動，表演藝術團隊

的扶植與輔導，表演藝術之研究與出版，表演藝

術人才之培育與獎勵，演藝事業暨演藝人員輔導

與管理等。 
 視覺藝術課：各展覽館室之設置營運與管理，展
覽活動的策辦與輔導，地方視覺藝術人才的扶植

與輔導，視覺藝術之研究與出版，視覺藝術人才

之培育與獎勵，公共藝術之規劃與推廣等。 
 圖書資訊課：規劃公共圖書館營運暨發展，充實
地方公共圖書館軟硬體設備，建置圖書資訊網路

中心，傳播各項圖書資訊，圖書館利用教育推

廣，推動終身學習教育及書香活動等。 
 行政室：掌理研考、公關、法制、文書、印信、
出納、採購、財產及庶務等事項。 
 人事室：辦理組織編制，人員任免、遷調、考核、
獎懲、訓練、人事人員資料、人事會報等事項。 
 會計室：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等事項。 
 政風室：辦理政風法令之宣導，貪瀆不法之預
防、發掘及處理檢舉，政風考核獎懲建議等有關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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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文化局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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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文化局行政管理自動化系統架構圖 

 
文化局行政管理自動化系統(以下簡稱行管系

統)架構係由資料庫服務系統(DB Service System)、
內部網路服務系統(Intranet Service System)及網際
網路服務系統(Internet Service System)三大部分所
組成(如圖 2 所示)。「資料庫服務系統」為一關聯

式資料庫(Relationship Database, RDB)，提供文化局
行政業務資訊存取之服務，且基於效能及備份上的

考量，由兩部以上的高速伺服器搭配可支援 Rad5
的磁碟陣列機，組成資訊存取系統。「內部網路服

務系統」主要目的是提供局內行政業務所需一切系

統資源，包括庶務採購、財產管理、出納管理、人

事管理、研習班管理、藝文活動管理、文物典藏品

管理、場地管理、縣市所屬鄉鎮市圖書館輔導管

理、地方特色館藏管理… 等作業管理系統。而「網
際網路服務系統」則是文化局對外資訊服務的窗

口、發布公告的管道，採用動態互動式網頁(Active 
Server Page, ASP)設計方式，結合資料庫的資訊，
提供更多便民的服務。此外，基於資訊安全考量，

在區域網路(Local Area Network, LAN)與廣域網路
(Wide Area Network, WAN)間建置一台高速路由器
(Router)作為局內對外的橋樑，並架設一套防火牆系
統，以有效阻隔外部非法使用者入侵內部網路。完

整的系統方塊圖如圖 3所示，以下是行管系統架構
各部分的服務系統之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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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文化局行政管理自動化系統方塊圖  

 
2.1 資料庫服務系統 

(1) 藝文人口資料庫 
此系統用於搜集藝文人口機關資料，其功能包

括建檔日期、活動類別、藝能或專長，以及個人相

關基本資料等。另外還有各類別人數統計表。本系

統開發方式可於 WEB 上呈現，前端部份用戶可直
接以瀏覽器操作及查詢，後端部份則可與行管系統

資料庫連結。 
(2) 藝文資源資料庫 
此資料庫用以建立藝文資源調查資料，其資料

共可分成十六大類包括：信仰節俗、飲食文化、鄉

土雜技、傳統聚落與傳統建築、人文景觀、考古遺

址、傳統音樂、西洋音樂、美術、文學、舞蹈、傳

統戲劇、現代戲劇、原住民文化、硬體(展演)設施、
地方文史等，以文字、圖片、聲音、影片、地圖等

形態呈現之各類藝文資料。 
(3) 文物典藏品資料庫管理系統 
此系統功能包括典藏品資料登錄與查詢、影像

資料、領用保管、總覽處理、減損處理、單位典藏

品編碼；其系統輸出項目包括新增個案表、典藏品

總冊、分類登錄冊、資料卡、損失處理報告表、提

借申請歸還表、入庫申請表、提借清冊。 
(4) 文化新聞資料庫 
此資料庫用以儲存藝文相關之新聞剪報資

料，其整體性系統功能包含系統監控管理、權限分

級控制、資料備份及覆蓋偵測、剪報作業、影像掃

瞄匯入、文件圖像處理、資料欄位管理、資料上傳

作業、內文檢索支援布林運算條件等功能，且系統

具備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查詢介
面，能在瀏覽器畫面下顯示資料。 
(5) 標籤管理資料庫 
此資料庫所包含之種類有縣市內各級機關單

位、民意機關及代表、鄰近縣市機關單位、電台及

記者、各藝術雜誌社、社教機構、文史工作室、地

方性藝術家、地方性作家、講座、顧問、評審及教

授、各級學校、贊助廠商和公司行號的分類代號資

料，並提供資料維護和查詢作業功能，可由查詢後

結果，選擇列印清冊或列印標籤紙。 
(6) 藝術家資料庫 
配合國家文化資料庫的建置及拓展典藏單位

館際文物資源共享，此資料庫用以建立藝術家之作

品主題及典藏作品，其主要資料包括有每位藝術家

的油畫、水彩、膠採、水墨、攝影、雕塑、陶藝、

工藝、混媒和其它典(館)藏蒐美術作品。此資料庫
可提供WWW網頁檢索，並納入全國文化資料庫。 

2.2 內部網路服務系統 

(1) 公文管理系統 
此系統用於配合實際公文作業，為無紙化線上

電子公文的觀念，其主要功能共有七項，包括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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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業、承辦人作業、核判管理作業(備份密碼管
理)、查詢稽催作業、發文列印作業、歸檔作業、系
統管理作業。本系統將所有公文流程紀錄登錄在系

統資料庫中，並提供線上查詢。 
(2) 會計管理系統 
此系統用於掌控各單位預算之現況並作財會

報告之彙整，其主要功能有單位預算表(書)建立及
維護、單位預算分配、歲入項目、經費支出、代碼

建立、系統管理。本系統的單位預算書與總預算書

完全由電腦列印，從傳票、月報、決算、帳簿、簽

證審核、控管等工作，完全由電腦處理。 
(3) 庶務採購系統 
此系統主要可分為三個子系統，分別是部門請

購、預算控制以及庶務採購，每個子系統皆有各自

的維護作業及報表作業。部門請購子系統的作業功

能有請購維護作業、請購簽核作業、其他費用核銷

作業、購單執行狀況查詢等。預算作業子系統的作

業功能有年度預算分配作業、專案計畫概算分配作

業、追加預算分配作業資料的查詢、維護等。而庶

務採購子系統的作業功能有購單分配作業、採購維

護作業、合約資料維護資料的查詢等。 
(4) 出納管理系統 
此系統有兩個主要的功能，分別是人員薪資作

業及出納作業功能。人員薪資作業主要是負責薪

資、所得稅維護作業，如薪資系統控制檔維護、個

人薪資基本資料檔維護、保險費率維護(公勞保)、
及代扣所得扣繳憑單作業等。而出納作業主要是負

責零用金、代收款及支票維護作業。 
(5) 財產管理系統 
此系統有兩個主要的作業，分別是基本維護作

業及盤點報廢作業。基本維護作業主要是負責財

產、其他維護作業，如財物標準分類資料檔維護、

財產取得記錄檔維護、非消耗物品主檔維護、財產

及物品借據維護。而盤點報廢維護作業主要是負責

東西的清點及財產的報廢，如盤點結果輸入維護、

財產報廢維護作業、非消耗品報廢維護作業及廢品

處理維護作業。另外對於此兩項主要作業皆有提供

相關報表列印之功能。 
(6) 人事管理系統 
此系統需遵循銓敘部 89.6.19 台登四字第

1483226 號函中之新訂「全國統一代碼」及「人事
資料傳輸標準格式」。系統資料庫之人事、待遇福

利、貸款、公健保與退撫金等資料能提供予薪資、

出納系統運用。另局外機關(所屬、附屬機關、學校)
可透過網際網路與媒體交換方式，將相關人事資料

異動時(如離職、退休、撫卹等)利用本系統彙報最
新資料。本系統除了提供人員資料管理作業、報表

管理作業、及資料建檔維護作業等功能，也包含了

以下所列之子系統功能：個人基本資料管理系統、

組織編制與職等、考績懲管理系統、福利待遇管理

系統、訓諫進修管理系統、資料傳輸管理系統、統

計分析管理系統、差勤管理系統、檢索搜尋管理系

統等。 

(7) 薪資管理系統 
此系統與關人事資料直接擷取人事資料庫，不

用重複資料登打。本系統涵蓋範圍包括正式人員、

臨時人員、約聘人員與技工工友等之薪資、酬勞津

貼與補助管理，提供基本資料登錄維護作業、員工

基本薪資處理作業、及相關檔維護作業等功能。並

包含以下所列之子系統功能：標準對照基本資料管

理、郵局、各行局轉帳管理、固定薪資管理、考績

獎金管理、晉級差額管理、年終獎金管理、子女教

育補助費管理、不休假加班費管理、破月薪資管

理、升等差額管理。 
(8) 工程管理系統 
此系統提供建議案申請及工程方面的資料登

錄，包含工程預算基本資料登錄、招標基本資料登

錄、合約要項登錄、及開工登記等，提供估驗啟始

作業、押標金退還作業、供給材料議價作業等功

能，並能查詢相關工程資料。 
(9) 藝文研習班管理系統 
此系統提供了系統設定、基本資料維護、報名

作業、課程管理、報表列印等主要的功能，以針對

藝文研習的相關活動資料作一統籌整理，如學生、

老師、課程等資料。並對於課程管理方面提供了如

課程設定作業、活動日誌維護等管理功能。 
(10) 藝文活動管理系統 
此活動管理系統範圍包括各種展覽，例如：美

術聯展、邀請展、申請展、兒童戲劇資源展、行動

劇場營運、鄉鎮展、民俗藝陣、各種講座及文化廣

場之相關活動管理，其資料庫部份包括扶植演藝團

隊資料庫及評審委員資料庫。 
(11) 鄉鎮圖書館輔導管理系統 
此系統功能包括：各鄉鎮圖書館現況、基本資

料管理、推廣活動、輔導記錄、出納閱覽統計、推

廣活動記錄、研考追蹤、評量及受輔助修繕設備記

錄；系統輸出項目包括各鄉鎮圖書館地址、電話、

基本資料、人立現況表、館室設置情形表、館藏現

況表、分類編目採用方法一覽表、年度記事表、推

廣活動記錄表等。 
(12) 場地管理系統 
此系統負責外部單位租用以及內部使用之相

關資料登錄、查詢作業，其系統輸出項目包括場地

使用申請表、租借行事表、收費標準、管理規則、

申請辦理大型活動簡易環境衝擊評估及對策表。 
(13) 各地方特色館管理系統 
以高雄縣文化局皮影戲館管理資訊系統為

例，其功能包含了各劇團的相關基本資料、演出記

錄，還有各國中小表演比賽資料以及各年輔助及成

團情形；另外其資料室的資料管理如海報、錄影

帶、幻燈片編號管理。 

2.3 網際網路服務系統 

(1) 為民服務資訊系統 
此系統提供有關電子地圖、新聞服務與網站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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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等功能，整合了研考會撥用之縣市政府服務上網

共同性軟體。系統內設有系統維護管理、民眾論

壇、民生資訊站、生活休閒觀光、公告查詢、宣導

活動與新聞資訊站等相關資訊。 
(2) 藝文資源查詢資訊系統 
此系統以WWW方式提供查詢，並配合藝文資

源資料庫，資料的呈現方式採圖文並茂，並有全文

簡檢索方式供使用者查詢資料，且需具備統計各類

別與子分類被查詢利用次數能力，茲做為管理層面

上之應用，。 
(3) 電子郵遞系統 
此系統是一套完整的文化局 E-MAIL 系統架

構，包括課股信箱管理、員工信箱管理、記者信箱

管理等，另視需要建置使用者帳號與群組(含局內人
員、局外人員)，並將伺服端、局內客戶端環境建置
完善(包括通訊錄設定)，及設定使用者儲存空間容
量、設計建置管理規則，例如：垃圾信件處理、儲

存過量等問題。 
(4) 電子報管理系統 

此系統負責文化局政令公布或文宣發表，定期

或不定期的發送至局內各單位處室和需要之民眾。 

3. 結果與討論 

自 80 年 5 月行政院研考會奉核定全面推動實
施「加強推動政府機關實施辦公室自動化方案」[7]
以來，文化局的行政管理自動化已產生了具體的成

效，可分成簡化作業程序、縮短業務處理時間、提

高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以下三個方面： 
 簡化作業程序 
整體性規劃完成的文化局行管系統，結合了安

全性、穩定性高的硬體網路架構，更整合了全中心

的行政作業流程，以高效率的資訊化作業串連各行

政單位，建立快速溝通管道，並簡化的電腦作業程

序，增強行政品質，達到行政革新的效益。 
 縮短業務處理時間 
行管自動化的推行提升了文化局內部人員之

電腦文書處理及上網能力，加速了各單位間公文交

換往返的效率，大幅縮短業務處理的時程，並利用

所建置的資料庫系統，便於各行位單位資料統計和

輸出報表，以提供快速查詢及管理考核之依據。 
 提高為民服務品質 
文化局達成全館行政管理自動化，提供無時空

限制的廿四小時服務，民眾可透過政府網路及網際

網路，查詢及使用各項館藏資料，加強為民服務的

工作，建立文化局的新形象，達到推廣文化建設的

效益。 
雖然資訊系統的導入確有助於行政作業的執

行，但依據經驗，資訊系統的建置導入過程中，難

免會遭遇到各種的問題，而文化局在推展行政管理

自動化的過程中亦是如此。在人力配合方面，由於

內部行政人員資訊素養薄弱，需不斷從事教育訓

練，人事成本相對地提高，再者，系統導入初期使

用人員對資訊化作業適應不良，配合意願相對低

落，出現因人工業務繁忙，將自動化視為次要工作

的狀況，易造成效果不彰，因此，若能得到機關首

長的全力支持、極積投入的話，始可改善此一現

象，避免因自動化發展需求來自資訊單位而非業務

單位主動性需要，形成強迫式的建置情境。在系統

維護上，因文化局內沒有資訊專業人員，系統維護

全仰賴資訊公司，而承包公司修改系統問題時的反

應速度太慢，若遇到例假日甚至無法立即進行系統

修復，造成系統癱瘓逾二日(即 48小時)。在經費需
求上，當舊系統效能不足，急需汰換或擴充時，常

會面臨經費不足或緩不濟急的窘境。而在技術層面

則有新系統與舊系統或原有架構無法相容，使整合

變得相當困難。此外，系統從測試平行作業到正式

上線時程太長，且新系統上線又需一段時間才能趨

於穩定；再加上新舊系統交替過渡時期，作業人員

常需同時兩套系統並行使用，工作量倍增實是十分

缺乏效率。另外，受限於會計部門的審計法規，目

前文化局仍未能實施線上簽核系統。上述之問題皆

是當前文化局發展自動化業務將會面臨的棘手問

題，為改善這些難題，我們根據多年推動行政管理

自動化之經驗，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建立專責之自動化推動小組 
行政管理自動化的規劃工作十分繁雜，而執行

時更是千頭萬緒，因此必須要有專責人士做推動工

作，包括：召集各業務單位相關承辦人員及各級主

管組成專案工作小組、任命推動委員、遴聘專家學

者為顧問從事專業諮詢、定期開會商討推動進度，

並協調解決變革所引發的衝突，凝聚發展共識，以

加速行政管理自動化之實施。 
 爭取機關首長或高階主管的支持及參與 
高階主管的認同、推動和積極參與是政策推動

的關鍵因素，由於電腦自動化的本質是管理推動上

的問題，並不是技術上的問題，所以高級主管的態

度是第一個重要核心點，如果主管對行管自動化的

推展並不認同或是不瞭解，且對單位組織的功能意

義或採懷疑保留的態度，將造成自動化的成功率大

幅降低，故如何讓主管認同自動化的願景是首要工

作。 
 規劃整體性系統目標及功能 
自動化任務繁重，事先應有良好的整體規劃，

按照輕重緩急及實際需要，擬定短程、中程、長程

分期實施計畫，訂定明確目標及系統項目，以便逐

期辦理實現，再配合階段性發展情形做適當調整。

初期須慎選系統作業項目，由可行性高的系統做小

規模試辦，以良好實施成效吸引工作同仁的注意或

認同，再循序漸進至全面性推動，並擬定整體性長

期推動計畫，以維持穩定的系統發展及運作。整體

系統規劃的優點是可爭取到較充足的經費，因其具

有較好的延續性及擴充性，當承辦人員離職後，接

任的人員仍可依照原計畫繼續推動，不會因為承辦

人員更換異動而造成計畫的中斷或停擺。 
 擬定教育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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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自動化過程中，會引進許多新的軟硬體設

備及工具，甚而作業程序也會跟著調整，因此人員

的操作訓練非常重要。同時，對於系統故障後的緊

急作業程序，也需擬定備援計畫並進行演練。建議

可利用全局員工會議或一般例行主管會報時間，做

政策性的宣示，此融合思想、觀念、行動上的訓練，

是化解阻力不可或缺的工作。 
 提高軟體系統使用的親和度 
自動化的開發重點在於系統操作能否被使用

者所接受，因此，須針對需求設計出人性化視窗介

面，提高軟體系統使用的親和性，降低使用者的恐

懼症。故可藉由系統分析訪談的方式，與使用者做

妥善及詳實的溝通，以確認系統操作是否滿足使用

者的需求。 
 營造優質自動化辦公環境 
人工作業的辦公環境與電腦自動化的辦公環

境設備要求純然不同，一般在自動化推展的過程

中，大多均著重於自動化之後，所帶來的優點，鮮

少有人注意到負面影響。根據研究，辦公室自動化

之後，在環境方面所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缺乏

適當空間來放置增加的電腦設備，因而有高達七成

的行政人員，對此感到不滿意[8]。在硬體配備方
面，包括高度適合的桌椅，品質良好的電腦螢幕、

鍵盤，充分的照明燈光，以辨公室自動化(Office 
Automation, OA)傢俱規劃人性化的個人空間，避免
輻射措施，網路佈線美化等，以保護員工的身體健

康。塑造一個舒適的自動化辦公環境，相對的可以

提高使用者配合意願，有促進行政效率提昇的作

用。 
 訂定評估檢討的準則 
系統評估準則的訂定是影響執行成效的重要

因素。在推動工作告一段落後，需依照所訂定的評

估準則對系統做檢討，檢視是否已達成既定之目

標，並將整理分析後的評估數據，提供給執行者做

為擬定下一階段工作計畫的參考。 
 促使法令規章及作業流程適度修正 
資訊蓬勃發展已有四十多年歷史，但法令規章

的修改速度永遠趕不上資訊時代需求。現行大多數

的法規是為人工作業而制訂，由於不合時宜，所以

與自動化相關的法令規章、作業程序、表格單據形

式、工作方法都亟待我們思考研究，要簡化、廢止

或修改。 
 建立委外服務制度 
文化局並沒有資訊專業人員的正式編制，為了

順利推展自動化業務，資訊整體委外服務是必然趨

勢，尤其是從系統上線到趨於穩定的二年時間內，

如有駐館工程師做即時系統維護工作，是最具效力

的成功保證，亦即可改善系統修復反應速度緩慢的

問題。再者，也可以進行技術移轉，培訓內部資訊

行政人員為系統維護者，以做為管理監督委外服務

的窗口。 

4. 結論 

各縣市政府歷經十年推動文化局「行政電腦

化」的工作，目前在簡化作業程序、縮短業務處理

時間、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已有具體之成果，但為

滿足時代的發展趨勢和資訊社會的實際需求，仍應

進行適當之調整。而從世界經濟進化的過程中，19
世紀的產業經濟、20 世紀末的知識經濟至 21 世紀
文化經濟的掘起，顯示出全球經濟已正式邁入經濟

多元化的時代，而知識管理乃是進程躍升的良藥及

後盾。換言之，在知識爆炸傳播快速的資訊時代，

如何累積集中有效的知識，已成為提高競爭力的核

心關鍵。知識管理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產生與分享，

而文化局是知識的生產者之一，需不斷地從事文化

事務的執行、規劃和研究，因此，未來文化行政管

理自動化的發展重點應朝向利用知識管理系統的

功能，將成員個人的「內隱知識」轉化成單位組織

分享的「外顯知識」[9]，以建立專業「文化知識庫」
方便成員共同學習，得以快速傳承獲得辦理大型活

動的能力，使文化局成為學習型組織，以配合政府

e 化的步伐，持續朝全民智慧型行政組織邁進，最
終目標是成為全球數位化政府的領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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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各級政府機關 Web 網站之建置為電子化政府
之重要環節，肩負政府公共資訊網路化與便民化服

務之重大施政目標。本研究以深入訪談方式針對十

個政府網站的資訊呈現程序進行分析，分別探討各

機關之資訊發動權、資訊審核權、資訊篩選權等攸

關政府公共資訊數位化之重要構面。研究結果顯

示，各機關之資訊呈現流程相異，欠缺標準資訊處

理程序，此外因電子化政府僅有政策，欠缺立法與

預算的支持，因此公共資訊之呈現較難達成應有的

目標。 
關鍵詞：電子化政府、政府網站、資訊呈現 
 
1. 政府機關行政資訊網路 
 
我國推動電子化政府及共享政府資訊及網路資源

之芻議，可溯及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行政院核定建

設「政府機關行政資訊網路」（Government 
Information Network）為源起，其後行政院不斷依
據資訊科技的進展推出各類充實電子化政府的內

涵，首先於民國八十六年一月由行政院會通過行政

革新方案，推動「建立電子化府、創造競爭優勢」

的目標，積極創造「電子化／網路化政府」，以提

升政府行政效率及為民服務品質[1]。 
  
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行政院開始正式積極推動電

子化/網路化政府為期三年的中程計畫，以求能落實
「電子化＼網路化政府」的政策目標，於八十六年

委托中華電信公司數據通信分公司建構以網際網

路為基礎的台灣區骨幹網路，稱為「政府網際服務

網」（GSN），於八十六年一月開始規劃，該年七
月開始提供服務，逐級提供各機關申請上網[2]。該
計畫主要是在全台各地鋪設必要的網路基本建

設，如網路中心與網路節點，讓所有政府機關皆能

利用固定專線或撥接上網方式連結網際網路環

境，提供彼此間溝通與為民服務、行政作業及專業

應用等資訊系統之共同平台[3]。 
 
經過多年的推動，網路使用已相當普遍，行政

院的新目標為「達到資訊化優質社會 (e-Society) 
之目標；以資訊通信網路為核心，配合「知識

經濟發展方案」形成一個全國性的重大建設計

畫[4]，期能以網網相連建立電子化政府及資訊
化、智慧化國家，以全面提升行政效率及國家

競爭力。 
 

2.政府機關資訊公共化 
 
由於建立政府網站具備「提升施政效向及效益」、

「加強便民服務功能」、「節省政府人力及經費」、

「塑造政府機關形象」與「提升人的滿足感」等功

能[5]，行政院在民國 86年通過的「建立電子化及
網路化政府」政策中，要求各級政府能夠「加速公

共資訊網建設，擴大便民資訊服務」[6]。這項任務
的具體實現即為讓各級政府機關建立屬於自己的

網站，讓政府能夠再造，具備更佳的為民服務效

率，並希望各級政府機關除了能夠在網頁上提供該

機關的基本資訊內容外，亦能提供便民服務資訊、

加值資訊、申辦服務或其他互動式機制。至民國九

十一年四月止，各政府機關共建立 914個全球資訊
網（WEB）伺服器，另外由 GSN建立的虛擬全球
資訊網主機 402個[3]。 
 
我國政府因為未曾以立法方式推動電子化政府的

政策，因此在預算上自然就無法明顯呈現推動各級

政府網站建置與維護的決心。因此負責推動此項業

務的行政院研考會採行各類行政手段來指導與規

範各級政府機關建立網站，例如，研考會在各機關

未編列相關預算與員額的情況下，要求各業務單位

能夠從現有人力中指定專人、專時負責，建立定期

更新工作，並將網站建置成效列入考績評量項目，

使各機關的主管與承辦人員能對網站重視[5]。 
 
為了讓各級政府機關能夠努力這種因電子化政府

政策需要而新增的業務，行政院研考會建議採行的

「行政手段」，主要是要讓各政府機關能夠使業務

單位重視網站的架設與維護，這些手段包括：「定

期由機關主管召開網站業務檢討會來檢討網站工

作績效」、「藉由主管監督及預算控制等手段」、「要

求業務單位每季整理網站內容成月報呈上查閱」，

「藉由績效考核制度」、「藉由人情關係鼓勵」、「藉

由網頁設計比賽」等等[5]，來完成各政府機關網站
架設與運作的政策目標。換言之，行政院研考會在

推動各級機關架設網站與後續之網站維護上，並未

進行立法程序，亦未納入各單位年度預算之範疇

內，僅以各種行政手段來推動行政院會通過之政

策，並在技術上提供訓練與支援，並以製作輔導手

冊[5]等方式予以輔導。 
 
相較於我國政府僅以政策宣示或行政手段推動各

級政府網站的建置與維護，執電子化政府牛耳的美

國政府作法就有不同。美國聯邦政府於 1980年完成



「文件減量法」(Paper Reduction Act)，隨後十多年
聯邦政府設立各種資訊系統進行文件、資訊之分享

與減量，其後之 1993 年政府效能與成果法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of 1993）
[7]，美國國會於 1995 年通過新版的文件減量法修
正案（paper reduction Act of 1995）[8]，及美國政府
管理與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之編號 130文件（OMB Circular No. A-130）
[9]。以上之法律與其他散見於各式法律中的條文，
適成為推動聯邦政府各機關推動網站建置與維護

的最大力量。 
 
3. 政府網站資訊呈現之程序 
 
為了讓各級政府機關在網站架設完成後能運作順

利，行政院研考會則進一步提出一套流程與步驟

[5]，希望各政府機關能提昇其網站的內容與品質。
在網站資訊之監控與品質管制上，研考會認為資訊

內容在上網之前，必須先通過一套完整的品質管制

流程以確定上網資訊的正確性，並避免不適當或機

密資訊外流。研考會建議的流程為：一般性例行性

更新資訊則由各業務負責人員審核，再送交各業務

單位主管審閱 後上網，至於較大資訊量的更新或改
版，則在業務單位主管審閱後由MIS部門最後校稿
後再上網[5]。 
 
然而，研考會所設定的這項一體適用的標準流程，

在步驟上似乎過於簡略，在實際運作上雖無窒礙難

行之處，但對於政府機關在網路資訊公開上卻顯得

不足，且對於政府公共資訊的公開實有不利的影

響。例如，政府公共資訊公開上網的發動權全由業

務單位的承辦人員掌控，一旦承辦人員不甚重視政

府資訊公共化的政策目標，亦不願自添麻煩，則政

府資訊公開化的美意將被大打折扣。 
 
政府本是最大的資訊製造和供應者，因此在一個民

主社會裡，政府原則上應盡量充分提供經由納稅人

付費所製造產生的資料，以供納稅人查詢與使用。

政府資訊公開法即要求各政府機關均負有主動公

開資訊的義務，而善用網路將資料上網是有效減輕

作業負擔的重要方法[10]。然而目前各政府機關網
站的實際負責承辦人並沒有一套明確的政府資訊

公開化準則可以作為依循，實際承辦人員很難決定

那些應該上網，那些不必上網。因為各政府機關在

執行資料電子化時欠缺詳細的指導性程序，使得許

多網站在建置後是否能發揮原先預設的功能令人

存疑，其所提供的資訊內容是否符合民眾所需亦不

明確，這都讓電子化政府網站可能喪失其應有功

效。 
 
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各級政府機關網站資訊呈現

的程序。所謂的政府機關網站資訊呈現程序，意指

各級政府機關在建構及維護其網站時，在將其口頭

或書面資料轉換成電子資料時，可能會經過哪些的

步驟與程序。根據以上所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的

政府公共資訊呈現的程序，可以包括三個構面：  
 
一、 政府網站資訊的公佈流程與權限控制：政府網

站所使用的的公共化資訊其從書面資料或口語轉

變成網站上的數位化資訊之間的過程，這些過程包

括政府資訊公共化的發動權歸屬、所經由的管制與

核准關卡、修正與權限的管控等等，皆屬於此面向

所欲探討的方向。 
 
二、 政府網站的資料更新與權限：此問題主要關注

的是政府網站資料更新及資料更新的相關問題，如

負責更新的部門所屬，更新權限誰屬、更新的時

間、更新的核准與校對等課題。 
 
三、 政府網站的資料來源與政府出版品：此問題探

討的是關於政府出版品與資料的出處，也就是政府

有平面的政府出版品資料，而網站上是否也有政府

出版品電子檔的內容，及公佈資料的來源等。 
 
簡單的說，本研究乃是要研究政府機關網站上的資

訊內容的呈現程序：誰決定刊登甚麼內容（資訊的

發動權）、誰來決定這些內容要不要刊登（資訊的

審核權）、誰來決定有那些內容可以刊登（資訊的

篩選權）、誰來決定資訊何時更新（資訊的更新

權）。 
 
4.研究方法 
 
本研究對為數數千以上的各政府機關網站採取方

便樣本取樣，再針對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進行深

度訪談。方便樣本的取樣方式敘述如下： 
 
行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於民國九十年曾舉辦第一

屆行政機關網站評獎活動（參見

http://www.a-site.nat.gov.tw/pre-recommand.html），
共選出推薦優良網站五十三個機關。本研究從這五

十三個網站中，分北中南三區的地理區域予以分

類，再依照中央機關與地方機關之權責分別進行二

次分類，其後再根據教育文化、財政經濟、政治社

會作為三度分類的標準，據此取得具有以上三個面

向的政府網站，俾求能夠涵蓋各個領域的政府機關

網站，而不致因為樣本數過小而忽略某些層次的機

關網站。所選取之政府機關分類請參見表 1。 
 
在行文取得上述政府機關的正式同意下，研究者依

計畫前往進行深度駐點訪談，分別親自訪談選定之

各政府機關網站的資訊負責人員或是相關的資訊

中心負責主管。研究者訪談之前，已先將本研究所

關切的四大議題轉換成較為具像的問題，分別如

下： 
表 1. 選定之各類政府機關名稱 

 中央 地方 
北 交通部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行政院新聞局 

台北市地政處 

中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嘉義市政府 
南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高雄縣文化局 

高雄市地政處 
 
 
1. 貴單位網站的建立是否有書面撰寫好的

網站政策或機制？ 
2. 網頁的設計是委外或是內部完成？網頁

的維護是否有專人專職負責？ 
3. 貴單位是誰有權利決定什麼資料應該與不應

該公佈在網頁上？貴單位公佈資料在網頁上

的流程為何？ 
4. 網站資料如何更新？誰有權更新？ 
5. 資訊的收集與提供如何取得？ 
6. 在政府出版品書報社取得的資料是否都在網

站公佈？在網站公佈的出版品或電子資料是

否可以在政府出版品書報社取得？網站是否

努力從事電子資料的蒐集？ 
 
5.資料分析與討論 
 
在訪談這十個政府單位及點閱查核各政府網站之

後，本研究將資料彙整並依照研究的議題予以分

類，本研究分析採內容分析法，來解釋本研究所提

出的三大面向。 
 
經過深入訪談後發現，僅有交通部與嘉義縣政府具

備網站架設與維護的策略目標，其餘受訪單位對於

網站設立之目標與未來維護之策略，都沒有具體的

書面資料。如果一個網站在建置前未設定明確的目

標，很可能對於網站之設立功能無法掌握，網站營

運後因為當初沒有設定目標，所以對於是否能夠發

揮功能也沒有可以用來評量的準則。本研究所採取

的方便樣本母群體為經過政府評選的推薦優良政

府網站，其中確有大部分未設定網站功能目標，可

以推知目前大部分的政府機關網站未具備目標的

情形應該相當普遍，因此政府網站是否能夠發揮功

能需有待進一步的觀察與研究。 
 
會產生這種較不尋常的情況，應該可以歸納於下列

兩種原因。第一，由於行政院研考會在大力推動電

子化政府的同時，曾利用各種行政策略與手段要求

行政院各下屬機關於短時間建置網站，因此各政府

機關的網站建置動機，其中有一部份並不是出於自

我的需求，而是因應上級機關的要求而勉強設立，

在這種情況下，對於目標的設立與功能上的需求分

析也就付之闕如。第二，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因為許

多政府機關是在需求不明的情況下設立網站，事前

並未對其單位的屬性與民眾的需求進行分析與調

查，僅是一窩蜂的追隨他人為該單位設立網站，至

於為何要設立網站與網站所能發揮的功效就予以

忽略。  

 
另外大部分受訪機關設立網站與後續維護的

經費，並未列在年度預算中，也就是說，行

政院研考會大力遊說各機關成立網站以達到

便民的服務，但在受訪的單位中，僅有台北

市地政處編列一年十四萬元的網站架設與維

護費用，其餘各單位皆是挪用其他費用應

急。例如，嘉義縣政府高雄市地政局、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的網站費用是挪用該單位的業

務費，台北市捷運局則僅在需要在硬體或軟

體汰舊換新時才編列預算，而高雄縣文化局

則是利用文建會、教育部的補助款作為網站

的架設與維護費用。 
 
缺乏預算、未有專人專責進行網站的架設與

維護，往往是造成網站內容與服務項目無法

向上提昇的主要原因，如果電子化政府的推

動有賴各級政府機關挖東牆補西牆的移花接

木模式，對於網站的提昇與後續的推動顯非

長久之計。 
 
從表格 2中可以看出，根據所進行訪談的結果，在
資訊的發動權上，各機關都是由業務承辦單位直接

進行發動，未有由上而下的指導模式。此種現象相

當符合行政院研考會的期望，而事實上也與目前各

政府機關責任層級劃分相配。也就是說，政府機關

網站上的資訊內容，主要是由與資訊內容相關的承

辦單位率先提出，進行資訊發動權。 
 
至於資訊的審核權方面，根據行政院研考會的原則

指示，各政府機關對於網站內容資訊的審核權，對

於一般性例行性更新資訊，則由各業務負責人員審

核，再送交各業務單位主管審閱後上網，至於較大

資訊量的更新或改版，則在業務單位主管審閱後由

MIS 部門最後校稿後再上網。根據本研究訪談所
得，資訊的審核權都是在於各政府機關的主管，如

果是中央級機關，通常是由機關內部之二、三級主

管負責審核；如果屬於縣市政府的網站，資訊內容

的審核權則在於各局處首長，如果是地方政府的二

級單位，則由局處長負責審核，但也有由局處下之

課室主管負責審核，在審核權方面，顯然政府機關

並未完整釐清，在權責上似乎並不明朗。 
 
表 2. 網站內容之資訊發動權與資訊審核權 
單位 資訊發動權 資訊審核權 

嘉義市政府 業務單位 長官批准 
北市捷運局 業務單位 長官批准 
交通部 各單位 長官批准 

高雄市地政處 各科室 長官批准 
高雄縣文化局 各科室 局長簽准 
海洋生物博物館 各自決定 長官批准 
智慧財產局 各單位 各單位主管 
台北市地政處 業務單位 各科室長官 



行政院新聞局 業務單位 課長 
玉山國家公園 各單位 長官批准 

 
儘管表面上各政府機關網站內容的資訊發動權與

審核權相當一致，但根據訪談結果，各單位對於資

訊的發動權與審核權的實際運作模式常常界線不

明、程序不明，而且很可能因為各單位的屬性不

同，而在流程上產生差異。 
 
由於研考會建議各單位網站內容之小量更新可由

業務單位行之，若需大量更新則賴資訊部門協助。

根據訪談所得，受訪單位在網站資訊更新的權責劃

分上相當混亂（參見表 3），有的是委由資訊科室人
員代勞，僅有中央級機關交通部、教育部轄屬機關

海生館設有專人管理，其餘多是委由下屬各單位自

行更新，其中最特殊的情況當屬高雄縣政府文化

局，因為其網站內容之更新並未由資訊室代勞，也

未由該局員工親自操刀，而是完全委外。顯見目前

政府機關網站內容之更新程序為制度化，比較明顯

的是網站內容更新多賴資訊室之專門技術人員協

助，業務單位對於網站之內容較無能力處理，而且

各單位情形各異。 
 
事實上這種情形的產生與各單位的預算員額編制

有相當的關係，因為行政院研考會要求行政院各所

屬機關進行網站建置時，並未在同時通過任何法令

的修訂，意即對於各機關原有編制員額並未增加，

法定之業務量亦未變更，但因為政策推動的緣故，

實際上各單位的業務量卻因為電子化政府網站的

建立而增加，使得各機關只能挪用其他計畫之經費

作為網站建置與維護之費用，至於員額之增列或專

人之設置，就變得力有未逮。 
 

表 3.機關網站資訊更新權掌控 
單位 資料更新權掌控 

嘉義市政府 資訊部門 
北市捷運局 資訊部門 
交通部 各單位 

高雄市地政處 資訊部門 
高雄縣文化局 委外辦理 
海洋生物博物館 各單位 
智慧財產局 資訊部門 
台北市地政處 資訊部門 
行政院新聞局 專人負責 
玉山國家公園 資訊部門，部分委外 

 
針對各受訪機關網站的資訊蒐集與資訊篩選權，各

單位顯然樂於將各單位之文字出版品置於網站上

供民眾閱覽，但卻又面臨經費無著落、無專人辦理

之「巧婦難為為米之炊」的窘況，能夠置於網站上

的出版品相當有限，有的僅止於標題，有的進一步

放上出版品之簡介，但對於將各種紙面出版品數位

化，置於網站上供民眾下載與閱覽上，各單位顯然

力有未逮（參見表 4）；尤其在各單位要將過往之文
字版出版品數位化，不僅需要大量人力的投入，硬

體容量的增加與財力的投入都是不可少的，在目前

政府「又要馬而肥，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情況下，

多半無法在短期間達成。 
 

表 4.政府機關網站政府出版品數位化 
單位 單位出版

品電子化

置於板上 

網上有政

府出版品

書報資料 

政府出版品

是否有詳細

內容 
嘉義市政府 是 否 無 
北市捷運局 是 是 無 
交通部 是 否 無 
高雄市地政處 無政府出

版品 
否，網上

資料由內

政部提供 

無 

高雄縣文化局 是 是，有出

版品簡介 
無 

海洋生物博物館 是 是，有出

版品簡介 
無 

智慧財產局 是 是 有 
台北市地政處 無政府出

版品 
無 無 

行政院新聞局 是 是 有 
玉山國家公園 是 是 有 
 
6.結論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由於研考會在推動政府網站建

置上，所訂定的一些原則性指導流程並無法一體適

用，使得各政府機關在網站資訊的發動權、審核

權、篩選權上並不一致，且在資訊上網的流程管控

上，尚有一些不流暢的情況發生。 
 
此外，由於政府機關的網站建置與維護，並未編列

常態性經常預算，也未設置專人專責進行規劃與管

理，因此各機關在網站資訊的呈現上力有未逮。其

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有關各政府機關資訊上網方

面的不足。事實上，基於人力物力與財力的匱乏，

各機關並不可能將單位所屬的文字版資料數位

化，置於網上供民眾閱讀與瀏覽。這一點很可能是

我國電子化政府最弱的一環，因為空有介面漂亮的

網頁與寬廣的頻寬，並不能建構出完整實用的電子

化政府。如果不能在美麗的外表下有十足的內涵、

豐富的資訊、充實的內容，電子化政府不過是虛有

其表，我國的機關網站最大的致命傷似乎就在此。 
 

我國電子化政府在建立政府機關網站上，主要目的

是要能夠讓各機關具備「提升施政效向及效益」、

「加強便民服務功能」、「節省政府人力及經費」、

「塑造政府機關形象」與「提升人的滿足感」等功

能（行政院研考會），然而卻因為各機關在實質的

資訊豐富度上顯得不足，使得不管是在便民服務或

是在節省人力與經費上，力有未逮，民眾在使用各



級政府機關網站時，依然會發現資訊匱乏的情形，

也就是努力在美麗的網站內搜尋，卻找不到想要的

資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網站並未將資訊數

位化。 
 
本研究以初探式的訪談方式，試圖深入分析所選定

的政府機關網站其資訊呈現之程序，希望能夠瞭解

政府機關將資訊由一般書面文字轉為數位化的標

準程序。研究發現，政府機關由於欠缺一套標準化

流程，使得在網站的資料呈現與更新上未臻一致，

權責有待釐清；此外，由於欠缺常態性預算的編

列，因此未有專人專責負責網站內容的籌辦，致使

許多政府機關網站的內容的提昇上與服務功能的

提供上有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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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將以歷年來之碩博士論中之指導關

係，作為建構教師社會網路之家族樹關係圖，以多

層遞迴的概念，產生多階層指導關係之教師社會網

路，並透過資訊科技的協助，以自動化的方式由網

際網路大量且豐富的網頁資訊中，挖掘出所需之教

師相關資訊。本研究並提出兩種不同觀點之樹狀圖

(tree-like graph)概念，以視覺化的方式，來呈現多
階層指導關係之教師社會網路，最後再對其教師社

會網路，應用圖形理論的計算與分析概念，了解社

會網路特徵，並結合現實社會中人際關係網路的觀

點，進行相關分析並解釋分析結果。 
關鍵詞：社會網路，家族樹，網頁探勘，知識分布

圖，碩博士論文資料庫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aim to create family-trees of 

social network for advisors using the advisory 
relationships. By applying recursion of advisory 
relationships, we can explore a multi-level hierarchy 
of family-tree for a given advisor. The data source 
used is from the Internet web pages. We proposed 
two different viewpoints to create family tree. Then, 
W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ed family-tree, 
compared with the human relationships in our real 
society to evaluate and explain the results. 
Keywords: Social Network, Family Tree, Web 

Mining, Knowledge Map, Thesis Database 

1. 緒論 
 
由於網際網路的特性，使得資訊的來源越來越

豐富且多樣，使用者透過各種線上資料庫或搜尋引

擎的協助，很容易可以得到大量的資訊，但事實上

所有網路資訊都是現實社會中的人們用各種方式

發佈或紀錄於網路資源中，甚至隨著日常生活與工

作的電子化與網路化，所有與個人或組織相關的資

訊亦將會在無形中紀錄於各種網路資源中，這個過

程可能是由片段而逐漸完整，也可以說在網路上所

紀錄之人事物將越來越趨近於真實世界的現象，甚

至於會產生真實世界中不會出現的狀況。故如果能

夠善用其豐富的資料，並將這些資訊蒐集整理後，

將原本凌亂而分散的資訊，透過種種分析找出其中

所隱含的社會網路資訊片段，便能組合出個人或組

織之社會網路結構。 
而網路的發展與進步，學術界始終扮演著不可

忽視的推動角色，故學術組織與個人經常利用各種

方式，將資訊紀錄於網路資源中，不僅是為了使資

訊的分佈更加快速與便利，也是讓學術資源的利用

與取得更為容易。且教師通常擁有豐富知識及經

驗，扮演著傳道、授業及解惑的角色，其知識內容

的複雜及經驗的豐富，都使得教師的知識具有無法

言傳的特性，也因此除了經由文件來承傳教師知識

外，更重要的是提供教師的知識分布圖資訊，讓知

識的傳承及分享能夠有效率（陳俊彰，民 90），所
以教師的社會網路圖在某一個層面來說，亦等於知

識分布圖，藉由教師社會網路圖的建立，便可串起

許多的教師個人，也等於串起了許多的知識節點。

而對教師個人而言，研究生的畢業論文可說是其績

效展現的面向之一，而其師、生的特質及師生關係

會影響到論文之內容、走向(楊乃嵩，民 89)，所以
由教師所指導之碩博士論文中，提供了相當豐富的

學術與人際網路資訊來源，其中包含了師生指導關

係所構成之社會網路結構、研究專長、領導與教學

風格、研究主題歷年走向… 等等，若再輔以個人、
院校系所、研究專長、與領域等不同層次對以上資

訊進行分析與整合，相信將更能表達出網際網路上

所隱藏的知識與社會網路關聯，提供更詳盡且完整

之知識分享環境。 
所以本研究有以下三個主要的研究目的：(1)

利用網際網路豐富的資源，透過資訊科技的協助，

以自動化的方式，建構出多階層指導關係的教師社

會網路。(2)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兩種觀點之多
階層指導關係的教師社會網路結構與家族樹關係

圖。(3)對多階層指導關係的教師社會網路，應用
圖形理論中之計算與分析概念，了解其社會網路特

徵，並結合現實社會中，人際關係網路的觀點，進

行相關分析，並解釋分析結果。 
本研究分為五個主要的章節，首先在緒論中說

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第二個部分是

探討相關的文獻，介紹社會網路之分析與相關圖形

理論之概念；第三個部分則進入本研究的主題，具

體說明研究的架構與流程，提出每一階段的解決方

法，並整理出系統的概念模型與實作方法；第四個

部分將由實例中討論實作之結果，並對結果進行分

析與解釋；最後結論的部分，則是總結研究成果並

提出建議，以及說明未來研究方向。 



2. 文獻探討 
 
2.1 社會網路分析 

 
當我們將焦點集中在，探討個人在某種社會關

係或連繫所形成之結構下，所具有之特性時，通常

會應用到社會網路分析的方法。社會網路分析是研

究行為者（actor）彼此之間的關係（Borgatti， 
1998），所謂的行為者可以是個人、組織或是家庭。
而藉由對行為者之間關係與連繫的連結情況進行

研究與分析， 將能顯露出行為者的社會網路資
訊，甚至進一步觀察並了解行為者的社會網路特

徵。Pattison（1993）指出社會網路是指社會組織
中，組織或是個人間相互連結的關係集合。研究社

會網路主要目的是發掘人與人之間相互交集的模

式（pattern），因為人們的接觸或是移動並不是隨
機的，是有固定模式的現象，而這些模式的發掘可

以顯示出一個人際關係的特徵，提供解釋其模式形

成的可能原因，及個人在社會網路中所擁有的人際

關係（Freeman）。透過社會網路除了能顯示個人社
會網路特徵外，還能夠瞭解許多社會現象，因為社

會網路在實體組織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無形角

色，當人們在解決問題或是尋找合作伙伴時通常都

是依循著所擁有的社會網路來尋找最可能幫忙協

助的對象（Kautz， Selman & Shah， 1997）。 
另外網際網路上的網頁（web page）也擁有非

常豐富的社會網路資料，其好處是資料容易取得，

也不會有隱私權的問題。例如 Contract， O’Keefe 
& Jones（n.d.）利用網頁之間的鏈結來當社會網路
資料來源，而 Kautz， Selman & Shah（1997）利
用姓名共同出現於相近網頁做為社會網路分析資

料來源，這些來源包含了由網頁所找到的超鏈結

(Hyperlink)、論文中協同作者、學校系所的組織介
紹、及論文中師生之指導關係等線索。 

 
2.2 圖形理論及樹狀結構表示法 
 
2.2.1圖形理論 
 
 

在社會網路分析的研究中，圖形理論經常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而應用圖形的相關屬性來代表行

為者的社會網路特徵，其最大優點是能快速及清楚

的，透過視覺化的方式，瞭解行為者的人際關係資

訊，進而透過圖形的各種基本屬性來瞭解行為者相

關社會網路資訊。因此，本研究將以圖形相關方法

與概念，讓使用者透過視覺化方式快速了解教師指

導連結情況，也提供各項相關數值的計算分析，讓

使用者透過各種相關分數，掌握教師的指導關係特

徵。所謂的社會網路分析，其實是由點與線(node 
and link)兩種基本成份所組成，這樣子的組成不僅
表達出社會網路的情況，也是一種圖形的樣式，所

以相當多的圖形理論都適合應用在社會網路的分

析中。社會網路分析應用圖形理論有許多好處，首

先是圖形使結果容易呈現及使人瞭解，另外圖形理

論還提供深入瞭解社會網路結構的能力。 
本節所介紹的相關社會網路特徵，大部分都是

從圖形理論衍生而成，應用圖形的相關屬性來代表

行為者的社會網路特徵，其最大好處是能快速及清

楚的瞭解行為者的人際關係資訊，不管是透過視覺

化的圖形來瞭解其社會網路連結情況，或者是透過

圖形的基本屬性來瞭解行為者相關社會網路資

訊，如大小、密度、直徑、距離等屬性，都顯示在

社會網路分析中應用圖形理論的好處，以及探討行

為者社會網路結構的能力。也因此，本研究對於教

師社會網路資訊的提供，將應用本節所介紹的圖形

相關方法，不僅讓使用者透過視覺化的圖形快速瞭

解教師間連結情況，也提供相關的社會網路結構衡

量指標，讓使用者透過指標掌握教師的社會網路特

徵，也讓不同的教師之間擁有一個比較社會網路特

徵的基準。 
 

2.2.2樹狀結構表示法 
 
本節中我們要介紹的是圖論中極為重要的一

支，一種特殊形式的圖稱為樹(Tree)。這種樹形的
圖在電腦科學中極為常見，尤其適用於層級式結構

(hierarchical structure)的表達。它可以用在資料結
構(data structures)、排序(sorting)，或是編碼理論
(coding theory)，甚至某一組織系統等應用中。而
本研究中呈現之家族樹結構，則類似於有根樹。 

 
 

 
 

 
 圖 1.  陳文村教授之非樹葉簡圖 



有根樹(rooted tree)是有向樹中的一類，可以被
用來模擬階級制度關係的種種變化。譬如說，圖書

分類系統，系譜系統，競賽記錄系統，或是行政組

織系統等等，都是有根樹的應用範圍。當然，還有

很多是電腦科學上的應用，尤其是應用在排序

(sorting)和搜尋 (searching)問題 ;或是寫在組譯器
(assembler)和編譯器(compiler)方面，以及正規語言
(formal language)的研究上。因此有根樹之應用極
為廣泛，因而顯得特別重要。 
本研究將以指導學生的教師與被教師指導的

學生做為節點，其間的指導關係為連結，並以一個

點為起始，做為樹根(root)，以指導關係一層一層
往外遞迴擴增至極限，畫出其指導關係之社會網路

圖。由此便可發現，其所構成之圖形中，點與點之

間的關係具有方向性，由指導者指向被指導者，關

係的種類則包含了指導碩士論文與指導博士論文

兩種。而研究中發現，此種關係所構成之圖形，事

實上相當近似於樹中的有根樹，且以概念的層次而

言，有根樹的圖形結構相當適合於表達師生間指導

之家族樹關係結構，及其多層次之關係。但由於定

義中有向樹或有根樹若去掉其方向性，須符合樹的

定義，不可有任何迴路存在於圖形中，而兩點間的

指導與被指導關係卻有可能不限於一，除了根節點

外之進次數(in-degree)為零外，某些節點之進次數
有可能大於一，也就是會有迴路出現的機率，故在

本研究中將此家族樹關係圖定義為 tree-like 
graph(樹狀圖)，如圖 1。 

 
3. 研究架構與流程 
3.1  資料收集方法 
過去要探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網路關係，有許

多種方式，如：文件、問卷調查、實驗… 等，但這
些方式通常所耗費的時間與人力成本相當高，且資

料量大時，不僅難以執行，也具有很高的錯誤率。

而由於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的進步，網路上所能提

供的資訊種類也越來越多樣， 更新的速度也越來
越快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網路的特性，以自動化的

方式來進行正確且快速的資料收集。而雖然透過資

訊科技的協助，使得各項資訊能藉由種種方式快速

且大量的儲存，但卻有兩個主要的問題：一、過度

的資訊也造成資訊爆炸的問題，雖然資料量大，卻

不見的具有良好的規則與結構，也就是雖然資料都

在，卻沒有辦法得知所要收集的資料到底在哪裡，

甚至在儲存時也不知道該用怎樣的儲存策略，來找

出到底該存哪些資訊。二、事實上，所有的資料都

有可能存在某些從資料的表象所無法發現與得知

的資訊，可能需要人們以需求的角度審慎的去觀

察，或透過資訊的整合與結構化的整理分析，才能

發現隱藏在資料表象裡的重要涵義。本系統就是以

全國碩博士資訊網做為最主要的資訊來源， 透過
網際網路的特性，及自動化的方式來進行正確且快

速的資料收集，並以社會學的觀點，解析其資料背

後所隱藏的豐富資訊，也意外發現其背後存在著許

多個獨立或交錯的社會網路。由於該網站儲存了相

當完備的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並以結構化的方式

呈現各種相關資訊，因此，本研究將以該網站所提

供的資訊，來建立教師的多階層指導關係圖。 
 

3.2 系統流程 
 
本研究的系統流程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一.

多層關係之蒐集、確認與儲存 二.建立家族樹關係
圖之總圖與非樹葉簡圖 三.對所有的非樹葉節點
進行各項相關分數之計算，見圖 2。 

 
3.2.1多層關係之蒐集、確認與儲存  

 
首先以一位教師為起點，找出其所指導之碩士

論文與博士論文，將其詳細資訊紀錄於系統中，以

供進一步分析，也就是以該位教師為 root 往下找
出其第一層的子節點。之後再對這些 node 進行檢
查，找出有產生指導學生之 node，並找出其所指
導之碩士論文與博士論文，同樣的對這些指導論文

記錄其詳細資訊，也就是往下再延伸一層，以此類

推，直到往下找不出有任何碩博士論文指導記錄為

止。由於若是在找尋某教師所指導之碩博士論文

時，系統會自動進行年度資訊的檢查，因為目前全

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並沒有辦法對每一位研究生

或教師的身份，做唯一性的身份確認，所以某些時

候同名同性的狀況會使系統在進行指導關係之資

料收集時，產生誤差的結果，所以本研究加入一個

年度資訊的確認，系統在進行某教師所指導論文之

收集時，會自動判斷並過濾不正確的資訊。若是某

一位教師在全國碩博士資訊網中，民國 78年時有
五篇碩士論文的指導紀錄，但事實上此教師在民國

80 年時剛完成碩士論文，由此便可確認此五篇論
文並不為此位教師所指導，故系統便會略過此五篇

論文之指導關係。而由於過程中每一個節點之資料

收集與計算方式都相當類似，又具有樹狀結構的某

些特性，因此本研究中所有的程式都以遞迴的方式

來撰寫，不僅程式較為簡潔，且適用於任何一位教

師的家族樹關係圖，也就是不管是任何領域、系

所、學校、年度、碩士或博士論文，不管是何種大

小與形狀的家族樹關係圖，本系統都能進行處理、

繪圖與分析。 
 

3.2.2建立家族樹關係圖之總圖與非樹葉簡圖 
 
透過這樣的處理過程所繪出之圖形，為根節點

指導關係之多層次社會網路關係總圖，由此圖可以

對根節點的指導關係之社會網路結構有一概括性

的了解，也可了解該位教師目前在碩博士論文指導

關係上開枝散葉的情況，而由於本研究對指導關係

的延伸，是採用無限擴張的原則，故事實上此總圖

所顯示的不僅是根節點的指導關係之多層次社會

網路結構，而是包含了該根節點底下所有節點的指

導關係之多層次社會網路結構。同時也不難由圖中



發現若對每個非樹葉節點進行各項屬性分析與計

算，可以獲得各種相當豐富的研究資訊，這個部分

在本篇比較後面的章節會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但由於每一位教師所畫出之家族樹關係圖在

形狀上或大小都有所不同，有些根節點本身所延伸

與擴展的節點數量非常多，因此所繪出之家族樹關

係圖亦較為龐大，不易由視覺上瀏覽其總體結構，

且本研究希望能有另外一種方式與角度了解其指

導關係的社會網路結構資訊，基於以上兩點理由，

本研究由樹狀結構的特性中，發現非樹葉節點本身

包含了較為不同的屬性，便依此概念由總圖中抽取

出所有的非樹葉節點，並繪出僅包含非樹葉節點之

家族樹關係圖 graph，若用指導關係的社會網路涵
義來解釋，就是說此圖中所有之節點皆為具有指導

關係中的指導者身份。在樹的定義中，節點可分為

根節點、樹葉節點 (leaf node)、與非樹葉節點
(non-leaf node)，若對應到本研究之內容，根節點
只討論其指導者身份之指導關係，樹葉節點為僅存

在有被指導關係之節點，而所有的非樹葉節點卻同

時具有指導者與被指導者等兩種身份。另外在兩種

圖形表示中，也加入顏色的分類及年度資訊，若該

篇論文為博士論文，則其連結便是以紅色來表示，

若為為碩士論文，則以預設的黑色來表示，而所有

的連結上，又加入該關係產生的年度，即該篇論文

的完成年度作為連結的標示(label)。 
在過去中國人的觀念中，十分重視師徒的關

係，而碩士或博士之指導關係，也是偏向此種師徒

關係，但過去卻沒有一種自動化的方式能讓我們對

某一位教師、某一個研究生、或某一個研究領域有

一概括且整體性的了解，研究生畢業後往往不知道

自己的學長有誰?也不一定能知道自己的師承關係;
若往上追溯，究竟是師承何人?甚至許多教師在有
了許多年指導經驗後，對自己總共指導過多少學生?
哪些學生已經由被指導的角色轉換為指導者的角

色?自己的多階層指導關係樹狀圖深度為何，及自
己往下之多階層指導關係其碩博士論文產生數

量，何年為最高點?數量為何?等資訊沒有真正的了
解，甚至一無所知。但透過這兩種圖，便可對這些

關係資訊的輪廓有一清晰且整體性的概觀與認識。 
 

3.2.3對所有的非樹葉節點進行各項相關分數之計
算   
雖然以圖形的視覺方式，能讓我們快速的瀏覽

其多階層指導關係之社會網路結構圖，但若是能對

其中的非樹葉節點進行各項相關的數值計算與分

析，將上一段落中所提到的各項資訊，以數字的方

式來表達，再配合家族樹關係圖，相信將能提供更

深層的資訊及發現更有價值的研究議題。在圖論的

研究領域中，每一類型的圖形都有各種方式去計算

這個圖的相關分數，我們也可說這些分數為這個圖

的特徵資訊。 而若是將此家族樹關係圖對應到現
實社會中的人際關係網路時，便可發現其中某些分

析之數據具有較令人感興趣之意義。所以本系統也

將這些數值的分析與計算，加入自動化的處理過程

中。以下將簡單介紹各種分數的計算， 讓使用者
透過各種分數掌握教師的多階層指導關係之社會

網路特徵，也讓不同的教師之間擁有一個比較社會

網路特徵的基準。系統將對所有的非樹葉節點進行

以下的計算： 
(1). 後代總數：該節點往下多層延伸之所有後代
總數，在此定義為 Totaldes ，如經由系統計
算李琳山教授之後代總數為 234位。 

(2). 非樹葉後代總數：該節點往下多層延伸之所
有非樹葉後代總數，在此定義為 Nlfdes。 

(3). 學術偏向分數：該節點往下多層延伸之所有
後代總數中，非樹葉後代總數所佔的比例，

也就是該位教師之所有學術後代中，已經具

有指導關係之指導者身份之比例，由此可發

現該教師所形成之多階層指導關係社會網

路，其學術傾向之強度為何，在此定義為 
acad_bias ，如系統計算得知，張真誠教授之
的學術偏向分數為 0.090909。計算公式如
下 ： 

acad_bias = Nlfdes / Totaldes 
(4). 直接指導之碩士論文數：該節點所直接指導
之碩士論文篇數，在此定義為 Masnum。 

(5). 直接指導之博士論文數：該節點所直接指導
之博士論文篇數，在此定義為 Phdnum。 

(6). 直接指導之論文總數：該節點所直接指導之
論文總數，在此定義為 Totalnum。 

(7). 直接指導博士比例分數：該節點所指導之論
文總數中，博士論文所佔的比例。由此便可

發現，某些教師所指導之學生中，博士生所

佔的比例偏高或是偏低，可提供為了解該教

師指導風格或教學風格之參考，在此定義為 
Phdscale，如經由系統計算，金陽和教授所直
接指導學生中，博士生所佔的比例為 24 %。
計算公式如下： 

          Phdscale =  Phdnum / Totalnum 
(8). 往下深度：該節點往下之多階層指導關係中
之最大層數，換句話說，也就是該節點與樹

葉節點之最大距離，在此定義為 Downdepth。 
(9). 往上深度：該節點與根節點之最大距離，在
此定義為 Updepth，如陳年興教授在陳文村
教授之家族樹關係圖中，與根節點之相差層

數為二，故其往上深度 Updepth=2。 
(10). 及構成廣度之年度：對該節點所形成之

多階層指導關係社會網路結構，以時間軸為

切面，找出其整個社會網路於單一年度所產

生之最大論文數，即為廣度。此點的概念頗

異於圖論中原樹狀結構所定義之廣度，在此

定義為 Width，而構成廣度之所屬年度定義
為 Widthyear，且形成廣度之年度不見得唯
一。另外系統亦會自動找出形成此最大論文

數之詳細論文資訊。如系統計算得知張真誠

教授的家族樹關係圖之最大廣度位在民國 88
與 89年，指導論文數為 20篇。 

廣度 



 
 
 
 
 
 
 
 
 
 
 
 
 
 
 
 
 
 
 
 
 
 
 
 

 
 
 
 
 
 
 
 
 
 
 
 
 
 

 
 
 
 
 

 
 
 
 

 
 
 
 

圖示編號 教師姓名 Totaldes Nlfdes 
 

acad_bias Masnum 
 

Phdnum Totalnum 

0 李家同 531 32 0.060264 41 28 69 
4 張真誠 121 11 0.090909 54 5 59 

18 曾憲雄 77 2 0.025974 62 7 69 
 

圖示編號 教師姓名 Phdscale Downdepth 
 

Updepth Width Widthyear 

0 李家同 40.5797% 3 0 63 88 
4 張真誠 8.4748% 2 1 20 88，89 

18 曾憲雄 10.1449% 2 1 11 78 

 
 
 

表 1.  李家同、張真誠、曾憲雄三位教授之社會網路相關分析 

圖 3. 李家同教授的非樹葉簡圖 

圖 2.  系統流程圖 

輸入啟始的 

教師名稱 

指導者身 

份之確認 
碩博士論文 

資料庫查詢 

論文指導關 

係資料庫 

指導者名單 

以遞迴方式進行查詢 

yes 

圖形產生器 資訊挖掘引擎 

多階層指導關係社會網路結構資訊 



4. 結果分析與實例 
 
目前本研究已經將全國碩博士資訊網之資料

收集於本地端之設備中，並對某些資訊相關領域的

資深教師進行資料收集，透過系統各自繪出兩種家

族樹關係圖與各項數值分析。若以李家同 教授之
資料為例，其分析結果如表 1，至於圖示的部分，
總圖因為點數太多，限於篇幅，故在圖 3僅列出非
樹葉簡圖。為了方便呈現分析的結果，在表中同時

也列出李家同、張真誠、曾憲雄三位教授的多階層

指導關係之教師社會網路相關分析數值，表中編號

的部分可對應至圖 3中節點的編號。透過圖與表的
相互參照與呈現，可以發現，張真誠為李家同於民

國 68年指導畢業之學生，曾憲雄則為李家同於民
國 72指導畢業之學生，張真誠與曾憲雄事實上是
師兄弟的關係，所以兩人是位於樹狀結構中的同一

層，Updepth皆為 1；又張真誠與李家同在 acad_bias
數值上，張真誠具有較高之分數，也就是由張真誠

所擴展之學術後代中，已具有指導者身分之比例高

於其師李家同；再者，李家同在 Phdscale 的分數
遠高於兩位學生，事實上系統發現其 Phdscale 分
數乃為整個家族樹關係圖中最高者。 

 
5. 結論 

 
本研究提出以指導關係為連結所建構之教師

社會網路，並以多層延伸的概念，使得此社會網路

所能表達的資訊，由個人的層次提升為領域或學門

的層次，而經由兩種家族樹關係圖的視覺呈現與社

會網路特徵分析，不難發現其中蘊含許多有趣的研

究議題，在此只是提出一些參考方向。研究中所進

行之資料收集、處理、分析與呈現，都是以自動化

的方式，應用了網際網路的豐富資源，並透過資訊

科技所建構。由於論文資料的收集程式是用滾雪球

(snow ball)的概念所撰寫，所以收集之論文資訊並
不完整，總數為 187912 筆論文資料，約佔全國碩
博士資訊網之八成五，所以在部份資料的分析上，

可能會有些許的誤差，未來系統將進行更完整的資

料收集；另外教師同名同姓的問題，也是一個亟待

解決的問題。未來本研究將更進一步結合兩個構

面，壹、經由論文研究主題的分析，了解教師或組

織之專長資訊，並以年度為切面，發現其研究歷程

與走向，進一步以教師作為知識的節點，建構知識

分布圖。貳、綜合其他網際網路資源，擴展其社會

網路中關係的多樣性，除了單一關係之呈現之社會

網路外，並加入總合關係之社會網路。 
6. 未來研究 

 
未來所分析的範圍，將涵蓋了個人、校所、學

門、與研究主題的四個不同概念的單元。 
以教師個人為分析單元:了解個人之專長、目

前研究方向、歷年研究走向、畢業於何校何系、當

過那些學校哪些系所的老師、或當過哪些公司的主

管、畫出多階層指導關係樹狀圖、指導過哪些學

生… 等等。 
以領域或學門為分析單元: 該領域之研究走

向，有哪些分支至其它領域，轉到哪個領域或研究

主題，領域中之代表性人物有誰，孤兒節點之比例

有多少，找出某研究議題中的第一篇論文，是哪個

系所學校，或哪個指導教授與學生所撰寫… 等等。 
以學校或系所為分析單元: 找出某校某系之

第一篇碩士或博士論文，該組織有幾個主要的研究

主題與方向，各是哪些教師在鑽研，該組織師承幾

派，留學回國任教之教師人數比例，該組織之歷年

研究走向與目前研究方向… 等等。 
以關鍵字或研究主題為分析單元: 鑽研某研

究主題之人、校、系有哪些，何時開始研究，誰最

早研究，如何接觸這些人，並顯示其社會網路資

訊，及通常解此種主題之技術有哪些… 等等。 
另外，我們也發現全國碩博士資訊網的資料存

在有許多不合理的現象，而這些現象可能在過去是

難以未被發現的，其中大部分是因為資料輸入錯誤

所造成的結果。這樣的錯誤隨機的隱藏在大量的資

料中，甚至隨著時間而日益嚴重，這也是知識管理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議題。而由研究中發現，透過系

統的自動繪圖，會將不合理的現象清晰的呈現出

來，從這些現象中，不僅能發現一些特殊的社會現

象，也自動化的從大量資料中找出可能的錯誤。所

以透過資訊科技的協助，以自動化的方式，發現資

料的錯誤，也是本研究的另一個研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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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敵意及網路沉迷：兩種去社會抑制行為之相關研究 
 

林珊如    黃宏宇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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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網路(BBS)溝通的衝突與使用
者敵意的心理，並利用網路去社會抑制模式

(Joinson, 1998)解釋網路敵意與網路沉迷間之關

聯。樣本為交通大學自願填答電子問卷的464名大
學生，經由因素分析，確認了網路敵意的六向度：

網路人際懷疑、表現忿怒、忽視權利、直接口語攻

擊、運用團體力量攻擊、其他在網路攻擊手段。研
究結果發現：受試者覺得BBS經常有人在爭吵與衝

突，常見到衝突爭吵的版面多為公共論壇。他們多

半在BBS上觀看到其他人的衝突事件，自己參與成
為主動攻擊者或遭受攻擊的狀況較少。網路衝突經

驗頻率愈高者，網路敵意較高，男性的網路敵意比

女性來得高。沉迷量表篩選出來的高分者，其網路
使用時數遠高於一般使用者，男性的網路沉迷程度

及人數比例高於女性，網路沉迷程度越嚴重的，越

是認為網際網路對生活有負面影響，網路敵意的得
分也愈高。透過路徑分析，確認以網路去抑制模式

解釋網路敵意與網路沉迷之關係：網路使用時數對

網路沉迷有直接預測效果，衝突事件頻率會透過網
路敵意之個人特質，預測使用者沉溺於網路去抑制

情境的程度。最後將本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作一關

聯，並提供未來研究的建議。 
 

關鍵字：電腦中介傳播、網路敵意、網路沉迷、網

路去抑制行為、喧染、攻擊 
 

1. 前言 

 
Joinson(1998)描述網路上光怪陸離的失去

節制現象，如充滿咒罵與衝突的文字、過度揭露
自我、暴民--私刑、重度使用或沉迷於網路，統

稱為網路去社會抑制(social disinhibition)。

Zimbardo (1977)指 出 社 會 抑 制 (social 
inhibited behavior)是個人要面對社會情境時

會產生焦慮、擔心他人批評，而引發個人遵從社

會規範、對自己的行為加以限制。因此，所謂去
社會抑制(disinhibition)是個人即使知覺到社

會規範，仍不進行自我節制。Joinson推論人們

在網路上出現去社會抑制現象的原因，乃由於個
人在虛擬世界中具備匿名特性(anonymity)，在

失去社會線索(social cues)時，使用者容易減

少自我覺察(self consciousness)與自我控制
(self control)，而產生各種過度行為。 

過去有關電腦中介溝通(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如 Kiesler, Siegel, & 
McGuire, 1984; Mabry, 1998; McLaughlin, 
Osborne, & Smith, 1995)指出，一般人際規範所帶
來的限制與對談規則都不存在網路虛擬世界

中，網路虛擬世界比真實世界自由、無限制。 
研究者曾深度訪談過一些重度沉迷於網路的

使用者(林珊如、蔡今中, 1999, Tsai, & Lin, 

2001)，其中有些人承認被其他BBS使用者辱罵過

後，一天上網的時數大增，不斷回到戰場查看最新
張貼訊息，為的是要能即時迎戰對方。被Joinson 

(1998)認為是網路去社會抑制所產生後果之一的

網路沈迷現象(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是檢視網路敵意的現

象，當衝突發生時，網路使用者的敵意認知、情意、

行為。其次是根據Joison(1998)的模式而言，如果
網路敵意與網路沉迷的確是網路去社會抑制的兩

種後果，則二者間應有正相關。本研究結果期望能

幫助教師瞭解網路的不適當行為，提供學校、教育
當局更豐富的資訊，增進各校或我國網際網路網路

管理部門對使用者的瞭解，以建立更合理的管理體

制。 
 

2. 文獻探討 
 
2.1 BBS及其特性 

BBS的討論功能，是比較簡單、文字模式

（text-based）、非同步以及簡單的介面，加入這

樣的討論社群，其實要經過相當的學習過程。由於
各站或版面均有不同的歷史、風格、習俗，因此新

加入者也需要入境隨俗的融入方式。Hiltz, Turoff, 

and Johson (1989)發現網路討論社群常有對抗程
度不一的議論或爭論，有時爭論會熾熱而具破壞

力，使版主或得參與者常常要一再重申網路社會規

範，訓誡使用者自我監督、節制，寫文章時必須注
意不要任意失去風度，要記得維持文明禮節、討論

要切合當時的主題(Kiesler, Siegel, & McGuire, 

1984; Lea, O’Shea, Fung, & Spears, 1992)。 
 
2.2網路溝通喧染與敵意  
傳播領域的學者如Siegel, Dubrovsky, 

Kiesler & McGuire (1986) 及Aiken & Waller (2000)

以「喧染」(Flaming)（國內學者譯為「論戰」）描
述在網路中介溝通上使用過度誇張的語言。因此喧

染乃是一種去抑制的文字行為。 

由於網路喧染的分類是針對網路使用者的文
字描述進行分析，無法得知網路使用者使用喧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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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當時處於何種心理狀態。因此本研究擬採取調查

法研究網路使用者的攻擊與敵意。 
在過去的研究中，敵意(Hostility)常被歸類

於攻擊(Aggression)的一部份，所謂敵意比較屬於

內在心理歷程，透過攻擊的外在行為來顯揚於外。
Miller, Smith, Turner, Guijarro, and Hallet 

(1996) 定義敵意是一多維的心理建構，包含有認

知、情感、與行為層面，敵意的認知層面意指對他
人持有負面的信念，如憤世忌俗或猜疑。敵意的情

意層面又稱為憤怒，是一種不愉快的情緒，輕者如

煩躁、重者如暴怒，對憤怒可以測量其頻率、強度、
及對象。敵意的行為層面是由認知與情意層面進一

步引發出來的，是一種故意的行為，以言語或身體

傷害他人。 
敵意的內涵因素研究，至今尚未有定論，以下

簡要說明過去的實證研究。早期Buss and Durkee

（1957）即發展出敵意量表(Hostility Inventory, 
BDHI)，以七個向度來測量敵意：攻擊（assault）、

間接攻擊（indirect aggression）、言語攻擊

（verbal aggression）、憤怒（irritability）、
負向態度（negativism）、怨恨（resentment）。然

而經過不同學者的因素分析，卻呈現不同的因素結

構（Buss & Durkee, 1957; Bendig, 1962; Siegman, 
Dembroski, & Ringel, 1987; Bushman, Cooper, & 

Lemke, 1991）  

    歷經許多爭論與研究之後，Buss and Perry
（1992）依據BDHI修正成攻擊量表(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AQ)，起初包含了六個敵意向度：

身體的攻擊（physical aggression）、語言的攻擊
（verbal aggression）、生氣（anger）、間接攻擊

（indirect aggression）、怨恨（resentment）、

懷疑（suspicion）。經一系列因素分析，最後修改
為四個向度：身體的攻擊（physical aggression）、

語言的攻擊（verbal aggression）、生氣（anger）、

敵意（hostility）。 
    國內也發展出一些標準化的敵意心理測驗

(如：柯永河、林幸台、張小鳳，1993；林一真, 

1995)。 
 

2.3 網路沉迷 
自從Young在1996年發表第一篇以網路上癮

(Internet addiction)為主題的研究以來，網路的

過度使用(overuse or abuse)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

點之一。 
Lin and Tsai (2001)研究網路沉迷與青少年

時期的心理特質：刺激尋求(sensation seeking)

之關聯性，我國753位高中生有87人經篩選為網
路重度使用者，他們的網路沈迷與刺激尋求變項中

之去社會抑制分量表(social disinhibition)有顯

著正相關，顯示青少年個人內在之去社會抑制傾向
可能是網路沈迷的原因或結果，亦即可能是反傳統

反社會規範節制的內心需求，促使青少年網路沈

迷；也可能是重度使用者長期處於沒有倫理規範可

言、衝突事件不斷的網路的環境中，因而慣於表現

出不受倫理規範節制的任意行為。這樣的研究結果
部分支持了Joinson(1999)的觀點：網路沉迷與個

人內在去社會抑制需求有關聯。 

本研究擬進行實徵性的研究，探索下列問題： 
1.BBS作為網路場域的代表，其衝突事件的頻率如

何？受試者印象中是哪些BBS版面常出現衝突事

件？ 
2.大學生群體中網路敵意狀況如何？ 

2-1網路敵意量表是否具備良好的因素結構與穩定

性？ 
2-2在網路上經驗到較高的衝突事件者，是否反應

出較高的網路敵意？ 

2-3男女網路使用者的網路敵意是否有所不同？ 
3.大學生群體中網路網路沉迷狀況如何？ 

3-1男女網路使用者的網路沉迷是否有所不同？ 

3-2網路沉迷與網路對生活各層面影響感受是否有
相關? 

4.是否存在一個網路去抑制模式能有效解釋各種

網路去抑制行為間之關係，包含：使用時數、網路
衝突經驗頻率、網路敵意、與網路沉迷(見圖1)。 

 
                       + 
 
            + 

+ 
                 + 
                        + 
                  
圖 1. 每週使用網路時數、網路衝突經驗頻率、網

路敵意、與網路沉迷之路徑分析假設模式 

 
3. 研究方法與步驟 

 
3.1 研究樣本 

由於本研究屬於初探性研究，研究者群因BBS

經驗有限，因此樣本限定為國立交通大學之在學學
生，透過網路問卷收集資料，初期得到503份回答

問卷，去除無效樣本後，有效樣本為464份，其中

男性333份，女性131份。 
 
3.2 研究工具  
  本 研 究 採 用 網 路 問 卷 ， 網 址 為 ：

http://totem.cet.nctu.edu.tw/sunnylin/。問卷

含四部分，各問卷分述如下： 
3.2-1網路敵意問卷：研究者同時參考柯永河等

（1993）編制的人際行為調查表之「攻擊量尺」部

分及Buss and Perry（1992）發展的攻擊量表的六
個向度，摘除不適合網路情境的分量表。初步題目

形成後，與一位對網路使用者心理素有研究之研究

者進行討論、修正，至此對網路敵意問卷(Internet 
Hostility Questionnaire, IHQ)初試試題定案，

含六個分測驗，共31題，採李克特式符合度四點

量表。非別為：敵意(Hostile)：測量在網路情境

每週使用

網路時數 

網路衝突

經驗頻率 

網路敵意 網路沈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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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他人敵意的感受，共5題。表現忿怒

(Expression of Aggression)：在網路上容易發脾
氣、強力且直接表示其憤怒的傾向，共5題。忽視

權利(Disregard for Rights)：在網路上忽視他人

權利以保護自己或獲取利益，共5題。直接口語攻
擊(Direct Verbal Aggression)：在網路上，以直

接的文字陳述批評、攻擊、貶抑他人，共5題。運

用團體力量攻擊(Group Aggression)：在網路上，
運用有權利的人士、團體、或輿論等力量，以間接

的方式批評、攻擊、貶抑、教訓他人，共5題。其

他網路攻擊手段(Online Other Possible 
Aggression)：在網路上以電腦網路技術，攻擊其

他網路使用者，共6題。 

3.2-2網路衝突經驗頻率 
另外，為了深入探討引發網路敵意之因素，本

問卷包含了使用者感受到BBS上衝突經驗(事實)之

頻率(Internet Aggression Experience Frequency, 
IAEF)，共20題。 

3.2-3網路沉迷 
本研究採用陳淑惠（1999）編制的「中文網路

成癮量表」（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問卷分成兩大部分：網路成癮症狀與網路

成癮相關問題，採用李克特式四點量表，具有良好
信效度。本研究之樣本中，各分量表的Cronbach α

值介於 .71-- .78之間，「網路成癮症狀」的整體

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6，「網路成癮相關問題」之
整體α值為 .84。效度方面，經由探索性因素分

析，在「網路成癮症狀」方面確能萃取出原先陳淑

惠建議之3個因素，KMO值為 .881，共解釋整體變
異量的 58.88﹪。在「網路成癮相關問題」方面也

萃取出原先的2個因素，KMO值為 .853，共解釋整

體變異量的61.28﹪。 
3.2-4網路對使用者之生活適應影響 

屬於語意分析表，共9題，包括網路對生活九

種層面適應之影響力評估(生活或課業、起居休
息、飲食、睡眠、身體健康、與朋友同學間的交往、

與男女朋友的交往、與家人的關係、與上司與師長

的關係)，每題8等級，愈高分愈正面。 
3.3統計分析軟體：SPSS 10.0視窗中文版。 

 

4. 研究結果 
 

4.1 BBS的敵意與攻擊現況描述  
本研究設計的題目一部分是有關在BBS上觀察

到他人的衝突事件頻率，另一部分則是自己參與的
衝突事件頻率(包含主動攻擊或遭受攻擊)。學生反

應經常觀看到他人主動攻擊狀況有：看到扭曲事實

的文章(平均頻率 = 2.94)、看到貶損他人的訊息
(平均頻率 = 2.93)、看到惡意批評他人的文章(平

均頻率 = 2.88)、看到譏諷嘲笑別人的文章(平均

頻率 = 2.86)。但是自己參與衝突事件的頻率並不
高，例如：受到網友偏頗論點指責的平均頻率為

1.42，介於「不常發生」到「從不發生」；自己參

與網友爭吵的平均頻率為1.39、受到網友譏諷的平

均頻率為1.33、受到網友貶損則為1.32。總之本
研究發現受試者多半是在BBS上觀看他人衝突，自

己參與成為主動攻擊者或遭受攻擊的狀況較少。 

最常爭吵的版面，依填答人數百分比排序的前
五名：第一為交大校園版(NCTU)，有68.2%(304 / 

446人)提出是最常見到人群爭吵的版面，其下依次

是抱怨版(complain，6.5%)、研究生版(graduate, 
4%)、匿名版(anonymous, 3%)、TV版(2.2%)。第二

常見到爭吵的版面排名依次為：清華大學校園版

(NTHU, 19.9%)、交大校園版(18.3%)、抱怨版
(12.7%)、TV(6.1%)、政治版(4.4%)。第三常見到

爭吵的版面排名依次為：清華大學校園版

(11.5%)、交大校園版(10.8%)、抱怨版(8.2%)、政
治版(4.4%)、匿名版(3.3%)。總之，經常見到爭吵

的版面幾乎都是公共論壇型的版面，如校園版、抱

怨版、研究生版、匿名版。 
 
4.2網路敵意  
為回答研究問題2-1，針對問卷中網路敵意部

分，首先經試題分析刪除一部分不適當題目，進行

因素分析時並刪除因素負荷量小於0.4的試題。採
用主成份分析法及最大變異轉軸，萃取出6因素，

KMO值為 .903，可解釋整體變異量的65.20%，整

體內部Cronbach α值為 .85。綜合而言，信效度
分析過程有四項發現： 

1. 「其他網路攻擊手段」與「直接口語攻擊」表

達的可能是外顯而直接的網路攻擊行為，「表現忿
怒」表達的是強烈的敵意情緒，因此其效度及信度

指標都比較強。各因素的內部相關顯示，此三種外

顯的網路攻擊行為與情緒因素之間有極顯著的正
相關(r = .46 ~ .56, p < .001)。 

2. 雖然整體信度不錯，但是屬於迂迴攻擊型態的

兩因素：「運用團體力量攻擊」、「忽視權利」的內
部一致性信度較低，可能顯示分量表內之題目存有

雜質，也可能是二者都屬於不明顯的攻擊行為，前

者借用眾人或規範之力來達成個人攻擊的目的，後
者則不給予對方應有的權利作為攻擊，未來研究應

力求題目的改進。以內部相關而言，兩種迂迴的攻

擊型態之間存有顯著正相關(r = .38, p < .001)，
但與外顯的敵意三因素「其他網路攻擊手段」、「直

接口語攻擊」、及「表現忿怒」之相關較不明顯、

甚至存在顯著負相關(r = -.17 ~ .26)。 
3. 與以往針對現實世界情境所設計的敵意量表不

同的是，屬於敵意認知因素的題目被刪除了不少，

取而代之的因素被命名為「網路人際懷疑」
(Suspicion of Online Relationship)。本因素的

內部一致性信度較低，可能顯示分量表內之題目存

有雜質，或認知層面較為內隱，受試者不易有一致
的作答模式，未來宜求題目的改進。以內部相關而

言，「網路人際懷疑」與外顯強烈的網路敵意「其

他網路攻擊手段」、「直接口語攻擊」、及「表現忿
怒」三向度有極顯著正相關(r = .32 ~ .4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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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然而與迂迴的敵意「運用團體力量攻擊」

間無相關，甚至與「忽視權利」有極顯著的負相關
(r = -.52, p < .001)。 

4. 網路衝突經驗與各種網路敵意認知、情意、行

為及總分均有顯著證相關(r = .13 ~ .34, p 
<.01)，唯有與忽視權利無相關(r = .01, n. s.)。

而上網時數的長短與網路敵意五層面及總分都無

相關，只與網路人際懷疑有顯著負相關(r = -.10, 
p < 05)，顯示使用網路時間越長的人，越不會對

網路上的人際關係有懷疑感。 

為回答研究問題2-2，將使用者網路衝突經驗
頻率區分出極端組（前25﹪與後25﹪），並比較其

在網路敵意的差異。網路衝突經驗高頻率組，在「網

路敵意總分」（t = 6.47, p< .001）之得分比低頻
率組來得高，也就是客觀經驗到較多網路衝突事件

的使用者，在主觀上也感受到網路環境中有較高的

敵意與攻擊。這些資料對本研究所編制的網路敵意
問卷之外在效度提供了支持。 

為回答研究問題2-3，結果發現男性在網路攻

擊敵意總分（t=3.24, p< .01）、直接口語攻擊
（t=4.34, p< .001）、運用團體力量攻擊（t=3.46, 

p< .001）、其他在網路攻擊手段（t=2.80, p< .01）

上的分數比女性來得高。男女性在表現憤怒、忽視
權力、以及網路人際懷疑向度的分數皆相似。 

 

4.3網路沉迷 

為回答研究問題3，結果發現不論是每天上網
時間、或每週上網時間都與網路沉迷各向度呈現正

相關。 

本研究將前5﹪之得分者定義為網路沉迷者，
並與網路未沉迷者進行比較。網路沉迷者中有男性

20人，女性3人，其每週使用時數平均為50.14小

時，亦即每天使用網路多於七小時，這是非常長的
時間持續掛在網路上。 

有關研究問題3-1，結果顯示男性在網路沉迷

總分（t = 2.02, p< .05）、網路耐受性（t = 2.05, 
p< .05）與時間管理問題（t = 4.49, p< .001）

的分數，都比女性來得高，而在其餘各變項則未達

到顯著差異。 
有關研究問題3-2，本研究進行的相關分析顯示

網際網路使用程度越高的人，感受到網路對「生活

或課業」、「起休息」（r=- .32, p< .001）、「飲食」
（r=- .28, p< .001）、「睡眠」（r=- .37, 

p< .001）、「身體健康」（r=- .30, p< .001）、「與

家人的關係」（r=- .18, p< .001）、「與師長的關
係」（r=- .16, p< .01）有越負面的影響。 

 

4.4網路沉迷與網路敵意 

針對研究問題4，首先分析網路使用時數、衝突
經驗頻率、網路敵意與網路沉迷之間的關係，結果

顯示網路敵意與沉迷間有顯著正相關，但是網路敵

意與每週上網時數未達顯著水準外，其餘各變項間
的相關值皆達到顯著水準。 

另外，網路沉迷者高低分組展現的網路敵意總

分不同（t = 2.54, p< .05），高沉迷組在三種直
接強烈的網路攻擊向度上得分高於一般使用者(t = 

2.24 ~ 5.12, p< .05)，但是在迂迴的攻擊向度及

情感評估上，兩組並無差異(p> .05)。 
本研究進一步檢視每週上網時數、衝突經驗頻

率、與網路敵意對網路沉迷之預測模式，研究者採

用路徑分析以建立各變項之前後關係模式。以每週
使用時間為外延變項，考驗研究者假設之模式（見

文獻探討最後之圖1），經由迴歸分析之強迫進入法

產生衝突模式，再次進行迴歸分析後，限制模式如
圖2。主要發現如下：在限制模式中，變項間預測

關係路徑有四條；與圖1的假設不相符的是每週使

用時數不能直接預測網路敵意，即使用網路時間越
長的人並不必然感受到較高的網路敵意；與圖1的

假設不相符的第二項是衝突經驗頻率(客觀的去抑

制行為)對於網路沉迷並無直接效果，必須透過網
路敵意(主觀感受)為中介變項，間接影響網路沉

迷。 

以環境與個人特質的對比來解讀圖2之預測
模式，網路的去社會抑制環境：使用時間及衝突經

驗頻率，可以預測網路沉迷的程度，但是影響方式

不一樣，前者為直接效果，後者為間接效果。使用
時間對網路沉迷具直接預測效果，而衝突經驗頻率

必須間接透過網路敵意的主觀感受程度，才能預測

網路沉迷程度。除了網路環境可以直接或間接影響
網路沉迷，個人特質對網路沉迷的預測也有直接效

果，在網路上比較容易感受敵意的人，沉迷程度較

高。 
 

                   .193 

 
 

  .124 

 
                            .214 

              .324 

圖 2. 每週使用網路時數、網路衝突經驗頻率、網
路敵意、與網路沉迷之路徑分析限制模式 

 
5. 結論與討論 

 

5.1網路敵意 

  以探索性因素分析檢驗網路敵意量表，萃取
出六個分量表：其他網路攻擊手段、直接口語攻

擊、運用團體力量攻擊、忽視權利等是敵意的行為

面，前二者表現直接明顯的攻擊，後二者為迂迴的
攻擊；表現忿怒是敵意的情意層面；網路人際懷疑

則是敵意的認知層面。與研究者設計的因素結構相

去不遠，因此具備良好的因素結構，但有三個分量
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低於.70：運用團體力量攻

擊、忽視權利、網路人際懷疑，未來研究宜求改進

問卷的信度。未來研究值得進一步探討網路敵意與

每週使用
網路時數 

網路衝突
經驗頻率 

網路敵意 網路沈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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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世界敵意之區別與關聯。 

雖然上網時間與網路敵意無直接的關係，但是
上網時間愈多愈容易造成衝突經驗頻率的增加，而

間接影響到網路敵意，造成網路敵意提高。客觀經

驗到較多網路衝突事件的使用者，在主觀上也感受
到網路環境中有較高的敵意與攻擊。但是網路的去

抑制環境與社會線索的縮減是否就是促發網路敵

意的主要原因，抑或是個人人格特質所導致，仍有
待往後探討。而在性別差異方面，男性的網路敵意

(直接口語攻擊、運用團體力量攻擊、其他在網路

攻擊手段)比女性來得高。未來研究可以繼續分
析，是否如同過去的敵意研究(如Williams, 1991)

一樣，能將網路敵意與健康問題(如心血管疾病與

癌症)、其他人格特質(如A型性格)建立起關聯。 

 

5.2網路沉迷  
在網路沉迷方面，上網時間愈長，愈容易網路

沉迷，這與國內外所有的網路沉迷研究(以Young, 

1996為例)有一致的發現：上網時間很長的人不必
然沉迷於網路，但沉迷量表篩選出來的高分者，其

網路使用時數遠高於一般使用者。網路沉迷越嚴重

的群體，在網路敵意的得分也愈高，尤其是三種外
顯且強烈的網路敵意向度(其他網路攻擊手段、直

接口語攻擊、表現忿怒)。先前的研究也有類似的

發現：網路沉迷者有反社會抑制的特質（Lin & Tsai, 
2001），有高社會焦慮與高自我意識，以及在現實

社會中的人際技巧不佳，具有某些偏差行為存在

（戴怡君，1998）。此外，Young與Rodgers(1996)
測量網路成癮者與非成癮者的差異，推論網路沉迷

者較易在網路溝通中表達憤怒以及散佈挑釁之言

語。朱美慧（2000）也發現自尊低、自我控制低的
大專學生易於沉溺於網路，而且網路沉迷者情緒商

數分數偏低，因此在網路溝通中不易掌握自我情

緒。 
在性別差異方面，男性比女性較容易成為網路

沉迷者，先前的研究中也發現男性網路沉迷的程度

與人數的確是高於女性（Griffith, 1998; Lin & 
Tsai, in press；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 

2000; 陳淑惠，1999）。網路對使用者之生活適應

影響部分，網路沉迷程度越嚴重的，評估網際網路
對「生活或課業」、「起居休息」、「飲食」、「睡眠」、

「身體健康」、「與家人的關係」、「與師長的關係」

的影響力，愈持負面觀感，但是網路使用程度與其
感受到網路對一般朋友及男女親密朋友交往的影

響並無相關，此結果與Chou, Chou, and Tyan(1999)

的研究發現相似。 
 
5.3研究限制  
研究樣本方面，僅取樣單一所大學的學生為受

試者，限制了本研究的推論範圍。同時由於本研究
採用網路問卷調查的方式，無法進行隨機抽樣，樣

本之抽取是否有所偏誤，值得進一步探討。第三有

關傳統的紙本問卷與電子問卷之比較，例如紙本問

卷是否較能使得填答者專注回答問題，也值得再進

一步探討。第四，以往西方的研究已發展出六十餘
種敵意問卷，其建構的穩定性與適當性有一定水

準，並能準確預測健康問題(如冠狀動脈疾病)，網

路敵意是不是有別於現實世界敵意？網路敵意能
否稱為一個獨立的建構？或只是發洩敵意的場域

不同於現實世界，根本不必另立一個建構來定義網

路上意圖傷害他人的認知、情感、與行為？這樣的
問題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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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網路溝通在何種認知、情境、

訊息內容與呈現方式等之下，會認為網路溝通是一

種干擾？文獻探討依序討論「網路溝通」、「溝通干

擾因素」與「知覺模式與干擾」。在研究方法上，

本論文參考番薯藤2001網路調查的使用者結構，共

深度訪問18位具一定網路經驗人員，並採用內容分

析法，彙總呈現相關資料。本研究提出三種網路溝

通干擾因素分類（技術干擾、過程干擾、訊息干擾）

與一項調節變數（個人認知）。並且提出以訊息接

收者對訊息可信度之強度為橫座標，以傳遞者對提

供訊息真實度之強度為縱座標，區分四個象度，為

網際網路溝通之『干擾』定義。最後針對研究的發

現，提出學術與實務上的意涵。 

 

關鍵詞：溝通模式、網路溝通、干擾 

 

Abstract 
This report is mainly about the research and study 

on how we define a network communication 

interference and as per what kind of perception, 

circumstance, content of message, the way of a message 

got delivered, etc. There includes the discussions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factors of communication 

interference” and “Pattern of perception and 

interference” in sequence. As for research methods, this 

report refers to the user structure of Yam 2001 Internet 

questionnaire. In total, there were interviews with 18 

people who have certain experiences in Internet. Also, a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present 

related information.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interference (Technique Interference, 

Process Interference, Message Interference) and one 

variation  (Perception) mentioned in this research. It 

also uses message reliability to receivers as X axle and 

message reliability from senders as Y axle in order to 

separate the four areas for the definition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interference”. By the end, it reveal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eanings through what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Keywords: Communication model、 Network 

Communication、Noise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1動機 

2002年4月網路評量機構NetValue公布最新調

查報告，台灣網友使用電子郵件（email）的普及率，

高達 69.1%，位居亞洲國家中第一名。同時台灣地

區收發電子郵件的件數也最多，同樣位居亞洲國家

中的首位。網際網路溝通是一種傳播工具，也是一

個情境，其功能除了促進溝通、提高生產力，幫助

人們每日生活資訊的取得更有效益之外，同時，人

們可以與他人互動，並能打破時空的限制，不需要

與人親身面對面的接觸，便能進行交流（呂貫文，

2000）。  

網際網路蓬勃發展之後，網際網路溝通引起許

多學者的興趣，研究內容多針對網路文化、網路權

力法律、網路犯罪、網路民主、虛擬社區、角色扮

演、網際關係、虛擬教育、資訊心理、網路與經濟

等等為主題（陳美靜、林美珍，2001）。然而網路溝

通情境，傳遞者與接收者在網路溝通上並非平算。

因此，我們應該對其有更深一層的探討網際網路溝

通對人類未來的影響如何？國內外關於「網路溝

通」的研究仍處於萌芽的階段，而探討網路溝通之

干擾因素的相關研究，也是屈指可數。因此，本研

究希望能擬補過去研究之不足，並從行銷的角度探

來討網際網路溝通中之干擾因素，並使學術界與實

務界能對此研究領域有進一步的瞭解與認識。 

 

1.2目的 
 

本論文針對網際網路溝通訊息及其干擾因

素，希望深入瞭解：（一）網際網路溝通訊息的干

擾分類有那些？（二）在網際網路溝通上不同接受

者在何種認知、媒介、訊息等之下，會認為是一種

干擾？（三）上述干擾因素特性，對企業或網路經

營者有何啟發，或行銷策略上有何意義？ 

 

2.文獻探討 
 

2.1網路溝通 
依據Culoan ＆ Markus (1987)、Fulk（1993）、

Adrianson（2001）等所謂網路溝通是指利用電腦做

為訊息傳送接收的設備，透過網際網路將數位化的

資料與訊息，在使用者之間自由的傳遞與交換，藉

由網際網路溝通的應用系統軟體讓使用者彼此產

生實質的互動，使單向、雙向、甚至多向的溝通能

順利進行。 

綜合Rogers （1986）、Kuehn（1994）、Ainscough 

and Luckett（1996）、Newhagen & Rafaeli（1996）、

Hoffman and Novak（1996）網路溝通具有下列特性：

即時性、匿名、可呈現多元媒體（文字、聲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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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與影像）、互動性、突破時空限制、小眾化（某

類特定訊息可以在大團體的個人間互相流通）、可

近用性（訊息接收者在資訊權力的掌控上即是接收

者也可是製造者）與較低的守門控制性等。 

另外Hoffman and Novak（1996）提出三種溝通

模式，有助於瞭解網路溝通的演變。首先是「傳統

一對一模式」，這一模式成為許多溝通模式的基

礎。在媒介內容和受眾之間並沒有互動產生，訊息

接收者只是被動的接受媒介內容，例如報紙、廣

播、書籍以及雜誌等。接著是「網際網路溝通模

式」，在此溝通過程中可以看到互動式回饋的概

念。而訊息接收者也可以在此一溝通模式下進行互

動，例如電話及有線電視等。最後是「超媒體網際

網路模式」，媒介內容是超媒體，而此種模式中媒

介與訊息接收者乃在超媒體的環境下進行互動， 

WWW 即是最具體的例子。 

 

2.2溝通與干擾 
 

依據Shannon-Weaver（1949）、Schramm（1964）、

Greenberg （2001）、Jones、 George ＆  Hill（2001）、

Kreitner  &  Kinicki（2001）等，人際溝通過程中

確實有干擾(noise)因素的存在，而此干擾因素是指

所有影響訊息傳達與理解的事物。 

表1彙總國內外有關人際關係中關干擾文獻，從中

可知各學者對干擾之分類與因素有不同角度。  

表1: 溝通干擾之分類與因素表 

年代 學者 干擾分類因素 

1.溝通訊息扭曲 1991 Gibson & Hodgett 

2.溝通的負荷量 

1.過濾作用 

2.選擇性認知 

3.情緒 

4.語言 

5.資訊過度負荷 

6.非口語上的暗示 

1992  Robbins 

7.時間壓力 

1.發送者書寫的模糊 

2.聽者的粗心 

2001 Greenberg  

3.電話的技術干擾 

1.過程干擾 

2.物理干擾 

3.人為干擾 

2001 Kreitner & Kinicki  

4.語意干擾 

1.過濾作用 

2.選擇性知覺 

3.資訊過荷 

4.防衛 

5.語言 

2001 Robbins  

6.溝通焦慮 

資料來源：本研究 

 

至於網際網路溝通之干擾因素，依據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和 South Bank University

成立的網站 www.dis.strath.ac.uk ，網路的干擾分

為：技術性、搜尋相關、實際性、網際網路服務提

供者 (ISP)、位置設計、成本花費、缺乏培訓與缺乏

信賴等方面。 

 

2.3知覺模式與干擾 
知覺(perception)在人與人認識的過程中有其重

要地位。知覺是指解釋及認識週遭環境的認知過

程。注重的是個人對他人的看法以及個人對本身看

待他人的方式的想法。Kreitner  &  Kinicki （2001）

將知覺區分四階段:選擇性的注意與理解、編碼及簡

化、儲存與保留、取出與反應。 

總之，網際網路溝通訊息中，如 email內容與

網頁版面中，醒目刺激內容是否可能造成訊息接收

者的注意與理解？不同訊息接收者對相同事件會

有不同的解釋？溝通者的情緒與心境也會影響注

意力和價值判斷？網際網路溝通者在編碼時傾向

於利用最近的認知分類？ 

 

3.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係依文獻探討、初步訪談者的建議

與研究者觀察和使用經驗所形成。並以溝通者、溝

通通道、溝通訊息與溝通者認知模式之間的關係來

探討。如圖1。 

 

 

 

 

 

 

 

 

 

 

 

 

 

 

 

 

 

 

 

 

 

 

 

溝通類別 
 電子郵件 
 網際網路搜
索瀏覽

溝通者基本資料

 性別、年齡
 使用時間 
 每週平均上
網時間 

溝通訊息 
 呈現方式 
 訊息內容 
 信息真實度
 信息可信度

干擾 

程度 

溝通者認知模式

 動機經驗 
 背景人格 
 自我意識 
 選擇性注意

圖1：網際網路溝通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3.2研究性質與方法 
Kent(1993)認為若研究本質涉及釐清問題本質

或提供實務操作所需相關資訊等方面，通常都屬於

探索性研究的範疇。Malhotra (1993)認為深度訪談是

由面談者用非結構性、直接的方式與受訪者接觸，

是一種單獨的、個人的互動方式，可用來發掘受訪

者基本的動機、信念．態度等。故本研究性質採用

索性研究，研究方法則採用深度訪談來進行。 

 

3.3抽樣方法 
本研究的抽樣係參考「番薯藤2001網路調查」

結果樣本結構：年齡選定 20-39歲、性別男女比例

選定約 55:45、教育程度選定大專學院以上53﹪以

上、每週使用電腦時數選定平均25.2小時以上、網

際網路使用年資選定平均3.5年以上等條件。 

 

 

3.4訪談設計 
 

經由人際介紹或研究員造訪者後，進行一對一

的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 1.5小時至 2小時，在正

式訪談前研究員會先向其解說訪談的主題與研究

的重點。再針對訪談大綱的內容逐一詢問，但為求

訪談過程順利、受訪者的思緒能夠連貫，研究員會

視情況調整問題的順序，並適當增減部份內容。訪

談過程全程錄音記錄，訪談所得的資料整理成逐字

稿，再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 

 

4.資料分析與結果 
 

4.1樣本介紹 
共訪問18位人員。實際訪談樣本男女比例55：

44、年齡20-39歲之間 83.33﹪、教育程度大專以上

88.89﹪、每週平均使用時數36.5小時、平均使用年

資8.15年。 

 

4.2內容分析 
本研究依訪談內容分析整理有關網際網路溝

通干擾之因素，如圖2。 

 

5.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命題 1：網際網路溝通的干擾有三大類：為技

術性干擾、過程干擾、訊息性干擾。經分析整理此

三類對產生責任者、技術可控性、訊息接收者認為

可信度與訊息提供者的真實度等有不同的重要度。 

 

命題 2：技術性干擾：係網際網路溝通中訊息

接收者無法控制之項目，包含三大部分，即公司管

理類干擾，網路硬體類干擾與網路軟體類干擾等。 

 

 

 

 

 

 

 

 

 

 

 

 

 

 

 

 

 

 

 

 

 

 

公司管理類干擾：係指網際網路方面，公司對

資訊管理規定、網路的電腦數目限制、時間限制、

網路管理人員異動等方面的干擾。此類的干擾因素

係網路溝通者不可控制之因素，取決於公司的資訊

控制權與經營理念下的作業規定。 

網路硬體類干擾：係指包含使用電腦中「當

機」，網頁速度和下載時間，數據機有時不連接，

速度太慢，技術上不支援，與產生輻射等方面的干

擾。此類的干擾因素需資訊科技持續發展始可降低

技術面干擾的發生。  

網路軟體類干擾：係指包含電腦病毒、駭客、

缺乏在搜尋引擎如何使用上的知識、經過搜尋引擎

找尋資訊位置的困難、網址變更或消失、缺乏可以

容易搜尋的網址等干擾。 

命題 3：過程的干擾：係網際網路溝通中訊息

接收者接收過程之干擾項目，包含時間壓力干擾，

情境干擾，轉寄過程干擾與重複性干擾等四大部

分。 

時間壓力干擾：因溝通時為決策是有時限的，

而造成網路溝通者有時間方面的壓力。本研究發現

時間壓力干擾尚需要考慮網際網路溝通者「權力

（POWER）與地位（STATUS）」高低來判斷干擾

性質。對方權力地位低時要求回覆，或對方權力地

位高時未回覆之郵件，都認為是干擾。 

情境干擾：係指網路溝通當時情況下，其他同

時發生事物所造成的干擾。本研究發現對使用中電

腦，因外在干擾因素，例如：主管臨時交付文件、

訪客、電話、有聲的電子郵件通知、同事打斷思緒、

外來雜音等等，同時存在，造成網路溝通者當時干

個人認知 
（調節變數）

自我意識 

選擇性注意

過程性干擾 
時間壓力干擾 
情境干擾 
轉寄過程干擾 
重複性干擾

訊息性干擾 
訊息呈現方式干擾

訊息內容干擾 
資訊隱私權干擾

技術性干擾 
公司管理類干擾

網路硬體類干擾

網路軟體類干擾

干擾

程度

個人認知 
（調節變數）

動機、經驗

背景、人格

圖2：網際網路溝通干擾之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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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情況發生。 

    轉寄過程干擾：係指網際網路訊息傳遞者藉第

三人郵件、網站訊息內容，經由編輯，加工或原封

不動轉寄給訊息接收者所造成的干擾。電子郵件轉

寄功能與行為如用之不當，則可能成幸運信、病

毒、毀謗與謊言等事件發生。 

重複性干擾：所謂重複性是指接受訊息負荷量

的程度。溝通負荷量過度則會讓網路溝通者無法處

理所接收到的訊息，而產生怠惰和降低工作動機，

並造成干擾。本研究發現有些訊息接收者申請免費

電子郵件，並未加以管理，致多址申請所喜歡電子

報，造成重複性郵件發生。 高

 
訊

息

真

實

度

 
低

可信度低 

真實度低 

【干擾】 

N4拒絕者 

可信度高

真實度低

【干擾】

N1欺騙者

可信度高

真實度高

【無干擾】

N2知識者

可信度低 

真實度高 

【干擾】 

N3懷疑者 

低    訊息可信度     高
訊息接收者 

訊

息

傳

遞

者

 

命題 4：訊息性干擾：係網際網路溝通中訊息

內容表達項目所造成的干擾，包含三大部分，即訊

息呈現方式干擾，訊息內容干擾與資訊隱私權干擾

等。 

訊息呈現方式干擾：係指網路溝通內容中無段

落、無標題、排列差、字體太小、背景顏色太刺眼、

亂碼、文稿太長、動畫複雜、圖片繁多、聲音插曲

未配合主題、非html文件等。本研究發現電子郵件

或網站訊息呈現方式，應注意豐富化的程度是否造

成訊息接收者干擾。 

訊息內容干擾：係指未經許可、成人色情、來

路不明、商業廣告郵件與網路符號、資訊可信度與

真實度等方面，所造成訊息接收者的干擾。 

圖3：網際網路溝通之『干擾』定義

資料來源：本研究 

對於「資訊可信度與真實度」造成許多網路溝通者

相當大的干擾。例如許多網路謠言、求救信函，網

路犯罪、網路詐欺、網路誹謗、網路煽惑等內容真

實度如何？ 

資訊隱私權干擾：係指網際網路中利用科技技

術，收集個人隱私資料造成網路溝通者的干擾。對

於「資訊隱私」主題是眾多溝通者未來擔心爭議話

題事項，例如：「公司是否有權監看員工郵件？」、

「網站是否有權出賣個人隱私資料？」，「網站是否

有權公開個人隱私資料？」 等等。本研究發現當

電腦系統要求上網更新、軟體「回報資料」、個人

照片隱私權被侵犯、公司監看員工個人上網行為、

個人資訊隱私資料給于其他公司、犯罪集團竊取個

人隱私資料偽造身份證件等，都會造成網路溝通者

的干擾。 

 

命題 5：個人認知：係網際網路溝通干擾因素

之「調節變數」，此「調節變數」可以調節三大類

別干擾因素的效果，為網際網路溝通中訊息接收者

個人解釋與認識週遭環境的認知過程。包含能力、

處理與解釋訊息的方式、需求 、動機 、經驗、背

景及其他個人特質、刻板印象與偏見、自我意識、

會選擇性的「看」與「聽」、而且在解碼時把自己

感興趣的或所期待的加諸於訊息上面。 

本研究發現網際網路溝通訊息，網路溝通訊息

接收者較容易對醒目刺激產生注意，同時網路溝通

者，對相同情境有不同的干擾解釋，原因係網路溝

通者用以解讀訊息的基摸不同、情緒與心境也會影

響注意力和價值判斷、編碼時傾向於利用最近的認

知分類、個別差異對編碼也曾產生影響。 

 

命題 6：網際網路溝通之『干擾』定義：網際

網路訊息接收者對訊息可信度之強度，與傳遞者對

訊息提供真實度之強度有其關聯性。以訊息接收者

對訊息可信度之強度為橫座標，以傳遞者對提供訊

息真實度之強度為縱座標，區分四個象度。圖3說

明如后： 

 

 

 

 

 

 

 

 

 

 

 

 

 

 

 

 

 

 

（一） 訊息接收者對訊息可信度 

係指網際網路溝通中，訊息接收者對發訊來源

的解碼(decoding)情形產生的可信度。當發訊來源為

接收者所尊崇、高度重視時，訊息較可能被採信而

產生溝通行為。 

可信度決定於眾多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訊

息接收者如何看待訊息來源的意圖。說明如下： 

訊息接收者對網友、同事或親戚等非正式訊息

來源，告知有關網際網路資訊時，如果是收訊者所

關心興趣者，則無干擾發生。 

訊息接收者對非營利性訊息來源通常比營利

性(商業)訊息來源的可信度要高。 

訊息接收者對網路溝通符號無法理解（或低理

解程度時），則訊息來源可信度為低，訊息接收者

對網路溝通過程訊息內容則產生一種「干擾」。 

訊息接收者從前使用網際網路行為，經驗，與

個人特質等亦能影響訊息的可信度。 

個體的涉入程度會影響其對訊息的注意力，以

及解讀時的細心程度。一位學者研究消費者行為之

參考團體時，對同性戀網站應有其特別興趣（高涉

入程度），當寄來的成人色情電子郵件不會對他造

成干擾。 

網際網路溝通訊息接收者的當時心惰(愉快或

不高興)會影響訊息的可信度。當訊息接收者的心情

不好時，任何網際網路溝通訊息，都是一種「干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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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訊息傳遞者對訊息真實度提供 

係指網際網路溝通中，訊息傳遞者對訊息內容

提供真實度。當訊息傳遞者對訊息內容提供低真實

度，訊息傳遞會受到質疑，或完全排斥，會對訊息

接收者造成「干擾」。所謂真實度，是指訊息傳遞

者希望傳達給訊息接收者的想法、點子、態度、形

象，或其他資訊等訊息的可靠內容。換言之，訊息

傳遞者掌握接收者的個人特徵，諸如教育、興趣、

需求和經驗領域等，然後，透過文字或圖片，準確

詮釋(解碼)的訊息策略。 

真實度的決定因素的是訊息傳遞者如何提供

訊息內容的意圖。說明如下： 

訊息傳遞者對溝通訊息內容，有清晰性的陳述

方法時，較易發生良好溝通效果，則無干擾情事發

生。 

網際網路溝通時，商業廣告類訊息傳遞者傳遞

訊息，未經訊息接收者事先同意，對訊息接收者有

訊息內容真實感之疑慮，並有「干擾」之感。 

網際網路溝通時，訊息傳遞者過去的表現、提

供網站的服務種類和品質、產品的品質和形象、代

言人的形象和吸引力、配銷零售商類型，以及企業

在社會上的地位等真實事實，對訊息呈現分式與內

容較易讓訊息接收者接受。 

 

（三）四種象限說明 

N1：訊息接收者認定可信度高，但訊息接收者

提供訊息真實度低，則網際網路溝通後會，產生干

擾。稱之為網路溝通的「欺騙者」－欺騙資訊的人。

此部分造成許多網路溝通受害者，如中毒當機、網

路詐欺、網路煽惑等事發生。 

N2：訊息接收者認定可信度高，訊息接收者提

供訊息真實度高，則網際網路溝通後會，無干擾發

生。稱之為網路溝通的「知識者」－創造知識的人。

知識者係網際網路溝通後，相方交互行為影響，對

溝通訊息內容創造、分享傳播知識，創造有用知識。 

N3：訊息接收者認定可信度低，但訊息接收者

提供訊息真實度高，則網際網路溝通後會，產生干

擾。稱之為網路溝通的「懷疑者」－懷疑來源的人。

此部分係網路溝通訊息接收者對來源產生懷疑，認

為來源可信度低，如有些人網路溝通者不願意造訪

某些網站，即使網站有豐富知識內容。 

N4：訊息接收者認定可信度低，但訊息接收者

提供訊息真實度低，則網際網路溝通後會，產生干

擾。稱之為網路溝通的「拒絕者」－拒絕學習的人。

如有些人不願意於網路網路傳遞訊息、搜索資訊，

且網際網站沒有豐富知識內容可言。 

 

5.2本研究在理論上的意涵 
本研究提出三種網路溝通干擾因素分類（技術

干擾、過程干擾、訊息干擾）與提出一項調節變數

（個人認知）。並提出網際網路訊息接收者對訊息

可信度之強度與傳遞者對訊息提供真實度之強度

有其關聯性。以訊息接收者對訊息可信度之強度為

橫座標，以傳遞者對提供訊息真實度之強度為縱座

標，區分四個象度，作為網際網路溝通之「干擾」

操作型定義。這些結果不但補充過去有關網路溝通

研究的缺漏，也可作為未來相關研究的基礎與參

考，做為廣度與深度方面研究。 

本研究發現現有網際網路溝通模式中，以

Hoffman and Novak（1996）所提電腦中介傳播模式

與超媒體電腦中介模式最廣為學術界引用，然模式

中並未像人際溝通模式（例如 Kreitner &  Kinicki 

2001）溝通認知模式等有關干擾因素說明。特此本

研究建議有關網路溝通模式應增列「干擾」項目，

以利網路溝通模式之完整性。 

 

5.3本研究在實務上的意涵 
本研究提出的網際網路溝通之干擾因素分

類，可作為企業進行網路行銷或制定行銷策略時的

參考。其中技術干擾造成網路溝通之間的障礙，並

影響訊息接收者對網路行銷的信心度，進而影響消

費者購買意願。 

訊息內容干擾方面，本研究發現「廣告郵件」

雖干擾性最大，但行銷運用得當也將成為網路行銷

的主流形式。網路溝通科技影響下，廣告郵件與網

頁設計呈現多元化，訊息呈現越來越豐富，對不同

網路使用者，不同情況下會造成干擾。本研究建議

對訊息內容與有效傳遞才是行銷策略廣告的關

鍵。企業推展網路行銷應該思考，讓廣告訊息有效

率與精確的傳遞給目標群，而不是讓這些呈現方式

成為消費者（訊息接收者）訊息接收方面的干擾因

素。 

從本研究個人認知性得知，個體間存有相當分

歧性，每個人傾向以自己獨特方式來看世界，訊息

是否干擾性完全是個人化的認知，是個體基於自己

的能力、處理與解釋訊息的方式、需求 、動機 、

經驗、背景、刻板印象與偏見、自我意識、價值觀

和經驗來詮釋的結果。對網路行銷來說，網路消費

者（溝通訊息接收者）是根據自己的知覺產生行為

和反應，行銷人員應特別注意「認知」模式的意涵，

促使所有行銷活動有效性。 

就訊息內容資訊隱私干擾方面，本研究提供

「公司是否有權監看員工郵件？」、「網站是否有權

出賣個人隱私資料？」，「網站是否有權公開個人隱

私資料？」 等等問題的思考方式。此干擾部分係

網站資訊蒐集行為並未透過使用者所發動的主動

行為，而是透過電腦科技的輔助，在網路使用者從

事日常活動的同時，默默地進行其蒐集與處理行

為，其對於個人隱私的侵犯雖似有若無、卻無孔不

入，值得憂心。 

 

5.4後續研究建議 
未來可針對干擾因素與網際網路與虛擬成員

角色進行相關的研究調查，以深入瞭解各角色的背

景與特性對干擾產生的強度。 

本研究只就電子郵件使用人員與網路搜索瀏

覽人員進行分析，並沒有進一步探索其他成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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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論壇、同步聊天、MUD等）下的干擾因素與互

動，後續研究將可對此問題進行深入的追蹤。 

未來研究可將社會人文成員或企業經營者作

為調查對象，瞭解他們對網路溝通的看法與評斷準

則。 

本研究對干擾樣本的抽樣時間有限，因此無法

對於網際網路溝通者內各角色類型的多寡以及各

種互動模式的頻率，進行有效的判定。後續研究者

可以將抽樣時間拉長以進行深入的探討。 

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可信度與真實度之產生

背景因素、動機、文化、次文化、參考群體、態度

等進行相關研究。 

本研究只觀察到在網際網路溝通者的成員看

法，對於干擾因素發生後他們產生何種行為？而此

種行為對溝通雙方又產生何種的影響？對網際網

路之消費行為是否影響面又是那些？未來的研究

也可對此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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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全球無線通訊的蓬勃發展及手機普率的

提昇，結合無線通訊與網際網路的行動網路

(Mobile Internet)服務成為最被看好的明星產

業，而在行動商務中新興的定位服務(Location 

Based System，LBS)—電信業者可透過基地台來確

定用戶的所在位置，並將用戶當時所在地點及附近

地區的資訊，下載至用戶的手機螢幕上等服務，使

得個人資訊於有線與無線的傳輸過程中，無可避免

地會暴露於業者手中；本文擬由傳統對於隱私權界

定出發，並借鏡美國及歐盟立法等規定來形塑

(Architect)現代資訊隱私之內涵。在網際網路社

會中，傳統的公私領域分界欲趨模糊，我們所強調

的隱私權保護應放在網路社會文化與價值規範的

脈絡下討論，方得正確掌握其內涵；而傳統上對於

隱 私 權 侵 害 的 過 失 賠 償 機 制 (liability 

regime)，也逐漸因隱私權的財產化，而將其視為

具有市場價值且可作為交易客體(property 

regime)，由此資訊所有人之地位由消極被動，轉

向積極主張自我控制資料權利，故將隱私權視作財

產利益之機制，落實在行動商務的交易中，有其重

要意義；最後藉由資訊成本分析方法來檢視在定位

系統服務的價值鏈中可能會產生個人資訊隱私權

侵害之問題，並檢討及建議我國電信法、電腦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電信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管理辦

法與其他法規中對於個人電子資訊與隱私權保障

之相關規範。 

 
關鍵詞：定位服務，行動通訊，資訊隱私權，電信

法。  
  
1. 前言 

 
今日隨著全球無線通訊的蓬勃發展及手機普

率的提昇，使用網際網路已不在侷限於傳統的有線

環境，結合無線通訊與網際網路的行動網路

(Mobile Internet)服務成為最被看好的明星產業
1，而隨之引發的行動商務(Mobile Commerce)交易

                                                 
1 根據美國Jupiter Communications於2000年底

所發佈的報告顯示，預估至2003年全球使用手機

上網的用戶數，將由2000年的110萬成長到7940

萬人。另根據IDC市場調查預估，全球行動電子商

安全等議題亦值得加以關注。由目前的行動電話，

寬頻上網，無線網路，甚或家中的各項家電用品都

逐漸具備連網能力，未來網際網路不僅是人與人之

間的通道，結合行動通訊的機動性後，這種超行動

網路(Hypermobilenet)的生活形態將會深深影響

社會領域的架構轉型。 

這個新的市場是由行動通信業者(Mobile 

Operators)，其他服務提供者(Service/Content 

Providers)，與消費者等三個構面所組成，行動業

者非僅為傳統意義上的訊號傳遞者，而應定位為價

值的傳遞者，即將行動網路轉變成為解決消費者在

生活與工作上各種需求的解決方案，亦即一個提供

金融，理財，交通，娛樂，資訊⋯.等服務的平台，

並滿足消費者在現實與精神上的需求2。由電子商

務到行動商務，除了市場環境成熟，無線通訊技術

改良，或高速分封數據服務(GPRS)、第三代行動通

訊系統(3G)所擴增的頻寬等因素外，行動商務仍有

其困難重重之處，在技術面上，目前尚未建立一個

統一的行動通訊標準3，在市場層面上，無線通訊

                                                                         
務營收將自2000年的40億美元成長至2005年的

2100 億美元的龐大商機。轉引自，楊舜仁，行動

商 務 的 發 展 趨 勢 與 個 人 應 用 ，

http://www.nii.org.tw/cnt。根據電信產業顧問

公司Ovnm估計，到了2005年，全世界會有12億

的行動電話使用者，其中約有4億5千人會使用某

種類型的定位服務，轉引自高秀美，正視行動電子

商務安全問題，http://www.nii.org.tw/cnt。 
2黃明珠，後行動通訊時代之經營模式，萬國法律，

頁46，民國90年10月。 
3目前行動電話系統為第二代(2G)系統，如 GSM、

CDMA等，為無線窄頻(Narrow band)系統，另有與

GSM 系統相容之 GPRS(2.5G)作為邁入第三代行動

通訊之過渡。第三代行動通訊標準依國際電信聯盟

(ITU)所制訂之IMT-2000需具備以下特性：1.行動

通信的通信容量與服務品質與固接式網路相同，語

音質量與ADPCM之32Kbps同等2.實行國際漫遊3.

能提供2Mbps的傳輸速率。但其規格提案卻仍未統

一，主要有由美國電信產業聯合會(TIA)所提出的

CDMA2000，以及日本無線工商聯合會(ARIB)所提出

之W-CDMA。W-CDMA可沿用目前歐規GSM的無線基

地台等基礎設備，而CDMA2000則是現階段CDMAOne

規格延伸，在北美，韓國及大陸較占優勢，但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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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網的普及率太低，且設備與服務費用過於昂貴，

但最重要的因素仍是消費者的信心無法建立－無

線交易的安全性考量，這點在電子商務的方案中多

依加密，認證等方式處理，而在行動商務中，除結

合電子安全交易系統(SET/SSL 機制4)與無線上網

技術(WAP/WTLS)等技術層面的作法外，如涉及使用

者之個人資料使用，又應如何規範？此種生活便利

性所帶來的隱憂是，使用者必須暴露其詳細的個人

資料以及所位置，以回傳至基地台，因此行動商務

在發展時如何兼顧網路交易安全與個人隱私權之

保護，與消費者接受此種交易模式之意願緊緊相

扣。 

 

2. 定位服務之意義與隱私權侵害 
 
行動商務乃是利用行動通信裝置，如手機，PDA

等，結合無線通訊與有線網路所進行之商務相關行

為，依其應用對象可分為消費者服務與企業服務，

但若以其應用層面觀之，大致可區分為5：1.通訊

2.資訊3.個人資訊管理4.行動消費5.行動工作，

目前2.5G技術約可滿足至第3層面，而有關第4，

5 層面需整合電腦網路與無線通訊及相關金流與

商業服務應用，仍有部分頻寬與技術的限制，目前

正在快速發展中。而與電子商務相較下，其具備「移

動性」、「即時性」等特性，此外，行動商務以資

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技術服務作為

其基礎，在網際網路部分仍透過ISP與固網通信業

者接續，適用TCP/IP通訊協定，但於無線接續方

式，則有不同通訊協定，如GSM、GPRS、CDMA2000、

W-CDMA。 

    傳統的電信價值鏈中，主要是由網路設備商，

行動通信業者及終端設備商所組成，但結合有線與

無線的行動通訊價值鏈則如下圖（一）所示6： 

網路設備商     行動通信     網路接取      

                              (ISP) 
應用服務    內容服務    終端設備     用戶 
  (ASP)       (ICP) 
尤其是行動商務中新興的定位服務(Location 

                                                                         
與現今採用 TDMA 系統(如 GSM)相容。行動通訊發

展，文魁資訊有限公司出版，頁 6-3,4,12，民國

90年。 
4SSL(Secure Socket Layer)是由Netscape首先發

表的網路資料安全傳輸協定，其利用公開金鑰的加

密技術(RSA)來做為用戶端與主機端在傳送機密資

料時的加密協定，包含1.訊息加解密2.伺服器識

別（運用數位憑證）3.用戶識別（運用數位憑證）。

行動通訊發展，文魁資訊有限公司出版，頁8-11，

民國90年。 
5楊舜仁，行動商務的發展趨勢與個人應用，

http://www.nii.org.tw/cnt。 
6參考，黃明珠，後行動通訊時代之經營模式，萬

國法律，頁47，民國90年10月。 

Based System，LBS)更是電信業者未來的商機所在
7。電信業者可透過基地台來確定用戶的所在位

置，並將用戶當時所在地點及附近地區的資訊，下

載至用戶的手機螢幕上。目前如日本 NTT DoCoMo

已於2001年7月2日開始提供i-mode用戶一項名

為「i-Area」新手機功能，該用戶得透過手機的定

位來查詢個人相近的資訊，而國內如中華電信與

GIS(地理資訊系統)廠商九福科技合作推出行動地

圖服務，遠傳電信推出以手機直撥「*131#」或使

用FET WAP上網查訊之行動嚮導服務，以及台灣大

哥大推出828隨身美食家服務等8。 

這些定位服務根據所使用技術可分為9：1.通

訊網路內之定位系統，包括 COO、TA、E-OTD、
TDA等2.衛星通訊之GPS導航系統，前者是透過
行動基地台來確定用戶位置，而後者是使用衛星定

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10，目前國內電

信業者多採取行動基地台定位方式，但如中華電信

與九福科技合作推出之行動地圖服務，則是採用

GPS定位技術，配合GIS電子地圖即可得知用戶的

位置11，現階段國內電信業者基於經營風險考量，

                                                 
7以GPS定位服務為例，預估到2005年將會達到每

年600億營收，Wireless World Will Drive GPS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New Allied Business 

Intelligence Study Business Wire, Dec. 

13 ,2000.  
8 趨勢導航，行動定位系統服務熱潮登場，

http://www.find.org.tw。 
9 相關定位系統分析介紹可參考，無線通訊網路概
論，文魁資訊有限公司出版，第18章以下，民國

91年5月初版。 
10GSP是由美國國防部發展出的24顆距地表20,183

公里高空的衛星群,以 55 度等角均勻地分佈在六

個軌道面上,並以11小時58分的週期環繞地球運

轉 所 組 成 的 全 球 衛 星 定 位 系 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GPS 定位系統是利

用衛星基本三角定位原理。目前GPS接受裝置定位

的精度,利用差分定位(Differential)技術其精度

可達到2-5公尺左右,甚至可達到更精確之定位。

在各種應用範圍中,通信手機(Cell Phone)定位系

統市場方面,未來如能將GPS定位系統功能加入或

是融入通信手機之中,提高通信手機應用功能,使

通信手機也具有定位功能。對於找尋人員位置之定

位,及提供如滑雪者、健行者、大自然愛好者及登

山者利用 GPS 定位系統功能找到目的地及回家之

最短路徑。美國政府相關單位計畫在公元2001年

10月1日後,將所生產之通信手機(Cell Phone)全

面具有 GPS 定位系統功能,此計畫對於通信手機

(Cell Phone)及GPS定位系統製造業者將是一個未

機商機。 

http://members.tripodasia.com.tw/molex_liao

/newpage11.htm，47 C.F.R.20.18. 
11 電子地圖搭配全球定位系統之服務，目前國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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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貿然投入軟硬體建置成本，故定位服務多屬於

使用者主動索取模式(Pull mode)，還未進入業者推
播模式(Push mode)12。 
定位系統的價值鏈中，圖(一)中之行動通信業

者，網路接取業者，應用開發公司及設備供應商皆

是此服務成功的關鍵。電信業者可利用正在興起的

全球衛星定位服務(GPS)，毋需透過國外當地的電

信業者來找到自己用戶位置所在，但以網路為基礎

的定位技術，其漫遊協定是不可或缺的，無論如

何，電信業者知悉用戶的所在地，各種行動商務的

機會便隨之而來。但在定位服務過程中，用戶個人

資料因無線與有線的傳輸過程，無可避免的會暴露

在電信業者及網路接取業者手中，有學者就將這種

定位技術戲稱為「電子狗標籤」(digital dog 

tags)13，其實不難理解個人定位資訊即是個人生活

習慣的相互對照，例如在網路上透過消費者所瀏覽

的網站、購買的商品、訂閱的雜誌，已可側寫出一

個消費者的電子足跡(electronic footprints)，

進而追溯以得知其生活品味、興趣、及思想，而定

位服務所產生的憂慮正和此點相同，除了行動電信

業者可能會根據個人定位資訊來寄送出許多個人

化廣告外，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個人定位資訊若洩

露給第三人，如其他市場商人、司法部門、雇主甚

或犯罪者時，所造成的隱私權侵害將會被擴散，而

可能戕害了我們的其他生命、自由、財產或工作的

基本權利。 

定位服務所涉及的主要是用戶與業者間之私

法契約關係，可分為使用者主動索取模式(Pull 
mode)，及業者推播模式(Push mode)；若為用戶主
動申請者，則其定位資訊之控管及法律爭議，會直

至行動電信業者為契約約定外使用時才產生。但若

是業者主動發送資訊之情況，會涉及用戶是否願意

接收手機上傳遞的廣告或其他資訊，與用戶是否願

意暴露自身位置此二問題，前者較單純，可透過降

低費率等方式事前與用戶協議，提高用戶接受程

度，此涉及財產權侵害；惟後者，關於用戶位置之

資訊取得，一方面這是定位服務之前提，另一方

面，獲得此資訊並不限於行動通信業者，尚包括提

供網路接取業者(ISP)，其流程如下圖14： 

手機      電信公司       ISP       WAP 

 

                                                                         
九福科技與康訊科技有此類產品問市，九福科技公

司http://www.geoinfor.com.tw。 
12 地理資訊服務紛走入行動裝置，鍾翠玲報導，
CNET 新 聞 專 區 ， 91 年 1 月 23 日 ，

http://www.geoinfor.com.tw/newspaper/200201

23.htm。 
13 Keith Perine, Talking About Wireless 

Privacy, The Industry Standard, Dec. 25,2000.  
14行動通訊發展，文魁資訊有限公司出版，頁

8-10，民國90年。 

Gateway15      WML網站 

 

在個人財產權及隱私權的規範面上，究應如何

保障，實為資訊時代裡的重大挑戰，以下以美國及

歐盟立法為例，針對個人資訊隱私發展加以分析，

以作為我國立法之借鏡。 

    
3. 資訊隱私權之發展 
 
傳統上所討論之隱私權16與現今資訊時代所探

討之隱私權有極大的差異，在過去，儘管我們個人

的出生記錄、教育記錄、就醫記錄、保險單記錄、

買賣記錄等是可被知悉或散布的，但若要將這些資

料完整蒐集的過程卻是繁瑣且複雜的，或許也僅有

政府可負荷此等高成本的事務，然而在網路化的社

會中，我們每日均將自己的紀錄以電子化足跡散佈

各地，因而我們所需擔憂的不僅是隱私權受侵害的

問題-消極防禦面向，更應注意的是我們對於自身

資訊的自我決定權已慢慢喪失-積極主動面向17。而

於科技匯流的今日，我們所面臨的隱私權議題已超

越數十年前的型態18，不僅因平台(platform)的差

異所造成隱私權侵害之即時性及廣泛性，更重要的

是個人對於自身資訊的主動掌控能力。 

    所謂「資訊隱私權」，有認為乃指「非侷限於

不讓他人取得我們的個人資訊，而是應該擴張到由

我們自己控制個人資訊的使用與流向」，亦有認為

其意義在於「在沒有通知當事人並獲得其書面同意

之前，資料持有者不可以將當事人為某特定目的所

提供的資料用在另一個目的上」 。簡而言之，資

訊隱私權的中心思想乃在於：個人不僅是個人資料

產出的最初來源，也是其正確性、完整性的最後查

核者，以及該個人資料的使用範圍的參與決定者。

由此可見，資訊隱私權所別於古典隱私權之消極防

禦性質者，在於其已具有積極請求權的性質，此種

明白告知及參與決定的個人資料支配權，正是現代

                                                 
15 WAP Gateway閘道器，用以連結兩種不同協定的

設備，在兩者間作協定的轉換，以搭起無線與有線

的橋樑。 
16 最初討論隱私權之文章為，Warren &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4 Harvard Law Review 

193,1890。 
17 Joel R. Reidenberg, Restoring America’s 

Privacy in Electronic Commerce,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999. 
18 1960 年 Prosser 就美國眾多判例及學說中，整
理出四種隱私權侵害的態樣：1.侵入原告的獨處

2.公開原告難堪的私人事實 3.令原告受到錯誤的

公眾印象 4.為被告的利益，自原告姓名或其他處

獲利。Prosser ,William L., Privacy﹝A legal 

analysis ﹞ ,California Law Review,1960, 

Vol.48, pp.338-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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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制度的最重要機制之一。 

 

4. 美國相關立法 
 
1974年聯邦隱私法(The Privacy Act of 1974)

是第一個美國國會所通過之隱私保護法案，對於聯

邦政府處理及使用個人資料規範十分詳盡，也建立

一隱私保護觀察委員會(Privacy Protection 

Study Commission)，針對該法之個人隱私保護作

定期之觀察與報告。而 1986 年電子通訊隱私法

(The Electric Communication Privacy Act, ECPA)

主要是針對網路監聽（聲音訊息）以及電子郵件（非

聲音訊息）之隱私權保護。此外，1988 年電腦比

對及隱私權保護法(Computer Matching and 

Privacy Act of 1988)主要是針對政府之「例行使

用19」問題-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與其使用目的之間

是否相當-涉及行政效率之判斷以及個人隱私權之

保護，故本法規定需設資料正直理事會

(DataIntegrity Board)，並要求於資料比對後，

如欲對個人採取不利行動前，必須經過獨立之查

證。 

在1996年美國電信法第222條中亦明文規定
20：「關於消費者資訊的隱私權保護，電信業者

(telecommunications carrier)有義務去保護關

於消費者之私人資訊的隱密性。」電信法中針對電

信業者在收集消費者私人網路資訊(the Consumer 

Proprietary Network Information, CPNI)後之使

用、公開，有嚴格的限制，而CPNI包括了個人位

置、發話目的地、電信服務使用量及個人其他相關

資訊等21。1999 年經無線通訊及公共安全法

(Wireless Comminications and Public Safety 

Act )22的增補後，包含CPNI之定位資訊的解釋，

並明訂電信服務提供者在公開或使其他人知悉用

戶之位置資訊前須經其事前同意授權( express 

prior authorization )，但該對於該程序並未有

詳細規定，故FCC近來已開始制訂相關「合理使用

定位資訊準則」(fair location information 

practices)23。 

                                                 
19 依據1974年美國隱私法規定，政府機官員則不

得向他人或其他機關公開個人記錄，除非係例行使

用。例行使用係指：就公開某項紀錄而言，其使用

之目的與原先蒐集之目的相同。 
20 47 U.S.C.222(a) (2000). 
21 47 U.S.C.222(c)(1) (2000). 
22 Pub. L. No. 106-81,113 

Stat.1288-1289(1999). 
23 Comments of Cingular Wireless, LLC, In 

Matter of Cellular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 ’ s Peptition for 

Rulemaking To Establish Fair Location 

Information Practices(Apr. 6,2001), 

5. 資訊隱私權之成本分析 
 

在現代社會中，隱私權是生活品質中重要的構

成因素，無論是對個人或團體，皆需支付相當的成

本，如同Richard Posner所說的：「隱私資訊的

需求來自於兩方面，一方面是要刺探資訊的一方，

這些人需要獲得個人資訊以供對個人評斷之依

據，另一方則是需利用誤導的資訊來進行交易。24」

由經濟學的角度觀之，對於個人資訊之揭露需要成

本，則相對取得資訊即為效益，故隱私應為一種權

利，然隱私的市場價值如何，應交由市場法則來決

定。例如個人提供個人資料給業者時，該業者以告

知蒐集該筆資料乃為郵寄特定名單為目的，則業者

為獲得該筆資料所提供給當事人之對價-即為成

本，則雙方在交易中所獲得之利益必然大於所付出

之成本（否則交易不會成立），故此筆交易乃是對

於資源作了有效率的利用。然與市場交易無關之隱

私，如家庭，婚姻或子女關係等身份關係，則與經

濟利益無關，惟其涉及或與交易目的牽連時，如第

三人向夫或妻請求財產上給付，則此時夫妻婚姻關

係存續與否則與市場交易有牽連關係，此種個人資

訊之揭露即具市場價值。 
隱私權並非一絕對的概念，並非絕對的有利或

有害，其價值可能因所欲達成之目標而深遠或細

微，例如：對某人資訊未揭露之隱私權保護，可能

使不適任之人獲得一份工作，則對於該人來說是具

有價值的，但相反地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是花費成

本。又例如，隱私權可保障個人不受垃圾郵件的干

擾，但對於某些人而言，可能或因接收這些郵件而

受到經濟上的利益。因此隱私權之價值或成本並非

絕對的截然可分，個人的隱私權利益可能與他人或

社會之其他利益衝突，甚至與其自身的他種利益衝

突。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試圖在Whalen案中建立

的Balancing Test25，即先檢視是否有實質侵害之

效果，若無則政府可被推定無隱私權侵害之行為，

若有實質侵害效果，則需進一步檢視是否有迫切之

政府利益，得以為合憲之理由；然而這種個案式的

利益衡量方式仍未提供我們一套檢驗標準，因此我

們仍應回歸隱私權本質的探求，並將資訊隱私權與

                                                                         
http://gullfoss.fcc.gov/cgi-bin/websql/prod

/ecfs/comsrch<uscore>v2.hts. 
24 Richard A. Posner, The Right of Privacy,12 

GA.L.REV.393,1978. 
25 在Whalen v. Roe案中，Brennen大法官僅指出，

本案由於政府在處理個人資料上持嚴謹態度，對於

所蒐集的個人資訊有很周全的保護，政府因此不必

證明受指責的法律(藥物控制法)是控制藥物濫用

所絕對必須。但若政府之法律確實有侵害之效果(a 

statute that did effect such a deprivation)，

則該法必須有助於政府迫切利益才合於憲法之規

定。Roe v. Wade,410 U.S. 113.,1973.Eisenstadt 

v. Baird,405 U.S.438,464,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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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隱私權做出區隔觀察，才能確實尋求出解決的

途徑。 

正如哈伯瑪斯在其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

型」序言中指出：「隨著電子媒體的興起，娛樂與

信息的不斷交融，所有的領域趨於集中化，⋯具有

操縱力量的傳媒褫奪了公眾性原則的中立特徵，大

眾傳媒影響了公共領域的結構，同時又統領了公共

領域。26」因而在新興科技的生活中，網際網路自

身特性所形成的社會價值與文化規範恰另建構了

新的界限，如Lessig主張應形塑(architecture)

一套屬於網路文化的規範，他認為對於隱私權保護

的觀念應該逐漸揚棄過去以賠償機制(liability 

regime)為中心的思想，而以財產機制(property 

regime)的觀念取代。賠償機制需當事人對故意過

失及損害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另方面受損害之隱

私權價值通常僅限於一般理性之人所應受賠償之

額度，但隱私權常帶有一情感上連結(a 

sentimental attachment)，受侵害者之隱私權價

值是主觀的，以一般客觀合理經驗判斷並不妥當。

然若引入財產機制，係將個人隱私權視為可交易之

客體，交易雙方可透過事前的約定明確地訂出雙方

的權利義務，其特徵在於協議(NEGOTIATION)，賦

予當事人對於其資訊的控制權及價值決定權，於此

隱私權所內含之自治與價值決定權亦同受保障，並

且透過市場機制的手，使得雙方均可達成其合理且

滿意交易(at a price that makes neither party 

worse off)27。現今的賠償機制僅止於保護事後的

交易安全，而財產機制卻預先賦予當事人選擇權，

不僅可使隱私權的主觀價值受到較佳的保障，另可

降低事後無盡的訴訟紛爭數量。而在適用財產機制

上，並非對於所有的私人資料皆有保護，例如涉及

不實或對他人產生損害等資訊則不在此限；並且財

產機制的採行，在技術層面需確保透過當下網際網

路或行動通訊的平台，交易當事人雙方具備合理可

期待的協議環境（透過機器為之，非人與人間實體

接觸而為協議），且隱私權可有效受到保護，則此

機制方有落實之可能。 

 

6. 我國行動通訊之隱私權法制檢討 
 

在定位服務中，用戶個人資料因無線與有線的

傳輸過程，無可避免的會暴露在電信業者及網路接

取業者手中，在個人隱私權的規範面上，應區分為

資料儲存，與資料利用兩方面。對傳輸安全性之維

護及相關責任歸屬，依照電信法第六條：「..電信

業者並應採適當並必要之措施，以保障其處理通信

之秘密。」按電信事業分為第一類電信與第二類電

                                                 
26 哈伯瑪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68年初版，

1990年二版），學林出版社譯，頁15，1999年1

月。(簡體字版) 
27 Lawrence Lessig,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p.160,161,1999. 

信，故行動通信業者自受電信法規範，而ISP為第

二類電信事業，亦受規範。而電信法第六條所謂「適

當且必要措施」乃是一不確定法律概念，其內容非

明確即可理解，且若電信事業怠於為該義務，或其

防止措施不足防止損害發生，該用戶除經契約求償

外（舉證上不易），電信法上並無明訂違反之相關

罰則（對於電信業者似無其他行政或刑事上之處

罰）。以下就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電

資法）之相關規定介紹： 

1.事前：行動商務中用戶之資料無可避免地會受到

業者掌握，依電資法第十八條：「非公務機關對

個人資料之蒐集或電腦處理，非有特定目的，並

符合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之：一、當事人同

意。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而對

當事人權益無侵害之虞者⋯.」若依本條，是否

用戶與電信業者簽訂租約後，即可推定用戶放棄

其個人資料的控制與利用？此點與前述美國判

例中針對銀行金融記錄，客戶為享受銀行之服

務，則對其金融記錄無合理的隱私權期待之立論

相近，蓋於租用契約中關於用戶資料處理部分，

應屬於民法第153條第二項非必要之點，未經表

示同意者，推定契約成立。 

2.事後：然該租用契約之成立並非即可正當化業者

對於個人資料之使用，因用戶對於其自身資訊有

一財產上利益（業者得就用戶所在位置傳送消費

者鄰近之資訊與廣告）。 

(1)資料儲存：針對個人資料儲存部分，於電資
法中並未課與非公務機關一保存及維護義務，

但依電信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管理辦法第十二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則明訂電信業者有一維護保

存個人資料檔案之義務，並於個人資料檔案之

安全維護計畫標準中，明文個人資料建檔，設

定密碼與製作使用記錄；個人資料應儲存於軟

式磁碟片上並定期拷貝；非經允准不得刺探或

使用個人資料；以及個人資料檔案使用完畢，

不得留在電腦終端機上。但可參考美國電子通

訊隱私法中，針對聲音及非聲音信息為不同的

規範，尤其是針對ISP系統管理者介入或檢查

之程序，以及資料儲存之期限⋯等，宜增修於

本條第二項之個人資料檔案之安全維護計畫標

準中。此外本辦法第十條中規定用戶得向電信

業者為確認個人資料存在，請求製給副本，請

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電腦處理或利用，以

及請求刪除之權利，且上揭權利不得預先拋棄

或以特約免除，此正符合電資法之立法目的，

在於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

理使用。 

(2)資料利用：依電資法第六條規定，個人資料
之利用需尊重當事人權益，不得逾越特定目的

之必要範圍。故雖用戶已同意使行動業者知悉

其所在位置，並藉此發送相關廣告資訊，但該

同意僅限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即定位服務

上，故若行動業者將用戶之位置資訊蒐集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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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途者，則逾越電資法第六條之特定目的

及必要範圍的限制。於此，個人資訊並不因業

者所提供之對價（較低之電話費率）而產生耗

盡，故若未經當事人第二次同意，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當事人權益，對於

個人資料為非法輸出，干擾⋯行動通信業者及

ISP 業者需依電資法第三十四條，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此外，若有違反電資法其他規定，致當事人權

益受損者，電信業者亦應依電資法第二十八條

負損害賠償責任。 

 
7. 結論 
 

二十一世紀以來，電腦及通訊技術發展及社會

轉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也隨著科技發展而愈

形緊密，網際網路無國界，表現特殊性，普及性及

其即時廣泛性的特色，也使得傳統的公私領域分界

欲趨模糊，我們所強調的隱私權保護亦應放在轉型

社會的脈絡下討論，方得正確掌握其內涵。而傳統

上對於隱私權侵害的過失賠償機制(liability 

regime)，也逐漸因隱私權的財產化，而將其視為

具有市場價值且可作為交易客體(property 

regime)，由此資訊所有人由消極被動之地位，轉

向積極主張自我控制資料權利，此正符合資訊隱私

權的中心思想：個人不僅是個人資料產出的最初來

源，也是其正確性、完整性的最後查核者，以及該

個人資料的使用範圍的參與決定者。 

而藉由價值與成本分析，資訊隱私權不宜再視

為最終利益，毋寧只是為達成其他目標之工具性手

段，但其所內含之自治，情緒抒解，自我價值與決

定權，以及溝通限制與保護之價值，仍為人性不可

侵犯性之延伸，衡量其與社會上其他利益之關係，

而可做出退讓。最後，資訊持有或產出人之隱私權

保護，與公共利益之間的權衡，雖由Whalen案中

可以是否具迫切政府利益為斷，惟此種不確定法律

概念之適用仍較模糊，就網路社會文化與價值形塑

一套規範實有必要，而將隱私權是作財產利益之機

制，落實在行動商務的交易中，有其重要意義，將

隱私權交由當事人與業者間協議，不僅可真正彰顯

出隱私權的價值，亦符合隱私權所欲追求的自治及

自我決定的價值，最重要的是能與網路發展的精神

相符。 

 
8. 參考文獻 

 
[1] Ellen Alderman &Caroline Kennedy 著，吳

懿婷譯，隱私的權利，商周出版，民國90年。 

[2] 行動通訊發展，文魁資訊有限公司出版，民國

90年。 

[3] 劉靜怡，網路社會的資訊隱私權保護架構：法

律經濟分析的初步觀察，香港二十一世紀月刊，民

國90年。 

[4] 黃明珠，後行動通訊時代之經營模式，萬國法

律，民國90年10月。 

[5] 林發立，行動商務與交易安全，萬國法律，民

國90年10月。 

[6] 黃三榮，行動商務(Mobile Commerce)之法律

入門，萬國法律，民國90年10月 

[7] 徐鳳美，行動商務行不行，網路通訊，民國

91年01月。 

[8] 陳志遠，行動IP網路之四大應用，網路通訊，

民國91年01月。 

[9] 簡榮宗，網路業者處理個人資料的法律須知，

網路通訊，民國91年01月。 

[10] Lawrence Lessig,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1999. 
[11] Thomas F. Smedinghoff, Online Law, 
269-270,1996. 
[12] Joel R. Reidenberg, Restoring America’s 
Privacy in Electronic Commerce,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1999. 
[13] Aaron Renenger, Satellite Tracking and the 
Right to Privacy, 53 Hasting L.J.549, January 2002. 
[14] Ellen Traupman, Who Knows Where You Are? 
Privacy and Wireless Services, 10 CommLaw 
Conspectus 133, 2001. 
 



 1

應用瀏覽路徑紀錄分析使用者網站行為之研究 
--以國教行政資訊網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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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21世紀知識經濟下，人類藉由網際網路來

獲取資訊顯得更為方便與容易。對瀏覽者在網站

上搜尋資訊時的過程，若有一套能追蹤並記錄瀏

覽者行為模式的處理機制，藉由所收集的記錄經

分析與統計等過程，來了解瀏覽者的習性，將可

作為網站架構建置時與國教決策分析上的重要參

考依據。本研究旨在發展出一套網站行為路徑記

錄分析模式機制，設計一個網站行為路徑記錄器

來記錄網站瀏覽者的行為過程，並運用 Excel 的

VBA設計一個行為路徑記錄分析收集器，及配合

樞紐分析表分析各項資料，包括統計瀏覽器類

型、統計瀏覽器版本、統計瀏覽者行為路徑、統

計瀏覽者拜訪次數、統計網站每時、日、月流量

等。期望藉由本研究所發展出的網站行為路徑記

錄分析模式機制，提供給網站建置者在規劃網站

架構時及決策當局在國教決策時的參考依據之

一，讓國民教育在國教行政資訊網在推動與效能

上能更有助益。 

關鍵詞：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網際網

路(Internet)、統計(statistics)、分析

(analyze) 

1.前言 
目前最流行的套裝軟體作業環境，首推為微

軟公司的 Office Excel，由於它擁有強大外部資料

擷取與分析、圖表、樞紐分析製作及VBA程式應

用等功能，這對研究者在分析及統計上將會是一

大協助。本研究利用 Excel的 VBA設計一個行為

路徑記錄分析收集器來讀取遠端資料庫的資料，

並配合樞紐分析表來分析各項資料，包括統計瀏

覽器類型、統計瀏覽器版本、統計瀏覽者行為路

徑、統計瀏覽者拜訪次數、統計網站每時、日、

月流量等。經由文中所提網站行為路徑分析模式

架構，實作完成各項流程所需機制，並實例應用

在國教行政資訊網站上，驗證其得到成效。 

2.規劃網站行為路徑分析模式架構 
2.1網站行為路徑分析模式架構 

 網站行為路徑分析模式規劃流程如圖 1所

示。在瀏覽者登入網站後，行為路徑記錄器便開

始記錄瀏覽者的相關資訊與行為流程，直到離開

網站為止並將所記錄的資料寫入到行為路徑資料

庫中存放。流程中行為路徑記錄分析收集器在執

行查詢後，會從行為路徑資料庫將資料讀取出到

Excel工作表中，而後配合樞紐分析表作統計瀏覽

器類型、統計瀏覽器版本、統計瀏覽者行為路徑、

統計瀏覽者拜訪次數、統計網站每時、日、月流

量等各項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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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網站行為路徑分析模式規劃流程 

2.2網頁編碼  

為了便於記錄與分析，需對網站網頁分別給

於代號與定義(戴建耘、饒達欽，2000)，本研究規

劃整理如表 1所示。 

表 1 主網頁&次網頁選項代號與定義 

A  = { 按下 「部長的話」按鈕 } 

B  = { 按下 「司長的話」按鈕 } 

C  = { 按下 「公告欄」按鈕 } 

T  = { 按下 「業務介紹」按鈕 } 

K  = { 按下 「重要政策」按鈕 } 

F  = { 按下 「法令規章」按鈕 } 

G  = { 按下 「成果集錦」按鈕 } 

H  = { 按下 「文書回報」按鈕 } 

I   = { 按下 「交流園地」按鈕 } 

J   = { 按下 「國教網站」按鈕 } 

S  = { 按下 「全文檢索」按鈕 } 

E  = { 按下 「English Version」按鈕 

A01 = { 按下「施政報告」按鈕} 

A02 = { 按下「專案報告」按鈕} 

A03 = { 按下「溫馨到家」按鈕} 

B01= { 按下「施政報告」按鈕} 

B02 = { 按下「專案報告」按鈕} 

B03 = { 按下「溫馨到家」按鈕} 

C01={ 按下「重要新聞」} 

C02={ 按下「各種活動」} 

C03={ 按下「法令規章」} 

C04={ 按下「重要會議」} 

C05={ 按下「文書表冊」} 

C06={ 按下「進修研習」} 

C07={ 按下「宣導資訊」} 

C08={按下「縣市政府」} 

C09={按下「研習中心」} 

C10={按下「國教列管業務」} 

C11={按下「國教各科業務」} 

T01={按下「國民教育行政體系」 } 

T02={按下「國教司組織執掌」} 

T03={按下「國教司業務概況查詢」} 

T04={按下「縣市政府國教業務概況」} 

T05={按下「縣市教師甄選與缺額」} 

K01 ={按下「國民教育司」 } 

K02={按下「教育部其他司處」} 

K03={按下「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K04={按下「縣市政府教育機關」} 

K05 ={按下「其他機關」 } 

F01={按下「總類」} 

F02={按下「教育制度」} 

F03={按下「教育行政」} 

F04={按下「組織員額」} 

F05={按下「經費預算」} 

F06={按下「師資檢核」} 

F07={按下「課程教學」} 

F08={按下「學籍學歷」} 

F09={按下「教育資源」} 

F10={按下「幼教法規」} 

F11={按下「依國教司科別法規」} 

F12={按下「依各縣市政府自訂法規」} 

F13={按下「修訂中的法規」} 

F14={按下「其他」} 

G01={按下「統計成果」} 

G02={按下「業務成果」} 

G03={按下「執行進度」} 

G04={按下「獎勵成果」} 

G05={按下「優良事蹟」} 

G06={按下「研究報告」} 

H01={按下「文書傳送管理」} 

H02={按下「註冊填報」} 

H03={按下「公佈欄管理」} 

H04={按下「文書表冊」} 

I01={按下「國教討論區」} 

I02={按下「本站信箱」} 

I03={按下「答客問」} 

J01={按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J02={按下「各級學校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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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3={按下「特定專業網站」} 

J04={按下「相關網站」} 

J05={按下「僑校網站」} 

J06={按下「國外網站」} 

S01={按下「內部資料庫查詢」} 

S02={按下「站內資料全文檢索」} 

S03={按下「站外資料檢索」} 

S04={按下「分類目錄查詢」} 

S05={按下「熱門關鍵字查詢」} 

2.3行為路徑資料庫格式規劃  

 由行為路徑記錄器所記錄的資料(如圖 2)，

必須提供記錄此項資訊的儲存空間，研究中規劃

定義行為路徑資料庫(施威銘研究室，2000)，資料

表如表 2。而實際記錄情況如表 3所列。 

 
圖 2行為路徑記錄器 

表 2 行為路徑資料表 

 

表 3 實際儲存在資料庫的情形 

 

3.分析統計作業模式的建立 
運用Excel的VBA設計一個行為路徑記錄分

析收集器(如圖 3)(陳雅秀，1999)，配合樞紐分析

表分析各項資料，包括瀏覽器類型統計、瀏覽器

版本統計、瀏覽者行為路徑統計、瀏覽者拜訪次

數統計、瀏覽者每時、日、月流量統計等。 

 

         圖 3行為路徑記錄分析收集器 

3.1行為路徑記錄分析收集器 VBA 程式設計 

 設計兩個巨集，分別指定給讀取資料及清除

資料。就 VBA程式設計如下： 

1. 讀取資料 macro1( ) 

Sub Macro1() 

' Macro1 巨集表 

With Selection.QueryTable 

.Connection = _        

"ODBC;DSN=eje;UID=sa;PWD=1234;APP=M

icrosoftRQuery;WSID=SUPERTJH/TJH;DATA

BASE=eje" .CommandText = Array("SELECT 

行為表.代碼, 行為表.瀏覽者 ip, 行為表.瀏覽

路徑, 行為表.瀏覽日期, 行為表.瀏覽器名稱, 

行為表.瀏覽器版本" & Chr(13) & "" & Chr(10) 

& "FROM eje.dbo.行為表 行為表" ) 

.Refresh BackgroundQuery:=False 

End With 

End Sub 

2. 清除資料 macro2( ) 

  Sub Macro2() 

' Macro2 巨集表 

   Range("A5:F3552").Select 

   ActiveWindow.ScrollRow = 1 

   Selection.ClearContents 

End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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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各項統計分析 

 分別建立各項資料表，包括統計瀏覽器類

型、統計瀏覽器版本、統計瀏覽路徑、統計瀏覽

者拜訪次數、網站每時、日、月流量統計等。 

本研究運用 Excel中所提供的排序、篩選等功能

及樞紐分析表工具來達成各項需求分析統計表

(陳俊源，2000)，如圖 4、5、6、7、8、9等。 

 
圖 4統計使用者瀏覽器名稱 

 
圖 5統計使用者瀏覽器版本 

 
圖 6統計十大熱門瀏覽路徑 

 

圖 7網站每月流量統計 

圖 8網站每時流量統計 

 

圖 9網站每日流量統計 

 由以上分析結果可發現，瀏覽者使用 IE瀏

覽器占多數，並且所用版本以 5.0居多;在每月流

量分析中發現，三月份有2346人次，推究主要因

素為三月是英語師資相關訊息公佈所致;每天時

段以 9時至 11時及 14時至 16時兩個時段為最高

峰，推究原因可能該時段接近午休及下班時間;在

最熱門瀏覽路徑分析中，可瞭解瀏覽者最喜歡的

網站行為，研究中發現，大部分瀏覽者常一來就

離開本站，推究原因可能 1.首頁開啟畫面過久，

造成瀏覽者不耐久等 2.網站內容無法滿足等。這

可作為網站建置者在維護上的參考依據之一，其

次瀏覽者喜歡到公佈欄去查看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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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論與建議 
經由以上研究中發現，將網站資料伺服器

(data server)的資料庫，運用 Excel的 VBA程式設

計來作資料處理與分析，可簡化工作流程，並自

行設計符合需求的工作環境達到客製化 

(customized) 目標。此外，應用試算表 Excel本身

所提供的排序、篩選及樞紐分析表等工具，可讓

研究者對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等工作更事半功

倍，而圖表物件使得工作表上的數值資料轉變成

圖表顯示，更強化了視覺效果。因此，本研究運

用 Excel 的 VBA程式功能設計出行為路徑記錄

分析收集器來讀取遠端資料庫伺服器上的資料，

並運用樞紐分析的作業功能統計各項資料，作為

網站建置者在規劃網站架構時及相關人員在國教

業務執行上的參考依據之一，讓國民教育在國教

行政資訊網上推動與效能上能更有助益。根據本

文的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對 Excel擷取與處理

外部資料功能上，可利用Web Query的技術來擷

取網頁上的資料，作為相關研究議題之參考。 

 5.參考文獻 
[1] 戴建耘、饒達欽(2000)。國民教育資訊傳網 

建置與推廣計畫期末報告。台北：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 

[2] 施威銘研究室(2000)。SQL Server7.0 設計實 

務。台北市：旗標。 

[3] 陳雅秀(1999)。深入淺出 Excel 2000/VBA程 

式設計。台北市：松崗。 

[4] 陳俊源(2000)。Excel 2000 進階應用-整合 

SQL Server資料庫。台北市：松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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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資訊科技素養研究──以政治大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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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參考學者李德竹研擬的國民資訊

素養基本能力指標，發展出「資訊科技素養」指標、

評估政大學生的資訊科技素養概況。研究發現，政

大學生對資訊科技素養各項指標的自我評估以 

「能夠/經常製作網頁」明顯偏低；各學院間無明

顯的資訊科技素養落差；女同學對資訊科技素養的

自我評估略低於男同學；大一同學使用行政資訊系

統的能力待加強；同學對使用資訊科技有自信心不

足的傾向。同時，與師長和行政人員相較，同學們

認為自己和同儕在網路上檢索資訊和收發電子郵

件的能力和頻率比較高；且認為師長和行政人員學

習電腦操作、應用軟體和網頁製作的意願不如自

己。結果也顯示，政大學生對製作網頁、電腦概論

和網際網路概論等課程有高度需求。 

 

關鍵詞：資訊(科技)素養 資訊科技素養評量指標 

 

1. 研究動機 
 

在消費與應用資訊科技的門檻仍具高不下的

時期，科技產品的使用與應用能力是少數人才能擁

有的稀有資源，一般人只能被動地做資訊的接收者

或消費者。時至今日，隨著資訊教育的推廣和科技

產品的量產普及，每個人都可能變成資訊的生產與

傳播者，此時除了擁有資訊技術與操作能力，使用

者更需要對人文社會有深刻的認識與關懷，才能彰

顯應用資訊科技的價值。 

以此反思我國大學院校的資訊教育，向來走專

業化道路，高中文理組學生的分流教學加上大學通

識教育的理念目標很難落實於學生實際的修課狀

況之中，非資訊科學或資訊管理等專業系所的學生

通常較少機會接觸資訊科技的素養教育；而資訊相

關專業系所的學生又多缺乏深刻的人文素養。這種

落差在以產製數位內容為主的社會將是一種劣

勢、也是缺撼。大學校園本為國家的知識寶庫與人

才培養基地，應該重視資訊素養教育，培育能平衡

發展人文與科技知識、具資訊素養的專業人才，為

社會做出實質貢獻。 

瞭解和使用資訊科技正是資訊素養的重要環

節之一，也是國民資訊素養的基本能力，各大學在

推動資訊素養教育時，應時常關注並提昇師生使用

資訊科技的知識與能力，鼓勵師生將資訊科技引為

助力、突顯各學科領域的不同特長與價值、培養兼

具科技與人文社會視野的人才。 

創校以來向來以人文社會科學見長的政治大

學，著眼於資訊時代對大學教育理念與教學方式的

衝擊，正著手研擬未來 3至 5年推展資訊科技的方

向與策略。1在以人文社會科學學生居多的狀況下

為規劃資訊素養教育的願景目標，必須先瞭解同學

們的資訊科技素養概況，以作為日後規劃資訊素養

教育的參考。 

因此，本研究參考李德竹於 2001 年提出的國

民資訊素養基本能力指標，嘗試發展成以使用電腦

                                                             
1政治大學為因應中長程校務發展之需要，於去年 7
月起由電子計算機推展委員會組成研究小組研擬

「資訊科技白皮書」，探討未來 5至 10年間資訊科
技在政大所扮演之角色，並發展推展資訊科技的方
向與策略。本研究為其中部分子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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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網路軟硬體知識與能力為主的資訊科技素養指

標，藉以評估政大學生的資訊科技素養現況。同時

分析政大學生對資訊相關課程的需求，對政大推動

資訊素養教育提出建議。 

 

2. 文獻探討 
2.1資訊科技素養與資訊素養  

「素養」，或稱「識讀」(Literacy)一詞，原指

一個人是否具有聽、說、讀、寫文字的能力。其意

思可擴充為一個人擁有某種程度學科的知識能

力。可見「素養」是個具變化性概念的用字，會隨

著整體社會環境的變化，而有不同的定義與內涵

(李德竹，2000，p.3)。像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與

媒體的蓬勃發展便有電腦和網路素養、媒體素養等

名詞出現。 

圖書資訊學者 Charles McClure(1994)認為，電

腦和網路素養名詞的出現不應該只是對傳統素養

的補充，而是使我們重新思考「素養」在一個電子

社會(an electronic society)裡應代表什麼意義。他認

為，「網路素養」代表著一個人知道全球網路資源

與服務的範圍與用途；瞭解網路資訊對解決問題與

從事日常生活的角色與功能；以及瞭解網路資訊生

產、管理與傳輸的系統。並且有懂得利用不同蒐尋

工具在網路上檢索特定資訊的能力；擁有將網路資

訊與其它資源整合、在特殊情況下強化資訊價值的

能力；以及利用網路資訊協助解決與工作相關或個

人生活中的問題、提高整體生活的品質(McClure, 

1994, p.119,引自 Tyner, 1998, p.75-77)。 

同為圖書資訊學者的 Stuart Sutton則認為，「電

腦素養」包捂了(1)懂得使用科技：對電腦硬體系統

與網路系統運作有基本的了解，能自在地處在電腦

與網路的環境之中；(2)懂得使用資訊生產的工具：

能夠運用電腦軟體取得既有資訊、處理各種資料以

創造出各種新形式的資訊(Sutton, 1994, p.11,引自

Tyner, 1998, p.78-79)。由此可看出，網路和電腦素

養不只是一種使用資訊擷取工具的能力，同時是一

種懂得創造、再現資訊的能力。本研究著眼的資訊

科技素養便是指使用電腦與網路軟硬體蒐尋、處理

與再現資訊的知識與能力。 

上述有關資訊科技素養的討論其實還可含納

於更廣義的「資訊素養」之中2。既有文獻對資訊

素養的定義也有豐富討論，顯示資訊素養是一種多

重的(多面向的)素養。根據美國圖書館學會(1989)

和國內外學者專家李德竹(2000)、Jones(1992)、

McHenry and Wu(1992) 、 Olsen(1992) 、

Curran(1990) 、 Rader(1990) 、 McCrank(1992) 、

McClure(1994)、Spitzer和 Breirik(1990)對資訊素養

定義內涵之闡釋總結，所謂「資訊素養是培育國民

具備瞭解資訊的價值，在需要資訊時能有效率地查

詢資訊、評估資訊、組織資訊與利用資訊，資訊素

養內容包含傳統素養、圖書館素養、電腦素養、媒

體素養、網路和技學素養。」(李德竹，2001，p.3)。 

在李德竹(2001)擬定國民與圖書館員資訊素養

的評量指標與培養方針的研究中也發現，有 90%以

上的學者專家同意學校在培育國民資訊素養，應該

充實圖書館館藏、開設網路教學課程，包括如何上

網、使用 E-mail, BBS, Internet等、開設網路資源

應用課程、加強圖書館利用教育、教導學生利用各

種工具書、寫作報告、以及教導學生資訊倫理及網

路禮節的概念等。其中87.9%的學者專家同意多開

設電腦相關課程、82.4%同意應廣設電腦教室 

(p.15-16)。 

而有 91%的學者專家認同學校老師在培養國

民具備資訊素養的措施中，老師應於課程中充份利

用圖書館、教導學生如何查檢使用圖書館的藏書

等、教學應充份結合學校社區中各種資訊資源、多

介紹各種資訊媒體以及教導學生使用電腦軟體等

(p.18-21)。由此顯示，在資訊科技發達的現代社

會，各級學校在推動資訊素養教育時，仍有必要教

導學生學習善加利用圖書館資源和使用資訊科技

工具蒐集、處理資訊。 

2.2資訊科技素養的評估  

為了評估大學生的資訊科技素養，本研究參考

李德竹針對資訊素養各種能力所研擬的國民資訊

                                                             
2「資訊素養」一詞在1970年代即出現於美國(林麗
娟，2001，p.29)。李德竹(2000)曾詳細解釋資訊素
養的意義、內涵及其演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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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基本學習及能力指標，加以擴充為資訊科技素

養評估指標。李德竹匯集學者專家及圖書館專業人

員的意見，經由統計結果整理出三大類國民與圖書

館員的資訊素養程度能力指標，分別為基本、中級

及高級能力三種。其中國民資訊素養應具備基本的

基本能力如下(p.18-21)： 

(1) 讀、寫、算的基本能力； 

(2) 傳播資訊的能力，例如參加網路討論群； 

(3) 電腦使用與操作能力； 

(4) 使用網路的基本能力，例如 E-mail、

Netscape、Gopher等； 

(5) 使用電腦應用軟體能力； 

(6) 具備網路基本概念，例如上網指令操作、

網址的概念等。3 

 

綜合文獻中對電腦和網路素養的意涵闡釋以

及上述國民資訊素養的六項基本能力，本研究將資

訊科技素養定義為「使用電腦與網路軟硬體蒐尋、

處理與再現資訊的知識與能力」，同時參考政大的

資訊環境現況、也發展出資訊科技的「使用能力」

指標，且擴充至「使用頻率」和「學習意願」二個

面向。至於評量的技術，採取學生自我評估與相互

評鑑的方式，評量自己與他人(包含其他同學、師

生和行政人員)的資訊科技素養概況。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政治大學「資訊科技白皮書」的部分

研究子題(見註 1)。在擬定白皮書時，為規劃政大

的資訊素養教育方向，必須先瞭解政大同學的資訊

科技素養現況，而設計了資訊科技素養調查問卷。

分別針對資訊科技素養「使用能力」、「使用頻率」

以及「學習意願」三方面發展指標。問卷分為四大

                                                             
3而國民資訊素養「中級能力」有以下七項：(1) 熟
知獲取資訊管道的能力；(2) 實際問題組織資訊的
能力；(3) 資訊準確性與完整性的判斷能力；(4) 資
訊運用於決策的能力；(5) 評估資訊價值的能力；
(6) 檢索與使用各種資訊媒體能力；(7)依據資訊需
求研擬問題。 

部分：第一部分請受訪者對自己的資訊科技素養狀

況做自我評估；第二部分則請受訪者對每個對象

(周遭同學、師長與行政人員)的觀察或接觸經驗，

為每個項目所描述的資訊科技素養狀況做整體評

估。評估方式採用「評分法」，分數由 1至 10 分，

以 6分為及格。第三部分則請受訪者指出學校目前

缺乏、但應該開設的資訊相關課程，藉以瞭解學生

對資訊課程的需求。在第四部分請受訪者填寫個人

基本資料，以便進行分析。 

問卷上請受訪者自我評估的指標為： 

(1)已具備之能力 

l 我能夠獨立操作個人電腦軟硬體 

l 我能夠使用電腦做文書處理 

l 我能夠在網際網路上瀏覽與查詢資料 

l 我能夠收發 E-Mail 

l 我能夠製作網頁 

l 我能夠使用本校行政資訊系統（例如成

績查詢等） 

l 我對自己的資訊使用能力的整體評估是 

(2)使用頻率 

l 經常使用電腦做文書處理 

l 經常在網際網路上瀏覽與查詢資料 

l 經常收發 E-Mail以做為溝通聯絡的管道

之一 

l 經常製作網頁 

l 經常使用行政資訊系統 

l 我對自己的資訊使用頻率的整體評估是 

(3)學習意願 

l 我對學習電腦與網路基本操作技能的意

願很高 

l 我對學習電腦應用軟體的意願很高 

l 我對學習使用 E-Mail的意願很高 

l 我對學習製作網頁的意願很高 

l 我對學習使用行政資訊系統的意願很高 

l 我自己學習意願的整體評估為 

 

問卷上請受訪者對周遭同學、師長與行政人

員的資訊科技素養做整體評估的指標為： 

(1)已具備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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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能夠獨立操作個人電腦軟硬體 

l 能夠使用電腦做文書處理 

l 能夠在網際網路上瀏覽與查詢資料 

l 能夠收發 E-Mail    

l 能夠製作網頁    

l 能夠使用本校行政資訊系統  

(2)使用頻率   

l 經常使用電腦做文書處理 

l 經常在網際網路上瀏覽與查詢資料 

l 經常收發 E-Mail以做為溝通聯絡的管道

之一 

l 經常製作網頁 

l 經常使用行政資訊系統 

(3)學習意願 

l 對學習電腦與網路基本操作技能的意願

都很高 

l 對學習電腦應用軟體的意願都很高 

l 對學習收發 E-Mail的意願都很高  

l 對學習製作網頁的意願都很高 

l 對學習使用行政資訊系統的意願都很高  

 

研究採立意抽樣，於 2001年 11月中旬由研究

人員到政大通識課「媒體素養概論」的課堂上向同

學發出研究問卷，請受訪者當場填畢問卷後立即回

收。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98 份，其中女生 67 人(佔

68.4%)、男生31人(佔 31.6% )。如以年級區分，則

大一學生有 23人(23.5%)、大二 38人(38.8%)、大

三 20人(20.4%)以及大四 17人(17.3%)。受訪者所

屬學院分別為：文學院學生 12人(12.2%)、外語學

院 15 人(15.3%)、法學院 4人(4.1%)、社會科學學

院 35 人(35.7%)、商學院 20 人(20.4%)、國際事務

學院 2 人(2.0%)、理學院 4人(4.1%)以及傳播學院

6 人(6.1%)。這些學生是經由電腦亂數抽籤才選上

該門通識課，恰巧使得本次調查樣本在所屬學院的

分佈上與母群體(全校大學部學生)相近。 

 

4. 研究結果及討論 
4.1政大學生資訊科技素養調查分析  

(1)資訊科技素養自我評估 

研究發現，同學對自己的資訊科技使用能力的

整體評估分數達 7.0，在資訊科技使用能力的各項

指標上平均得分幾乎都在 6.9 以上，其中以「能夠

收發 E-mail」的平均得分最高，有 9.0；其次分別

為「能夠使用本校行政資訊系統」(8.7分)、「能夠

在網際網路上瀏覽與查詢資料」(8.6分)、「能夠使

用電腦做文書處理」(7.6分)、「能夠獨立操作個人

電腦軟硬體」(6.9 分)，而以「能夠製作網頁」的自

我評估明顯偏低，只有 3.5分。 

在「使用頻率」方面，同學對自己使用資訊科

技頻率的整體評估分數為 7.3，分項評估以「經常

在網際網路上瀏覽與查詢資料」得分最高，為 8.6，

其它依序為「經常收發 E-mail 做為溝通聯絡的管

道之一」(8.3分)、「經常使用電腦做文書處理」(7.6

分)、「經常使用行政資訊系統」(6.6 分)，而以「經

常製作網頁」的自我評估最低，僅 2.5分。 

而在「學習意願」方面，同學對學習使用資訊

科技意願的整體評估達 7.4分，其中以「學習使用

E-mail的意願很高」的自我評估最高，為 7.9分；

其次是「學習電腦應用軟體的意願很高」以及「學

習電腦與網路基本操作技能的意願很高」三項評分

都在 7.8 左右。同學對「學習使用行政資訊系統的

意願很高」的評分有 7.1。而在「學習製作網頁的

意願很高」也達 6.6分，這與同學自評缺乏製作網

頁的能力相互呼應。 

l 學院之間無明顯的資訊科技素養落差 

不同學院學生對於自己在使用資訊科技的能

力、頻率和學習意願方面的評價差別不大。但是理

學院學生對於自己使用電腦做文書處理的頻率的

評估(4.5 分)明顯低於其他學院學生的自我評估(各

學院平均在 7.1 分以上)。 

l 女同學對資訊科技素養的自我評估略低於

男同學  

整體而言，女同學對於自己在資訊科技的使用

能力、頻率和學習意願各項指標的評分都略低於男

生對自己的評估。只在「經常收發 E-mail 做為溝

通聯絡的管道之一」以及「對學習使用 E-mail 的

意願都很高」二項指標上的評分高於男生。 



5 

l 新鮮人使用行政資訊能力待加強 

進一步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方式分析(群組間差異達到.05 顯著水準、則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受訪者對於自己使

用行政資訊系統能力的評價明顯高於對師長和同

儕的評價。但是，大一學生對於自己使用行政資訊

系統能力的評價，明顯低於學長姐。同時，大一學

生對自己能夠使用電腦做文書處理的評估也明顯

低於大四同學的自我評估。 

(2)對他人資訊科技素養的評估  

l 對同儕的評估  

一般學生在「使用能力」與「使用頻率」各項

指標的評分都略低於對其他同學的評估，其中「能

夠／經常使用電腦做文書處理」、「能夠使用本校行

政資訊系統」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此結果顯示同學

們對使用資訊科技有自信心不足、尚待加強之處。 

此外，和自我評估結果相同的是，受訪者對其

他同學「能夠製作網頁」的評價低於其它能力指標

(5.4 分)，認為同儕不常製作網頁(4.8 分)。而且對

自己製作網頁能力的評價也低於對同儕和師長。 

l 對師長與行政人員的評估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自己和同儕「在網

路上檢索資訊的能力和頻率」、「收發電子郵件的能

力和頻率」高於師長和行政人員。而且認為師長和

行政人員學習電腦操作、應用軟體和網頁製作的意

願不如自己。行政人員只有在使用行政資訊系統的

頻率方面，獲得比同儕、師長和自己較高的評價。 

4.2政大學生對資訊相關課程的需求分析  

研究問卷在第三部分設計給受訪者自由填答

的題項，調查政大學生認為學校目前缺乏、但應該

開設的資訊相關課程，藉以瞭解同學對資訊課程的

需求。結果顯示，在所有填答的課程種類裡，受訪

者建議全校通識或整合開課應增開、或電算中心應

開設的課程都以網頁製作與設計一類的課程出現

最多次(合計出現 36次)，其次為電腦或計算機概論

(合計出現 18 次)、電腦應用軟體教學(如常用的商

業、統計和影像處理軟體等，合計出現 16次)以及

網際路概論課程(合計出現 14次)。其它如建議開設

電腦文書處理、作業系統、電腦繪圖與簡易程式語

言等課程者也出現 2-6次不等。還有受訪者建議開

設人文素養與科技一類的相關課程(如網路素養、

科技與人生、電腦與生活等主題)。 

而受訪者建議在各學院或學系應增設的資訊

相關課程以電腦概論以及與各學系專業領域相關

的應用軟體教學課程(如數學、教育、統計、繪圖、

排版與剪輯軟體等)為最多(合計出現都有 10 次)；

其次則為電腦文書處理一類課程(合計出現 9次)。

亦有人文社會科學學系的同學建議院系應開設與

電腦網路科技相關的人文課程(如網路法律規範、

網路面面觀等主題)、企管系學生建議開設電腦產

業概論與虛擬組織的經營管理等課程。 

 

5. 結論 
5.1研究發現與建議  

綜而言之，研究發現政大同學評估自己在資訊

科技素養方面的不足之處同時反映於對資訊相關

課程的需求上：同學對自己製作網頁的能力評估偏

低、希望學校能多開設網頁製作與設計一類的課

程。此外，各學院學生對資訊科技素養各項指標的

自我評估無明顯的落差；女同學對資訊科技素養的

自評略低於男同學；大一同學使用行政資訊能力待

加強；同學對使用資訊科技有自信心不足的傾向。

在和師長和行政人員相較之下，受訪者認為自己和

同儕在網路上檢索資訊和收發電子郵件的能力和

頻率比較高；認為師長和行政人員學習電腦操作、

應用軟體和網頁製作的意願不如自己。 

結果也顯示，政大學生對製作網頁、電腦概論

和網際網路概論等課程有高度需求。希望全校通識

課程、院系或是電算中心能多開設電腦與網際網路

概論一類課程。而根據 2001 年的統計，政大在全

校整合與通識課程中的資訊相關課程僅佔全校資

訊相關課程的 5%，這對非資科與資管系的同學幫

助不大，也無法有效且全面提昇同學們的資訊素

養。顯示政大目前有必要調整目前資訊相關課程的

開課架構，應給大一學生充足的資訊科技基礎入門

教育，加強學生使用電腦與網際網路的基本概念。 

隨著中小學教育擴大資訊科技的教學與應用

層面，大學其實可在新生入學之時即進行新生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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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素養調查，對新生使用各種資訊科技的能力進行

認證，而能逐漸減少開設教導科技使用概念與技能

的基礎課程，將資源投注於在大二以上的年級開設

有助資訊素養高層次認知活動（即本文於文獻探討

中提及對資訊的有效蒐尋、評估判斷和正確使用以

解決問題的能力）的課程，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

教學中多結合資訊科技應用。 

相關系所(如資訊、傳播與管理相關系所)還可

結合資訊師資與設備資源，進行跨系整合開設相關

學程，促進不同領域系所間教師與學生的交流與學

習，亦增加學生修課的多元選擇。 

此外，定期(如每年)對學生進行資訊科技素養

與資訊課程需求的調查，將有助於開課規劃與師資

培訓。特別是對高年級同學、甚至是已畢業 1-3年

的校友也可進行調查，由他們在專業領域修課和實

務工作的經驗累積之中去篩選判斷對專業工作與

個人生活助益最大的核心課程，相信對規劃資訊素

養教育亦有幫助。 

 

5.2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1) 此次研究樣本為研究者立意抽樣大學部學

生作調查，未來如要全面瞭解一所大學學生

的資訊科技素養概況，樣本應涵蓋研究生與

大學部學生，並且藉由系統或隨機抽樣法提

高抽樣調查的準確度。 

(2) 本研究初步調查政大學生的資訊科技素養

概況，最終關懷還是在瞭解大學生的資訊素

養概況，後續研究可將資訊科技素養調查擴

大為資訊素養調查，研擬適合國內大學使用

的資訊素養指標。並且將評估對象由學生擴

大至學校教師與行政主管，且長期持續地對

大學教職員生進行資訊素養調查才能累積

有意義的調查結果、掌握人員資訊素養的變

化趨勢。 

(3) 本研究問卷在發展資訊科技素養指標時設

計了「自我評估」和「對其他人評估」二種

指標，意圖比對個人「對自我」和「對他人」

的資訊科技素養評價是否有顯著差異。但本

次研究調查的受訪者僅限於學生，缺乏由教

師及行政人員角度出發對學生的評鑑。未來

可嘗試從不同身份受訪者的角度交互對照

對彼此資訊素養的評估結果，藉此達到一種

「相互主觀」式的客觀。 

(4) 本研究發現政大同學對自己製作網頁的能

力評估偏低、而且希望學校能多開設網頁製

作與設計的相關課程，但是學生對網頁製作

的高度興趣與課程需求出自什麼動機？值

得研究者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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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以線上和單機版電腦遊戲玩家為研究對

象，旨在探討其遊戲參與行為，包括成癮現象、樂

趣及相關心流因素。本研究採網路問卷蒐集資料，

共得有效問卷 596份，結果顯示樂趣顯著影響成癮

之形成，而心流因素亦顯著影響樂趣之形成，此

外，兩類型遊戲玩家參與遊戲獲得之樂趣價值無顯

著差異，但其樂趣價值之來源有所不同。 

關鍵字：成癮行為、心流理論、樂趣價值、社會互

動、目標設定與回饋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behaviors of the on-line and the PC game players, 

with a focal interest investigating their addictive 

behavior, play value, and related flow factors that 

emerged from the game fun.  

Keyword：addictive behavior, flow theory, play value, 

social interaction, goal setting and feedback 

 
1. 前言 
 

一項針對美國研究指出(IDSA, 1999)，美國人

選擇互動遊戲為其最喜愛之娛樂類型，幾乎兩倍的

人們認為電腦和電視遊戲比看電視(或看電影)還

來得有樂趣，且互動娛樂提供最高之娛樂價值，「網

路遊戲雙週」於雜誌試刊號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台灣網路遊戲玩家中，高達四成二的受訪者每天

花 2至 3個小時進行網路遊戲，根據上述調查，顯

示電視和電腦遊戲的確有其過人的樂趣存在。因少

有研究探討線上和電腦遊戲之成癮行為，為補足

相關研究之不足，因此本篇便設法解釋其形成因

素，此為本篇研究動機一。 

「樂趣」幾乎都是人類活動的構成分子，本研

篇認為玩家於線上和電腦遊戲的消費經驗應包括

更多樂趣價值成分，因此引發本篇樂趣探究的強烈

動機，此外，國內關於樂趣本質以及樂趣如何形成

的學術性研究還少有人探究，因此本研究試著瞭解

兩類型玩家參與遊戲時所得之樂趣並試著探討其

樂趣價值來源，此為本篇研究動機二。 

心流是人們為什麼願意繼續從事某種活動的

重要原因，因此心流經驗可視為成癮行為的成因，

目前國內外大部分將心流理論應用於網路瀏覽行

為，但很少將心流理論應用於其他網路使用行為，

因此本篇希望建立國內線上和單機版電腦遊戲

玩家之心流經驗模式，此即為本篇研究動機三。 

 

2. 文獻探討 
 
2.1 成癮行為 

 
Becker和Murphy(1988)認為理性消費者以穩

定的偏好來最大化其效用，人們不僅會對酒精、古

柯鹼和香菸成癮，其也對很多其他活動成癮。 

Griffiths(1998)認為任何行為只要符合以下六

項條件即可被定義為成癮行為，分別為顯著性、心

境改變、耐受性、退癮狀態、衝突性和再發。 

 
2.2 樂趣價值 

 
樂趣是一自我促起的經驗、作用的價值與內在

價值(Holbrook, 1994)。Grayson(1999)認為樂趣是從

遊戲中得到的享受，不是來自於幫助他人或促使他

人覺得好，而是自我導向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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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one和 Lepper (1987)認為唯有瞭解人類遊

戲動機的構成特質，並根據這些構成特質來設計遊

戲，才能提高遊戲玩家參與遊戲的動機，而遊戲動

機共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個人的「內在動機」：

包括好奇心、控制力、挑戰性與幻想；另一類則為

所謂的「外在動機」：包括競爭、合作與認知。 

 

2.3 心流理論 

 
Csikszentmihalyi(1975)將心流定義為使用者進

入一種共同經驗模式，在其中使用者變得專注於其

活動中，此心流模式有著以下特徵：意識集中在一

個非常狹小的範圍內，所以一些不相關的知覺和想

法都被過濾掉，並且喪失自覺，只對清楚的目標和

明確的回饋有所反應，並對環境有種控制感。 

Csikszentmihalyi (1993)將心流相關的因素總

結成八個，分別是：1.清楚的目標和立即的回饋，

2.面臨挑戰的適度技巧，3.行動和意識的結合，4.

全神貫注在工作上，5.操控的感覺，6.自覺的喪失，

7.時間感的改變，8.本身具有目的的經驗。 

 

2.4 社會互動 

 
     Baumeister和 Leary (1995)提出人際關係為人
類基本動機之一的假設，而社會互動有以下幾種形

式，如合作、競爭、衝突、交換及壓制等，這些形
式不僅適用於個人的互動，對於團體的互動也可適

用(宋鎮照, 1997)。 

Hoffman & Novak(1996)認為，在電腦中介環

境中，會產生二種不同的互動型態：一種是透過超

媒體進行人與文字內容的互動，即機器互動；另一

種則是人們利用電腦作為媒介進行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即人際互動，而人際互動常用來作為評估人

機互動的標準之一，且人際互動往往被視為人機互

動所能達到的最高標準。 

 

2.5 目標回饋 

 
Yammarino和 Atwater(1997)指出，個體需藉由

回饋的過程以了解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藉以比較是

否與自我本身的知覺有所差異，並以此作為是否改

變工作行為的依據或參考。  

Locke等人(1981)指出明確且困難的目標和回

饋二者對增進表現是必要，且目標設定和回饋對於

改善工作表現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兩者有相互依

賴的關係，Schmidt(1982)指出回饋的提供有三種方

式：立即式的回饋、摘要式的回饋和折衷式回饋。 

 

2.6 研究架構 

 
本架構主要根據 Csikszentmihalyi(1993)提出

的四個心流相關因素及其他社會互動因素作為樂

趣成因，並將其分為自我投入、環境互動與活動特

性因素。其中，心流因素和樂趣有正向關聯，樂趣

和成癮行為亦有著正向關聯；遊戲類型屬玩家較易

觀察之外在特質，因此其對玩家外在之心流因素及

樂趣有著干擾效果。 

 

     

     

    

     

     

     

    

     

     

     

     

     

     

    

     

    

    

圖 1.  研究架構 

 

3. 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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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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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式 

 

本篇主要研究對象為線上和電腦遊戲玩家，依

其參與之遊戲類型分為兩大類。而本篇因顧及受測

者之接近程度與回收之時效性，採用網路問卷進行

調查，為希望能夠由實際參與遊戲之玩家填答問

卷，因此無法控制真正之母體樣本數，故本篇採用

非機率性之便利性抽樣方式進行調查。 

 

3.2 研究工具設計 

 

本研究問卷主要經由整理相關文獻，並參考相

關量表，以發展出問卷題項，並依玩家參與之遊戲

類型分兩份蒐集資料，分別為線上遊戲及單機版電

腦遊戲，為求問卷能一般化至兩類型遊戲玩家，而

能做遊戲類型之比較，因此於問卷設計上，僅修改

遊戲類型(線上遊戲改為電腦遊戲)，其餘問卷題項

之文句則完全一樣。 

研究問卷主要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影響

遊戲玩家心流經驗之心流因素；第二部分為遊戲玩

家參與遊戲所得之樂趣；第三部分為遊戲玩家參與

遊戲之成癮行為；第四部分為遊戲玩家之個人基本

資料及其使用背景。 

 

3.3 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以網路問卷作為蒐集原始資料的工

具，將問卷置於開放式網路空間(問卷首頁位址

為：http://163.18.18.26/index.htm)，遊戲玩家能逕

行連上網站填答問卷。然後研究者利用電子郵件夾

帶網路問卷首頁方式，將網路問卷傳送與親朋好

友，請其幫忙轉寄，此外，研究者並於各大 BBS

站、Web上之遊戲社群及各大遊戲討論區張貼文章

廣告本研究問卷的訊息，使尋找相關資訊的使用者

能看到研究問卷的網址。本研究問卷發放期間為

2002年 5月 27日至 6月 10日，總計為兩星期的

時間，因本研究問卷為開放式之網路問卷，因此無

法估計回卷率，線上和單機版電腦遊戲所得之有效

樣本數分別為 395和 201份問卷。 

 

4. 研究結果 
 

4.1 樣本結構 

 

表 1. 線上遊戲玩家個人基本資料 

個人基本資料   有效人數 

    (N=395) 

性別 男 321 

  女 74 

年齡 14歲以下 56 

 15-19歲 173 

 20-24歲 122 

 25-29歲 38 

  30歲以上 6 

教育程度 國小 34 

 國中 62 

 高中職 115 

 大學、大專 169 

 研究所以上 15 

有否個人電腦 有 331 

 沒有 64 

 

表 2. 電腦遊戲玩家個人基本資料 

個人基本資料   有效人數 

    (N=201) 

性別 男 123 

  女 78 

年齡 14歲以下 13 

 15-19歲 48 

 20-24歲 104 

 25-29歲 27 

  30歲以上 9 

教育程度 國小 6 

 國中 12 

 高中職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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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大專 132 

 研究所以上 25 

有否個人電腦 有 195 

 沒有 6 

 

針對問卷填答者的基本資料作敘述統計分析

後，依玩家類型將所得結果整理為表1與表2。填答

者男性多於女性，線上遊戲之男性玩家人數約為女

性玩家之4倍，而電腦遊戲男性玩家約為女性玩家

之1.5倍；年齡方面，15-19歲和20-24歲玩家佔大部

分，線上遊戲玩家以15-19歲為最多，而電腦遊戲

玩家則以20-24歲為最多；教育程度方面，兩類型

遊戲玩家以大學、大專所佔比例為最高，而遊戲玩

家大部分皆擁有自己的個人電腦，而電腦遊戲玩家

擁有個人電腦的比例高於線上遊戲玩家。 

 

4.2 遊戲類型於心流因素、樂趣與成癮之差異

檢定  

 
表 3. 遊戲類型於成癮、樂趣與心流因素之 t 檢定  

遊戲類型分群 

因素分數 線上遊戲 

(n= 395) 

電腦遊戲 

(n= 201) 

t 值 

全神貫注 
0.015 

(0.993) 

-0.029 

(1.015) 
NS 

挑戰 
0.042 

(1.044) 

-0.082 

(0.904) 
NS 

控制 
-0.028 

(1.012) 

0.055 

(0.977) 
NS 

技巧 
0.004 

(1.033) 

-0.008 

(0.935) 
NS 

人際互動 
0.223 

(0.957) 

-0.437 

(0.938) 
8.012*** 

合作 
0.140 

(0.963) 

-0.276 

(1.017) 
4.894*** 

競爭 
-0.086 

(1.062) 

0.169 

(0.842) 
-3.200*** 

回饋 
0.026 

(1.037) 

-0.051 

(0.924) 
NS 

複雜度 
-0.001 

(1.054) 

0.019 

(0.887) 
NS 

明確目標 
0.001 

(1.012) 

-0.002 

(0.978) 
NS 

樂趣 
-0.013 

(1.045) 

0.026 

(0.908) 
NS 

成癮 
0.053 

(1.031) 

-0.104 

(0.929) 
NS 

*P <0.05, **P <0.01, ***P <0.001, NS：表示不顯著 

 
本節主要探討玩家所參與之遊戲類型於心流

因素、樂趣與成癮行為上是否存在著顯著差異，因

此將遊戲類型分群對心流因素、樂趣與成癮行為所

得之因素分數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詳細結果呈

現如上表3所示，顯示在P<0.05的水準下，遊戲類

型於人際互動、合作與競爭等因素有著顯著差異，

線上遊戲於人際互動及合作之因素分數顯著高於

電腦遊戲；而競爭方面，電腦遊戲顯著高於線上遊

戲；此外，線上遊戲與電腦遊戲於全神貫注、挑戰、

控制、技巧、回饋、複雜度、明確目標、樂趣及成

癮之因素分數則無顯著差異。 

 

4.3 心流因素、樂趣與成癮之因果關係模式 

 

 

 

 

 

 

 

 

 

 

 

 

 

樂趣 

人際互動 

合作 

複雜度 

回饋 

明確目標 

成癮 0.315*** 

0.239*** 

0.369*** 

0.169** 

0.108* 

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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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線上遊戲玩家分群之模型路徑圖 

 

 

 

 

 

     

 

 

 

 

 

 

 

 

 

 

 

圖 3.  電腦遊戲玩家分群之模型路徑圖 

 

為探求心流因素、樂趣與成癮之因果關係，本

研究以統計水準為0.05對其逐一進行迴歸分析，運

用路徑分析作為分析工具以探討心流因素中自我

投入因素、環境互動與活動特性因素對樂趣、樂趣

對成癮行為之顯著因果關係，以下分別就線上遊戲

玩家及電腦遊戲玩家檢測心流因素對樂趣和樂趣

對成癮的解釋能力，其結果顯示如上圖2與圖3。 

由圖2可知，樂趣顯著影響成癮，遊戲玩家若

增加每一單位的樂趣，便增加0.315單位之成癮，

此外，心流因素中對樂趣有顯著影響的因素為複雜

度、明確目標、回饋、人際互動和合作等(依路徑

係數大小排列)。線上遊戲玩家之成癮成因為樂

趣，而其樂趣來源為社會互動和活動特性，因人際

關係為人類基本動機之一，其互動是頻繁且愉快

的，因此線上遊戲之社會互動於樂趣有顯著之正向

影響；由圖3可知，樂趣顯著影響成癮，遊戲玩家

若增加每一單位的樂趣，便增加0.339單位之成

癮，此外，心流因素中對樂趣有顯著影響的因素為

全神貫注、複雜度、明確目標、技巧、回饋、挑戰

和人際互動等(依路徑係數大小排列)，若遊戲增加

每一標準單位的全神貫注因素，則遊戲玩家則增加

0.270標準單位之樂趣，此外，若遊戲增加一單位

人際互動因素的話，遊戲玩家則減少0.149單位之

樂趣。線上遊戲玩家之成癮行為成因亦為樂趣，而

其樂趣來源為自我投入和活動特性，因樂趣價值為

一自我促起的經驗、作用的價值，故自我投入和活

動特性正向顯著影響樂趣。 

 

5. 結論與討論 
 

5.1 研究結果與管理意涵  

 
兩類型遊戲玩家參與遊戲獲得之樂趣價值並

無顯著差異，但其樂趣價值之來源確有所不同，線

上遊戲玩家之樂趣價值來源為環境互動之人際互

動、合作及活動特性之回饋、複雜度和明確目標；

而電腦遊戲玩家除活動特性之回饋、複雜度和明確

目標外，其樂趣為電腦遊戲玩家之全神貫注、挑戰

和技巧，而人際互動的增加卻反而會減低電腦遊戲

玩家所得之樂趣，因此兩類型遊戲玩家之樂趣價值

來源不同，於行銷意涵而言，廠商於開發或引進新

遊戲時，除應注意遊戲是否具回饋、複雜度和明確

目標外，於線上遊戲方面，遊戲廠商尚須提供玩家

間較多的互動機會，如設立專屬討論區或遊戲社

群，並加入合作之遊戲元素，如一些遊戲任務需遊

戲玩家通力合作方能達成；而於電腦遊戲方面，則

除應注意遊戲是否具回饋、複雜度和明確目標外，

尚須有遊戲玩家之全神貫注、挑戰和技巧，因此遊

戲設計時應使玩家能全神貫注，如遊戲劇情之緊湊

刺激等，此外，挑戰和技巧間需予以平衡，挑戰可

直接加入遊戲中，但玩家技巧則可藉由其他方式提

供，如遊戲廠商提供之攻略等，此外，人際互動於

電腦遊戲設計就不是那麼重要，因此可減少之，如

減少劇情之人物對話或減少遊戲夥伴，儘量由玩家

於電腦遊戲中單打獨鬥，遊戲廠商便可由此增加線

上和電腦遊戲玩家參與遊戲時所獲得之樂趣。 

 

樂趣 

挑戰 

全神貫注

人際互動

複雜度 

回饋 

明確目標

成癮 0.339*** 

0.174** 

0.171** 

0.254*** 

0.270*** 

0.155* 

-0.149* 

0.194**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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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後續研究建議  

 
(一)雖為心流因素加進一些新元素，但仍有尚待補

充之處，可從認知心理學、社會學領域進行探討，

求其更為廣泛的應用。 

(二) 環境互動為影響心流結果之重要因素之一，

後續研究者可擴充其多樣性。 

(三) 未能觀察樂趣到成癮行為形成之過程，後續

可藉由長期觀察，以探求成癮行為之形成與變化。 

(四) 僅探討線上和電腦遊戲玩家之成癮行為及心

流經驗，未來可將範圍擴及至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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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對超媒體電腦中介環境 (Hyper media 

Computer-Mediated Environments; HCMEs)下所產
生的人機互動行為，現有的行銷理論及相關發現是

否能應用至網路廣告上？已是學者對於HCMEs媒
體特徵的研究重點之一。針對此需求，本研究探索

消費者涉入及人機互動結果(CHCI)對特定廣告態
度(Aad)的影響。 

本研究以特定廣告態度結構理論、ELM、沈
浸理論為理論基礎。並且依據廣告及人機互動文獻

回顧，提出研究模型及假設。研究方法採用實驗室

實驗法，有效樣本共計為 454位大學生。受測者首
先根據引導手冊瀏覽一實驗網站，而後填寫問卷。

研究發現(1)產品涉入、廣告訊息涉入及廣告執行
涉入與 Aad為正向關係；(2)CHCI如娛樂感、探索
行為及集中注意與 Aad為正向關係；(3)CHCI與涉
入度對 Aad 具有交互效果；(4)CHCI 與涉入度對
Aad之影響，受網路廣告一般態度所干擾。研究中
成功的找出消費者不同程度的涉入及人機互動結

果對廣告手法及類型之喜好，可提供給學者及企業

人士新的思考方向及見解。 
關鍵字：沈浸理論、涉入程度、人機互動結果、特

定廣告態度、三因子變異數分析。 
 

1.前言 
 

HCMEs下的人機互動行為，對消費者的網路
瀏覽、使用態度及行為有很大的影響(Hoffman and 
Novak, 1996; Tung, 2000)。人機互動兼具理論性、
實務性及實驗測試的相關研究目前極其有限，仍有

待更多的研究投入此領域。針對此需求，本研究探

討HCMEs下的消費者特定廣告態度形成及其相關

變數。主要的研究問題如下： 
1. 在超媒體電腦中介環境(HCMEs)下，消費者的廣
告態度是否有適當的網路廣告衡量理論架構？ 

2. 傳統媒體的涉入程度將如何應用於HCMEs影響
消費者的廣告態度？ 

3. 消費者在 HCMEs可「主動」參與且「互動」程
度佳，因此在人與電腦間互動時，導入新的人機

互動變數是否會影響消費者的廣告態度形成？ 
4. 在超媒體電腦中介環境中，各個構面與廣告態度
之間的關係為何？ 
本研究對行銷相關理論及實務具有三點重要

貢獻。第一，填補過去在HCMEs下人機互動結果，
對特定網路廣告態度研究不足之處。第二，是整合

涉入程度相關文獻、驗證涉入程度的不同理論觀

點，並提出新的人機互動結果構面。第三，是補充

過去研究對於實驗網站及產品標準選擇之太過簡

略及不足之處，可供未來研究者參考。 第四，本
研究結果可供業者在實務決策上參考。 

 
2.文獻回顧 

 
本研究為探索消費者在HCMEs下的人機互動

行為對 Aad之影響，結合特定廣告態度(Aad)結構
理論、ELM 及沈浸理論(Flow Theory)做為理論基
礎。探討 Aad 受到涉入程度、人機互動結果，以
及網路廣告一般態度干擾下對於消費者態度的影

響。 
本研究採用 MacKenzie and Lutz(1989)所提出

之廣告結構模型，用於探討消費者對特定廣告態度

之形成，該模型是一實務及被廣泛接受之模型。本

研究採用此模型中的特定廣告態度(Aad)概念及廣
告一般態度(ATAG)，形成研究架構之主軸。並將
此二變數(Aad及 ATAG)納入研究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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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特定廣告結構模型 
在Aad結構理論中是依ELM模型將其相關前

置因素劃分成二類處理資訊方式。「思考可能性模

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是由 Petty 
and Cacioppo於 1983 年提出的。認為消費大眾會
以中央或週邊路徑做為接收並處理資訊的方法。消

費者會以不同的動機(訊息涉入程度)及能力決定
中央(理性邏輯思考)或週邊(感性訴求; affective)路
徑，消費者涉入成為對態度及行為之形成之重要影

響因素(MacKenzie et al., 1989)，不同涉入型態的消
費者會對處理方式有很大的差別 (Petty et al., 
1986)。因此本研究亦由 ELM模式導入消費者涉入
程度對 Aad之影響。 
此外，在網路的世界裡，因為消費者會受到互

動媒體特性而沈浸於超媒體電腦中介環境中、完全

投入在 HCMEs 下的瀏覽或操控行為(Trevino , 
Webster, 1992; Hoffman et al., 1996; Ghani and 
Desphande, 1993)。學者建議沈浸理論是分析網路
消費者行為及態度的理論(Trevino et al., 1992; 
Tung, 2000)。Hoffman and Novak(1996)的網路模型
具有(1)控制特色(技術及挑戰)；(2)內容特色(互動
及活潑)；(3)過程特色(目標及經驗導向)等特性會
影響人機互動的結果，因此本研究亦採用該模型之

CHCI構面成為研究架構基礎之一，探討 CHCI對
Aad之影響。 
本研究綜合過去研究之結果，將涉入程度分為

產品涉入(PI)、廣告訊息涉入(AMI)及廣告執行涉
入(AEI)三類。涉入是消費者個人特質及價值觀，
對接收的特定刺激產生注意及反應。對高涉入的消

費者而言，進行資訊搜尋時往往有較強烈的意願或

態度(如 Kapferer and Laurent, 1985)，並產生主觀的
正面情感及情緒認知 (Webster and Martocchio, 
1992)。不同程度的涉入程度可對 Aad之形成有顯
著差異(Petty et al., 1986; Kapferer et al., 1985)。 

依文獻回顧，人機互動結果則可區分為(1)娛
樂感受(EN)；(2)探索行為(EB)及(3)集中注意(FA)
等三類變數，並且不同程度的人機互動結果，對

Aad之形成有顯著差異(如 Tung, 2000; Hoffman et 
al., 1996; Ghani and Deshpande, 1993)。由過去研究
整合後，形成假設 1及假設 2： 
假設 1：不同涉入程度對消費者的特定廣告態

度形成有顯著差異 
假設 2：不同程度的人機互動結果對消費者的

特定廣告態度之形成有顯著差異。 
 

2.1涉入程度對 Aad 之相關研究 
 
Zaichkowsky(1986)將產品涉入定義為：「衡量

消費者對於產品、品牌或是產品種類的區分、熟

悉、重要性及承諾的程度」。並指出高產品涉入的

消費者會積極思考、搜尋相關的訊息，而低涉入的

消費者則否。林則育(2001)的研究指出，產品涉入
程度愈高，對測量「態度」指標的數量愈多。根據

學者的研究建議，產品涉入程度愈高，對特定廣告

態度影響愈高，二者呈現正向關係。因此形成： 
假設 1-1：不同產品涉入程度對消費者的特定

廣告態度形成有顯著差異。 
MacKenzie et al., (1989)定義AMI係「由訊息內

容所產生的涉入程度」，AMI愈高，對廣告訊息會
產生較高的注意及思考。張若怡(2000)研究發現當
訊息越豐富，廣告效果(如特定廣告態度)就愈好。
並且消費者涉入程度較高時，認知感受的質與量都

較佳(MacInnis and Jaworski, 1991)。由過去研究可
發現，訊息涉入程度愈高，則特定廣告的形成影響

愈大且傾於正面。考量本研究廣告(訐譙龍)具有詼
諧幽默的特性下，因此形成假設1-2： 
假設1-2：不同廣告訊息涉入程度對消費者特定廣

告態度形成有顯著差異。 
AEI 定義為：「消費者專心於廣告背景、或執

行手法所產生的涉入度，即對廣告執行方式所投入

的認知」(MacKenzie et al, 1989)。並認為高 AEI程
度對廣告的認知、廣告可信度會需要較多的思考，

即廣告的認知部份較重要。在低執行涉入(AEI)情
形下，廣告非認知部份較重要。當 AEI 高時，消
費者會注意在廣告的執行手法上，對特定廣告態度

會有所影響。在考量本研究廣告特性後，推論AEI
愈高，特定廣告態度愈正面。因此形成假設 H1-3 
假設 1-3：不同廣告執行涉入程度對消費者特定廣

告態度有形成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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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人機互動結果對 Aad 之相關研究  
 
娛樂感(EN)對特定廣告態度有直接及獨立的

影響(Ducoffe,1996)。娛樂是描述”愉快、感興趣、
愉悅、刺激的感受狀態”(Hoffman et al, 1996; 
Trevino et al, 1992)。愈高的愉快及涉入感受，會帶
來主觀的正面情感及情緒(Tung , 2000)。因此消費
者娛樂感受愈高，對特定廣告態度影響愈大，彼此

呈現正向關係，推論不同程度的娛樂感受對特定廣

告態度的形成有顯著差異。形成假設 2-1。 
假設 2-1：不同的娛樂感受程度對消費者的特定廣

告態度之形成有顯著差異。 
探索行為(EB)對於瞭解人機互動、消費者行

為是重要的因素之一(Hoffman et al, 1996; Trevino 
et al, 1993; Tung, 2000)。極度專注的互動過程，會
產生(1)學習增加；(2)探索及參與行為；(3)正面的
主觀經驗及 (4)認知感受的控制(Hoffman et al, 
1996)。具有彈性的 HCMEs 亦會鼓勵使用者有更
多的探索行為，同時產生正面的感受(positive 
feelings)。消費者探索行為愈頻繁，對特定廣告態
度會更加正向(Tung, 2000)。推論可知，消費者探
索行為愈頻繁對特定廣告態度愈有顯著影響，彼此

為正相關。形成假設 2-2。 
假設 2-2：不同程度的探索行為對消費者的特定廣

告態度之形成有顯著差異。 
集中注意(FA)係「個人將本身的注意力集中

在一個特定的刺激範圍之內」(Csikszentmihalyi, 
1975)。Hoffman et al. (1996)主張在超媒體電腦媒介
環境，沈浸的形成乃瀏覽者與電腦互動流程時集中

注意力所致。消費者使用媒體時會集中注意力在螢

幕上，消費者內在與外在動機反應，會對個人的態

度有影響，正向提高消費者的態度及涉入度

(Trevino et al, 1992)。文獻整理後，發現集中注意
是人機互動的重要因素之一，集中注意的程度愈

高，對特定廣告態度之形成愈正面。形成假設2-3。 
假設 2-3：不同程度的集中注意對消費者的特定廣

告態度之形成有顯著差異。 
另外，依照過去文獻以及學者的建議(如 Tung, 

2000; Hoffman et al, 1996; Trevino et al, 1992; 
Ghani et al., 1994)，可知沈浸狀態的形成需要與個
人的高涉入結合(Csikszentmihalyi, 1975)。涉入程度
與人機互動結果之交互作用對於消費者的網路廣

告態度有影響之可能，並且交互作用對於特定廣告

態度為正向關係(Tung, 2000)。推論形成假設 3，認
為涉入程度與人機互動結果的交互作用對特定廣

告態度有顯著影響，交互作用的程度愈高，對特定

廣告態度之影響愈正面。因此形成假設 3。 
假設 3：不同涉入程度與人機不同程度互動結果

交互作用對消費者的特定廣告態度形成

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認定的網路廣告一般態度(ATWAG)是

依 MacKenzie and Lutz的廣告結構模型中廣告一
般態度(ATAG)修正而來。過去的研究發現廣告一
般態度會干擾 Aad的反應(Ducoffe, 1996)。因此在
本研究架構中加入網路廣告一般態度，做為廣告態

度的「干擾變數」。因此形成假設 H4 
假設 H4：不同程度的涉入與人機互動結果對消費

者的特定廣告態度之影響因不同程度

的網路廣告一般態度而有顯著差異。 
 

3.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2所示，經由Aad結構理論、

ELM 及沈浸理論為理論基礎，並結合 Hoffman et 
al.,(1996)的網路瀏覽整體模型，由 HCMEs的互動
性媒體特徵導入特定廣告態度結構理論之中，探討

人機互動結果對 Aad之影響。 
過去研究中大多將涉入程度認定為對特定廣

告態度之干擾變項。但本研究在學者的建議下，認

為涉入程度是沈浸經驗及人機互動結果的重要前

置要素之一。HCMEs 的個人互動須考慮消費者對
商品的涉入，其涉入高低程度也將影響消費者資訊

處理方式(Tung, 2000; 王凱, 2001)，因此將涉入採
用為自變項。此外，ATWAG在本研究中是一干擾
變數，干擾涉入度、CHCI二者與 Aad之關係。 
綜合整理相關理論及研究發現後，本研究形成

以特定廣告態度[Aad]為依變項，涉入程度(產品涉
入[PI]、廣告訊息涉入[AMI]、廣告執行涉入[AEI])
及人機互動結果(娛樂[EN]、探索行為[EB]、集中
注意[FA])為自變項，網路廣告一般態度[ATWAG]
為干擾變項的研究架構。 

 
 
 
 
 
 

 
圖 2：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涉入程度 

PI、AMI、AEI

人機互動結果 

EN、EB、FA 

網路廣告

一般態度 

特定廣告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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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樣本 
 
本研究以南部某大學部學生為樣本。選擇學生

樣本的原因總計有 4 點：(1)大學生市場是重要的
市場區隔，除人數眾多及一定的經濟潛在能力；(2)
大學生有相當程度的電腦操作技術，對新科技相當

熟悉，具備流暢的使用電腦能力 (Julie, Gordon and 
Anand, 2000)以及(3)學生是最常使用的網路瀏覽
群；(4)大學生是具有同質性的族群，可避免異質
性對依變數造成誤差的機會(Calder, Phillips and 
Tybout 1981)與(5)大學生對本研究之廣告產品有相
當之認識。因此本研究選擇大學生做為實驗對象。 
 
3.2 實驗設計  

 
本研究以實驗室實驗法進行分析，以四階段找

尋(表 1)：(1)適合實驗網站來源名單及評估網站、
產品標準。由 e-Oscar(2000)、Cyber-Oscar(2000)
及 iamasia(2000)國際網路評量公司的比賽中，找出
共 150個網站；以及客觀(19項網站各項功能)、主
觀(21 項個人操作的感受)、研究目的(網站吸引力
特性、產品與學生間一致性、廣告及產品在網站中

具有獨特性)標準；(2)二位 MBA 碩士生依客觀標
準進行評估，選出前 20名網站初選名單；(3)依照
主觀、研究目的標準排序出前 5 名網站；(4)最後
加入一位行銷專家以專業知識實地操作，找出唯一

的適合網站。 
表 1：實驗設計四階段 

本研究最後選定訐譙龍為實驗網站、其 CD產
品為實驗產品。選擇原因為：其具備(1)幽默、諷
刺的動畫廣告；(2)評譙龍在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

均有節目播放；(3)對大學生族群有話題性。 
此外，亦同時進行問卷的繕寫與修正，問卷有

二部份(1)實驗前問卷及(2)實驗後問卷。由三位人
員翻譯編寫國外研究相關問卷，總計前後六次，設

計出適當的問卷，並且在多次前測後形成完備的問

卷後，進行實驗及資料收集。 
 

3.3 實驗流程  
 
實驗流程共分三階段首先，有一位人員在場

說明整個實驗流程並填寫研究參與同意書，時間大

約 1~2分鐘。第二，讓受測者填寫實驗前問卷，問
卷內容為個人瀏覽網路廣告的看法。填寫完畢後，

受測者正式進入訐譙龍網站(WWW.Ch1.COM.TW)
實驗網站。第三，進行實地瀏覽，受測者在操作約

10~15 分鐘後停止(有限定其點選順序)，且進行實
驗後問卷的填寫，問卷內容為瀏覽完實驗網站後所

形成的特定廣告態度及想法。實驗流程總計(填寫
問卷及實驗操作)時間約 35~50分鐘。 
 
4.資料分析及發現 

 
本研究信度分析以 Crobach á值、效度分析以

內部效度及因素分析為分析工具、並且以變異數分

析檢定研究假設，以 LSD 為事後比較方法。統計
軟體採 SPSS 8.0 for Windows。 
本研究問卷以 MacKenzie et al.,(1989)的問卷

衡量 Aad，共 3題、以 Zaichkowsky’s(1985a, 1985b)
的 PII衡量 PI，共 20題問項、以Muehling, Stoltman 
and Grossbart(1989)的研究量表衡量 AMI(5 題)及
AEI(3 題 )、Durvashula et al(1993)的問卷衡量
ATWAG，共 3題。以 Ghani and Deshpande(1993)
的研究衡量人機互動結果(CHCI)，EN共 4題、EB
共 3題、FA共 4題。 
分析後信度達到學者(如 Devellis, 1991)的評

估標準(Aad=.80,PI=.94,AMI=.91,AEI=.76,EN=.90, 
ATWAG=.867,EB=.81,FA=.91)，信度值均高於
0.7。效度部份，本研究採用過去研究之問卷，因
此符合內容效度。因素分析後亦發現符合進行因素

分析(KMO>.5)，區分後與各個學者的研究區隔相
同，總計涉入部份為 PI、AMI及 AEI；人機互動
部份為 EN、EB、FA。 
本研究運用單因子、雙因子、三因子變異數分

析以及 Pearson 相關進行假設檢定後(顯著水準α
<0.05)，發現假設 1、假設 2完全成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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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及假設 4則部份成立，如表3所示。說
明如下： 

 
假設 1完全成立。不同PI、AMI、AEI程度對

Aad形成有顯著差異，並且涉入程度愈高，則 Aad
愈傾向正向偏好。假設2亦完全成立，不同程度的
EN、FA、EB 對 Aad 形成有顯著差異，且互動程
度愈高，Aad愈傾向正向偏好。 
假設 3部份成立。不同的「涉入程度」及「人

機互動結果」之交互作用對消費者的「特定廣告態

度」有顯著差異。檢定及事後比較後發現(a)探索行
為及廣告訊息涉入交互作用對 Aad 顯著不同：(1)
高度探索行為下，廣告訊息涉入程度愈高對特定廣

告態度的形成愈正面；(2)低度廣告訊息涉入下，
愈頻繁的探索行為對特定廣告態度的形成愈佳。(b)
娛樂感受及廣告執行涉入交互作用對 Aad 顯著不
同：(1)不論廣告執行涉入的高低程度，娛樂感受
愈強對特定廣告態度愈正面；(2)高度娛樂感情形
下，廣告執行涉入程度愈高對特定廣告態度之形成

愈好。 
假設 4部份成立。不同的「涉入程度」及不同

程度的「人機互動結果」交互作用對消費者的特定

廣告態度之影響因網路廣告一般態度之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其中，(a)網路廣告一般態度*探索行為*
廣告執行涉入交互作用對 Aad 顯著不同：(1)不論
廣告執行涉入程度的高低，探索行為愈頻繁對特定

廣告態度愈偏好正面傾向。(2)低度網路廣告一般
態度下，探索行為愈頻繁對特定廣告態度愈好；(b)
網路廣告一般態度*娛樂感受*廣告訊息涉入交互
作用對 Aad顯著不同：(1)廣告訊息涉入不論高低，
娛樂感愈強對 Aad愈偏好正面傾向；(2) 中度、高
度網路廣告一般態度情形下，娛樂感愈強對特定廣

告態度愈正面；(3)低度網路廣告一般態度情形
下，配合低度、高度廣告訊息涉入，其不同程度的

娛樂感均對特定廣告態度有顯著不同；(4)低度網
路廣告一般態度情形下，配合低度、高度娛樂感，

其不同程度的廣告訊息涉入均對特定廣告態度之

形成有顯著差異。(c)網路廣告一般態度*集中注意*
廣告訊息涉入交互作用對 Aad 顯著不同：(1)高度
集中注意情形下，廣告訊息涉入程度愈高對特定廣

告態度的形成愈正面偏好；(2)中度、高度網路廣
告一般態度下，注意力愈集中，對特定廣告態度的

形成愈傾向正面偏好；(3)不論廣告訊息涉入程度
的高低，集中注意程度愈高對特定廣告態度的形成

愈有正面偏好。 
 
5.結論與建議 

 
經由假設檢定後發現，涉入程度愈高、人機互

動結果的程度愈高，對特定廣告態度的形成就愈傾

向正面偏好，此發現與 Tung(2000)相同。並且網路
廣告一般態度對特定廣告態度具有干擾效果。 
另外，假設 3及 4部份成立，其交互作用結果

可成功的分析出幾種消費者喜好與厭惡之類型。 
首先，廣告播放及傳遞手法須避免二個狀況(1)

當消費者內心沒有控制感、及涉入的感受時，會造

成負面的特定廣告態度；(2)當消費者注意力不足
時，會使消費者的特定廣告態度不佳。其次，網路

廣告的傳遞手法須讓消費者(1)擁有新鮮、愉快的
感受；(2)讓消費者有點選的刺激；(3)消費者在瀏
覽廣告時，有集中精神的主題。最後，為達到吸引

消費者注意的目標，廣告播放方式要具備(1)播放
手法新穎或多樣化；(2)廣告的訊息須明確且簡
單，讓消費者快速接收且深留印象。 
本研究建議，未來可考慮進行其他廣告型態與

實驗對象的再研究，例如上班族群、e-mail 廣告
等。實驗執行方式的再研究，例如在家中上網方式

或是研究變數考慮情緒之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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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網路為基礎的網路廣告市場隨著網際網路

使用人口以及服務的發展日益擴大，然而對於網際

網路這種尚在演化中的新興媒體，如何利用網路廣
告優於傳統廣告的特性來建立適當播放機制以及

運作模式，讓網路廣告發揮更大的效果，是一件非

常重要的課題。本文首先將探討現行的網路廣告運
作機制，並提出一個以網頁探勘與使用者興趣的衡

量為基礎的個人化網路廣告模式，其次我們提出三

個擷取使用者興趣程度的建議計算方法。並利用叢
聚的探勘方法來探勘使用者的使用興趣模型，且將

每一個使用者分類至相關的叢聚，以傳遞適合其興

趣的網路廣告。我們也以此模式為基礎發展了此模
式的雛型系統，並利用實際的使用者日誌資料進行

實驗與測試，最後透過對結果的審視與評估，討論

本研究所提出的使用者興趣程度萃取方法。 
 

關鍵詞：網頁探勘，使用者瀏覽興趣，個人化，網

路廣告。 
 
1. 緒論 

 
全球資訊網的發明，使得網際網路的運用得以

呈現多媒體並有較佳的互動性，將網際網路的應用

帶入一個新境界 [1]。而今日更由於網路的使用人
口的快速增加，使得網際網路成為商業交易所不可

忽視的一塊市場大餅[2]，  
在如此的時空環境之下，電子商務亦隨之蓬勃

發展。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使得交易方式大大的

改變，傳統的消費型態與消費行為更是遇到前所未

有的衝擊與變化。再加上網際網路頻寬的改善，使
得在全球資訊網上以多媒體方式來呈現商品的宣

傳更為可行，也令全球資訊網逐漸成為除了平面報

紙、廣播、電視 … …等傳統媒體之外的商業行銷新
媒介，而網路廣告(Web Advertising或稱網頁廣告)
的市場也因此而日益擴大。 
雖然網路廣告的市場日益的擴大，但是根據相

關研究指出[3]，雖然大部分的使用者對於網路廣告
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僅有不到一成的使用者有滿意

的經驗，絕大多數的使用者都因對其造成干擾或是
因網路廣告不符合其偏好而覺得不愉快。更有研究

指出，過去的網路廣告方式的確對於使用者造成一

定程度的困擾[4]。所以如果可以針對使用者瀏覽興
趣，改變使用者對於網路廣告的態度，對於網路廣

告效果的提升必將有所幫助。 
基於上述考量，本研究旨在利用網頁探勘的技

術，期望能夠根據使用者的瀏覽日誌檔，研究利用

使用者瀏覽興趣程度的衡量，找出使用者的瀏覽興
趣。並根據所找到的使用者瀏覽興趣，播放符合使

用者興趣的網路廣告，以降低網路廣告對於使用者

的困擾，改變使用者對於網路廣告的態度。 
 
2. 網路廣告 
2.1 網路廣告與其播放方式  
   網路廣告是以網路為媒體的廣告播放方式[5]。
而在網路廣告中包含網頁廣告、電子郵件廣告 … …
等類型，但由於網站廣告是網路廣告最為流行的形
式[6]，因此在本文的網路廣告即為網頁廣告。因此
網路廣告可以定義為”在全球資訊網上，以網站為媒
體，使用文字、圖片、聲音、動畫或是影像等方式，
來宣傳廣告所欲傳達的訊息”。 
    隨著資訊網路科技的進步，網路廣告的播放方
式也隨之改變，目前較為常見的網路廣告播放方式
分為四項介紹[7][8]： 
(1) 無目標式(Untargeted) 
    此方式是最早的網路廣告播放方式，以隨機或
固定的方法選擇廣告，在一定的時段裡播放，可說
是一種廣播式的網路廣告播放方式，這種方式的優

點就是技術較簡單，但是較不易符合使用者興趣，

會使得廣告效果打折扣。 
(2) 編輯式(Editorial) 
    編輯式的網路廣告播放方式主要以網站主題
或是網頁內容的屬性為主，當使用者到特定屬性的
網站或網頁時，即會依此屬性播放相關的網路廣

告。 
(3) 目標式(Targeted)  
    目標式的網路廣告方式為利用使用者參數以
播放網路廣告。這些參數包含使用者的瀏覽器類

型、國家、上網時間、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ISP)或
是使用者 IP位址等，當參數符合網路廣告業者設定
的條件時，則播放符合使用者參數的網路廣告[9]。 
(4) 個人化(Personalized) 
    個人化網路廣告為新一代網路廣告技術，通常
利用許多的資訊技術，例如：資料探勘[10]或是類
神經網路技術 … …等等。其主要目的在於擷取使用



 

 

者的瀏覽行為與興趣以做為網路廣告播放的依據。 
 
2.2 個人化網路廣告  
 
    在現行的網路廣告播放方法中，利用個人化的
技術來提供個人化的網路廣告，最早是由雅虎所使
用[11]。在雅虎網站中不同種類的網頁內容，透過
由廣告主指定其廣告屬性，使用者瀏覽網頁時，網

路廣告伺服器會依據網頁的類別來播放相同類型
的廣告 [12]。 
    另外一種針對使用者短期使用偏好的技術，則
是利用使用者所輸入的查詢關鍵字為基礎，透過文
字比對的技術，比對網路廣告資料庫中之網路廣告

關鍵字，當使用者鍵入的關鍵字與網路廣告的關鍵

字有一定程度的類似，即播放此類網路廣告[4]。 
    除此之外，還有以兩願行銷為基礎的網路廣告
模式[13]，這種方式利用會員入會的方法，要求使
用者填寫基本資料時直接登錄使用者對於廣告的
偏好與個人的興趣，以提供廣告媒合。另一種個人

化網路廣告的技術則是在使用者端安裝智慧型代

理程式，利用代理程式擷取使用者在全球資訊網上
的行為[9]，透過使用者瀏覽的因素來計算使用者的
興趣程度，並以此資訊作為播放個人化網路廣告的

依據。 
    目前最新的個人化網路廣告技術，則是採用網
頁探勘的技術，對於使用者在全球資訊網上的瀏覽

行為，利用探勘的方法進行分析，以期能得到使用
者的偏好與興趣，並以此資訊為網路廣告播放的依

據。 
 
3. 個人化網路廣告模式與系統雛型 

 
個人化的網路廣告在於能夠針對個別使用者，

給予符合其興趣的網路廣告，期望網路廣告對使用
者所造成的干擾降至最低，並能引起使用者對網路

廣告的興趣與正面的反應，從而提昇網路廣告的效

果。為提供個人化網路廣告，最重要的關鍵是如何

得知使用者的興趣與偏好，並利用這些資訊提供個
人化的服務。 
    基於以上的概念我們在本節第一部分先歸納
整理目前之網頁探勘技術，其次提出了一個利用擷
取使用者瀏覽興趣為基礎的個人化網路廣告模式

第三部分則敘述此模式的雛型系統。 
 
3.1 網頁探勘  

 
    網頁探勘是利用資料探勘技術於全球資訊網
上，用以探勘使用者行為，網頁內容，或是網站架

構的方法。網頁探勘可分為以下幾種[14]： 
(1) 網頁內容探勘(Web Content Mining) 
    網頁內容探勘，顧名思義就是對於網頁的內容
進行探勘與分析的工作，對於網頁內容探勘，可以

從資訊檢索與資料庫兩個不同的觀點來看，從資訊

檢索的觀點來看，是指從參考使用者的習慣及特性

來協助或增進資訊探尋或過濾資訊，而從資料庫的

觀點是指將網站上的資料模組化及整合其使之能
更靈活的查詢[15]。 
(2) 網頁使用探勘(Web Usage Mining) 
    網頁使用探勘的技術，主要是透過對使用者在
全球資訊網上的瀏覽日誌檔進行分析，由對使用者

的使用狀況進行的分析，可以得知那些網頁是使用

者喜歡的，以及網站的使用狀況，也可以得知使用
者的興趣偏好，據以提供個人化的服務予使用者。 
(3) 網頁結構探勘(Web Structure Mining) 
    網頁結構的探勘主要是利用圖來描述結構並
表示超連結的模式，可以利用分析此種模式來將網

頁進行分類。網頁結構探勘最大的用途在於能夠透

過圖形化的描述網站內部結構，網站設計者可用以
檢視網站設計的架構。 
 
3.2 以探勘使用者瀏覽興趣為基礎的個人化

網路廣告模式  
 
    在以探勘使用者瀏覽興趣為基礎的個人化網
路廣告模式中，最主要的部分為網頁探勘系統及媒

合機制(如圖 1)。網頁探勘系統中，主要是利用記錄
使用者的瀏覽行為，再使用網頁探勘技術對這些使

用者的瀏覽行為記錄檔進行探勘的相關處理，最後
得知使用者的瀏覽偏好與興趣所在，透過這些資訊 
 
 
 
 
 
 
 
 
 
 
 
 
 
 
 
提供媒合系統來進行廣告的媒合。如此一來，使用

者不需再使用傳統手動來選擇與維護自己的興趣

資料檔案，也能透過本模式得到符合其興趣的個人
化網路廣告，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或忽略對其興

趣資料檔案進行維護 … …等原因，而使得個人化網
路廣告的播放失去準確性。 

另一方面，媒合機制可以說是整個模式的核

心，媒合機制的功能主要在於將使用者的興趣與廣

告主的意願進行媒合仲介。此機制依據經過網頁探
勘所得到之使用者興趣與偏好資訊，在已經經過分

類的廣告資料庫中篩選廣告，並且依據廣告主與網

路廣告業者之間協商的廣告播放條件，排定該播放    
何種網路廣告以及廣告播放的順序與頻率。網路媒
體則是從使用者方面得到使用者的瀏覽行為，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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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以網頁探勘為基礎的個人化網路廣告模式圖



 

 

此使用者資訊交由網頁探勘系統進行分析，得知使

用者的興趣。而在廣告主方面取得廣告主所希望的

廣告分類及播放條件。再將從使用者及廣告主兩方
所得到的資訊交由媒合機制進行媒合，最後依據媒

合的結果提供使用者個人化的廣告，另一方面也能

將廣告的效果回饋給廣告主。 
 
3.3 系統雛型  
 
    根據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式，我們建立了一個架
構在網際網路上，可以實現利用網頁探勘為基礎的

個人化網路廣告模式的雛型系統。 
    我們利用一系統架構圖來說明本研究雛型系
統的架構與運作情形(如圖 2) 。 
(1) 使用者日誌檔 
    使用者日誌檔為記錄在伺服器中的使用者資
訊，及使用者對伺服器要求服務的資訊檔案，透過

此使用者日誌檔，可以知道使用的使用者，透過這
些資訊再利用網頁探勘技術分析以期瞭解使用者

的興趣所在。 
(2) 網頁探勘 
    網頁探勘系統將伺服器中所記錄的使用者日
誌檔進行處理與分析。詳細網頁探勘的技術以及進

行方法將在第 4節中詳細介紹。 
(3) 使用者資料庫 
    使用者資料庫所儲存的資料為進行使用者叢
聚之後所得到的兩個資料表，這兩個資料表分別為
表示使用者所在叢聚資料的使用者叢聚資料表以

及代表個別叢聚中使用者興趣程度資料的叢聚特

性資料表。 
(4) 廣告資料庫 
    廣告資料庫中存放的為廣告主提供的廣告，以
及廣告主所指定的廣告分類和廣告播放的條件。 
 
 
 
 
 
 
 
 
 
 
 
 
 
 
 
(5) 媒合系統 
    在廣告媒合機制中，將會利用使用者資料庫中
之使用者興趣資料以及廣告資料庫中之廣告特性

資料進行撮和，以對於個人化網路廣告播放之推薦

進行編排。媒合系統主要的工作有判斷使用者是否
存在於廣告資料庫中以及個人化網路廣告的媒合。 
(6) 廣告傳遞系統 

    廣告傳遞系統有兩個主要任務，首要任務是當
使用者瀏覽網路廣告業者網站時，將會擷取使用者

的 IP 位址，將此 IP 位址傳到媒合機制以供其取得
使用者的資料。另一任務即為接收廣告媒合機制經

過媒合之後的結果，以播放個人化的網路廣告。 
 
4. 個人化網路廣告系統實作 
 
    本研究依前述的模式與開發的雛型系統以實
際的資料對於網頁探勘的進行、使用者瀏覽興趣程

度的衡量以及使用者叢聚的部分進行實作。 
 
4.1 使用者瀏覽日誌檔 
 
    本研究實作部分進行是經由國內某網站合
作，取得其電子佈告欄論壇網站部分的使用者日誌

檔以供分析，其使用者瀏覽日誌檔所採用的格式為

NCSA格式(如圖 3所示，其中資料基於隱私已略作
修改) 
 
 
 
 
 
 
    我們以圖 3的使用者瀏覽日誌檔資料列為例來
說明日誌檔的格式，以下為此日誌檔的格式： 
[userIP] [timestamp] [method] [url] [httpversion] 
[httpresult] [size] 

其中，在本研究中有用的欄位格式與其詳細所
代表的意義有： 
[userIP] ：123.is.net.tw為代表使用者主機的 IP 位
址或是 DNS。 
 [timestamp]：[07/Oct/2000:23:59:19+0800]代表使用
者對伺服器送出服務要求的日期以及時間。 
 [url]：/cgi-bin/x_list?BOARD=tw.bbs.comp.language 
&DISPLEN=10&PAGE=2&SORTBY=0為使用者所
瀏覽的路徑。 
[size]：12340則是代表伺服器傳送使用者要求檔案
的檔案大小。 
 
4.2 資料預處理 
 
    接下來本研究將對於所得到的使用者日誌檔
資料進行預處理的工作，以提供進一步分析之用。

資料預處理的程序分為以下幾項，資料過濾、資料
清理、資料選取以及資料格式化。 
(1) 資料過濾 
資料過濾為將研究中用不到的資料過濾掉，也

就是留下研究必須使用到的資料。在本研究中，將

使用者日誌檔資料中具有討論區路徑的資料留下。 
(2) 資料清理 
資料清理主要為清理資料過濾後剩下的使用

123.is.net.tw [07/Oct/2000:23:59:19 +0800] "GET 
/cgi-bin/x_list?BOARD=tw.bbs. 
comp .language&DISPLEN=10&PAGE=2&SORT
BY=0 HTTP/1.1" 200 12340 

圖 3 某入口網站 BBS論壇的使用者日誌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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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雛型系統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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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日誌資料中不一致、錯誤、不需使用到的使用者

日誌資料。 
(3) 資料選取 
在資料清理後接下來就是資料選取，資料選取

主要是對於資料清理與過濾之後的使用者日誌資

料，挑選研究中會利用到的資料欄位加以保留。 
(4) 資料格式化 

經過資料過濾、資料清理以及資料選取的步驟

後，所要進行的為使用者日誌檔資料匯入資料庫之
前的準備。資料格式化的步驟主要就是對於這些資

料進行處理，以格式化成資料庫所能接受的格式。 
(5) 使用者定義 
目前對於使用者的定義，一般來說有利用

Cookie、使用者帳號以及使用者 IP位址等方法來對
使用者定義[16]，本研究依所取得資料，將採用使
用者 IP位址即使用者的使用者定義方式。 
    在決定使用者的定義方式後，會依使用者順序
判斷使用者資料暫存資料庫中是否已經存在使用
者資料表，如果存在則依據時間戳記新增此使用者

的日誌檔資料到使用者原始資料資料表。假如使用

者資料暫存資料庫中並沒有專屬於此使用者的資
料表，將會新增兩個專屬於使用者的資料表，使用

者原始資料表以及使用者興趣程度資料表，新增資

料表之後，再新增使用者日誌檔資料至在使用者暫
存資料庫中的使用者原始資料表，此二資料表的格

式如表 1與表 2。 
 

 
 

4.3 使用者瀏覽興趣程度之衡量  
     在使用者的興趣程度衡量方面，目前研究方
向著重於考量使用者瀏覽時間，藉此資訊來衡量使

用者的興趣程度，但使用者瀏覽時間會受到許多外
界的因素所影響，例如網路的速度以及瀏覽網頁的

檔案大小 … …等，都會影響使用者的瀏覽時間。所
以在興趣程度的衡量方面，對於網頁的大小也加以
考量。根據這些因素，必須發展出一套使用者興趣

程度衡量模式，目前提出的模式考量了瀏覽時間與

檔案大小，其衡量的方法如以下公式所示[17]。 
其中 E[k][i].d代表的是兩個路徑之間的時間差

距，公式中 k所代表的是第 k個 user，i所代表的是
第 i個交易(transaction)。 
 

 
 
 
 
 
 
 
    但是單純考量使用者對於網頁的瀏覽時間，雖
能大致衡量出使用者的興趣程度，但是對於其他因

素，未能有所考量。因此本研究根據上述理由與衡
量各影響使用者瀏覽時間的因素之後，發展新的使

用者瀏覽興趣程度的方法，以下就是這三個使用者

瀏覽興趣程度衡量方式。 
方法一：平衡式使用者瀏覽興趣程度衡量方法 

][][][ __ iiiBal tIntcIntInt += … … … … … … ...(1) 

    此方法與先前所提出之方法不同的地方就是
在於將使用者點選次數的因素納入考慮，將點選次

數加以考慮進來的話，可以降低前面所提因素的影
響，亦可對於使用者興趣程度的衡量更具全面性，

以下將對此方法之定義進行敘述。 

m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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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所有瀏覽路徑的平均點選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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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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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 … . .第 i個瀏覽路徑的點選次數因素 

T
T

tInt i
i

][
][_ = … … . .第 i個瀏覽路徑的瀏覽時間因素 

符號定義如下： 
[i]：i個瀏覽路徑  i  = 1…m 
C[i]：第 i個瀏覽路徑之總點選次數 
T[i]：第 i個路徑之總瀏覽時間 
權重的考量 
 除了方法一所提的使用者興趣程度衡量方法
外，本研究也設計了將點選次數以及瀏覽時間兩個

因素依不同比例納入整體使用者瀏覽興趣程度的

衡量方法之中的使用者興趣程度衡量方式。透過權
重的計算方式，以供調整兩個因素的比例，其中的

權重的計算方式如以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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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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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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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個瀏覽路徑平均每次點選瀏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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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瀏覽路徑每次點選瀏覽時間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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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W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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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i 個瀏覽路徑的平均每次點選之瀏覽 

          時間與所有路徑每次點選的瀏覽時間 
          之平均的比率 
符號定義如下： 
 計算出權重之後，本研究將權重的因素納入考

量，並提出兩套依不同權重考量方式所設計的使用

者瀏覽興趣程度衡量方法，其中一個是將點選次數
(int_c)與權重(w)合併計算之，另一則以權重(w)直接
取代原有之點選次數。 

7416.ym.edu.tw_Source 
AccessPath TimeStamp FileSize 

talk_joke 2000/10/02下午 03:15:20 24191 
rec_movie 2000/10/26 下午  03:20:37 24185 

rec_movie 2000/10/26 下午  03:20:56 23960 

1.yuanta.com.tw_Interest 
Access_Path Time Click Size int_t int_c Int_bal 

rec_mobilecomm 43 5 7963 0.245 0.1 0.34513
rec_tv 846 64 12785 3 2.35808 5.35808
rec_video 54 3 12034 0.206 0.09 0.29679

表 1使用者原始資料表 

表 2使用者興趣程度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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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點選加權式使用者瀏覽興趣程度衡量方法  

][][][][ __ iiiicw tIntcIntWInt +×= … … … … ..(2) 
IntCW[i]：對於點選次數加權之使用者瀏覽興趣程度 
方法三：權重式使用者瀏覽興趣程度衡量方法 

][][][ _1 iiiW tIntWInt +×=  … … … … ..(3) 

IntW[i]：利用動態權重方式為基礎的使用者瀏覽興趣
程度衡量方式 
 
4.4 使用者叢聚 

 
本節中將以使用者為中心，利用使者叢聚的技

術將相同特性之使用者叢聚在一起，並找出每一叢
聚的瀏覽路徑興趣資料，如此一來在進行個人化的

服務推薦時，不僅可以考量到個別使用者的興趣，

並且可以考量到相同類型使用者的瀏覽興趣。要進
行使用者叢聚之前，首先必須提供所有使用者的興

趣資料以利叢聚的進行。使用者興趣程度分數資料

表主要是記錄所有的使用者以及經過轉換過後對
於每個瀏覽路徑的興趣分數，其計算方式如下。 
當 n�20時 

{ 20......,.........1
20,.........21

>
≤−= i

iiiS  

當 n<20時 

)1(2020 −∗



−= i

n
Si

 

n為此使用者有興趣的瀏覽路徑總數，i則為瀏
覽路徑的排名次序。經統計之後得到所有使用者的

平均有興趣的瀏覽路徑數約為 20，因此設定興趣程
度分數的最高分數為 20。計算出使用者瀏覽興趣分
數之後則會將這些資料記錄在使用者瀏覽興趣分

數資料表中，其格式如表 3所示。 
 

建立使用者瀏覽興趣分數資料表後，接下來會

依據此資料，進行使用者的叢聚。 
     
4.5使用者資料庫 
 
    當找出使用者的叢聚資料之後，接下來的步驟
就是將經過使用者叢聚之後所得到的結果匯入使

用者資料庫中，在使用者資料庫內有兩個重要的資

料表，一個是代表使用者所在叢聚資料的使用者叢
聚資料資料表，另一個為代表每一個叢聚中的所有

使用者有興趣的瀏覽路徑排名的叢聚特性資料

表，資料表的格式如表 4與表 5所示。 
 

 
 

 

5. 評估與討論 
 
在本節中，將分兩部分對於使用者瀏覽興趣程

度的評估以及叢聚後之結果進行討論。使用者瀏覽

興趣程度的評估方面，所採用的是以本研究所提出
來的三個使用者瀏覽興趣程度衡量方法以及現有

之方法使用者瀏覽興趣程度衡量方法進行評估。而

對於叢聚後的結果，則是展示利用本研究所提出的
平衡式使用者瀏覽興趣程度衡量方法經過使用者

叢聚後的結果。 
 
5.1 以叢聚特性為基礎的評估 
 
本研究所使用評估方法為評估利用四個使用

者瀏覽興趣程度衡量方法所找出來的使用者瀏覽
興趣，經過使用者叢聚之後的效果。本節以叢聚的

特性為主要的評估準則，來判斷何種使用者瀏覽興

趣程度衡量方式的效果較佳。 
(1) 叢聚內距離之評估 
叢聚的特性之一就是求每一個叢聚中每個個

體的距離最近，也就是密集程度能越高，因此本研
究設計了一個評估的方法計算每一個叢聚內每一

個體與其他個體的距離，距離的判斷方式為利用歐

基理德的距離計算方式。 
    這個部分的實驗我們進行了 K值為 5 、K值為
10、 K值為 20三個實驗，所得到的結果皆是以平
衡式的使用者瀏覽興趣程度衡量方式所得之結果
較佳，表 6為 K值為 20的四種方法叢聚密集程度
比較表。 
 
 

(2) 叢聚間距離之評估 

userip alumni campus 386bsd cad … …  
1.office.openfind.com.tw 0 16 20 0 … …  
1.cl72.ethome.net.tw 1 0 0 1 … …  
1.dialup.seed.net.tw 17 0 0 0 … …  

IntFeng IntCW IntW IntBal 
 

個數 總距離 個數 總距離 個數 總距離 個數 總距離 

cluster1  112 268.508 116 263.772 114 227.122 38 284.602 

cluster2  119 266.964 48 251.409 83 379.924 134 234.94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uster20 103 251.309 115 254.230 121 275.226 225 473.242 

    425.454   425.485   384.931   369.459 

userip clusterno 
pcb41002.ncyu.edu.tw 5

163.23.45.66 4
139.77.98.244 2

165.23.65.77 3

clusterno path1 path2 path3 … … … …  
1 rec_travel rec_marvel rec_movie … … … …  

2 rec_pet rec_tv comp_hacker … … … …  
3 sci_sex literal_book .soc_motss … … … …  

4 rec_guitar talk_boygirl .talk_friends … … … …  
5 rec_beautysalon rec_tv sci_astrology … … … …  

表 3使用者興趣程度分數資料表 

表 4使用者叢聚資料資料表 

表 6 K值為 20的四種方法叢聚密集程度比較表 

表 5叢聚特性資料表片段 



 

 

叢聚的另一個特性就是在求叢聚之間的距離

最遠，也就是叢聚間的相似度越低。本研究先求出

每個叢聚的平均值，也就是叢聚的中心，再計算每
個叢聚中心與其他叢聚中心的距離，以衡量使用何

種使用者瀏覽興趣程度衡量方式所找出來的使用

者瀏覽興趣經過叢聚之後的效果較佳。表 7為比較
四種方法在不同 K值下叢聚間的距離表。 
 

 
5.2 叢聚之結果 

 
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經過使用者叢聚之後的

20 個叢聚內的使用者瀏覽興趣資料，表 8 為節錄
20個叢聚中前 4個叢聚前 10個排名的路徑。 
 

 經過觀察使用者叢聚之後的資料所呈現的結
果，發現經過本研究進行之後所得到的叢聚結果，

大致能夠將具有相同特性的使用者聚為同一群，有

不錯的效果。如在表 8中的 Cluster3可看出此一叢
聚內使用者的偏好是在電腦方面的討論議題，而表

8中 Cluster2的使用者特性則是偏重於娛樂方面。 
 
6. 結論 

 
 本研究提出一個以網頁探勘為基礎的個人化
網路廣告模式。並採用實際的使用者日誌檔為資料

來源，利用網頁探勘技術輔以本研究所提出的使用

者瀏覽興趣程度衡量方法，找出使用者的瀏覽興

趣，而後依本研究找出來的使用者興趣進行使用者
叢聚。亦利用叢聚的特性，對於提出來的使用瀏覽

興趣程度衡量方法與之前所提出的使用者瀏覽興

趣程度衡量方法，進行實驗以及評估，初步結果顯
示，除了瀏覽時間之外，對於點選次數納入考量的

因素，對於衡量使用者瀏覽興趣有不錯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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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Feng IntCW IntW IntBal 

K=5 5.863 6.8205 7.3085 7.606 

K=10 18.55 19.74 22.05 22.71 

K=20 55.68 57.32 60.98 62.74 

 cluster1 cluster2 cluster3 cluster4  
1 soc_politics  rec_car comp_hardware  talk_boy-girl 
2 rec_tv rec_travel comp_linux talk_friends 
3 foodstuff motocycle comp_security sci_astrology 
4 sci_finance rec_pcgame  comp_network rec_videogame  
5 rec_travel rec_pet comp_database sci_sex 
6 rec_movie  rec_photo comp_386bsd talk_ladytalk 
7 rec_car rec_movie  mswindows_nt talk_joke  
8 talk_joke  rec_tv comp_hacker rec_tv 
9 hardware  talk_boygirl comp_language rec_movie  
10 house hacker comp_lang_java literal_story 

表 8叢聚內使用者瀏覽興趣排名表(Cluster1~4) 

表 7四種方法在三種 K值下叢聚間距離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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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針對目前網際網路遊戲的種類，以及其運用的

廣告方式分析。引入傳統媒體常用的「產品置入廣

告」手法。比較網路遊戲媒體與傳統媒體的差異。

配合產品置入廣告的特性，歸納出網路遊戲中使用

產品置入廣告的優勢。 

關鍵字：網路遊戲、產品置入廣告。 

 

1. 前言 
 

網際網路的發展日新月異，網路上各種可能性

都不停地在世界各地被開發出來。而網路遊戲是所

有網路服務中相當受人注目的部分，台灣地區每年

上百億的遊戲市場規模，也讓許多廠商紛紛投入。

在眾多網路遊戲中，各式各樣的遊戲軟體讓數十萬

使用者的參與，使得遊戲形成一種媒體。其傳遞資

訊與使用者互動的能力亦不容忽視。 

本研究將對於網路遊戲作為廣告平台的方式

加以探討。首先分析目前網路遊戲的類型，以及網

路遊戲運用的廣告方式。然後引入傳統媒體中常用

的產品置入廣告的概念，比較遊戲媒體與傳統媒體

的差異，而推導出網路遊戲中使用產品置入的優勢

與可能性。 

在此對於網路遊戲的定義，乃是指網際網路遊

戲（internet games），具有主從（server-client）架構

的遊戲而言；不包括區域網路（LAN）或是 ip指向

性（ip-direct games）的連線遊戲，因為這樣的連線

方式只能與特定對象互動，並無法以伺服器即時更

新，也無與其他廣域使用者互動的能力。 

 

2. 網路遊戲類型 
 

隨著網路多媒體技術的進步，運用網際網路而

建立出來的遊戲類型也不斷地翻新。從早期文字介

面的多人地下城（MUD：Multiple User Dimension, 

Multiple User Dungeon or Multiple User Dialogue）開

始，直到現在具有豐富視聽效果的 3D連線遊戲。

以目前網路上常見的遊戲類型而言，本研究將之分

為下列幾種，並描述與廣告之間的關聯。 

 

2.1 網頁遊戲 
網頁遊戲指的是利用網頁（web page）為基礎

的遊戲，其必須以網頁為執行平台或操作介面。細

分如下： 

1. 網頁嵌入式遊戲 

所謂的嵌入（embedded）就是將遊戲包裝成

多媒體物件，而放進網頁的架構中，例如目前相當

流行的Macromedia Shackwave/Flash，以及 Script

語言、Java Applet等等。特色是利用軟體的特性能

做出品質優良，互動豐富的多媒體互動遊戲。 

2. 網路資料庫遊戲 

藉著網路資料庫的普及，許多網路服務也利用

網路資料庫的特性而加以變化。網路資料庫具有搜

尋、分析、更新等等方面的優勢，目前多半利用這

些特點設計人際間的遊戲，例如 SheSay的養男人

遊戲，和前大安銀行的 E-Guess猜謎遊戲（葉志輝，

2001）。都是使用網路資料庫而達成人際互動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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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線上遊戲軟體 
 與網頁遊戲不同處在於，遊戲軟體必須以下載

或購買的方式得到遊戲軟體後，再利用其專屬的連

線軟體與網路伺服器來達成網路連線的目的。依照

ithome電腦報的分類，再以目前現狀加以整理，針

對其網路連線的人際互動方式，可分為下列兩大

項： 

 

1. 千人連網式遊戲 

此類型由原始的MUD遊戲，改良圖形介面轉

變而產生。利用大型網路伺服器，讓數萬玩家同時

登入遊戲的虛擬世界，在同一場景下進行遊戲。遊

戲中除了預設的關卡與敵人外，更有趣的是玩家與

玩家間的互動模式，例如虛擬社會的階級結構、玩

家公會、買賣、仇敵與同伴、善與惡的競爭等等。

此類遊戲多屬角色扮演類型（RPG）。例如天堂、龍

族、Ultima Online、EverQuest等等。 

 

2. 媒合式遊戲 

與千人連網式遊戲不同處，在於媒合式是在玩

家登入伺服器後，經由伺服器自動媒合或玩家自行

找尋媒合對象，以便進行遊戲。此類遊戲的進行過

程，又可分為回合制與非回合制兩種。所謂的回合

制遊戲，遊戲的過程是採用回合分勝負的競爭方

式，當回合結束後，需另行媒合以便下次遊戲。常

見的有麻將、棋類、紙牌、賽車遊戲等等，宏碁戲

谷或Windows內建遊戲等等皆屬此類。同樣為回合

制的還有最近流行的即時戰略遊戲，例如 Blizzard 

WarCraft、MicroSoft Age of Kingdoms等等。另一

種非回合制遊戲，遊戲目標並不採用回合分勝負的

方式，而是當媒合完成後，即進行遊戲的內容，此

類並非競爭類型而為合作類型，讓同伴一同對虛擬

大陸的探險。例如 Blizzard Diablo、BioWare 

NeverWinter Night等等。 

 

以上為目前常見的網路遊戲介紹。由於遊戲方

式的不同，針對其應用的廣告手法也應該有所區

隔。而共同點是這些遊戲都建構在網路平台上。利

用網際網路的即時性與無國界的特性，使得資訊的

傳播更加迅速，相較於其他媒體而言，透過網路傳

播可以有更大的傳播效果。而網路多媒體的進展，

也讓搭載的廣告能有更多豐富的表現與可能性。 

 

3. 網路遊戲媒體與傳統媒體的差異 
 

分析傳統廣告媒體以及網路遊戲媒體的特

性，由 Barker & Gronne（1996）提出傳統廣告特質，

對照目前網路遊戲的媒體特性，將兩者的差異相比

較，整理如下表： 

表 1：網路遊戲媒體與傳統媒體的差異。 

傳統廣告的特質 網路遊戲的媒體特質 

「單向溝通」：傳統媒

體都是利用單向來傳

遞資訊，廣告訊息在傳

遞的過程中是屬於單

向的溝通，排除閱聽群

眾對廣告本身產生回

饋，因而無法產生兩者

之間的互動。 

「雙向互動」：由於遊戲

本身提供的互動性，將

使得廣告具有互動效

果。而非單方向的溝通

方式。互動可讓使用者

得到更深刻印象，並且

可以回饋資訊給廣告

主。 

「標準化的資訊」：傳

統媒體所傳遞的資訊

都是標準化的，不會因

閱聽群眾的不同而產

生改變。 

「非標準化的資訊」：利

用網路資料庫的方式，

可以針對特定對象目標

（targeting），而產生不

同的廣告內容， 

「曝光時間較短」：傳

統媒體刊登廣告費用

較高，所以其刊登的時

間也受到限制。雜誌印

刷媒體為例，讀者可自

行決定花多少時間吸

收廣告的資訊，但根據

調查結果顯示讀者花

在每一則廣告上的時

間不超過兩秒鐘。 

「曝光時間較長」：遊戲

關係到生命週期，若遊

戲生命週期越長，則曝

光機會越大，且重複曝

光率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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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簡單」：由於傳

統廣告曝光時間較

短，所以在傳遞資訊的

過程中傾向使用較簡

單及簡短的內容。 

「資訊較為豐富」：當廣

告物品或商標被設計在

遊戲劇情當中時，便可

以不受到時間與單向媒

體的限制，可將更多的

產品資訊放置其中。 

「強迫接受」：在傳統

廣告媒體中，觀眾沒有

選擇接受哪一種產品

訊息的權利，除非他們

採取某些的行動，例如

切換電視頻道或將報

紙翻頁。 

「非強迫接受」：傳統的

帶狀媒體只能線性播放

的方式，讓觀眾無法選

擇即將要收看的內容與

廣告。而運用遊戲的互

動情節特性，使用者可

以自由選擇情節的發

展，以及廣告的接受與

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目前網路遊戲廣告的手法 
 
4.1 網頁多媒體互動遊戲廣告 

這是屬於在網路上相當常見的廣告手法，利用

網頁嵌入式的多媒體元件，來達成廣告的效果。許

建隆（民 89）曾提到廣告與遊戲並存以及品牌遊戲

這兩種方式，本研究加入互動橫幅廣告而分為下列

三種： 

1. 互動橫幅廣告： 

傳統橫幅廣告（banner）多為圖片或是動畫，

但是利用多媒體網頁技術（Rich Media，例如

Macromedia Flash）可將原本的橫幅廣告，變成一

個小型的互動遊戲。其遊戲的方式非常簡單，一個

橫幅廣告遊戲可能只具備一至兩種遊戲目的。但是

這種互動式的廣告將比傳統無互動式的廣告，更能

吸引使用者的注意與興趣。在目前過量的橫幅廣告

下，使用者容易對廣告內容麻木而忽略，此種互動

廣告將可改善此情形。缺點是遊戲功能僅在吸引使

用者點選，並非對廣告內容有直接相關。 

2. 橫幅廣告與遊戲並存： 

廣告與遊戲同時出現在畫面上，例如一個

Flash遊戲的上方有橫幅廣告，該遊戲本身與廣告內

容無直接關聯。目的是讓使用者在遊戲的過程中，

長時間停留在此頁面上，而達到廣告的增加曝光時

間的效果。缺點是使用者會因為過於專注在遊戲上

而忽略橫幅廣告。 

3. 廣告與遊戲結合： 

將廣告製作成遊戲，也就是「品牌遊戲」。將

廣告內容設計成遊戲的方式，讓使用者在遊戲的過

程中，同時接收到廣告所傳達的訊息。例如廣告物

的特色或品牌服務的目標。優點是使用者在玩遊戲

的同時被迫吸收廣告內容，缺點是製作過程較為複

雜且遊戲進行方式多半與廣告物品無直接關聯。 

網頁

橫幅廣告

遊戲

網頁

廣告遊戲

網頁

互動橫幅廣告

 
圖 1：網頁嵌入式遊戲的三種類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 網頁資料庫遊戲行銷 
與傳統廣告最大不同處在於，網路資料庫可以

在遊戲的過程中蒐集資訊、儲存資料並加以分析，

針對不同的使用者，提出不同的廣告或促銷內容，

而達成目標設定（targeting）及非標準化廣告內容

的目的。例如在交友配對的遊戲中，提供線上訂購

花束與禮品等等的行銷方案。 

 

5. 產品置入廣告 
 

本研究希望將過去應用在傳統電視電影中的

「產品置入廣告」，引入到現在發展相當迅速的網

路電子遊戲當中。利用原本產品置入廣告原理，對

照電子遊戲的特性，而推導出新型態的網路遊戲與

廣告的結合模式。 

Balasubramaniam（1994）對「產品置入」

（Product Placement）的定義，是以付費的方式，

有計畫地以不引人注目的拍攝手法，將產品訊息置

於電視節目或電影中，影響觀眾對於產品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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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產品置入方式 
Russell（1998）提出的產品置入形式，將置入

的架構以三維方式呈現： 
視覺表現（Visual Appearance）

螢幕畫面置入（Screen Placement）

與戲劇情節連結的程度（Degrees of Connection to the Plot）

口白／演員台詞置入（Script Placement）

聽覺呈現（Auditory Presence）

戲劇情節置入（Plot Placement）

圖

2：A Three-Dimensional Construct of Product 
Placement，產品置入的三維架構。 
資料來源：Cristel A. Russell(1998). 

 

Russell指出，產品置入形式可以用三維架構

來表現，可分為三個面向（許美惠，2000）： 

1. 視覺表現（visual appearance）－螢幕畫面置入

（screen placement）： 

可透過兩種方式呈現。一種是創意置入

（creative placement），間接的手法出現廣告物。例

如刊登廣告物的廣告看板出現在畫面中。另一種是

實物／現場的置入（on-set placement），在適合的場

景出現適合的實物，例如在路上出現汽車。而在目

前的網路遊戲中，常常可以看見這種產品置入的廣

告手法，例如宏碁戲谷的碰碰車和麻將遊戲，以及

運動遊戲 FIFA World Cup 2002（EA，2001），就是

屬於視覺置入的方式。 

 
圖 2：宏碁戲谷的碰碰車遊戲。 
資料來源：宏碁戲谷。 

 

2. 聽覺呈現（auditory presence）－口白／演員台詞

置入（Script Placement）： 

在適合的情境中設計演員台詞，依據情節，配

合語調、時機、人物性格、肢體語言，讓演員口頭

提及品牌名稱。這個在電子遊戲中應用比較少，例

如MaxPayne（Remedy Entertainment，2001）中的

Acer電視廣告聲音，或是Monkey Island（Lucas 

Art，2000）遊戲中，主角在對話語音時所提到的餐

廳名稱。 

 

3. 戲劇情節置入（Plot Placement）： 

結合螢幕畫面置入與聽覺口白置入，將產品置

入廣告設計成戲劇情節的一部份。良好的戲劇情節

置入，不但可以增加戲劇的真實感與戲劇強度，也

可以讓廣告物的出現與節目情節更加融合。在電影

中的應用較少，但是效果卻非常顯著。例如電影

「Cast Away」中的 FedEx快遞公司與Wilson排球。 

 
圖 3：Cast Away中產品置入，Wilson排球。 

資料來源：電影「浩劫重生」（Cast Away）片段。 
 目前的遊戲中，運用劇情置入的方式非常少。

比方說賽車遊戲中，某些特定的市售車輛，例如

Need for Speed: Porshe 2000（EA，2000）這類的遊

戲。但是當中的劇情，也僅在賽車競速而已。所以

這類型的廣告手法，是一種全新的嘗試。將過去在

傳統媒體上所慣用的廣告方式，移植到網路遊戲

上。透過遊戲媒體與網際網路的特性，預測將可達

到更佳的廣告效果。 

 而運用戲劇情節置入的方式，有遊戲規模的限

制。想要搭造規模夠大的情節架構，如同電影，才

有辦法將廣告適當地成為情節置入物品。所以在應

用的時候，應該鎖定為連線遊戲軟體為對象，而較

難運用在網頁多媒體的互動遊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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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遊戲運用產品置入廣告的優勢 
1. 多元情節架構運用情節置入手法 

傳統媒體的產品置入，多半是運用視覺與聽覺

置入，原因是在設計上，視覺置入是最為容易製

作，且廣告設計與替換上也最為方便。例如可以將

廣告物或品牌符號以鏡頭手法放入畫面中，即可完

成產品置入廣告。而聽覺置入時，必須在劇本設計

時就把廣告物品名或品牌名稱放入演員對白中，這

樣的方式在廣告設計上就會提高複雜度。在過去許

多研究中，視覺與聽覺並用的刺激上，對於觀賞者

的回憶度上有明顯的優勢。而真正情節置入的手法

卻非常稀少，因為其製作的複雜度更高，必須在企

劃之前就確定廣告物或品牌，並且影片企劃與廣告

設計同時進行，才能讓媒體與廣告本身有緊密的配

合。 

大型網路遊戲由於具有多元情節特性，在設計

情節置入時，可以將產品置入廣告設計為次要情節

（sub-quest），可以在不影響主要劇情下完成情節置

入。利用遊戲的互動性，使用者在遊戲的過程可以

主動選擇廣告情節的接受與否，即使沒有完成產品

置入廣告情節部分，主要遊戲路線也不會受到影

響。利用遊戲的多元情節與互動性，去除了傳統媒

體線性播放的缺點，使用者不必強迫接受所有的情

節內容，以避免造成過多的產品廣告資訊而厭煩，

達成使用者可選擇觀看與否的互動廣告效果。 

 
圖 4：專案設計產品置入情節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古典制約學習與操作制約學習並用 

Russell（1998）指出傳統的置入廣告是使用「古

典制約理論」，因為其訊息的傳達與接收是利用重

覆暴露（exposure）來達成消費者對該項產品與某

件事務聯想在一起。而利用遊戲達成置入效果，則

可以加入「操作制約理論」的說服效果，強調賞罰

方式來說服使用者對於該項產品的印象。而遊戲中

出現的廣告物品，得到使用者注意，因為其遊戲劇

情要求，使用者必須了解其物品的特性與使用方

式，最後接受使用該物品的結果，此一過程即能夠

達成說服的效果。 

在遊戲中，有單向的媒體訊息傳遞方式，也有

雙向的互動媒體方式。遊戲可以運用運用影像、聲

音或情節的置入。達到與電視節目或電影相同的效

果。其概念的構成如下圖： 

 
圖 4：傳統媒體產品置入，運用古典制約理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加入遊戲的互動效果，對於其廣告物品則可

以達到具有獎勵和懲罰的制度，當使用者正確地選

擇或使用該置入產品時，將可以得到過關或解決問

題的酬賞，反之若不正確地使用，則會得到失敗或

死亡的懲罰。其概念構成如下圖： 

 
圖 5：電子遊戲中產品置入，運用操作制約理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滿足 FCB模式的四象限 

(1) 廣告訴求更廣泛 

在傳統媒體的產品置入廣告中，由於是運用古

典制約學習理論的手法，讓觀眾把情境與廣告物品

的聯想結合，而達到廣告的效果。加上出現時間

短、次數少，所以大多是運用緩和的方式，以「感

性」的訴求為主的週邊路徑說服策略。然而遊戲本

身的多媒體特性，使遊戲的設計不再是單線發展取

向，讓使用者在遊戲的過程中，不但增加廣告物重

複曝光的機會，更可以用更豐富的手法來描述廣告

物的特性。例如賽車遊戲中，可以非常詳盡地用各

種媒體來說明汽車的屬性與規格。遊戲更可以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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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親自試用廣告品，運用「理性」的訴求，內容

強調事實、學習性與說服的邏輯，讓物品的功能性

直接呈現在使用者面前。 

(2) 涉入度的提高 

由於遊戲的特性，相較於傳統媒體，使用者會

更專注於遊戲內容上，而這種專注則可以增加使用

者對於遊戲中產品廣告的涉入度。傳統的產品置入

因為其表現的形式只能由節目中角色與物品間的

互動完成，觀眾無法與該節目角色或情節互動，加

上電視電影中並不適合長篇文案的產品行銷方

式。造成以往的產品置入只能侷限於「低涉入度」

的產品或廣告手法。而當運用遊戲時，可以利用多

媒體的特性，包含圖片、聲音、文字、影片的融合，

讓產品能有更多的描述方式，加上使用者對於電子

遊戲專注，不只提高對於遊戲本身的涉入度，更可

以提高使用者對於產品置入物的涉入程度。當使用

者主動去了解商品，讓涉入程度提高，在廣告物與

廣告手法的選擇就更加廣泛。 

綜合上述對於廣告訴求的比較，以及涉入度的

提高，可以說明在 FCB模式中，電子遊戲將比傳統

媒體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可包含到四個 FCB象限。 

 

6. 結論與建議 
 

多媒體具有與傳統媒體相當大差異的特質，網

路多媒體的傳播效果也受到眾多的矚目。然而電子

遊戲正在蓬勃發展中，根據 Informa Media集團

（2001）預測，全球電玩市場規模未來五年可成長

71%，達 860億美元。遠遠超過電影與音樂市場。

網路遊戲的類型廣泛，對象涵蓋面大。把遊戲當作

媒體，將置入廣告應用於電子遊戲中，是一種全新

的嚐試。 

網路遊戲有其優勢，可彌補傳統置入廣告的缺

點。其多元情節架構、互動性以及多媒體整合的展

現能力，是其他媒體所無法取代的。在電子遊戲

中，除了置入廣告的應用，也充滿了其他更多的可

能性。希望此研究結果作為一探索性研究，能開啟

此一領域的研究線索，並且提供廣告業界與遊戲業

界能參考相關的廣告手法。讓電子遊戲與廣告更顯

豐富與多元化。 

對於電子遊戲引入產品置入廣告方面，將來的

研究方向，可以針對以下幾項： 

1. 以使用者角度出發： 

本研究是從分析的角度，探討其理論的結合應

用以及遊戲媒體優勢，將來可由使用者的角度來探

討此一廣告合作模式，廣告訊息與廣告媒體的改

變，對於使用者的影響。 

2. 以設計者角度出發： 

由於產品置入廣告的加入，使得原本遊戲的目

標有所改變，引入產品置入廣告的網路遊戲企劃便

需要重新構想，探討當廣告介入時，互動遊戲的設

計方法以及策略上的差異。 

3. 多種類型的效度測定： 

可以針對各種廣告產品類型、廣告手法與與電

子遊戲類型互相搭配，實際以實驗的方式，做一廣

告效度的測量。 

 

7. 參考文獻 
[1] 葉志輝（2001）。線上遊戲作為網路行銷工具之

初探--以大安銀行 e-guess猜謎網為例。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所碩士論文。 

[2] Barker, Christian & Peter Gronne (1996), 

Advertising on the world wide web. Retrieved 

March 20, 2002,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samkurser.dk/advertising 

[3] 許建隆（2000）。線上遊戲作為一種廣告形式的

效果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廣告研究所碩士論文。 

[4] Balasubramaniam, Siva K. (1994). Beyond 

Advertising and Publicity: Hybrid Messages and 

Public Policy Issue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Volume 23, 29-46. 

[5] Russell, A. Cristel (1997,Octobor 16-19). Toward 

A Framework of Product Placement: Theory 

Propositions. In Terry Bristol. (Chair). Building 

Brand Equity . 1997 ACR Conference, Denver, 

Colorado. 

[6] 許美惠（2000）。電影中產品置入之廣告效果。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1

組織內電腦中介溝通媒介運用之探討 
─以電視台桃竹苗區地方記者為例 

 
陳儀珊  呂佩珊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生 
yschen.ct89g@nctu.edu.tw 
peggylu.ct89g@nctu.edu.tw 

 
摘要 

 
本研究探討電視台地方記者在組織內電腦中

介溝通媒介之運用，並從媒介豐富理論與社會影響

模式的觀點來看地方記者溝通媒介的運用。本研究

方法採深度訪談，研究結果發現，電視台地方記者
由於時間壓力與空間限制，在電腦中介溝通媒介的

運用並不多，組織溝通都是以「電話」為主要的溝

通媒介，在新聞工作相關的溝通媒介運用上，深受

媒介豐富度所影響；在非新聞工作相關方面，則主
要是受社會影響力所影響。 
關鍵詞：社會影響模式、組織溝通、媒介豐富理論、

電腦中介傳播、溝通媒介 
 
1. 前言 

 
傳統的組織溝通著重在面對面的討論過程，然

而隨著傳播媒介越來越多元，溝通媒介不再侷限於

面 對 面 等 親 身 接 觸 ， 電 腦 中 介 傳 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就是一個
新的溝通途徑。傳統的 CMC 研究以面對面溝通比
較電腦中介溝通媒介之豐富性，因而認為 CMC 無
法發展人際關係；然而，隨著網際網路的進步，諸

如互動性、即時、非同步、打破時空限制等許多特

性(Rice,1987；Rogers & Rafaeli,1985；柳林緯，
1996)，已使得CMC在溝通媒介的運用上獲得改善。 
新聞媒體講求時效，組織溝通的立即正確傳達

更顯重要，尤其對於長期不在組織辦公室內工作的
成員而言，為避免工作表現受到影響，而必須克服

地理空間上的距離，快速且正確的得知組織相關消

息，以減少工作的不確定性。 
本研究以電視台地方記者為研究對象，乃由於

相較於組織內的記者，在時間空間上、在可參考的

語文、非語文線索上和溝通媒介使用的考量上，都
相對的較為缺乏；然而，其仍必須與組織進行溝通

與工作交付，因此如何運用溝通媒介，克服時空的

限制，以達到溝通的目的，是本研究所欲探究的。 
此外，電腦中介傳播系統(CMCS)已逐漸廣為組

織所採用，本研究亦欲從地方記者與組織溝通媒介

運用情況，檢視媒介使用理論─特別是媒介豐富論

與社會影響模式的應用情形。最後，本研究將就研

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媒體組織在溝通媒介的運用
上參考利用。 
 
2. 文獻探討 
 
2.1 電腦中介傳播之定義與特質  

所謂「電腦中介傳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是指「利用電腦來幫助人們
進行資訊交換或達成其他傳播行為的方式」(Culnan 
& Markus,1987)；而協助電腦中介傳播活動的系
統，稱之為電腦中介傳播系統(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ystem，CMCS)。隨著電腦網路的快
速發展，CMCS的應用範圍也逐漸廣泛，包括電子
郵件、語音信件、電子佈告欄、視訊會議等。 

CMCS所具有的即時性、互動性、非線性、非
同步性與打破時空限制等諸多特質，使其有別於傳

統的媒介，廣為組織所採用(Steinfield,1986b；
Rice,1987：Roger & Rafaeli,1985；柳林緯，1996；
郭書祺，2001)。 

CMCS 對於組織溝通的助益主要表現在效率
和資訊的處理上，在傳統的溝通媒介搭配下，CMCS
將可以為組織減少部份電話和會議的進行(Rice & 
Case,1983)，但是，CMCS 並不會完全取代既有媒
介，只是增加組織選擇和使用的機會。因此，良好

的組織溝通系統，最好能結合傳統溝通媒介與電腦

中介傳播系統兩種不同的傳播媒介，才能達到最有
效益的組織溝通(吳姝蒨，1996)。 

 
2.2 電腦中介傳播之理論  
  關於電腦中介傳播理論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觀
點，分別是媒介豐富理論與社會影響模式，茲分述
如下： 
1.媒介豐富理論(Media Richness Theory) 

媒介豐富理論認為，組織在處理資訊時會受到
不確定(uncertainty)與模糊性(equivocality)兩個因素
所影響，所謂的不確定性是指資訊的缺乏，而模糊

性則是指資訊的模稜兩可；為了克服這兩個因素，

組織中的成員會藉由溝通媒介的選擇以降低模糊
性與減少不確定性(Daft & Lengel ,1984；Daft, 
Lengel & Trevino,1987 ； Trevino,Daft & 
Lengel,1990)。因此，Daft和 Lengel(1984)首先提出
資訊豐富度(Information Richness Theory)的觀點，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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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媒介依「資訊豐富性」作一排列，而評斷的標

準為是否能讓溝通者詮釋高模糊性的訊息；而後由

於資訊豐富度探討的是媒介是否具有傳輸豐富資
訊的能力，因而有媒介豐富理論的產生(Daft, Lengel 
& Trevino,1987；Fulk et al,1987,1990；黃慧雯，
2000)。 

Trevino(1987)等人以「豐富性」來形容資訊的
負載容量，並將溝通媒介區分為富(rich)和貧(lean)
兩類。而媒介豐富性的衡量標準有四個，包括：(1)
立 即 回 饋 的 能 力 (the availability of instant 
feedback)，讓溝通者可以很快的聚集共識或訊息的
了解，同時也包含訊息立即被修正的速度；(2)傳遞
多重線索的能力，包括肢體語言、語調、眼神等；

(3)使用自然的語言，可以用最自然的方式溝通，如
口頭的對話；(4)媒介的個人化焦點(the personal 
focus of the medium)，視該媒介是否能依個人情況
來傳遞訊息，以符合個人的需求 (Trevino et 
al,1990)。 

根據上述的衡量標準，「面對面」被認為是豐

富性最高的媒介，其次是電話、電子郵件(Steinfield 
& Fulk,1986；Trevino et al,1990)、個人化的紙本文
件(例如，信件、備忘紙)與非個人化的紙本文件(例
如，檔案、公文、公佈欄和報告)。媒介豐富理論認
為，媒介的選擇主要是視訊息的模糊性而定。模糊
性高的溝通任務，需要搭配富媒介，反之則只需要

貧媒介即可。因此，為了達成有效率的溝通，組織

成員在選擇溝通媒介時，會依任務的模糊性來決定

如何搭配運用。 
媒介豐富理論經常被批評無法完全解釋媒介

的使用行為，雖然理論強調媒介本身的客觀性，實

際上溝通者有可能會受到媒介的象徵性特質或其
它因素而影響選擇的行為(Fulk et al,1990)。Trevino
等人(1990)於是修正該理論，加入兩個評估因素，
一是情境的決定因素(contextual determinants)，例如
空間的距離會限制溝通者媒介的使用；二是媒介的

象徵意義，意即媒介的選擇在於情境的規範，強調

組織成員使用媒介時，尚需注意媒介本身的象徵意
義 (Trevino,Daft & Lengel,1990)，例如在組織中，
非個人化的紙本文件通常代表傳遞正式、而非私人

的訊息(Fulk et al,1990；黃慧雯，2000)。 
關於媒介豐富理論的實證研究，結果很不一

致，並未獲得普遍的支持，主要是無法解釋許多社

會情境對個人媒介使用的影響，還有，個人選擇媒
介的行為並不全然是理性考量的結果，因此有「社

會影響模式」的出現(Fulk et al,1990)。 
2.社會影響模式 

Salancik & Pfeffer(1978)所提的社會資訊處理 
理論(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認為，人
類的行為會受到社會資訊的影響，進而建構社會真
實，這些社會資訊包括了社會情境與過去行為。許

多組織傳播的相關研究中，納入了該理論的觀點，

認為透過資訊社會化的過程，組織成員間的意見、

訊息與行為將會影響彼此對工作的認知與態度。 

因此，Fulk等人(1987,1990)依據社會資訊處理
的觀點，結合媒介豐富理論，並加入社會資訊、媒

介特性、工作特性及情境因素等內容，提出社會影
響 模 式 (Social Influence Model)(Fulk et 
al,1987,1990；Schmitz & Fulk,1991)。該模式同樣視
個人對媒介「豐富性」的感知與使用，部份是主觀
且由社會所建構，會受到工作場所中的其他成員評

論、態度和行為所影響(Schmitz & Fulk,1991)，其中
主觀的感知又會因人而異。 

在媒介使用上，組織中的成員受到最直接的社

會影響，主要是來自於其他成員公開評論與替代的

學習(vicarious learning)(Fulk et al,1990)，而當個人
處於模稜兩可、模糊性高的情況時，會特別依賴社

會互動以降低不確定性，因此社會影響力也會特別

顯著(Fulk et al,1990；谷玲玲，1999)。社會影響模
式中提出對個人媒介認知造成影響主要的因素

有：社會性影響、對媒介的評價、對工作的評價、

情境因素與個人差異(Fulk et al,1990；黃慧雯，
2000)。和媒介豐富理論所不同的是，社會影響模式
在相關的實證研究中，普遍都獲得了支持。 
綜合上面的討論，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為： 

一、 電視台地方記者與組織的溝通內容有那些？

各運用哪些媒介？ 
二、 媒介豐富理論與社會影響模式能否應用於記
者溝通媒介運用的情況？ 

 
3. 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探討地方記者在組織內電腦中介溝

通媒介之運用，研究對象為電視台地方記者，研究

方法則以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 
本研究將地方記者與組織溝通的內容以「新聞

工作相關」與「非新聞工作相關」區分。在組織的

溝通媒介中，由於行動電話(手機)在台灣已經普及
化，因此，在本研究中所提到的「電話」則泛指傳
統的家用電話、公共電話與行動電話。 

研究地區與樣本以便利性為考量，選定桃竹苗

地區電視台(包含無線與有線電視台)地方記者為
對象。目前各電視台在桃、竹、苗地區之記者大多

只配置一人，總計聯絡六家電視台之桃竹苗記者共

十八位，扣除拒訪者後，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分別為
台視、華視、民視、TVBS與東森五家電視台，共十

一人，個人資料說明如下： 

 

表1. 受訪者個人資料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年資 學歷 

A1 男 34歲 9年 大專 

A2 男 29歲 3年 大專 

A3 男 31歲 6年 大專 

B1 男 39歲 12年 大專 

B2 男 35歲 8年 大專 

C1 男 34歲 8年 大專 

D1 男 37歲 8年 大專 



 3

D2 男 38歲 8年 大專 

E1 男 32歲 8年 大專 

E2 男 35歲 7年 大專 

E3 男 30歲 5年 大專 

 

受訪電視台各以代號A、B、C、D、E表示，經
由訪談得知 E1地方記者編制與他台和他地不同，

是由原地方系統台之新聞部納編為地方新聞中心

其型態特殊所以只列出不贅論。電視台地方記者在
性別、年齡與學歷上差異不大，比較特別的是性別

均為男性，在聯絡的六家電視台十八位地方記者

中，只有一名為女性，但工作繁忙而拒訪，因此本
研究的受訪對象均為男性。 

 

4. 研究發現與討論 
 

4.1研究發現 
 

(1)新聞相關工作之溝通 
例行性新聞工作 

在例行性的新聞工作方面，各台幾乎一樣，早

上、中午各有固定的聯絡，若遇突發事件則機動性

聯絡。此外，地方記者缺少組織資源，一人一機的
作業方式只採不編製，只需要將文字稿與新聞畫面

傳回總公司的新聞部地方組，或是台北以外的地方

中心。 
在溝通媒介的運用上，電話是在採訪任務交付

時唯一的選擇；在畫面的傳輸主要是以光纖回傳，

但是B2、C1、D2與E2是採計程車跑帶的方式，將

帶子直接送到總公司，或最近的地方中心，以微波
或光纖傳回台北。 

 至於新聞文字稿，只有 C1表示仍無法直接連

上公司網路系統編輯稿件，必須藉由E-mail傳稿，
其他的公司則都有具有編輯台功能的內部網站，地

方記者只須連上內部網站將稿件傳回即可。但若遇

到特別的突發事件時，為了搶時效，受訪者均表示
也會用電話直接報稿給公司同事，由同事代為處

理。 
 此外，目前受訪對象之電視台均設有內部網
站，而內部網站的功能，根據各家記者所說明，至

少都包含有討論區、公佈欄與新聞編輯台。 
組織政策與人事消息 
    在此一溝通內容中，各家電視台對於組織正式
發佈之消息仍傾向透過「電話」告知地方記者，特

別是與該地方記者工作相關的人事、政策等消息；
重要性次之的消息則會公告在公司內部網站之公

佈欄，重要性高的內容還會透過傳真與簽名回傳的

方式 以確保地方記者被告知。比較值得一提的
是，A3與 B1表示他們甚至會透過「報紙」的報導
得知組織的人事異動或新政策。 

 

(2)非新聞工作相關之溝通 

一般行政事務 
一般行政事務指地方記者除了新聞工作，平 

日需與組織進行聯絡之事項：包含一般公費支出申
請、請假，與福利、薪資等相關權益的爭取。在公

費申請與請假的處理，其實各台公費申請都是將收

據或報表郵寄回公司；而在請假方面，除了 C1 是
在月初勾選休假日後傳真回公司，D1 的假條採郵
寄的方式傳回，其他都表示以電話告知主管或同事

即可。 
 在工作權益相關的事務上，記者們大多表示不

會主動爭取，但若是工作上的相關問題，直接與直

屬上司反映通常即可收效，至於所採用的溝通媒介
則是以回公司面對面開會為主，藉由開會時提出並

反映問題，和上司直接互動。除了開會時面對面的

溝通，A3 記者表示有時也會透過在家記者代為反
應。但 B1 記者則表示，公司有公司的體制，他不
會主動爭取或反應這類的事務。至於 C1 的公司則
有員工工會，會替所有員工爭取該有的權益，因此
他個人不會單獨反應。 

非正式溝通 
 在本研究中，非正式的溝通指的是，未受證實
及尚未公告的組織政策與人事消息、傳聞與八卦。

在這方面，無論是與上司或同事，地方記者最常使

用之溝通媒介也以「電話 」為主，除「即時性」
的因素外，也因為電話(手機)的配合度高，能符合
地方記者必須終日在外奔走的工作性質。 

僅次於電話的是電視台內部網站，一般而言，

其內部網站除了提供傳稿以外，還包括採訪經驗
談、討論區、聊天室等功能。至於其它溝通媒介方

面，能夠運用面對面溝通了解組織人、事、物或傳

聞的機會不多，只有 E2 表示三個星期至一個月回
公司一趟，E3因為常有機會接送高層長官因而面對
面溝通的次數也較多，其它的記者均表示，能面對

面溝通的機會只有記者間的私人聚會或是偶爾回
公司開會，一年次數約一到三次；而記者們在E-mail
的使用上，則主要都在轉寄信件的情誼聯繫作用。 
  
4.2研究發現討論 
 
(1)在新聞工作相關之溝通「電話」為主要溝通媒介 

新聞工作首重時效性，地方記者由於終日在外

採訪，缺乏組織的資源，因「電話」具有即時、立

即回饋等特性，於是成為地方記者與組織溝通時，
為了突破時空的限制而最常使用溝通複雜訊息的

媒介，其次是公司內部網站與 E-mail。因此在這方
面 支 持 了 媒 介 豐 富 理 論 (Daft, Lengel & 
Trevino,1987；Steinfield & Fulk,1986；Trevino et 
al,1990)的假說─電話是豐富性僅次於面對面溝通
之媒介 (Daft,Lengel & Trevino,1987；Schmitz & 
Fulk,1991；Trevino,Daft & Lengel,1990 )。 
過去研究的結果指出，「面對面」溝通因為回

饋速度最快，媒介豐富性最高，因而在組織的運用
常以「面對面」為主，其次才是電話、電子郵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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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文件(Draft & Lengel,1984；Trevino, Daft & 
Lengel,1990)。而 Trevino等人(1990b)的研究中，除
了指出當經理人們處在高度複雜性的環境中，會有
46%人選擇面對面的溝通媒介外，而為了克服地理
環境上的限制，有 62%的人會選擇使用電子郵件作
為溝通的媒介，其次才是選擇電話(51%)(黃慧雯，
2000)。但在本研究中電話才是地方記者與組織溝通
時最優先選擇的溝通媒介，而非電子郵件，探究其

因，應是新聞著重時效性，而地方記者長期身處於
組織外而且工作地點不固定，因此電話成為最即時

也是最豐富的溝通媒介。 
電話之所以成為電視台地方記者與組織溝通

時最主要的溝通媒介，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受到

電視台地方記者的工作型態所影響。在社會影響模

式中，情境因素會影響個人對媒介的使用，其包含
了 便 利 性 與 時 空 限 制 (Fulk, Schmitz & 
Steinfield,1990)，CMCS 的溝通媒介具有打破時空
限制的特質，本應可以協助不在組織內部工作的地
方記者與組織溝通，但我們可以發現電視台地方記

者終日都在新聞現場奔走，因而缺乏接近使用

CMCS的能力，此外，地方記者在面對時間的壓力
與空間的障礙阻礙下，亦無法選擇使用面對面與

CMCS等溝通媒介。 
受訪者 E2就提到：「手機，當然是用手機啊！

在『地形』、『地物』和『時間』上來講都很方便：
你看，我們必須常常山上山下跑，今天要到哪裡可
能都是臨時決定的，所以除非收不到，不然，手機
都能馬上聯絡到…… 」 
隨著科技不斷的日新月異，雖然現今使用筆記

型電腦、PDA或手機無線上網已不是問題，但在使
用上仍無法像使用桌上型電腦上網一般順暢。假以
時日當筆記型或攜帶式電腦與無線上網科技發展

成熟，屆時，或許電話就不再是打破空間障礙與克

服時間壓力的唯一溝通媒介。 
(2)在非新聞工作相關之溝通，亦以「電話」為主 

在非新聞工作相關之溝通方面，地方記者無論

與上司或與同事仍以「電話」為最常使用之溝通媒
介，除了即時性與跨越時空限制的因素外，主要是

因為地方記者經常在平日例行性的電話溝通時，順

便詢問或被告知一些非新聞工作相關的事情。 
另一個主要的溝通媒介則為各家電視台內部

網站的討論區，但受訪者對此認同度不一。A1 肯
定討論區的功用，他表示：「網站就很夠了。今天
誰受了委屈、誰生了小孩、甚至是上下級的對罵用
三字經⋯⋯這麼細的東西，都可以在網站上看到，
你說夠不夠呢？我想，很夠吧！而且回應又快，主
管可以反駁、同事也可以聲援。」 

但是也有記者質疑討論區發言的功用，因而無

法放心發言，E2 就表示：「網站留言有盲點，原因
在於上站代號或者內容還是可以推敲出的…… 而
且，回應通常在時間上有所延宕，對於討論議題幫
助不大。另外，通常對組織或特定人事的批評都是
『攸關飯碗』的，所以我對利用網站討論的意願不

高。」 
B2也有相同的顧慮：「網站喔，在公布消息上

面都很快很清楚啦，不過真的要說『暢所欲言』就
沒辦法了，… 還是可以查出你是誰的；而且你曉得
網路上的東西就是一直放在那裡很久很久，被點名
的人就更容易懷恨在心囉。所以，我覺得是『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 

由此可知記者肯定內部網站的方便性，但對於

無把握發言權是否或受到尊重與保障，這時主管所
持的態度與扮演的角色，以及同事對討論區的參與

和發表意願將顯得重要，因為這些都會影響組織成

員對討論區的評價，進而影響其使用行為。 
在受訪的五家電視台中，A台的兩位記者都肯

定該電視台的內部網站以及討論區的運用，他們表

示是因為公司的主管與同事對網站與討論區都持
正面的態度，至於其它電視台的記者則因為主管與

同事的態度不明，而影響其使用該溝通媒介的意

願。這個觀點與過去的研究結果一致，Miller & 
Monge(1985)的研究結果顯示，社會性影響的最大
來源是個人最常來往的工作伙伴，此外，Rice & 
Love(1987)和 Steinfield(1986a)的研究發現也證實了
這些來自於工作伙伴的社會性影響，會對個人的媒

介使用產生作用(呂貫文，2000)。 
在非新聞工作相關的溝通上，雖然地方記者仍

以電話為主要的溝通媒介，但可以發現記者在這方

面的溝通媒介選擇上，並不是以媒介豐富性為主要

的考量，而是與社會影響模式的論點相同，亦即在

媒介使用上，組織中的成員受到最直接的社會影
響，主要是來自於其他成員公開評論、替代的學習

與群集的社會規範(Fulk et al,1990)。 
(3)其它發現─組織內 CMCS 運用以網站公告欄與
編輯台為主 

目前在電視台 CMCS 的使用上，主要有電子
郵件與內部網站，而內部網站包含編輯台、公佈欄
和討論區。不過透過訪談發現，地方記者目前在電

視台 CMCS 的使用上以是網站公佈欄與編輯台為
主，記者們都有定期察看公佈欄的習慣，這對於不
在組織中的地方記者來說，是與組織溝通時很便捷

的溝通媒介。 
但在網站討論區的使用上，受訪的五家電視台

的記者中，僅有一家電視台之組織成員會充份利用

討論區，並從中獲得成員間公、私事的近況。這是

由於該家電視台之成員，會將工作上的意見與生活
上的瑣事放在討論區中與他人分享，引起同事間的

討論，而長官也能很快回應討論區的意見，在此互

動下，增加該組織成員對討論區的認同。反觀其它
組織，成員多表示該公司討論區之回應很慢，反映

事項無法適時解決，也擔心匿名效果不佳，所以使

用討論區的意願低落。 
此外，也有記者在訪談中表示，對於組織或組

織成員的意見溝通上，其寧可選擇打電話直接與事

件關係人溝通，而不採用討論區發言，除了因為上

網時、地的不方便，也因為缺乏經由面對面溝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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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共識與默契，導致地方記者與組織中的其他成員

容易產生互動上的困難。 
回歸到溝通的本質來看，溝通其實是一種符號

象徵的過程，溝通所使用的語言是一種符號，這些

符號系統代表事物或象徵某種意義，此外，溝通只

有在一套共有的符號系統時才能發生，溝通的雙方
必須使用對方能夠了解的符號，否則容易造成誤解

(引自王彥程，2000)。Burt(1982)認為生存於社會系
統中的每個人是透過一無所不在的社會化過程了
解與評價周遭事物，在此過程中，個人的思維方式

與行為模式都受到周邊的人很大的影響，因此溝通

往來較密切的一群人，對於事物的了解較為一致
(張惠蓉，1998)，也可以說他們共享一套符號系統。 

由於地方記者平日缺少機會與組織中的其他

成員密切溝通以培養共同的符號系統，因此他們可
能無法從討論區中的文字推敲出其背後的意涵，而

容易產生誤解或不知對方所言為何，再加上缺乏非

語文線索的輔助，與無法完全匿名，為了避免麻
煩，在非新聞工作相關的溝通上，特別是八卦、未

經證實的傳聞或與組織其他成員的意見溝通上，地

方記者在網站討論區的使用上則都傾向只看不發
言。 
 
5.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本研究探討電視台地方記者如何運用組織內

CMCS媒介，並且從媒介豐富理論與社會影響模式
的觀點來看地方記者溝通媒介的運用。研究發現，

電視台地方記者平日與組織之溝通無論在「新聞工

作相關之溝通」與「非新聞工作相關之溝通」上，
都是以「電話」為最主要的溝通媒介，媒介豐富理

論與社會影響模式則分別可以應用於這兩種不同

的溝通內容。 
在新聞工作相關的溝通上，可以用媒介豐富理

論來解釋「電話」被採用的原因，電視台地方記者

每日一人一機奔走在新聞現場，電話的即時性、便
利性與僅次於面對面溝通的豐富性，自然是最佳的

溝通媒介。 
但是在非新聞相關的溝通上，使用「電話」為

溝通媒介的原因，則是受到社會影響模式的影響；

地方記者均表示，電子郵件的使用僅止於轉信行為

的聯絡情誼之用，網站的公佈欄是用來獲得組織中

的訊息，但在真正具有互動的溝通媒介使用上，則
只有電話，這是因為地方記者不容易與組織成員有

面對面溝通的機會，至於與電話同樣具有互動功能

的網站討論區，則因為諸多社會影響因素而甚少使
用。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同樣是使用「電話」

為溝通媒介，但卻是由不同的採用因素所產生的，

無論是媒介豐富理論或是社會影響模式的假說，都
再一次的於本研究中獲得驗證。 
5.2研究建議  
 綜合本研究的討論可以發現，電視台地方記者

與組織的溝通深受時空的壓力所影響，不但在新聞

工作上為了搶時效而必須克服時間與空間的壓

力，就連在一般的溝通上也要克服空間隔閡的問

題。因此，電視台組織運用適當的溝通媒介與地方
記者互動是很重要的，隨著電腦網路的發展成熟，

組織運用 CMCS 搭配傳統的溝通媒介可以有效的
幫助組織溝通，在此，本研究建議電視台管理階層
應善用內部網站討論區之功能，鼓勵組織成員使用

並尊重其發言，視其為一個開放互動的溝通媒介，

對於地方記者而言，如此將更能促進組織目標的達
成，並強化組織之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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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路廣播電台之競爭策略 
—由資源基礎理論觀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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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際網路的發展和興起，驅使許多傳統媒體業

者發展相關的網路媒體，藉以吸收更多的閱聽衆，

也讓一些原生的網路電台，得以透過網路發聲。網

路廣播電台的設置，讓聽眾在資訊內容的選擇上，

能夠更豐富多元，且具自主性。本研究以資源基礎

理論觀點，探討台灣網路廣播電台的競爭策略，以

銀河網路電台為個案，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分析

此一原生網路電台所掌握的資源有哪些？相較於

其它競爭者的資源優勢、劣勢為何？並且如何運用

本身所掌握的資源，發展成為其競爭策略。最後針

對網路電台未來的發展與經營方向，提出一些具體

建議。 

關鍵詞：網路廣播、網路電台、資源基礎理論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的傳統廣播電台業者從 1995 年就陸續在

網路上設置網站，加入「網路廣播」的行列 (常勤

芬，2001)。傳播媒體業者利用其原有的即時資訊

蒐集網，迅速且有組織的在網際網路上呈現，是吸

引網際網路閱聽眾的主要因素之一(黃葳葳、簡南

山，1999)。網際網路的興起，不僅驅使許多傳統

媒體業者發展相關網路媒體，也讓一些原生的網路

電台，得以透過網路發聲。在廣電基金 2001年廣

播收聽行為大調查的報告(http://www.bdf.org.tw/)

指出，平常有收聽廣播的聽眾由 2000年的六成下

滑至四成五左右，這群流失的聽眾以低年齡層為

主，在國內兒童及青少年的廣播使用率佔三成左

右，使用新興網路媒體的比例在四成以上，而國、

高中生正是使用網路比例較高的族群。廣電基金推

估，廣播所流失的年輕聽眾，正逐漸被網路媒體所

吸收，新興網路媒體對傳統廣播媒體的衝擊是可預

見的。因此，傳統的廣播電台必須要思考電台本身

的屬性與定位，衡量是否要在網路上設置所屬的網

路廣播電台，來滿足閱聽眾的需求，且這也是新興

的網路媒體吸納更多網路族群的時機。 

本研究以銀河網路電台為研究個案，透過深度

訪談的方式，由資源基礎理論的觀點，探討此一無

實體媒體支援的原生網路電台，其競爭策略為何？

所掌握的資源有哪些？相較於其它競爭者的資源

優勢、劣勢為何？並且如何運用所擁有的資源，不

管是有形的資源或無形的資源，進而整合這些資源

成為其核心能力，也就是相對於其它競爭者的競爭

優勢來源，最後，就研究結果，針對網路電台未來

的發展與經營方向，提出一些具體建議。 

2. 文獻探討 

2.1 網路廣播電台的發展與特性 

第一個出現在網際網路的廣播電台，是位於美

國華府的網際網路廣播公司，從 1993年 1月起開

始全天 24 小時的廣播(楊忠川，1996)。Benjamin 

Compaine＆Emma Smith(2001)指出 2001 年美國

12500家廣播電台中，約有 86%的廣播電台在網路

上設置網站，且有四分之一的廣播電台(3093家)節

目可以在網路上即時地收聽。從 Arbitron Company

與 Edison Media Research兩家公司在 2001年 2月

的調查結果得知，有 7.3%的美國人(約 19000000

人)是透過網路來收聽廣播節目。楊忠川(1996)認為

透過網際網路來傳播，可稱為「虛擬空間廣播

(Cybercasting) 」、「 桌 上 型 廣 播 (Desktop 

broadcasting)」、「全球資訊網廣播(Webcasting)」、

「虛擬空間電視、廣播電台」和「隨選視訊或音訊

(video / audio -on-demand)」等，網路廣播閱聽人只

要有電腦軟體及硬體設備，便可從各個網路廣播網

站上擷取音訊節目，在自己的電腦上播放。

Benjamin Compaine＆Emma Smith(2001)認為網路

廣播是藉由網路，以音訊資料串流(audio 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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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娛樂、新聞和資訊等內容。這些音訊資料串流

可以被即時傳送、或是在閱聽眾需要時以檔案的形

式擷取，即是所謂的隨選隨聽。而以網路廣播的方

式所衍生出的便利與特性，正是帶給閱聽眾豐富資

訊內容的關鍵，綜合常勤芬(2001)、鄭嫻慧(1997)

對於網路廣播電台特性的論述，有以下幾點： 

特 性 說  明 
無遠弗屆 傳統廣播地域限制較強，網路廣播則依

附於網際網路之下，擁有網際網路無國

界、零時差，屬全球性媒體，打破地域

上的限制；故各種功率的傳統廣播電

台，皆可藉由網路電台擴大市場的範

圍，甚至進一步開拓全球華人市場。 
整合性 網路廣播電台集結網路資訊、平面媒

體、廣播聲訊等特色，充分運用整合性

媒體的特色，像是即時新聞，閱聽眾可

以點選以文字、或是以聲音的方式播放

想要收聽(看)的內容。 
影音資料

庫 
只要網路伺服主機容量夠，節目聲音檔

可以無限保存、無限開關，媒體空間不

受限制，有豐富的圖文及影音資料，形

成資源豐富的影音資料庫。 
隨選隨聽 網路廣播突破時間及地域上的限制，加

上影音資料庫的特質，網友上網可以隨

選隨聽、重複收聽，和傳統廣播強烈的

時效取向、稍縱即逝的特性有極大的差

異，聽眾收聽廣播可以不用「固定時間

收聽」，而是「彈性時間收聽」。 
節目多元

化 
不同於傳統廣播漸漸走向分眾的經營

方向，網路廣播的節目內容則可呈現多

元化、節目個數無限的特質。因為網路

電台只要其節目內容夠廣泛、夠多元，

在同一個時間裡，即可提供不同喜好的

閱聽眾去選取感興趣的節目收聽，各種

的節目可以並存，並不影響其它網友收

聽權益與喜好；因此，電台針對不同聽

眾族群開闢不同頻道的可能性，藉由網

路廣播將可達成電台多頻道化的特

性，即使同時經營多個頻道，不再受資

金與法規所限制。 
窮人媒體

的特色 
網路廣播電台的架設，不像傳統廣播電

台需要一定的資本額才可申請，只需像

架設個人網站一般，向 ISP業者租用網
路空間、Domain Name 註冊申請並備
有 reserve 即可架設網路廣播電台；因
此，網路廣播電台在資金、設備與製作

成本上，皆不像傳統電台那麼高。 
網路電台

個人化特

色 

由於網路廣播電台有窮人媒體的特

質，就像個人在網際網路上架設個人網

站一般，利用軟體、麥克風及簡單的成

音機器，任何人都可以成立自己的網路

電台，成為網路廣播電台的主持人。 
節目互動

化 
網際網路的另一項特色—互動性，可以
拉近聽眾與廣播節目的距離，藉由電子

郵件、留言版與 on-line 問卷和點歌等
互動的方式，可以使網友在收聽節目之

際，隨時表達意見甚至立即被回覆。 

根據 Martin(1999)、Silberman(1999)、Donow

＆Miles(1999)的相關論述，綜合上述的特性外，可

再加入兩項(轉引自吳芬滿，2000)，第一項為音樂

資訊的易得性(例如曲目、演奏或演唱者、購買的

管道等)；第二項為蒐集閱聽人資訊：透過網路廣

播電台網站，經營者可蒐集閱聽人資訊並藉以提供

更適合的節目。網路廣播電台若能充分發揮網路媒

體其整合性、互動性的特質，即能夠帶給閱聽眾更

豐富多元的資訊內容，透過影音資料庫、可以賦予

閱聽眾更大的自主性，從網站所蒐集的閱聽人資

訊，是瞭解網友調性與喜好的來源，在音樂資訊的

易得性特質上，網路電台可以將其網頁的內容與電

子商務作結合，創造閱聽眾與網站經營者皆能雙贏

且獲益的網路平台。舒夢蘭(2000)認為網路廣播在

使用上的限制與經營難處在於閱聽人必須負擔上

網費用、等待畫面出現，不同於傳統電台一開收音

機就能免費收聽，何況還有數千萬個網站在爭相競

逐閱聽人的目光，而這些也是網路廣播電台需面對

的課題。 

2.2 網路廣播電台相關研究 

國內關於網際廣播相關的研究相當少，黃葳

葳、簡南山(1999)其研究關注的焦點在於探討傳統

的廣播媒體業者，在進入以及開發網路廣播這個新

市場的過程，所面臨的組織調整和運用原有資訊資

源開發新市場的資訊產品等問題，和連帶產生的文

化傳播效果等，研究結果中發現傳統電台所傳播的

資訊內容，如果越有累積性的價值，則此類累積性

的資訊內容越能夠運用網路資訊科技呈現，在網路

廣播中建立專業與區隔化的形象，形成在網路廣播

上的競爭優勢。例如台北愛樂廣播電台在其網站上

所建置的龐大古典音樂資料庫，不但方便樂迷查詢

曲目，也建立其網路電台最珍貴的資產。 

吳芬滿(2000)以網路廣播電台閱聽人為主要

研究對象，探討網路廣播電台閱聽人的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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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聽動機與收聽行為之間的關聯性，研究結果得知

網路廣播閱聽人的收聽時間不長，有五成以上收聽

時間在一小時以下，收聽時段集中在晚間及夜間。

因此，網路電台經營者應特別針對網路族群的收聽

習慣來設計節目。黃雅琴(1999)將網路廣播網站資

訊的呈現方式作整理和分析，研究發現有些廣播電

台只以靜態平面媒體的方式來展現電台訊息，多數

電台則能善用動態媒體的性質來呈現重要資訊內

容，以加強使用者重覆上網的可能性。Benjamin 

Compaine＆Emma Smith(2001)以網路廣播可不受

政府管制、許可並給予執照的特性，探討網路廣播

是否能增加內容的多樣性，研究結果發現在節目類

型上，網路上的廣播電台相較於傳統的廣播電台，

可收聽的節目類型是不同且變化較多。且 Arbitron

所調查的最受歡迎的 75個網路電台中，傳統廣播

電台的網站與原生廣播電台兩者是平分秋色，但從

ATH(Aggregate Tuning Hours)來看，原生廣播電台

佔聽眾收聽網路廣播總時數的 58%，傳統的廣播電

台網站則有 42%，顯示美國的原生網路電台是能夠

與傳統廣播電台所設置的廣播網站一較高下，獲得

線上聽眾的青睞。 

2.3 資源基礎理論( Resource – Based Theory) 

資源 (resources) 是公司產出過程中輸入的部

分，其實際地競爭優勢創造是透過一些獨特的資源

結合而成，資源可分為兩種：一為有形資源 

(Tangible resources) ；二為無形資源  (Intangible 

resources)，有形資源是能夠被看見、可以被量化

的資產，而有形資源可分為四項(Barney. J.B.，1991

＆Grant. R.M.，1991)；(1)財務的資源(Financial 

resources)：如償債能力與生產內部資金的能力。(2)

組織的資源(Organizational resources)：如公司計

畫、控制與協調的系統。(3)實體的資源(Physical 

resources)：如公司的工廠、設備地點以及取得原

料與接近原料等。 (4)技術的資源 (Technological 

resources)：像是專利權、商標、著作權與商業機

密等。相對於有形資源，無形資源即是深植於公

司，累積了一段時間才形成的，因為此種資源較難

以看見，且競爭對手較難以了解、模仿甚至是替

代，無形資源可分為以下三項(Hall. R.，1992＆

Grant. R.M. ， 1991) ； (1) 人 力 資 源 (Human 

resources)：知識、信任與管理者管理的能力，組

織的常規與組織的文化等。(2)創新資源(Innovation 

resources)：想法、科學的能力與創新的能力等。(3)

聲譽資源(Reputational resources)：分為對於消費者

與供應商兩個方面，對於消費者的聲譽可以包括品

牌名稱，對產品品質、耐久與信賴的認知；對於供

應商的聲譽則是彼此之間有良好的互動、合作與互

惠關係等。 

    能力(Capabilities) 是公司配置資源的能力，也

就是有目的地整合公司資源以達成所希望的結果

(Hitt et al，2001)；例如在人力資源上，管理者能

夠激勵員工士氣鼓舞員工、激發員工的工作動機與

慾望，進而達成目標，這家公司即是擁有運用人力

資源方面的能力，其它的能力如通路、行銷、管理

製造與研發等能力，皆能夠使公司創造、開發外部

的機會，並且發展維持的優勢，若是結合並整合公

司的資源與能力，即是公司相較於其它對手的競爭

優勢來源，也就是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ies)， 

國內學者吳思華(1996)綜合各學者的論點，認

為策略性資源可分為資產與能力兩大類：資產可區

分成「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兩種，有形資產

包括固定產能特徵的實體資產與可自由流通的財

務資產，這些資產通常在公司財務報表上有清楚的

顯現；無形資產包括各種類型的智慧財產、契約、

商業機密、資料庫、商譽等，雖未在傳統財務報表

顯示，但所有權歸企業所有，在企業買賣過程中會

被清楚的算計，是企業擁有的重要資源；能力可分

為「組織能力」與「個人能力」兩部分，組織能力

是指一種運用管理能力持續改善公司效率與效能

的能力，是從屬與組織，不曾隨人事更迭而有太大

的改變，其可能表現在下列的層面上：a.業務運作

程序；b.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c.鼓勵創新、合

作的組織文化；d.組織記憶與學習等；個人能力是

指一個企業取得競爭優勢是因擁有某些關鍵人

物，這些個人因擁有特定產業(或產品)有關的創新

能力，或統領企業的管理能力；或人際網路能力

等。 

詹晉忠(1997)以上述吳思華(1996)的策略性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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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為依據，再根據網站與一般企業不同的特性與整

理國內外相關文獻，提出網站之核心資源表[表

1]，國外學者 Habann（2000）則將核心資源（Core 

resources）分類為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ies)與策

略性資產(Strategic assets)兩大類[表 2]。 

表 1. 網站之核心資源 

有形 
資產 

 
機器設備 

 
資 
產 
 
無形 
資產 

 
市場動態掌握程度、品牌知名度 

個人 
能力 

 
專業技術能力、管理者能力 

 
能 
力 組織 
能力 

業務運作能力、創新能力、網站服務商

品化能力 

資料來源：詹晉忠(1997) 

表 2. 核心資源分類表 

核心資源的型態 核心資源型態的分析方式 
1.核心能力  
基本核心能力 組織學習能力、創新能力； 
高層主管的核心

能力 
有效率內部控制、各部門間的

聯繫、領導能力 
與價值活動相關 
的核心能力 

與個別價值活動相關的核心資

源(相關的輸入、轉換、輸出、
支援性的價值活動)、影響多重
價值活動相關的核心資源 

與環境相關的核

心能力 
提早確認的能力、關係管理、

利用市場缺陷 
2.策略性資產 智慧財產權(公司聲譽、產品聲

譽)、組織文化 

資料來源：Habann(2000) 

本研究則以詹晉忠(1997)提出之網站之核心

資源表[表 1]和 Habann(2000)的核心資源表[表 2]

為基礎，並參考皮世明、鐘依珍、陳純德(2000)對

於網站核心資源的分類，發展成為本研究個案研究

的分析指標[表 3]。 

表 3. 本研究分析指標圖 

一般性

資產 
有形 
資產 

 
機器設備、財務等 

策略性 
資產 

無形 
資產 

智慧財產權(公司聲譽、產品聲
譽)、組織文化 

個人 
能力 

管理者管理能力、管理者方向掌

握度 
 
核心 
能力 組織 

能力 
組織學習能力、創新能力、網站

服務商品化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研究方法 

本文欲應用資源基礎理論，建構出網路廣播電

台其「資源條件」與「競爭優勢」間的關係，以個

案分析的方式，企圖探究此一無實體支援的銀河網

路電台，其競爭的優勢、劣勢為何。資料分析來源

以次級資料的蒐集與深度訪談兩種方式取得，訪談

於 2002年 1月 2日下午兩點半至三點間進行。本

研究深度訪談的對象為銀河網路電台總經理特別

助理 許佩雯小姐，工作項目在於協調各部門間重

大決策的進行與規劃整個公司的節奏與順序，其前

身為銀河整體策略部負責人，因此，許小姐對於銀

河網路電台以及整個「銀河數位生活網」整體資源

的配置與策略的方向，能夠清楚地掌握。 

4. 資料分析 

4.1 設備資源 

    銀河網路電台所使用的設備在製作節目內容

階段，與傳統電台差距不多，比較不同的是網路電

台必須要透過轉換檔案的方式，並且需要有網路專

線和專業的數位影音處理技術，才能有足夠的頻寬

同時容納眾多網友上網收聽節目，且維持一定的音

質。在設備上除了有網路原生電台所需的網路錄音

室外，還有網路攝影棚、數位視訊實驗室，以及專

為數位視覺環境準備的攝像空間—數位影像棚。不

僅在聲音檔案的傳輸，和在整體視覺效果的呈現

上，銀河皆具備了製作優勢。但是此設備資源的競

爭優勢，其競爭者可用添購的方式取得，並不能成

為銀河持續性競爭優勢的來源。 

4.2 上萬筆節目資料庫 

銀河網路電台主要的競爭優勢在於節目資料

庫檔案留存。資料庫是一種累積的資源，也是銀河

最大、最寶貴的資產，目前已經累積一萬集以上的

節目，可供網友隨選隨聽外，銀河規劃未來也可販

售給廠商或是需要網路 content的網路 ISP 業者。

銀河網路電台並沒有提供網友下載，只是供網友試

聽，所以並無音樂版權上的問題。唱片公司和

IFPI(財團法人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也相當認同

銀河網路電台這樣一個媒體的角色，彼此的關係也

不錯。 

4.3 電台知名度與網友忠誠度 

銀河網路電台在「公司聲譽」方面，因無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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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的支援，所能觸及的閱聽眾有限，只能鎖定網

路族群，且銀河並無花費太多的金錢在廣告宣傳

上，所以知名度並沒有像傳統廣播電台來的高。在

「產品聲譽」方面，一天平均收聽 POP Channel

流行音樂台的網友有五萬多人，加上另一種隨選隨

播的節目類型，一天平均約有二十萬人次在銀河所

有的網站群瀏覽、收聽，雖無法觸及到那些非網路

使用者的閱聽眾，但是銀河的節目仍有固定的且忠

誠度很高的收聽網友，不過在知名度，也就是品牌

的部分，是銀河網路電台在資源上相當大的劣勢。 

4.4 創意與潛能的激發 

從草創初期的銀河網路電台，到現在的數十個

自營網站群的銀河數位生活網，都是員工激發創

意、發揮潛能的成果，從電台的節目、網站的規劃

建置和承接的各種活動與計劃的完成，皆考驗銀河

員工是否能在競爭激烈的網路環境下，站穩腳步並

建置、提供網友豐富的網路 content。當然，銀河

員工之間的相互團結合作，是能否順利完成組織交

付任務的重要關鍵因子。銀河自 1998年成立，尚

屬新公司，筆者以為目前銀河的組織文化尚未明

朗，訪談結果推測在員工方面是具備創意思維、能

挑戰自我、堅毅與團隊合作的特質，在組織方面則

是堅持組織的理念，也就是秉持服務網友的精神。

銀河目前有數十個自營網站，自許能讓網友的數位

生活，都可以在銀河數十個網站群裡。在「組織學

習能力」上，銀河的員工並無所謂的教育訓練期，

從一開始就是不斷地從作中學習，若能適應銀河這

樣文化的員工，通常都能一直待下去，且銀河的離

職率並不高。在「創新能力」上，銀河的員工平均

年齡只有二十六、七歲，在開放的組織環境中，每

個員工皆能夠發揮所長，並且能夠獨當一面接受新

的挑戰 

4.5 領導核心管理風格與未來方向掌握 

在「管理者管理能力」上，創辦人總經理李國

傑先生是領導核心，最常激勵員工的話就是「血肉

築長城」，銀河員工之間的溝通是屬於開放、透明

的(常勤芬，2001)。銀河在組織上沒有太多的層

級，在管理上，權力也是下放出去的，在這樣透明

化、開放式的領導風格下，銀河的員工也較能夠放

手去作、發揮創意。在「管理者方向掌握程度」的

能力上，總經理李國傑先生並沒有浮誇地花費太多

在廣告或宣傳上，也很清楚未來網站群的走向，進

而創造營收。因此，經營原生網路電台或是任何網

站，管理者對於網站的管理以及未來的方向，必須

是要有妥善的規劃與長遠的眼光。在「網站服務商

品化能力」上，從上述可知銀河網路電台最重要的

資產是節目的資料庫，然而目前尚處於投資的狀

況，且正持續與有意願購買網路 content 的業者洽

談中，因此在整個銀河網路互動集團中，目前的獲

利來源有「iWant-Fly 台灣機票買賣中心」網站和

與中華電信策略聯盟合作開發的「HiNet分類廣告

網」，以及電子商務和承辦計畫活動的營收，未來

也有可能在資生堂委託銀河建置的 Taphy 女性社

群網站線上販賣女性用品。銀河商業開發部的責任

就是將銀河在網路上的 content 能夠跟商業結合。

雖然在銀河在資料庫的部分仍屬於投資的階段，但

以整個銀河數位生活網的獲利情形已經有成長，這

也說明了原生的網路電台，在財務上必須更加謹

慎，不僅要把本業做好(網路電台)，也要更積極開

發新的商業機會，以增加營收，網路電台才能永續

經營。 

4.6 網友的測量與掌握 

銀河網路電台相較於傳統廣播電台的另外一

個優勢，在於對網友調性與喜好的掌握。陳冠鳴

(1999.3)認為網路廣播的組織不能是封閉系統，經

營團隊必須有組織細胞用以監視外界環境變化作

為回饋接收系統，因為傳播--反應--意見--回饋--接

收--反應--調整--傳播…，這樣的流程將是網路廣播

成敗的關鍵。銀河是從網友點選節目後，透過系統

開發部回饋資料給媒體製作部與視覺開發部，讓這

兩個部門的同仁皆能清楚地掌握網友的喜好，進而

製作出「網民之所欲」的節目內容與圖像，而銀河

的視覺設計部即是能用各種不管是平面的或是動

態的圖像，去跟網路族溝通。因此，銀河不僅有年

輕化的團隊，以及在系統方面可以回饋最新的資

訊，將更方便掌握網友特性並製作開發相關的社群

網站，這樣的機制能促使銀河的節目內容可以切合

網友的需要，銀河員工的創意加上創新能力，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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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銀河能夠推出數十個自營網站規模的「銀河數位

生活網」。 

5. 結論與建議 

5.1 銀河網路電台在資源上的優勢與劣勢 

銀河對於因應寬頻網路多媒體所需的網路與

設備，投注了相當多的人力物力，在網友調性喜好

的測量掌握、以及上萬筆的節目資料庫、創新的組

織文化等，是相對於傳統廣播電台附屬的網站，在

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上的優勢。在財務上，銀河是

處於劣勢，因為銀河目前雖然有營收，但尚未達到

損益平衡，若是另闢財源以及回收投資在資料庫的

速度趕不上「燒錢」的速度，即使有再好的網路內

容，也是前景堪憂，且對無上網設備以及無線上收

聽習慣的閱聽眾來說，銀河網路電台在此方面相較

於傳統廣播電台，所能觸及的閱聽眾也有限，在品

牌知名度上(公司聲譽與產品聲譽)，銀河則是處於

劣勢的地位，而銀河目前正積極與平面媒體合作，

一方面拓展其品牌知名度，一方面也可藉此吸引讀

者到銀河來瀏覽、收聽節目，像是「捷運報」風報

與星報皆刊登了銀河的老貓漫畫日報。 

5.2 銀河網路電台運用資源發展的競爭優勢 

銀河網路電台最主要的競爭優勢來源在於上

萬集節目資料庫的留存，它是銀河最重要的資產

(策略性資產—無形資產)，還有相較於傳統廣播電

台，銀河網路電台對於網友的掌握與測量方式比傳

統廣播電台來得方便。只要從系統開發部所提供的

數據資料即可知道在一天二十四小時裡面，哪一個

時段網友最多、從哪一個地區來的網友最多或者是

他們平均停留的時間是多久、哪幾集節目網友點選

率最高，都可以從數據資料中獲得，可以回饋給媒

體製作部和視覺設計部，漸漸地能夠更精準抓住網

路族的調性，並且發展適合網路族收聽的內容，而

非像一般的傳統電台，並無法詳細地測量並掌握聽

眾的屬性與喜好，而附屬在傳統廣播電台網站的節

目也只是轉換一個檔案在空中播放，並沒有針對網

路族的屬性去設計節目，然而，有些因素也是因為

成本上的考量。 

5.3 銀河網路電台競爭策略分析 

若依據 Barney(1991)對於資源是否具持續性 

競爭優勢潛力的四個特質「價值、稀有性、替代性、

完全無法複製/模仿」去衡量銀河網路電台現階段

的競爭優勢來源，銀河擁有的節目資料庫，比一般

的網路廣播網站在節目內容質量來說是為完備，因

為銀河網路電台是原生的網路電台，必須完全以在

網路上節目內容去吸引網友，就替代性來說，銀河

面臨的是其它網路內容提供者的競爭與考驗。而 

由數據資料方便掌握與測量網友調性與喜好的優

勢，評斷後只有一項符合，就是具有價值性，因為

經由數據資料即可使銀河蒐集資料上與訂定、執行

相關策略上能夠增進效率與效能，因此項資源特性

乃是屬於有形資產，較容易為其它競爭者所模仿。  

研究結論並不將此因素列入銀河網路電台的競爭

優勢來源。然而，目前銀河網路廣播電台發展的困

難在市場方面，所面臨的不僅是與其它網站間的競

爭，還有和傳統廣播電台等媒體間的競爭，以及知

名度不足的問題；在聽眾方面，收聽的習慣、收聽

的頻寬不足影響收聽品質、連線使用網路的人口與

費用等問題，皆影響了網路電台的推行。 

本文對於未來網路廣播電台的發展與經營方

向，有以下幾點建議：(1)傳統廣播電台的附屬網

站與原生網路電台皆可將其網頁內容與電子商務

結合。例如片公司合作，在網頁上進行歌手專輯或

演唱會的預購，營利之餘還可滿足網友的需要，然

而原生的網路電台更需要以 content 結合電子商務

的方式來增加財源，但必須是要提供有價值的內

容，讓網友在網站上消費、瀏覽。(2)網路廣播電

台經營者需重視系統所回饋的閱聽人相關資料並

作適度的回應。可以針對網友的停留時間或點選的

節目類型，來規劃適合網友收聽的節目時間長度與

節目類型。(3)充分發揮並利用「網路媒體」的特

性，更新並充實網站內容，加強和網友的互動。國

內傳統電台的附屬廣播網站大多是提供網友線上

收聽，只有少數幾家提供影音資料庫讓網友隨選隨

聽。(4)與平面媒體合作，提高網站知名度。原生

的網路電台可與其它實體媒介或網站合作，將其網

站內容刊載於平面媒體或網路，以吸收更多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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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內容分析法探討電子報網站之經營模式 

歐詩婷                            李慶章 

樹德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樹德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教授   

  ccdgiga@giga.net.tw                cclee@mail.stu.edu.tw 
  

摘要 
全球網路經濟泡沫化之後，網路上免付費

的機制已逐漸消失，在“資訊有價”的觀念

下，“收費”已成為經營者普遍的共識。網路

產業已不是燒錢產業，許多以資訊經營為主的

網站也紛紛轉型，其中電子報網站已陸陸續續

推出付費機制電子報，以落實“資訊有價”的

觀念。為了解目前電子報網站的經營現況，本

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台灣地區的電子報網

站所提供的資訊內容與經營模式，藉由網站內

容分析了解電子報網站類型、網站內容現況與

經營項目，供國內電子報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電子報、電子報網站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全球資訊網的資訊增加速度驚人，使用者

在此環境下漸漸迷失方向，過多的資訊讓使用

者不知如何瀏覽與找尋有用的資訊。由於網路

即時性、超文本與多媒體訊息的呈現，網路電

子報已成為網路使用者一種資訊尋求的工

具。電子報擺脫以往傳統媒體在版面空間與時

間上的限制，相反地，電子報有超鏈結特質與

極佳時效性，可讓讀者輕鬆地瀏覽資訊，隨時

地掌握訊息，方便地獲取知識。網路電子報媒

介豐富的特性使得電子報的發展與前景看

好，因此在許多經營媒體之機構紛紛成立電子

報網站。目前台灣地區電子報網站正處於轉型

階段，新的經營模式與策略值得我們深入研

究。本研究旨在運用內容分析法，探討國內電

子報網站的建構內容項目，主要目的在於分析

不同類型的電子報網站在網站內容建置與資

訊技術運用之差異。本研究結果可供電子報網

站業者，在網站內容建置與營運模式之參考。

本文第二節先探討電子報相關文獻；第三節說

明研究方法；第四節為研究結果與分析；第五

節為結論與建議。 

二、文獻探討 
 
2.1電子報定義 

電子報（electronic newspaper）是一種新

媒體，它所呈現的文本與型態不斷的隨著傳播

科技改變與演進。本文蒐集眾多研究對電子報

的定義，為符合現今電子報的多元樣貌，最

後，本文定義電子報為：(1)由媒介組織發行產

出的資訊、知識，(2)刊行於全球資訊網上，(3) 

以網路為傳遞媒介，(4) 提供即時性多元化資

訊與知識，(5) 具互動性及多媒體呈現的特質， 

(6) 每日或定期更新內容的電子刊物。 

 (劉本炎， 1997； Tankard, 1998;  楊忠川, 

民85;  楊瓊櫻  民91)。 

 

2.2 電子報網站發展與現況 

根據過去的研究與文獻中，不然發現很少

電子報網站能夠依賴電子報發行做為獲利的

來源，原因出於使用者不願意付費購買資訊，

因此電子報業者的主要收入是來自於廣告，

1997年Naphtali Irene Tham及Foo yueh Peng對

美國的247個網路電子報所做的研究結果顯

示：電子報業者的收入來源主要是廣告(76.1

﹪)、提供網際網路相關服務(35.8﹪)、資料

庫檢索費(10.4﹪)及訂閱費(6﹪)，其中廣告

費的收入大約可抵掉30﹪的電子出版成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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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看出電子報網站的經營面臨很大的挑

戰。舉例來說，台灣最早從網路起家電子報網

站－明日報，其網站經營的成敗一直是網路業

者注意焦點，產學界探究明日報的經營模式與

環境並歸納出三種造成失敗原因：一、網路基

礎建設未成熟普及。二、消費者對於資訊有價

的習慣尚未形成。三、網站尚未發展出成熟的

商業獲利模式。 

以明日報的經驗來看現今台灣網路環境

情勢，根據經濟部技術處委託資策會電子商務

應用推廣中心 FIND 進行的「我國網際網路用

戶數調查統計」，截至 2002 年 3 月底為止，

我國網際網路使用人口達 790 萬人，網際網路

普及率為 35%，寬頻上網持續發燒，寬頻用戶

數達 144 萬戶，DSL 用戶數破百萬，國內網際

網路的硬體設施環境已趨於成熟。「使用者付

費」在真實生活當中是一個普遍常識，但在免

費資訊氾濫的網路中，卻窒礙難行。隨著網路

經濟泡沫化，以前各種網路上免付費的機制已

經逐漸取消，在“資訊有價”的觀念下，“收

費”已成為業者普遍的共識。因此國內電子報

網站目前正從資訊提供網站類型進入商務網

站類型的轉型階段。 

2.3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的相關文獻 

Dominique(1997)研究法國十二個商務網

站，依照網站功能不同區分為：機構資訊網站

(institutional site) 、產品型錄網站 (product 

catalogue site)、線上訂購網站(on-line ordering 

site)、線上付款網站(on-line payment site)與產

品配送網站(product delivery)等五種類型。 

Angehrn，Albert(1997)，”Designing Mature 

Internet Business Strategies：The ICDT Model”

所提出的 ICDT 架構，此模式認為因為網際網

路發展，衍生出四種虛擬空間包括：虛擬訊息

空間（a virtual information space，VIS）、虛擬

溝通空間（a virtual communication space，

VCS）、虛擬配銷空間（a virtual distribution 

space，VDS）、虛擬交易空間（ a virtual 

transcation space，VTS）。其他文獻因篇幅關

係省略。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為台灣電子報網站。樣

本選定利用 YAHOO、新浪網搜尋引擎，以電子

報、電子報網站等關鍵字搜尋，共收集到二百

三十六個電子報網站。若有網站建置不完整、

網站規模太小、登入網站無法瀏覽、網站無法

查閱內容等情況，則不列入本研究範圍，故將

刪除不符合本研究的電子報網站。刪除不符合

本研究樣本條件後，有效樣本電子報網站數為

62 家。 

 (二) 資料蒐集 
    本研究資料以電子報網站內容資料為研

究資料之來源。 

 

(三) 資料分析方法 
    各電子報網站內容，以內容分析法

(Content Analysis)加以分類探討。內容分析法

是指對具體的文字型式內容所作的分析(楊國

樞等人， 1978)。目前內容分析法已廣泛應用

在社會及行為科學之研究領域中，成為一種主

要的資料分析方法(楊國樞等人， 1978)。本

研究以全球資訊網上的電子報網站為分析單

位。 

(四) 研究設計 

    網站類型以 Dominique (1997)分類方

法，將電子報網站以交易方式區分為兩種類

型：機構資訊網站、線上付款網站。網站內容

類目建構主要以 Angehrn Albert  (1997)所提

出的 ICDT 架構，分為訊息內容類目、交易類

目、溝通類目。網站主要運用資訊科技與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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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能力，使得網站訊息可以呈現，因此分為

資訊功能類目。 

 

(五) 信度分析 

 

    本研究信度 (Reliability) 以一致性

(Consistency)來衡量。先由研究者對兩名編

碼者說明編碼原則與類目定義並進行預測，使

其了解編碼規則與類目定義，確定彼此觀念一

致後，在進行實證的編碼作業，並確保在同一

時間對相同網站進行編碼工作，因此可達到一

致性的要求。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表 1 樣本電子報網站類型分佈狀況，本研

究有效樣本為 62 家，依網站性質區分：機構

資訊網站有 54 家，線上付款網站有 8 家。機

構資訊網站主要提供免費電子報資訊。線上付

款網站提供免費與付費兩種類型電子報訂

閱。由此可知電子報網站已經有少數幾家轉型

為商務網站。 

表 1.樣本電子報網站類型分佈狀況 

網站類型 網站數目（家） 

機構資訊網站 54 

線上付款網站 8 

表 2 電子報網站訊息內容類目變項統

計，第一類型網站全部都有提供「科技網路」

電子報，有七成第一類型網站提供「投資理

財」、「學習」、「休閒娛樂」、「文學藝術」

電子報；第二類型網站以提供「休閒娛樂」電

子報最多，占有 7成，其次為「科技網路」電

子報。 

 

表 2.電子報網站訊息內容類目變項統計 

合計 

(n=62) 
出現次數(%)                  網站類型 
 
類目變項 

Ⅰ 

 (n=8)   
Ⅱ 

(n=54) 
次數 % 

新聞 3 
  (37%)   

25 
(46%) 

28 45 

科技網路 8 
(100%) 

33 
(61%) 

41 66 

投資理財 6 
(75%) 

27 
(50%) 

33 53 

學習 6 
(75%) 

12 
(22%) 

18 29 

休閒娛樂 6 
(75%) 

40 
(74%) 

46 74 

醫學保健 4 
(50%) 

14 
(25%) 

18 29 

文學藝術 6 
(75%) 

28 
(51%) 

34 54 

 

 

 

 

 

 

產品種類 

其他 7 
(87%) 

42 
(70%) 

47 75 

免費 8 
(100%) 

54 
(100%) 

62 100  

產品定價 
單一售價 8 

(100%) 
0 

(0) 
8 12 

廣告  8 
(100%) 

54 
(100%) 

62 100 

促銷活動  3 
(37%) 

0 
(0) 

3 4 

網站類型：Ⅰ：線上付款網站 ； Ⅱ：機構資訊網站。 

n：為樣本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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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定價方面，第一類型網站均採單一價，費

用計算有年費、月費等；第二類型網站全部為 

免收費。廣告方面，全部電子報網站均有網路

廣告，主要作為宣傳公司與產品資訊。促銷活

動方面，第一類型網站有 3 家有舉辦促銷活

動，如：訂報可參加抽獎、折扣等。由此可知

「科技網路」與「休閒娛樂」電子報為網站經

營最主要的產品，反應了目前顧客最需求資訊

科技與娛樂資訊，這也說明顧客對資訊需求受

到社會環境下居於主流的資訊科技業所影

響。付費電子報的價格低廉，基於成本因素第

一類型網站鮮少舉辦促銷活動。網路廣告可以

作為網站收入來源，因此每家網站十分善用網

路廣告以增加網站收入。 

 

表 3 電子報網站資訊功能類目變項統

計，在介面設計的變項，在全部 62 家網站中

有 41 家，約六成網站的電子報訂購選項是讓

人顯而易見的；有約四成 2 8 家網站會員資料

管理有足夠安全性；有七成 46 家網站資料格

式是方便填寫；有七成 49 家網站的訂購流程

是快速的。在資料庫建立方面，全部 62 家網

站中，有約五成 33 家網站有電子報館藏資料

庫；有三成 23 家網站有顧客訂購記錄；有三

成 20 家網站擁有線上虛擬社群資料。在線上

付款機制方面，第一類型網站全部均有線上信

用卡付款機制。搜尋服務方面，電子報內容搜

尋服務有約六成 40 家網站有此機制。由此可

知網站介面設計絕大數有考量到人性化設

計，但在會員資料安全性方面還有待改進。網

站資料庫的建立並不普遍，只有較大型網站才

有完備的資料庫。 

 

表 4 電子報網站交易類目變項統計，在訂

購方式方面，全部網站中有約五成 31 家網站

需加入會員之後才能訂購；全部網站皆有直接

用電子郵件訂購電子報。付款方式方面，均有

銀行 ATM 轉帳與線上信用卡付款；

 

表 3.電子報網站資訊功能類目變項統計 

合計 

（n=62） 
出現次數（％）             網站類型 
 
資訊技術變項 

Ⅰ 

(n=8) 
Ⅱ 

(n=54) 
次數 % 

訂購選項可見性 6 
(75%) 

35 
(64%) 

41 66 

會員資料安全性 8 
(100%) 

20 
(37%) 

28 45 

資料填寫方便性 6 
(75%) 

40 
(74%) 

46 74 

 

 

介面設計 

訂購流程快速性 6 
(75%) 

43 
(79%) 

49 79 

電子報館藏 7 
(87%) 

26 
(66%) 

33 53 

顧客訂購記錄 8 
(100%) 

15 
(27%) 

23 37 

 

資料庫 

虛擬社群資料 2 
(25%) 

18 
(51%) 

20 32 

線上付款機

制 

 8 
(100%) 

0 
(0) 

8 
 

12 

搜尋服務  7 
(87%) 

33 
(61%) 

40 64 

網站類型：Ⅰ：線上付款網站 ； Ⅱ：機構資訊網站。 

n：為樣本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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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電子報網站交易類目變項統計 

合計 

（n=62） 
出現次數(%)                  網站類型 
 

類目變項 

Ⅰ 

   (n=8)   
Ⅱ 

(n=54) 
次數 % 

加入會員訂購 6 
(75%) 

25 
(46%) 

31 50  

訂購方式 
電子郵件訂購 8 

(100%) 
54 

(100%) 
62 100 

銀行 ATM 轉帳 8 
(100%) 

0 
(0) 

8 12 

郵政劃播 2 
(25%) 

0 
(0) 

2 3 

傳真信用卡資料 3 
(37%) 

0 
(0) 

3 4 

 

 

付款方式 

線上付款（信用卡付款） 8 
(100%) 

0 
(0) 

8 12 

網站類型：Ⅰ：線上付款網站 ； Ⅱ：機構資訊網站。 

n：為樣本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 

表 5  電子報網站溝通內容變項統計 

合計 

（n=62） 
出現次數（％）              網站類型 

 

類目變項 

Ⅰ 

  (n=8)   
Ⅱ 

(n=54) 
次數 % 

電話 4 
  (50%)   

20 
(37%) 

24 38 

電子郵件 8 
(100%) 

54 
(100%) 

62 100 

會員服務區 7 
(87%) 

30 
(62%) 

37 59 

線上流言版或討論區 2 
(25%) 

18 
(51%) 

20 32 

網站類型：Ⅰ：線上付款網站 ； Ⅱ：機構資訊網站。 

n：為樣本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 

 

傳真信用卡資料付款在第一類型網站 8 家中

占有 3家，約三成。由此可知大部分網站都希

望能夠取得會員資料，以供日後與顧客溝通互

動之用。在付款機制上，線上信用卡付款已經

是商務網站主要的機制。 

 

表 5 電子報網站溝通內容變項統計，網站

與顧客溝通方式，在全部網站中，網站設有聯

絡電話有三成 24 家；全部網站皆有 e-mail 聯

絡方式，有約六成 37 家網站設有會員專區，

提供會員資料、密碼查詢與變更；有 3 成 20

家網站設有線上討論區或流言版供顧客與網

站或顧客間交流溝通。由此可知目前網站與顧

客間的溝通方式可以經由多種管道溝通，但可

以發現的是對於討論區的設置並不多，討論區

的設置可以幫助了解顧客的想法與需求，因此

在這方面多數顧客無法發表意見與想法，在溝

通方面的機制並不是非常完善。 

 

五、研究結果與建議 

 

    綜合研究結果電子報網站依整體而言，網



 6

站內容包含：產品與服務內容的介紹、產品與

服務相關資訊、產品與服務的價格資訊。網站

內容資訊豐富為電子報網站特色之一。網站服

務項目以產品簡介、商品廣告與溝通管道為最

多。網站資訊功能有資訊檢索、搜尋引擎、館

藏資料庫等。由現有電子報網站內容的分析，

可以發現網站已陸陸續續推出付費機制電子

報，但為了避免直接導入收費經營模式嚇跑顧

客，所以採取免費與付費共存之經營模式，在

一些基本服務上仍維持免費，一些個人化需求

功能則開始以收費方式進行加值服務。而隨著

業者以漸進式的收費方式，消費者在“使用者

付費”的觀念上亦逐漸養成。 

 

現今電子報網站的經營模式結合—內

容、社群與電子商務的商業模式，一般普遍都

將經營的重點集中於利基市場的需求，提供內

容服務，符合其高度需求性的內容，或是對其

生活或工作有相當助益的資訊服務。另外針對

付費電子報的市場機會，由於電子報的內容愈

趨於多元化，其專業性與獨特性使付費電子報

的價值日益增高，再加上其電子化的特性，可

以方便儲存、攜帶，因此付費電子報的前景看

好。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本研究建議：1.提供多

元化資訊，定期不斷更新，充實網站內容；2.

提高產品與服務的個別化和增值能力；3.善用

資訊科技，整合內容和通訊能力；4.注重虛擬

社群經營，5.重視顧客關係管理。電子報網站

經營逐漸強調「一對一」（One-to-One）行銷

概念，因此顧客關係管理是網站中重要的一

環。電子報網站應以顧客關係管理為主軸，運

用資訊科技、專業策略、市場機制及行銷規

劃，了解顧客真正的需求，在網路付費服務的

時代中，掌握顧客的需求，就等於掌握商機。 

「免費經濟時代」雖加速了網際網路應用的普

及，但付費時代的來臨更宣示著網際網路空間

不再只是浮濫的資訊，而是存在著使個人知識

更豐富的有價值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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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社群成員價值與報酬機制 
王俊程, 黃姿郡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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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據帕列扥法則（80/20 法則）指出：

組織中 80%的貢獻，實際上是由 20%的成

員所付出。社群亦然。如何留住有價值的

社群會員，並妥善有效地管理與這些會員

之間的關係，是決定社群是否能長久經營

的關鍵。此外，本研究認為，會員價值除

了是社群中的重要資產外，在虛擬社群嘗

試商業化機制的今日，會員價值實可以做

為計價模式的參考層面之一。因此，本研

究結合文獻探討、現況分析後，透過焦點

群體訪談、專家意見諮詢以及層級分析

法，嘗試找出社群成員價值組成構面，不

僅供管理者在社員關係管理上之指標，也

希望能作為社群計價模式之參考點。 
關鍵詞：虛擬社群、層級分析法、指標建

構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網際網路上“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

“的社會性聚落形式已經在網路世界上存在已

久，然而當近來電子商務逐漸興起之時，社群除了

心理層面的功能之外，在商業上也漸漸佔了一席之

地。然而，並非所有虛擬社群都能具備此種條件。

社群只有在人數超過關鍵數量，啟動報酬遞增循環

之後，才有商業利益可言。虛擬社群成員本身所創

造出之內容、互動時所透露出的個人態度及行為資

訊對於行銷活動及廣告商帶來很大的價值及利益

（Chang et. Al.1999），這也是目前許多商業性網站

所努力的方向。  

根據帕列扥法則（80/20 法則）指出：組織中

80%的貢獻，實際上是由 20%的成員所付出。社群

亦然，表面上所看到的整個生氣蓬勃的社群，基本

上必定有著一群對此社群付出高度心力與貢獻的

社員存在，一但社群流失此類社員，對於社群的損

失將遠大於流失一般沉默的社員。因此留住有價值

的社群會員，並妥善有效地管理與這些會員之間的

關係，更是決定社群是否能長久經營的關鍵。 

此外，本研究認為，會員所創造之價值實可以

做為計價模式的參考層面之一。以國內 ezPeer 檔案

交換社群而言，其在今年試行收費制度，費用依照

下載檔案大小比例收取，純粹著眼於內容層面。若

考慮社群貢獻，如加入社群時輪廓資料的提供，互

動所創造出的黏性等，更具彈性的計價模式便可應

運而生。因此，本研究嘗試找出社群成員價值組成

構面，不僅供社群管理者作為社員關係管理上之指

標，也希望能作為社群網站計價模式之參考點。 

2. 文獻探討 
2.1 虛擬社群的定義 

近年來，有許多針對虛擬社群各種現象的研

究，如 Rheingold(1993)將虛擬社群定義為：一種在

網際網路的社會聚集，使用者在其中進行長期且充

分的討論及情感交流。Alder & Christopher (1998)

認為虛擬社群為一個允許具有共同興趣的人們透

過網路空間來彼此交流、溝通及分享資訊。事實上

虛擬社群並無一標準的定義，本研究將虛擬社群定

義為「個人因興趣、情感、或需求在網路中形成的

一種群體，群體中的個體透過各種互動機制發展關

係，整個群體因其中個體的成長而成長，發展亦與

群體中個體之表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2.2 虛擬社群總體價值 
虛擬社群的經濟價值在電子商務領域中表現

無遺。一旦虛擬社群達到臨界數量，將因社群成員

間的相互信任以及對社群的忠誠度，而進一步衍生

出虛擬社群專有的合作經濟模式。此即虛擬社群經

濟價值之所在，而當社群成員成長到臨界數量時，

社群經營者就可以從中獲得豐厚的利益。如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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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虛擬社群成員本身所創造出之討論內容

(comments, feedback) 與個人態度（ beliefs and 

attitude）及行為資訊對於社群外的各個環節都帶來

很大的價值及利益（Chang et. Al.1999），下圖即為

在虛擬社群中價值產生的互動模式。由下圖可以看

出，在社群中，會員在其中互動所產生的意見、信

念，所填寫的個人資料，都能強化社群的對外經濟

力量。吸引行銷業者推展活動、廣告商刊登廣告。 

 
圖 1. 虛擬社群總體價值 

2.3 虛擬社群成員與價值 
如同前一小節中所敘述的，虛擬社群的確可以

產生多面向的價值，然而，也如同本研究所定義社

群所述，社群的整體價值發散在於社員個體價值的

完整發揮。本研究認為，在社群中，社員是其最寶

貴的資產，其重要性遠超過其它軟硬體的建置與投

資，社員之於社群的價值，我們可以由 Hagel & 

Armstrong（1997）舉出社群報酬遞增的四個動態循

環中窺之一二。報酬遞增循環包括了內容、忠誠

度、輪廓資料以及交易活動等四個循環。 

 
圖 2. 社群動態遞增循環 

表面上來看，此循環在描述著當社群成長至關

鍵多數的門檻之後，利潤與規模就急遽上揚的情

形。但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啟動四個動態循環的最

主要元素，就是社員。社員提供創作內容、輪廓資

料、與網站或其它社員的互動，這種種在社群中的

活動，都能啟動任一個動態詢環而達到社群發展的

條件。對於虛擬社群的經濟應用，現今文獻多著重

於對虛擬社群整體價值及績效衡量之探討，所發展

的價值評判指標也多針對社群整體（Shafer,1999、

Cothrel,2000）。以上的研究，雖然將焦點放於社員

上，也指出社群中包括了各種價值的社員，然而，

並無一個明確的衡量指標來區分，對社群經營者來

說，他們僅知社群中有這些類型的社員，但無法有

效率地分辨出哪些社員可能是哪些類型。對於會員

價值組成缺乏結構性之研究。本節整理多位學者對

於社員價值與共縣之相關探討，共可分為三大構

面：會員個人資料，會員創作內容以及會員互動等。 

A. 會員輪廓資料 

豐富詳盡的會員輪廓資料是實行關係行銷的

先決條件。利用資訊科技可以將會員的輪廓資料蒐

集分析，這些輪廓資料除了能幫助社群經營者更了

解會員的習性與需求，以提供更符合會員需要的服

務之外，也能讓廠商更直接地接觸到目標顧客，進

而提昇廣告點選率、創造更多的廣告與交易收入，

會員的輪廓資料包括個人資訊、網站瀏覽行為、以

及網站交易紀錄等資料。Hagel 及 Singer（1999）

曾將網站顧客的輪廓資料分為以下四種： 

表 1. 網站顧客輪廓資料種類 

分  類 範  例 

描述性資料 姓名、生日、性別、收入、信

用狀況、小孩數目與年齡等等

交易紀錄  購買日期、紀錄、方式、管道、

存貨數目、交易總額等等 

直接參考指標 購買狀況、顧客回應紀錄、透

過哪些媒體及接觸時間 

特殊事件 人生大事、搜尋或詢問某類商

品資訊、顧客的嗜好 

一但使用者成為社群的一份子，在註冊時所提

供的個人輪廓資料往往成為廣告或行銷人員眼中

極為有用的資訊，社群經營者也因握有此龐大的社

員資料量而得以吸引外部廠商的青睞以及刺激新

使用者加入，進而啟動虛擬社群報酬遞增的一環。 

B. 會員創作內容 

網站內容一直是吸引會員前來網站拜訪的主

因，也是啟動報酬遞增的因素之一。Hummel（2001）

就提出社群成員創造的內容與社群的發展是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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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的，其在網站上所提供之訊息如個人經驗分享

等都是吸引成員加入的原因之一。有多位學者認

為，社群內的內容，尤其是會員自行創作的內容，

確實能夠成為吸引瀏覽者加入會員的主要原因。因

為當會員跳槽到另一個社群時，即使他能找到相同

主題的會員創作，也找不到一樣的內容。由上述可

知，在虛擬社群中，成員提供之內容是促使社群價

值產生的因素之一，會員提供自身的經驗分享或是

回應其他成員之文章，皆能促進社群內之互動，創

造社群之價值。（Chang et. Al.1999）。也就是說，既

然內容對網站如此重要，本研究認為創作這些內容

的社員更是網站價值來源，社員本身的價值，可從

社員發表內容的質與量中呈現出來。 

C. 互動關係 

社群網站透過整理公開發表內容、互動資源

（如公佈欄、聊天室與 e-mail）及商業能力來建立

與豐富社群內的關係。不僅是社員與社群組織者間

的互動，更重要的是社員之間的互動關係。社員在

虛擬社群中可透過各種不同的機制來進行互動，可

能是同步或非同步，也可能是雙方都無所覺。Figallo

（1998）也認為，會員之間的持續互動，能幫社群

經營者贏得社群成員對網站的信任感。由於會員長

久以來的造訪，了解社群所提供的內容與網站服

務，會員與社群網站間便建立了深厚的信任若會員

在線上的人際關係脈絡愈深，彼此之間就愈能發展

出信任關係，會員對社群的忠誠度也愈高。  

從上述文獻我們可以歸納出，相對於社群中的

沉默者而言，一個在社群中透過各種機制與其他個

體互動的社員，顯然有較大的價值。對於其他社員

而言，將可增進他們對此網站的信任感，增加忠誠

度，對於社群經營者而言，將能夠提供非結構性的

資料作為社員的行為偏好分析。 

2.4 報酬機制 
網站組織者依照使用者參與的程度而給予不

同等級的虛擬貨幣點數。虛擬貨幣除了可以用來換

購贈品以外，在與網站有購物交易時還可抵充一部

份的交易金額。此舉可以鼓勵會員經常拜訪網站發

表文章，不但強化了會員與網站之間的關係，也豐

富了網站內容，可謂一舉數得。虛擬貨幣機制不但

對社群成員具有激勵效果、也有助於滿足其成員的

需求，進而促進成員對虛擬社群的認同感與歸屬

感。社員在網站上的活動，不管有形或是無形，都

能幫社群增加經濟價值。網站經營者也明瞭此點，

進而設計出不同的報酬機制。因此，我們歸結出目

前在實務界，所注重之會員價值構面。總結如下： 

表 2a. 各網站報酬機制 
     網站名稱 
價值活動 

優仕網 蕃薯藤

網托邦 
網路同

學會 
e-guess

個人資料提供 ＊   ＊ 
參與網站活動  ＊ ＊ ＊ 
站上停留時間     
張貼文章次數 ＊ ＊  ＊ 
張貼文章大小 ＊    
提供檔案大小     
提供服務多寡     

回應（下載）檔案     
擔任板主公職  ＊   
網友評鑑     

表 2b. 各網站報酬機制 
       網站名稱

價值活動 
ezP
eer

盈月

繁星 
Mojo 
Nation 

eBay Calssma
te.com

個人資料提供 ＊ ＊  ＊ ＊ 
參與網站活動    ＊  
站上停留時間  ＊    
張貼文章次數  ＊    
張貼文章大小  ＊    
提供檔案大小 ＊  ＊   
提供服務多寡   ＊   

回應（下載）檔案 ＊     
擔任板主公職      
網友評鑑  ＊  ＊  

3. 研究方法 
3.1 焦點群體 

焦點群體訪談法為團體訪問的一種變型，主要

形式為研究者邀請受訪者到固定場所以團體成員

互動的方式進行討論，蒐集研究所需資料。焦點群

體訪談法早在 1940 年代即開始有人使用，1950 年

代之後並被廣泛運用於廣告活動、新產品發表、客

戶購買行為研究等，各學者對此方法之定義大同小

異，如 Churchill（1991）認為當採用其他方法很難

獲取資訊，或可參考的文獻資料不足，或研究內容

含有較少非數量化之資訊，為取得對研究主題之認

識，而邀請 6 至 9 人參與，由主持人以有系統之方

式，來收集與研究主題之有關資訊，此種方法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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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群體訪談，對於探索性(Exploratory)的研究，是

一項有利的方法。 

3.2 層級分析法 
層級分析法（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是由美國匹茲堡大學薩帝教授（Thomas L. Saaty）

於 1971 年為美國國防部（DOD）進行應變規劃問

題之工作時所創。1974 年至 1981 年間，薩帝與其

同事陸續發表許多篇研究報告，對 AHP 理論不斷

修正、證明，到 1980 年提出完整的方法論，並出

版「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一書。此法主

要是將研究的複雜、多變化、多期間與多要素之主

題，透過對該研究主題有所長之專家學者予以分組

對偶評比，而求得各層級要素或方案之優先順序，

最後經過綜合比較決定一最佳方案的決策理論（曾

懷恩，1998）。AHP 方法在進行評估上，主要是分

為兩大階段，第一是層級的建立，第二是層級評

估。首先是將複雜之系統，匯集專家學者及決策者

之意見評估，以簡明之要素層級結構表示，並藉著

比率尺度(Ratio Scales)及名目尺度(Norminal Scales)

來做成要素的成對比較矩陣，求得特徵向量，代表

層級要素的優先順位；供作決策資訊取捨與否或再

評估之參考指標。下圖是 AHP 法進行的流程圖。 

 
圖 3. 層級分析法流程圖 

4. 實證資料分析 
4.1 研究架構 

在「建構虛擬社群成員價值之衡量模式」的目

標之下，透過對虛擬社群相關文獻的探討與分析，

得知虛擬社群管理者若透過全面性的社員管理制

度建立，將能夠提高社員的參與程度並增加其忠誠

度。鑒於社群成員對虛擬社群的重要性，必須藉由

一套完整的衡量工具，來評估社員貢獻與價值，而

過去相關虛擬社群文獻，大都著重在整體社群價值

評量以及社員間互動的探討，並無一完整評量社員

價值之模式。本研究架構如下圖 

 
圖 4. 研究架構 

4.2 衡量模式探索階段 
為了探討虛擬社群成員價值衡量模式之指

標，首先透過相關文獻資料的蒐集、分析與整理，

並加以與現今實務做法歸納比較，歸結文獻與現況

分析。接著邀請國內虛擬社群有相當經驗的專家，

使用虛擬社群達六年以上之研究生共 20 位進行焦

點群體訪談，以修正該衡量模式之架構，以提高構

面與指標的嚴謹程度。整合焦點群體訪談之專家學

者意見結果後，為了瞭解該衡量模式之構面與指標

在實務上的可行性與理論上之嚴謹程度，本研究邀

請國內著名虛擬社群---網路同學會的平台建置者

旭聯科技團隊共 15 人，包含專案經理、產品研發

人員、程式設計人員、內容設計人員、客服人員等

各層面專家進行專家意見諮詢，對於架構、構面與

指標適切性進行評鑑，以作為分析架構之修正參

考，進而建構本研究最終的衡量架構。經過焦點群

體訪談、專家意見諮詢之後，歸納整理出修正後的

衡量模式架構如下圖，作為最終 AHP 問卷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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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虛擬社群成員價值構面 

4.3 衡量模式建構階段 
本研究認為衡量虛擬社群成員價值指標之重

要性應該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再針對層級架構

之構面與指標進行相對權重之評比。針對十二位專

家學者寄發 AHP 問卷，對本研究所建立的虛擬社

群成員價值之層級架構，進行各層級及指標之成對

比較，以建構一完善的衡量工具。問卷設計為共分

三大部分：問卷填寫說明、虛擬社群社員價值衡量

指標架構表、權重比例之勾選。所得結果如下表。 

表 3.  AHP 結果 
主要構面 次要構面 指標 

輪廓資料完整度(0.153) 
網站活動參與度(0.400) 

上站頻率(0.314) 
個人資料 

(0.337) 
單次上站停留時間(0.133) 
發言內容字數(0.220) 

主動提問頻率

(0.432) 
發表文章

頻率

(0.248) 回覆問題頻率

(0.568) 
文章被閱次數(0.253) 
內容優劣度(0.279) 

檔案提供數目(0.120) 
檔案內容符合性(0.189) 
檔案完整性(0.248) 
檔案獨特性(0.189) 

直接貢獻 
(0.599) 

內容提供 
(0.663) 

檔案交換頻率(0.253) 

好友數目(0.118) 
被設為好友數目(0.118) 
即時傳訊次數(0.207) 
參與聊天室頻率(0.255) 
為人拒絕之數(0.103) 

間接貢獻 人際關係

推薦其他會員數(0.200) 

4.2 研究結果 
由資料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在主要構面這

一階段，「直接貢獻」有將近 0.6 的比重（0.599）。

原因可能為，相較於「間接貢獻」，也就是人際關

係這一方面，「直接貢獻」不論是「個人資料」或

是「內容提供」，對於社群網站的影響與效益，效

果都可說是立即顯現的。「間接貢獻」強調的雖是

社群中人與人之間的黏性，然而社員們在社群中所

建立的關係深淺都有，對社群而言，難以辨別這些

關係的品質。因此，在講求效率的時代，不難理解

為何「直接貢獻」較「間接貢獻」來得被人所重視。

在「直接貢獻」的兩個要素中，由上表可以很明顯

地看出，「內容提供」較「個人資料」來得重要，

將近 7：3 的比例。可能原因在於，有豐富內容的

社群網站，不僅能夠吸引使用者前來瀏覽，更甚

者，網站的經營者可集結這些會員創作內容，整理

出版。一來能夠打響網站的知名度，讓廣泛大眾更

加認識此社群網，二來也可從中獲取利潤。在個人

資料的指標中，以「網站活動參與度」（0.400）以

及「上站頻率」（0.314）比重較大。可能原因為，

經常參與網站活動的使用者，對於社群而言，能夠

在其所參與的活動紀錄中，挖掘出更多有用的資

訊，提供經營者。而社員們上站頻率，最直接反映

在網站的人氣指標機制上，因而可吸引其他使用者

前來瀏覽甚至加入會員，對於社群發展大有幫助，

此外，網站活動的推行也可降低因社員上站頻率低

而錯過的機率，這可從目前一般社群網站所設定的

經驗值指數包含上站頻率中看出。總括來說，我們

可以看到，對於社員個人資料的貢獻價值，以「網

站活動參與度」（0.400）以及「上站頻率」（0.314）

得分高於「輪廓資料完整度」（0.153）以及單次上

站停留時間（0.133）。 在「內容提供」的指標中，

一般性社群的各項指標比重差距不大，都介於 0.2

與 0.3 之間。其中「內容優劣度」與「文章被閱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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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比重稍重。可能原因為會員創作內容確實是網

站中重要環節，其中「質」又比「量」重要。相對

於字數多的內容，對於管理者來說，他無法判別發

表內容之品質，大篇幅之內容有可能為高品質的文

章，但也有可能為純灌水之文章，若為後者，不但

降低了其他社群成員瀏覽的慾望，也浪費了網站的

硬體資源。另外，文章點閱率高之社員，對於社群

網站而言，不但吸引了人氣也豐富了網站內容，有

可能為網站「黏住」一群忠實讀者，具有較高之回

饋及保留價值。 

 在檔案交換的社群中，則以「檔案交換頻率」

與「檔案完整性」比重較大。可能原因是交換頻率

高的社員，不僅可活躍社群的氣氛，同時這些社員

活動的紀錄，也能透露出某些有用的資訊，例如上

傳下載某些檔案的社員，多在哪些時段進行此種行

為，網站經營者因而可針對這些資料分析比對，進

行適當的管理活動。而「檔案的完整性」則是著重

於檔案交換社群中檔案的品質部份。 

在人際關係的各項指標中，以「參與聊天室頻

率」 (0.255)以及「即時傳訊次數」 (0.207)所佔比

重較高，原因可能是在社群網站中，相較於設為(或

被設為)好友人數的靜態數字呈現，利用網站互動機

制進行即時動態交流的使用者，更能突顯和活躍這

個網站的人氣和氣氛。網友們進行此種線上即時互

動的過程中，所透露出的意見態度，更有可能讓經

營者從字裡行間挖掘出對於網站有所裨益的意見。 
5. 研究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成果 

由於以往文線上對於虛擬設群成員價值並無

深入的探討，因此本研究先進行文獻探討，結合現

況分析，最後透過焦點群體、深度訪談法專家問卷

諮詢以及層級分析法各種質化與量化方法的整

合，確立了整個架構。求算各層級構面與指標之權

重，最後再建構出衡量模式與計算公式，其模式內

共包含二個主要構面、三個次要構面，共二十個指

標，此將有助於模式發展嚴謹性之提昇，同時模式

內的構面與指標的效度與信度都較能確保。 

5.2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研究的價值量表中，只有分為一般虛擬社群

與檔案交換社群兩者，後續研究者可繼續細分，將

各種不同類型之虛擬社群比較，進行更深入的分

析，分析不同目的、情境與經營訴求下，社員價值

量表的內涵有何差異及其成因。後續研究者可朝內

容分析、語意分析等較為質化的層面，或是結合心

理、社會學的領域，再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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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網際網路帶動電子商務急速的發展。全

球銀行業也順應趨勢運用網路科技與顧客間進行

雙向交流，並可降低銀行處理作業的成本，卻也為

銀行帶來了全新的競爭對手--虛擬銀行。隨著網路

行銷的風潮愈來愈盛，以及建構虛擬銀行不像傳統

銀行一般需大量資金的誘因下，致使許多大廠紛紛

設立虛擬銀行系統。 

網路所帶來的創新風潮，致使傳統銀行為打擊

競爭對手，不斷推出新服務產品如：信用卡、

ATM、無人銀行、網路銀行等，並努力創新以滿

足顧客需求。技術創新已不再專屬高科技業的口

號。藉由不斷的技術創新與建立特殊的經營模式已

為目前銀行競爭的最佳利器。然而因容易被競爭對

手仿效，僅能擁有短暫的利益，而使銀行在努力創

新的同時也尋求專利的保護。 

專利之管理對於企業發展研發及創新占了頗

大的地位。因此本研究分析Fortune前500大企業之

前15名商業、儲蓄銀行中，有申請專利之9家銀行

為研究對象，以了解銀行是否重視專利的申請、創

新能力及核心能力的發展，並針對全球重要專利資

料庫所公佈之專利資料進行申請年、公告年、發明

者、UPC、IPC等相關分析。 

結合上述之資料運用專利管理圖進行三項主

要分析：銀行歷年專利申請及公告件數的情形、銀

行主要創新之領域、發明者之研發能力。最後，本

文探討出銀行運用網路創新已在電子商務中有著

相當顯著的成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Citigroup在銀

行業中運用專利保護進行創新已倍受肯定。銀行業

對於專利之申請亦愈加重視。 

關鍵字：網路銀行、創新能力、專利。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網際網路為消費者和廠商之間傳遞與獲得資

訊的重要工具，解決了過去資訊流通不易及交易成

本過高的問題，使消費者之間、企業之間及消費者

與廠商之間產生交易行為，形成電子商務。而 2001

年先進國家中的上網人口均已在 20﹪以上，其中

加拿大使用網路佔總人口比例已高達 48﹪、美國

也高達 43﹪，且持續在增加，所帶來的商機早為

通訊業、金融業、零售業帶來頗大影響[1]。 

對金融業而言，不僅帶來新的銷售通道，提供

客戶更便利的服務，並降低銀行經營成本、提昇銀

行競爭力與金融創新，隨著銀行銷售及服務管道的

創新，為銀行帶來成本利益。以美國為例，其傳統

的作業方式每筆交易平均須花費 1.07美元，電話

銀行則平均為 0.68美元，自動櫃員機平均只須0.27

美元，但網路銀行更低只須 0.01美元，其中以全

新的網路銀行成本最低，且迥異於傳統金融銀行大

排長龍等候行員服務的刻板印象。網路銀行可提供

無櫃檯、無行員、一天 24小時服務。由此可知創

新對銀行業而言已是不可忽視的經營重點[2]。 

服務商品的創新雖可帶來利潤，但卻也容易讓

競爭者效仿，因此銀行近年來更加重視智慧財產權

所能帶來的保護及利益，在過去許多人將專利視為

科技產業的登記，因而忽略了許多權益。由 IBM

公司每年靠專利保護就有 10~20億美元的收入，且

根據資策會之統計，美國於 2000 年的權利金收入

約 1500億美元，預計到2005年將可達到 1兆美元

以上，在如此驚人的數據下，專利對於企業所能獲

得巨額利益是超乎想像。 

由近幾年來  CyberGold Inc.點選網路廣告就

送點數或現金、Netsentive, Inc.在網頁上訂購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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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送點數、Priceline.com由消費者出價、Amazon

運用「One-Click」將顧客基本資料儲存在伺服器

中，顧客於第二次在網上消費時，無須再次填寫資

料等功能皆具有專利[3]，以及花旗銀行致力電子

商務之創新，可發現許多產業已紛紛運用網路及專

利之保護進行創新。因此遂成本文運用專利分析探

討傳統銀行創新能力之動機。 

2. 文獻回顧 
自 1990年起，網際網路在技術上突破發展出

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後，促使

網際網路盛行全球，電子商務也隨之蓬勃，企業不

僅運用電腦處理各種資訊，同時也透過電腦網路與

商務行為的結合形成電子商務，以取代過去的傳統

商務行為，對於顧客、零售商到供應商的通訊能迅

速的串聯起來，以有效的整合資訊流、物流、金流、

商流及服務流五種，在這五流的架構下將改變消費

者的生活、購物、工作、思考、商業活動及企業行

為模式[4] [5] [6]。 

然而金流的衍生，卻為傳統銀行帶來前所未

有的危機，於 1994 年時，美國微軟公司總裁 Bill 

Gates就曾說：「Banking is important, but bank are 

not.」後，使得傳統銀行開始重視電子商務所帶來

的競爭及商機[7]。直到 1995年 6月美國安全第一

網路銀行（Security First Network Bank, SFNB）的

設立，成為全球第一家網路銀行，其結合 3C擁有

消費性電子（ Consumer Electronics ）、通訊

（Communications）、電腦（Computer）的特色[8]。

正式為傳統銀行帶來另一強大的競爭者及創新風

潮，不再只是單純的實體競爭，而是虛擬世界的競

爭，於 1996年 9月 Integrion公司成立大會上，美

國 Key Bank總裁意有所指地表示：「若有人曾經說

過銀行是恐龍的話，那麼我們的競爭對手要小心

了，因為我們已經演化出新的品種。」傳統銀行不

再坐以待斃，已開始為另一新戰場努力創新，若以

二十年才在市場上普及的自動櫃員機（ATM）比

較起來，網際網路銀行短短二年便已在美國引起廣

泛注意，可得知網路銀行已是未來必走的趨勢[9]。 

目前網路銀行發展出傳統銀行網路化及純虛

擬銀行（Virtual Bank）二種形式，傳統銀行網路

化利用網際網路提供的金融服務，為家庭銀行、企

業銀行所延伸之新一代的電子銀行，同時可透過網

路銀行進行交易還包括了與零售商店的連線、線上

轉帳交易的銷售點系統（POS System）及投資銀行

（Investment Banking）等系統。而純虛擬銀行僅透

過網際網路的連結功能，為顧客提供金融商品與服

務，並處理客戶的一切業務，但對於提領現金及兌

現支票，仍須至自動櫃員機提領，其所營運之業務

方面依然受限。 

雖然網路銀行無法像傳統銀行的金融服務那

樣齊全，但網路銀行對銀行本身而言，具有節省大

量人力成本、節省建設分行費用、擴大服務範圍、

提升服務效率、延長服務時間、充分掌握顧客資

料、增進客戶意見交流與提升企業形象等效益，同

時也為顧客帶來方便、節省大量時間、無需排隊、

無需等待、不定軟體電腦等好處。且傳統分行與網

路銀行之建置成本與年維護費用可由表一中得知

其費用差距的可觀[10]。 

表 1  傳統分行與網路銀行之建置成本與年維護
費用（單位：萬美元） 

 
 傳統銀行 網路銀行 
建置成本 350-500 150-200 
每年維護費用 35-50 少於 2.5 

資料來源：王筱鈴，2000. 

根據 Financial Insite公佈的網路銀行報告，美

國網路銀行用戶數從 1994 年只有 10 萬家庭至

2001年 9月底已有 2000萬家庭使用網路銀行，並

預測到 2002 年時此數據將可成長到 2400 萬至

2500萬戶，且其成長比率將由 2001年的 20%成長

到 2005年的 33% [11]。可得知網路銀行所帶來的

無限商機，以及高效益及低成本的影響下，使得傳

統銀行跨足線上服務外，也吸引其他資金管理龐大

的法人機構與企業，也對於進軍網路銀行興趣濃

厚，如汽車業界的BMW和 Nordstrom有意自行建

構線上銀行體系，提供上下游合作夥伴融資服務，

信用卡業者American Express也宣佈要建立網路銀

行，將信用卡服務延伸到線上服務的範疇[12]。 

對傳統銀行業而言，網路世界不僅是新戰

場，更是全新的創新場所，可由近十幾年來致力於

專利申請的 Citigroup所擁有 257件、Credit Suisse

擁有 114件專利數、在台灣方面花旗銀行擁有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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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之專利及萬事達擁有信用卡機制的專利等，可

發現傳統銀行對於創新的努力。 

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的資料介

紹，每年可透過專利文獻查出全世界 90~95﹪的發

明成果，而其他技術文獻只反映 5~10﹪，在研究

過程中若經常查閱專利文獻將可以縮短研究時間

60﹪，節省研究費用 40﹪，由此可知專利之管理

對於企業發展研發及創新占了頗大的地位。 

然而，從碩博士論文索檢系統僅有9篇及中華

民國期刊索檢僅有 17 篇曾運用專利資料進行分

析，且其內容大多為高科技產業的探討，如：奈米、

封裝、二極體等等，可見得運用專利分析時熱衷於

高科技產業的討論，而銀行業之創新的探討卻寥寥

無幾，但可使銀行在通路保持領先地位的方法中最

為有效的可說是專利權的申請。 

3. 研究方法 
在 Fortune 全球 500 大 (The 2002 Global 

500-Banks: Commercial and Savings)前 14名商業、

儲蓄銀行和其全球最受讚賞企業中的商業、儲蓄銀

行(2002 GLOBAL MOST ADMIRED COMPANIES 

- Banks: Commercial and Savings)前 15名排名，兩

者差異可說只是各公司集團之名次互換加上 The 

2002 Global 500-Diversified Financials排名第二名

的 Citigroup[13]。由於 2002 Global Most Admired 

Companies 之評分指標較符合本文內容因此以下

就以 2002 年 4 月時 Fortune 調查出全球最受讚賞

企業中的商業、儲蓄銀行前 15名為主，輔以其在

專利組織所申請通過之專利數進行分析；搜尋方法

是透過專利所有權人欄位鍵入各銀行主要名稱，再

進行人工檢視。所搜尋之四個主要專利資料庫為美

國專利商標局(USPTO)、日本專利局(JPO)、隸屬

歐洲專利局(EPO)之 European Patents (EPAT)資料

庫及WIPO內的World Patents Index (WPI)索檢系

統。其中 J.P. Morgan Chase、HSBC Holdings、

Santander Central Hispano Group、Credit Suisse、

Royal Bank of Scotland及Hypo Vereinsbank皆無專

利申請/公開。 
這些銀行在銷售、淨收入及員工人數方面在

2000-2001年十月時 UBS及 Bank of America 
Corp、Deutsche bank皆為負成長，但其餘各銀行

除 Credit Agricole及Mizuho Holdings無資料外，
僅有 Citigroup 及 BNP Paribas在此三面向都是正
成長。 
 
表 2  Fortune2002全球最受讚賞公司-商業、儲蓄

銀行專利數 
名

次 
企業名稱 專利

件數 8 
Royal Bank of 

Scotland 0 

1 Citigroup 257 9 Deutsche Bank 4 
2 J.P. Morgan 

Chase 0 10 ABN AMRO 
Holding 2 

3 HSBC Holdings 0 11 BNP Paribas 1 
4 UBS 14 12 Credit Agricole 10 

5 
Santander 
Central Hispano 
Group 

0 13 Hypo 
Vereinsbank 0 

6 Bank of 
America Corp. 39 14 Fortis 14 

7 Credit Suisse 0 15 Mizuho 
Holdings 10 

 
表 3  2001年銷售、淨收入及員工數 

 
 
 
Company 

2001 Sales 
(mil.) 
1-Yr. Sales 
Growth 

2001 Net 
Inc. (mil.) 
1-Yr. Net 
Inc. Growth 

2001 
Employees 
1-Yr. 
Employee 
Growth 

Citigroup $112,022 
0.2% 

$14,284 
5.7% 

272,000 
18.3% 

UBS $49,395 
(0.2%) 

$3,001 
(37.8%) 

71,000 
(44.7%) 

Bank of 
America 
Corp. 

$53,116 
(8.1%) 

$6,792 
(9.6%) 

142,670 
(0.0%) 

Deutsche 
Bank 

$66,527 
(14.5%) 

$149 
(98.8%) 

94,782 
(3.6%) 

ABN 
AMRO 
Holding 

$39,001 
(11.8%) 

$2,879 
22.4% 

112,206 
(2.5%) 

BNP Paribas $49,045 
58.0% 

$3,883 
159.8% 

80,464 
3.9% 

Credit 
Agricole ------ ------ ------ 

Fortis $40,090 
(10.2%) 

$2,301 
(11.7%) 

69,000 
9.7% 

Mizuho 
Holdings ------ ------ ------ 

資料整理自：Fortune Mar. 04, 2002 
 

由表 4 得知全球最受讚賞企業之 9項評比指
標：創新、員工才能、公司資產利用、社會責任、

管理品質、財務健全、長期投資價值、產品/服務
品質及全球化之分數及排名，結合表 2可看出
Citigroup能擁有 257專利件數並非僥倖，其創新能
力 7.8、員工才能 7.8、公司資產利用 8.0 及全球化
9.1之高分可證明其在創新投入、全面構築防護罩
之努力成果，使其雖為世界第二大金融集團但能在

各項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如在 2002年 Fortune調



 4

查出 Best Companies for Minorities中排名 47、
Fortune 500為第7名及Global 500第 11名的佳績。 

雖然日本Mizuho Holdings目前是世界第一

大金融集團且在 Fortune Global 500排第 48名，但
其專利件數僅 10件，而前世界第一大金融集團的
德屬 Deutsche bank專利申請/公開件數也僅 4件。 

表 4  2002 Global Most Admired Companies Data - Banks: Commercial and Savings 

Company 
 
 
Score (Rank) 

Citigroup 
(美) 

UBS 
(瑞) 

Bank of 
America 

Corp. 
(美) 

Deutsche 
Bank 
(德) 

ABN 
AMRO 
Holding 

(法) 

BNP 
Paribas 

(法) 

Credit 
Agricole 

(法) 

Fortis 
(比利時
/荷蘭) 

Mizuho 
Holdings 

(日) 

Company's 
Industry 8.30(1) 6.12(4) 5.82(6) 5.44(9) 5.09(10) 5.07(11) 4.84(12) 4.66(14) 4.15(15) 

Innovativeness 7.8(1) 5.9(3) 5.2(8) 5.0(9) 4.6(12) 5.0(9) 4.7(11) 4.5(14) 4.1(15) 

Employee Talent 7.8(1) 6.1(3) 5.8(6) 5.5(8) 4.9(11) 5.2(10) 4.9(11) 4.7(14) 4.4(15) 

Use of Corporate 
Assets 8.0(1) 5.7(5) 6.0(4) 5.4(7) 5.2(10) 5.2(9) 4.9(12) 4.8(14) 4.2(15) 

Social 
Responsibility 7.1(1) 5.9(4) 6.2(3) 5.5(6) 5.2(10) 5.3(9) 5.1(11) 4.8(14) 4.7(15) 

Quality of 
Management 8.5(1) 5.9(6) 5.8(7) 5.0(9) 4.8(11) 4.4(13) 4.1(14) 4.6(12) 3.6(15) 

Financial 
Soundness 8.5(1) 6.7(4) 6.4(5) 6.1(7) 5.4(11) 5.2(12) 5.9(10) 5.1(14) 4.1(15) 

Long-Term 
Investment Value 8.6(1) 6.1(4) 6.1(5) 4.8(11) 4.8(10) 4.9(9) 4.6(13) 4.4(14) 3.8(15) 

Quality of 
Products/Services 8.1(1) 6.4(3) 6.2(5) 5.7(8) 5.2(10) 5.0(11) 4.8(13) 4.7(14) 4.5(15) 

Globalness 9.1(1) 6.4(4) 4.5(11) 6.0(6) 5.7(8) 5.3(9) 4.4(13) 4.5(11) 4.1(15) 
資料整理自：Fortune Mar. 04, 2002 

4. 資料分析與討論 
4.1專利管理圖分析  

歷年來申請的件數以近十年為高峰，如附錄

圖表所示僅 1978年之申請次數 18次及 1980申請

16件可稱得上是申請的高峰年外，十年前銀行申

請專利的件數每年不到 5件更常是零件的狀態。但

近年來不僅申請/公告件數大幅成長外，每年申請

件數皆在 30件以上，相信在注重專利的 2002年各

銀行所申請的專利經審核公告後，件數將在 30件

以上。 

近年來積極申請專利的 Bank of America及

Citigroup兩大金融集團其專利件數在近年來仍持

續增加當中，但是 Bank of America去年一口氣便

申請了 19件專利而 Citibank則僅申請 7件；UBS

也不容小覷其專利數雖不多只有 14件，但其中有

9件是 2001年所申請，Deutsche Bank在去年也新

申請 2件專件可稱得上是此方面的後起之秀。 

專利研發最重要的靈魂是發明者，一個優秀

的發明者可以創造出更多專利並能提升其品質，因

此發明者在社會中有著相當的地位。而在本文中發

明人 Rosen的 58件專利數可使他摘下發明大王的

桂冠，但是 Berman所擁有 34件的專利數與其他

發明者相較可說是相當多。但 Berman是在 1978

及 1980兩年時一口氣提出十數件的專利申請，而

Rosen則是在 1991年後逐年皆提出專利的申請，

雖然從 2000年後便沒有其所提出的專利被公告，

但相信若其仍持續研發則再次的提出申請專利並

審察合格公告的時間並不會太久遠。Pentz及 Burns

也在 2001年時各提出 10件和 8件的專利數，若能

持續的研發應能超越 Berman甚至是 Rosen。但

Shiyorumu Esu Roozen、Schutzer、Utterberg及

Lenstra的累積件數和Pentz及Burns不相上下都是

8~10件左右，且提出時間都在 1996年後，相信這

些發明者皆是此領域的重要人才。 

在一階 UPC分析當中件數最多的是 Class 

705其次是 235、D14和 D19，但在二階UPC件數

分析時 235/379、D14/436卻各以 19、18次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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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居於705/035的17次之前。但整體而言二階UPC

中前十六名排名 705便佔 10名，顯示各銀行目前

研發申請專利的重心是運用電腦提供客戶更便利

的電子商務服務。在多數的申請領域上均以銀行相

關業務為主擴及其他財務金融領域，例如信用卡、

電話銀行、網路銀行甚至資料的交換及記錄等均是

各銀行所申請之專利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在 235/379的 19件中 Citigroup

便有 12件；D14/436內 15件也是 Citigroup擁有

的；705/035的件數中 Citigroup申請公告的有 9

件。但佔大宗的705一階 UPC中 Citigruop共擁有

33件，且附表 2UPC件數排行中所列之 UPC領域，

僅 380、606和 705/044因 Citigruop未申請故件數

沒有過半。可知 Citigroup在銀行界此領域專利佔

有重要地位。 

IPC為國際專利分類號，可分五階，其每階級

皆有其特定分類的代表意義，如G06F17/60，G為

第一階、G06為第二階、G06F為第三階、G06F17

為第四階、G06F17/60為第五階。透過 IPC之分析

可了解個別企業或產業所著重發展的趨勢。在一階

IPC分析當中件數最多的是 G其次是H、D和 A，

由第三階 IPC分析，其銀行業大多集中於G06F（數

位數據處理）的創新共 188次，其次為 G07F（投

幣式設備）、H04L（數位資訊之傳輸）及 G06K（數

據識別）分別申請了 58、31及 19次，可得知銀行

對於自動化及電腦化的資訊處理及傳達相當重

視，更可證明銀行在網路銀行創新之努力。 

在 Fortune全球 500大前 14名商業、儲蓄銀

行和其全球最受讚賞企業中的商業、儲蓄銀行中，

有申請專利的 9家銀行對於 G06F皆有專利，G06F

為數位數據處理的領域，包含了顧客間資料的傳

送、ATM 的資訊處理及電子商務的資訊傳達處理

等。可見得銀行業對於數位數據處理的創新有著相

當大的延申性，而其中以 Citigroup 最重視數位電

腦化的資訊傳輸及處理共申請專利 137件。 

於2001年各別銀行的獲利表現中，又可發現

Citigroup在所有銀行裡獲利最高，還榮獲銀行業的

第一排名，且在2002年因受到消費性金融及資產管

理業績大增，使第二季盈餘成長15﹪，由此可知

Citigroup在創新方面的努力，已帶來利益及成長。 

4.2結論 

對企業而言，資訊傳達的速度影響著企業內

部作業流程、企業向顧客服務的便捷及企業與企業

間訊息流通的時效性等。同樣的，對銀行業來說，

企業與顧客在面臨資金需求時，銀行即扮演著重要

角色，因此銀行在資訊傳遞的速度方面，更須隨著

科技的進步而演變，所以當本研究在透過銀行所申

請專利進行分析的探討過程中，有以下重要發現： 

1. 透過 UPC與 IPC分析得知，銀行能結合科技

突破傳統而蛻化為網路銀行，且在電子商務的

發展占有頗為重要的地位，同時因這樣的創新

帶來更低成本外，也為顧客帶來許多便利，與

顧客的關係也因此更為穩固。 

2. 在銀行業中，以 Citigroup所申請的專利件數

最多，且其獲利表現、創新投入、員工投入皆

稱霸群雄。專利本身就具有著保護的作用，可

見得 Citigroup致力於創新的努力已表現於獲

利及企業發展上，更可了解到專利申請對於企

業占有著重要發展的地位。 

3. 對專利重視的心態也蔓延至銀行業，在經過人

才研訓、經費投注後，如 Bank of America及

Deutsche Bank等在近年來相繼提出專利的申

請，並審察合格公開。而尚在審核中的專利申

請想必有更多的銀行業者、更多的件數。 

基於篇幅限制，探討尚有不足處，因此提出下列建

議以供後續相關研究： 

1. 更深入的專利分析。結合各不同專利資料內容
可得出更多資訊，將更清楚此領域情況。 

2. 結合其他資料、方法探討。除專利資料外，尚
能結合其他資料，如財務報表等進行研究。 

3. 針對 Citigroup、Bank of America及 Deutsche 
Bank等具競爭力公司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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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1991~2002年歷年專利申請、公告件數 

附表1  1973~1990年專利申請、公告件數 

年 197319741975 197619771978 197919801981 

申請件數 1 1 1 1 3 18 2 16 0 

公告件數 0 0 1 1 1 2 2 14 21 

年 198219831984 198519861987 198819891990 

申請件數 0 1 1 0 0 0 2 5 5 

告件數 1 0 1 0 0 0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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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發明件數最多前五名發明者 

附表 2   9銀行擁有前四名第三階 IPC之專利件數 
 G06F G07F H04L G06K 
ABN 2 ０ ０ ０ 
Bank of America 14 7 5 8 
BNP 1 ０ ０ ０ 
Citigroup 137 48 19 10 
Credit Agricole  9 1 1 1 
Deutsche Bank 2 ０ ０ ０ 
Fortis 11 1 5 ０ 
Mizuho Holdings 5 2 ０ ０ 
UBS 7 ０ 1 ０ 

附表 3  前八名一階、前十六名二階 UPC次數表 

 一階 UPC 
次

數 
 二階 UPC 

次

數 
 二階 UPC 

次

數 

1 705 51 1 235/379 19 9 705/069 8 

2 235 21 2 D14/436 18 10 D06/157 8 

3 D14 20 3 705/035 17 11 D06/188 8 

4 D19 16 4 D19/010 16 12 705/065 7 

5 902 13 5 705/042 14 13 705/068 7 

6 0D6 12 6 705/039 11 14 705/038 6 

7 D06 12 7 705/041 11 15 705/040 6 

8 380 7 8 235/380 8 16 705/044 6 

 

附表 4  前八名一階、二階及三階 IPC次數表 

 一階 IPC 
次

數  二階 IPC 
次

數  三階 IPC 
次

數 

1 G 234 1 G06 198 1 G06F 188 

2 H 48 2 G07 63 2 G07F 58 

3 D 32 3 H04 46 3 H04L 31 

4 A 19 4 D0604 22 4 G06K 19 

5 1402 18 5 A61 14 5 G06G 13 

6 B 14 6 B65 8 6 H04M 12 

7 E 7 7 G03 8 7 G07D 9 

8 F 4 8 A63 5 8 G03B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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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率分群化演算法發掘消費者最適性之產品項目 
 

陳垂呈 
南台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E-mail: ccchen@mail.stut.edu.tw 
 

摘要 

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企業可以更輕易地記

錄、儲存消費者的交易資料、及分析消費者的消費

傾向，使得企業有機會由傳統單向的大量行銷方

式，轉變成個人化、適性化與互動式的行銷方式，

這對改善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係、提升顧客的忠誠

度與滿意度、及擴展市場利基都有顯著的影響。在

本篇論文中，我們使用資料探勘技術中的分群化，

來發掘出消費者個人最適性的產品項目，以提供企

業在擬定最適性之行銷服務時的參考資訊。首先，

我們以消費者之交易資料為探勘的資料來源，並以

發掘某一消費者最適性之推薦產品為目標，提出一

個簡單、有效率的分群化演算法，使得與此消費者

之交易資料具有最大相似度的交易資料，歸屬於同

一群組中，然後從此群組中發掘出最適性推薦的產

品項目；另外，我們提出一個以布林運算為基礎的

演算法，將可提昇前述演算法的執行效率。 

關鍵詞：資料探勘、分群化、適性化、布林運算。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use clustering methods to 

discover the individual consumer’s the most adaptive 

products, which can support 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of marketing service. First, we present a simple and 

efficient algorithm to cluster consumers’ transactional 

data, and let each other consumer’s transactional data 

is grouped with the mined consumer’s transactional 

data to which it is the most similar. Then we can find 

the mined consumer’s the most adaptive products 

from the cluster. Moreover, we propose a Boolean 

algorithm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evious 

algorithm. 

Keywords: Data Mining, Clustering, Adaptive, 

Boolean Computation. 

 

1. 簡介 
 

隨著資訊技術的進步，資料儲存媒體容量的增

加與價格快速地滑落，導致要儲存消費者的交易資

料，變成是一件既輕易、快速又便宜的事[1]。這些

交易資料可能來自於消費者的信用卡交易記錄、超

級市場的收銀機、消費者填寫的特徵資料、或是網

頁的瀏覽記錄等。因此，如何利用這些大量的交易

資料，深入分析消費者的交易行為，以提供行銷分

析時的參考資訊，對企業改善與顧客之間的關係，

提供顧客個人最適性的產品服務，及提昇顧客的滿

意度與忠誠度，即成為資料探勘(data mining)最重要

的應用主題之一，也是企業提昇行銷優勢與競爭力

的最重要工具之一[2, 3]。 

 

資料探勘技術是從大量的交易資料中，擷取出

潛在有用的資訊與知識，經由資料探勘技術可完成

以下任何一項任務或更多：分群化(clustering)、關

聯規則(association rules)、分類(classification)、及預

測(forecasting)等[4]。在本篇論文中，我們以消費者

之交易資料為探勘的資料來源，提出兩個分群化的

方法，來探勘出消費者個人最適性的產品項目，以

提供企業進行消費者最適性之行銷服務的參考資

訊：首先，我們提出一個簡易、快速分群化消費者

之交易資料的方法，進而從分群化之後的群組中，

發掘出消費者個人最適性的產品項目；另外，我們

以布林運算為基礎，提出一個簡易、有效率的分群

化演算法，將可提昇分群過程的執行效率。 

 

本篇論文的架構如下：下一節中，我們介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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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化的相關研究；第三節中，我們分群化消費者的

交易資料，並從分群化之後的群組中，發掘出消費

者個人最適性的產品項目；第四節中，我們以布林

運算為基礎，來分群化消費者的交易資料，並從分

群化之後的群組中，發掘出消費者個人最適性的產

品項目；第五節中，我們做一結論。 

 

2. 相關研究 
 

分群化(clustering)是將物件根據相似度來進行

分群，關於分群化的研究，主要可分為以下幾種：

分割式(partitioning)、階層式(hierarchical)、格子基

礎(grid-based)、密度基礎(density-based)與模型基礎

(model-based)等幾種[5]。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將修

改分割式分群化的方法，做為分群化消費者交易資

料的方法依據。 

 

在眾多分割式分群化演算法中，較著名的有

PAM[6]、k-means[7, 8]，CLARANS[9]等，其目的

是分群成使用者所指定的 k個群組，此分割方式可

將每一物件歸屬於最相似的群組中，以下我們介紹

PAM(Partitioning Around Medoids)演算法的分群化

步驟。 

 

PAM演算法由 Kaufman and Rousseeuw[6]所提

出，為了將全部物件分群成 k個群組，PAM的方法

是先為每個群組決定一個代表物件(representative 

objects)，此代表物件稱之為 medoid，一旦把 k 個

medoids 選定之後，就依據相似度來決定非 medoid

物件是屬於那一個群組，其相似度是以物件彼此之

間的距離(Euclidean distance)來表示，d(Oa, Ob)表示

物件 Oa與 Ob之間的距離。例如 Oi為 medoid，而

Oj為非 medoid物件，如果d(Oj, Oi)=min{d(Oj, Oe)}， 

Oe表示所有的medoids，則 Oj歸屬於 Oi群組。 

 

對任一個非 medoid 物件 Oj 而言，當一個

medoid Oi被一個非medoid物件 Oh取代時，所造成

的改變成本 Cjih定義如下： 

 

 Cjih = d(Oj, Om) – d(Oj, On) 

 Om表示以 Oh取代 Oi之後，與 Oj有最相似度

(最短距離)的 medoid； 

 On表示以Oh取代Oi之前，與Oj有最相似度(最

短距離)的 medoid。 

 

以 Oh取代 Oi成為 medoid之後，所造成的總改變成

本為： 

TCih =   Cjih 

 

若 TCih>0時，表示以Oh取代 Oi之後的總距離比取

代前大，則 Oi將不會被 Oh所取代。以 TCih為衡量

依據，PAM演算法說明如下： 

  

Algorithm PAM 

(1) 任意選取 k個物件做為medoids； 

(2) 對所有 Oi與 Oh之組合，計算出其 TCih，其中

Oi 表示任一個的 medoid，Oh 表示任一個非

medoid物件； 

(3) 選擇出 TCih 為最小值的 Oi 與 Oh 配對；假如

TCih<0，則以 Oh取代 Oi成為 medoid，並跳至

(2)； 

(4) 否則停止執行，已完成分群。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修改 PAM 演算法，提出

一個簡單、快速的分群演算法，以欲探勘之消費者

的交易資料為群組的中心點，來將與此中心點具有

最大相似性的交易資料歸屬於同一群組，並從群組

中發掘出此一消費者個人最適性的產品項目。 

 

3. 發掘消費者最適性之產品項目 
 

在此章節中，我們以某一消費者的交易資料為

例，來發掘出此一消費者最適性的產品項目，在此

假設每一筆交易資料都事先依產品項目做過排

序。我們利用分群化的方法，以此一消費者的交易

資料為一群組的中心點，依據相似度的臨界值，來

判斷交易資料是屬於那一群組。我們將交易資料分

群化成兩個群組，一群組中的交易資料與欲探勘之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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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有最大的相似度，稱之為相似群組；另一群

組的交易資料與欲探勘之消費者有最大的差異

性，稱之為相異群組。然後，根據相似群組所突顯

出的產品特徵，即可發掘欲探勘之消費者最適性的

產品項目。此章節共分為兩小節如下：第  3.1節中，

我們說明如何將交易資料分群化成兩個群組，並發

掘欲探勘之消費者最適性的產品項目；第 3.2 節

中，我們以一實例做說明。 

 

3.1 分群化交易資料成兩群組之演算法  

 

我們提出一個簡單、快速的分群演算法，以欲

探勘之消費者的交易資料為一群組的中心點，然後

將所有交易資料分群化成兩個群組。首先，假設欲

探勘之消費者的交易資料為 Tc，我們先定義相似函

數 d與「相似臨界值」分別為： 

 

d(c, j)= (交易資料 Tc與 Tj之間相同項目的個

數)/(交易資料 Tc的項目個數)，當 d 愈大表示相似

度愈大。 

 

相似臨界值：當交易資料 Tj與中心點 Tc之相似

度≥相似臨界值時，Tj就歸屬於以 Tc為中心點的群

組中。 

 

我們直接將交易資料進行比較運算，可以很有

效率地得到一交易資料 Tj與 Tc之間的相似度。在

此，我們定義一函數 fetch-item(Tj, i1)表示可以擷取

出交易資料 Tj中第 i1個的產品項目。例如，T1={A, 

B, C, D, E}，則 fetch-item(T1, 2)=B。而每一交易資

料所包含的產品項目都已事先排序過，假設其大小

順序為後項目大於前項目，例如 A<B<C<D<E。因

此，計算兩交易資料 Tc與 Tj之間的相似度，可表示

成以下的演算法： 

 

Float Per-Same-Item(Tc, Tj)   { 
int same_item=0;    /*相同項目的數量變數*/ 
int i1=i2=1; 

/*分別表示 Tc、Tj的第 i1、i2個的項目*/ 

while (fetch-item(Tc, i1) <> ∅) and  
(fetch-item(Tj, i2) <> ∅)   { 

      if (fetch-item(Tc, i1) == (fetch-item(Tj, i2)   { 
         same_item++; 
         i1++; 
         i2++; 
      } 

elseif (fetch-item(Tc, i1) > ( fetch-item(Tj, i2) 
i2++; 

else i1++; 
} 
return same_item/|Tc|;  

/*|Tc|為消費者 Tc的項目個數*/ 
} 
 

例如，T1={A, B, D, E}及 Tc={B, C, E}，經由上

述演算法的計算，其相似度函數 d=2/3=67%。 

 

我們以發掘某一消費者 Tc 最適性的產品項目

為例，設定為一群組的中心點，依據我們所定義的

相似函數 d、與設定的相似臨界值，來分群化所有

交易資料 Tj成兩個群組，1≤j≤m，表示共有 m筆的

交易資料，可表示成以下演算法： 

 

Algorithm Cluster-2(Tc)   { 
    for (j=1; j<=m; j++)   { 
       if Per-Same-Item(Tc, Tj) >=相似臨界值   
          Tj∈相似群組; 
       else 
          Tj∈相異群組; 

} 
} 

 

例如，假設所定的相似臨界值為 60%，則交易

資料與 Tc有 60%以上的相似度，就歸屬於以 Tc為

中心點的相似群組，否則就歸屬於相異群組。經由

上述演算法的分群步驟，即可將交易資料依相似度

來分群成兩個群組。藉由分群化之後的群組，可在

相似群組中找出最常出現的產品項目，對消費者 Tc

最適性的產品項目，我們做了以下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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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性產品項目=max{相似群組中各產品項目

出現的數量/相似群組中交易資料的總數量}，並

且，此產品項目∉Tc； 

 

也就是說，從相似群組中找出現機率最大的產品項

目，而且此產品項目必須沒有出現在欲探勘之消費

者的交易資料 Tc中，當然，我們也可依需要來增加

最適性產品項目的個數。從相似群組中，發掘出最

常出現的產品項目，即成為欲探勘之消費者最適性

的產品項目。 

 

3.2 實例說明 

 

我們舉一實例來說明發掘消費者 T4 最適性之

產品項目的過程，圖 1表示資料庫 D中有 4筆的交

易資料，其中 I={A, B, C, D, E}表示所有產品項目

集合，T={T1, T2, T3, T4}表示所有消費者的集合，相

似臨界值為 70%。 

 

交易編號 產品項目 

T1 ACD 

T2 BCE 

T3 ABCE 

T4 BE 

圖 1、資料庫 D 

 

經由 Cluster-2演算法，可得到以下兩個群組： 

相似群組={T2, T3}及相異群組={T1}。 

 

而最適性產品項目為： 

最適性產品項目=max{A=1/2, C=2/2}=C； 

 

因此，在相似群組中，顯示出 C-項目是消費者 T4

最適性的產品項目。 

 

4. 以布林運算為基礎發掘消費者最適性之
產品項目 
 

[10]已經描述使用布林的運算方式，可以提昇

原先 PAM 演算法在分群化交易項目的執行效率，

因此，我們將使用布林的運算方式，來提昇前一節

之分群過程的執行效率。此章節共分為兩小節如

下：第 4.1 節中，我們提出一個以布林為基礎的分

群化演算法，來發掘出消費者個人最適性的產品項

目；第 4.2節中，我們以一實例做說明。 

 

4.1 分群化交易資料成兩群組之布林演算法  

 

在說明如何使用布林運算來分群化交易資料

之前，我們先定義以下名詞： 

I={i1, i2, …, in}，表示全部項目(items)的集合，共有

n項； 

T={T1, T2, …, Tj,  … , Tm}，表示資料庫中全部交易

(transactions)的集合，共 m筆，其中 Tj為第 j筆交

易，1≤j≤m； 

每一筆交易 Tj由 n位元(bits)所組成，其格式表示成

Tj=[b1, b2, b3, …, bh, …, bn]，bh∈{0, 1}，1≤h≤n，假

如交易 Tj中有出現第 h 項的項目，則 bh=1，否則

bh=0。 

Tc=[b1, b2, b3, …, bh, …, bn]，bh∈{0, 1}，1≤h≤n，為

欲探勘之消費者的交易資料。 

 

我們分別使用 and 及 shift布林運算(如圖 2)，

可以很有效率地得到兩交易之間相同的位元且其

位元值為“1”的數量。 

 

and 0 1  shift >> 110 

0 0 0  >>1 011 

1 0 1  >>2 001 

    >>3 000 

圖 2. 

 

因此，要計算前一章節中所定義兩交易資料 Tc

與 Tj之間的相似度，可表示成以下的演算法： 

 

Float Per_Diff_Bit(Tc, Tj)  { 
int same_bit=0;    /*相同位元的數量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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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Tj, T∈[b1, b2, b3, …, bh, …, bn]，bh∈{0, 1}， 
1≤h≤n； /*Tc, Tj, T為交易資料格式*/ 

mask=[01, 02, 03, …, 0n-1, 1n]；  
 /*篩選出最右邊的 bit*/ 

   T= Tc and Tj;  /*篩選出相同位元值為 1者*/ 
while (T<>empty)  { 

if (T and mask)  same_bit++;   
/*如果最右邊的 bit都為 1*/ 

T=shift(T);    /*T往右移 1個 bit*/ 
} 
return same_bit/|Tc|;  

/*|Tc|為消費者 Tc的項目個數*/ 
} 
 

例如，T1={1, 1, 0, 1, 1}及 Tc={0, 1, 1, 0, 1}，經

由上述演算法的計算，其相似函數 d=2/3=67%。 

 

因此，交易資料 Tj與 Tc經由上述的布林運算、

及根據前一章節所描述的分群化步驟，即可將所有

交易資料依相似度來分群化成兩個群組。藉由分群

化之後的群組，可在相似群組中找出最常出現的產

品項目，但此產品項目∉Tc，以做為消費者 Tc最適

性的產品推薦。我們使用 xor布林運算(如圖 3)來找

出∉Ti的產品項目，如以下的式子： 

Ta=I xor Tc 

 

xor 0 1 

0 0 1 

1 1 0 

圖 3. 

 

只要計算 Ta中，位元為“1”者的產品項目，在相似

群組中出現的次數，並且滿足“最適性產品項目”的

條件定義，即可發掘出消費者 Tc 最適性的產品項

目。 

 

4.2 實例說明 

 

例如有一交易資料庫如圖 1，其交易資料可表

示成 I=[1, 1, 1, 1, 1]、及 T1=[1, 0, 1, 1, 0]、T2=[0, 1, 1, 

0, 1]、T3=[1, 1, 1, 0, 1]、T4=[0, 1, 0, 0, 1]。假設欲探

勘之消費者為 T4，經由 3.1 節及 4.1 節所描述的分

群方法，可得到以下兩個群組： 

相似群組={T2, T3}及相異群組={T1}。 

 

在相似群組中不屬於 T4的產品項目有： 

Ta=I xor T4=[1, 0, 1, 1, 0] 

 

而最適性產品項目為： 

最適性產品項目=max{A=1/2, C=2/2, D=0/2}  

=C； 

 

因此，在相似群組中，顯示出 C-項目是消費者 T4

最適性的產品項目。 

 

5. 結論 
 

藉由分群化技術的分析，可以將消費者的交易

資料分群化，並使具有最大相似性的交易資料歸於

同一群組中，這對於支援企業分析消費者的消費傾

向，進而發掘出消費者個人最適性的產品服務，可

以提供非常有用的參考資訊。在本篇論文中，我們

提出兩個簡單、有效率的分群化方法，來發掘出某

消費者個人最適性的產品項目。首先，我們以欲探

勘之消費者的交易資料為一群組的中心點，並將與

此中心點具有大於或等於相似臨界值的交易資

料，歸屬於同一群組中，然後從此群組中發掘出此

一消費者個人最適性的產品項目；另外，我們以布

林運算做為分群化計算的基礎，將可提昇前面演算

法的執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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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ools, 
techniques, and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both of the 
dimensions above. Our primary focus, however, is on 
the second dimension, or Web usage mining. We present 
taxonomy of Web mining to clarify our usage of the 
term, and place various aspects and components of Web 
mining in their proper context. The proposed integrated 
World Wide Web Application Platform as this Research 
Project using Data Mining algorithms includ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Decision Tree, Association Rules, 
Neural Network Genetic Algorithm, Rough Set, Mining 
Algorithm, to Emulate Electronic Commerce Prototype 
Platform Model to provide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various data sources, such as server access logs, referrer 
logs, user registration or profile information; resolving 
difficultie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users due to missing 
unique key attributes in collected data; and the 
importance of identifying user sessions or transactions 
from usage data, site topologies, and models of user 
behavior. We survey some of the emerging tools and 
techniques, and identify several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eb mining can be broadly defined as the 
discovery and analysis of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This broad definition on the one hand 
describes the automatic search and retrieval of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available from millions of 
sites and on-line databases, i.e., Web content mining,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covery and analysis of user 
access patterns from one or more Web servers or on-line 
services, i.e., Web usage mining.  
Keywords : Web Content Mining, Decision Tree, 
Association Rules, Neural Network Genetic Algorithm, 
Rough Set, Web Usage mining.  
 

1. Introduction 
Web mining can be broadly defined as the 

discovery and analysis of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This broad definition on the one hand 
describes the automatic search and retrieval of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available from millions of 
sites and on-line databases, i.e., Web content mining,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covery and analysis of user 
access patterns from one or more Web servers or on-line 
services, i.e., Web usage mining.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ools, techniques, and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both of the dimensions above. Our 
primary focus, however, is on the second dimension, or 
Web usage mining. We present taxonomy of Web 
mining to clarify our usage of the term, and place 
various aspects and components of Web mining in their 
proper context. 

There are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unique to the 
Web paradigm, that come into play if sophisticated types 
of analyses are to be done on server side data collections. 
These include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various data 
sources, such as server access logs, referrer logs, user 
registration or profile information; resolving difficultie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users due to missing unique key 
attributes in collected data; and the importance of 
identifying user sessions or transactions from usage data, 
site topologies, and models of user behavior. We devote 
the main part of this paper to the discussion of issues 
and problems that characterize Web usage mining. 
Furthermore, we survey some of the emerging tools and 
techniques, and identify several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he heterogeneity and the lack of structure that 
permeates much of the ever expanding information 
sources on the World Wide Web, such as hypertext 
documents, makes automated discovery,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eb-based information difficult. 
Traditional search and indexing tools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World Wide Web such as Lycos, Alta Vista, 
WebCrawler, ALIWEB, MetaCrawler, and others 
provide some comfort to users, but they do not generally 
provide structural information nor categorize, filter, or 
interpret documents. A recent study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d statistically thorough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the most popular search tools such as Data 
Mining, KDD [1], etc. 

In Data Mining research areas, it is a 
multi-disciplinary field covered KDD, Machine 
Learning, Statistics, Visualization, Database, Expert 
System, etc. It is the explosion of data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 corollary that mechanical production of data. In 
recent years these factors have prompted researchers to 
develop more intelligent tools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such as intelligent Web agents, as well as to extend 
database and data mining techniques to provide a higher 
level of organization for semi-structured data available 
on the Web. The agent-based approach to Web mining 
involves the development of sophisticated AI systems 
that can act autonomously or semi-autonomously on 
behalf of a particular user, to discover and organize 
Web-based information. Web Content Mining and Web 
usage mining would separate the Taxonomy of Web 
Mining.  

The Web Content Mining has 2 kinds of 
approaching:   

F Agented Based Approach 
The agent-based approach to Web mining involves the 
development of sophisticated AI systems that can act 
autonomously or semi-autonomously on behalf of a 



 

particular user, to discover and organize Web-based 
information. Generally, the agent-based Web mining 
systems can be plac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categories:  
1) Intelligent Search Agents 
Several intelligent Web agents have been developed that 
search for relevant information us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ticular domain (and possibly a user profile) to 
organize and interpret the discovered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agents such as Harvest [2], FAQ-Finder [3], 
Information Manifold [4], OCCAM [5], and ParaSite [6] 
rely either on pre-specified and domain specific 
information about particular types of documents, or on 
hard coded models of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to retrieve 
and interpret documents. Other agents, such as ShopBot 
[7] and ILA (Internet Learning Agent) [8], attempt to 
interact with and learn the structure of unfamiliar 
information sources. ShopBot retrieves product 
information from a variety of vendor sites using only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duct domain. ILA, on 
the other hand, learns models of various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translates these into its own internal concept 
hierarchy. 
2) Information Filtering/Categorization 
A number of Web agents use various information 
retrieval techniques [9]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pen 
hypertext Web documents to automatically retrieve, 
filter, and categorize them [10][11][12][13][14]. For 
example, HyPursuit [14] uses semantic information 
embedded in link structures as well as document content 
to create cluster hierarchies of hypertext documents, and 
structure an information space. BO (Bookmark 
Organizer) [12] combines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techniques and user interaction to organize a collection 
of Web documents based on conceptual information. 
3) Personalized Web Agents 
Another category of Web agents includes those that 
obtain or learn user preferences and discover Web 
information sources that correspond to these preferences, 
and possibly those of other individuals with similar 
interests (using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A few recent 
examples of such agents include the WebWatcher [15], 
PAINT [16], Syskill & Webert [17], and others [18]. For 
example, Syskill & Webert is a system that utilizes a 
user profile and learns to rate Web pages of interest 
using a Bayesian classifier. 
 
F DataBased Based Approach 
The database approaches to Web mining have generally 
focused on techniques for integrating and organizing the 
heterogeneous and semi-structured data on the Web into 
more structured and high-level collections of resources, 
such as in relational databases, and using standard 
database querying mechanisms and data mining 
techniques to access and analyze this information. 
1) Multilevel Databases 
The main idea behind these proposals is that the lowest 
level of the database contains primitive semi-structured 
information stored in various Web repositories, such as 
hypertext documents. At the higher level(s) meta data or 
generalizations are extracted from lower levels and 
organized in structured collections such as relational or 
object-oriented databases. 
2) Web Query Systems  

W3QL [19]: combines structure queries,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 of hypertext documents, and content 
queries, based 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techniques. 
WebLog [20]: Logic -based query language for 
restructuring extracted information from Web 
information sources. The second type of Mining is Web 
Usage Mining [21].  
Web mining activity that involves the automatic 
discovery of user access patterns from one or more Web 
servers. The traditional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for 
market analysis need to be revisited in this context. 
People generate and collect large volumes of data in 
their daily operations. Most of this information is 
usually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by Web servers and 
collected in server access logs. Other sources of user 
information include referrer logs which contains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ferring pages for each page 
reference, Web Usage Mining can help these 
organizations to determine the life time value of 
customers, cross marketing strategies across products, 
and effectiveness of promotional campaigns, among 
other things. Most of the existing Web analysis tools 
provide mechanisms for reporting user activity in the 
servers and various forms of data filtering. Using such 
tools, for example, it is possible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accesses to the server and the individual file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s Web space, the times or time intervals 
of visits, and domain names and the URLs of users of 
the Web server. In general, these tools are designed to 
deal handle low to moderate traffic servers, and 
furthermore, they usually provide little or no analysis of 
data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accessed files and 
directories within the Web space. There are 2 kinds of 
Tools in the Web Usage Mining fields such as  
1) Pattern Discovery Tools [21] 
These tools for user pattern discovery use sophisticated 
techniques from AI, data mining, psychology, and 
information theory, to mine for knowledge from 
collected data. The WEBMINER [21] system introduces 
a general architecture for Web usage mining. 
WEBMINER automatically discovers association rules 
and sequential patterns from server access logs. 
Algorithms are introduced for finding maximal forward 
references and large reference sequences. These can, in 
turn be used to perform various types of user traversal 
path analysis such as identifying the most traversed 
paths thorough a Web locality. 
2) Pattern Analysis Tools [21] 
While patterns have been discovered, analysts need the 
appropriate tools and techniques to understand, visualize, 
and interpret these patterns, some applications proposed 
OLAP techniques such as data cubes for the purpose of 
simplifying the analysis of usage statistics from server 
access logs 
 
FPattern Discovery from Web 
Transactions [21] 
For the client-server model in the World Wide Web, 
includ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hysical topology of 
Web repositories and user access paths, and the 
difficulty in identification of unique users as well as user 
sessions or transactions, so we have to develop a new 
framework to enable the mining process. For the 
pre-processing data for mining that must be addressed 
before the mining algorithms can be run. To developing 



 

techniques to clean/filter the raw data to eliminate 
outliers and/or irrelevant items and grouping the 
individual page accesses into semantic transactions, and 
try to integrate the various kinds of data sources such as 
user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and specializing generic 
data mining algorithm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pecific 
nature of access log data. 
 
FThe KDD environment [21] 
The Goal of the KDD process is to obtain an 
ever-increasing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A convention 
Commercial Market has arisen that analyses 
marketspaces into categories, depending on the nature 
of the buyer and of the seller. Some fairly silly things 
are said in the popular literature. Most organizations 
have large databases that contain a wealth of potential 
accessible information. However,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access this information. This section provides a 
taxonomy that uses the conventional terms, but defines 
them in meaningful ways. 
l B2B (Business to Business) 
The business-to-business kind of e-commerce refers to a 
company selling or buying from other companies. In our 
context here, the company communicates with the other 
companies by electronic means. This is actually not new, 
as many businesses have already been doing it since the 
80’s by means of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  

 
F  EDI - The original tradition  

Since the '80s,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using EDI to 
conduct business transactions electronically. Some of 
these transactions include sending/receiving of orders, 
invoices and shipping notices. EDI is a method of 
extending the organization's computing power beyond 
its boundaries. But the high cos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networks made this method out-of-reach for small and 
medium sized businesses. In addition, the system is 
somewhat inflexible, as connecting a new vendor to the 
network would involve huge costs and restructuring.  

F  The Internet – the new genera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nternet, companies, 
regardless of size,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electronically and cheaply. Companies that do so use it 
in several ways,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y are a 
manufacturer or supplier, although this can be confusing 
sometimes, as a manufacturer can also be a supplier.  
This kind of marketspace involves one business 
enterprise selling to another. In practice, even-handed 
markets are uncommon, and instead the seller(s) seek to 
structure the process in their own favor, and the buyer(s) 
seek to do the same. Which achieves how much depends 
on the degree to which market power exists or can be 
contrived, whether the available technology fits the 
needs of one side more than the other, and how the 
arm-wrestling works out. Many observers have failed to 
allow for the fact that business enterprises differ vastly 
in terms of their size, their capacity to invest in 
technology, and their adaptability to new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The conventional distinction between 
'SM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large 
enterprises is useless. It's advisable to distinguish the 
following strata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F  Micro-enterprises (with c. 0-3 employees);  

F  SEs (Small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c. 3-100 
employees);  

F  MEs (Medium-Sized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c. 100-200/500 employees);  

F  LEs (Large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c. 
200/500-5,000 employees);  

F  VLEs (Very Large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more employees than that);  

F  Conglomerates (i.e. large corporations with 
multipl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business units); 
and  

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It'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recognize an 
additional category, orthogonal to the size dimension, 
for Virtual Business Enterprises (or `dynamic 
networks'). 

l B2G / G2B (Business to Government / 
Government to Business) 
It is used to refer to sales  by business enterprises to 
governmen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and other variants of B2B (e.g. more formality in 
RFT/RFP/RFQ processes, more emphasis on probity, 
and contracts entered into with the relevant body politic 
rather than with the purchasing organization itself); but 
there are not necessarily enough differences to warran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reatment from B2B generally.  

In other cases, B2G refers to service delivery by 
government to business enterprises (for which 'G2B' 
would make more sense), or is concerned with 
regulation by government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This 
may be a more worthwhile distinction from B2B, 
because it commonly involves different goods and 
services,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e transaction, and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f technology (e.g. payment 
systems, and aspects of security). 

l Business-to-Consumer E-Commerce  
The business-to-customer kind of e-commerce refers to 
a company selling its products or services to the 
customers using the Internet as the communication 
medium. This is what most people think e-commerce is 
about.  

 

F  The virtual shop  
Using e-commerce to market and sell can compliment 
the traditional shop front method.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businesses that relies solely on the virtual shop 
front as they do not have a physical store for walk-in 
customers (e.g. Amazon.com).  

 
F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the virtual 
shop [1]  
With the business-to-consumer type e-commerce, the 



 

company first establishes a website on the Internet. On 
the website, the company can put up information about 
products and services, allow customers to order these 
from the website and provide customer support services. 
In order to get customers to the website, the company 
must inform the public about its existence using 
traditional means of advertising (commercials, adverts, 
brochures, etc) and/or online advertising. To keep 
customers returning to the site, the company must also 
update it regularly with news about products or 
promotions. 
 
 

2. The Proposed System 
Architecture 

The proposed Electronic Commerce Web Content 
Mining Agent Model, shown in Fig. 1, includes Internet 
user, Data Cleaning process, Transaction Data process, 
Integrated Data Process, Transformed Data Process, 
Data Mining Rules Process and Web Server, Data Base 
Server. Strong suggest the Web Content Agent Model 
Connected Front end with the Web Server to Process the 
User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Internet to The Web and 
Data Base Server All Modules of the Architecture: 

 From Internet Data     
 
       
 
 
 

All Kinds of Raw Data (Source Data) 

  
  

 
Knowledge Data Base  
 
 
      Local Area Network 

Fig. 1 Proposed Web Mining Agent Architecture  
 

(1) Data Selection Process: Once we 
have formulated the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these data 
will be stored in operational database used by information 
systems in your organizations. However, gathering this 
information in a centralized database is not always an easy 
task, since it may involve low-level conversion of data. 
Data may comes from all kinds of source such as internet 
users, local area network resource, raw data from internet 
to pass the data to next step data cleaning  
(2) Data cleaning Process: Once we have 
collected data, you will not aware of the amount of 
pollution that exists in your data, and the potential of data 
mining in general. You have to spend some time in 
examining the data in order to obtain a feeling for the 
possibility. When database are very large it is always 
advisable to select some random samples and analyze them 
to get a rough idea of what one can expect.  
(3) Data Transaction Process: sale 
databases, there is no convenient method of 
clustering pa Before any mining is done on Web usage 
data, sequences of page references must be grouped into 
logical units representing Web transactions or user sessions. 
A user session is the entire page references made by a user 
during a single visit to a site. Identifying user sessions is 

similar to the problem of identifying individual users, as 
discussed above. A transaction differs from a user session 
in that the size of a transaction can range from a single page 
reference to all of the page references in a user session, 
depending on the criteria used to identify transactions. 
Unlike tradit ional domains for data mining, such as point of 
the references into transactions smaller than an entire user 
session.  
(4) Discovering Rules On 
Transactions : 
 1) Path analysi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graphs that can be 
formed for performing path ana lysis, since a graph 
represents some relation defined on Web pages (or other 
objects). The most obvious is a graph representing the 
physical layout of a Web site, with Web pages as nodes and 
hypertext links between pages as directed edges. Other 
graphs could be formed based on the types of Web pages 
with edges representing similarity between pages.  
2) Association Rules: 
Association rule discovery techniques [22][23][24][25] are 
generally applied to databases of transactions where each 
transaction consists of a set of items. In such a framework 
the problem is to discover all associations and correlations 

Data Cleaning Transaction Data 

Integrated Data Transformed Data

Data Mining Rules 

Web Server Data Base Server 

Web Mining Agent 



 

among data items where the presence of one set of items in 
a transaction implies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confidence) 
the presence of other items. In the context of Web mining, 
this problem amounts to discovering the correlations 
among references to various files available on the server by 
a given client. 
3) Sequential Patterns : 
The problem of discovering sequential patterns [26][27] is 
to find inter-transaction patterns such that the presence of a 
set of items is followed by another item in the time-stamp 
ordered transaction set. In Web server transaction logs, a 
visit by a client is recorded over a period of time. The time 
stamp associated with a transactio n in this case will be a 
time interval, which is determined and attached to the 
transaction during the data cleaning or transaction 
identification processes. The discovery of sequential 
patterns in Web server access logs allows Web-based 
organizations to predict user visit patterns and helps in 
targeting advertising aimed at groups of users based on 
these patterns. 
4) Clustering and Classification: 
Discovering classification rules [28][29][30][31] allows 
one to develop a profile of items belonging to a particular 
group according to their common attributes. This profile 
can then be used to classify new data items that are added 
to the database. In Web mining, classification techniques 
allow one to develop a profile for clients who access 
particular server files based on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those clients, or based on their access patterns. 
5) Decision Tree: 
If you have a table containing data on customer behavior 
and you want to classify this data or make a prediction, you 
will find that the tasks of classification and prediction are 
very closely linked. An attempt to predict whether a certain 
customer will show a certain type of behavior in fact 
implied an assumption that the customer belongs to a 
certain type of customer group and will therefore show this 
certain kind of behavior. 
 
3. The Modules Descriptions 

The project related research works covered Software, 
Hardwar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would be composed of 
4 modules as following:  
1. Data Selection Process 

(functions: gathering this information in a 
centralized database) 
● Certify the incoming data 
● Low-level conversion of data 
 

2. Data cleaning Process 
(functions: examining and eliminate irrelevant items 
from Selection step ) 
● Eliminate irrelevant items 
● Determining if there are important accesses that 
are not recorded in the access log. 
 

3. Data Transaction Process  
(functions: Group the page references into logical 
units) 
● Identifying user sessions 
● Grouped into logical units 
● Navigation-content Type defined 

● Content-Only Type defined 
 

4. Discovering Rules On 
Transactions 
(functions: Find the Rules discovered by the 
transaction process) 
● Path analysis 
● Association Rules 
● Sequential Patterns 
● Clustering and Classification 
● Decision Tree 

 
4. Implementa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1. Data Selection  

● Processes of the procedures 
1) User browse the Web Server issue the related 
request to the Web Server application  
2) User submit request Data Selection module  will 
verify all the information and data format. 
3) Low-level conversion of the data if it is needed. 
4) Transfer the processed data to the next module, 
Data Cleaning Modules. 

2. Data leaning 
● Processes of the procedures 
1) eliminate irrelevant items from the previous step 
2) determining if there are important accesses that 
are not recorded in the access log. 

3. Data Transaction Process 
1) grouped the page references into logical units 
representing Web transactions or user sessions. 
2) Identifying user sessions 
3) Information content purposes types defined.  

4. Discovering Rules On Transactions 
1) Path analysis 
2) Association Rules 
3) Sequential Patterns 
4) Clustering and Classification 
5) Decision Tree 

5. Pass the Discovered Rules  
Pass the discovering Rules whatever is appropriate 
to the Web server system and store the information 
into KDD database for the future required or 
response to the Internet users. 

 
5. Conclusions 

The proposed Architecture is the prospective design for the 
web based system application. As the popularity of the 
World Wide Web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re is a growing 
need to develop tools and techniques that will help improve 
its overall usefulness. Since one of the principal goals of 
the Web is to act as a world-wide distributed information 
resource, a number of efforts are underway to develop 
techniques that will make it more useful in this regard. The 
term Web mining has been used to refer to different kinds 
of techniques that encompass a broad range of issue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a definition of Web mining, and 
developed architecture of the various ongoing efforts 
related 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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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於服務性質的理念，一個內容健全的網站

為了提昇服務品質，網站本身的經營績效及流量

通常是最被經營者所倍加重視的問題，然而在現

今顧客至上、服務至上的觀念非常普及的年代

裏，尚須加上客戶行為預測﹙CRM﹚才能使得服
務客戶的觀念更加落實。 
在本研究案中，著重在建立各種不同的分析

模式，而分析模式的資料來源主要選擇在一個區

域中具有相當數量使用者的網站或入口網站，因

此所得到的分析狀況比較能夠接近網路實際的生

態。 
 
關鍵詞：CRM、OLAP 
 
1、 前言 
 
目前在網路上傳輸的各種應用，以WWW為

最大宗，瀏覽者（客戶）也最在意回應時間，回

應時間太長，則不論網站的內容為何，瀏覽者（客

戶）隨即棄之而去。雖然回應時間的問題就使用

者而言可使用 proxy server來改善，就 ISP端而言
可以增加頻寬或利用 Load Balance的機制來改善
問題，但這些方法實際上均有其限制及整體考量

的因素。以一個 ISP或是網站經營單位而言，主幹
頻寬成本（線路租金）佔整個營運成本很大的比

例，而 ISP或網站可掌控的只有增加頻寬或增加
WWW server之處理能力，但對於實際問題並無顯
著之改善或是成本過於龐大無法負荷，此外還得

考量主幹頻寬的整體使用情況，因為所有傳輸的

資料不只 HTTP而已，尚有 mail、ftp等其他協定
的流量在網路中傳輸，無法單就WWW Server的

資料流量來決定是否增減主幹頻寬。所以如何在

現有的資源與環境下，有效針對流量控制稽核及

客戶的瀏覽行為預測以提升WWW Server的回應
效率，進而提升並評估網站經營的續效，為本計

劃之重點。 
 

2、 目的 
 

本文主要以現有硬體資源、網路環境為基

礎，將網路頻寬作有效的調整，也就是以一個「判

斷的模式」做為調整的基準。此「判斷的模式」，

主要是以WWW server 上的流量做為參考（HTTP

協定），並與 router上的流量做比較，當該參考值

達到比較流量的一定比例時，就該調整其 core 

Router之資源分配，但如何判斷、如何調整才是整

個改善的重點。 

a a’
Web log中

Domain的流量
time

流
量

Router port上
domain的流量

調整區：
www priority變高

a a’
Web log中

Domain的流量
time

流
量

Router port上
domain的流量

a a’a a’
Web log中

Domain的流量
time

流
量

Router port上
domain的流量

調整區：
www priority變高

 

上圖表示某一連外主幹的流量，而時間 a至 a’

為 HTTP流量已達到總流量的一個比例，勢必會

影響到使用者連上網站的反應時間，故在這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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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調整其優先權（priority）之必要。 

此機制為何不在 Router上來實作，主要有兩個原

因： 

1) Router無法得知是那個WWW Server的流

量。 

2) Router無法就單純HTTP之流量作過濾顯示。 

為克服上述困難，本計劃提出一新的系統架

構，將某個重要WWW Server之流量，和各個連

外主幹之流量作比較，如此將能正確的顯現出其

比例值，進而調整其優先權，以獲得更快的反應

時間，達到在不增加主幹頻寬（營運成本）下獲

得更加的服務。 

 

3、 系統架構 
 

整個計劃的系統架構以成大現有的硬體設備

與網路環境為基礎，原始資料的取得以

www.ncku.edu.tw上的 web log file和對外的 core 

router為主要來源，另外分別利用現有的主機設備

架設 router流量處理系統、網站記錄處理系統及資

料分析處理系統。router流量處理系統主要是利用

MRTG來擷取 core router上的流量，將所得的數值

加以處理並存入資料庫中。網站記錄處理系統主

要是用來處理 web log file的資料並將其存入資料

庫中。資料分析處理系統主要是利用 router流量處

理系統及網站記錄處理系統所得的資料，使用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來做資料的分析，提供

決策者做決策時的參考依據。 

整個網路系統架構的示意圖如下圖所示： 

 

路由器 A 路由器 B 路由器 C

HUB HUB

Proxy Server

其它ISP

Core Router

台南縣網,台南市網,HiNet

TANet

SeedNet

HUB

( Win2000, IIS, SQL2000 )
資料分析處理系統WWW Server

( Solaris, Apache, MySQL)
Router流量處理系統
( Linux, Apache, MySQL )

網站記錄處理系統
( FreeBSD, Apache, MySQL )  

 

4、 寬頻網站經營績效評估與流量稽核實
作 

 

經營績效評估與流量稽核的資料處理流程，

如下圖所示： 

 

Start 準備作業
資料預先
處理階段

資料庫
處理

資料庫
分析

End

分析結果
輸出處理過資料

WWW Log &
SNMP Data

Router流量處理系統
網站記錄處理系統

資料分析
處理系統

處理流程

資料流程

SQL資料庫

資料分析
處理系統

 
由於資料量非常龐大，在資料處理方面採用

檔案切割而後再分別同時處理的方式，以節省資

料處理與修正所需耗費的時間，而在時間區段的

選取上，我們選取 2001-11-11 00:00:00 ∼ 

2001-11-24 23:59:58 共計 14天(兩個星期)的資料

量做為分析的基礎。另外在資料分析方面，使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中的 Analysis Services

的分析工具（OLAP）來做資料的分析，由 nckulog

及 Router這兩個事實資料表（Fact Table）來建立

網域傳送量分析模式、router上網域傳送量分析模

式、常用瀏覽器分析模式以及網頁績效分析模式。 

「網域傳送量分析模式」是從「網域」、「傳

送量」與「時間」等不同的角度，來分析 web server

傳送至各個網域的傳送量資料；「router上網域傳

送量分析模式」是從「網域」、「傳送量」與「時

間」等不同的角度，來分析 router上傳送至各個網

域的傳送量資料；「常用瀏覽器分析模式」是從「瀏

覽器」與「時間」的角度，分析 user經常使用那

一種瀏覽器來瀏覽網站資料，藉此項統計資料讓

網站開發者可以針對「較多人使用的瀏覽器」來

設計最適合於此瀏覽器觀看的最佳網頁；「網頁績

效分析模式」是從「referer」與「時間」的角度，

分析那一個網站或網頁最受 user青睞。 

將「網域傳送量分析模式」與「router上網域

傳送量分析模式」做比較，當該參考值達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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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的一定比例時，就該調整其 core Router之資

源分配。 

以下是分析過後所產生的相關圖形： 

(1)、  

 

 

由這些資料可以得知，在 11/11∼11/24期間

Hinet_Tainan這個網域的 user來瀏覽

www.ncku.edu.tw遠較其它網域為多，若長期資

料仍舊顯示這種趨勢，那麼就該考慮提升這個

網域的瀏覽頻寬。 

 

(2)、  

 

 
由這些資料可以判斷出，就11/21而言比

較需要調整 www priority的區段位於

21:00PM ∼22:00PM，而在此時段網站的經營

績效較佳。 

(3)、  

 
由這些資料可以得知，在 11/11∼11/24

期間大部分 user使用MSIE來瀏覽

www.ncku.edu.tw網站。 

在績效評估方面，雖然用來評估績效的因子

很多，諸如：成本、營運收入、流量⋯⋯等，不

過這些因子並無法實際評估出一個網站的〝網站

內容〞是否符合大多數瀏覽者的需求，因此在「網

頁績效分析模式」中，主要是評估這方面的需求。 

 

5、 客戶行為預測實作 
 

大部分網站的網頁內容，若將其以結構化的

分類方法加以歸類，通常可以得到類似樹狀的結

構，由於樹狀結構具有組織性，因此在分類或追

蹤使用者瀏覽路徑上都比較容易。在瀏覽軌跡路

徑方面我們希望能夠達成有效預測使用者瀏覽網

頁的路徑，因此我們採用兩個想法，其一為興趣

深度，其二為瀏覽路徑關聯性。興趣深度可以讓

我們來了解使用者對各主題的喜好程度，瀏覽路

徑關聯性則可以讓我們預測使用者的瀏覽行為。

這種經過結構化的分類與歸納的網頁內容，大致

上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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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深度： 

假若 A使用者瀏覽網站的路徑為：

A01b02c03b04,C01b02，則我們可以假定使用者

A對 A(電腦網路)此一主題較感興趣。 

瀏覽路徑關聯性： 

假若 A使用者三天瀏覽網站的路徑情形為： 

第一天、 A01a02a03a04 

第二天、 A01a02a03b04 

第三天、 A01b02c03 

我們希望用這三天的資料得到以下的資訊： 

路徑關聯性 支持度 

A01a02 2 

a02a03 2 

a03a04 1 

a03b04 1 

A01b02 1 

b02c03 1 

則我們可以想見，當使用者 A再度瀏覽網站

A01(電腦網路)時，有很大的機會下一個欲瀏覽

的網頁將是 a02。 

利用關聯規則能夠讓我們找出使用者在瀏覽

不同網頁的關聯性，例如在我們定義的 trace table

中記載著使用者瀏覽軌跡路徑，其中關聯規則的

形式可以表示為 X->Y，也就是說，使用者在瀏覽

X網頁之後，可能會繼續瀏覽 Y網頁。若要找出

規則 X->Y，則我們必須計算項目集合 X與項目集

合 Y在所有瀏覽路徑中集合的出現次數。 

至於將我們所得資料分析成有用的資訊主要

採用 Apriori演算法，Apriori演算法如下所示： 

 

L1 =  {large 1-itemsets} 

        for(k=2;Lk-1 !=  0;k++) do begin 

            Ck = apriori=gen(Lk-1); 

            for all transaction t 屬於 D do begin 

                Ct = subset(Ck,t); 

                for all candidates c 屬於 Ct do 

                    c.count++; 

            end 

                    Lk = {c屬於 Ct | c.count >= minsup} 

            end 

        Answer = UkLk ; 

 

在實作的部分， 

針對每一個網頁內容做編碼，編碼規則如下： 

編碼主要是在文件中加入一參數 

$Layer，首頁（即根目錄，第０層）編為：

S00，其後各網頁則為“累積代碼”＋

“層次數”，例如：第１層公告欄（代

碼：N）大項之選單，其編碼為：N01，

公告欄下連結之“國立成功大學服務電

話”（代碼：b），屬第２層，則其編碼

為：Nb02，依此類推。 

追蹤與記錄的方法如下： 

每當會員一登入後，即開啟 session，以

記錄其所瀏覽過之網頁代碼，直到會員

登出或關閉該網頁，則關閉 session，並

將結果寫入資料庫（table: relation）中。

在寫入資料庫時，會先檢查，是否有同

樣的記錄，若有，則只將該筆記錄之

support欄位加１；若無，則新增一筆記

錄，並將 support設為１。support欄位表

示點選次數，點選次數越高者，表示興

趣越大，則下次此客戶再登入時，該項

目將被排列在該選單中的較上方，以方

便客戶點選。 

利用上述的規則與方法，架構了一個可以追蹤

使用者瀏覽路徑的測試網站：

http://server2.cc.ncku.edu.tw/www 

 

6、 結論 
 

經營績效評估、流量稽核、客戶行為預測這

三個因素，雖然就表面而言看似三種各不相同互

不影響的獨立因素，但是若從“服務”的角度切

入，那麼這三種因素就會互相影響：經營績效的

評估可以考慮加入“流量稽核”－－流量高表示

使用者經常光臨，經營績效增加的機率會較高；



－ 5 － 

客戶行為預測﹙CRM﹚做的好，使用者會覺得服

務周到，如果再加上網站流量控制的好，那麼使

用者下次再來的機率會更高，經營績效增加的機

率會比其他網站更佳。 

在本計劃案對於經營績效的評估並未做其他

全面性的考量﹙如：營運成本、硬體花費、人事

支出⋯等﹚，未來可以考慮納入研究範圍。而在流

量稽核部分可以將頻寬管理納入，客戶行為預測

﹙CRM﹚則可以將法律問題納入研究的範圍。 

基本上，本計劃以達成預期目標，對於寬頻

網站經營績效評估、流量稽核、客戶行為預測

（CRM）模式的技術以做初步的探討，亦充分掌

握其技術所在。由於時程與經費的關係尚無法推

廣至商業實際應用，但未來若有更多的客戶加入

實驗，應可讓本計劃的成果更為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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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描述中小企業如何在電子商務中發展

標竿化他們的績效及一些的關鍵成功因素

(CSFs)，為了更具多方面的學術及實務理論與應

用，本研究意提出及探討五個個案：1.最佳實務

在中小企業電子商務之採用 2.四步驟到一個成功

的 e 策略：一個超過 700 家英國中小企業的調查

3. e 企業起始準備在新加坡 4.網際網路通訊：義

大利中小企業個案 5.網路公平性：一個架構為建

立顧客價值在線上企業。最後，根據以上五個個

案我提出一個整合企業電子商務模型為中小企

業。 

本研究乃基於一系列的文獻探討、個案研究

及調查來實現及判斷去代表最佳實務與關鍵成功

因素在電子商務中之中小企業上的活動，鼓勵中

小企業取分析它們自己的優劣勢是在一個連續基

礎及去與競爭者做比較，第一步驟在此流程中是

去確認企業的成長態度，接著中小企業應建立適

合的一般策略即決定在一組目標上來支持它，最

後，中小企業應確認一組相關的關鍵成功因素。

分析這些相關的文獻探討確認關鍵成功因素相關

對於中小企業的競爭績效進入電子商務市場中。 

 

關鍵字：最佳實務，電子商務，中小企業，關鍵

成功因素，網路公平性 

 
Abstract 

The study describes how SMEs involved in 
e-commerce may benchmark their performance 
against a number of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CSFs), 
for more aspects of academic and practice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the study also proposed and 
discussed five cases: 1.Best practice in SME 
adoption of e-commerce 2.four steps to a successful 
e-strategy: A survey of more than 700 UK SMEs 
3.e-business readiness initiatives in Singapore 
4.Internet communication: the Italian SME case 
5.Web equity: a framework for building consumer 
value in online companies. Finally, due to above five 
cases we proposed an integrated business 
e-commerce model for SMEs.  

The study is based on a series of literature 
reviews, case studies and survey carried out amongst 
small-to-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whose 

activities were judged to represent best practice and 
CSFs in e-commerce. Encourages an SME to analyse 
its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n a continuing 
basis and to compare them with those of its 
competitors. The first step in this process is to 
identify the company's attitude to growth. Next, the 
SME should establish a suitable generic strategy and 
decide on a set of objectives that support it. Finally, 
SMEs should identify a set of relevant CSFs.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literature reviews identified 
CSFs relevant to the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of 
SMEs entering the e-commerce market. 
 
Keywords: best practice, e-commerce, SMEs, 
CSFs, web equity 
 
1. Introduction 

Any company starting an e-commerce venture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its market position and those 
of its competitors. As part of this process it needs to 
benchmark itself against similar companies. 
Furthermore, the rapidly evolving nature of Internet 
business makes it all the more important for 
companies to benchmark their performance on a 
regular basis. This paper describes five cases for 
doing this based on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CSFs). 
Most SMEs have been slow to adapt to the Web and 
face stiff competition from online competitors with 
first mover advantages. An earlier paper by the same 
authors (Evans and Wurster, 2000) suggests that the 
battle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e-commerce will 
be waged on three dimensions: reach, affiliation and 
richness. Next, a detail literature review and 
discussing will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2.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study 
2.1 Best practice in SME adoption of 
e-commerce  

The special issue starts with an interesting 
article by Jeffcoate et al., describing how small 
businesses involved in EC can benchmark their 
performance against a number of CSFs. The authors 
propose an approach that is based on a series of 
interviews carried out amongst small to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whose activities 
were judged to represent best practice in EC. The 
approach adopted encourages an SME to analyze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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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n a continuing basis and 
to compare them with those of its competitors. The 
first step in this process is identifying the company's 
attitude to growth. Second, the SME needs to 
establish a suitable generic strategy and decide on a 
set of objectives that support it. Finally, it has to 
identify a set of relevant CSF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KITE interviews (Kite, 1998) identified 11 CSFs 
relevant to the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of SMEs 
entering the e-commerce market. The paper suggests 
several areas for future research, particularly through 
follow-up studies to validate this approach.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derived from a study carried 
out for KITE (Kite, 1998), an ESPRIT project that 
was designed to increase awareness of e-commerce 
amongst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As 
part of this work, an inventory of 150 Internet SMEs 
was compiled. A qualitative study was then carried 
out with a subset of 27 companies, whose activities 
were judged to represent best practice in this field. In 
this context "best practice" means the policies, 
procedures and programs, which the top performing 
SMEs are using and which lead to superior 
performance (CAPS, 2000).  
Analysis: Growth potential, Strategy and 
objectives 

All these statements needed careful analysis to 
identify the strategy that had been adopted.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the companies gained 
from the in-depth telephone interviews was used to 
abstract and generalize the responses of the 
interviewees. Companies were then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ree generic strategies (Porter, 1984) 
for achiev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1) Become the overall low-cost producer within a 
broad market (1).  
(2) Seek to differentiate products in some way within 
a broad market (2).  
(3) Focus on narrow market niches as either low-cost 
producer (3A) or through differentiation (3B).  

Unlike much larger companies, SMEs taking up 
e-commerce have very little choice. All must start out 
in a niche market, with some means of differentiating 
themselves from their competition (differentiation 
focus). From this competitive position, they may 
move into a broad market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or, 
in a few cases, into a niche market where they can 
offer a cost advantage (cost focus). Each company in 
the final sample was ascribed one of the strategies 2, 
3A or 3B. By combining these strategies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their attitude to growth, three 
categories of best practice SME were identified. The 
objectives cited by SMEs in each category were then 
studied, and a generic objective was derived for each 
category (Table I). 
Table I. Categories of best practice SME, Source: 

Jeffcoate, Chappell, Feindt (2002) 

 
CSFs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KITE identified nine CSFs relevant to the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of small businesses 
entering the e-commerce market. This list took as its 
starting point a number of CSFs that were suggested 
to us by one of the reviewers (van Rijsbergen, 1998). 
The original list was expanded and refined in the 
light of experience with the SMEs in KITE. A further 
two factors (commitment and partnership) were 
derived from the interviews with the best practice 
sample. The final list of 11 factors is shown in Table 
II. By eliminating repetitions, a core group of 
recommended actions for each CSF was derived. 
These were grouped by category so that SMEs could 
focus on the recommendations applicable to them. 
Table II.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Source: Jeffcoate, 

Chappell,  Feindt (2002) 

 
Phases of development 

CSFs were segmented into three phases: 
(1) Those that deliver competitive advantage from 
the beginning, in the start-up phase. Four factors - 
commitment, content, price sensitivity and 
convenience - are as much as a gopher will be able to 
take into account at this stage.  
(2) Those that become important when grow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business. Gophers should add three 
further factors - control, interaction and brand image 
- but should probably avoid trying to build 
communities, which involve substantial investment 
to be successful. Baby gazelles may need to adopt 
some or all of these (except community) in the first 
phase.  
(3) Those that are important to ensure the business 
can support high volume e-commerce activity. 
Gophers may adopt three further factors - partnership, 
process improvement and integration - at this stage. 
In the case of a baby gazelle, these factors are needed 
to ensure that it can undergo transition to full 
"gazelle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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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SFs were then grouped by SME category 
and development phase (Table III). Once an SME has 
determined its strategy and stage of development, it 
can thus see which CSFs are applicable to it. 

 
 
 

Table III.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by phase of 
development, Source: Judith, Caroline, Sylvie 

(2002) 

 
For implement e-commerce successfully and 

combine with corporate strategy, the study proposed 
further e-strategies for SMEs as following:  
2.2 Four steps to a successful e-strategy   

According a working study of Emerald 
published article which namely as: “Four steps to a 
successful e-strategy” (Journal of Emerald, Vol. 50, 
No. 7 p81, 2001) described as follows:    

A survey of more than 700 UK 
small-to-medium enterprises (SMEs) reveals that 
while most SMEs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embracing e-commerce, less than 30 per cent of 
firms claim to have realized significant benefits. 
Despite this disappointing figure, Dr Elizabeth 
Daniel, who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believes that 
perseverance pays off. There appears to be a set of 
sequential steps or stages which firms go through 
during their adoption of e-commerce. The first stage 
involves the development of initial, basic 
e-commerce services, such as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pany's products (creating a Web site), 
while the second stage involves the use of e-mail to 
communicate with customers, suppliers and 
employees. The tricky stage is moving to phase 
three – using the Internet for transactions, usually 
ordering. The most advanced adopters of 
e-commerce extend this with on-line payment 
capabilities. Firms frequently share not only the same 
four steps but also experience the same highs and 
lows of e-commerce adoption. Firms in stage one 
tend to be very optimistic, either about their abilities 
or benefits to be gained, before losing confidence as 
challenges appear. Confidence then grows as 
experience is gained in stages three and four.  

The problem with early over-optimism is that 
firms can become disillusioned and abandon the 
attempt. "They then miss out on the increased 
benefits that our study shows are realized in the later 
stages of adoption", explains Dr Daniel. Interestingly, 
the staged approach to adoption does not depend on 

being a newer, small firm. "Older and larger firms 
adopt e-commerce in the same sequential way", she 
says. "Ultimately, whatever the size of the 
organization, three factors are crucial to the 
successful adoption of e-commerce: staged 
implementation, senior management support, and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how e-commerce can benefit 
the business." These three factors are very practically 
to e-commerce implement for SMEs, therefore the 
study adopt them as a successful e-strategy.  
2.3 e-business readiness initiatives in 
Singapore 

The Singaporean government has traditionally 
played a proactive role in championing 
technology-readiness efforts in the country. It was the 
first in coming up with and implementing its 
Intelligent Island (IntIsland, 2000) plans in the early 
1990s, building an Internet-type broadband pipeline 
throughout Singapore (called SingaporeOne), the 
launching of an Electronic Commerce Hotbed 
program (EChotBed, 2002) in August 1996, various 
unique e-readiness programs included the setting up 
of Netrust (2002), th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ETA,1998), November 1998 to provide a boost 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media content, the first 
cross-certification of public-key infrastructure.  

This body has released an integrated Infocomm 
Technology Roadmap (ITroadmap, 2002) for 
Singapore that is currently being implemented. This 
e-Business Industry Development Scheme (eBIDS) 
aims to assist lo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start-ups in their e-business 
knowledge acquisi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e-business value creation (eBIDS, 2000). The eBIDS 
scheme also builds on the Singapore ONE broadband 
initiative that was launched on a commercial basis in 
1998. Several innovative local SMEs participa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interactive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for users using this 
nation-wide high-speed broadband infrastructure. 
These encourage industry partners; especially local 
SMEs; to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value-add 
broadband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for home, work 
and school environments and are called the Home 
Environment Initiative, Work Environment Initiative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Initiative. All three have a 
strong focus on using the broadband connectivit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ingle Owner Home Office 
(SOHO) category of the SME sector. Under this plan, 
called Jumpstart (2001), e-applications pertaining to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lectronic 
resource plann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re 
made available to SMEs on a variable cost ASP basis. 
These projects focus on developing a different 
electronic commerce capability. Some of the criteria 
used to select SMEs for e-business readiness support 
under this plan include: 
They must have at least 30 per cent local equity; their 
fixed assets at net book value must not exceed 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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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on; and their organisational size must not exceed 
200 workers if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New start-up ventures are also eligible if they 
are able to provide a formal business plan that meets 
certain criteria. Another plan under the eBIDS 
scheme is targeted at companies that already have the 
existing e-commerce capabilities and wish to expand 
them. Singapore's direct focus on the e-business 
readiness of its SME sector is exemplified by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by Loh Kok Choy, the divisional 
director of the PSB's Local Enterprise Division 
(eBIDS, 2001): 

PSB has set itself the goal of having 
one-in-thre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on e-commerce by 2003. Incentive schemes, 
like eBIDS, will help our SMEs jumpstart the 
process of embracing e-commerce. PSB has a range 
of other programmes, which taken collectively, will 
help our SMEs to develop their total e-commerce 
capabilities. The other is called the Local Enterprise 
Computerization Program (Lim, 1999) that aims to 
encourage local enterprises to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mor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build consumer 
confidence in online shopping it is also transitioning 
TRUSTe (2002), the online privacy seal, into an 
industry "trustmark" seal. Given its early start and 
co-ordinated effort, Singapore's e-readiness is now 
well established (InfocommSurvey, 2001; 
ITUindicators, 2001).  
2.4 Internet communication: the Italian SME 
case  

This paper try to analyze the aspect, i.e. the 
approach to e-communication followed by the 
companies, because the disappointment suffered by 
SMEs regarding their expectations is often due to 
frequent mistakes that occur when developing and 
managing the adopted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ing 
the operational actions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t 
the basis of this paper there is a research, which is 
still in going on, in which an Italian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CUOA) is collaborating with a 
group of ten SMEs, to develop Internet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facing together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which are connected to this 
challenge. The work in common outlined some 
typical problems affecting SMEs in their approach to 
Internet communication. These problems are not 
present at the same time in all companies, but they 
identify what the research group called the "six 
natural troubles" in introducing e-communication. 
They are the following: 
(1) unclear communication strategy; (2) new 
communication paradigms; (3) non-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4) company involvement 
in the Internet challenge; (5) people for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6) organisational change.  

The six problems represent causes of difficult 
and slow introduction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into 

the company's marketing strategy, they sometimes 
lead to failure. Nevertheless these problems can be 
overcome, especially if the company reaches a 
sufficient degree of awareness about them. Whether 
the Net outlines a New World of market relationships 
or simply enriches the present ones, it is the engine 
of a big change for the SMEs. They must be prepared 
for it. 

 
Figure 4: The "trouble network"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Source: (Tiziano Vescovi, 2000) 
 
2.5 Web equity: a framework for building 
consumer value in online companies  

The study develop a framework (figure 5) that 
focuses on two dimensions important to building 
Web equity (Web awareness and Web image) and 
discuss antecedents of these two dimensions.  

 
Figure 5: Web equity framework, Source: 

(Christine Page, Elzbieta Lepkowska-White, 
2002) 

The study propose that Web awareness is 
affected by marketer and non-marketer 
communications, whereas Web image is influenced 
by marketer and non-marketer communications, Web 
design features, vendor characteristics and product 
and service factors. Page and Lepkowska-White 
explain their concept of "Web equity" by 
demonstrating that it isn't simply the nature of the 
product or service bought that matters but the totality 
of the service and especially the appeal of the firm's 
Web site. This Web site acts in the same way as the 
traditional retailer's store. Whether we're selling a 
service or products, online businesses have to 
recognize that - where they sell B2C - they are 
retailers not some mystical new type of busines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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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n't exist before. 
 
 
 
 
 
 

3. Constructing an integrated business 
e-commerce model for SMEs 
 

Through above cases review and discuss, the 
study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business e-commerce 
model for SMEs as figure 6:  
 
 
 
 
 
 
 
 
 
 
 
 
 
 
 
 
 
 
 
 
 
 
 
 
 
 
 
Figure 6: An integrated business e-commerce 
model for SMEs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offe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involv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EC technologies in various domains and business 
sectors. "best practices" relating to various IT and 
business aspects, it is on this premise that this issue is 
expected to provide both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with a frame of reference with which they can 
reposition their EC experiences based on 
well-established best practices. The study appearing 
in these issues provide conceptual and analytical 
models, strategic frameworks, surveys, and case 
studies focusing on Web equity, A combination of 

competency (i.e. enough of relevant skills, time, 
finance, marketing and technology, Analyze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n a continuing basis and 
to compare them with those of its competitors, 
Growth strategy, objective, best practice, process, 
integration, Implementing the operational actions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Staged implementation, 
senior management support, and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how e-commerce can benefit the 
business, .Public-key infrastructure, the security of 
e-transactions, Trust, technology transfer, value 
creation, and a vibrant and self-sustaining broadband 
ecosystem of EC systems, and through CSFs to achieve 
EC performances. 

 
4.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4.1 Conclusions 

This paper has described an approach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best practices in e-commerce for 
SMEs. Individual SMEs entering into e-commerce 
may use this approach to understand their market 
position and those of their competitors. It is 
suggested that SMEs should analyse their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n a continuing basis and 
compare them with those of their competitors. As 
each company develops, it may use the approach to 
benchmark its performance on a regular basis. 

Best practice is likely to be more important for 
SMEs which are involved in B2B e-commerce. The 
adoption of e-commerce in value chains seems to 
offer high rewards in the future and is considered by 
some analysts essential in certain business sectors. 
The existing best practice approach will therefore be 
revised and extended to establish a new set of CSFs 
for this important group of SMEs in the B2B value 
chain, and identify indicators for successful evolution. 
This study reported on Europe and Asia experiences 
with EC adoption, and describes how a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started to 
invest in building its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s a vital tool for 
development. The study also illustrates the 
emergence of EC in Asia,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challenges faced that relate to a number of social, 
technological, and financial issues. Furthermore, the 
study describes the road map formulated in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to diffuse EC in Asia. Finally, the study 
review CSFs of e-commerce and Benchmarking for 
SMEs, and introduce web equity framework for 
building consumer value in online companies. 
4.2 Recommendations for adopting best 
practice 

It was considered unlikely that an SME would 
be a business success on the Internet if it did not 
employ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best practic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Best Practice Guide was to allow 
each SME to identify relevant guidelines swiftly and 
easil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approach used to build 
the guide be adapted to meet the needs of SMEs 

Web equity: 
1.Loyal consumer base 
2.Prevent consumers from shopping online 
3.Get the basics right - consumers matter 

EC 

performance.  

1.Extending 

their reach to 

new 

international 

markets,  

2.optimizing 

business 

processes, 

3.reducing 

business costs 

and 

4. improving 

e-customer 

service and 

Growth strategy, objective, best practice, process, 
integration 
1. Identify the company's motivation and 
approach to growth.  
2. Establish a suitable generic strategy.  
3. Decide a set of objectives in support of this 
strategy.  
4. Identify a set of CSF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motivation, strategy and objectives, based on the 
guidelines for best practice  
5."best practice" means the policies, procedures 
and programs 
6.commitment, content, price sensitivity and 
convenience 
7.control, interaction and brand image 
8.partnership, process improvement and 

1.A combination of competency (i.e. enough of 
relevant skills, time, finance, marketing and 
technology 
2.Analyze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n a 
continuing basis and to compare them with those 
of its competitors 

CSFs 

1.Staged implementation, senior management 
support, and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how 
e-commerce can benefit the business. 
2.Public-key infrastructure, the security of 
e-transactions. 
3.Trust, technology transfer, value creation 
4.A vibrant and self-sustaining broadband 
ecosystem 

Implementing the operational actions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1. clear communication strategy;  
2. new communication paradigms;  
3.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4. company involvement in the Internet 
challenge;  
5. people for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6. organization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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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wish to establish a means of benchmarking 
both themselves and their competitors. The main 
steps in this process are: (1) Identify the company's 
motivation and approach to growth. (2) Establish a 
suitable generic strategy. (3) Decide a set of 
objectives in support of this strategy. (4) Identify a 
set of CSF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motivation, 
strategy and objectives, based on the guidelines for 
best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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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現時影響消費者網路書店購 
書意願的產品、公司文化、銷售活動、售後服務及 
顧客滿意度變數的影響程度，並進一步藉由顧客滿 
意度調查及分析其與上述相關變數之間的關係，以 
進一步瞭解電子商務中曾經被認定頗具潛力的網

路書店其發展概況及未來的競爭優勢。本研究除以

敘述統計方法來了解網路書店消費者特性及相關
影響變數外，並進一步以複迴歸分析來檢視影響顧

客滿意度變數間的關係。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都具

有高信度。研究結果反應出現時消費者的特性分佈
情形，在檢視各項變數間的關係發現除了公司文化

變數在 5%顯著水準下未達到顯著影響外，其餘產
品、銷售活動及售後服務都顯著地影嚮顧客滿意
度。產品及售後服務都正面影響顧客滿意度，相對

於銷售活動是負面影響顧客滿意度。研究建議未來

網路書店經營者應注意公司文化的建立及相關變
數與顧客滿意度之間的影響方向與程度。 
關鍵詞：電子商務、網路書店、顧客滿意度度、公

司文化、售後服務、複迴歸分析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及動機  
 
根據 IDC、eStatas、eGlobal及 eMarketer預期 

在 2003年將超過 1兆美元。只是在眾家爭奪之下，
經營門檻較高的業務或具優越競爭利基的公司，才

能獲得商機。IDC預測全球 B to B電子商務從 2000
年的 2,100億美元（站全球電子商務 78%），成長至
2004年的 2.2兆美元（佔全球電子商務的 88%）。
據 Goldman Sachs公司估計，全球整體商業規模將
於 2005年達近 60兆美元，透過網際網路協定的網
路，也就是電子商務所進行的交易約為 7.6 兆美元
(佔 12.7%)[1]。 
隨著網際網路人口的不斷快速成長，整個人口

所代表的電子商機，除了提供傳統產業另一個新的

行銷通路外，更帶動許多新興的網路公司。例如：
Amazon網路書店和 eBay拍賣網站等，在國內也有
博客來網路書店和酷必得拍賣網站。每一個網路公

司或企業，均希望能夠透過電子商務而獲取更大的
收益[2]。根據蕃薯藤從1996年至2001年六次的「台
灣網路使用調查」結果都幾乎透露出網路書店的潛

在優勢，在眾多商品選擇下，從網路上訂購書籍、
雜誌等文字出版品都被消費者列為第一名[3]。 

如何獲得競爭優勢是現今電子商務在掌握商機
往前突破最需要重視的問題，除了考慮到成本控管

的問題外，更需要注意到差異化的產生。差異化之

所以產生是因為公司所創造的價值等於或超過了
顧客的預期。不論多麼簡單的產品，只要公司所提

供的產品或服務超出了顧客的預期，則在他們的心

中就會產生滿意。因此，本研究把學理上提到影響
顧客滿意度的變數，加以量化探討並檢視其中的關

係，試圖提供未來網路書店發展的一些參考依據。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現時影響消費者網路書
店購書意願的產品、公司文化、銷售活動、售後服

務及顧客滿意度變數的影響程度，並進一步藉由顧

客滿意度調查及分析其與產品、公司文化、銷售活
動及售後服務等相關變數之間的關係，以進一步瞭

解電子商務中曾經被認定頗具潛力的網路書店其

發展概況及未來的競爭優勢。為達到上述目的，本
研究欲就下列問題進行探討及瞭解： 
1. 網路書店族群的現況特性資料為何? 
2. 網路書店購物產品狀況影響為何? 
3. 網路書店購物公司文化影響為何? 
4. 網路書店購物銷售活動影響為何? 
5. 網路書店購物售後服務影響為何? 
6. 網路書店購物顧客滿意度度影響為何? 
7. 顧客滿意度調查與產品、公司文化、銷售活動

及售後服務等相關變數之間的關係為何? 
 
2. 文獻探討 
 
2.1 電子商務契機  

 
根據美國 Computer Industry Almanac (CIA) 所

公佈的最新調查，全球上網人口至 2005年底將達
11億 2千萬，其中無線上網人口佔48%。根據該調
查，2001年全球網際網路用戶超過 5億 3千萬，而
在未來 5年仍將強勁成長，其中成長主要來自於亞
洲、拉丁美洲與部份歐洲地區[4]。根據經濟部技術
處委託資策會 ECRC-FIND進行的「我國網際網路
用戶數調查統計」，截至 2002年 6月底為止，我國
上網人口達 808萬人，連網普及率為36 %，寬頻上
網持續發燒，本季寬頻用戶數達 161萬戶，DSL用
戶數達 140萬戶，穩居我國寬頻上網主流技術的寶
座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 Internet應用研究計畫
/資策會 ECRC-FI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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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蕃薯藤第六次「2001年台灣網路使用調
查」一些與本研究相關聯的結果顯示整理下： 

從結果可以知道上網的平均年齡約在 27歲，
性別之間的差異性並沒有太大，上網的族群以單身

為重 (76.7%)，平均收入有NT32,026元，使用電腦
平均年資也有 5年以上，Internet年資也有 3.5年，
平均每週花費 25.2 小時上網，主要由家裏上網
(59.4%) 並且上網方式漸漸由 ADSL所取代[6]。  
 表 1的結果顯示若想吸引網友作進一步的連
結，可以利用獎勵性的 banner來進行，網友仍最希
愛動畫的廣告形式。若仔細查看，仍又 44.5%的網
友並沒有網路消費的經驗。交易安全性是造成沒有

進行網路消費的主因，網友亦最關切其在網路交易

時，個人資料保密的問題。在電子商務契機中仍是
樂觀的，因為將近 70%的人有考慮在未來半年內透
過網路消費。根據結果，購買的物品或服務性質仍

以書籍、雜誌等文字出版品為主。 
 

表 1. 網路廣告及電子商務 
*****只列示比例最多的單一項目***** 

項目 比例最多單項 百分比 
吸引網友作進一步連結的

Banner  
贈獎促銷活動 66.6% 

最吸引網友的廣告形式 動畫廣告式 52.2% 
網路消費的頻率 不曾使用網路

消費 
44.5% 

沒有進行網路消費的主因 交易安全性 38.4% 
網路交易方面最關心的事 個人資料保密 43.7% 
未來半年是否考慮透過網
路消費 

是 69.8% 

購買的物品或服務性質 書籍、雜誌等文
字出版品 

38.3% 

資料來源: 蕃薯藤網路調查網站，2002[6]  
 
2.2 網路書店起源  

 
網路書店起源於 1995年 7月美國的

Amazon.com，根據亞瑪遜網路書店中文版網站
(http://move.to/amazon-tw, 2002/8/8)的自我描述：
『亞瑪遜網路書店是全球最大的書店，我們目前已
有超過三百萬冊藏書及 CDs，並且陸續增加中』。
在這 7年間，Amazon.com已發展為全球最大規模
的網路書店，許多企業也接踵的投入此市場，希望
在電子商務這塊競爭激烈的大餅中，取得一席之

地。亞馬遜自 1995年 7月於網路上成立，以平均
每天賣出六萬本書，以及每季成長 50%的傲人銷售
業績，且在 1997年 1月正式掛牌上市至 1999年 7
月 6日止總市值高達 204.98億美金，在短短四年的
時間，高度的發展不僅讓它自己成為一種電子商務
成功的典範，這也引起全美傳統邦諾書店霸主

（Barnes & Noble）在 1997年 5月中旬控告亞馬遜
書店的舉動，對於擁有 125年歷史的邦諾書店動手
修理初出茅廬的亞馬遜書店，反而替他門打開知名

度並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如此也使得世界各地的圖

書出版業者也紛紛投入網路書店的經營[7]。 
 
2.3 國內網路書店現況 
 
國內的網路書店主要源自 1995年，陸續開始

上網營運，如出版社自行架設網站的遠流、五南、

天下等書店；傳統書店設立網站的三民書局、金石

堂、以及由軟體公司設立網站的博客來網路書店等
等。在國內網路書店中所陳列的商品並沒有打太多

的折扣，幾乎與原價相同而且出版社也不願冒著給

予網路書店低價優惠而導致傳統書店封殺的風險
給予優待，且其所建立的資料庫規模不大，通常只

是將書店的庫存書籍資料檔放到網站上，因此若非

該書店販賣的圖書往往就找不到而使用界面的設
計還有進步空間，更新速度也不快，對消費者的問

題也未能迅速反應及給予適當的處理等等。在大家

有意模仿國外成功的例子但又並非真正用心經營
此一市場的情勢下，國內網站的成長率並不高。並

且國內網路書店多數是書店兼營的方式，因此並未

真正做到網路書店低存量的競爭優勢，營業流程與
傳統書店類似僅將店頭買賣轉變成網路點選後，再

依不同的運輸動作送到消費者手中[7]。 
國內在圖書資料庫、物流配送、電子付款制度

及國內閱讀習慣等各方面未臻完善，因此，國內網

路書店雖有待市場的考驗，但是，也有相當大的發

展空間。郭詩韻等人[8]以大台北地區大學生為例進
行台灣網路書店之使用者滿意度調查發現網路書

店仍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諸如軟、硬體技術面

或無形的服務，仍然處在一個開發中的產業。 
 

2.4 網路書店之經營優勢 (Strength, S) 
 

相較於其他網路零售商品，書籍零售具有許多

優勢，使得它很適合在網路上販售，諸如書本單價

不高、容易包裝及運送、容易線上查詢、簡易的線
上購買程序及遍及全球的潛在市埸。若從企業經營

成本的觀點出發，藉著比較傳統書店與網站書店成

本需求，網路書店具有下列優勢 (表 2)[9]： 
 

表 2. 網路書店經營優勢 
庫存成本 網路書店一般只需要少許熱門書庫存， 

其餘的書均透過相關出版商或大盤商出

貨，減少自己應負擔的庫存風險，並不
像傳統書店需負擔儲存大量書籍的倉庫

成本 
店面租金 網路書店只需負擔網路設備、主機成本

及維護費用。傳統書店一般則需要大的

店面空間提供書籍展售，因此要負擔一
筆可觀的租金成本 

人事成本 由於網路書店的前台訂單作業與後台的
物流、財務、行銷及管理作業均可自動
化作業，且互相串聯，節省了許多額外

的行政人事開銷。根據部份顧問公司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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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的資料，這樣的運作模式，單位工作

人員對業績的貢獻可以高出傳統書店有

三倍之多。換句話說，只要傳統書店三
分之一的人就有可能創造相同的營業額 

 
2.5 網路書店的經營劣勢 (Weakness, W) 

 
雖然網路書店的成本及風險似乎很低，但仍有

許多書店不堪虧損而結束營業。以下列舉數點 (表
3）以說明我們認為可能會造成網路書店經營劣勢
的原因[9] [10]： 
 

表 3. 網路書店經營可能所處的劣勢  
品牌知名

度 
企業通常會建立品牌知名度，來加深顧

客的印象，刺激銷售量，而品牌也往往
是消費者願意購買產品的一項指標。此

外，後加入市場的業者通常比先加入市

場的業者較不易建立品牌知名度，亦須
花費不少的努力建立自己的品牌知名

度，以取代現存的品牌且不見得會成功 
商店配送
成本 

大多數網路書店都將配送書籍的工作交
給大盤商負責，使得消費者須負擔書款

及配送的運費，且須等待書籍配送時

間，導致消費者上網購書意願低落 
人員素質 經營及管理一家網路書店，須要有管理

與行銷能力，也須具備善用媒體與使用
新科技創造新趨勢的能力，而此類人才

經常難以尋求 
缺乏交易
安全及認

証機制 

根據以上蕃薯藤「2001年台灣網路使用
調查」得知，造成不進行網站交易的主

因就是網路安全 
使用者習

慣不易改

變 

根據 87年『台灣圖書出版市場報告』調
查結果，喜歡印刷書的受訪者比例為

67.5%、電子書 4.7%、二者都喜歡的為
27.8%，由此可見平面出版仍是出版市
場的主流[10] 

其他 法令環境的不健全及網路塞車，和如何
提高顧客的忠誠度，也是經營者所面臨

到的一個困擾[11] 
 
2.6 網路書店的經營機會 (Opportunity, O) 
 
目前在網路上所經營的網路書店已有許多家

業者，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敗的例子。就目前成

功的書店而言，我們可歸納出幾項變數 (機會) 為： 
1. 網路書店中，讓讀者比較容易尋找到一般傳統

書店中所看不到的書籍。 
2. 大部分的書籍在網路書店購買，會比一般門市

便宜一到兩成。並利用信用卡或郵政劃撥付

費，直接送到消費者手中。 
3. 有的網路書店甚至與便利商店合作，消費者只

要到一般便利商店即可取貨，一方面不用額外

加收任何運費，另一方面亦可給不方便使用信

用卡的消費者使用[12]。 
4. 消費者可經由網路書店的電子報來得知新的

書訊，進而在網路上購書。 
5. 透過問卷調查，亦可得知消費者對網路購物的

滿意度，以便業者能對顧客的服務加以檢討並
進而改善，提升其品質。 
由以上各項變數，我們可發現，商品、價格、

速度、服務、品牌是網路書店經營成功的五大要
素，而這些變數，相同的也是顧客們喜歡上網購書
的原因，而那也是機會所在。 

 
2.7 網路書店的經營威脅 (Threat, T) 
 
經營書店原本就是一項低利潤的事業，而網路

書店不僅與傳統書店競爭，更與網路上的同業競
爭，因此面臨到的威脅也更多。表 4整理出一些可
能造成網路書店在經營上所面臨的威脅[9]。 

 
表 4. 網路書店經營者可能面對的威脅 

價格競爭 網路的發達，使得使用者可以在短時間
內快速瀏覽不同的網路書店並比較各家

的銷售價格，所以幾乎每一家網路書店
都面臨到同業折扣促銷的威脅 

傳統書店

的競爭 
目前傳統書店除了經營實體書店外，也

紛紛於網路上架設網路書店。由於傳統
書店本身具有相當健全的物流通路系統

且與出版商、作者和讀者之間有良好長

久的關係，因此造成不小的衝擊 
市埸壟斷 在傳統書店裡，由於存有多數的出版商

及作者，所以不太可能壟斷市場。但在
網路的世界裡，由於網站的觸角可延伸

至世界各處，且每一家網路書店也可能

販賣大部分出版商所出版的書，所以壟
斷市場變得愈來愈有可能 

 
2.8 如何掌握網路書店的競爭優勢  
 
就長期觀點而言，使獲利性高於一般水準的基

礎是「持續的競爭優勢」。企業與競爭者相較之下，
雖然在許多方面不相上下，但是企業必須把持著能

增加競爭優勢的兩個策略 – 成本領導策略與差異
化策略。  

在成本方面，還是著重在低成本高利潤的獲益

上，諸如思科公司利用『線上出版（online 
publishing）』，每年可節省約 2.7億美元的費用。思
科公司的主要產品 router佔市場的 80﹪，router是
網際網路的主幹，可以把分封資料傳遞到其目的

地，是每一個電子郵件系統或網站的「必需品」。 
思科公司第二項節省來自於『電子配銷 

(electronic distribution)』。配銷的主要功能就是創造
成本及服務的時間效用及地點效用。用電子方式傳
遞資訊節省了產品的包裝成本、運輸成本。其他在

成本領導策略尚可應用的還包括『虛擬問題解

決』、『FAQ的建立』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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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公司所創造的價值

等於或超過了顧客的預期。不論多麼簡單的產品，
只要公司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超出了顧客的預

期，則在他們的心中就會產生滿意。     
Lele 在 1987 年[13]提出下列四個造成顧客滿

意度的重要變數，其關係圖修改以多變量統計觀點

將(1)產品、(2)售後服務、(3)公司文化、(4)銷售活
動及(5)顧客滿意度表示為可測量的變數（以矩形表
示）歸納在圖1。表 5解釋各項變數所代表的涵義。 
 
 
 
 
 
 
 
 
 

圖 1 .影響顧客滿意度的四個重要變數 
 

表 5. 影響顧客滿意度四個重要變數說明 
產品 是造成顧客滿意度最主要變數 
售後服務 包括了產品的維修、技術上的更新、

詢問使用情況等 
公司文化 包含成員認同、強調團隊、以人為本、

單位整合、控制、風險容忍度、報酬

標準、衝突容忍度、手段-目標取向、
開放系統焦點等觀念 

銷售活動 包括了提供深度的產品資訊、利用資

料庫解決問題、FAQ的效率(解決問題
的速銷售活動包度)及效能(解決問題
的正確性)，以及在網站上提供有關銷
售活動資訊的豐富性。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根據研究目的及所欲解答的研究問題，本研究

的母體為網路上漫游的群眾 (以網路問卷進行) 及
路上熙熙攘攘來往的群眾 (以街頭訪談進行)，經過
一個月的調查 (91.4月至 91.5月)，共回收111份的
問卷，以 t檢定比較『網路問卷』及『街頭訪談』
方式並沒有發現有顯著的差異。 
 
3.2 研究問卷  
 

本研究問卷共分為基本資料、產品、公司文
化、銷售活動、售後服務及服務滿意度六個項目，

各項目細項內容可參閱表 7的結果分析。 
 

 
3.3 研究問卷信度  
 

整體問卷 Cronbach’sα信度在預測時（n = 15）

為 0.94而在正式測試時為 0.95 (n = 111)，問卷項目
2至 6的正式測試 Cronbach’sα信度列示如表 6： 

 
表 6. 本研究問卷的信度分析 

項目 變數標示  變數種類 Cronbach’s α 
產品 X1 自變數 0.95 
公司文化 X2 自變數 0.93 
銷售活動 X3 自變數 0.98 
售後服務 X4 自變數 0.96 
顧客滿意度 Y 依變數 0.97 
 
3.4 研究分析  
 

本研究除了針對消費者的特性基本資料及顧 
客滿意度影響變數進行敘述統計方面的分析外，並
以多變量的複迴歸分析來檢視網路書店顧客滿意

度與其影響變數之間的關係。所使用的主要統計分

析軟體包括 Statistica 6.0及 LISREL 8.03。 
 
4. 研究結果 
 
4.1 基本資料分析結果 
 

結果顯示，性別上仍以女性居多且比男性約多

2倍。年齡分佈從 20至 40歲的比例為 77.48%，幾
乎所有受測人員都具有專科以上學歷，學生比例佔
45.05%，軍公教人員佔 31.53%。每月所得中以 2-4
萬佔最多（63.96%），其次為沒有收入、2萬以下及
4萬以上。曾經瀏覽過網路書店者的比例是87.39%。 

 
4.2 顧客滿意度與相關影響變數的調查結果  
 
 本研究影響顧客滿意度依變數的自變數共有

4個，分別為產品、公司文化、銷售活動及售後服
務。在產品層面中平均數超過4的項目分別為”提供
最佳搜尋能力 ( x =4.31)”、”24小時服務便利性
( x =4.29)”及”提供新書相關訊息 ( x =4.21)”。 
在公司文化層面中，平均數超過 4的只有”網路書店
服務態度 ( x =4.39)。以上這些項目代表受訪者同
意及或非常同意現時網路書店提供服務有關顧客

滿意度的情況。其他項目，除了售後服務變數中的
3個項目平均數低於 3以外，其他的項目均超過 3，
亦即代表受測樣本在不同程度分佈上認為這些項

目確實會影響顧客滿意度（表 7）。 
  
表 7. 顧客滿意度與相關影響變數的調查結果 

變數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提供新書相關訊息 4.21 0.62 
(2)提供多樣化的選擇 3.90 0.79 
(3)易購得限量發售書籍 3.27 0.89 
(4)24小時服務便利性 4.29 0.90 

產品 

(5)提供最佳搜尋能力 4.31 0.77 
公司 (1)網路書店品牌形象的影響 3.86 0.80 

售後服務 產品 

顧客滿意度 

公司文化 銷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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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路書店經營目標 3.67 0.98 文化 
(3)網路書店服務態度 4.39 0.63 
(1)網站上圖片、動畫及音樂
的影響 3.50 0.90 

(2)提供更優惠的價格 3.53 0.87 

銷售

活動 

(3)提供線上閱讀 3.60 0.94 
(1)便捷的退貨及換貨服務 2.87 1.00 
(2)即時處理消費者的意見 2.99 0.90 

售後

服務 
(3)提供合理差價的處理 2.72 1.02 
(1)滿足不同的消費族群 3.87 0.73 
(2)提供多元化的交易方式 3.96 0.94 
(3)試閱功能 3.13 0.74 
(4)防止資料外洩 3.25 1.07 

顧客

滿意
度 

(5)提供市面不易尋找書籍 3.04 1.09 
 
4.3 顧客滿意度與影響變數之間關係分析 
 

從複迴歸分析的基本資料中，可以得知各變數

平均值的比較（表 8）。整體平均數以產品 ( x =3.99)
最高，接著分別為公司文化 ( x =3.87)、銷售活動
( x =3.54)及售後服務 ( x =2.86)。依變數顧客滿意
度的平均數為 ( x =3.45)。 
 

表 8. 複迴歸分析基本統計量 
項目 變數  變數種類 平均值 標準差 
產品 X1 自變數 3.99 0.73 
公司文化 X2 自變數 3.87 0.78 
銷售活動 X3 自變數 3.54 0.88 
售後服務 X4 自變數 2.86 0.94 
顧客滿意度 Y 依變數 3.45 0.87 
 

表 9說明變數 X1 、X2 、X3 及 X4 之間有極
高的相關。各變數間最低的相關係數為 0.93 (X3與

X4)，最高為 0.98 (X1與 X2)。其他的係數都介於0.93
至 0.98之間。 
 

表 9. 相關係數矩陣 
項目 X1 X2 X3 X4 Y 

X1 1.00 0.98 0.95 0.94 0.98 
X2 0.98 1.00 0.97 0.96 0.97 
X3 0.95 0.97 1.00 0.93 0.93 
X4 0.94 0.96 0.93 1.00 0.96 
Y 0.98 0.97 0.93 0.96 1.00 

【註】X1：產品；X2：公司文化；X3：銷售活動； 
X4：售後服務；Y：顧客滿意度 
 

由複迴歸分析結果可以知道除了公司文化變

數在 5%顯著水準下未達到顯著影響外，其餘產品、
銷售活動及售後服務都顯著地影嚮顧客滿意度。產
品及售後服務都正面影響顧客滿意度，相對於銷售

活動是負面影響顧客滿意度（表 10）。 
 
 
 

表 10. 複迴歸分析結果 
� (顧客滿意度) = -.66 + .71*X1(產品) + 

.09X2(公司文化) -.17*X3(銷售活動) 
+.37*X4(售後服務)+.16 (誤差) 

【註】*：在 5﹪信賴水準下達到顯著。 
 

本研究所得到的貢獻率R2 = .97，代表測量迴
歸模式對資料接近最佳狀態的適配程度，換句話
說，顧客滿意度可被產品、公司文化、銷售活動及

售後服務等變數解釋將近97﹪的份量。R2的值靠近

1表示此迴歸式是一配適優良的迴歸直線。F值
827.05求出為顯著（自由度 = 4,106），代表受測的
係數不為0，即說明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有相當程
度的關係。若檢視預測值與觀察值之間的線形圖
時，確實可以明顯的看出有直線的關係。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產品方面 
a. 在產品層面中平均數超過等級 4（同意）的項
目有 3個。該結果亦反應出，對於現時在產品
層面方面，受測樣本強烈反應出期盼網路書店

能提供更多的便利性，諸如提供最佳搜尋能
力、24小時服務便利性及提供新書相關訊息。 

b. 在產品層面中平均數超過等級 3（沒有意見）
的項目有 3個。此結果亦反應出受測樣本亦希
望網路書店提供多樣化的選擇及易購得限量發

售書籍。 
 
（2）公司文化方面 
a. 從文獻上的定義，可以知道公司文化涵蓋的範
圍比較廣並且比較難測量。本研究所選定代表

公司文化的項目共有三項：網路書店品牌形象
的影響、網路書店經營目標及網路書店服務態

度。若從信度（Cronbach’s α=0.93）來看，此
三個項目在代表性上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b. 公司文化三個項目的分析中，其平均數都超過
3.5以上，亦即代表受測對象已趨向同意公司文
化確實會影響顧客滿意度，但是否真的有影響
仍需要視整體迴歸分析才能作客觀的結論。 

c. 推論在網路購物環境中，消費者一般如果對網
路環境不熟悉，甚或不信任時，很少會吸引進
行消費，本研究所得到的數據確實反應出消費

者仍強烈期待網路書店具有良好的服務態度，

當然網路書店的品牌亦佔有重要的角色。 
 
（4）銷售活動方面 
a. 銷售活動的項目有 3個，其信度Cronbach’s α
達到 0.98，幾乎達到 1，亦即該 3個項目確實
可以達到測量銷售活動，在平均數分佈方面，
大約分佈在 3.5 到 3.6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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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受測樣本顯示對於網站上圖片、動畫及音樂的
影響、提供更優惠的價格及提供線上閱讀對於
顧客滿意度應該有些許的影響。 

 
（5）售後服務方面 
a. 本研究在售後服務所得的平均數比起其他的變
數，可以說明顯的偏低。 

b. 受測樣本反應出現時網路書店業者並沒有達到
該有的效益，諸如便捷的退貨及換貨服務、即

時處理消費者的意見及提供合理差價的處理。 
 
（6）顧客滿意度方面 
a. 受測樣本都趨向認同網路書店可以滿足不同的
消費族群及提供多元化的交易方式。 

b. 對於網路書店提供具體面的服務（試閱功能、
防止資料外洩及提供市面不易尋找書籍），仍把

持沒有意見的態度。 
 
（7）顧客滿意度度與相關變數之間的關係 
d. 整體變數平均數中只有售後服務（ x =2.86）的
平均數未達等級 3.0（沒意見）。 

e. X1、X2、X3及 X4之間有極高的相關。 
f. 產品、銷售活動及售後服務在 5﹪顯著水準下
都顯著地影響顧客滿意度。產品及售後服務都

正面影響顧客滿意度，相對於銷售活動是負面
影響顧客滿意度。 

g. 在 5﹪顯著水準下，經複迴歸分析得知公司文
化未能影響顧客滿意度，且是在本研究中唯一
未能影響依變數顧客滿意度的自變數。 

h. 在本研究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到售後服務的平
均值偏低，但在實際測試複迴歸分析時，卻也
發現售後服務在 5%顯著水準下會正面影響顧
客滿意度（偏迴歸係數=.37）。 

i. 在本研究中，顧客滿意度可被產品、公司文化、
銷售活動及售後服務等自變數解釋將近 97﹪的
份量（貢獻率 R2 = .97）。產品及售後服務有正
面的影響，並且產品的影響是所有變數裏最大
的（偏迴歸係數 = .71）。 

j.  
5.2 建議  
 
（1）對網路書店經營者的建議： 

a. 確實掌握多數網路族群特性，投其所好以進
行適當的網路行銷策略。 

b. 網站需即時更新，以提供最新訊息。 
c. 網站的設計需多樣化及注重互動性。 
d. 在縝密的構思下，仍需注意網站的導引需清
楚及明確，雖然本研究反應出瀏覽過網路書

店的人很多，但真正駐足並進而進行交易的
可能仍不多，特別需注意一些網站流量的資

料分析。 
e. 注意產品多樣化、即時訊息、限售問題及服
務便利性等相關於產品的應用。 

f. 建立自己的企業文化。 

g. 努力改善交易的安全性、物流方便性及網路
試閱等功能。 

h. 應積極加強售後服務。 
 
（2）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a. 持續追蹤並擴大調查範圍。 
b. 主動發 E-mail給隨機選取的樣本，以增加母
體的代表性（generalization）。 

c. 考慮併入其他重要的變數（本研究曾經使用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雖然所得相關係數及迴
歸係數都達顯著，但模式的適配度卻不是很

好，或許是網路書店在台灣仍在爬昇經營

中）再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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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適性化網站可以藉由學習使用者的存取模式，自動
的改善網站的編排及呈現方式，達到個人化服務，

幫助使用者能更迅速有效地得到真正想要的商品

資訊。本研究嘗試建立一個以新顧客為對象之適性
化商品推薦系統。在使用者進入系統時，才起始建

立一個匿名的暫時性使用者模型，藉由觀察使用者

之瀏覽行為，以漸進學習(incremental learning)的方
式推論出使用者之當時需求。在運作的過程中，使

用者始終保持匿名，並在使用者離開系統時，立即

將此一暫時性使用者模型刪除，以確保使用者之隱
私權。本研究依據時間的變化，提高最近時間點點

閱資訊的比重，平滑的處理預測使用者的資訊需

求。藉由此方式得以提高系統的容錯能力，同時當
使用者轉移了原本的興趣領域，系統也能漸進地隨

之預測其轉變方向。此外，此種機制亦可引導出使

用者的潛在需求。在系統運算效能上，本研究提出
一個兩層次的資訊項目(information item)架構，並以
兩階段的廣度優先搜尋(breadth-first search)方法，以
降低系統運算負荷，提高即時推薦之可能性。 

關鍵詞：適性化網站、商品推薦、使用者模型、隱

私權、匿名使用者、顧客關係管理 

 

1. 前言 

顧客關係管理是現今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而
個人化的服務，是電子商務中顧客關係管理工作不

可或缺的一環。個人化(Personalization)是由網站主
導，藉由紀錄使用者的個人資料或瀏覽行為，提供
滿足使用者個人需求的內容，而適性化網站可以藉

由學習使用者的存取模式，自動的改善網站的編排

及呈現方式，來達到個人化服務的目標(李世鴻, 
2001)。 

要建立適性化網站進行個人化服務，首先要從使用

者身上取得資料來建立使用者模型。取得使用者資

料的方法基本上可分為直接詢問使用者與觀察使
用者行為等兩種方式(Brusilovsky, 2001;羅家駿與黎
和欣, 2001)。 

一般而言，使用直接詢問使用者方法的系統會要求
使用者填資料，敘述他們的興趣領域與其他相關參

數；有些系統會提供一些事先定義好的使用者特徵
資料(user profile)，提供使用者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
特徵資料；有些系統允許使用者選擇自己的關鍵字

並自訂權重以建立自己的使用者特徵資料。部分系

統並不在開始時詢問使用者資料以建立起始使用

者 profile，而是在使用者從事文件瀏覽時，要求使
用者評估文件之相關性，系統再依照使用者評估結

果來建立/更新使用者 profile；有些系統，則要求使
用者直接輸入關鍵字進行搜尋。 

在以直接詢問使用者方式建立使用者模型的過程

中，可能面臨下列問題：(1)使用者經常並不是很明
確地了解自己的需求；(2)即使使用者明確地了解自
己的需求，也可能不知如何描述所要的資訊；(4)
同一使用者於不同時間之瀏覽目的未必類似，且其
喜好亦可能變動；(4)使用者的興趣在瀏覽歷程中，
可能受到網頁之內容或其中之連結影響而改變

(Lieberman and Tang, 1999)；(5)資料使用者不願意
輸入自己的個人資料及相關可供適性化過程使用

的資料(Kobsa, 2002; Joerding, 1999)；(6)要求使用者
輸入或回答問題，可能對瀏覽過程造成干擾
(Koychev and Schwab, 2000)。因此，藉由詢問/要求
使用者輸入搜尋項目，來建立使用者模型，在某些

應用上有其不妥之處。 

在 Koychev and Schwab (2000)的文章中提及，即使
是明白在長期下可得到益處，大多數使用者並不樂
於在瀏覽過程中受到干擾，也就是說，使用者不希

望需要經常回答系統問題或輸入詢問指令。因此，

有些系統，在進行使用者偏好分析時，並不要求使
用者輸入資料，相對地，以觀察紀錄使用者在瀏覽
過程中的每一個動作來進行分析。然而，為了對使

用者的行為進行長期的分析，大部份的系統皆嘗試
去確認使用者身分，因此，大多數的此類系統會要

求使用者在首次進入系統時輸入個人資料，而以已

知使用者背景資料與使用者過去上網瀏覽記錄為
基礎，來進行使用者喜好之適性化分析，並持續地

對使用者每次上網行為歷程加以監控記錄。 

近年來，在網際網路上，因為使用者私人資料的使

用權力，引發了道德及隱私權爭議的問題，再加上

很少有使用者願意輸入大量資料，何況是個人隱私
資料，所以，匿名性的處理方式，就倍加重要。然

而，許多系統，為了要達到一對一的商品行銷及資

訊推展，即使是對於匿名訪客，仍試圖讓系統知道
服務的對象是否為同一個顧客或使用者。在許多研

究中採用 cookie，在客戶端瀏覽器中留下小部份的
資料，以便下次使用者上站時，系統能分辨顧客是
否為同一人。但是，在實際的情況下，大部份的人

會因為使用公共的電腦環境，例如學校、辦公場所

等，使用同一台電腦上網且連上同一個網站的機率
很大，再加上並非所有的瀏覽器都支援或是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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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的使用，所以使用 cookie記載資料的方式，
並非是一個好方法。再則，使用 ISP (網際網路服務
提供者)而動態配置或共享同一個 IP位址上網的情
況很多，所以，使用 IP位址檢查或 cookie記載的
方式常會因為參考到不同使用者的長期資料而造

成不正確的推薦。此外，使用 IP位址檢查或 cookie
記載的方式，更涉及到隱私權方面的爭議。 

最新的隱私權保護法律，已朝向即使不去確認使用

者，只要追蹤固定 IP位址即被視為侵犯隱私權的行
為(Kobsa, 2002)。因此，為避免在發展個人化系統
時侵犯使用者隱私權，目前的法律限制有朝下各項

限制發展的趨勢(Kobsa, 2002)：(1)在每一個瀏覽階
段結束後，使用紀錄必須予以刪除；(2)不同服務的
使用紀錄不可以合併使用；(3)使用者資料(user 
profile)只有在使用化名的情況下才被允許，以化名
所得到的使用者描述資料不得與此化名持有人的

相關資料結合；(4)如果技術上可行，必須提供匿名
或以化名的資料取得與付款。因此，建立一個針對

未知使用者背景之暫時性使用者模型，實為適性化

系統在應用上應重視之問題(Joerding, 1999)。 

在建立使用者模型之後，即應對於使用者興趣進行
分析，對於使用者的興趣分析方式可概分為兩種：

存取基礎(access-based)與內容基礎(content-based) 
(李世鴻, 2001)。存取基礎方式利用網站與先前使用
者在瀏覽上的互動與存取樣式，萃取出資訊瀏覽的

架構與樣式。這樣以多數使用者的可能行為做為預

測的行徑之方法，對於提供「分群化」的服務目的

是個很簡易、有效的預測方法。但是，因為這個方
法是認為每一個人的行徑都會趨向於分群的行為

一樣，然而，在提供個別化的服務上則缺乏了彈性

和準確性。此外，此類系統在得以進行適性化分析
之前通常必須先收集分析相當數量的使用者網站

使用紀錄資料，這使得此類網站的使用受到限制

(Kobsa et al., 2000)。 

內容基礎方式則是以網頁本身的內容來分析網頁
間的相關性，經常被使用的方式是利用權重值來對

於網頁內容的偏好做預測及分析(Hirashima, et al., 
1998；Benaki et al., 1998)。在 Hirashima et al. (1998)
之研究中，利用指數運算來對使用者最終偏好權重

做運算，其研究所使用的核心公式： 

Nw(k) = rn-k  (0<r<1) 

其中Nw(k)代表為第k個節點至目前第n個節點的偏
好目標之權重，以 r為使用者對於偏好目標的興趣
比率。此一公式，應用指數值的變動來考慮過去的

歷史資料，且具有容忍錯誤資料的能力，但是，這

樣的方法，因為經過多次的浮點指數乘法運算，所
以在速度上可能有其瓶頸問題存在。 

各種運算公式制定都有其根據因素，由於為了更周
全的考量，使得運算公式就愈趨於複雜化，但是，

在實際進行適性化即時處理的過程中，這樣的公式

往往是影響效率的瓶頸之一。因此，本研究希望能

改用其他更簡單的運算公式，以改善即時推薦之效

能。 

對於顧客回饋給系統的資訊而言，在邱順波等

(2000)；Hirashima (1998); Koychev and Schwab, 
2000; Lieberman and Tang (1999)等人的研究中，提
到雖然歷史資料對於服務特定使用者是有用的，但

是使用這些資料時，也必須考慮到時間因素，即距
離越久的資料越不能表現使用者目前之偏好。所

以，如何採用最即時的回饋資料來推測出使用者偏

好的方法，亦是本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 

Kalakota and Robinson (1999)指出顧客關係管理三
個實行階段：獲淂新顧客(Acquire)、對既有顧客加
強獲利性(Enhance)與保持顧客的終身獲利價值
(Retain)。本研究針對第一階段(獲淂新顧客)，以求
完成下列目標： 

(1) 針對匿名使用者，建立一個沒有使用者背景且
不利用過去瀏覽記錄的暫時性使用者模型。 

(2) 加重最近瀏覽資料的權重以反應使用者的即時
需求，並做到引導上網者潛在的需求及提供更

多的建議。 
(3) 使用簡單的計算方法，以求達到即時推薦的目
標。 

 
2. 適性化資訊推薦系統架構 

本研究所提出之適性化商品推薦系統架構如圖 1所
示，此系統為客戶端/伺服端(client/server)的架構。
由客戶端提出需求及操作，相對應的伺服端則被動

的送出資料。在客戶端，使用者透過網頁瀏覽器

(web browser)操作伺服端所提供的網頁，在客戶端
的行為感應器(motion sensor)，再將所得到的使用者
行為資訊(在此為使用者所點閱的資訊項目)送回給
伺服端的適性化引擎做適性化處理。這樣的感應器
有可能只是客戶端的小程式，例如利用 CGI送回資
訊或是 java script等組成，或是由一個執行伺服端
的 CGI接收程式所扮演。 

 
 
 
 

 

 
 
 
 

在此適性化商品推薦系統(adaptive information 
recommendation system)伺服端，分成了三個元件：
商品目錄網頁、使用者模型建構元件(user model 
constructor)、適性化商品推薦元件。 

action 

相關

商品 

圖 1：適性化商品推薦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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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透過 Client端的 motion sensor觀察使用者操作
網頁(資訊項目)連結之行為歷程，建立使用者模型
以預測使用者需求，再透過適性化商品推薦元件推
薦資訊項目貯藏庫中符合使用者需求之資訊項目。 

 

2.1 商品目錄架構  

在一般的研究中，以關鍵字向量來有系統地描繪出

各項目之特性，藉由關鍵字向量中每一關鍵字之權
重值，可清楚地分辨出每一個項目。然而對於擁有

大量項目的應用領域而言，關鍵字向量元素個數可

能達到數千個之多，這很容易造成系統的負擔，降
低即時商品推薦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將資訊項

目的儲存架構，分成了類別層次（概念層次）與描

述層次（關鍵字層次）兩個部份。類別層次為網站
設計者將其所想要傳達給瀏覽者的商品項目依概

念向量(concept vector)來分類；描述層次為將所有
的商品項目依關鍵字訂定權重，用來描述每一個資
訊項目。 

類別層次是屬於抽象性的商品項目領域分類階
層，主要依據各商品項目間的相關性質，如同資料

領域的類別一般，用來編排所有的商品項目。我們

可以透過觀察使用者讀取資訊項目類別的分佈情
況，得知使用者可能的偏好類別。例如，當使用者

在某一相關類別下讀取活動頻繁，我們可以知道此

人對這些類別比起未讀取的類別商品存在著較高
的偏好及興趣。因此，商品項目在類別層次的類別

分類是否正確地依資訊項目的特性被建構組織起

來，是了解使用者之偏好類別分佈狀況的重要參考
因素之一。本研究以概念向量為基礎，有系統地描

繪出各類別之特性。每一個商品項目類別被視為單

一個體，藉由概念向量中每一概念之權重分布，可
清楚的表達出它代表的商品項目類別特性。 

描述層次主要的目的在於希望所有的商品項目能
夠被給予明確的定義，以表達它們的主旨及特徵。

每一個商品項目都有屬於用來描述自己的一些關

鍵字，有其所屬的概念類別。本研究以關鍵字向量
有系統地描繪出各商品項目之特性。藉由關鍵字向

量中每一個關鍵字的權重值，可清楚的分辨出每一

個商品項目。 

在類別層次的概念向量中，每一概念皆有其對應之

關鍵字集合(圖 2)。雖然在描述層次中，每一個商品
項目的關鍵字向量擁有非常多的關鍵字元素，但在

實際運作中，在一個商品項目所屬的商品類別中，

並非每一概念之權重值皆能達到一個值得注意的
程度。在進行商品推薦時，只有那些對應於超過門

檻值概念的關鍵字被列入考慮的對象，如此可大量

地減少系統之運算負擔(詳細狀況將於之後說明)。
在圖 2之概念向量中，斜體字表示該概念之權重值
超過一個值得注意的門檻值；而在關鍵字向量中，

斜體字表示該關鍵字所對應之類別概念為值得注
意之概念，並將在進行商品推薦處理時被列入考

慮。一個關鍵字可被不同的概念所對應。 

 
 
 

 

 
 

 

 
 

 
2.2 使用者模型建構  

在文獻中我們發現有部份研究雖稱針對匿名訪客

建立使用者模型，但仍需確認使用者是否為同一
人，以追蹤其上站行為，因而使用 IP位址檢查或
cookie記載的方式。但是實際情況下，大部份的人
會因為使用公共的電腦環境，例如學校、辦公場所
等，因而造成使用同一台電腦上網，或是因為使用

ISP而共用同一個 IP位址上網的情況發生，所以使
用 IP位址檢查或 cookie記載的方式常會因為參考
到不同使用者的長期資料而造成不正確的推薦。更

何況最新的隱私權保護法律，已朝向即使不去確認

使用者，只要追蹤固定 IP位址即可被視為侵犯隱私
權的行為(Kobsa, 2002)。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觀
察使用者之瀏覽行為來進行適性化分析，在使用者

進入系統時，才起始建立一個匿名的暫時性使用者

模型，以漸進學習(incremental learning)的方式推論
出使用者之當時需求，並在使用者離開系統時，立

即將此一暫時性使用者模型刪除，以確保使用者之

隱私權。 

本研究希望能依據時間的變化，平滑的處理特定使
用者的每一筆預測偏好之演變。平滑處理的目的是

希望系統能容忍部份錯誤的資料，也就是說，使用

者即使是誤按幾筆連結，也不會對推薦的正確性造
成太大的影響。從另一觀點來看，若是使用者經過

一段時間的使用之後，轉移了原本的興趣領域，系

統也要能漸進地跟著其偏好來轉變預測的方向。要

建構個別使用者的偏好模型，一定需要一些使用者
的資訊，這些資訊可以包含有使用者過去以及目前

近期的偏好、動作、習慣等等，然而，比較起目前

或近期的資料，愈是過去的資訊愈是不足以代表其
偏好(Hirashima et al., 1998; Lieberman, 1995; 邱順
波等, 2000)。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本研究必須考
慮到愈是過去的參考資料，其參考價值必須愈來愈
低，所以，系統取得的參考資料是根據使用者行為

的即時性與相關性。系統考慮最近時間中，使用者

操作活動的相關性，再依其相關性來修正前次的偏
好模型結果，來得到當次的偏好模型。如果愈是連

續地不參考某一領域的概念，會造成此一概念漸漸

概念向量  Ca= 
(c1, c2, c3,…, c m) 

(k 1, k 2, k 3, k 4, k 5,…, k n) 
=關鍵字向量  Ka i 

概念向量  Cb= 
(c1, c2, c3,…, c m) 

(k 1, k2, k 3, k 4, k 5,… ,  kn) 
=關鍵字向量  Kbj 

類別層次 

圖 2：商品目錄架構 

 類別 
Da 

 類別 
Db 

描述層次 

 商品 
Iai 

 商品 
I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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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會被系統降低權重值，反之，則會愈被提昇。

這整個改變的過程是合乎時間性、平滑性、即時性

的，所以，更增加了整個即時推薦的可信度。 

依上述目標，本研究採用指數平滑（exponential 
smoothing）預測法來作為使用者偏好的加權計算模
式。指數平滑法是一種能夠將最近的資料點，依據

時間特性加權成為指數分配的模式。此模式被系統
用以預測使用者可能的使用者領域概念偏好權重

向量(User Concept, UC)以及使用者關鍵字偏好權
重向量(User Keyword，UK) (圖 3)。使用者模型中
之使用者領域概念偏好向量，與之前所提出之兩層

次商品目錄架構中的類別特徵概念向量，擁有一致

的向量屬性(attribute)；而使用者關鍵字偏好權重向
量，則與資訊項目特徵關鍵字向量，擁有一致的向
量屬性。在起始狀態下(t=1)，UC1=WC1，

UK1=WK1。 

 
 
 
 
 
 
 
 
 
 
 
 
 
 
 

本研究採用指數平滑法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 權重值介於 0∼1之間：只要所有的類別特徵向
量權重值(WC)與資訊項目特徵關鍵字向量權
重值(WK)，被定義於 0與 1之間，則 UC與
UK值也必定在 0與 1之間。如此，可以有直
接比較的基準，不需要再去進行正規化的轉換

動作。 
(2) 可隱含時間變化因素：因為它是一種能將最近
時間點的資料比重以指數分配的模式增加，因

而能以漸進學習(incremental learning)的方式推
論出使用者之當時需求，甚至引導出使用者潛
在的資訊需求(羅家駿與黎和欣, 2001)。 

(3) 運算簡單，較少系統資源需求：指數平滑法雖
然在名稱上有「指數」二字，其運算方式是利

用兩次浮點數的相乘及一次浮點數相加來達成
運算，並沒有如同指數運算法(Hirashima et al., 
1998) 一樣，需要多次浮點數相乘，所以，所

需要花費的系統資源減少了許多，速度也相對

比較快。 
(4) 平順穩定的演變與較佳的容錯能力：指數平滑
法名稱上之「平滑」二字，表示其改變是漸進

而平順的，即使在當使用者誤點目標之外的資

訊項目時，使用者模型中之類別概念與關鍵字
向量偏好值，並不會急劇的改變，這使得系統

有較佳的容錯能力。 
(5) 所得結果容易解釋：由於本研究建立使用者模
型的方式是類似落點歸納的方式，藉由使用者

模型類別概念與關鍵字向量偏好值的分布狀

況，能夠很明確地解釋使用者的資訊需求。 

在應用上，我們將使用者瀏覽到的資訊項目類別概

念與關鍵字，各存放在一個一維的矩陣向量結構
中，每次瀏覽者有變更連結資訊項目時，將重新計

算最近時間點所涉足的類別概念及關鍵字偏好趨

向，也就是當每次瀏覽者對於有興趣的資訊項目進
行連結時，系統會根據原本的矩陣向量與本次資訊

項目的關鍵字權重與其所屬資訊類別的概念權重

加以重新計算。如此一來，我們便可以預測出每一
個時間點，使用者可能的偏好方向。 

 
2.3 適性化商品推薦處理  

在使用者偏好模型建立後，接著就必須根據個別使

用者的偏好模型尋找出屬於他個人所需要的相關

資訊項目。一般而言，資訊搜尋的方法可概分為深
度優先搜尋(depth-first search)與廣度優先搜尋
(breadth-first search)兩種。在深度優先搜尋中，當目
前位置在某一節點時，在此節點下一層之節點隨即

被展示。當資訊項目節點能被很明確的依樹狀階層
結構分類，且在使用者能很清楚明白系統之資訊項

目架構時，深度優先搜尋方法可以幫助使用者很快

的找到所需的資訊項目。然而，在許多應用中，深
度優先搜尋方法可能遇到下列問題(Lieberman, 
1995)： 

(1) 商品之間的屬性並無法很明確的分別，也就是
說，商品目錄結構不一定能被很明確的依樹狀
階層結構分類，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資訊項目很

可能存在於不同商品項目分支上。在此種狀況

下，由於，深度優先搜尋必須先回到父節點才

能到達該鄰近節點(neighbor node)，所以深度優
先搜尋的效率會低於廣度優先搜尋(圖 4)。 

(2) 一般使用者並不了解系統內之商品項目架構，
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當使用者點選資訊項目

進到相當深度之節點時，很容易造成所謂「瀏
覽迷失」(lost in hyperspace)的問題。 

 
 
 
 

UCt+1=α．WCt + （1－α）．UCt 

UKt+1=β．WKt + （1－β）．UKt 

UCt=最近期間點 t的使用者類別概念向量偏好值。 
UKt=最近期間點 t的使用者關鍵字向量偏好值。 
UCt+1=下一個期間點 t+1，所預測的使用者類別概念

向量偏好值。 
UKt+1=下一個期間點 t+1，所預測的使用者關鍵字向

量偏好值。 
α=指數平滑常數(0<α<1)，代表近期偏好影響類別
概念預測的比重。 

β=指數平滑常數(0<β<1)，代表近期偏好影響關鍵
字預測的比重。 

WCt=最近期間點 t，使用者點選資訊項目所屬類別的
實際特徵概念向量權重值。 

WKt=最近期間點 t，使用者點選資訊項目的實際特徵
關鍵字向量權重值。 

圖 3：使用者偏好概念權重向量與偏好關鍵字權
重向量預測公式 

current node 

parent node 

step 1  
step 2  

neighbor node 
(relevant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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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於上述問題，Lieberman (1995)建議使用廣度優
先搜尋方法。然而，一般而言，所要考慮的的商品

項目非常之多，再加上用來描述資訊項目之關鍵字
個數可能達到上千個以上，這使得直接使用廣度優

先搜尋方法，未必能達到資訊項目即時推薦的目

標。對此，本研究依照所提出的兩層次商品目錄架
構(2.1 節)，採用兩階段之廣度優先搜尋方法。在本
研究中，使用者模型中之使用者領域概念偏好向量

與使用者關鍵字偏好權重向量，分別與商品目錄架
構中的類別特徵概念向量與資訊項目特徵關鍵字

向量，擁有一致的向量屬性。因此，我們可以採用

參考向量空間模型(Vector Space Model, VSM)理
論，來搜尋與使用者目標相關之類別與商品項目。 

假設，類別概念向量C = (c1, c2, …, cm)，c’s為類別
概念向量屬性，m為類別概念向量屬性個數；關鍵
字向量 K = (k1, k2, …, kn)，k’s為關鍵字向量屬性，
n為關鍵字向量屬性個數。在商品目錄架構中，類
別 i之類別特徵概念向量權重為WCi = (c1i, c2i, …, 
cmi)，0≦ci’s≦1；屬於類別 i之商品項目 ij的特徵
關鍵字向量權重為WKij = (k1ij, k2ij, …, knij)，0≦kij’s
≦1。在時間點 t，某一匿名使用者之使用者領域概
念偏好向量為 UCt = (c1t, c2t, …, cmt)，0≦ct’s≦1；
使用者關鍵字偏好向量為 UKt = (k1t, k2t, …, knt)，0
≦kt’s≦1。 

本研究所提出之適性化商品推薦處理，可分為下列

兩階段共四個步驟： 

階段一：使用者偏好類別搜尋 

將使用者模型中之使用者領域概念偏好向量

(UCt)，與類別層次中每一商品類別的特徵概念向量
(WCi)拿來做 cosine(向量內積)運算。 

Cti = UCt．WCi = c1tc1i+c2tc2i+…+cmtcmi, i = 1, …, 
M，M為商品類別個數。 

若相對於類別 i之 Cti 值大於一預設之門檻值θ，
則我們認為類別 i為使用者之可能偏好類別
(UserClassSet)。只有那些被歸類於使用者可能偏
好類別之下的商品項目將於階段二中列入搜尋的

對象。 

階段二：使用者偏好資訊項目搜尋 

將使用者模型中之使用者關鍵字偏好向量(UKt)，與
階段一中所擷取之使用者可能偏好類別

(UserClassSet)之內的商品項目特徵關鍵字向量
(WKij)拿來做 cosine(向量內積)運算。 

Ktij = UKt．WKij = k1tk1ij+k2tk2ij+…+kntknij, j = 1, …, 
Ni，Ni為類別 i (i∈ UserClassSet)之商品項目個數。 

在實際運算時，如圖 2所示，只有該關鍵字所對應
之類別概念為值得注意概念 1時，才有列入計算的

必要。 

(1在商品類別特徵概念向量WCi中，若某一類別概

念權重值 cpi≧一預設之值得注意概念門檻值δ，則
類別概念 cp為商品類別 i之值得注意概念。其隱含
意義為，我們假設，當某一類別概念之權重值小於

δ時，在此類別下之商品項目，其對應之關鍵字權
重值應該會小到不影響計算結果，而可以加以忽

略，以改善系統執行效率，提高即時推薦之可能性。) 

Ktij愈大表示資訊項目 ij愈符合使用者在時間點 t之
需求，系統將依照 Ktij之大小，將(跨類別之)商品項
目依序排列推薦給使用者。 

如使用者得到最終想要的商品項目則系統停止運

作。如使用者尚未得到最終想要的商品項目，則繼
續點選瀏覽下一個商品項目，系統更新使用者模

型，計算出UCt+1與 UKt+1，回到階段一繼續運作。 

本研究所提出之兩階段資訊項目推薦處理方式，較

直接使用廣度優先搜尋方法，大幅降低系統運算負
荷，因而可提高即時推薦之可能性。以一包含10,000
個資訊項目，關鍵字向量包含 1,000個關鍵字之資
訊空間為例，若直接使用廣度優先搜尋方法，在進
行推薦搜尋時，系統所需進行之運算包含： 

(1) 使用者關鍵字偏好向量與資訊項目特徵關鍵字
向量 cosine值計算：關鍵字個數×關鍵字個數×
資訊項目個數 = 1,000×1,000×10,000 = 1010  

(2) 10,000個資訊項目 cosine值排序。 

若使用本研究所提出之兩階段資訊項目推薦處理

方式，假設此 10,000個資訊項目，被平均歸類於
100個資訊項目類別，每個類別包含 100個資訊項
目，概念向量包含 100個概念，平均每個概念對應
於 20個關鍵字(如圖 2所示，一個關鍵字可被不同
的概念所對應)，平均每個類別之值得注意概念有
10個；我們同時假設，在階段一，步驟(2)中被列入
使用者可能偏好類別(UserClassSet)之類別個數有
20個。在進行推薦搜尋時，系統所需進行之運算包
含： 

(1) 使用者概念偏好向量與類別特徵概念向量
cosine值 Cti計算：概念個數×概念個數×類別個
數 = 100×100×100 = 106 

(2) 判斷 Cti值是否大於一預設之門檻值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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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者關鍵字偏好向量與 UserClassSet中資
訊項目特徵關鍵字向量 cosine 值計算： 
(a) 如只考慮值得注意概念對應之關鍵字：對
應之關鍵字個數×對應之關鍵字個數×每一
類別資訊項目個數×UserClassSet之類別
個數= (20×10)×(20×10)×100×20 = 8×107 

(b) 如不只考慮值得注意概念(即考慮所有關
鍵字)：關鍵字個數×關鍵字個數×每一類別
資訊項目個數×UserClassSet之類別個數
= 1,000×1,000×100×20 = 2×109 

(4) 2,000個資訊項目(=每一類別資訊項目個數
×UserClassSet之類別個數= 100×20) cosine 值
排序。 

由以上比較可得知，本研究所提出之兩階段資訊項

目推薦處理方式，尤其是在只考慮值得注意概念對
應之關鍵字時，可大幅降低系統運算負荷。 

 
3. 結論 

在電子商務顧客關係管理應用及研究發展上，即時
適性化的商品推薦是達到此目標的重要一環。本研

究針對匿名和即時等部份重要的特性提出了另一

種實用上可行的方法，目的在於為了能使知識媒體
與資訊項目能更有效的被利用，讓商品資訊的呈現

更為迅速、更為廣泛，甚至於希望能明確、有效的

引導出使用者的可能需求。本研究以匿名使用的新
顧客為主體，進而考慮即時使用上的時間變化因

素，並利用簡單、可解釋的處理方式，來引導使用

者的偏好，並加商品資訊的推薦： 

(1) 以漸進學習的方式預測個別使用者需求，得到
個別使用者潛在的偏好趨向，推演出他可能想
要接觸的商品項目，提供更多建議，進而引發

可能的潛在需求。 
(2) 以漸進學習的方式預測個別使用者需求，即使
是當使用者的需求在瀏覽過程中改變，亦能隨

之調整。 
(3) 使用指數平滑運算，運算方式簡單、快速，提
高即時推薦能力，並具有容忍使用者少部份按

選錯誤的能力。 
(4) 以匿名的方式來蒐集個別使用者的動作及偏
好，而不去嘗試確認使用者之前是否有使用紀

錄，以避免侵犯隱私權的議題。 
(5) 藉由觀察使用者動作，無須使用者輸入任何資
料，不對使用者造成干擾。 

(6) 當使用者需求不明確或不知如何訂定關鍵字來
使用搜尋機制搜尋時，能輔助得到較明確的使

用者興趣關鍵字，並以此興趣關鍵字進行搜尋。 
(7) 可在使用搜尋機制搜尋後，再輔助使用者過濾
所搜尋到的大量資料，比純粹使用搜尋機制

時，能更有效率地找到所需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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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給人們帶來了莫大的便

利，但隨之而來的網路攻擊、網路入侵、病毒感染、

廣告信泛濫等問題，也帶來了極大的傷害，去年的

Code Red worm事件[1]，就是典型的案例。對於這
些破壞、濫用網路的行為，我們稱為『網路安全事

故』（Network Security Incidents），這些事故可以在
極短時間內，癱瘓網路、破壞資訊，嚴重危害網路

安全。因此，防止網路安全事故的擴大，免除非必

要的網路擁塞，避免網路資源被不當使用，成為網

路中心管理者們必需重視的一個課題。以往，網路

中心發現事故後，通知電腦使用者去自行處理的作

法，對破壞力日益強大的網路安全事故，顯然緩不

濟急。我們認為為確保整體網路的正常運作，一旦

發現嚴重事故後，應立即阻斷事故來源的網路，才

能有效降低傷害。在本文中，我們提出偵測異常、

阻斷網路、通告用戶的程序來處理網路安全事故，

並且在校園網路的環境下，整合多種偵測網路異常

的方法，以網路主幹上的路由器及伺服器等設備，

實作出『校園網路安全事故自動防治系統』，來有

效地圍堵 Code Red、Nimda worm等網路安全事故
疫情的蔓延。 

 
關鍵詞：網際網路、網路安全、網路管理、網路攻

擊、電腦病毒、路由器。 
 
1.簡介 

 
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給人們帶來了莫大的便

利，諸如：學術研究、資訊交流、商業發展等。然

而，伴隨著網際網路的方便與普及，不少網路事故

也逐漸衍生，例如：網路攻擊、網路入侵、電腦病

毒傳染、廣告信泛濫等。這些事故可能帶給人們極

大的傷害，例如去年七月發現的 Code Red worm感
染災情慘重，學校、政府機關、企業網路全面性地

遭受攻擊，造成網路頻寬擁塞、伺服器當機，網路

使用者明顯地感受到網路效率大幅的降低，接腫而

來的 Code Red worm變種以及 Nimda worm等，也
都造成了一波波的網路災情[2]。 

除此之外，隨著電子郵件的普及使用，商業廣

告郵件的電子化，也使得商業廣告信長久以來的泛

濫情形，更顯惡化。這些大量不請自來的商業廣告

信函 (Unsolicited Commercial Email)或垃圾信件
(Junk Email, Spam mail)，不僅造成電子郵件收件者

極大的困擾，也加重了電子郵件伺服器的負擔，對

郵件伺服器可算是 DoS(Denial of Service)的攻擊，
也可能導致網路頻寬的壅塞，影響網際網路的正常

運作，甚至引來官司的麻煩[3]。 
對於這些網路攻擊、網路入侵、電腦病毒傳

染、廣告信泛濫等破壞、濫用網路的行為，我們稱

之為『網路安全事故』(Network Security Incidents)。
這些事故的共同特點為利用網路在極短時間內，癱

瘓網路、破壞資訊，危害電腦網路安全。例如：Code 
Red、Nimda、Sircam、MyParty、Shoho、Klez等網
路病毒，能自發、快速地透過網路、電子郵件或其

他方式進行散播、破壞、複製，所以能在極短的時

間內感染網路上為數眾多未設防的電腦，且中毒電

腦所產生的巨量網路攻擊封包，可能癱瘓網路設備

的運作，妨礙所有的網路使用者。以 Code Red worm
為例，該病毒能於 9 小時內感染超過 25 萬部電腦
[4]。另外，Nimda worm則有高達 50%的攻擊是針
對同一 Class B網段的 IP位址[5]。因此，這些網路
事件的受害者，不再僅限於被害者自身的資料及電

腦而已，整個區域網路，甚至是網際網路，都可能

是受害者。 
因應目前網路安全事故的高傳染、高攻擊力的

特性，網路中心管理人員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排除

事故，才能有效抑制事故的擴散，維持網路的正常

運作。因此，處理事故的反應時間，必需分秒必爭，

才能將可能的損害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倘若星期五

下班後電腦中毒，等到星期一上班再處理，這段時

間內則又多出了一大群被害者，而這些被害者也會

成為新的加害者。同時，也因為眾多網際網路使用

者對電腦安全的不注意或了解不夠，使得網路病毒

有了極佳的生存空間。因此不難想見為何 Code Red 
worm 至今已年餘，依然活躍，網路安全事故處理
的複雜度由此可見。 

網路安全事故會造成網路使用上的干擾，甚至

會癱瘓網路的正常運作，因此網路中心管理者們必

需去處理這個問題，以維持網路的順暢。以往，網

路中心發現問題或被告知後，經常採取通知電腦使

用者去自行處理的作法，面對破壞力日益強大的網

路病毒或攻擊，這種作法顯然緩不濟急。去年不少

區網中心也不得不祭出網路阻隔或斷線來處理

Code Red事件[6]。另外在使用者配合度上，我們發
現僅是通知處理，很難獲得使用者重視，因而無法

有效解決問題；如果採取即時阻斷問題電腦的網

路，通常立刻就能獲得使用者的重視，也能因此有

效解決問題所在。教育部電算中心採取限制主機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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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與學術網路骨幹之連結的方式來處理 spam mail
的問題[7]，即是明證。當然，除了以限制網路連結
的方式處理外，告知事故電腦使用者去解決問題，

並預防再次發生事故，才是防治網路安全事故的根

本之道。為避免龐大的人力負擔，造成人力資源的

浪費，通告方式當然還是以自動方式為佳。因此，

若有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的自動系統，一經偵測發

現網路安全事故，能立刻自動阻斷事故電腦的網

路，並通知事故電腦的使用者或區域網路管理者，

則可立即抑制事故，使其不再擴大，能有立竿見影

的效果。 
綜合上述，我們以偵測異常、阻斷網路、通告

用戶的網路安全事故處理程序（如圖 1）為基礎，
提出一個網路安全事故防治系統（如圖 2），並在
校園網路的環境下，整合多種偵測網路異常的方

法，以網路主幹上的路由器及伺服器等設備，我們

針對去年流行至今的 Code Red worm、Nimd 
worm，以及病毒郵件和 spam mail，實作出『校園
網路安全事故自動防治系統』，來圍堵 Code Red 
worm、Nimda worm，以及病毒郵件和 spam mail
疫情的蔓延。因為自動化的系統，可以免除人工操

作中不可避免的延宕、失誤等問題，加上自動化的

通告系統，可以逹到即時防治網路安全事故的效

果。 
 

 
圖 1. 網路安全事故處理流程 

 

 
圖 2. 網路安全事故防治系統圖 

在下一節中，我們將介紹網路安全事故自動防

治系統的設計原理，系統的實際製作將於第 3節中
說明，相關的問題與討論將於第 4節中述明，並於
第 5節對本文做簡單的結論。 
 
2.網路安全事故自動防治系統設計原理 

 

為達成網路安全事故處理流程的自動化，我們

設計了整合偵測、阻斷、通告於一體的自動化防治

系統『網路安全事故自動防治系統』（如圖 2）來
達成此一目標。其中偵測系統用來偵測異常事故，

並將事故電腦的 IP送至阻斷系統；而阻斷系統向網

路設備搜尋該 IP所在的實體網路位置，並對網路設
備設定阻斷該 IP；最後將結果送至通告系統進行通
告的工作。下面分別以異常偵測、網路阻斷及自動

通告等三個小節，來詳細說明的系統運作原理。 
 

2.1 異常偵測 
 
偵測異常的網路安全事故的『偵測系統』，其

工作有二，一是認定網路行為是否異常，二是找出

異常電腦或網段的 IP。所謂的網路行為可以是網路
上各式各樣的活動，而網路行為異常指的是該行為

背離一般使用應有的程度，如：送出大量封包、高

頻率的連線嘗試、寄發大量信件、及未被授權的連

線嘗試等。導致這些現象的實際原因（找出異常

源)，則須經過分析比對後方能有清楚了解。 
『什麼情況是異常？』及『造成異常的原因為

何？』是偵測系統設計上必須面對的兩大問題，在

實務設計上，我們可以利用確實已知的異常行為模

式（如：Code Red worm送出的 URL pattern），配
合網路設備、網路流量記錄、網路伺服器上或網管

系統的相關紀錄資料來加以確認。針對目前已知對

網路安全構成威脅的異常行為，逐一設計可以辨識

該異常行為的偵測模組，結合這些模組，即可針對

現存的網路安全事故整合成一有效的異常事故偵

測系統。以下列舉幾種設計偵測系統的模組時可使

用的資訊： 
(1). 利用網路入侵偵測系統或防火牆的資

訊：網路入侵系統 (IDS)[8]和防火牆 (Firewall)對
SYN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port scan等各
式網路攻擊，具有良好的分析或防禦能力。因此，

可直接利用網路入侵偵測系統或防火牆的系統記

錄，找出的網路安全事故的來源（發動網路攻擊的

IP位址）。 
(2). 利用防毒軟體工具的資訊：現今一些防毒

軟體工具，如：網路閘道防毒牆、郵件伺服器掃毒

軟體等，配合網路設備及服務伺服器，可以阻絕由

HTTP、SMTP、FTP等管道進入的病毒，進而找出
病毒的來源。 

(3). 利用網路流量的資訊：分析 Netflow 或
sFlow 等網路流量資料，由特定病毒攻擊特定通訊
埠或固定長度封包的行為模式，可以找出中毒機器

IP（如：[9]）。此外，若事故來源有隨機對任意 IP
或以 IP scan的攻擊方式，則可在流量記錄中發現大
量固定來源 IP 的封包丟往不存在的目的 IP（如：
Code Red worm、Nimda worm）；而對 port scan的
攻擊方式，可以發現大量的固定來源及目的 IP，但
不同的通訊埠，這些可透過設定合理的門檻值

(threshold)來認定異常的網路使用行為。 
(4). 利用各類服務伺服器的系統紀錄： 

(a). Web伺服器的系統紀錄：依據 Code Red 
worm、Nimda worm的相關文件[1][5]，這些 worm
會攻擊 80/tcp 通訊埠，而在被描掃到的 Web 伺
服器上留下固定型式的系統紀錄，經由型式比對

異常

偵測 
自動

通告

網路

阻斷 

偵測 

系統 

阻斷 

系統 
網路 

設備 

通告 

系統 

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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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matching)的方法，可以找出攻擊來源。
對阻斷服務(Denial of Service)或分散式阻斷服務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的攻擊行為模式，
則可找到攻擊源在極短時間內的大量連線紀錄

或錯誤(error)，因此可用合理使用的連線數門檻
值來認定攻擊行為。而以 Buffer overflow的入侵
行為，則可由簡短的頭段 URL 比對，加上不合
理的 URL長度來判定，如：Code Red worm。另
外，利用架設不曾對外公開的 Web 伺服器來捕
捉(trap)異常的連線記錄，亦可作為異常網路行為
判定的依據。 

(b). Mail伺服器的系統紀錄：現今多數的電
子郵件 worm（如:Shoho、Klez），中毒電腦會自
發性的密集地寄信，因此可於 Mail 伺服器上，
分析此類密集的寄信行為，來認定中毒或攻擊行

為。當然，也可以由已知的病毒特徵，對 mail 
header、mail body，進行型式比對（如：Hi, how 
are you)，或安裝掃毒軟體來確認病毒，之後可
透過 mail header的判讀找出發信源。 

(c).其他伺服器的系統紀錄：於伺服器上安
裝防火牆（如：ipfilter、ipchains、iptables等），
根據伺服器的特性及相關網路安全文件，來確認

入侵者的行為模式。例如：DNS伺服器 BIND[10]
及 FTP伺服器WU-FTPD的問題[11]。 

(5). 主動偵測：前面幾項屬於被動式的偵測方
法，觀察異常網路行為的足跡，而主動偵測則是主

動去掃描偵察，例如：Code Red、Nimda scanner[12]
可以用來對內部網路進行掃描，繼而找出中毒的電

腦。對於 spam mail的問題，可以藉外部網路的工
具（如：[7]），對內部進行掃描測試 SMTP 25/tcp
是否存在不當的Mail Relay伺服器，以免內部網路
用戶在不注意的情況下成為散發廣告信或垃圾信

件的幫兇。 
總之，確認異常的網路行為及來源，除了根據

一些已發布的網路攻擊及病毒特徵外，我們還可以

判斷其網路連線的合理性，（比如：對未公開提供

網路服務的伺服器，進行 port scan或大量的企圖連
線，則可以合理懷疑其不良意圖），這些偵測的方

法，應以程式自動化的方式為之。當然還可以用人

工輔助的方式（例如：可靠管理者收到可確認來源

IP及病毒的郵件）以補不足。 
 

2.2 網路阻斷 
 
網路阻斷為隔離網路問題源的有效手段，而實

施網路阻斷必需考量阻斷點位置的選擇及其網路

設備的功能此二因素。圖 3為一個常見的階層式網
路架構，不同位置的網路阻斷點，其隔離問題源的

效果亦不同。例如圖 3中，甲電腦中毒，若以交換
器 S1上 A點為網路阻斷點，可使中毒電腦完全與
網路隔離，因此所得到的圍堵效果最佳；但若選擇

路由器 S2 上 B 點做阻斷，則虛線範圍內的電腦仍
有感染之虞。顯而易見地，網路阻斷點越靠近問題

源越好。因此，考慮網路安全事故的防治，在經費

允許的情況下，應採購具備網路阻斷能力的網路設

備。 
由 IP 尋找其實體網路位置的方法，對 layer 3

路由器的網路設備群中，我們提出圖 4 的搜尋 IP
流程。任選一個路由器為起點，查詢目標 IP在該
路由器的 routing table，若該 IP直接與本路由器以
layer 2 設備相連接，則可找出實體網路連接埠，
並由 ARP table找到該 IP的MAC address；但若該
IP 需路由至下一個路由器，則以下一個路由器為
起點，重覆前述流程，直至找出連接的路由器的

實體連接界面及其MAC address。找到連接界面及
MAC address後，可在下游 layer 2交換器設備群
的 forwarding table中搜尋該MAC address所在的
網路埠。如 layer 2設備具有阻斷能力，則可直接
下達阻斷指令；否則可在 layer 3的設備下達該 IP
（或MAC）address的阻斷命令。 

 

 
 

圖 3. 階層式的網路架構 
 

 
 

圖 4. Layer 3網路設備中 IP搜尋流程 
 
通常網路設備可以用 telnet、http 或 SNMP 的

方式，進行遠端操作、設定。而網路設備上提供的

阻斷、過濾網路的功能，依製造商而不同，現有很

多的網路交換器、路由器可以直接關閉界面上網路

埠，或可以依指定 IP address、TCP port、UDP port、
或MAC address阻擋網路封包。使用不同的功能，
其效果不同，例如：直接關閉界面上網路埠方法可

以完全阻斷該埠網路，適用於網路最未端，如圖 3

B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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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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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換器 S1 的 A 埠來隔離甲電腦；而依特定 IP 
address、TCP/UDP port去過濾封包，則可阻斷指定
電腦的網路連線能力，適用於高階的網路設備，如

圖 3的路由器 R2界面 B上設定過濾甲電腦來源 IP
的所有 IP封包，除甲電腦外，不會影響虛線區域內
的其他電腦。至於對特定MAC address的攔截，可
預防事故源任意更換 IP address來避開阻斷。 

 
2.3 自動通告 

 
自動通告可以用電子郵件、手機簡訊、呼叫

器、傳真或網頁列表方式為之，目的在於希望問題

能從源頭徹底解決。有特定通告對象者，需預先對

各網段建立單位管理者或電腦使用者的資料庫，例

如圖 5中，各網段以 Class C區隔的樹狀資料結構，
X網段由 A、B兩單位共同使用，A單位有甲、乙
兩位管理者，B單位有丙一位管理者，當發現中毒
電腦 IP位於 X網段，則同時寄發通知信至甲、乙、
丙三人的電子郵件信箱。網頁列表則是直接產生公

告用網頁，供人查閱或口耳相傳。 
 

 
 

圖 5. 單位管理者資料庫樹狀結構 
 

3.系統實作 
 
我們以圖 6的校園網路的環境，針對去年流行

至今的 CodeRed、Nimda worm及 spam mail，發展
由病毒偵測、網路阻斷及通告等三個子系統構成的

『校園網路安全事故自動防治系統』，如圖 7所示。 
 

 
 

圖 6. 校園網路架構示意圖 
 

如圖 6所示，理想的網路阻斷點應該在系所單
位內部，但全校系所單位繁多，狀況互異，除了學

生宿舍區外，各單位的網路可能多為自行獨立管理

的情況；且各單位的網路設備不一，未必具有所需

的網路管理功能。如果無法直接管理所有系所單位

內部的網路設備，退而求其次，可選擇校園主幹網

路的路由器群做為網路阻斷點。校園主幹網路為各

系所單位網路的出口，利用連接至各系所單位網路

的路由器，仍然可以對校園內任一 IP實施網路阻斷
的工作，將問題縮小至單一系所單位內部。即使中

毒電腦仍可對其同單位內同一網段的電腦進行攻

擊，所衍生的問題，可由發生的系所單位處理，至

少不致禍延他人。當然，如果能整合系所單位的網

路管理系統，則可構成更有效的防治系統。另外，

路由器除了可以在 layer 3設備管制 IP address外，
若連線單位以 layer 2設備連接，還可以阻斷MAC 
address，防止任意更換 IP的情況發生。 

 

 
 
圖 7. 校園網路病毒自動防治系統 

 
圖 7為我們所用的系統，病毒偵系統為 Solaris

安裝 Apache 所建置的Web伺服器，程式擷取分析 
Apache error_log 中的資訊(如圖 8)。依據 CERT 
CA-2001-19、CA-2001-23 及 CA-2001-26文件，由
於 Code Red、Nimda worm會掃描攻擊 80/tcp，在
被描掃到的 Web 伺服器留下固定型式的系統紀
錄，如圖 9、10所示。而且，Code Red、Nimda worm
大量高頻率地任意選擇 IP address 的攻擊方式，使
中毒電腦所在網域的電腦們，幾無倖免地被掃描。

因此，利用這些特性，我們可以設置Web伺服器來
收集中毒電腦的 IP address，達到病毒偵測的目
標。若符合病毒描述，則將該 IP address送至網路
阻斷系統阻斷該 IP address。 

 

 
圖 8. Apache error_log 紀錄 

[Wed Jul 3 19:57:05 2002] [error] [client 140.114.???.???] File 
does not exist: /usr/apache/htdocs/scripts/root.exe 

[Wed Jul 3 19:57:05 2002] [error] [client 140.114.???.???] File 
does not exist: /usr/apache/htdocs/MSADC/root.exe 

[Wed Jul 3 19:57:06 2002] [error] [client 140.114.???.???] File 
does not exist: /usr/local/htdocs/c/winnt/system32/cmd.exe 

[Wed Jul 3 19:57:06 2002] [error] [client 140.114.???.???] File 
does not exist: /usr/apache/htdocs/d/winnt/system32/cmd.exe

[Wed Jul 3 19:57:07 2002] [error] [client 140.114.???.???] File 
does not exist: 
/usr/apache/htdocs/scripts/..%5c../winnt/system32/cmd.exe

網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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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Code Red 的 web系統紀錄 

 

 
圖 10. Nimda 的 web系統紀錄 

 
病毒郵件部分以 Trend Micron的 InterScan偵

測外送郵件伺服器上的病毒郵件，再由連線紀錄找

出發送病毒郵件的電腦，並將該 IP address送至網
路阻斷系統阻斷。至於 spam mail的部份，因外來
通知信函的格式各有不同，目前仍以人工方式判讀

通知信函的可靠性，並透過檢測系統判定是否屬

實，將 spam mail主機的 IP address，以人工方式透
過Web-GUI送至阻斷系統。部份固定格式可以程式
化判定的通知函（如：來自教育部的通知函）則設

計以程式定之。 
網路阻斷系統為模擬人工遠端登錄路由器，進

行指令操作的自動程式系統，它以構成校園網路主

幹的數部 Extreme Black Diamond 路由器群為操控
對象。按 2.2 節圖 4 的流程，以 rtlookup 指令遞迴
搜尋該 IP address所在路由器及vlan，再以 show vlan 
找出其對應界面。若該 IP address 與路由器界面直
接透過 layer 2 設備連接，則接著找出其對應的
MAC address，再以 create fdbentry blackhole 的功能
來阻斷該MAC address的使用，可扼止使用者偷換
IP address來規避阻斷，最後用 create access-list 來
阻斷該 IP address 的使用。圖 11 為操作 Extreme 
Black Diamond 路由器阻斷網路所需的相關指令。 

最後，將阻斷網路的 IP address資料送至自動
通知系統。這個自動通知系統，會依據事先按網段

單位管理者建好的電子郵件信箱資料庫，寄發通知

信件給事故源的單位管理者，並同時產生公告用的

網頁，以供使用者查閱。 
 

 
 

圖 11. Extreme 路由器阻斷網路指令操作 
 

4.問題與討論 
 
此校園網路安全事故自動防治系統自去年 8月

初運作至今將屆一年，圖 12 為這一年來阻斷網路
的中毒電腦次數統計資料，由圖上看出 8 至 10 月
份是中毒電腦數的高峰期，與 7 月發現 Code Red 
worm，9月發現 Nimda worm的時間點吻合，10月
後中毒電腦數逐漸遞減，而 91年 7月突增至 30部，
經查其中 17 部係某一單位的個人電腦教室中毒且
防火牆失效所致。在所有中毒電腦中，有些是所屬

於重覆中毒的情況，重覆中毒次數與電腦數，如圖

13 分佈，83.5%的電腦中過毒後，不再發生，只有
少數比率的電腦會重覆中毒，可見此系統對抑制病

毒再發生有相當不錯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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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中毒電腦數統計圖。 

/default.ida?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
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
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
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
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
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
NNNNNNNNNNNNNNNNNNNNNNNN%u9090%u685
8%ucbd3%u7801%u9090%u6858%ucbd3%u7801
%u9090%u6858%ucbd3%u7801%u9090%u9090
%u8190%u00c3%u0003%u8b00%u531b%u53ff%
u0078%u0000%u00=a 

GET /scripts/root.exe?/c+dir 
GET /MSADC/root.exe?/c+dir 
GET /c/winnt/system32/cmd.exe?/c+dir 
GET /d/winnt/system32/cmd.exe?/c+dir 
GET /scripts/..%5c../winnt/system32/cmd.exe?/c+dir 
GET 
/_vti_bin/..%5c../..%5c../..%5c../winnt/system32/cmd.exe?/c+di
r 
GET 
/_mem_bin/..%5c../..%5c../..%5c../winnt/system32/cmd.exe?/c+
dir 
GET 
/msadc/..%5c../..%5c../..%5c/..\xc1\x1c../..\xc1\x1c../..\xc1\x1c..
/winnt/system32/cmd.exe?/c+dir  
GET /scripts/..\xc1\x1c../winnt/system32/cmd.exe?/c+dir  
GET /scripts/..\xc0/../winnt/system32/cmd.exe?/c+dir  
GET /scripts/..\xc0\xaf../winnt/system32/cmd.exe?/c+dir  
GET /scripts/..\xc1\x9c../winnt/system32/cmd.exe?/c+dir  
GET /scripts/..%35c../winnt/system32/cmd.exe?/c+dir  
GET /scripts/..%35c../winnt/system32/cmd.exe?/c+dir 

# rtlookup 140.114.64.156 
*d 140.114.64.0/24 ... vlan-64 
 
# show vlan vlan-64 
 … Ports: 3:3  
 
# show iparp 140.114.64.156 
Destination         Mac             VLAN   Port 
140.114.64.156 00:01:E6:57:2B:D2 vlan-64 3:3 
 
# create fdbentry 00:01:E6:57:2B:D2 vlan-64 

blackhole 
 
# show iparp 140.114.64.156 
Destination         Mac             VLAN   Port 
140.114.64.156 00:01:E6:57:2B:D2 vlan-64 ---  
        
# create access-list b-140.114.64.156 ip des 

any sou ip/32 deny port 3:3 pre 100 
 
# show access-list 
  Rule            Dest/mask Src/mask 
b-140.114.64.156 0.0.0.0/0  140.114.64.1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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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電腦重覆中毒次數分析圖。 

 
雖然網路攻擊的來源雖非只有校園內部，但是

本系統所阻斷的網路仍以校園內部電腦為主，原因

如右：一、每在路由器上增加一筆阻斷資料，將增

加設備負擔，若無節制地增加，嚴重影響網路效

能。二、校園內部的中毒電腦，學校網路中心是其

對外的唯一孔道，所以，可以經由通知或行政方

式，促其改善；然而對外界的中毒電腦則否，且其

使用 IP address未必是固定的，幾乎不可能由通知
改善。三、大部分的網路攻擊來自校園內部，以

Nimda worm為例，高達 50%的比例是攻擊其所在
的 CLASS B 網段。所以，權衡對路由器效能的影
響及扼阻網路病毒擴散的效益，故僅選擇對內部網

路處理。 
 
 

5.結論 
 
現今不論是網路攻擊或異常使用的網路安全

事故行為，高數量高頻率的破壞，在極短時間內就

足以造成重大傷害，因此，對事故反應時間的快慢

就更形重要。以往通知的處理方式，由發現到通

知，再到電腦使用者自行完成處置，嚴重地拉長了

反應時間，在處置網路安全事故上，顯得相當無

力。故我們主張較積極的作為，以立即阻斷網路的

方式，強制隔離問題源頭，大幅縮短處理時間。而

整合具有發現、阻斷、通知等功能的全自動化系

統，可以減少人為失疏及延宕，有效地扼止網路安

全事故的擴大。以此理念為架構所實作的校園網路

安全事故自動防治系統，已能逹成防治校園內 Code 
Red worm、Nimda worm 流竄並阻隔病毒郵件和
spam mail的目標，在未來系統的改善工作上，將以
加強及實現更多的異常偵測方法及系統模組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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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網路安全防護機制之建立 
 

袁勤國    李秋華 

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電算中心 
{yuan,cwlee1}@ccit.edu.tw 

 
 

摘要 
 

隨著校園內高速網路建設的普及，網際網路的

發展，許多的惡意程式如病毒等利用網路大量傳播

擴散，因為校園內的使用者密度極高，區域網路速

度極快，因此造成此類具有攻擊性的病毒大量自我

擴散，除了造成網路設備和伺服器的負荷過重外，

嚴重時甚至會癱瘓網路服務，造成服務中斷。我們

藉由了解這類的網路攻擊型態與基本的網路原

理，利用一些 Open Source 的 Unix 作業系統，如
FreeBSD 及 Linux，建立了一套分散式偵測，集中
式過濾的網路安全防護機制，再配合完整的使用

者、網路卡與 IP對應資料庫，可主動通知產生異常
網路流量的使用者與網路管理者，並自動採取適當

的管制措施，做最即時之處置。 
關鍵詞：網路安全、異常流量偵測、封包過濾。 
 
 
1. 前言 

 
隨著校園內網路建設之普及，各種網際網路上

惡意程式如病毒或病蟲的氾濫，校園的高速網路已

成此類惡意程式傳播之溫床。因為校園內的使用者

密度極高，區域網路速度極快，因此造成此類具有

攻擊性的病毒大量自我擴散，除了造成網路設備和

伺服器的負荷過重外，嚴重時甚至會癱瘓網路服

務，造成服務中斷。這些惡意程式最具代表者為

CodeRed及其變種病毒，多重且快速的散播方式，
擴散時往往會癱瘓網路服務。藉由分散式的異常流

量及網路行為分析，配合適當的過濾機制與完整的

使用者基本資料庫，可建立一個具有警示功能，並

即時阻擋異常流量的校園網路安全防護機制。 
 
藉由了解這類的網路攻擊特徵與簡易的網路

原理，利用一些 Open Source的 PC Unix系統，如
FreeBSD 及 Linux，我們建立了一套分散式偵測，
集中式過濾的網路安全防護機制，再配合完整的使

用者資料庫，可主動通知產生製造異常網路流量的

使用者與網路管理者，做最即時之處置。 
 
目前我們針對了電子郵件、HTTP連線、IP位

址盜用等網路流量做偵測，一但發現異常狀況，則

紀錄至資料庫；在校園網路銜接 TANet的出口放置
一部以 FreeBSD系統架設的 IP Firewall，定期自資
料庫取得有異常流量之 IP 位址，動態列入過濾清

單，阻擋這些疑似中毒或散發攻擊性封包的 IP 位
址，透過資料完整之使用者網路卡資料庫，主動發

出電子郵件通知這些 IP 位址的使用者與網路管理
者，並公佈於網站週知；各項過濾政策均訂有管制

時限，時限到時將系統自動解除管制，解除後若仍

然偵測到異常流量，將再一次的列入阻擋清單，直

到完全改善為止。 
 
2. 系統運作原理 
 

此防護機制的基本做法是在各個網路流量所

經或提供服務的伺服器上，針對所提供的服務，撰

寫各式的異常流量分析程式，一旦偵測到異常的流

量發生，將來源的 IP位址存至資料庫；在對 Internet
出口處架設一部電腦做為 IP Firewall，定期對資料
庫查詢最新的異常流量 IP 位址，在此 IP Firewall
可設定阻擋該 IP位址的封包通過。 
 
2.1 系統架構 
 

本機制的運作包含了下列數個子系統，IP位址
管理系統、資料庫、IP Firewall、Email Server、Proxy 
Server等。系統架構如下圖： 

 
 

 
圖 1. 系統架構 

 
 
在圖 1.中，校園對外與內部的路由器間，安裝

IP Firewall 

Router 

DHCP 

Router 

Mail DB 

TANet 

Proxy Proxy Proxy 

Net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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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IP Firewall，負責封包過濾的工作，其餘的網路
服務伺服器，如Mail、DHCP、Proxy等，則是異常
流量的偵測點，DB 則為資料庫系統，負責紀錄來
自各個伺服器回傳的異常 IP 位址，以提供 IP 
Firewall查詢，動態的阻絕異常 IP位址進出內部網
路。 

 
各個伺服器間需分工合作，Proxy Server、Mail 

Server、DHCP Server 偵測異常流量並回報至資料
庫；IP Firewall則實施 IP過濾；資料庫則紀錄異常
IP位址、發生的時間、使用者資料、IP位址分配資
料等。各項伺服器之系統平台、功能、及相關軟體

如下表所列： 
 

表 1. 伺服器平台及功能列表 
伺服器 作業系統 使用軟體 功能 

DHCP FreeBSD ISC DHCP 
IP位址管理系
統，提供使用者

IP及網路卡資訊 

Proxy FreeBSD Squid 

使用WCCP協
定，配合 CISCO 
Router提供
Transparent 
Proxy服務 

Mail Solaris Sendmail 
Procmail 

Email服務，並
透過 Procmail檢
查病毒特徵 

DB Linux PostgreSQL 

紀錄異常 IP資
訊、使用者資

訊、網路卡登錄

資訊、ARP Table 
IP Firewall FreeBSD Kernel提供 過濾異常封包 

 
 
2.2 異常流量偵測 
 

針對異常流量之偵測，主要採用定時分析伺服

器上之 Log 檔的方式進行，目前已經完成的有
HTTP連線、不當 URL過濾、SMTP連線、電子郵
件過濾、未註冊網路卡、盜用 IP位址等。 

 

不當 URL過濾 
 

HTTP 連線異常偵測，在本院的網路環境下於
Proxy Server 上進行，由於本院啟用了 Transparent 
Proxy 的功能，因此所有的 HTTP 連線皆會導至
Proxy Server 上。不當 URL 過濾主要為對外攻擊
Microsoft IIS有關 Unicode的漏洞，發現此種異常
者通常為中了 Code Red 或其變種的病毒，或是使
用者真的在執行相關的攻擊測試。除了此類 URL
攻擊外，亦可擴充為不當資訊防治之用。 

 

 
圖 2. 偵測不當 URL程式片段 

 

 
HTTP連線異常偵測 

 
此種偵測是計算 Active 的 TCP 連線，若某一

IP位址的電腦對任一遠端的WWW Server開啟過多
的 HTTP 連線，當超過某一臨界值  (Threshold) 
時，則視為異常；此種異常通常為使用特殊軟體大

量複製對方網站，或對外實施 DOS 類型的攻擊所
導致，正常使用者的人為瀏覽網站習慣，將不可能

超過此臨界值。 
 

SMTP連線異常偵測 
 

對 SMTP Server而言，當一般使用者寄出一封
郵件，僅會對 TCP Port 25建立一個 TCP 連線，即
使連續寄送大量郵件，亦不會「同時」對 SMTP 
Server建立大量的 TCP連線。在排除了校內其他的
SMTP Server的 IP位址後，亦可設定一臨界值來判
斷使用者電腦是否已中毒，正在對外寄送大量的病

毒郵件；此外，亦可防止使用者使用不當的廣告信

寄送軟體。 
 

 

#!/usr/bin/perl 
 
`sockstat -c -4 | awk '/140.132.3.1:25/ { print $3"."$7 }'
| awk -F "." '// { print  $1" "$2"."$3"."$4"."$5 }' | awk -F
":" '// { print $1 }' > /tmp/smtpsocks`; 
`ipfw show > /tmp/ipfwrules`; 
open(CONN,"</tmp/smtpsocks") || die "Fail to open connection
files\n"; 
 
while(<CONN>) { 
    ($pid, $ip) = split(" ", $_); 
    if( defined $pair{$ip}{$pid} ) { 
       $pair{$ip}{$pid}++; 
    } else { 
       $pair{$ip}{$pid} = 1; 
    } 
    $process{$ip} = $pid; 
} 
close(CONN); 
foreach $ip ( keys %pair ) { 
    $h0 = \%{$pair{$ip}}; 
    $count{$ip} = 0; 
    foreach $pid (keys %{$h0}) { 
        $count{$ip}++; 
    } 
} 
$i = 0; 
foreach $ip ( keys %count ) { 
    if( $count{$ip} > 5 && $ip =~ "$140.132.+") { 
        $blacklist[$i++] = $ip; 
    }  
} 

#!/usr/bin/perl 
 
`tail -1000 /usr/local/squid/logs/access.log | awk 
'/winnt.system32|[^a-z]cmd.exe|[^a-z]root.exe/ { print 
\$3 }' > /tmp/nimda.hosts`; 
 
open(CONN,"</tmp/nimda.hosts") || die "Fail to open 
connection files\n"; 
 
while(<CONN>) { 
    $src = $_; 
    chop($src); 
    if( defined $ip{$src} ) { 
       $ip{$src} ++ ; 
    } else { 
       $ip{$src} = 1; 
    } 
} 
close(CONN); 



 3 

圖 3. 偵測異常 SMTP連線程式片段 
 

盜用 IP位址偵測 
 
在 IP 位址管理方面，我們採取 DHCP 動態分

配位址，使用者必須先登錄其網路卡的 MAC 位
址，DHCP伺服器才會分配合法的 IP位址。在分配
IP 位址的同時，伺服器會紀錄所分配的 IP 位址、
時間、及 MAC 位址。藉由查詢 Router 中的 ARP 
Table，比對資料庫中 DHCP所分配的 DHCP Lease
資料，將可得知未依照政策使用 DHCP，或完全未
註冊MAC位址，而自行設定 IP位址上網者。 

 
電子郵件過濾 
 

近來造成嚴重災害的病毒多為利用 Microsoft
的 Outlook Express郵件軟體，會自動執行某種「預
覽即執行」的郵件，利用此漏洞最著名的為「求職

者」病毒。此種病毒有一特徵，即在MIME格式的
郵件附件中，其 Content Type 為多媒體型態如
Audio ， 但 其 附 件 之 附 檔 名 則

為 .exe、.scr、.pif、.lnk、.bat等。我們使用著名的
郵件 Filter 軟體 Procmail 取代 Sendmail 的 Local 
Mailer，設定簡單的過濾條件，即可完全過濾此種
病毒。再透過簡單的程式將寄發此病毒郵件的來源

IP 位址取出，核對該 IP 位址的使用者，寄發電子
郵件警告使用者。 

 

 
圖 4. 以 Procmail過濾病毒之設定 

 
 

2.3 IP位址管理 
 

完善的 IP 位址管理是網路管理的基礎建設。
我們採用了註冊式 DHCP 動態分配 IP 位址，使用
者必須上網登錄註冊網路卡的 MAC 位址，DHCP
伺服器才會分配合法的 IP位址。在分配 IP位址的
同時，伺服器會紀錄所分配的 IP 位址、時間、及
MAC 位址。未註冊的 MAC 位址，DHCP 將核發
Private IP位址給使用者的電腦，Private IP位址的網
路封包僅能在校園內部使用，無法連出校外。 

此 DHCP 系統採用了 ISC(Internet Software 
Consortium)的 DHCP軟體為基礎，稍作修改以增加
連接資料庫的功能，用以紀錄所有核發的 IP位址、

MAC 位址及時間租期等相關資訊；藉由資料庫中
完整的使用者、網路卡 MAC 位址等資訊，可提供
後續分析及查詢的功能。 
 
2.4 IP Firewall 
 

在連接 TANet 出口的 Router 之前，我們放置
了一部由 FreeBSD所做的 IP Firewall。以 FreeBSD
做為 Router或 Bridge的網路效能極佳，並且由核心
提供了 IP Firewall的功能，可做為簡單的防火牆。
我們將此 FreeBSD 安裝兩張 Fast Ethernet 的網路
卡，並重新編譯核心為 Bridge Mode 且啟動 IP 
Firewall的功能，欲將 FreeBSD 設定為此種網路模
式，Kernel Configuration 需加入以下的 options： 
 

 
圖 5. FreeBSD Kernel Configuration 

 
 

除了 Kernel Configuration 之外，為了啟動
Bridge Mode，並且在 Bridge Mode仍然可以使用 IP 
Firewall 來過濾封包，必須設定 /etc/sysctl.conf 如
下： 
 

 
圖 6. FreeBSD /etc/sysctl.conf 

 
 

在 IP Firewall 這部 FreeBSD 上，我們撰寫了
Perl程式來從資料庫讀取異常的 IP位址資料，然後
透過 ipfw的指令控制 IP Firewall對異常的 IP位址
進行過濾。以下是這支 Perl程式片段： 
 

:0 B 
* ^Content-Type: (audio).*;$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msdownload;$ 
* ^.+name=.*\.(EXE|exe|com|scr|pif|bat|lnk).*$ 
/tmp/virus 
 
:0 B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name=.*\.(doc|xls|txt)\.(EXE|exe|com|scr|pif
|bat|lnk)$ 
/tmp/virus 
 
:0 B 
* ^Content-Type: 
audio.*name=.*\.(EXE|exe|com|scr|pif|bat|lnk)$ 
/tmp/virus 

#!/usr/bin/perl 
 
use Pg; 
 
$conn = Pg::connectdb("host=xxx.ccit.edu.tw dbname=db 
user=username password=passwd"); 
 
if ( $conn->status ) { 
    exit; 
} 
 
$str = "SELECT * from ipfw_deny_hosts 
         where now() < stop order by stop       "; 
 
$result = $conn->exec( $str ); 
 
`ipfw add 9000 allow ip from any to any`; 
`ipfw delete 9000`; 
while ( @row = $result->fetchrow() ){ 
    $sip = $row[2]; 
    $dip = $row[3]; 
    $proto = $row[4]; 
    $sport = $row[5]; 
    $dport = $row[6]; 
    if( $sip eq "" ) { $sip = "any"; } 
    if( $dip eq "" ) { $dip = "any"; } 
    ̀ ipfw add 9000 deny $proto from $sip $sport to $dip $dport`;
    ̀ ipfw add 9000 deny $proto from $dip $dport to $sip $sport`;
} 

net.link.ether.bridge=1 
net.link.ether.bridge_ipfw=1 

options         IPFIREWALL 
options         IPFIREWALL_VERBOSE 
options         IPFIREWALL_FORWARD 
options         IPFIREWALL_VERBOSE_LIMIT=100 
options         IPFIREWALL_DEFAULT_TO_ACCEPT 
options         BRIDGE 



 4 

 
圖 7. FreeBSD的 ip_limit 程式 

 
 
使用 FreeBSD 且啟動 Bridge Mode 加上 IP 

Firewall 的功能尚有其他的好處，因為是 Bridge 
Mode，所以不需改變相關的路由設定，不僅可以安
裝在對 TANet連線的出口處，亦可安裝在任何網段
與校園網路骨幹間，如宿舍網路、系所網路或實驗

室網路，可以隨時更換安裝的位置，不需要改變系

統 IP Routing 相關設定。亦可以安裝多部的 IP 
Firewall 於各個網段與骨幹網路之間提供更多的安
全管制。 
 
 
2.5 資料庫系統 
 

在資料庫方面，我們使用了 PostgreSQL 這套
著名的 Open Source資料庫。除了穩定性、高效能
之外，PostgreSQL 尚提供了功能完整的 Internet 
Protocol的資料型態與相關運算，如 cidr, inet等資
料型態，network/mask運算等。相關的資料庫 Table
定義如下： 
 

表 2. 資料庫 ipfw_deny_hosts 
Attribute Type 說明 
start Timestamp with timezone 管制起始時間 
stop Timestamp with timezone 管制結束時間 
sip inet 來源 IP位址 
dip inet 目的 IP位址 
proto character varying Protocol 
sport character varying 來源 Port 
dport character varying 目的 Port 
note integer 管制原因 
notified boolean 是否已通知使

用者 
smac character varying 來源MAC位址 
 

 
除了紀錄異常流量的 IP 之外，有關使用者的

資訊部分，亦存在於資料庫中。藉由完整的使用者

資訊與 ARP Table，可以由 IP位址查出MAC位址，
再由 MAC 位址查出註冊者的 Email 位址，一但被
偵測到有異常流量的 IP 位址，即主動發出 Email
通知使用者與網路管理者。 
 
 
3. 系統運作範例 
 
3.1 異常流量特徵 

 
圖 8. 顯示在 Proxy Server中，來自不同的 IP

位址嘗試對 Microsoft IIS Server 進行攻擊，Proxy 
Server 已設定了 ACL 拒絕對外存取這類型的 URL
之外，每五分鐘亦執行一次檢查 Log檔案的程式，

如有類似的 Log 出現，則將來源 IP 位址紀錄至資
料庫系統，IP Firewall 將阻擋此 IP 位址對外使用
WWW的服務。 
 

 
圖 8. Proxy Server的 access_log 

 
 

圖 9. 顯示在一封病毒郵件，其 Content-Type
為 Audio/X-midi，但其附件檔名卻為 All.exe，明
顯的是一封惡意的電子郵件，會導致舊版本的

Outlook Express在預覽郵件時自動執行該程式。此
類的病毒郵件可輕易的以圖 4.的 procmail 設定條
件進行過濾，並輸出儲存至特定的檔案中，以利

後續之分析。後續的分析為掃描帶有病毒的郵

件，在其 header 中可以找出發送此信件的 IP 位
址，列入資料庫中。 

 
 

 
圖 9. 一封病毒電子郵件的片段 

 
 

3.2 自動公佈發出異常流量之 IP位址 
 
因為統一使用資料庫紀錄相關資訊，因此很輕

From: fish52035 <fish52035@msn.com> 
To: g921750@ccit.edu.tw 
Subject: Your password 
MIME-Version: 1.0 
Content-Type: multipart/alternative; 
        boundary=Gfd15Hen1558o96ow82 
 
--Gfd15Hen1558o96ow82 
Content-Type: text/html; 
Content-Transfer-Encoding: quoted-printable 
 
<HTML><HEAD></HEAD><BODY> 
<iframe src=3Dcid:ESd178N791 height=3D0 width=3D0> 
</iframe> 
<FONT></FONT></BODY></HTML> 
 
--Gfd15Hen1558o96ow82 
Content-Type: audio/x-midi; 
        name=All.exe 
Content-Transfer-Encoding: base64 
Content-ID: <ESd178N791> 
 
TVqQAAMAAAAEAAAA//8AALgAAAAAAAAAQ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AAAAAAAAAAAAAAA 
AAAAAAAA2AAAAA4fug4AtAnNIbgBTM0hVGhpcyBwcm9ncmFtIGNhbm5vd
CBiZSBydW4gaW4g 
RE9TIG1vZGUuDQ0KJAAAAAAAAAAYmX3gXPgTs1z4E7Nc+BOzJ+Qfs1j4E
7Pf5B2zT/gTs7Tn 

1028979122.921      2 140.132.37.59 TCP_DENIED/403 1066 GET
http://www/scripts/..%c1%9c../winnt/system32/cmd.exe? - 
NONE/- - 
1028915823.497      4 140.132.37.59 TCP_DENIED/403 1016 GET
http://www/scripts/root.exe? - NONE/- - 
1028980923.572      2 140.132.20.175 TCP_DENIED/403 1032 GET
http://www/d/winnt/system32/cmd.exe? - NONE/- - 
1028980923.574      1 140.132.20.175 TCP_DENIED/403 1106 GET
http://www/_vti_bin/..%255c../..%255c../..%255c../winnt/s
ystem32/cmd.exe? - NONE/- - 
1028980923.581      1 140.132.20.175 TCP_DENIED/403 1064 GET
http://www/scripts/..%255c../winnt/system32/cmd.exe? - 
NONE/- - 
1028980923.583      1 140.132.20.175 TCP_DENIED/403 1106 GET
http://www/_mem_bin/..%255c../..%255c../..%255c../winnt/s
ystem32/cmd.exe? - NONE/- - 
1028980923.590      1 140.132.20.175 TCP_DENIED/403 1106 GET
http://www/_vti_bin/..%255c../..%255c../..%255c../winnt/s
ystem32/cmd.exe? - NONE/- - 
1028980923.593      2 140.132.20.175 TCP_DENIED/403 1162 GET
http://www/msadc/..%255c../..%255c../..%255c/..%c1%1c../.
.%c1%1c../..%c1%1c../winnt/system32/cmd.exe? - N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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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可以將停止服務的 IP 位址及其原因自動公佈
於網站，使用者可以自行上網查詢自己所使用的 IP
位址是否已被列為阻擋清單內。 
 

 
圖 10. 異常流量 IP位址公佈網頁 

 
 

 
圖 11. 異常流量詳細資訊 

 
 
除了公佈於網站外，系統將依據資料庫所紀錄

之異常流量 IP位址，查詢出對應之MAC位址及其
註冊者，自動發出電子郵件通知該使用者。 

  
 

 
圖 12. 以電子郵件通知使用者中毒資訊 

 

 
圖 13. 以電子郵件通知使用者中毒資訊 

 
 
4. 結論 

 
此系統累積了不少校園網路管理中遇到的實

務經驗，將可分析出特徵之異常網路行為或流量，

實作出偵測軟體，有下列的優點： 
 

1. 此系統中運作中，我們全數使用了 Open 
Source的軟體，成本低廉。 

2. 配合基礎網路原理，撰寫的程式均為 Unix 
Script語言如 Perl或 PHP，完成了簡單的安全
防護機制，有效的制止不當網路流量流出校

外，減少了病毒擴散的管道。 
3. 自動通知使用者其網路使用權中斷的原因並

告知應儘速處理，管理者可因此減輕不少的負

擔。 
4. 分散式的網路異常流量偵測，可隨時增加新的

異常特徵偵測，並且使用既有的資料庫系統與

封包過濾系統，達到簡易又具有彈性的防護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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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網路攻擊或惡意製造的網路封包往往隱藏於

正常的流量當中，使得區別非法入侵與正常封包變

得複雜且不容易。如果沒有一些特殊的機制和知

識，想要從巨大的流量中去做辨別的工作是相當困

難的。尤其是網路上種種惡意之阻斷攻擊（DoS，
Denial of Service或 DDoS，Distributed DoS）發展
極為快速，例如最近造成各國相當嚴重損害之「紅

色警戒」(Code Red)就是分散式服務阻斷之攻擊。
除此之外，各如何防制式各樣之「網路入侵式攻擊」

(Network Intrusions)也是極為重要之議題。網路的攻
防已成為現代戰爭極為重要之手段。最有效之防禦

方式是建構「聯防系統」，一旦某單位之入侵偵測

系統偵測出入侵行為後，立即通知其他單位之入侵

偵測系統共同啟動聯防機制，由各單位之入侵偵測

系統負責阻擋由各單位發動之攻擊，徹底將攻擊來

源阻絕。本文擬建構一個安全之網際網路聯防系

統，並藉以提升網路防護能力。 
 
關鍵詞：入侵偵測系統，阻斷服務攻擊，網路安全，

聯防系統  
Abstract 

The hostile attack or malformed packets are often 
embedded within a large volume of normal traffic, it is 
a complicated and uneasy task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nstable conditions and accidents caused 
by network noise and the symptoms  and reaction 
caused by attack suffering. Or the attacks may 
generate volumes of traffic in burst that is hard for 
doing real-time analysis and inspection. Without 
specialized techniques and mechanisms, it is difficult 
to do such work. Recently, the frequency of network 
attacks and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drastically 
increases, and many attack tools such as the Code Red 
were widely spread in public areas. The defense in the 
network is a key point for the current war. The best 
way of defense is to construct the Union Defense 
System. If one of IDSs detects the intrusion events, it 
should notice the other IDSs to activate the Union 
Defense System to block the attacks extend the 
battlefield to information warfa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system to promote the ability of defense 
in the network. 
 
Keywords：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Denial of 
Service, Network Security, Union Defense System 

1. 前言 
1.1. 攻擊模式分析  

近幾年網際網路相關技術日益成熟，但是有心

駭客對網路運作的威脅也日益嚴重。此外，攻擊工

具的發展也日新又新，不但有淺顯易懂的圖形使用

者界面，攻擊的方式及威力也與過去不可同日而

語。網路上種種惡意之阻斷攻擊（DoS，Denial of 
Service或 DDoS，Distributed DoS）發展極為快速，
例如最近造成各國相當嚴重損害之「紅色警戒」

(Code Red)就是分散式服務阻斷之攻擊，而且已經
延生至第四代。目前網路所使用的路由器及交換機

根本不敷所需，路由器對於封包的檢視僅達第三

層，而交換機也僅能過濾假造來源的攻擊封包。以

下簡略介紹目前常見的幾種攻擊模式，並將隨後單

元提出未來網路安全領域的研發方向。 
 

1.2. DoS攻擊  
DoS 攻擊一般藉由大量的 UDP 或 ICMP 封包

阻斷網路頻寬，或是藉由網路主機內 TCP/IP 協定
的漏洞以攻擊主機的正常運作。可分為以下幾種： 

Ping Flood，Ping of Death：Ping Flood 是藉由
傳送大量的 ICMP echo封包至受害主機，以耗盡系
統資源。而 Ping of Death則是鑽 TCP/IP協定實作
上的漏洞，攻擊者傳送夾帶 65,536位元組的 ICMP 
echo封包至受害主機，而受害主機將因此而當機。 

UDP flood，Chargen Denial of Service：攻擊
者傳送大量的 UDP 封包至受害網路廣播位址的十
九埠（Port 19, Character Generator），造成此網路的
任一台主機皆會送出回應的 UDP 封包，耗盡網路
的頻寬，正常的封包即無法傳送。  

SYN flood：攻擊者以每秒鐘送出數千個 SYN
封包（用以建立 TCP連線）的速度攻擊受害主機，
並於來源位址填上假造或不存在的網址。這會造成

受害主機回送 SYN-ACK給不存在的網址，而此假
造網址當然不會回應。如此受害主機將無法再接受

其他的 TCP連線，也就無法讓合法的使用者登入。 
Smurf Attack：Smurf為採用借刀殺人的計策。

攻擊者對某網域的廣播位址傳送 ICMP echo封包，
而目的位址填上欲加害之主機。這會造成此網域的

每一台機器均會傳送 ICMP reply 至被害主機，不但
此網域頻寬受阻，被害主機也將因此而耗盡系統資

源，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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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Smurf攻擊模式  
 

1.3. DDoS攻擊  
DDoS 是新一版本的 DoS。攻擊者從遠端控制

傀儡機器，可以同時命令多個傀儡機器來對受害主

機做大量的攻擊。攻擊者與傀儡機器間的溝通可能

是經過加密的。入侵者利用分散於不同地方的多部

電腦主機，發送大量偽造來源地址（ Spoofed Source 
IP Addresses）的封包，癱瘓受害者所在的網路電腦
主機伺服器，使得正常的接通率降到 1%以下，導
致無法服務正常的使用者。這種情形就如同某家公

司的電話總機被有心人士不停的撥進電話，佔據有

限的線路，導致其他正常使用者沒辦法接通的道理

是一樣的。目前，攻擊者可能發動破壞的軟體包括

以下四種：Trin00、TribeFlood Network（TFN）、
TFN2K、以及 Stacheldraht，真正進行破壞的軟體則
為 Trin00以及 TFN。  

Trin00：Trin00 可由某機器或某群機器發動，
當攻擊發動後，每一台被暗藏 Trin00 Daemon的電
腦都向受害主機傳送 UDP 封包（含四個位元組的
資料），並一直改變目的地的埠號。這會造成受害

主機疲於奔命地回傳 ICMP port unreachable 訊息。
也因此，受害主機就無法順利地服務合法的封包及

連線。  
TFN：TFN和 Trin00一樣，能由一台或多台機

器同時發動。可是 TFN的攻擊較具多樣化。它能傳
送 SYN flood、UDP flood、ICMP flood、或 Smurf
攻擊。更糟的是，最新版本的 TFN已能自行變動攻
擊封包上的來源位址，使得安全機制更難以檢查過

濾此型攻擊。  
TFN2K：此為 TFN 的加強版。攻擊者發動攻

擊指令時，並不再藏於 ICMP echo之內，而是採用
標頭與資料再編碼的方式，較不易偵測。  

Stacheldraht：TFN與 Trin00的綜合，攻擊者
與傀儡機器之間也是採取加解密的方式溝通。前一

陣子 Amazon、Ebay 等知名網站即是依此模式被攻
擊的：DDoS 的攻擊程式被散佈在眾多的電腦內，
等到攻擊者認為資源已經足夠，就利用 ICMP echo
封包驅動攻擊行動。封包內藏攻擊指令，並通知傀

儡機器開始傳送攻擊封包給受害主機，造成使用者

的不便以重大損失。  

2. 網路安全聯防系統之建立 
2.1. 網路安全聯防系統雛形  

在今日的網路攻擊模式下，防禦的目標應是雙

面的：除了防止被攻擊外，也要避免成為傀儡。在

避免成為傀儡方面，應該安裝偵測軟體，並隨時更

新。避免網域內的機器被安裝攻擊程式而不自知。

同時探查 ICMP、UDP、以及 TCP的封包內容。檢
查一般不會用到的欄位，以免攻擊訊息夾帶於此。

關注輸入及輸出封包的關連性。一般而言，UDP以
及 ICMP echo是最常被使用以攻擊的封包。藉著檢
視所有的封包，可以偵測攻擊的發生。例如，輸入

網域內的是 ICMP echo 封包，卻引發了 UDP的回
傳，如此就可以過濾掉許多的攻擊。  

在防禦攻擊方面，應該要能監視 TCP連線的要
求，避免 SYN flood類型的攻擊。若是網域內主機
回了 SYN-ACK 後，一段時間內遠端機器皆無回
應，便可通知網域內主機結束此連線。限制 ICMP
及 UDP 的封包數量。使用入侵偵測系統對於今日
的網路安全亦十分需要。 

本文探討區域型網路之防禦方式，其網路架構

如圖二所示。此網路頻寬管理與安全系統不但能即

時監控及管制網域內的一切流量，也結合了防火牆

的功能，並能給予使用者一切管理網域所需之資

訊。  

圖二、建置「網路頻寬管理與安全系統」網路架構 
 
此系統雛形除具備有頻寬管理之功能外亦具

有即時偵測「阻斷服務式攻擊」（DOS）及「分散
式阻斷服務式攻擊」（DDOS）之功能，其運作之網
路架構如圖三所示。  

此網路安全系統為「政策性網路安全系統」

(Policy-based Network Security System)。管理者可以
依據實際之需求制訂網路網路安全管理政策，由

「網路安全器」負責實際執行此政策。其「網路安

全器」中放置於「單位內部網路」與「骨幹網路」

路徑器之間，監控並偵測單位網路對外之網路使用

情形，同時偵測網路攻擊。網路管理者可經由非常

容易使用之瀏覽器人機介面來完成網路安全管理

相關決策之設定。設定後之決策下載至「網路安全

器」，並由其負責執行，除了偵測網路之攻擊情形

Internet

Perpetrator

Victim

 ICMP echo (spoofed source address of victim)
Sent to IP broadcast address

ICMP echo reply

網路安全器

攻擊管理者

被攻擊
工作站

頻寬管理/網路安全伺服器
統計報表伺服器
Real-Player 伺服器

資料庫

路由器

頻寬管理器

區域網路

攻擊者

Real-Player 用戶端
Maximum Bandwidth

Real -Player 用戶端
Committed Bandwidth

防火牆

骨幹網路

網路安全器

攻擊管理者

被攻擊
工作站

頻寬管理/網路安全伺服器
統計報表伺服器
Real-Player 伺服器

資料庫

路由器

頻寬管理器

區域網路

攻擊者

Real-Player 用戶端
Maximum Bandwidth

Real -Player 用戶端
Committed Bandwidth

防火牆

骨幹網路



 - 3 - 

外，也能即時阻擋或減緩網路攻擊，同時並回報實

際被攻擊之統計數據。管理者可以藉由統計報表瞭

解網路攻擊之種類、被攻擊之伺服器、攻擊次數等

等資料，同時回報之資料亦儲存於資料庫中，可供

進一步之分析與規劃之用。  

圖三、政策性網路安全系統架構  
 

如圖三所示，「網路安全政策制訂介面」(Policy 
Maker)提供了一個非常友善的使用者界面以管理及
設定「網路安全器」之安全管理政策。網管人員可

以使用政策制訂介面選擇及設定所需的「網路安全

偵測法則」讓網路安全器執行。所謂網路安全法則

即針對某些「攻擊」制定相關的反應政策，例如針

對 IGMP攻擊，採取偵測出攻擊後立即將該攻擊之
封包攔截並丟棄，使之不影響網內之伺服器。而網

路安全政策伺服器(Security Policy Server)則是一個
集中式的管理機制，它能夠管理多台的網路安全

器，並儲存網路攻擊記錄（Attack Logs）以及網路
安全器所回報的事件（Events Log）。這些記錄就成
為網管人員管理網域以及追蹤網路攻擊狀況時的

重要資訊。整體而言，此管理系統應該包含以下四

種元件，並分述如下：  
l 網路安全器(Network Security Device) 
l 網路安全政策伺服器 (Network Security 

Policy Server) 
l 網路安全政策制訂介面 (Network Security 

Policy Maker) 
l 網路攻擊統計報表系統 (Reporting System) 

網路安全器 - 網路安全系統的實體主機。位於對外
路由器以及待管網域之間，所有流量必經之地，它

負責檢查所有經過之封包，並於偵測出網路攻擊後

立即將該攻擊之封包攔截並丟棄，使之不影響網內

之伺服器。同時也將網路攻擊記錄以及網路安全器

所經歷之事件回報給網路安全政策伺服器。  
網路安全政策制訂介面  – 提供網路安全管理之政
策制訂介面，管理者可以經由此介面方便制訂網路

安全之管理方式（欲偵測之攻擊案例選擇）。此介

面由 JAVA 語言撰寫，可於各種不同的作業平台上
執行。目前支援 IE瀏覽器。此外政策制訂介面利用
圖形界面實作，操作控制極具親和力。 
網路安全政策伺服器  – 網路安全政策伺服器是

「網路安全器」以及「網路安全政策制訂介面」溝

通的橋樑。此外，它也會記錄所有網路安全器所產

生的攻擊事件訊息。位於遠端的政策制訂介面登入

政策伺服器，以控制網路安全器的運作。網路安全

政策伺服器之實作作業系統平台為  Windows 
2000。  
統計報表系統 – 內建於政策伺服器的元件。藉由
與網路安全器溝通以提供網管人員許多的資訊，諸

如前十大攻擊種類、前十大被攻擊伺服器、即時攻

擊種類及次數等等的資料。統計報表系統也具有

「列印」之功能，可以列印所選擇之報表資料。對

於網路攻擊狀況之瞭解及掌握極為便利。  
 
2.2. 網路安全聯防系統之建立 

分散式阻斷攻擊發生時往往是由各單位之內

部電腦（被植入跳板攻擊程式）同時發動攻擊，此

時單是依靠被攻擊單位之入侵偵測系統「獨立奮

戰」將還是無法有效阻擋來至四面八方之攻擊。最

有效之防禦方式是建構「聯防系統」，一旦某單位

之入侵偵測系統偵測出入侵行為後，立即通知其他

單位之入侵偵測系統共同啟動聯防機制，由各單位

之入侵偵測系統負責阻擋由各單位發動之攻擊，徹

底將攻擊來源阻絕。所謂「擒賊先擒王」，就是這

個道理。因此如何建構一個安全之網路使用環境，

提升網路防護能力是極為重要且迫切之課題。 
適合現階段網路之安全聯防架構如圖四所

示。此架構採用具階層式架構之「政策性網路安全

聯防系統」，各單位配備一「網路安全器」及「網

路安全伺服器」，平時可以執行各單位之網路安全

政策。同時網路安全控制中心可以有一套「聯防控

制系統」，負責聯防機制及聯防政策之制訂與下

達。此聯防控制中心確認聯防政策後，可以經由網

路將此政策下達至各單位之網路安全伺服器，再由

網路安全伺服器下達給各單位之網路安全器，實際

負責執行聯防政策。  
 

圖四、網路安全聯防系統架構圖  
如圖五所示，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往往是由各

單位中被植入跳板攻擊程式之電腦同時發動攻

擊。當任何一個單位之網路安全器一旦偵測出有網

路入侵或攻擊 (DoS/DDoS)，除了阻擋該網路攻擊
外，也立即通知其網路安全伺服器，如圖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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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網路安全伺服器除了依據「聯防政策」通知「聯

防控制中心」外，也立即通知其他單位之網路安全

伺服器，要求啟動聯防機制，如圖七所示。  

 
圖五、制訂及下達網路安全聯防政策至各單位網路 

 

圖六、各單位網路被植入攻擊程式發動網路攻擊  

 
圖七、偵測出攻擊後啟動網路安全聯防政策 

 
各單位之網路安全伺服器下達聯防指示至其

管轄之網路安全器，將造成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之

源頭在出口處就過濾掉，徹底阻絕此攻擊，如圖八

所示。最後各單位之網路安全伺服器將成果回報給

網路安全控制中心，藉由及時通報系統，可以隨時

掌握網路之安全狀況，如圖九所示。  
 

圖八、各單位下達網路安全聯防政策阻絕攻擊源頭 

 
圖九、各單位回報成果掌握網路安全狀況  
本文提出「網路安全聯防系統」，研究發展有

關網路安全設備間之「聯防技術」，以期能提供一

個具總體管理功能之安全有效率的網路環境。網路

攻擊手法日新月異，網路安全系統應該有能力隨時

更新防禦功能（或隨時調整）。  
 
3. 聯防系統架構 
3.1. 攻擊分析與聯防系統模式 

經由 SANS Institute 統計，並預測以下清單為
最常受到攻擊的弱點，在網際網路上的主要攻擊大

部分可由以下的三大類 (Windows, Unix及其他作業
系統及軟體)所涵蓋： 
1. 對其他系統有影響的弱點攻擊  

(a) 預設安裝的軟體或應用程式  
(b) 沒有密碼或易破解密碼的帳號  
(c) 系統有大量的 port 開放使用 
(d) 沒有過濾進出封包的合法 IP網域 
(e) 沒有紀錄或不完整的記錄系統檔 
(f) CGI程式弱點 

2. 對 windows作業系統有影響的弱點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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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網站伺服器檔案瀏覽 (Unicode Vulnerability) 
(b) ISAPI Extension Buffer Overflow 
(c) IIS RDS Exploit (Microsoft Remote Data 

Services) 
(d) 未保護的網路資源分享 (NETBIOS) 
(e) Information leakage via null session 

connections 
3. 對 Unix作業系統有影響的弱點攻擊 

(a) Buffer Overflow in RPC Services 
(b) Sendmail Vulnerabilities 
(c) Bind Weaknesses  
(d) R Commands 
(e) LPD(remote print protocol daemon) 
(f) sadmind and mountd 
(g) Default SNMP Strings 
針對以上之分析，本系統之規劃功能如下：  

(1) 即時網路數據封包跟蹤：當發現敏感數據封
包需要啟動防護時，透過即時監控網路上的數

據封包，研判並預測可能發生的發展趨勢。  
(2) 網路攻擊模式識別：系統內建已知網路攻擊
模式知識庫，根據網路數據封包與網路連線軌

跡，尋找網路攻擊模式。 
(3) 網路安全非法活動攔截：系統根據各聯防據
點自訂之網路安全策略對網路活進行檢查，攔

截網路安全非法活動。  
(4) 網路安全事件即時警報：系統根據所發生的
網路安全事件，以不同事件等級產生控制中心

之即時警報(Alarm)。  
(5) 網路安全事件自動回應：系統自動回應網路
安全事件，包括記錄網路事件發生的日期與時

間，事件的來源與目的位址，以即時阻斷非法

連線。  
 
3.2. 聯防系統功能  

一般情況下， IDS 系統只是利用模式比對技術
對數據封包進行檢測，這將使得許多更為隱蔽的攻

擊方式（如：碎片攻擊）存在成功的可能性。為了

避免以上所述情況，本聯防系統採用了所謂狀態檢

測技術的觀念，亦即系統在對每個數據封包進行檢

測的同時，還會將數據封包所包含的請求以及與網

路安全伺服器之連線情況記錄下來，以形成狀態列

表，並進行即時監控。一旦狀態列表發生變化，系

統就會確認這種連線存在著危險性，並即時採取相

對因應的安全措施。  
本聯防系統之設計目的在於設計及評估高效

能網路安全聯防系統之模式、設計網路安全聯防系

統之相關通訊協定、設計政策性網路安全聯防管理

系統、完成網路安全聯防系統之雛形實作規劃以及

網路安全聯防系統之實機測試。分別詳述如下：  
1. 一套高效能網路安全聯防系統。包含  

(1) 阻絕式入侵偵測器：包含網路處理器
（Network Processor）與即時作業系統組成之
硬體式入侵偵測器，以及由IPC平台（如圖十
所示）與即時作業系統組成的入侵偵測器。  

(2) 監控伺服器. 

(3) 網路安全聯防軟體：將自行設計之網路安全
聯防軟體安裝於監控伺服器。  

圖十、 IPC測試平台 
2. 入侵偵測器功能包含  

(1) 偵測模式：採用「Block Mode」之阻絕式入
侵偵測模式。  

(2) 偵測原理：採用 Signature-based Detection 
Policy，偵測策略並可擴充。  

(3) 入侵偵測能力：偵測策略涵蓋廣泛，包括飽
和攻擊、弱點攻擊、著名的網頁竄改案例以

及登入密碼的破解攻擊等。  
(4) 入侵偵測的回應能力：至少可提供阻絕
（Blocking）攻擊封包、中斷TCP連結、產生
偵測報告(Alert)等能力。  

(5) 遠端設定：可接受監控伺服器的遠端組態設
定，以設定管理參數、更改與新增偵測策略、

調整偵測策略的優先順序等。  
(6) Update on the fly：監控伺服器更改或新增偵
測策略時，該偵測策略可即時生效。  

(7) 可構聯性：入侵偵測器提供方便與其它的偵
測系統構聯之能力，亦可被設定成以Console 
Port來複製並轉送一份其已過濾過的原始網
路封包，以呈報偵測報告及接受設定指令。  

3. 監控伺服器功能包含  
(1) 以Web-Based為操作功能介面，並提供線上
說明，以協助使用者操作。  

(2) 使用者登入系統時必須進行身分驗證。  
(3) 遠端設定：提供介面，以設定列管的入侵偵
測器的必要資料，如： IP、管理參數、偵測
策略、偵測報告的提報等。  

(4) 接收與儲存偵測報告：接收與儲存列管的入
侵偵測器所提報的偵測報告。  

(5) 管理偵測報告：提供偵測報告的管理功能，
並提供介面，以設定其管理參數。  

(6) 顯示偵測報告：提供介面，危害程度適度分
為數個等級並以提示方式來即時顯示所接收

的偵測報告。  
(7) 查詢與列印：提供介面，以方便查詢與列印
歷史資料。 

(8) 偵測策略編輯：提供介面，以編輯入侵偵測
器所需的新增或異動的偵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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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偵測策略範本：提供數種典型或常用的偵測
策略範本，使操作者可依實際需要選擇套

用，方便操作者編輯偵測策略。 
(10) 監控功能：可同時自動監控多部所管轄的入
侵偵測器的狀況，並可供即時查詢。  

(11) 網路安全聯防功能：監控伺服器運用所接收
的偵測報告進行有關事件的關聯，以偵測正

在發生的分散式網路攻擊。當監控伺服器發

現所監控的網路已遭受分散式網路攻擊時，

監控伺服器需下達適當的指令給所納管的入

侵偵測器，以遂行網路安全聯防，同時監控

伺服器也應即時顯示此事件。  
(12) 追蹤功能：可追蹤固定 IP所發動之攻擊電
腦。  

(13) 偵測未知入侵模式：運用目前最新技術發展
即時入侵偵測功能。  

4. 聯防系統環境之建立：在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
高速網路實驗室現有之網路安全防禦與攻擊技

術之基礎下，以模擬方式建構一個虛擬的網

路，並架設數個子單位網路（包含網路監控中

心），以作為聯防系統之測試點。  
5. 測試內容包含  

(1) 經由管理介面制訂網路安全聯合防護政策。  
(2) 經由各測試單位發動本計劃所規範之網路攻
擊(如DOS/DDOS等等)。  

(3) 各單位之入侵偵測器可偵測到所列舉之網路
攻擊。  

(4) 可啟動網路安全聯防系統，由各單位之網路
安全系統共同阻絕網路攻擊。  

(5) DOS/DDOS攻擊包括常見的Ping Flood、UDP 
Flood、Smurf Attack、TCP SYN Flood、Red 
Code等。  

(6) 異常狀況線上警示功能。 
 
4. 總結  

根據 IEEE Computer Society裡專門從事網路安
全方面研究的常設性機構 DISCEX (DARPA 
Information Survivability Conference and Exposition)
的研究報告顯示，網路安全防護的目的在於： 

(1)根據實際網路範疇(Boundaries)追蹤入侵者。  
(2)防止 (Preventing)或緩和 (Mitigating)入侵所造
成的傷害。 

(3)鞏固(Consolidating)系統防護能力並回報入侵
活動。  

(4)在大範圍的內部網路環境下協調入侵時的應
有回應。  
目前，一般對於入侵的防護政策大致上被歸納

為以下幾個方式： 
(1)對於非法入侵者不予回應。  
(2)即時回報因應措施給發現者。  
(3)追蹤攻擊來源。  
(4)提高稽核權限。  
(5)阻隔攻擊者(包括區域性主機及其活動 )。  

目前，本系統已經完成了(1)建立攻擊模式知識
庫和攻擊模擬之建置、(2)設計及評估網路安全聯防
系統之模式、(3)網路安全聯防系統之相關通訊協定
以及(4)政策性網路安全聯防管理系統之建構。下階
段將進行網路安全器、網路安全政策伺服器、網路

安全政策制訂介面以及網路攻擊統計報表系統的

設計與串連，並進行最後的系統整合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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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子郵件是目前人們所普遍使用的溝通工具之

一，然而出現在我們的信箱中的垃圾信與病毒信件

也越來越多。由於手動刪除垃圾信與病毒信需要耗

費大量的時間和精神，因此尋求一能自動過濾信件

的有效方法已經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有別傳

統以關鍵字比對或是文件分類技術的過濾方式，本

論文提出三種以檢查信件格式來過濾垃圾信與病

毒信的方法，分別是偽造來源端信件過濾器，偽造

寄件人地址信件過濾器以及偽造執行檔附件型態

信件過濾器。這三種過濾器目前已經實作並運用在

由本實驗室所發展的 Open WebMail 軟體中，成

效證明相當良好。可以過濾掉 90% 以上的垃圾信

及病毒信。 

關鍵詞: mail filter, spam, virus, mail, webmail 

 

Abstract 
Email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communication 

tools between people today.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ore and more unsolicited mails in our mailbox. 

Manually removing these unsolicited mails would be 

a waste of time and effort, so finding an effective way 

that can do mail filtering automatical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three 

types of mail filters which try to filter mails by 

checking its format, a different way than the 

traditional keyword matching or text categorization. 

They are faked-SMTP filter, faked-sender filter and 

faked-EXE-content-type filter. These three filters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Open WebMail 

software developed by our Laboratory. They are 

proved to work quite well and can filter unsolicited 

mails with accuracy up to 90%. 

keyword: mail filter, spam, virus, mail, webmail 

 

1. 簡介 
電子郵件可說是網際網路上使用者最多的一種服

務，由於其方便、廉價、不受時空限制的特性，使

得它成為現代人重要的溝通媒介之一，每個人所收

到的電子郵件數目也可以說是與日俱增。然而隨著

信件的增多，其中的垃圾信與病毒信也逐漸變多，

造成使用上的困擾。一般使用者都是透過像是 

Outlook 之類的程式將信件從郵件伺服器收到自

己的電腦上再讀取。而這些垃圾信和病毒信要浪費

網路的頻寬來下載, 佔據郵件伺服器與使用者電

腦的硬碟空間, 最後使用者還得花費精神將其刪

除。更糟的是如果一不小心, 使用者誤開了含有病

毒的信件，更會使得電腦效率降低，並且成為電腦

病毒的傳染媒介，發送病毒信給其他人，互相傳染

的結果，甚至可以癱瘓整個網路。因此如何有效地

過濾垃圾信和病毒信，業已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課

題。 

 

現在一些大家常用的郵件程式如 Outlook，都有內

建以關鍵字為規則的郵件過濾機制。使用者只要針

對如發信地址、收信地址、信件標題、信件內文等

事先設定相關的關鍵字，當郵件程式在處理新郵件

時，便會根據這些規則，將信件過濾到特殊的信件

匣或甚至是直接刪除。這樣的方式雖然簡單，容易

理解，但是卻不見得能有效地過濾垃圾信與病毒

信。早期的垃圾信或病毒信，比較會含有一些固定

的特徵，例如是來自特定的網路廣告公司的廣告

信，或是含有某一病毒檔案附件的病毒郵件，所以

使用者可以容易地訂出郵件規則將其過濾。但是現

今的垃圾信與病毒信為了避免被過濾，都會盡量地

避免帶有特徵，比如說改以隨機的方式產生標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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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信地址，讓使用者即使根據某封信件訂出過濾規

則，下次收信的時候一樣無法將信件過濾掉。由此

我們可以知道光是簡單的郵件規則並不能有效的

防止垃圾信與病毒信。 

 

目前已經有許多相關的研究與做法在嘗試過濾垃

圾信的問題，比如一些研究[1,2,3,4]嘗試將原本用

在文件分類 (Text Categorization)的演算法，運用到

對垃圾信的判別上， 另外有透過集中式的網路資

料庫[5,9]，收集會發送垃圾信的站台黑名單(black 

list)，然後讓各郵件主機可以根據這些黑名單

[6,7,8]，拒絕收受來自有不良記錄的站台的信件。

還有透過所謂的 TMDA (Tagged Message Deliver 

Agent)[6] 來過濾垃圾信，每當郵件程式收到一封

信件時，會先比對發信人是否存在於一份事先定義

的許可名單(white list)，如果沒有的話。系統會自

動送一封確認信給原發信人; 當確認成功後，再詢

問使用者是否將這位發信人收到許可名單; 如果

是的話，才將此信件收入並在以後直接收入來自此

一發信人的信件。至於病毒信，目前主要還是藉由

防毒軟體來幫忙過濾，而防毒軟體透過定期網路更

新的方式更新其資料庫病毒碼，來維持其對最新病

毒的判斷能力。 

 

前述的幾項方法，除了站台黑名單外，主要都是根

據信件本身的內容，如發信人地址、標題、信件內

文等，作為分析比較的對象。然而發送垃圾信的人

或是病毒信的設計者，都可能為了避開過濾程式而

用隨機方式產生這些欄位的值，因此我們認為可以

從另一個方向來思考垃圾信與病毒信的過濾問

題。由於目前各 ISP 或學校都開始注意並追究發

送垃圾信的使用者，所以垃圾信的發送者都想盡辦

法隱藏自己的發信來源，在這樣的前提下，使得這

些垃圾信在信件格式上容易有著與一般信件不同

的特徵。在病毒信方面，由於使用者警覺性的提

高，目前信件中疑似病毒的附件，使用者並不會主

動去開啟，因此新一代的郵件病毒都已經設計成信

件中的附件在不經使用者點選的情形下，能被自動

地載入，這樣的行為，也讓病毒信件在格式上有著

與一般信件不同的地方。因此在本論文中提出的方

法，主要是根據信件的格式而非內容進行信件的過

濾。我們所提出的信件過濾機制共分成三種，分別

是偽造來源端信件過濾器，偽造發信人地址信件過

濾器，偽造執行檔附件型態信件過濾器。這些過濾

器都已經實作並運用在由本實驗室發展的 Open 

WebMail 網路郵局程式[10] 中，目前被國內外眾

多的 ISP、學校、機關所採用，安裝站台數目在數

百以上，業已證明其成效良好。 

 

在接下來的段落中，我們將在第二節介紹目前相關

的研究與作法，在第三節中介紹我們的三種信件過

濾器，在第四節中說明一些測試的結果，並在第五

節中作一結論。 

 

2. 相關研究與討論 
在本節中，我們將介紹目前一些信件過濾的研究與

相關作法，並就其優缺點進行討論。 

 

2.1 將文件分類技術運用在垃圾信判斷 
這類的方法[1,2,3,4]，不是單純地依據某些關鍵字

的有無來判定一封信件是否屬於垃圾信。基本上這

種文件分類的方式，必須先以人工的方式篩選出一

個屬於某個分類的文件的集合，以這邊的例子來

說，就是先用手動方式選出一堆垃圾信當成樣本空

間，接下來經由特定的演算法，將每封信件轉換成

一個向量，信件中的單字便代表這個向量的各個組

成元素，每個組成元素的值依據這個單字在這封信

件與整個樣本空間出現的頻率來決定，最後算出一

個符合此樣本空間特性的向量的標準值。當有一新

的信件要被分類時，運用同樣的方式算出這份信件

的向量，接著比較其與標準值的距離是否在某個範

圍內，是的話這個郵件便算是垃圾信。這樣的分類

方式，要比單純的郵件規則來的聰明，不過仍然有

一些不足的地方。首先的問題是它的判斷能力受限

於當初樣本空間的選擇，樣本空間選得不好，判斷

便可能不準，在垃圾信內容多變的現在，要選出合

適的樣本空間並不容易。另外是多國語言的問題，

由於電子郵件無遠弗屆的特性，垃圾信的來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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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得為同一個語言的國家，適用於單一語言的分類

演算法與樣本，不見得能用在多國語言上。最後是

多媒體信件的問題，由於網路頻寬的增加與電腦速

度的提昇，越來越多的電子郵件以圖片、聲音甚至

是影片作為信件內容。對於這類的信件，原本的文

件分類方式就無法適用了。 

 

2.2 透過集中式的網路資料庫蒐集轉送垃圾
信站台黑名單 
由於一開始 INTERNET 的環境較為單純，當初郵

件傳送協定 SMTP (RFC821: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11] 的設計，是允許一台郵件主機替任何

其他機器轉送信件，並不需要有帳號與密碼的查

核，這個當初出於友善的設計，造成今日垃圾信發

送者大量地透過別人的主機傳送垃圾信。這種無條

件幫其它機器轉送信件的郵件主機，我們稱為 

open relay。目前有許多的方法可以避免自己管理

的郵件主機成為 open relay，但是仍有一些系統管

理者，並未處理這個問題，結果這些主機就成為垃

圾信發送的來源。 

 

為了記錄哪些站台屬於 Open Relay，有些站台(如 

http://www.mail-abuse.org、 http://spamcop.net 等 ) 

會維護一些所謂的黑名單 (RSS[6], DUL[7], 

RBL[8]) 列表，而黑名單的來源則是由使用者舉

報。由於現有的一些服務如 mail 或 DNS 等的程

式，均可支援在執行時期透過查詢這些黑名單來決

定要不要對某部機器提供服務。因此一旦機器被列

在黑名單上頭，在送信給其他郵件主機時便會被拒

絕。這樣的運作雖然可行，但問題在於還是有很多

郵件主機沒有被列在黑名單裡頭，所以垃圾信的發

送者只要找到有哪些是未列管的機器，依然可發送

垃圾信。 

 

2.3 以TMDA (Tagged Message Deliver Agent) 
阻擋垃圾信 
TMDA[9] 與前述作法不同的地方在於它認為 

spammer 擋不勝擋，與其利用黑名單 (black list) 

過濾不要的信件，不如反過來維護一組許可名單 

(white list) 要來得簡單。每當郵件程式收到一封信

件時，會先比對發信人是否存在於一份事先定義的

許可名單(white list); 如果沒有的話，系統會自動

寄送一封確認信給原發信人，當確認成功時，再詢

問使用者是否將這位發信人收到許可名單; 如果

是的話，才將此信件收入並在以後直接收入來自此

一發信人的信件。為了方便，TMDA 也可設定成

自動地將有回覆確認信的發信人直接放入許可名

單。透過這樣的管制，的確可以有效地過濾掉垃圾

信。不過這個方法並不適用於病毒信的過濾，時下

的電子郵件病毒，通常由中毒的電腦上的通訊錄尋

找傳染的對象，因此中毒者與病毒信件寄送的對象

可能原本就有信件往來，也就是寄病毒信件給你的

人，極可能原本就被列在許可名單之中。 

 

2.4 防毒軟體 
現在的電子郵件病毒常常會根據通訊錄寄送大量

的有毒信件給中毒者的親朋好友，以致於我們每天

在信箱中也可看到為數不少的病毒信。前述幾種方

式主要是針對過濾垃圾信，而非處理病毒信。目前

病毒信件的防堵，主要還是靠防毒軟體。防毒軟體

主要是透過病毒碼的方式辨認病毒，雖說大部分防

毒軟體都支援透過網路來更新其病毒碼資料庫，但

是病毒碼比對只能對付已知的病毒，對於未知的病

毒並沒有辦法防止。況且某些病毒一旦入侵成功，

立刻會動手破壞電腦中的防毒軟體的功能，讓使用

者此後沒有辦法透過更新病毒碼發現自己的電腦

已經中毒了。 

 

3. Open WebMail 中的信件過濾機制 
Open WebMail 是由本實驗室所開發維護的一個 

GPL 專案計劃，目標是提供一功能與 Microsoft 

Outlook 相近，而且完全網頁化的客戶端電子郵件

程式。在這套軟體中，我們實作了三種郵件過濾

器，分別敘述如下: 

 

3.1 偽造來源端信件 過濾器 
所謂偽造來源端信件是指一封信件是由一部會謊

報自己主機名稱的郵件伺服器所發出。像這種想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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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自己身份的主機所送出的信件，通常是有問題

的，因此首先我們要知道一封信件是由哪一部機器

所發出的。 

 

以一封信件由 A 發出，最後送到 B 為例，一共

可分成以下兩種情形. 

a. A  M1  M2  …  Mn  B 

由 發送主機 A 到目的地 B，中間經過一部以上

的郵件主機轉送，此時我們認定以M1 作為發信主

機，因為在大部分的狀況下，A 會是使用 Outlook 

等客戶端軟體的個人電腦。 

b.  A  B 

由發送主機 A 直接送達目的主機 B，此時我們認

定以 A 作為發信主機。 

 

根據 RFC822[12] 的規定，每個 SMTP 主機在收

到一封信件時，都要在信件表頭的開端加入一個 

Received Time Stamp，這個 Received Time Stamp 

除了記錄這台主機接收到這封信件的時間外，還會

有來信主機與這台主機的一些基本訊息，因此在信

件到達目的地時，無論中間經過多少主機，在信件

表頭中都會含有所有經過的主機的資訊與時間標

記。 

 

在決定發信主機後，接著便要判斷這部主機是否謊

報自己的主機名稱。 

每台主機在信件表頭中會以三種身分出現: 

 

byas – 指一部主機在接收外界的連線時，所送出的 

Hello 訊息中對自己的稱呼 

relay – 指一部主機在把信件交由其它主機轉送

時，向對方宣稱的名稱 

connectfrom – 指一部主機接受其它主機轉送信件

時，透過 DNS，由 IP 反查所得到的對方的主機

名稱。 

 

當我們分析表頭後發現一部郵件主機的這三種身

分完全不一致時，我們就認定這部主機謊稱自己的

名字。 

 

3.2 偽造發信人地址信件 過濾器 
電子郵件也和一般的信件一樣，在遞送的過程中，

有所謂的信封和信件內容兩個部分。RFC822 並沒

有規範信封的格式，但是有提到郵件軟體可以抓取

信件內容中的寄信人與收信人欄位來作為產生信

封的依據，因此一般信封與信件內的發信人地址兩

者是相同的。但是專門用來寄垃圾信的發信程式，

為了避免被郵件規則過濾，通常會讓發信者能任意

指定信件中的寄件人地址，造成信封地址與信件地

址不相同的情形，這個特徵剛好可以作為過濾此類

垃圾信的依據。除了垃圾信外，部分由病毒寄出的

信件也同樣會有這個特徵。因為當一個使用者中了

電子郵件病毒後，一些較新的病毒在透過中毒者帳

號送出病毒信件時，不一定會以中毒者本身的郵件

地址寄信給別人，此時也會發生這種信封與信件內

容發信人地址不一致的情形。 

 

3.3 偽造執行檔附件型態信件 過濾器 
目前有越來越多的病毒是屬於電子郵件病毒，收到

這類的信件，原本只有在使用者打開信件中屬於可

執行型態的附件時，才會感染病毒。但是新近出現

的一些電子郵件病毒卻能作到只要使用者開啟這

封郵件就會中毒，讓使用者聞毒色變。經過我們的

追蹤，我們發現了這些病毒如何利用系統的漏洞來

達到這個效果，進而我們利用這個特徵可以過濾掉

所有屬於這類型的病毒。 

 

這類病毒主要是利用了微軟作業系統與 IE 瀏覽

器對如何處理檔案採用不同作法所造成的。當一個

物件以內嵌方式出現在網頁中時，IE 會根據這個

物件的 CONTENT TYPE 來決定它是屬於哪一類

的檔案，應該如何處理。比如如果有一個檔案的 

CONTENT TYPE 是 audio/wav，即使這個檔案的

副檔名是 .exe，IE 還是會把它當成音樂檔下載回

來準備撥放，可是檔案在下載回來存到硬碟後，後

續的處理卻是由作業系統負責。作業系統在處理時

根據的是檔案的副檔名，因此在發現檔案是個執行

檔後，作業系統會直接執行它。因此這類 “開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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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 的病毒郵件，內文都是一個 Html 網頁，網

頁中便會內嵌一個如上述所說副檔名是執行檔，

CONTENT TYPE 卻是聲音的病毒程式。然後當使

用者在 Outlook 開啟這類的信件時，使用者的電

腦便會立刻中毒了。 

 

在了解原理後，我們根據上面的特徵，實作一個可

以過濾所有此類病毒的過濾器。在 Open WebMail 

的設計中，這類被判定為病毒的信件，會被移到垃

圾信匣裡頭。然而為了避免使用者仍然不小心地在

垃圾信匣中點選這類的信件，我們會在使用者透過

瀏覽器下載這類可能帶有病毒的執行檔時，將其副

檔名改成 .exe.file，以免檔案被執行。 

 

以上的三種郵件過濾器，都不需要針對信件的本文

內容進行分析，因此不會受限於使用語言的種類，

也不用擔心信件的內容因為是圖形或影像而無法

過濾。除了這三種過濾器外，我們在  Open 

WebMail 中也提供與 Outlook 相同的郵件規則過

濾方式，讓使用者能自行定義關鍵字針對寄件人、

收件人、標題、日期、信件、附件文字內容與附件

檔名等信件屬性進行過濾。 

 

4. 實驗結果 
為了反映真實的狀況，我們以筆者個人於 8/7 到 

8/10 這四天收到的共  124 封信件作為測試範

例，我們的過濾器一共找出其中 103 封為垃圾信

或病毒信， 14 封為正常信件以及 7 封垃圾信沒

有被辨識出來(置於新信匣中)。過濾的正確率為 

(103+14)/124=94.3%。 

 

下圖是由 OpenWebMail 取得的實際畫面 

 

 

我們可以發現全部一共  17.9MB 的信件中，有 

16.1MB 是屬於會被過濾掉的信件，只有 1.6MB 

是屬於正常要收的信件。由此可以得知這些垃圾信

與病毒信所佔頻寬其實很大。考慮一般使用者都是

使用 Outlook 將信件由郵件伺服器下載到自己的

電腦上閱讀，以上面的例子來說，使用者所下載的

資料會有 16.1/17.9=89.9% 是無用的。即使使用者

在個人電腦上有裝信件過濾或是防毒軟體，也是要

等到信件收回來後才能加以處理。相反地，我們將

信件過濾器與 WebMail 系統結合，信件在伺服器

端就處理掉，不會發生這種浪費時間下載無用的情

形。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 103 封被過濾的信件分別是由

哪個過濾器所過濾出來的，如下圖所示: 

 
 

最後我們列出這些過濾器在長期使用下的結果， 

這三個過濾器被實作並開始用在 Open WebMail

的時間分別是: 

偽造來源端信件過濾器 : 2001/5/1 

偽造寄件人地址過濾器 : 2002/4/9 

偽造 EXE 附件型態過濾器 : 2001/11/13 

到 2002/08/10 為止，幫筆者過濾的信件數目如下

圖所示: 

 
 

5. 結論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提出三個與現有方法不同的信

件過濾器，這些過濾器並不是透過比對內容關鍵字

的方式運作，而是針對信件格式作分析，是故具有

如下幾點的好處: 

1. 能同時處理垃圾信與病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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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受語言種類的限制。 

3. 能過濾純粹是聲音，影像或是影片類的多

媒體信件。 

4. 針對病毒的動作原理來防堵病毒信件，可

以適用於未來的病毒。 

5. 內建於 WebMail 軟體中，直接在伺服器

上進行過濾，不會造成浪費頻寬下載大量

無用資料的情形。 

 

本文中所提出的信件過濾機制，目前已經實作並運

用在由本實驗室所發展的 Open WebMail 這套軟

體中。Open WebMail 目前已經被大量地安裝在 

TANET 的各級學校中，如果讀者想試用的話，歡

迎到  http://dslab.ee.ncku.edu.tw/openwebmail 下

載。 

 

註: Open WebMail 是由國立成功大學電研所分散

式系統實驗室所發展的一套 WebMail，具有友善

的使用介面以及與 Outllook 接近的多媒體信件顯

示能力，支援 多國語言、多組圖示、多組佈景、

自訂背景、多信件匣、透過外部主機寄信、虛擬主

機、使用者別名、單一使用者權限設訂、多種認證

模組 (unix, pop3, mysql, postgres, ldap) 與 PAM 

外掛認證支援、草稿暫存、信件搬移/複製/下載、

信件匣管理、發信地址簿、通訊錄、行事曆、事件

提醒、POP3外部郵件、郵件規則、垃圾信過濾功

能、全文檢索、拼字檢查、信件重組、讀信回條、

自動回覆、簡繁互換、線上更改密碼、使用者歷史

記錄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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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the largest worldwide 
source of information, containing information on 
virtually everything and anything imaginable. Yet 
having such a volume of information available with 
such ease of access raises the problem of suitability. 
No one will ban his or her children or students from 
accessing information via the Internet. Neither will 
they wish a 10-year-old child to access pornography 
or violent imagery.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many-folded. First, we do the survey of current 
state-of-the-art wide area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The Web HTTP request will be the filtering target 
since the web traffic dominates the Internet traffic. It 
is estimated that about 60 to 75 percent of traffic is 
web access. We propose the criteria for the 
administrator who plans to do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wide content filtering system. We also find 
th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available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such as the network point where to 
deploy the facility and the overhead from the query 
of block list database. We propose the 
recommendation of Bloom Filters as the filtering 
mechanism. It is a constant time needed no matter 
how the database size is. That also solves the problem 
of scalability of block-list database 

Keywords: 

Information Filtering, Bloom Filter, Blocking 

1. Introduction 
1.1 Information Filtering 
The Internet is an extraordinary reference tool that 
can help children excel in learning. However, 
valuable as it is, the World Wide Web is dangerous in 
some way. Besides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the World Wide Web can be a source of pornography 
plus other material that contradicts your personal 
family values. This unsuitable information includes 
racism, sexually explicit, drug/alcohol, gambling, 
violence and hate speech. Which we take the 
followings for example. The researcher confronts 

with a challenge to block or filter the bad 
information. 

 Sexually-oriented or erotic full or partial 
nudity 

 Adult products including sex toys, 
CD-ROMs, and video 

 Recipes or instructions for 
manufacturing or growing illicit 
substances, including alcohol, for 
purpose other than industrial usage 

 Online gambling or lottery web sites that 
invite the use of real money 

 Sites that make available guns, artillery, 
other weapons, or Poisson substances 

From the Information filtering research and paper 
[1, 2], we can classify the filter blocking technologies 
into three categories. 

1. Keyword blocking: blocking word 
patterns (breast, butt, death ... etc.) 

2. Site blocking: blocking 
pre-identified URLs 

3. Web Rating System: with rating 
information embedded in each web 
page 

Keyword blocking uses software to identify sites. 
It is cheap but inaccurate. Site blocking uses humans 
to select and categorize URLs, which is cost more but 
is less inaccurate. Both keyword and site blocking 
preventing site from the transmission of entire files or 
directories what's being blocked. It is the typical 
function of most filter software. Site lists also prevent 
local control. There are more other methods for 
filtering such as blocking by category, user or 
workstation ID, time of day, or protocol. From the 
viewpoint of operation, filtering software could be 
categorized as client or server site. 

 Client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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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r-Based Software--usually a 
proxy-server  

Cyber Patrol, Websense, Smart Filter, I-Gear, 
X-Stop 

The web rating system will be described in 
section 2.3. With the circumstances of web 
prevalence, there are many server-based filtering 
system work with proxy servers. Proxy servers 
redirect Internet queries from your browser through 
the proxy server. We will focus on this type of 
server-based software system in this paper. 

1.2 The Problems and Objectives 
As it was mentioned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project at Yale Law School that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Internet during the 1990's has led inevitably to 
repeated called for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 content. 
The most widespread for regulation has been that the 
Internet contains material that is harmful to children 
because of its bad language, sexual explicitness or 
violent content.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like filters 
allow concerned parents and other Internet user to 
avoid harmful or objectionable material without 
violating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of Internet 
publishers. Many nations responded to fears about the 
Internet with legislation that tried to punish those 
who provided disfavored content. American's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CDA) is perhaps the 
most well known example among many others. The 
U.S Supreme Court struck down the CDA as 
unconstitutional under the freedom of speech 
guarantees of the First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but Congress (and many states) 
promptly passed new legislation. 

The legislation issue and related content is 
beyond this paper.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many-folded. First, make the survey of current 
state-of-the-art wide area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The Web HTTP request will be the filtering target 
since the web traffic dominates the Internet traffic. It 
is estimated that about 60 to 75 percent of traffic is 
web access. We propose the criteria for the 
administrator who plans to do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wide content filtering system. We also find 
th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available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such as the network point where to 
deploy the facility and the overhead from the query 
of block list database. We proposed the 
recommendation of Bloom Filters as the filtering 
mechanism. It is a constant time needed no matter 
how the database size is. That also solves the problem 
of scalability of block-list database 

2. Survey of the WAN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2.1 Web Infrastructure for Information 

Filtering 

A new series of methods has emerged based on 
the Platform for Internet Content Selection (PICS) 
infrastructure since 1995. PICS has been formulated 
by the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 and 
allow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URLs through the use 
of associated PICS labels. Each label associated with 
a URL classifies that URL according to the ratings 
specified in the label format or ratings system. [5] 

It is a new method for large-scale content 
selection using a PICS-aware proxy system. Internet 
requests can be redirected through a proxy. For each 
request, the proxy can fetch a corresponding PICS 
label and compare its ratings against the 
corresponding restriction criteria specified for the 
person making the request. If, upon comparison, any 
of the ratings contained within the label are not 
suitable, access to the URL in question can be denied. 
It is a thoroughly methodology change to the data 
mining field on the Internet. But it needs time to be 
waiting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Internet people to 
apply this specification. 

2.2 Proxy Server Based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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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architecture of proxy server 
based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The general mechanisms for large-scale content 
control are the application of access control rules on 
proxy-routed requests and packet filtering of 
restricted IP addresses on routers and client PCs. 
These methods have been adopted as national-level 
controls by countries such as Singapore [6], China, 
and others with nationally controlled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SPs). Both methods are similar in that 
they manually keep track of a list of questionable 
URLs and act upon the existence of a user-requested 
URL within this list.  

Users are only granted Internet access via this 
proxy server, ensuring that all relevant Internet 



 

3 

 

requests are subject to the chosen content selection 
rules. Each requested URL were redirected to proxy 
server to be checked against the corresponding list of 
questionable URLs. If the requested URL is not 
present within the list, the request is allowed to 
continue uninterrupted. However, if it is present in 
the list, it is subjected to the access-control rules 
associated with it.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proxy server based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could 
be found in [3, 4]. 

The architecture of proxy server based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is depicted in Figure 1. 
From the point of user view, there are two 
alternatives to set up the client environment: the 
configured proxy server approach and the transparent 
mode of the proxy server. It different in that the 
transparent mode need more overhead for the 
redirection of the HTTP connection. It supports the 
transparency of user intervention. The additional time 
of TR is needed to do the redirection work. On the 
right-bottomed site is the block list databas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ystem to provide a mechanism to 
keep the consistency of the database. The boundary 
router of the WAN is commonly chosen as the 
location to deploy since it is the aggregate point of all 
incoming and outgoing traffic. 

The problem of proxy server based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are list below: 

 The primary work of proxy server 
system is used to do the caching and 
proxy work to alleviate network traffic 
and to save network bandwidth. It 
heavily impact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xy server system. 

 The information filtering work imposes 
more overheads upon the proxy server 
system. It increased the user perceived 
latency time to retrieve the web object.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filtering 
mechanism and the block database is not 
seamlessly. It yields to the creation of 
additional point of failure. 

 With the emerging expansion of 
network bandwidth, it is not possible to 
do the expansion of the capacity of 
proxy server system for cost effective 
and the scalability issue of proxy server. 

 There are no system fault through and 
overload bypass mechanism in the 
system. It could heavily impact the 
operating network. 

2.3 LAN Based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The architecture of LAN based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is depicted in Figure 2. The Internet 
traffic is redirected to the system. Then, the network 
flow is parsed for restricted policy based on the 
system. It different from the proxy server based 
system, which dedicated on Web HTTP session only. 
The flexibility of the system is better than proxy 
server base system in this matter. The redirection 
time of TR is also needed in this system. On the 
right-bottomed site is the block list database. Being 
the same as the proxy server based system,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ystem to provide a mechanism to 
keep the consistency of the database. The boundary 
router of the WAN is commonly chosen as the 
location to deploy since it is the aggregate point of all 
incoming and outgoing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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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architecture of dedicated LAN 
based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The problem of LAN based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is list below: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filtering 
mechanism and the block database is not 
seamlessly. It yields to the creation of 
additional point of failure. 

 With the emerging expansion of 
network bandwidth, the scalability issue 
must be solved in dedicated filtering 
facility. 

 Their are no system fault through and 
overload bypass mechanism in the 
system. It could heavily impact the 
operating network. 

3. Criteria for WAN Based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In pratical deployment, we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 criteria into consideration. These include 
functionality, scalability, reliability and load 
balancing factor of the system. 

3.1 Robustness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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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iability 

If the system robust enough to support the 
service of filtering work without the problem 
of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That means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must take the 
problem of system failure or system recovery 
into consideration. 

 Scalability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system 
capacity to meet the increasing network 
bandwidth. If the applied technique of the 
system is adaptable to handle the scalable 
need of capacity without loss of service 
efficiency and become a bottleneck of system. 
It is also the problem of flexibility to the 
expansion of system capacity to afford more 
processing capacity. That is whether to scale 
up well to meet the increasing network 
bandwidth. 

 Load Balancing Capability 

It is the problem of coordination among 
many stand-alone filtering systems to sharing 
the load of requests from client without the 
case of some servers are overloaded and the 
others are under loaded. The overloaded 
server could be performance downgraded or 
even crash on account of heavy load.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der loaded ones might 
waste their capability. Consequently, the 
integrity of the cooperative system is 
important. 

3.2 Functionality 

This is to stress the functions support by the 
filtering system. If it is equipped with user 
transparent mode to apply the facility. The client side 
needs not to do other work while system updated. 
That means the system modification is transparent to 
the user. The overhead or additional system element 
needs to be set up in the system, such as network 
device or RAM of the system. To the maintainer of 
the system, is it complicated or laborious to do the 
maintenance work. 

 Dedicated device will be preferred with 
compare to the utilization of the proxy server 
system. 

 Limited overhead should the system imposed 
upon. 

 The system failure or crash should not impact 
the operating network. That is also the 
capability of system fail over or the function 
of overloaded bypass. 

 The query time of block URL database 

should be limited in definite specified time. 

 The update and consistency of database 
maintenance should be efficient and up to 
d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lock URL database 
should also be specified. 

4. Design of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in WAN 

4.1 Proposed System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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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proposed architecture of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The proposed system architecture is depicted in 
Figure 3. For the performance concerned, the 
integrated system should connect to the boundary 
router in WAN by using traffic splitter or through 
router attached port. A load sharing mechanism to 
provide the load sharing function among the 
stand-alone filtering systems. An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mechanism to provide the function of block 
URL database is also needed. This will be described 
in the next subsection. 

4.2 Filtering Mechanism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system functions 
mentioned in previous subsection, a mechanism is 
needed. We proposed the Bloom Filter [7, 8] as the 
mechanism of the block URL database. A Bloom 
Filter is an array of bits, some of which are on and 
some of which are off. The process to determine 
which bit is on or off is depend on a specific number 
of hashing function while adding a key to the Bloom 
Filter. To check whether a specific entry is in the 
filter, we just calculate the same hashing function 
values for its key and examine the corresponding bits. 
If one or more of the bits is off, then the key is not in 
the filter. If all bits are on, there is some probability 
that the entry is in the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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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filtering mechanism. 

The size of a Bloom Filter determines the 
probability an "all-bits-on" lookup is correct. A 
smaller filter size will result in more errors than a 
larger one for the same data. The terms hit and miss 
is used to indicate whether or not the bits of the 
Bloom Filter predict that a given key is in the filter. 
Furthermore, the terms true and false describ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prediction. 

True hit:  The filter correctly predicts the object 
is in the cache. 

False hit:  The filter incorrectly predicts the object 
is in the cache. 

True miss:  The filter correctly predicts the object 
is not in the cache. 

False miss:  The filter incorrectly predicts the object 
is not in the cache. 

By its very nature, a Bloom Filter will always 
have a non-zero number of false hits. This is the price 
paid for its compact representation. When the Bloom 
Filter is perfectly synchronized with its source, there 
will be zero false misses. The advantages of using 
Bloom Filter as a filtering mechanism is in the 
following. 

 The query time of the block URL database is 
a constant independent of numbers of URLs 
in the database. 

 It is an efficient way to maintain the block 
URL database since the size of the database is 
smaller than the text format of URL or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hould be record in a 
database approach. 

 The format of URL database is just the bit 
stream, which provides the information 
hiding of the URL. 

5. Conclusions and Future Works 

In this paper, we do the survey work of current 
state-of-the-art wide area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The Web HTTP request will be the filtering target 
since the web traffic dominates the Internet traffic. 
We propose the criteria for the administrator who 
plans to do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wide content 
filtering system. We also find th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available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such as 
the network point where to deploy the facility and the 
overhead from the query of block list database. We 
proposed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solving the issue 
we found.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in 
the following: 

 The survey of current state-of-the-art wide 
area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to provide 
the administrator with reference. 

 Provided with criteria needed in planning the 
network-wide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The design prototype system to get rid of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state-of-the-system in 
network environment. 

 Proposing of Bloom Filter as a filtering 
mechanism which an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wa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lock URL 
database. 

Although the network wide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can be applied to do the information filtering 
work, it is not enough to get rid of all the bad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It inevitable increases 
more overheads to the user. Effort should be paid to 
the research field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wide 
filtering mechanism, which is mo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education and 
discipline of the decent usage of Internet is also an 
important issue. The moral issue of content provider 
should also be adapted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under aged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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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隨著 WWW 的普及，資訊的散佈非常迅

速，對知識的累積有很正面的幫助，然而 Web
上的各種資訊也衍生出負面的問題，就是越來越

多不當資訊充斥其間，例如色情圖片與粗暴文

字。本論文主要分析如何對以網站阻擋為主的不

當資訊防治，同時根據 TANet 現狀，提出多種
以網路代理伺服器利用網域名稱系統進行色情

資訊過濾的策略。這些方式對於代理伺服器不會

造成額外負擔，而佈置成本與效率上只需要一台

專用的網域名稱伺服器，有集中管理、維護容

易、使用單位容易加入之優點。為驗證策略的可

行性我們實作系統雛型，並安裝於桃園區域網路

中心，實驗結果顯示本系統可有效阻斷色情網站

的存取；同時由於效果顯著方式簡單，已有其他

地區學校加入並希望能引進利用。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不當資訊攔阻，網域名稱伺服器，網路

代理伺服器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WWW, fast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greatly speed up the
aggregation of knowledge. However,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on Web pages produces an unexpected
problem-abusing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such as
adult and violence. The article addresses how to
find out adult contents on Internet and to avoid
accessing them by a scalable simple approach.
Considering the operation of TANet, we propose
proxy-based approaches to filter abusing
information. The approaches utilize existing
domain name software as a special server. The cost
is only a private domain name server and no extra
load on the filtering system. Finally, we
implemented a prototype to demonstrate our
approaches. The system was installed a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in Taoyuan to test its effect.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our system effectively
blocks the retrieval to abusing information.
Because of the great effect, many other institutions
joint to our system and inform us to adopt the
system.

Keywords: Abusing information filtering, domain
name system, proxy server

1111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其已成為現今很 重

要的傳播媒介之一，使用者可輕易從網站得到各

種資訊。由於架設網站(WWW server)的技術相
當簡單，稍具電腦知識的人均可建構自己的專屬

網站，再加上許多入口網站提供免費或非常便宜

的磁碟空間供使用者放置個人網頁，因此網際網

路充滿各種資訊。 

WWW 使得資訊的散佈非常迅速，對知識
的累積有很正面的幫助，然而 Web 上的各種資
訊也衍生出一些負面的問題，例如有人利用網頁

教導如何自殺或製造爆裂物用於恐怖活動，同時

也有團體利用網路宣傳種族歧視或法西斯主

義，而報上也常刊登利用網路販賣管制藥品的新

聞，這些資訊的散佈很明顯的造成一些社會問

題。然而對 TANet 而言最需要立刻管制的不當
資訊是色情，色情資訊和上述提及的不當資訊相

比，色情資訊多半以圖片或影片形式存在，色情

小說的用字也簡單露骨，直接刺激感觀，挑動人

性原始的慾望；相對於其他不當資訊，其圖片文

字大都沒有這樣的效果。由於 TANet 上的使用
者除了成年的研究生及大專學生外，還包括未成

年的高中、國中及小學生，其判斷力尚未成熟，

容易對所接觸的色情資訊加以模仿，造成嚴重的

社會問題。 

圖圖圖圖 1 1 1 1 客戶端使用代理伺服器存取網頁客戶端使用代理伺服器存取網頁客戶端使用代理伺服器存取網頁客戶端使用代理伺服器存取網頁    

本論文目的在於分析如何對以色情為主的



不當資訊進行攔截。圖 1 是網頁存取的過程，可

用來說明可能的網頁檢查策略。當使用者利用瀏

覽器觀看網頁時必須輸入網站名稱，可能是 IP，
但大多使用網域名稱(domain name)。若使用者
有設定網路代理伺服器(proxy server)，則瀏覽器
將網址送給代理伺服器，由其將網址送給網域名

稱伺服器(domain name server)，解析成 IP；若
使用者不使用代理伺服器，則瀏覽器會將網址送

給網域名稱伺服器以解析出對應 IP。接著根據
IP，瀏覽器或代理伺服器便連接對應的網站，以
HTTP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下載網頁。
由以上網頁存取的過程，可能的網頁攔阻地點為

使用者端電腦或瀏覽器、網路代理伺服器、網域

名稱伺服器或網站。而過濾 Web資訊的策略，大

致上可分為 URL-based與 Content-based兩種，
URL-based 主要讓使用者不能存取受限制的
URL，而 Content-based 主要過濾網頁內容，如
文字或圖片。 

本論文主要貢獻在於提出一個可擴充大小

(scalable)的網頁過濾架構與分流管制機制，適
用於 TANet 環境－以網路代理伺服器瀏覽網
頁，當代理伺服器向網域名稱伺服器查詢網域名

稱時，若網域名稱伺服器發現其為色情網站時，

會傳回一特定網域名稱，將使用者導向警告或分

流網站，阻止或以密碼機制計次限制其瀏覽。此

架構具有以下優點：管理集中，維護容易；不需

於瀏覽器、代理伺服器或路由器費時費力過濾網

頁；低建置成本；可輕易擴充，提供攔截站專業

進行網頁分級，而非完全攔阻。目前本架構已完

成雛型，並順利運作於桃園區網的全部網路代理

伺服器。 

本論文其餘內容如下，第二節介紹現有過濾

產品的作法及相關論文研究；第三節說明系統的

架構與設計；第四節為實作與測試，展示本系統

在中央大學桃園區網中心代理伺服器上實作的

成果；最後是結論及未來展望。 

2 2 2 2 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    

應用於色情網頁阻擋的的技術可分為不當

網站阻擋(Bad site blocking)及網頁內容過濾
(Content filtering)。 

2.1 2.1 2.1 2.1 不當網站阻擋不當網站阻擋不當網站阻擋不當網站阻擋    

利用此技術來防制不當資訊是最簡單也是

最直接的方法。目前有許多軟體[4][5]即是使用

此類方式以防止不想被使用者接觸之資料。以色

情的資訊來說，此方法即是運用長期收集色情網

站位址作為防治基礎，對使用者的網路服務應求

進行位址比對，若是不當資訊網站位址，則會阻

擋連線。 

不當網址黑名單可由下列方式可產生： 

人工瀏覽網站內容 
透過瀏覽網站內容，以判斷這個網站是否

含有有害內容；不過由於網站增加的速度非常

快，要將所有網站都分類完成幾乎不可能。目前

有一些組織推動一些分級的標準，並請志工來幫

忙 分 類 ， 常 見 的 分 級 標 準 有 ： PICS 、
NetShepherd、RSACi、Safe Surf等；此方式是先
定義網路文件之檢索方式及文件標籤分級之語

法，進而在網頁上標上分級的標籤，使得網頁可

以透過此方式加以過濾、篩選，進而限制使用者

濫用有害資訊的傳佈。此外，過濾軟體都會提供

使用者申報不當網站的介面。 

利用程式分析內容 
首先透過類似搜尋引擎的 crawler 去蒐集

網站列表，然後程式分析每個網站的內容，分析

的方法有很多種，主要是利用文字或是圖片亦或

是影像的比對，來判斷是否含有有害的資訊。 

根據統計全世界色情網站總數約有二十三

萬個，網際網路中的色情網站每日以三百至五百

個以上的數量成長，因此使用黑名單的問題在

於： 

l 更新黑名單不容易 

l 無法即時分析與阻擋 

黑名單可以使用 hostname 或 URL 的形
式，也就是說阻擋某些不當資訊，可以阻擋整個

網站或者是網站裡的某幾個網頁；URL 的主要
好處攔阻問題網頁的精準度高，例如像

www.geocities.com裡面可能是某些免費網頁空
間含有色情內容，但是 URL的 filtering，要建的
列表會變得相當大，增加系統過濾時的負擔；而

利用 hostname 過濾最大的好處是系統負擔低，
但精準度就會下降。 

2.2 2.2 2.2 2.2 內容過濾內容過濾內容過濾內容過濾    

此方式主要是對網頁的內容進行過濾，以

達到防治有害資訊內容的效果。對於其他傳播方

式，如 email、newsgroups，此方法依然可以防
治。 

影像處理 

以偵測色情圖片為例，目前已有許多研究

[8][9]、技術[1]及產品[2][3][6]可以有效的過

濾出色情圖片，主要都是利用影像處理的技術，

例如：利用統計學上的影像分析原理，將影像與

資料庫做比對以偵測出皮膚，再根據皮膚的分部



區域及大小，或者是人體的特徵，來判別影像是

否為色情圖片。 

文字檢索 

文字檢索的方法不外乎固定網址與關鍵字

的搜尋，不過利用關鍵字的比對常容易出錯，例

如”his recipes for cooking a chicken breast”含有
『breast』字眼，但這句話卻只是要煮雞胸肉，
再平常也不過，所以可能需要一些語意的分析[7]

來解決問題。 

2.3 2.3 2.3 2.3 攔截點的配置攔截點的配置攔截點的配置攔截點的配置    
 不當網頁的攔截點可以在使用者端電腦或

瀏覽器、網路代理伺服器、網域名稱伺服器或網

站。若在使用者端電腦攔截，現有許多產品多是

以 browser plug-in的形式，主要是利用黑名單的
阻擋，並可利用網路更新黑名單；除此也可利用

content filter來實作。若在網路代理伺服器，則
可使用黑名單或內容過濾的方法，本方式可以自

行產生黑名單。同時網站端也可過濾色情資訊，

例如 kimo，可能的過濾方式有人工瀏覽或程式
分析。至於網域名稱的攔截配置，於第三節詳

述。 

3 3 3 3 系統架構與設計系統架構與設計系統架構與設計系統架構與設計    

本節提出兩種基於網域名稱伺服器及網路

代理伺服器的色情網頁攔阻策略，並且討論黑名

單的更新。 

3.1Host filtering by DNS & Authentication Gateway
我們首先介紹一個 Host Filtering架構如圖

2，假設有一張正確的色情網址列表，列表的內

容為色情網站的域名；將此列表建入private local
root DNS的 zone file中，每一筆色情網址是一個
A record 指到特定 Authentication Server的 IP。
先不考慮使用者會以 IP 來透過 proxy 存取網
頁，從過濾端來看，只要將 proxy的 DNS Server
設為 private local root DNS，接著當使用者存取
某網頁時，proxy會去指定的 DNS查詢此網頁主
機的 IP，如果此主機是受限制的網站且存在於
色情網址列表中，proxy 會查到 Authentication
Gateway 的 IP，並將網頁的 request 導向到此
Authentication Gateway，使用者必須經過一道認
證手續並且替換新的 Gateway 位置當 proxy
server，以改變使用的途徑，才可存取網站。 

由於假設多數的使用者是透過 proxy server 
連外，因此遇到特殊的網站被阻擋而轉向時

Gateway 的 web 網頁介面提供警示及身份辨
識，通過密碼之後，再將使用者的 proxy轉向到
Gateway，才能到真正的網站。 

Gateway 對外的介面是使用外部 ISP的 IP
位址，以確保來回封包的分流，並且將取得的資

訊暫存在Authentication Gateway中的 cache以供
再利用節省頻寬。 

更換 proxy server 之目的在於提供分流，
同時避免將封包資訊暫存於防治用 proxy server
的 cache當中。 

圖圖圖圖 2222. Host filtering by DNS



這樣的架構只需要增加一台擁有色情網站黑名

單的 DNS server，而不需要安裝任何的軟體在 proxy
上，系統不需要額外的資源來過濾色情網址，因為

proxy原本就需要將 domain name 反查成 IP；進而達
到防堵與效能兼具。主要優點： 

1. 管理集中，維護容易 

2. 系統消耗資源低，跟沒有使用 filtering軟體
前效率相同 

3. 建置成本低 

但本架構有一個主要的困難，如果使用者利用

IP而不是 hostname來瀏覽網站，就無法攔阻，首先
考慮使用者利用 IP存取網頁的機會，在不刻意逃避
防堵軟體的話，一般來說 web 使用者較不常利用 IP
來存取網站。我們提出兩種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1. 利用正常的 DNS 產生一個 IP對映表，如
果 request為 IP則查此表。 

2. 攔截 DN的 query封包導向至 private local
root DNS，讓使用者無法查到正確的 IP，
可利用 firewall、或 router，例圖 3。 

圖圖圖圖 3.3.3.3. DNS hijack

3.2 Two level hybrid filtering architecture
在 2.1 節曾經討論過色情網站增加的速度太

快，加上某些色情網站為了躲避 filter軟體，會不定
時的換 IP，或者 hostname；所以需要一個即時過濾
的機制，這是一般用黑名單阻擋的過濾軟體辦不到

的。此外，有些網站例如www.geocities.com，可能只
是某些網站內容有問題，所以還必須經過內容過濾

的步驟，對網頁內容做即時的阻擋。 

即時的分析需要透過 content-base 的過濾方
法，但最大的缺點就是增加過濾主機的 overhead，並
使得回應時間增加，針對這樣的問題，我們在這裡

提 出 一 個 兩 層 式 的 filtering 架 構 ， 結 合 了
content-based的過濾方法，但也兼顧到了效能上的問
題。 

如圖 4 所示，前端的 HTTP redirector 是利用
3.1 節所提到的架構，基本原理仍是將特定的

hostname，透過改變 DNS的回應，將使用者的 request
導向到特定的機器上，在這裡我們將後端作了一些

變化，首先是將 Authentication Server置放在一台具
content filtering功能的 server上，另外後端置放數台
的 proxy server，這些 proxy server 跟正常的 proxy
server 沒有什麼不同，工作就是將使用者的要求轉
送。當使用者瀏覽某網頁時，先將 http 的要求送給
了前端的 redirector，接著 redirector 去詢問 private
local root DNS此網頁的主機是否在黑名單中，如果
不在的話，這個要求就轉送給其他正常的 proxy去處
理，如果在黑名單中的話，則轉送到具有 content
filtering功能的 server上，進行網頁內容的過濾。 

這改善了只有單純 hostname filtering無法達到
的即時過濾功能，另外也解決了 content-based 軟體
所造成系統的 overhead，因為兩層式的架構分散了系
統的負擔，有問題的 URL才會經過 content filtering
的 server，這樣也大大減少了平均使用者回應時間。 

圖圖圖圖 4.4.4.4. Two level hybrid filtering architecture

3333.3 .3 .3 .3 色情網址黑名單之更新色情網址黑名單之更新色情網址黑名單之更新色情網址黑名單之更新    

Access log mining
如圖 4中，log analyzer是用來 offline分析正常

proxy中 user的 access log，根據一些 pattern判斷使
用者是否瀏覽不正當網站，並將此網站加入黑名

單。此外可以利用關連性的連接分析，我們可以分

析使用者存取的網站內容是否有與黑名單網址連

結。 

監聽封包 

由於 private local root DNS上之黑名單不可能
包含所有的域名，所以當一個查詢在本地端的 zone
file 無法找到結果時，private local root DNS便會將
該查詢轉向其上層的域名伺服器，如圖 5。此時，

private local root DNS所有對外的域名查詢即代表著
不在本地 zone File 內的域名，這些域名可能是正常
的域名( 非色情網站 )，也有可能是色情網站的域

名但是卻不在我們的黑名單中，經由監聽這些對外

查詢的流量，我們可以過濾出可疑的域名( 例如: 域



名中含有 xxx, sex, adult等 )，再對這些可疑域名做

進一步確認，如為色情網站，即將其寫入 private local
root DNS的黑名單中。 

圖圖圖圖 5.5.5.5.    監聽監聽監聽監聽 DNS封包，增加可疑域名於黑名單封包，增加可疑域名於黑名單封包，增加可疑域名於黑名單封包，增加可疑域名於黑名單    

    

4 4 4 4 系統實作與測試系統實作與測試系統實作與測試系統實作與測試    

目前我們已實作 3.1節中的雛型，並將之應用

於TANET桃園縣區域網路中心中央大學所管理的代
理 伺 服 器 (proxy.tyrc.edu.tw, proxy1.tyrc.edu.tw,

cache.tyrc.edu.tw)，每部伺服器平均每天接受五百萬

次存取以上。private local root DNS server，電腦配備
Pentium III 800、 512MB RAM，DNS 主要是用
bind-8.2.5架設，另外利用了 TCPDUMP 3.7去擷取對
外的 DNS封包，如 3.3節所示，可以攔截到不在名

單內的 hostname。如圖 6所示，private local root DNS
中的 root.zone裡面有很多筆 A record 是將色情網站
的 domain name 指 到 教 育 部 校 安 中 心 的
IP(140.111.1.67，圖 7)。所以只要有人連黑名單的網

站，就會被導到校安中心；而不在黑名單上的網站，

只要 domain name裡面含有 sex或 xxx等字眼一樣也
會加到 zone file中，而被導向到其他的網頁。 

圖圖圖圖 6.6.6.6. root.zone中色情網站為中色情網站為中色情網站為中色情網站為Arecord指向指向指向指向140.111.1.67
    

由於原本代理伺服器的機制也是需要將使用者

request的網站 domain name，轉換成 IP，所以這個系
統完全不增加舊有代理伺服器系統的負擔；而 private
local root DNS，幾十萬筆的 zone file記錄仍在 DNS

系統可允許負擔的大小中，以本系統為例目前 DNS
中有 56721筆色情網站的資料。與其他同類型的URL
filter 軟體相比，最大的優點就是：集中管理維護容
易、系統負擔低、建置成本低。 

圖圖圖圖 7. 7. 7. 7. 140.111.1.67教育部校安中心教育部校安中心教育部校安中心教育部校安中心網頁網頁網頁網頁    

5 5 5 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網路的普及對社會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其影響

層面愈來愈廣，然而面對諸多經由網路散佈的不當

資訊，提出防制機制是不容忽視的課題。本論文主

要分析如何對以色情為主的不當資訊進行攔截；同

時根據 TANet 現狀，提出多種以網路代理伺服器利
用網域名稱系統進行色情資訊過濾的策略及網站訪

問、分流的方法。這些方式對於網路代理伺服器不

會造成額外的負擔，而建置成本只需要多一台網域

名稱伺服器，且集中管理維護容易。為驗證策略的

可行性我們實作系統雛型，並安裝於桃園區域網路

中心，實驗結果顯示本系統可有效阻斷色情網站的

存取；同時由於效果顯著，已有其他學校單位希望

能引進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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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安全檢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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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使用者運用網際網路進行快速的資訊交換，

不受時間及空間限制，而 DNS 為網際網路基礎建

設必要之組成要素，DNS 不能正常的運作將造成

網域服務停擺。近年來的網路攻擊行為已由常見

的針對應用伺服器或路由設備轉向 DNS 系統。本

研究為TWNIC委託TWCERT/CC所執行之第三層

DNS 安全檢測計畫，使用者能藉由此系統來執行

DNS 之安全檢測，並提供檢測報告讓使用者修補

系統安全漏洞，以維護網域的安全性。 

關鍵詞：網域名稱伺服器(DNS)、網際網路、網路

安全 

1. 簡介 

網際網路是一種新型態的資訊溝通管道，網

路族群透過 URL 指定到目標網站的同時，均不會

感受到網域名稱伺服器（DNS）提供網址轉換的

基本服務，DNS[1]為網際網路基礎建設的主要構

成要素，所有的網路應用，都必須依靠 DNS 系統

進行網址轉換的服務，DNS 系統運作不正常，就

算 WWW 伺服器、Mail 伺服器、及相關應用伺服

器都正常運作，還是會因為網路位址無法轉譯，

而導致找不到連線目標，而失去連結。 

一般來說，網路上常見的網路壅塞，常會讓

人第一聯想的即是頻寛不足的問題，在真實情況

下，應更進一步去考量更多潛在的影響因素，以

DNS 系統來說，在使用及設定上的不當，甚至是

針對 DNS 系統的攻擊行為，都可能導致網路效能

降低，進而影響整體網路環境。以美國微軟為例，

曾發生其網路系統，遭受惡意的駭客對其進行阻

斷攻擊（Denial-of-Service attacks），加上管理者在

善後處理上的不當，造成全球的用戶將近 24 小時

的時間無法瀏覽公司相關網站，造成公司相當嚴

重的商業損失[2]。 

綜觀以往的網路攻擊事件，被攻擊的對象多

集中於各種應用伺服器，如 WWW、SMTP、FTP

等，以及控制網路路由的設備，包括路由器、防

火牆等，因此目前網路系統安全的保護皆著重在

這些應用伺服器本身及路由設備，其原因在於，

發動攻擊的駭客，通常是利用這些設備或應用伺

服器的安全漏洞，通信協定的弱點或者管理者的

疏失，進行攻擊。然而，此一 DNS 的攻擊事件，

隱含著一種新型態的網路攻擊類別，面對此一警

訊，網管人員不可不注意。依據此一觀點，如何

加強確保 DNS 系統的運作正常，或避免 DNS 系

統遭受網路攻擊，都是管理者需注意，也是日益

重要的網路安全課題。 

2. 文獻探討 

根據相關的文獻探討及攻擊事件，我們將介

紹目前已知的許多種針對 DNS 系統的攻擊，例

如：取得管理權限、毀壞網域結構，誤導使用者，

甚至進一步造成損壞 DNS 系統等。 

2.1  DNS 系統冒名欺騙 

DNS 系統冒名欺騙（DNS Spoofing），為利 

用特殊手法強制讓用戶的 DNS 查詢引導至假造的

DNS 系統，並回傳假造的查詢答案，欺騙該用戶。

目前的 DNS 系統並未有採行封包認證的機制，若

有心人士利用假造封包來進行欺騙，一般系統常

無從查覺，因此 DNS Spoofing 所造成的影響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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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人士藉由假造的網域名稱與網頁位址資訊，

將用戶引導至其預設的網站，此舉若針對商業網 

站，將造成公司商業的損失。除了 www 伺服器 

受影響外，Mail 及 Ftp Server 也無法倖免於難。 

2.2  DNS 系統阻斷攻擊 

阻斷攻擊即是針對特定目標讓其無法達成正

常的網路服務，常見的攻擊方式為利用大量或是

格式不符之封包，持續對系統進行要求，消耗系

統的處理資源，導致無法正常運作，被迫中斷連

線，無法提供服務，多數的阻斷攻擊，對象多集

中在各類應用系統（如 WWW Server、SMTP 

Server）或路由設備等，此類針對 DNS 系統的攻

擊造成網路用戶無法正確的存取，實質上已是變

相的阻斷攻擊。 

2.3  DNS 系統漏洞攻擊 

BIND[3]是目前網路上使用最普遍的DNS軟

體，根據 CERT 的報告中指出，許多的攻擊皆是

透過 BIND 早期版本的漏洞加以入侵及破壞，如利

用緩衝區溢位（Buffer overflow）的方式來令 BIND

產生不正常運作，進而取得系統最高權限（root），

最有名的例子為 Lion Worm 這支蠕蟲[4]，會利用

BIND 8.23 之前的漏洞，取得 root 權限，造成嚴重

的破壞[5]，因此，為避免此類攻擊的產生，本研

究提出一套可以檢測 DNS 漏洞之系統，來達到預

警的目的。 

3. 漏洞分析 

在本研究中，我們將著重在於 DNS 系統漏洞

的檢測，藉由檢測系統的檢測報告來提醒管理人

員修補 DNS 系統。 

根據 DNS Security in Australia 在 2000 年六月

所提出的調查報告[6]，針對網路上提供 DNS 服務

的主機進行隨機取樣調查並依照網域分類進行系

統檢測，在有提供 DNS 服務的主機中檢測可能發

生 Vulnerable Root Compromise、Valnerable DoS 的

數目，從圖 1 中可以明白的顯示，澳洲境內平均

有 70%以上的 DNS 主機可能存在有漏洞。 

根據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

（TWCERT/CC）[7]最近針對台灣網域所做的調

查，存在有 11,053 筆 DNS Server 的資料。由表 1

中得知以 BIND 8.23 為大宗，其次為 BIND 8.1.2。 

 

 

 

 

 

 

 

 

 

 

圖 1.  DNS Security in Australia 調查報告 

表 1.  DNS 版本分類統計表 

BIND 版本 數量(筆) 佔有比率(%)
4.9.3 32 0.290%
4.9.5 97 0.878%
4.9.6 120 1.086%
4.9.7 319 2.886%
4.9.8 286 2.588%
8.1.1 53 0.480%
8.1.2 1,835 16.602%
8.2 71 0.642%

8.2.1 73 0.660%
8.2.2 1,608 14.548%
8.2.3 2,409 21.795%
8.2.4 1,116 10.097%
8.2.5 124 1.122%
9.1.0 629 5.691%
9.1.1 175 1.583%
9.1.2 56 0.507%
9.1.3 621 5.618%
9.2.0 752 6.804%
9.2.1 4 0.036%
其他 673 6.089%
總數 11,053 100%

經由 ISC 所公布的 BIND 弱點分佈表[8]，可

以發現 BIND 的弱點和其版本有絕對的關係，若搭

配台灣區 DNS 主機調查表(表 1)來檢視，可以發現

約有 38%左右的 DNS 主機存在有漏洞，且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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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E[9]所公佈的 DNS 漏洞通報中，經整理所得弱

點對照表，由此一弱點對照表及 BIND 弱點分佈表

可發現，這些漏洞的存在將可能成為駭客進行攻

擊的目標。 

4. DNS 弱點檢測系統 

根據上述所探討 DNS 的攻擊行為，可以發

現，針對 DNS 系統的攻擊，無論是 DoS 方式或是

DNS Spoofing 方式，均利用 DNS 的弱點來進行攻

擊。所謂治標不如治本，如何有效遏阻此類攻擊

或是其他入侵行為，唯有盡早發現漏洞存在，加

以修補，才能使得有心人士無法利用此一管道對

DNS 系統加以破壞，因此，本研究提出 DNS 安全

檢測系統，本系統為 TWNIC[10]委託 TWCERT/CC

之第三層 DNS 安全檢測計畫，目前已在線上提供

服務，藉由此一系統模擬入侵攻擊行為來對 DNS

系統進行安全性檢測，進而提出檢測報告及修正

資訊，達到維護 DNS 安全的目標。 

本研究所提出的 DNS 安全檢測系統方塊圖（圖

2），系統架構中包含了兩大部份及四個主要元

件，前端使用者認證介面（ User Certificate 

Interface），負責檢測使用者的合法性，防止使用

者利用此一掃描系統來進行非授權的掃描行為。

後端 Nessus Scan Engine（NSE），為此一系統掃描

核心，搭配由 Nessus Attack Script Language

（NASL）所撰寫的 Plug-in 稽核程式，可以針對

漏洞進行檢測，完成掃描後以郵件通知用戶並存

入結果資料庫（Scan Result DataBase），供進一步

分析研究用。 

 
圖 2. DNS 弱點檢測系統方塊圖 

接下來我們針對不同元件進行說明 

前端部份 

使用者驗證介面（User Certificate Interface）： 

在 DNS 檢測系統中，為避免使用者進行非授

權的掃描行為，TWNIC 在前端加入使用者驗證介

面，經驗證後將其 user DB 下的使用者資訊傳遞至

後端 TWCERT/CC 掃描端，TWCERT/CC 將利用

此資訊進行 DNS 主機安全檢測。 

後端部分 

Nessus Scan Engine (NSE)： 

Nessus[11]是一套免費、功能強大的遠端掃描

軟體，利用 Client-Server 的架構透過 Nessus Client 

可以檢視掃描情況，Nessus 可以依據其 plug-in 進

行弱點的測試及攻擊，並列出可能的問題，並提

出解決的建議方法。 

本研究以 Nessus 做為掃描核心，並以 web 為

基礎，利用 PHP[12]語言控制 Nessus 掃描引擎，

用戶端不需安裝 Nessus Client 也可以在所提供之

網頁上進行掃描的工作，只需利用瀏覽器，增進

用戶端的方便性，也增加系統的可攜性，搭配由

NASL 所撰寫的 plug-in 稽核程式，將可對目標

DNS 進行安全性之檢測。 

NASL（Nessus Attack Script Language）： 

本研究採行 Nessus 做為掃描引擎，在新增稽

核程式時只需利用 NASL 來撰寫，可以不需修改

掃描引擎核心即可達到各種掃描要求，是採行

Nessus 的另一項原因。 

每個 NASL 稽核程式皆是依據相關軟體公司

所發佈的安全通報（advisory）所發展的程式，相

形之下就有如一大型的說明弱點資料庫，其內文

主要是描述漏洞發生的出處、服務，並告知核對

措施。 

本研究利用 NASL 編寫現有 DNS 之稽核程

式，額外加入更詳細及易明瞭之中文描述及建議

修正方式，及新增漏洞通報連結。中文化之介面，

令用戶能方便閱讀掃描結果及參考相關漏洞通報

連結，最大的目的在於讓用戶利用此一報告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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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完成系統安全補強的動作。 

檢測結果資料庫（Scan Result DataBase）： 

後端檢測結果資料庫記錄掃描後的結果與相

關資訊，本研究架構在 Linux 平台，因此採行

MySql[13]做為本系統之資料庫，掃描記錄中包含

了漏洞描述、用戶主機、修正建議及用戶相關資

訊等欄位。所記錄之資料，可進一步對於檢測結

果進行分析及做為後續研究的依據。 

5 . 系統實作 

    本系統架構在於 Linux 平台上，在做安全檢測

之前，應將自身之安全提至最高，這是網路安全

的守則之一，為增進主機之安全性，主機僅提供

SMTP、https 及 Nessus 之服務，並將修正檔提升

至最新版本，其餘無使用之服務全部關閉。本系

統之實作架構圖可用圖 3 來表示： 

圖 3. 系統實作架構圖 

5.1. 使用者驗證 

前端部分由 TWNIC 提供之使用者驗證機

制，驗證使用者合法性及使用者 DNS 主機設定之

合法性，使用者需由 TWNIC 網頁登入，經過驗證

後才能被引導至檢測系統主機進行檢測動作，詳

細操作如圖 4 所示： 

經驗證後之用戶，將可進行欲檢測主機選擇

之動作（圖 5），在選擇欄位上之主機位置是由使

用者在 TWNIC 註冊時所登記之 DNS 主機位置，

利用此一機制，將可避免使用者對他人主機進行

非授權的掃描行為。 

 

 

 

 

 

 

 

 

 

圖 4. TWNIC 端主機登入畫面 

 

 

 

 

 

 

 

 

圖 5. 選擇掃描主機 

5.2. 登入後端 DNS 檢測系統 

    系統後端是由 TWCERT/CC 所提供之 DNS 安

全檢測系統，即是本研究所撰寫之主程式，前端

TWNIC 主機所傳遞的資料透過安全轉換機制將資

料傳遞至 TWCERT/CC 端（圖 6），為達到更嚴謹

的安全性，本系統在後端採用 https 安全性連線機

制（圖 7）透過安全性連線機制，將可避免資料被

有心人士擷取，確保使用者資料安全性。 

5.3. DNS 安全檢測系統 

   經由安全認證後之資訊將可連結至 DNS 安全

檢測系統，使用者可以選擇所欲檢測的 DNS 漏洞

選項進行檢測（圖 8），在此，我們將 DNS 檢測模

式分為四種模式： 

a. 檢測服務版本： 

此類檢測模式依據 DNS 版本來進行目標

主機的檢測，藉由送出查詢封包來取得受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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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之版本，經由比對版本弱點提出是否隱含漏

洞，此模式包含了五支稽核程式，分別針對五

種與版本有關連的漏洞進行檢測。 

 

 

 

 

 

 

 

 

 

圖 6. TW-CERT/CC 端登入畫面 

 

 

 

 

 

 

 

 

 

圖 7. https 安全連線確認 

b. 檢測服務版本： 

此類檢測模式依據 DNS 版本來進行目標

主機的檢測，藉由送出查詢封包來取得受測主

機之版本，經由比對版本弱點提出是否隱含漏

洞，此模式包含了五支稽核程式，分別針對五

種與版本有關連的漏洞進行檢測。 

c. 攻擊服務檢測： 

此檢測模式為應用在 Windows DNS 主機

之檢測，用於檢測是否會遭受 flooding 攻擊方

式，利用傳送特殊字串封包來檢測受測主機，

檢視其是否會因為特殊封包而陷入忙碌狀

態，造成無法回應，屬於輕微的阻斷攻擊，解

決方式為可利用防火牆規則來避免，此稽核程

式亦可用來檢視防火牆規則是否可以防止此

類攻擊方式。 

d. 轉送服務要求： 

DNS 設定上常見可以利用遞迴查詢的方

式來進行查詢主機名稱的動作，藉由第三者主

機來進行查詢，此項功能的開啟與否，是透過

組態的設定來完成，若設定不當或未加以限

制，有心人士可以藉由特殊的查詢字串引導使

用者至錯誤網址，甚至藏匿入侵程式於錯誤網

址上引導使用者進入，進而感染主機，藉由此

稽核程式來檢測受測主機是否有開啟此一功

能，並提醒用戶，關閉不需要之功能。 

d. 轄區轉送檢測： 

       在 DNS 伺服器動作原理上，DNS 伺服器 

會彼此間更新主機清單，藉由設定可以限制允 

許相互溝通的主機，若不加以限制，任何使用 

者皆可透過此種方式，來得知網域內的 IP 和主 

機資訊，進而描繪出目標網域的網路架構，此 

模式下有兩項稽核程式，透過此稽核，可以檢 

測是否發生此類具有洩漏資訊的漏洞發生，讓 

有心人士有機可趁。 

使用者可以選擇所欲測試之模式，亦可選擇全

部測試來進行主機的檢測（圖 8），若對於稽核程

式有疑問也可點選稽核程式說明（圖 8），來瀏覽

稽核程式的詳細說明，包含了測試方式、漏洞說

明及對受測主機之影響，使用者可以更瞭解此漏

洞的資訊。 

 

 

 

 

 

 

 

 

圖 8. 稽核程式說明及選擇測試項目 

5.4. 主機合法性檢測及系統排程 

 在選擇好測試模式後系統會針對受測主機進

行合法性測試（圖 9），包含主機存在與否、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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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是否開啟及 DNS 對應是否正確的合法性驗

證，經驗證後才會將掃描要求存入排程資料庫進

行掃描排程，掃描完成後經由電子郵件寄出掃描

報告至使用者信箱，使用者將可檢視掃描報告（圖

10），並進一步修正 DNS 主機上的漏洞。 

 

 

 

 

 

 

 

 

 

圖 9. 主機合法性測試及加入掃描排程 

 

 

 

 

 

 

 

 

 

圖 10. 檢測報告 

6 . 結論 

DNS 系統對於網域的安全性佔有舉足輕重的

影響力，如何確保 DNS 系統的安全已成為網域管

理員需要重視的課題，DNS 的破壞行為和其隱含

的漏洞有絕對的關係，本研究提出之 DNS 安全檢

測系統將可讓使用者簡易的完成 DNS 系統漏洞的

檢測，藉由修正 DNS 漏洞來遏止惡意的入侵及破

壞，使駭客無法趁虛而入，達成治本之目的。    

在實務上目前已是 TWNIC 提供給予會員的加值

服務，所收集之資訊亦可提供做為台灣區 DNS 主

機調查的參考，在實務和學術上具有其貢獻性，

且藉由 NASL 來撰寫稽核程式，將來更可加入新

的稽核程式，使得系統的檢測能力更加完整，對

於 DNS 主機的安全性更可達到全面性的掌握，進

一步確保網域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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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文部分 
隨著網際網路之蓬勃發展，網路安全事件亦隨

之不斷發生，如何在事件發生中及發生後，透過各
種管道(硬碟、系統 log、firewall及 IDS log、執行
中 process 及網路連線等 )，蒐集可得之證據
(evidence)，鑑識(forensics)事件之本質，對維護整
體網路系統安全有相當之重要性。若進一步能在事
件發生前，便做好建立及妥善保存證據的準備，則
更能有利鑑識之進行。然而目前國內各機構對於資
通安全鑑識技術，普遍缺乏瞭解，仍以為電腦鑑識
是專屬於警方的工作。 
事實上，我們既無法保證系統完美安全，就必

須在安全出現問題時及時找出問題所在、追蹤出攻
擊來源，這就是電腦鑑識必須擔負的任務。各學校
或研究機構從事資通安全鑑識技術相關學術研究
或產品開發之工作，也大都各做各的研究，而分散
了對於鑑識資通安全事件之能量。因此，針對資通
安全鑑識技術相關核心技術與其能量之建置，我國
實在需要有一個完整之規劃，以利統籌研發資源，
進而提昇我國在資通安全鑑識技術之能力。 
關鍵字：電腦鑑識、資通安全鑑識、鑑識技術能量、

數位證據 
 
一、前言 
隨著網際網路之蓬勃發展，網路安全事件亦隨

之不斷發生，如何在事件發生中及發生後，透過各
種管道(硬碟、系統 log、firewall及 IDS log、執行
中 process 及網路連線等 )，蒐集可得之證據
(evidence)，鑑識(forensics)事件之本質，對維護整
體網路系統安全有相當之重要性。若進一步能在事
件發生前，便做好建立及妥善保存證據的準備，則
更能有利鑑識之進行。然而目前國內各機構對於資
通安全鑑識技術，普遍缺乏瞭解，仍以為電腦鑑識
是專屬於警方的工作，而留待警政系統發展。事實
上，我們既無法保證系統完美安全，就必須在安全
出現問題時及時找出問題所在、追蹤出攻擊來源，
這就是電腦鑑識必須擔負的任務。各學校或研究機
構從事資通安全鑑識技術相關學術研究或產品開
發之工作，也大都各做各的研究，而分散了對於鑑
識資通安全事件之能量。因此，針對資通安全鑑識
技術相關核心技術與其能量之建置，我國實在需要
有一個完整之規劃，以利統籌研發資源，進而提昇

我國在資通安全鑑識技術之能力。 
惟國內對於電腦鑑識工作尚起步，對於電腦證

據採集方法、工具軟體與所需技術亦嚴重欠缺，實
有必要對此議題進行深入的研討；因此吾人將針對
我國『資通安全鑑識技術能量建置』加以研究，達
到掌握我國資通安全鑑識技術研發及建置重點，有
效整合現有資通安全鑑識技術研發計畫整體資源
運用。 
對於資通安全鑑識技術能量規劃之研究取向

應包括資訊政策與安全管理、刑事科學、電腦科學
等三個領域在內之交集範圍[林宜隆2001]，而三
個領域所涵括之子項目略述如下： 
一、資訊政策與安全管理：如 BS7799/ISO17799、
資通安全管理理論、資訊政策理論、網路通信
政策等。 

二、刑事科學：如刑事鑑識、電腦鑑識、資訊鑑識、
數位證據、刑事司法、犯罪偵查、網路犯罪學
等。 

三、電腦科學：如資訊安全技術、網路安全、網路管
理、IDS & Firewall、VPN等。 
有關包含上述三個領域之資通安全鑑識技術

能量規劃研究取向圖如下圖： 
 
 
 
 
 
 
 
 
 
 

圖一：資通安全鑑識技術能量規劃研究取向 
 
二、各國之網路犯罪對抗組織與鑑識技術
能量 
對於網際網路的興起，一些傳統的犯罪隨著移

至這不易被發現網路森林，再加上一些典型的駭客
入侵的行為，使得網路安全及犯罪問題顯得更為複
雜。各國政府皆面臨既有法律無法規範及缺乏對抗
網路犯罪的執法單位及人員之窘境，因此設法修訂
相關法律及成立對抗網路犯罪單位以為因應。從這
些單位的任務我們可以發現，對抗網路犯罪不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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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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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為本建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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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偵查、鑑識或技術等方面皆需具備多元專
業性知識。執法人員如缺乏這些專業知識即無法與
網路犯罪者對抗，這些犯罪者運用專業知識從事各
種網路犯罪如網路洗錢及擾亂證券市場等的能力
非常強，而執法人員不僅需具備資訊網路知識，尚
需擁有有關洗錢及證券等相關之專業知識，才能從
事網路犯罪偵查及破案。[周世傑、張維平2000] 
歐美國家是資訊大國，為維護其商業利益，均

大力提倡電子商務，自然對於網路上的行為有較明
確的規範；另為對抗網路犯罪行為，更相繼成立多
個防制網路犯罪單位、修訂相關法律及研製各種技
術軟體以為因應。有關歐美各國網路犯罪對抗組織
與鑑識技術能量略述如下 
2.1美國： 

I.法律方面： 
1.制訂下列電腦犯罪相關的聯邦刑法法律： 

(1) 18 U.S.C. §1029. Fraud and Related 
Activity in Connection with Access Devices 

(2) 18 U.S.C. §1030. Fraud and Related 
Activity in Connection with Computers  

(3) 18 U.S.C. §1362. Communication Lines, 
Stations, or Systems 

(4) 18 U.S.C. §2701. Unlawful Access to 
Stored Communications 

2.通過Nation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Act of 
1996以建置國家資訊基礎建設防護中心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Center, 
NIPC）。 
3.制訂 ”Cyberspace Electronic Security Act of 

1999”使執法機關及人員合法取得經過加密
資料內的犯罪證據。 

II.組織 
美國政府為對抗網路犯罪及資訊安全事件，除

致力於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進外，更成立了相關單位
負責調查不同類型的網路犯罪案件及資訊安全事
件，茲就這些單位的執掌簡要分述如下。 
1.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FBI目前在全國約200個地區分處有能力調查

電腦入侵、阻斷服務攻擊(Denial of service)、電腦
病毒、盜版軟體侵犯著作權、竊取營業秘密、仿冒
商標、偽造貨幣、兒童色情及兒童剝削、網路詐欺、
網路騷擾、網路炸彈威脅等案件、藉由網際網路所
進行的非法交易爆炸物設備或軍火等案件並保護
資訊基礎建設。 

2.國家資訊基礎建設防護中心（Nation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Center, NIPC） 
為因應日益激增的資訊安全事件、電腦入侵與

其他電腦犯罪案件如網路詐欺、兒童色情、電子郵
件勒索等案件，FBI 在1998年 2月成立了國家資
訊基礎建設防護中心以保護如通訊、電信、水力系
統、電力系統、瓦斯汽油供應、交通運輸、緊急救
援服務等重要的基礎建設。目前 NIPC調查員、電
腦專家、分析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員共101人，其中
82人來自 FBI，19人來自其他政府部門，NIPC也
負責調查電腦入侵及非法毒品交易案件。因為處理
這些網路犯罪需要高度專業性知識，因此 NIPC也
十分重視這些知識的傳遞，NIPC在 1999年負責
383個 FBI及其他政府部門人員的專業知識的訓
練，訓練課程包括網路犯罪調查及資訊基礎建設安

全保護。2000年訓練 FBI及其他聯邦或州或地方
執法單位人員共 740人。 

3.聯邦調查局電腦鑑識小組（Computer Analysis 
Response Team, CART） 
FBI所屬的電腦鑑識小組係一個負責從事電

腦鑑識工作的單位，從 1998至 2000年，CART共
執行 1,260件電腦鑑識案件工作，至 2001年底案
件已達 6,000件。隨著電腦犯罪案件的成長，FBI
認為必需在電腦鑑識方面的設備、容量、人力及技
術能力等能隨之進步。電腦鑑識是需要知識處理的
專業工作，一些國家已將之獨立於調查部門之外，
此一做法值得國內參考（如成立資通安全鑑識與犯
罪研究中心）。 

4.聯邦調查局技術支援中心（Technical Support 
Center, TSC） 
FBI在電腦犯罪偵查技術上所遭遇最大的挑

戰是日與劇增使用強力的加密處理，在1999年FBI
處理 53件案件其資料使用加密處理，這些皆是相
當重的工作負擔，因此 FBI在1999年特別成立
Technical Support Center協助處理這些加密的案
件。 

5.網路詐欺申訴中心（The Internet Fraud 
Complaint Center, IFCC） 
美國司法部聯邦調查局於 2000年5月份成立

網路詐欺申訴中心網站，負責接受網路詐欺案件的
申訴，該中心並定期提供網路詐欺案件統計分析的
資料。 

6.國家白領犯罪中心（National White Collar 
Crime Center, NW3C） 
NW3C 提供全國各執法單位在預防、偵查及

起訴經濟或高科技犯罪案件時必要的協助。 
7.電腦犯罪及智慧財產中心（Computer Crim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tion, CCIPS） 
CCIPS於 1991年在司法部 Criminal Division

下成立，成立之主要目的是要對抗網路犯罪與盜用
智慧財產的行為，成立之初派駐五位檢察官
(attorney)目前已增至二十位（如我國刑事局偵九
隊）。 
 

III.技術 
聯邦調查局為利用資訊科技協助對抗網路犯

罪數年前即開始研發偵查軟體，該軟體名稱為「食
肉動物 (Carnivore)」。Carnivore 主要是在對於網
路封包進行過濾與監聽，在 2000年 4月起開始引
起公眾注意的，美國國會也對於這個偵查軟體疑慮
重重，擔心這項技術會被用來窺視網路上所有的電
子郵件而侵犯人民的隱私權，然聯邦調查局認為
Carnivore的聚焦範圍很窄，他的使用還需符合法
庭指令的具體規定。司法部亦認為執法部門需要有
適當的技術工具才能有效打擊網路上犯罪活動。 
 
2.2英國 
英國對於網路犯罪問題亦相當重視，相關的法

律有 Data Protection Act of 1984 及  Computer 
Misuse Act of 1990。其中 Computer Misuse Act of 
1990規範電腦入侵行為，如毀損資料(destruction of 
material)及修改(modification)等行為，此外對於沒
有 explicit intent 的 unauthorized access亦可能構
成犯罪。 
在打擊網路犯罪的單位有 National Cri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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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Service、National Crime Squad 及在
2001 年四月份成立一個專門打擊高科技犯罪的單
位，這個單位名稱為「國家高科技犯罪署」，該署
由高科技人員和警察組成，結合科技與執法的力量
將成為英國對付網路犯罪的主要力量。而為讓這些
執法單位能有效地打擊網路上的不法，以維繫日益
頻繁網路上的經濟活動，英國政府在 2000年 7月
份通過「規範暨調查權力法案」，並耗資二千五百
萬英鎊在政府技術協助中心(GTAC)建置電子郵件
監測中心，准許執法及安全單位取閱私人電子郵
件，並可要求個人或公司交出金鑰密碼，拒絕交出
者最高可處二年徒刑。惟企業界領袖及公民權利團
體及電子產業聯盟對於該法的態度正好相反，均表
示反對立場，認為該法可能破壞個人隱私及電子商
務發展。 
 
2.3加拿大 
加拿大由於地理因素比鄰美國，對於駭客的長

期搔擾感到困擾，加拿大執法單位亦常接受美國司
法單位請求協助調查跨國境的網路犯罪案件。然加
拿大因缺乏相關法律配合，無法有效對抗網路上不
法行為。因此加拿大在網路犯罪方面的立法相當積
極，增訂刑法 Section 342.1 及 430，用以專門對抗
網路犯罪。Section 342.1規範典型的網路犯罪行為
如非法進入系統(unlawful entry into system)、攔截
傳輸(interception of transmissions)等行為，該法規
定最高可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Section 430則規定
對於資料的毀損、改變及干擾等係非法行為。規範
電信濫用(misuse of telecommunications)的規定有
section 184非法攔截電信(unlawful intercep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及 section 326竊取電信(theft of 
telecommunications)。 
加拿大主要負責網路犯罪執法的單位是 Royal 

Canadian Mountain Police (RCMP)及所屬的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urity Branch (ITSB)，該
單位並負責全加拿大資訊安全工作。ITSB下分
Security Evaluation and Inspection Team (SEIT)、
Computer Investigative Support Unit (CISU)及
Counter Technical Intrusion Unit (CTIU)等三個部
門。SEIT 負責保護任何加拿大政府所建置的電腦
及網路，並為政府部門的資訊安全諮詢單位。CISU
提供法律諮詢及指導起訴罪犯。CTIU則負責定期
檢查政府電腦系統、協助地方警察及在發生竊取電
信情況的技術評估工作。由於加拿大政府近年這些
努力，使得加拿大政府在對抗網路犯罪方面頗有成
效。 
 
三、我國網路犯罪偵防與鑑識能量現況 
在我國方面，政府為打擊網路犯罪，健全網路

世界秩序，行政院各部會自民國八十五年以來紛紛
成立或擴編相關單位，如法務部在八十六年四月十
六日在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下成立「電腦犯罪防治
中心」負責協調、整合相關單位資源，並在各地方
法院檢察署指派專責檢察官辦理電腦犯罪相關案
件，八十九年在調查局資訊室下成立第四科專責電
腦犯罪偵防工作。內政部在八十八年七月將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電腦犯罪偵防組擴編為專責偵查電腦
犯罪的偵查第九隊。交通部電信總局在八十六年八
月成立電信警察隊協助調查網路上之非法活動。行
政院NICI推動小組希將民間社會團體力量與政府

力量結合，形成整體的網路犯罪防制機制，以整體
的力量來有效打擊網路犯罪與網路色情，共同維護
網路環境的正常發展，以吸引更多人上網，創造更
大商機（如2008年數位台灣計畫之推動）。 
在我國對於偵辦網路犯罪主力而言，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偵九隊為國內主要打擊網路犯罪
的單位，負責取締網站上不法行為或非法網站，該
隊的前身是「電腦犯罪偵防小組」。刑事警察局電
腦犯罪偵防小組是在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份成立，八
十八年七月擴編為偵查第九隊。此外，內政部警政
署為強化各警察機關偵辦電腦犯罪人力，於八十七
年八月份在全國各市、縣（市）警察局成立任務編
組電腦犯罪偵防小組，成立二年多來因縣市的電腦
犯罪小組為兼辦業務，人力無法全心投入，導致績
效不彰，警政署遂於八十九年八月起要求各縣市警
察局成立電腦犯罪偵防專責組，指派三至五人負責
有關電腦犯罪的偵查與預防工作，範圍包含加強取
締網路上非法販賣違（偽）禁藥品及槍砲彈藥刀
械、色情網站、賭博網站等違法案件。 
網路犯罪的偵查之所以困難，在於這種犯罪正

好橫跨兩種截然不同的學科：法律與資訊科學。雖
然鑑識科學（例如：測謊、化學分析、彈道分析、
法醫學、筆跡鑑定等）長久以來即協助著司法人員
辦案，但在大多數犯罪的偵查過程中，鑑識科學只
是扮演佐證的角色，而且這些鑑識工作都交由專業
人員負責，偵查人員本身不需要深入學習專業的鑑
識工作，鑑識人員也不必扮演主導偵查的工作。 
但網路犯罪卻大不相同，雖然有時在偵查過程中可
以得到ISP業者的技術支援，但主導偵查方向之人
員仍必須具備相當的電腦及網路知識，而這些基礎
知識不是在短時間內一蹴可及的。 
 
四、我國電腦鑑識現有之問題及建議 
所謂「電腦鑑識」，即是一門有效地解決電腦

犯罪難題的科學。其定義為：以周延的方法及程序
保存、識別、抽取、記載及解讀電腦媒體證據與分
析其成因之科學。而其方法與基本原則為 : 
[W.G.Kruse II and J.G.Heiser, 2000] 
(一)在不改變或破壞證物的情況下取得原始證物。 
(二)證明所抽取的證物來自扣押的證物。 
(三)在不改變證物的情況下進行分析。 
經參考相關文獻報告整理提出電腦鑑識程序如下： 
(一)保存證據：進入現場後，最重要的便是保存證
據，這一點，對於電腦犯罪案件中脆弱的數位
證據（Digital Evidence）尤其重要，因為數位
證據隨時都有可能因為鍵盤或滑鼠的一按而
改變。所以到現場的第一步，就要控制好現
場，並開始記錄時間與進行偵查及鑑識人員對
證據的操作，也就是針對下列證物鏈（Chain of 
Custody）的管理：[W.G.Kruse II and J.G.Heiser, 
2000] 
1.誰取得這些證據？ 
2.如何取得？在那裏取得？ 
3.誰持有這些證據？ 
4.證據是如何在儲存體中回存以及保護？ 
5.是誰將證據取出以及為什麼？ 
然而，關掉電腦電源並非是在現場所要做的第

一件事，應為立即關掉電腦電源將無可避免的會使
得正在記憶體中運行的程式與資料流失，這有時就
會破壞到證據。例如當我們在調查嫌犯是否進行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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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服務攻擊（Denied of Service, DoS）時，遽然關
掉電腦電源，就會使得程式與網路連線中斷，之後
就算在嫌犯的硬碟中發現相關的程式，也會使得證
據的證明力減低，使得嫌犯有機會加以否認。所以
在正式處理資料之前，必先對現場進行拍照或錄
影。拷貝電腦內的證據資料需要特殊的工具，必須
是一個接一個位元來進行，也就是要進行字元串流
拷貝（Bit Stream Copy），其與一般的拷貝方式最
大的不同在於這種拷貝方式可以使拷貝所得與原
始資料完全相同。使用字元串流拷貝方式可以使拷
貝所得資料具有證據力，也就是說如果把這些資料
交給其他調查人員，他們也能發現相同的證據。最
重要的是，在拷貝的過程中不能修改、變更到證
據。 
(二)檢驗證據：在現場取得證據後，下一步就是如
何去分析這些證據。一般電腦文書資料、圖
片、聲音等都可以利用許多工具軟體來檢視。
然而，最大的問題在於被刪除的檔案，這些被
嫌犯所刪除的檔案有時會是重要的證據資
料。因此，便要對磁碟中的剩餘空間（Slack 
Space）進行檢視，這也就是為何一定要使用
字元串流拷貝的原因之一。在此就利用工具軟
體來進行字串搜尋與檔案重建。 

(三)案件分析與陳述：在取得證據並分析之後，就
是如何將鑑識結果與嫌犯之間的關係進行分
析。藉由對證據進行分類、比對與個化，檢驗
鑑識所得是否可連結到嫌犯，並藉由所得之證
明來推斷出嫌犯的行為。例如：嫌犯是否經常
連線到某個網站，或經常撥打那些電話。 

(四)呈現結果：結果必須清楚地陳述。在探究證據
的來源、成因與嫌犯的關係時，要去排除掉所
有可能的替代解釋，來證明己方解釋為唯一解
釋，方可明白確定無罪或有罪之假定。在法庭
之上，對證據與因果關係些微的懷疑，就足以
影響證據是否被採納以及告訴是否成立。 
 

4.1我國電腦鑑識現有之問題 
對於電腦鑑識這一門新興領域而言，無論我國

或是歐美各國，同樣都存在著下列許多的問題，玆
分析如下： 
(一)法律面：對於網路入侵行為是在那裏犯下的？
入侵者是誰又在那裏？在申請搜索票時便容
易發生舉證上的問題。又由於資訊以電子化形
式附著於記錄媒體（例如磁片、光碟、硬碟）
或網路虛擬空間中（實際上資料仍儲存於他人
或網路服務業者系統中），外觀上無法確認該
記錄媒體為犯罪證據或可扣押之物，因此針對
網路犯罪所為之的搜索、扣押，在財產權與隱
私權之強制處分上，產生諸多爭議，例如： 
1.搜索票是否必須明確載明電磁記錄或電子
檔案之名稱與特徵； 

2.是否可扣押犯罪行為人或網路服務業者全
部的記錄媒體或電腦系統； 

3.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可否在蒐證時，透過網
路連結，進入他人(個人或網路服務業者)
之網路區域進行搜尋取得電磁記錄，或從
信件伺服器下載電子郵件； 

4.是否可於犯罪嫌疑人之電腦系統中植入類
似「特洛伊木馬」的程式(從控制端竊取使
用端的帳號密碼、電腦資料，並進行電腦

活動的監控)，以探知該嫌疑人之活動，或
取得必要的電磁記錄； 

5.受搜索人同意偵查機關對其電腦系統搜
索，但電腦系統中部分資料檔案已加密，
則受搜索人之同意是否包含破壞檔案之加
密裝置； 

6.網路服務業者或系統管理者是否有權同意
偵查機關搜索存放網路使用者或其他第三
者資料的電腦系統，並複製相關資料； 

7.搜索電腦系統過程中，在何種情況下才合
乎附帶扣押與另案扣押之要件。刑事訴訟
法對於侵害人民法益之法規須從嚴解釋，
也必須符合比例原則。為使犯罪偵查有所
依循，同時兼顧憲法賦予人民財產權與隱
私權之保障，針對網路犯罪之搜索扣押，
以及網路虛擬空間的刑事追訴程序與規
範，有必要進一步研討與制訂。 

(二)技術面： 
1.身分識別：要如何去判定入侵者的真實身
份是很困難的事情，尤其當入侵者是使用
匿名帳號或是其身份是竊取得來時。而
且，要確認是誰在特定時間使用電腦時，
也會因嫌犯指稱其電腦密碼是大家共用，
而陷入僵局。 

2.加密：現今可進行加密的工具程式廣為散
佈，許多人都能藉由網路取得加密程式。
而且，若進行加密的工具為硬體，金鑰存
取的儲存媒體則為智慧卡（Smart card）或
是 SIM卡時，在進行密碼破解，便會遭遇
相當大的困難。 

3.儲存容量：現今系統儲存容量逐年暴增，
常見一般使用者用到多個 40Gb的硬碟。這
就會使得在進行建立證據複本時的時間增
加，所須的儲存媒體也要隨之增加。而之
後對於證據分析上，也要花費更多的時間
來進行檢視。 

(三)組織面：在各種文獻或報導中，我們已了解在
網際網路甚為普及的歐美先進國已先後成立
專責的資通安全鑑識或數位鑑識專責單位，專
責電腦鑑識案件；反觀我國，雖然警政署所規
劃的鑑識中心已增設電腦鑑識組，但我們也十
分了解警察單位實際上並無從事電腦鑑識或
資通安全鑑識之人力、設備及技術；另外在我
國行政院於九十年所成立的國家資通安全會
報亦未成立專責的電腦鑑識或資通安全鑑識
單位，而且目前國內專家學者也仍未針對此一
議題著手研究，企業間亦未見相關的規劃與研
討，實在非常值得我們憂心。 

 
4.2我國資通安全鑑識技術能量規劃之建議 
雖然電腦鑑識或資通安全鑑識是全世界新興

的一門科學，而且無論我國或其他歐美先進國家，
對於電腦鑑識、資訊鑑識或資通安全鑑識的領域都
存在許多的問題，不過美國在這個領域的研究已較
其他國家更早投入相關的人力與物力，也獲致了些
許的成果，或許有值得我國借鏡或參考；不過每個
國家的國情或有不同，並不能將適用於美國或其他
國家的電腦鑑識或資通安全鑑識機制完全轉移應
用，因此我們認為我國必須自行研究適合我國的電
腦鑑識或資通安全鑑識技術能量規劃，以適應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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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加的網路犯罪及數位證據鑑識的問題 
我們認為有關資通安全鑑識技術能量規劃之

系統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圖二：資通安全鑑識技術能量規劃系統內容 
 
4.2.1網路入侵行為偵防追蹤研究： 
透過網路異常事件、行為與特徵的分析，去蒐

集未經授權入侵證據，並提出偵防入侵行徑時，可
迅速有效防止駭客不法行為發生(或蔓延)的研究
策略，以作為防止駭客入侵系統之依據。這方面的
研究可藉由觀察、分析入侵者的稽核行徑，追蹤攻
擊來源、修正安全策略與加強組織內部的安全防護
措施。 

資訊犯罪偵查與一般傳統犯罪最大之差異，
即在於偵查過程中對於網路資訊技術輔助運用之
依賴。在目前資訊犯罪偵查實務中，實難以期待所
有偵查人員均能具備相當之網路資訊技術基礎，惟
除積極對該等偵查人員辦理相關技術知識的講習
或建立於學術技術單位之密切聯繫支援管道外，如
何引進學術或產業界協助司法偵查機關開發相關
資訊犯罪偵查與鑑識技術，以彌補司法機關此方面
技術之不足，亦為當務之急。 
例如現有搜尋引擎尚無法涵蓋所有網路內

容，對圖片影片檢索不易，並需耗費大量人力時間
過濾，則開發能整合各類資源(Web, BBS, 個人檔
案、戶政、入出境、銀行、監理、電信、及指紋、
DNA、影像、錄音帶等非文字資源)之新一代犯罪
偵查搜尋引擎，並建立各類資源之連結性、相關
性，即對資訊犯罪乃至其他犯罪偵查之資訊搜尋有
極大助益。 
4.2.2數位鑑識專責單位的建立： 
在各種文獻或報導中，我們已了解在網際網路

甚為普及的歐美先進國已先後成立專責的資通安
全鑑識或數位鑑識專責單位，專責電腦鑑識案件；
反觀我國，雖然警政署所規劃的鑑識中心已增設電
腦鑑識組，惟目前國內專家學者仍未針對此一議題
著手研究，且企業間亦未見相關的規劃與研討。經
由此一新興領域的探討，希望能喚起國內對於發掘
電腦鑑識技術與工具的重視。因此建議應由負責我
國資通安全工作之國家資通安全會報儘速召集國
內負責網路犯罪案件偵查工作的警察單位（刑事局
偵九隊、台北市、縣警察局電腦犯罪偵查組等）、
其他相關機構及專家學者共同研討有關成立網路
犯罪及數位鑑識單位及人力之問題與方向。另外未

來，如何在犯罪行為訴諸法律的偵查過程中，正確
地因應與處理電腦證據問題，亦為一重要而嚴正的
議題。 
4.2.3資通安全鑑識技術人力的培養與訓練： 
有鑒於網際網路的迅速發展，幾乎人人都可以

上網取得各項資訊，並透過網際網路來進行各種商
業交易，網際網路幾乎成為人類生活的必須用品，
在這樣網路普及化的情況下，伴隨而來的負面附加
問題－資訊犯罪問題也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
而擴增蔓延，使得未來網路警察的專業編制勢在必
行，而資訊犯罪偵查人員偵查知識及素質的提昇亦
是刻不容緩。 
中央警察大學係我國培養偵查各種犯罪案件

警政幹部之搖藍，目前亦有設立資訊管理學系，以
培養從事資訊犯罪工作偵查及電腦鑑識專業技術
之人才，惟因設立時間不久，而且每年畢業人數不
多，無論在人力上或專業技術上均無法滿足國內資
通安全鑑識能量之需求；因此除應繼續加強鑑識警
力之培養及訓練外，國內各大學院校資訊相關學所
或學術研究單位亦應對資通安全鑑識技術之研究
特別重視，加強我國資通安全鑑識技術及人力之提
昇。 
4.2.4研擬電腦證據處理程序： 
電腦證據（或稱網路證據 Cyber Evidence）處

理程序主要係透過檢查電腦的技術方法，備份、檢
查與分析電腦犯罪證據。在必須訴諸法律程序的過
程中，資訊科技所提供的佐證資料已變得日益重
要，鑑識人員如未保持相關電腦知識的領先優勢，
則很難提供具體有效的證據。此乃因正常操作程序
也可能會破壞電腦中的儲存資料，所以，面對未知
(或不同)儲存媒體(或格式)的電腦資料，均需小
心、妥善因應，以免在電腦證據採集過程中，不慎
錯過隱藏檔案或執行破壞程式。 
我國對於數位證據之處理上，目前並未訂定專

門 的 標 準 程 序 手 冊 （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僅在內政部警政署所頒的「警
察偵察犯罪規範」中第六章第十四節扼要規定電腦
犯罪案件之處理原則及應注意事項，供偵查人員處
理電腦犯罪案件參考。 
4.2.5資通安全鑑識諮詢服務之推動： 
在國外有 Ontrack、Vogon、New Technologies、

TSW (The Seanless Website)等跨國組織在美、英、
法、日等國提供保護電腦資料資產方法及諮詢服
務，以增加採證過程中發現(復原)被刪除或隱藏檔
案及復原密碼保護檔案的機會，並減少資料遺失、
毀壞或產生未具證據能力資料的遺憾。他們的現有
作法不僅可以作為我們學習的對象，亦可刺激我們
研發更新穎、更便捷的軟體程式來採集電腦證據，
使電腦犯罪相關案件的法院訴訟程序更為完備；因
此建議未來在我國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之
下，應增設成立「資通安全鑑識與犯罪研究中心」，
以負責我國資通安全鑑識技術及資訊網路犯罪偵
查與鑑識工作之技術支援及諮詢，並提供網路犯罪
相關研究、分析等工作。 
4.2.6加速相關資通安全鑑識立法工作： 
資訊犯罪行為之處罰，在目前刑法及個資法中

雖有相關法條可加以適用，但仍有許多網路行為並
無法可加以規範。目前歐美已經有許多國家針對濫
發垃圾郵件、網路業者責任、駭客入侵等網路社會
的異常行為，立法加以規範並有處罰條款，而對於

資通安全鑑識技術能量規劃系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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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監聽或電子郵件檢查亦訂有專責法令加以規
範，以便從事資通安全鑑識人員有所遵循；反觀國
內除了舊法新用的解釋及個資法的立法之外，其餘
網路行為規範或處罰的立法工作不是尚無草案明
文，要不就是仍在立法院審查中，尤其在網路犯罪
日益嚴重的今天，資通安全鑑識工作也越為國內資
通安全界所重視，相關的法令規範訂定也就相形重
要。 
為因應日新月異的電腦及網路等新科技型態

的犯罪型態，政府所應努力的除了目前已由立法院
院會通過「中華民國刑法修正草案」(86.10.08完成
修正案三讀) 、「電子簽章法」(90.10.31 完成立法
三讀)外，其次更應加速制訂網路基本法、網路管
理法和網路使用者管理辦法等法律，以因應網際網
路迅速發展及複雜犯罪資訊問題，才能有利我國
NICI計畫推展及提昇國家競爭力。 
另依目前犯罪偵查監聽實務分面，依立法院院

會通過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88.07.14完成立
法三讀）第 3條有關通訊監察之標準規定，則該法
應已包括網路通信在內；惟依該法第 5、6條規定，
通訊監察之範圍僅限於重罪或列舉罪名，且危害國
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不能或難以其他方
法調查證據者為限，則顯然就目前資訊犯罪的主要
型態，如網路色情、販賣大補帖等，均無法援用該
法規定，且實際上觀諸該法規定，除通訊監察標的
包括網路通信在內外，餘在設計上實際並未考量網
路之通訊監察。鑑於資訊犯罪類型特殊，運用傳統
偵查方式恐效果極其有限，對於稍具資訊技術之資
訊犯罪，通訊監察（網路監聽）幾乎為最重要之偵
查方法，且網路通訊與一般通訊究有不同，對人民
隱私權之傷害非與電話、言論之監聽相若，我們認
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現行的規定似未能盡符網
路監聽之需要，故宜對資訊犯罪型態之通訊監察另
行規定，放寬其行使要件，並對其通訊監察實施程
序與網路服務業者之配合事項詳加規定，以因應日
趨氾濫之資訊犯罪。 
 
五、結論 
資通安全鑑識技術能量之建置工作到底應涵

括哪些項目，由歐美等資訊大國之配合作為中，我
們大致可以了解應該包括組織、人力、技術、法律、
諮詢服務、處理程序及未來研究發展等幾個面向，
而我國目前對於資通安全鑑識的工作，也應朝向這
個方向而努力；在本文中我們也提出了對於我國資
通安全鑑識能量建置內容的建議作為，提供給政府
相關單位努力方向的參考。 
資通安全鑑識是一個新興的科學領域、在目前

世界各國中，只有美國在這個領域的努力作為最為
先進完善；在我國則仍尚在起步階段、據了解在各
大學院校或研究機構亦有從事資通安全鑑識技術
之相關學術研究或產品開發正在進行，惟大都各做
各的研究，而分散了對於鑑識資通安全事件之能
量。因此我們認為應該由我國負責資通安全工作的
國家資通安全會報來召集國內相關研究機構、廠商
業者及相關大學系所等專家學者來研討我國目前
有關資通安全鑑識技術能量之程度，並藉以有效整
合現有之整體資源運用。 
另外目前在國外有 DIBS、New Technologies

等跨國組織提供保護電腦資料資產方法及諮詢服
務，使電腦犯罪相關案件的法院訴訟程序更為完
備。而我國目前則都還處於起步階段，目前國內也
少有廠商提供相關資通安全鑑識的服務。身處第一
線的執法人員在未能擁有相當的數位鑑識能力及
相關單位的支援下，在犯罪趨向「網路化」的未來，
偵查犯罪必會遭遇困境。因此，我國實應成立「資
通安全鑑識與犯罪研究中心」，召募具有專長的技
術人員進行研究，專責我國未來有關資通安全鑑識
工作之研究發展，為打擊網路犯罪及研發資通安全
鑑識技術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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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鑑於國內網際網路環境日益發達，且行政院大

力推動電子化政府之政策，警察機關編制龐大，經
管之資訊又與民眾權利息息相關，為免警大招生敝
案或刑事警察局淹水案等資通安全事故再度重
演，檢視警政資訊系統資通安全現況已是當務之
急，其中又以資通安全管理政策為問題及成敗之核
心。 

本研究經由蒐集 ISO/IEC 17799:2000(BS7799 
PART I)等國際資通訊安全規範及警政資通訊安全
管理規定等文獻，並以「文獻資料分析法」交叉比
對、分析，比較現行警察資通安全管理規定與
ISO/IEC 17799:2000(BS7799 PART I)等國際資通安
全規範之異同及缺失，再以「問卷調查法」測量各
級警察機關資通安全設備、電腦及網路使用情形、
資通安全管理、資通安全觀念及資通安全事故發生
情形等警察資通安全現況，發現警政資通系統存在
「警察資通組織不佳」、「資通安全設備不足」、「電
腦及網路使用待推廣」、「警察資通安全現況堪
虞」、「資通安全管理欠落實」、「資通安全觀念待宣
導」及「警察資通安全規範待修訂」等缺失，並提
出「遵循警察任務需求，明訂政策分段執行」、「健
全警察資通組織，強化資通安全編組」、「確認資產
風險評估，定期清查分類標示」、「辦理人員忠誠考
核，落實訓練追蹤督考」、「控制資通設備環境，防
護資通設備安全」、「確保通訊安全快速，提昇資訊
網絡安全」、「使用技術協助管理，存取控制嚴格便
利」、「運用安全科技產品，支援維護系統安全」、「律
定危機處理程序，持績演練檢討修正」、「嚴禁違反
法規命令，獨立內部稽核偵防」等警政資通安全管
理政策芻議。 
關鍵詞：資通安全、警政資訊、ISO17799-1:2000、
BS7799 
 
1.前言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資通安全領域中，有效的安全管理模式向為
專家學者研究之重心之一，尤其在 BS7799 及
ISO17799：2000 等國際資通安全規範，通過並廣為
各界接受後，資訊安全管理更受到實務單位之重
視，我國警察組織龐大，員警人數眾多，分布區域
遍布全國各角落，且經手之勤業務頗為繁雜，並與
人民權益關係密切，對於所保管相關資訊之安全頗
值特別重視，警政單位電腦資料外洩(合法取得、
非法使用)、刑事警察局淹水案等資通安全事故，
不僅損及政府之威信，更嚴重損害人民之權利，亦
證明警察資訊安全管理之機制尚有改進之處，本研
究乃期望檢討警察資通安全管理之現況缺失，並參
考國際資通安全規範內容，研擬警政資通安全管理
政策，以供實務單位參考，本研究之目的分述如
下： 

1. 比較現行警察資通安全管理規定與 BS7799
等國際資通安全規範之異同及缺失。 

2. 調查警察資通安全現況及缺失。 
3. 綜合前述分析，彙擬「警政資通安全管理政

策」。 
1.2.研究範圍 

資通安全範疇可略分為技術面及管理回，舉凡
密碼學演算法之設計、改良、創新，或是防毒軟體、
入侵偵測系統、防火牆等軟硬體設備之推陳出新，
或是國際資通安全規範之研究訂定等構面，均是專
家、學者或業界研究之重點，相關研究主題既深且

廣，難以兼容並顧，本研究之主題為「警政資通安
全管理政策」，研究範圍分述如下： 
1.2.1 以管理面為主，技術面為輔 

本研究以資通安全政策、組織、資產、人員、
環境、危機及法治等管理面為主，並以 ISO/IEC 
17799:2000(BS7799 PART I)為探討依據，有關通
訊作業、存取控制、系統維護等技術層面，則僅就
相關部分說明，未能深入探討。 
1.2.2 以政策面為主，執行面為輔 

本研究以探討警政資通安全管理政策為主，尤
其 將 探 討 重 點 置 於 高 階 政 策 (High Level 
Policy)，再佐以低階政策(Low Level Policy)說
明，有關執行程序、計畫或細部執行規定等執行層
面，限於篇幅無法探討。 
1.2.3 以 ISO/IEC 17799:2000(BS7799 PART I)為
探討主軸 

國際資通安全管理規範因適用對象不同，而紛
由不同國際組織訂定後頒行，其規範之重點亦因需
求不同而有所差異，如金融機構的稽核作業，多遵
循 COBIT 之 規 定 ， 本 研 究 以  ISO/IEC 
17799:2000(BS7799 PART I)的十大控制項目、三
十六個控制目標及一二七項控制方法為探討主
軸，其他國際規範或有類以規定，限於研究期程及
經費，難以全部加以討論。 
1.4 研究方法 
1.4.1 文獻資料分析法[1] 

本研究採用「文獻資料分析法」，以蒐集國際
資通訊安全規範、我國資通訊安全管理政策及警政
資通訊安全管理規定等相關之中外書籍、期刊、論
文及網際綱路等文獻資料，深入研究、歸納、比較
及分析。 
1.4.2 問卷調查法[2]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根據「內政部警政
署電子計算機作業保密安全實施規定」之資通安全
規定內容，擬定問卷二頁四十六題，對全國各警察
機關各級警察同仁及在中央警察大學二技、警察專
科學校進修班進修之現職員警，隨機抽樣調查，期
望能測量出各級警察機關資通安全設備、電腦及網
路使用情形、資通安全管理、資通安全觀念及資通
安全事故發生情形等警察資通安全現況。 

 
2.國際資通安全管理規範概況 

所謂標準就是經由大多數國家或團體認定，供
一般或重複使用，以提供各項活動或其結果有關的
規則、指導網要或特性所建立之文件，國際標準組
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稱 ISO )為目前全球最受認定
的標準制定組織，該組織所制定或討論中之資通訊
安全標準約可分為「資訊安全產品標準」、「資訊安
全管理驗證標準」、「軟體處理評估標準」及「資訊
安全管理認證程序標準」等四類，計有 ISO/IEC 
15408-2，15408-3，17799-1，13335-1，13335-2，
13335-3，13335-4，15504-1~7，15026，12207，13569
等，此外尚有其他國際標準組織所訂之資通訊安全
標準如 BS7799、EA7/03，COBIT 等[3]。 

「ISO/IEC 17799:2000 (BS7799 PART I)」的
全名是「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Part 
1: Code of Practice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是一個由英國 BSI（B r i t i s h  
S t a n d a r d s  O n l i n e）在 1995 年二月所提出、
1999 年五月修訂，為目前國際上最知名的安全規
範，而且其 PART I 於 2000 年 12 月，也已被I S O  接
納成為標準 ISO 17799-1。它廣泛地涵蓋了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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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議題，是一個非常詳盡甚至有些複雜的資訊安
全標準[4][5]。其內容計分為安全政策、安全組
織、資産分類及控制、人員安全、實際及環境安全、
通訊與作業管理、存取控制、系統開發及維護、業
務持續運作管理[6]、符合性等十大管理要項，卅
六個執行目標及一二七項管制方法[7]。 

 
3.警政資通安全管理機制檢討 

內政部警政署為維護資訊安全，在建置警政資
訊系統之初即研訂「內政部警政署電子計算機作業
保密安全實施規定」乙種，於七十六年六月頒行，

並依系統之擴大建置而多次增修，於八十九年十月
修訂後其內容計分為總則、一般規定、實施要領、
考核與獎懲及附則等五章十節四十三款，其內容雖
已包含依據、目的、適用範圍、保密安全原則、權
責劃分、人員管理、資料處理、維修作業、場地管
理及物料管理等範疇，但因該規定係依專屬系統為
防護標的，規範內容頗為簡略，對網際網路之開放
環境而言，更顯不足，亟需重新修訂，謹就「內政
部警政署電子計算機作業保密安全實施規定」內容
與 ISO 17799-1：2000 內容比較如表 1。 

 
表 1、保密安全實施規定與 ISO 17799：2000 內容比較 

I S O  1 7 7 9 9 : 2 0 0 0
內政部警政署電子計算機作業保密安
全 實 施 規 定

內    容 執 行 目
標 數
( 3 6 )

管 制 方
法 數
( 1 2 7 )

款 數
( 4 3 ) 款 目

安 全 政 策 1 2 11 
1002,1003,2001-2007, 
5002-5003 

安 全 組 織 3 10 6 2008-2013 
資 産 分 類 及 控 制 2 3 1 3014 
人 員 安 全 3 10 4 3001-3004 
實 際 及 環 境 安 全 3 13 11 3009-3013,3015-3020 
通 訊 與 作 業 管 理 7 24 1 3005 
存 取 控 制 8 31 1 3006 
系 統 開 發 及 維 護 5 18 2 3007-3008 
業 務 持 續 運 作 管 理 1 5 0  
符 合 性 3 11 6 1001,4001-4004,5001 

說明：本表內容以 ISO17799:2000 之十大管理要項為內容分類依據 
 

4. 警察資通安全現況調查 
4.1 調查經過 

本研究為深入瞭解各級警察人員使用電腦的
行為、經驗、期望及現行資通安全管理規定執行情
形，乃以問卷調查方式，對各級警察機關各級官
警、中央警察大學二技同學設計及警察專科學校進
修班同學實施調查，計回收有效問卷 1618 份，調
查執行過程簡述如下： 

1 調查範圍 
針對全國各級警察單位現職警察同仁使用電
腦之情形，以探索電腦設備現況、使用電腦
現況、使用電腦經驗及資通安全管理現況及
與人別資料等相關因素間之關係。 

2. 調查對象  
本調查以全國各級警察單位現職警察同仁為
對象，其中對象含蓋各縣市、各種專業警察，
各年齡層，各種階級及內、外勤同仁，亦包
括在中央警察大學及警察專科學校進修之現
職警察同仁。 

3.問卷設計 
本調查所用問卷(如附錄二)係依據「內政部
警政署電子計算機作業保密安全實施規定」
之資通安全規定項目設計，擬定問卷二頁四
十六題，經由中央警察大學資管所研究生五
名，警政署資訊室同仁五、保防室同仁五名
及新竹縣警察局、保一總隊等基層同仁十五
名，合計三十名實施前測後、再經討論、修
正後定案。 

4.抽樣方法 
本調查抽樣方式如下： 
(1) 全國各警察機關各級警察同仁 

由中央警察大學以九十一年四月十一
日(九一)資管第一０九號函(如附錄
三)，將問卷函送至全國二十五縣市警
察局各二十份(實際寄出各四十份)，請
求各縣市警察局協助辦理調查，共計寄
出 1000 份問卷，經多次透過公、私情
誼催收，共回收 910 份。 

(2) 中央警察大學二技同學 
經由中央警察大學總隊部之協助，以隨
機抽樣方式對二技同學實施調查，共計
發出回卷 500 份，回收 451 份。 

(3) 警察專科學校進修班同學 
經由警察專科學校大隊部之協助，以隨
機抽樣方式對進修班同學實施調查，共
計發出回卷 500 份，回收 427 份。 

(4) 本調查共計發出問卷 2000 份，回收問卷
1788 份(89.4%)，其中有效問卷 1618 份
(80.9%)，其中極少數問卷有單題未答
(Missing Valid)情事，但因其數量極
少，本研究在統計時逕予忽略。 

5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收集資料，以SPSS For Windows 10.0
版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使用統計方法包括： 
(1) 次數分配及百分比：利用次數分配計算

填答者之各項填答情形，以了解受測者
基本資料、電腦設備現況、使用電腦現
況、使用電腦經驗及資通安全管理現況
等項分佈情形。 

(2) 信度分析：以 Cronbach's Alpha 係數考
驗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一般而言，信度
係數超過.70，都是可以被接受。 

(3) 效度分析：因本調查係依據「內政部警
政署電子計算機作業保密安全實施規
定」之各項規定設計，尚無完整理論架
構支持，惟本問卷業經三十位各級警察
同仁前測後定稿，應具表面效度。 

(4) 獨立樣本 T 檢定：對回收自學校之資料
與與全部之資料逐題作樣本差異性分
析，以研判有無系統偏誤之情事。 

(5) Pearson 積差相關：檢測用 Pearson 積差
相關檢驗受測者基本資料、電腦設備現
況與使用電腦現況、使用電腦經驗及資
通安全管理現況之關係。 

4.2 調查結果 
4.2.1.不符資通安全要求項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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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本節對電腦設備現況、使用電腦現況、使
用電腦經驗及資通安全管理現況等項分析，調查結
果尚不符資通安全要求者計 29 項，其中屬「資通
安全管理不當」者計 15 項(佔 51.7%)，「資通安全
設備不足」者計 3 項(佔 10.4%)，「資通安全教育
訓練不足」者計 11 項(佔 37.9%)，茲彙整如表 2 

表 2 調查結果不符資通安全要求統計 
調查項目 調查

結果
對資通安全之影響 

一、電腦設備現況 

電子郵件共用帳號 26.3 資通安全管理不當 

可在單位外收發郵件 16.5 資通安全管理不當 

無檔案加密設備 55.0 資通安全設備不足 

無不斷電設備 51.0 資通安全設備不足 

二、使用電腦現況 

電子郵件無加密習慣 58.9 資通安全教育訓練不足

無檔案加密習慣 54.8 資通安全教育訓練不足

三、使用電腦經驗 

認為密碼無幫助 16.8 資通安全教育訓練不足

認為密碼使用不便 58.3 資通安全教育訓練不足

認為應可自行安裝軟體系

統 

31.6 資通安全教育訓練不足

認為單位電腦設備不安全 31.8 資通安全教育訓練不足

認為單位電腦檔案不安全 63.2 資通安全教育訓練不足

認為自已應負電腦安全責

任 

6 資通安全教育訓練不足

四、資通安全管理現況 

電力中斷情事 70.3 資通安全管理不當 

電腦病毒發作 63.8 資通安全管理不當 

天災情事 47.3 資通安全管理不當 

設備或資料遺失情事 31.4 資通安全管理不當 

無防毒軟體設備 17.7 資通安全設備不足 

未定期更新病毒碼 41.7 資通安全管理不當 

單位規定自由選擇是否使
用密碼 

38.8 資通安全管理不當 

單位不要求定期更改密碼 19.6 資通安全管理不當 

未定期更改密碼 57.4 資通安全教育訓練不足

單位無不良密碼管理 71.6 資通安全管理不當 

單位允許自行安裝軟體 22.3 資通安全管理不當 

定期檢查電腦硬體設備 43.8 資通安全管理不當 

定期檢查電腦軟體設備 40.1 資通安全管理不當 

定期檢查電腦連線設備 40.7 資通安全管理不當 

不能確定單位有無資通安
全規定 

54.9 資通安全教育訓練不足

單位無資通安全規定 9.4 資通安全管理不當 

未學過資通安全課程 67.2 資通安全教育訓練不足

 
4.2.2 調查結果與人別資料相關性分析 
綜合本節對使用電腦現況、使用電腦經驗及資通安
全管理現況等項分析，調查結果與受調查者基本資
料相關性分析如表 3 
 
5.研究發現 
5.1 資通安全設備不足 

資通安全設備是確保資通安全之基礎，種類、
價格及設置因任務需求、網路架構而有所不同，本
研究僅就基層警察同仁可理解及接觸的不斷電設
備、上網設備、電子郵件設備及檔案加密設備等最
基礎部分實施問卷調查，由下列調查得知警察資通
安全設備亟待購配： 

1. 未提供電子郵件設備者 42.2%。 
2. 無檔案加密設備者達 55%，其中有 30.8%

認為工作本有此需求。 
3. 無不斷電設備者達 51%。 

5.2 電腦及網路使用待推廣 
警察職司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寧，且單位遍布全

國，成員眾多，指管通勤是達成此一目標的重要命
脈，有效的通信更是警察機關與警察機關，行政機

關及人民的交流基礎，以達通訊快速，資源共享的
目標，而新興的網路科技更是最佳的利器，可是由
下列調查結果發現，警察對網路使用亟待推廣： 
1. 有 58%不知傳送資料的 NN 系統，合計 84%未使

用過此作業系統，僅有 1.1%對此系統使用頻頻。 
2. 僅有 53.7%經常或頻繁使用網際網路，但有 96%

認為網際網路有助於公務推動。 
3. 有 19.4%未使用電子郵件，僅 39.9%經常或頻繁

使用，47.1%從未使用電子郵件傳送公務資料，
僅 19.7%經常或頻繁使用電子郵件傳送公務資
料，但有 88.3%認為電子郵件有助於公務推動。 

4. 在電腦使用方面仍停留在文書處理上(64%經常
或頻繁使用，96%認為有助於公務推動)，但使
用電腦處理大量資料(35.8%經常或頻繁使用，
95.7%認為有助於公務推動)或編寫程式(7%經常
或頻繁使用)方面則亟待推動。 

 
表 3 調查結果與受調查者基本資料相關性分 

調 查 項  目 年齡年資學歷 官階 職務 性質 性別單位

公務查詢情形  
正相
關

負相
關

負相
關 

正相
關 

負相
關 

負相
關

負相
關

使用ＮＮ系統情
形 

正相
關    

正相
關 

負相
關     

使用網際網路情

形   
正相

關

正相

關 

負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網路有無幫助  
正相
關

正相
關   

負相
關 

正相
關   

使用電子郵件情
形 

負相
關

負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負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電子郵件傳送公

務情形  
負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負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電子郵件加密情
形 

正相
關

正相
關

負相
關         

電子郵件有無幫
助  

正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負相
關 

正相
關   

電腦處理文書情

形   
正相

關

正相

關 

負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文書處理有無幫
助 

正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負相
關 

正相
關   

電腦處理大量資
料情形   

正相
關

正相
關 

負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處理大量資料有

無幫助 

正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負相

關 

正相

關   

電腦編寫程式情
形  

負相
關           

檔案加密習慣   
負相
關         

檔案加密設備             

密碼有無幫助             

密碼有無不便     
負相
關   

負相
關 

負相
關

負相
關

安裝軟體系統期
望       

正相
關     

單位電腦設備安

全度自評     
負相

關 

正相

關     

單位電腦檔案安
全度自評 

正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電腦安全責任歸
屬   

正相
關

正相
關 

負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單位資通安全規

定瞭解情形 

正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負相

關 

正相

關   

資通安全教育情
形  

負相
關     

負相
關 

正相
關 

正相
關

負相
關

 
5.3 警察資通安全現況堪虞 

由下列調查結果發現，警察機關資通安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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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虞： 
1 在 49%置有不斷電設備下，仍有 70.3%受測者
受電力中斷事故困擾 

2 在 82.2%置有防毐軟體設備下，仍有 63.8%受
測者受電腦病毒事故困擾 

3 有 47.3%受測者曾因天災而影響資通安全。 
4 有 31.4%曾發生電腦設備或檔案遺失情事， 
 

 
5.4 資通安全管理欠落實 

內政部警政署雖已訂頒「內政部警政署電子計
算機作業保密安全實施規定」，並於七十六年六月
頒行，姑且不論其內容是否合於國際資通安全規
範，如能有效執行亦將有助於警察資通安全之推
昇，可是由下列調查結果發現，各級警察機關對本
項規定之執行尚欠落實： 

1. 僅 40.5%置有防毒軟體且定期更新氞毒
碼。 

2. 有 38.8%電腦無密碼保護，另 19.6%電腦
放任使用者自行決定是否使用密碼保護。 

3. 57.4%密碼未定期更改。 
4. 71.6%單位未對不良密碼實施管理。 
5. 尚有 22.3%使用者可在公家電腦上自行安

裝軟體。 
6. 僅 43.8%定期檢查電腦設備，40.1%定期檢

查電腦中之軟體，40.7%定期檢查電腦連線
設備。 

7. 有 54.9%受測者不能確定單位有無資通安
全管理規定，另 9.4%確定該單位設有此一
規定。 

8. 67.2%未受過資通安全教育或訓練。 
5.5  資通安全觀念待宣導 

資通安全觀念是推動資通安全的原動力，但由
下列調查結果發現，警察人員對資通安全仍有許多
錯誤的觀念： 

1. 58.9%受測者無電子郵件加密習慣，54.8%
無檔案加密習慣 

2. 16.8%認為密碼無任何幫助，58.3%認為密
碼非常或稍有不便。 

3.  31.6%認為應允許在公家電腦自行安裝
軟體。 

4.  有 31.8%認為單位電腦設備不安全，另
有 44.6%無法評估是否安全。 

5. 有 63.2%認為電腦檔案有被侵害之可
能，另有 24.7%無法評估是否安全。。 

6. 對資通安全應由誰負之問題上，63.3%認
為應由資訊人員負責，22.3%選擇廠商，
僅有 6%認為應自行負責。 

5.6  警察資通安全規範待修訂 
由保密安全實施規定與 ISO/IEC 

17799:2000(BS7799 PART I)內容比較(如表 3.2)
中不難發現，「內政部警政署電子計算機作業保密
安全實施規定」不論在質與量上，均無法達到國際
規範的要求，為有效推動警察資通安全管理之工
作，亟需修訂現有資通安全規定，並依據人力、物
力及財力情形，研訂配套計畫逐年推動，方能有效
執行。 

 
6.警政資通安全管理政策芻議(代結論) 

ISO/IEC 17799:2000(BS7799 PART I)以 127
個控制方法，以建構嚴謹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其
中部分控制方法在「內政部警政署電子計算機作業
保密安全實施規定」中並未提及，本研究亦未在實
證調查中深入探討，惟為擬定完整、明確的警政資
通 安 全 管 理 政 策 ， 本 文 乃 依 照 ISO/IEC 
17799:2000(BS7799 PART I)的十大控制目標之結
構，並參考前述各章之文獻探討、實證調查及研究
發現，擬定警政資通安全管理政策(高階政策)10
條 160 字如下，  
6.1 遵循警察任務需求，明訂政策分段執行。 

管理層應制定一個明確的安全政策方向，並透
過在整個組織中發佈和維護資訊安全政策，表明自
己對資訊安全的支持和保護責任。發展警政資通系
統的目的，係為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及同仁服務，以
提昇警察工作之效能，其政策自應遵循「維持公共
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
利」之警察任務[8]，資通安全管理政策亦應遵循
(警察資通安全政策關係如圖 1)，另為使建置警政
資通安全管理系統之計畫確實可行，可參酌本研究
所得 ISO/IEC 17799:2000(BS7799 PART I)之 127
項控制方法執行優先順序，配合預算及人力分年實
施，本節應包括下列低階政策： 

1. 資訊安全政策應文件化，並公告週知。 
2. 資訊安全政策應依人、事、時、地、物

等因素變化，定期或隨時重新審查、評
估、修訂。 

 

警察任務

警政資通政策

警政資通安全管理高階政策

社會治安需求 國家安全政策

警政資通安全管理低階政策
 

圖 1 警察政策與資通安全政策關係 
6.2 健全警察資通組織，強化資通安全編組。 

為增強警政資訊系統安全能量，如僅於現行編
制中增置安全部門，除需增加龐大人力外，並不能
解決現有警政資訊組織頭重腳輕、人力不足且分
散、警政通訊與資訊單位分立等缺失，故為達到警
政資通安全之目的，本節應包括下列低階政策： 

1.健全警察資通組織  
警察資訊單位編制宜調整如下(如圖 2)： 

(1)警政署資訊室與警察電訊所合併為「警察
資通局」，辦理全國警政資通事宜，並在
其內設置專責資通安全部門，辦理資通安
全事宜。 

(2)在全國分北中南東四區，分設「警察資通
分局」，辦理轄內各警察單位資通工作，
並在其內設置專責資通安全部門，辦理資
通安全事宜。 

(3)裁撤各警察局、警察分局及專業警察單位
資訊編組，人員調整至警察資通分局集中
辦事。 

 
警政署

警察局 專業警察

資訊室

警察分局

派出所

派出單位

資訊組

資訊室

資訊室
資通警察局

北中南東資
通警察分局

服務管理

服務管理

服務管理

服務管理

服務管理

服務管理

電訊所

資通安全科

資通安全科

 
圖 2 警察資通安全組織整合架構 

2. 增置資通安全單位及管理資訊安全委員
會 

6.3 確認資產風險評估，定期清查分類標示。 
透過清查資產的價值、弱點及威脅，對警察各

類資通訊資產進行風險評估，確認風險之所在，以
移訂定安全管理對策，本節應包括下列低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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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認資產風險評估，維持對於組織織資產
的適切保護，確認資産的保管責任 
2.明定資產風險評估之程序，對資訊分類，
指明其需要、優先順序和保護級別。 

6.4 辦理人員忠誠考核，落實訓練追蹤督考。 
忠誠考核的目的，乃在降低因人員錯誤、偷

竊、詐騙或不當使用設施所造成的風險，而落實訓
練的目的，係為確保員工了解資訊安全的威脅及顧
慮，並且具備在其日常工作過程中支持組支織資訊
安全政策的能力，並安全及失效事件所造成的損害
降到最低，並監督這些事件以從中學習。本節應包
括下列低階政策： 

1. 對新員工應充分進行篩選，特別是對於從
事敏感工作的員工更是如此，在聘僱階
段，就應該說明安全責任，將其寫入合約，
並在雇用期間進行監督。 

2. 所有員工和使用資訊處理設施的第三方
使用者都應簽署保密協定。 

3. 應對使用者進行安全步驟和正確使用資
訊處理設備的訓練，將可能的安全風險降
到最低。 

4. 明訂安全事件、安全弱點、軟體失效事件
的通報程序、責任及獎懲規定。 

6.5 控制資通設備環境，防護資通設備安全。 
控制資通設備環境的目的乃在防止對警察資

通設備所在地及資訊未授權的進入與存取、破壞及
干擾，預防資産遺失、而防護資通設備安全係為預
防對警察資通設備破壞或損失，並確保警政資通系
統運作不遭受干擾，由研究發現中得知當前各級警
察機關資通安全設備不足，且未能有效管理以使其
發揮應有之功能，在 49%置有不斷電設備下，仍有
70.3%受測者受電力中斷事故困擾即是一例，故內
政部警政署應爭取年度預算或專案經費，大幅購配
資通安全設備，並培訓優秀管理幹部，以有效提昇
警察機關資通安全能量。本節應包括下列低階政
策： 

1. 應明確劃分安全區域，進行實體進出管
制，並對辦公處所及設備進行必要之保護。 

2. 應保證警察資通設備免受安全方面的威脅
和環境的危害。 

3. 遵照「僅知原則」防止將資訊和資訊處理
設備暴露給未經授權的人，或被未經授權的
人修改或偷竊。 

6.6 確保通訊安全快速，提昇資訊網絡安全。 
運用電腦及網路來提昇警察工作效率已是不

容置疑的方向，由研究發現中得知警察單位使用電
腦及網路之情形尚不普及，現有設備尚未發揮應有
之功能，內政部警政署應在施政計畫中，將警政電
腦及網路化訂為最重要施政目標，以有效提高警察
工作效率。本條政策的目的在確保正確與安全地操
作資訊處理設備，且將系統失效的風險降至最低，
並保護軟體和資訊的完整性、確保網路中資訊之安
全性、儲存媒體的處理與安全及資訊和軟體交換的
安全。 
6.7 使用技術協助管理，存取控制嚴格便利。 

存取控制的目的乃在防上未經授權之存取，警
察機關偏布全國各地，人員眾多，在本研究實證調
查中，業已發現密碼管理不良、自行安裝軟體等管
理缺失，為達前述目的，應先明訂存取控館政策，
使用先進的系統管理技術，對使用者存取管理、使
用者責任、網路存取控制、作業系統存取控制、應
用程式存取控制、系統存取和使用的監察、可移動
式電腦運算及電腦通訊遠距工作等進行有效的管
理控制，並確保存取的便利性，已是必然的趨勢。 
6.8 運用安全科技產品，支援維護系統安全。 

本條政策之目的乃在保證安全機制內建於資
訊系統之中，以防止應用系統中使用者資料的遭受
遺失、修改或不當使用，並確資訊的安全性、真實
性或完整性，以確保系統檔案、維護應用系統軟體
和資訊的安全性。 

6.9 律定危機處理程序，持績演練檢討修正。 
本條政策之目的乃在防止業務活動中斷，確保

重要業務流程不受重大故障和災難的影響。在本研
究中發現目前警政資通訊安全管理機制中，並不存
在危機處理與復原之計畫，本項工作應與資產評估
結合，以最適切之計畫對各類資產採取適當的保護
和復原措施。本研究謹將辦理警察資通訊資産鑑
別、分類，落實危機管理與復原機制程序彙整如圖
3，並說明如下： 

1.資通資產普查 
資產鑑別乃為對現有資通資産，經由清查
之程序來確認資產、換言之即是要確定「牛
肉」在何處。 
(一)資通資產普查

(二)風險評估以形成重點

(三)產生資產分類清冊

(四)擬定防護措施

(五)演訓、評估

檢
討
修
正

 
圖 3 資通資產鑑別、分類、管理程序 

 
2 風險評估 

對各項資產因人、事、時、地、物等因
素所產生之危害，進行風險評估，排定
危機等級及類別，以確定安全重點何
在，以集中有限行政資源運用。 

3 資產分類，產生清冊 
分類之目的乃在保證資産得到適當的
保護，其方法係對資産分類，指明其需
要、優先順序和保護級別，因為資産的
敏感程度和關鍵程度各不相同，例如有
些資産需要加強保護或進行特別對
待。國家可以使用資訊分類系統定義合
適的保護級別，並解釋對特別處理手段
的需要。 
根據資産分類之結果，彙整資產清冊，
也就是將成果文件化，其目的乃在幫助
國家確保對資産實施有效的保護，也可
以用於其他商業目的，如資産狀況、金
融保險等（資産評估）。編輯資産清單
的過程是資産評估的一個重要過程。 

4 擬定危機管理及復原計畫(因應措施) 
資通安全專責機構可利用以上資訊，指
導、管制各資產主管單位根據資産的重
要性和價值，擬定相應級別的保護措
施。 

5 演訓評估 
在因應措施擬定後，應經過教育訓練之方
法，使各級參與人員明瞭危害之來源及應
變之道，而且必須透過假設狀況之反復推
演練習，以評估因應措施之可行性。 
本節應包括下列低階政策： 
1. 應該實施業務持續運作管理程序，預防
和恢復控制相結合，將災難和安全故障
（可能是由於自然災害、事故、設備故
障和蓄意破壞等引起）造成的影響降低
到可以接受的基準。 

2. 應該分析災難、安全故障和服務損失的
後果。制定和實施應急計劃，確保能夠
在要求的時間內恢復業務流程。 

3. 業務持續運作管理應該採用控制措
施，確定和降低風險，限制破壞性事件
造成的後果，確保重要操作及時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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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嚴禁違反法規命令，獨立內部稽核偵防。 
本條政策之目的乃在確定警政資通系統不違

反刑法、民法、成文法、法規或合約義務以及任何
安全要求，並保證系統符合組織的安全政策和標
準，且最大限度地提高有效性，最大程度地減少系
統稽核過程的干幹擾和對系統稽核過程的干預。本
節應包括下列低階政策： 
1. 資訊系統的設計、操作、使用和管理要依據成
文法、法規或合約安全的要求。 

2. 應該根據適當的安全政策進行此類評審，還應
該對技術平臺和資訊系統是否符合安全實施標
準進行稽核。 

3. 在系統稽核過程中，應該採取適當的控制措施
保障作業系統和稽核工具的安全。同時還要求
採取保護措施保障稽核工具的完整性，防止濫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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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犯罪偵查模式---以線上遊戲犯罪案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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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網際網路的快速興起，創造出了新的網路社會

生活模式，上網咖打連線遊戲戰，已成了許多青少

年學生的最愛。然而，在享受網路帶來便利的同

時，亦產生了許多新興的犯罪問題亟待解決；各種

新興的網路犯罪類型，是過去未曾發生的，沒有案

例可循，也沒有偵查模式等機制可參照，讓這些新

興的網路犯罪案件成了偵查人員的燙手山芋。目前

網路犯罪在學術界及實務界中，亦尚未有較成熟的

研究成果或偵查機制，因此本研究擬從網路犯罪之

線上遊戲所衍生的各類案例中，以歸納分析法來推

導出網路犯罪模式，並將偵查過程之相關步驟程序

化，以有系統的方式解釋完整之偵查模式，期能供

實務界參考之用。 

關鍵字：網路犯罪、偵查模式、線上遊戲 

Abstract 
The rising vigorous Internet makes a brain-new 

mode of our social life. Today, playing on-line games 

in Internet Cafes has become the favorite for most 

teenagers’ students. At enjoying the conveniences of 

Internet, it also brings lots of crime related issues 

those are in urgent need of solutions. However, the 

newly types of cybercrime are short of referred cases 

thus makes crime investigations intractable. Applying 

induction analysis methods to crime cases caused by 

on-line games, we are trying to infer the 

corresponding crime mode and regularize the related 

investigating steps in this research. We expect that a 

systematic mode of investigation can be set up and 

provides helpful references in practical situations.  

Keywords: cybercrime、mode of investigate、

on-line game 

1.研究動機、目的 
 
線上遊戲已成網路犯罪溫床，由於虛擬道具黑

市價碼水漲船高，遂引起不肖份子覬覦，企圖利用

各種犯行偷竊、盜取販賣遊戲帳號及虛擬道具牟

利。包括利用木馬程式入侵他人電腦、竊取遊戲帳

號密碼，直接在遊戲世界詐騙他人虛擬道具及財

務，甚至線上遊戲管理人員監守自盜等案件一再發

生，也讓警方大傷腦筋。[1][2] 
網路販賣大補帖，銷售網站詐騙案已非網路犯

罪主要趨勢，取而代之的則是線上遊戲的虛擬道具

及遊戲帳號詐騙案。自線上遊戲崛起後，玩家虛擬

道具及遊戲帳號遭竊的報案電話不絕於耳，數量之

多引起執法部門重視。法務部於 90年 12月中已正
式函釋，線上遊戲的虛擬寶物因屬「電磁紀錄」，

在刑法的詐欺及竊盜罪中都被視為「動產」之一，

有一定的財產價值。 
以「天堂」為例，最常見的被偷、被搶、被洗

錢方式，就是發生在黑市交易中。許多玩家急於成

為線上遊戲高手，不惜重金購買虛擬貨幣、裝備、

寶物，甚至是練到「某一等級」的帳號。而有心人

士就是看好這種供需市場，輕者是拿了東西不付

錢，嚴重者則在騙取玩家帳號密碼後，直接進入將

該帳號的寶物、貨幣一掃而空，把該帳號有價物品

全部洗光光。 
由於犯罪案件的激增，讓警方高度重視，然因

實務上各種案件種類繁瑣，而大多數外勤警察人員

並未有充裕的時間來了解線上遊戲是如何進行、犯

案手法為何，而影響案件偵辦進度；本文試以常見

之各類線上遊戲犯罪案件，歸納出犯罪模式並提出

可行之偵查模式及偵查要領，供外勤警察人員參

考，其能縮短偵辦時效並提高破案率，以遏止線上

遊戲犯罪之歪風。 
 

2.網路犯罪相關理論探討 
 
2.1 網路犯罪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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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犯罪」雖已逐漸成為公眾採用之名詞，

但目前學者專家尚未有嚴格的定義與統一見解

[3][4]，一般多將之與電腦犯罪混為一談，或視其
電腦犯罪之下位概念，而認為網路犯罪係指在電腦

犯罪中須藉助網際網路遂行其犯罪意圖之犯罪而

言，例如藉由網路獲取不法利益、詐財、恐嚇、傳

遞暴力或妨害風化之訊息等。此說固非無見，亦未

影響電腦犯罪或網路犯罪之法律效果，但將此二種

顯然有別的犯罪類型模糊融合，則顯然輕忽具有

「網際網路」特性之犯罪行為，而無法對於犯罪有

深入的探討了解。 
美國研究電腦犯罪的著名學者 Ecoghan Casey

在其所著「數位證據與電腦犯罪(Digital Evidence 
and Computer Crime)」一書中提出：電腦犯罪是網
路犯罪的一種特殊類型，網路犯罪涵蓋與電腦及網

路有關的任何犯罪。所謂「網路犯罪」，在狹義上，

網際網路犯罪是電腦犯罪的延伸，由人、電腦、資

訊所構成，在廣義上，行為人所違犯故意或過失行

為，需要透過電腦即稱為網路犯罪[5][6]。 
 

2.2網路犯罪學理論 
 日常生活理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 

Cohen and Felson 於一九七九年提出日常活動
理論，該理論認為：非法活動的發生，在時、空關

係上需與日常生活合法活動相配合，因此藉由日常

活動的內涵，影響了犯罪發生的機會、因而影響「直

接接觸掠奪性犯罪」（Ｄ irect Contact Predatory 
Crime）的發生。在犯罪學理論裏，均偏重於犯罪
者犯罪原因的探討，而日常活動理論跳出犯罪者為

中心的傳統理論模式，而是以機會（Opportunity）
來說明犯罪的發生。且認為若將有犯罪傾向者控制

在一定的數量，但因社會環境的改變、人類活動型

態發生變化，促成犯罪機會的增加，犯罪率仍會上

昇。 
 社會控制理論（Ｓocial Contrl Theory） 
Ｈirschi 認為不必要再解釋犯罪的動機或原

因，因為人性本為非道德的動物，都有犯罪的自然

傾向，如果不受外在的法律控制和環境的陶冶與教

養，便會自然傾向於犯罪，不犯罪才需要解釋。此

理論認為網路使用者如不受外在法律的控制和環

境的陶冶與教養，便會自然傾向於犯罪。因此，網

路使用者之所以不犯罪，乃由於這種外在環境之教

養與控制的結果。 
 差別接觸理論（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 
 

此理論認為犯罪行為是由學習而來，學習的方

式是在與他人溝通過程中發生交互作用，在親密團

體的互動生活，更是學習的主流。個人與其所交往

的人（父母、師長、同學、友人等），行為與態度

皆為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重要因素，特別是他最親近

或最仰慕的角色，最具有決定性。犯罪行為之學習

內容包括犯罪的動機、犯罪的技巧、內驅力以及對

犯罪合理化的態度等。在交往學習過程中，個人同

時會接觸到犯罪行為與反罪行為，何者影響力較

大，要看接觸的先後，接觸時間的長短、接觸次數

的頻度以及強度而決定。此理論對網路使用者而

言，經常與駭客之人相處學習，經由其教導網路入

侵技巧，其較一般使用網路者較易成為駭客。 
 駭客副文化理論（Hacker  Subculture  

Theory） 
網路中存在「駭客」獨有的副文化，網路使用

者莫不以身為駭客為榮，因駭客代表著高技術、高

智慧，是一種正面的象徵，網路使用者並不否定其

行為，相反的認同其價值觀念。駭客副文化在追求

的是一種網路控制能力，使他們能操作他們所熟知

的「網路系統」，而這種能力的追求，使他們渴求

有關網路上相關知識，目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

們能否控制這個系統，如果他們握有此種知識，他

們就握有權力。因此，網路的出現，帶動網路駭客

副文化的形成，駭客副文化的發生與改變，與環境

有著相當關係，隨著網路社會的發達，其所擁有之

獨特副文化對網路社會的影響就加大。 
 網路犯罪理論整合 
網路犯罪學理論之發展有其源由背景，從真實

社會的犯罪理論延伸，至網路社會的犯罪現象，藉

由相關犯罪理論來說明網路犯罪，然而網路犯罪如

同真實社會之犯罪一樣，並無法由單一理論來解釋

複雜的網路犯罪現象，網路犯罪學者認為現存之犯

罪理論在概化（Generality）程度上似嫌不足，僅
能解釋某一特殊現象，無法解釋全部網路犯罪現

象。本文試將其彙整(如表一)，說明如日常活動理
論對於網路使用者侵入網路主機竊取資料等有很

好的解釋力。社會控制理論說明網路使用者在網路

社會鍵薄弱時，可能導致網路犯罪的發生。差別接

觸理論網路犯罪行為是經由學習而來的，網路使用

者經常與網路有犯罪之人相處學習，網路犯罪的傾

向就會增強。駭客網路副文化理論可解釋網路駭客

如何的形成與其價值觀念為何與一般網路社會正

常價值觀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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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定              義 線上遊戲衍生犯罪原因解釋 

日常生活理論 

非法活動的發生，在時空關係上需與日常

生活合法活動相配合，藉由日常活動的內

涵，影響了犯罪發生的機會 

犯罪者與被害者在同一時空下接觸機會

增加，即會促進犯罪可能發生的機會 

社會控制理論 

人性本為非道德的動物，都有犯罪的自然

傾向，如果不受外在的法律控制和環境的

陶冶與教養，便會自然傾向於犯罪 

網路使用者如不受外在法律的控制和環

境的陶冶與教養，便會自然傾向於犯罪 

差別接觸理論 

犯罪行為是由學習而來，學習的方式是在

與他人溝通過程中發生交互作用 

個人與其所交往的人（父母、師長、同

學、友人等），行為與態度皆為青少年偏

差行為之重要因素，特別是他最親近或

最仰慕的角色，最具有決定性 

駭客副文化理

論 

網路使用者大部分屬於社會中下階層，在

社會上居於劣勢，以致在網路社會中獨自

形成其特有的規範與價值體系，據以達成

其目標，但如此卻與一般網路社會的規範

與價值體系互相衝突，因而成為偏差或犯

罪行為 

網路使用者莫不以身為駭客為榮，因駭

客代表著高技術、高智慧，是一種正面

的象徵，網路使用者並不否定其行為，

相反的認同其價值觀念 

2.3 網路犯罪偵查理論  
   有關網路犯罪之偵查理論，一般學者甚少提及，
僅有的少數研究中亦仍著重於實務上之偵查要領與

方法，但缺乏一較有體系之理論加以闡釋，除因犯

罪偵查領域長期以來即以實務取向之經驗與技術為

主，並未在學術上建立一有體系之專業化架構外，

目前對於網路犯罪之預防與防制仍僅強調犯罪型態

之描述與法律層面之規範，漠視基層實務執行上不

可或缺的犯罪偵查層面，亦是主因之一。[5][6] [7] 
 犯罪偵查之基礎理論 
網路犯罪行為包羅萬象，牽涉範圍廣泛複雜，

除現行犯外，事過境遷為其特性，因此犯罪偵查的

工作，係從觀察了解犯罪發生後有關之人、事、時、

地、物事證著手，更進而運用科學推理方法與科學

鑑識技術，以被害人、目擊證人、犯罪現場及嫌疑

人等為偵查起點，找尋因犯罪所產生之一切變動現

象，蒐集具體的事證或情報資料，經由理論與鑑定

比對及分析研判，以期發掘更多線索，採取適當偵

查行動，以確定犯罪事實及確定犯人，欲使犯罪偵

查工作走向合理化、科學化、系統化及規則化的道

路，應具備下列五項基本原則如圖一[7]所示: 
第一、鑑定化階段:搜集有現場犯跡及證物資料，找

出問題所在。 
第二、概念化階段:從事鑑識、檢討，以發現新的價

值或認定問題。 
第三、正規化階段:多方假設，進而演繹歸納案情。 
第四、實作及測試階段:依假設之答案分別反求證。 
第五、證實階段:偵查結果所得推斷用以證明犯罪事

實。 
犯罪偵查過程，必須依循一定的法則、按部就

班、循序漸進。以蒐集情與現場理為基礎，運用科

學的方法及技術，進行清查核對或化驗鑑定，汰蕪

存菁，深入分析研究，以利案情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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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發生

犯罪痕跡及證物資料

犯罪事實及犯罪人

證據收集
技術法則

偵查技術法則

推理法則

圖一：犯罪偵查流程圖【資料來源，7】

證據不足 資料不足

鑑定化階段

概念化階段

正規化階段

實作及測試階段

證實階段
結案移送

 

 流向偵查理論 

表一：網路相關犯罪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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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偵查人員就整個複雜之犯罪進行行方式

中，選擇特殊偵查資料，或作為偵查流向，或依其

流向特性，經適當追查與查證，以遂行成功偵查之

目的[5]。狹義而言，流向偵查即在偵查過程中，著
重將各種零碎的線索與資料，以特定流向加以整理

或組織，進而推論嫌疑人事時地物之流向，如依順

逆向區分，又可分為三類，即順向偵查（推理）

（Forward Chaining）、逆向偵查（推理）（Backward 
Chaining）及混合偵查（推理）（Hybird Chaining）
三類。 
   就網路犯罪而言，其最主要之特質即係藉由網

路架構之開放性、互通性及隠密性，故實施偵查之

基礎，即在依據流向偵查理論中之逆向偵查（推

理），運用適當方法或工具，記錄或重現，而得以縮

小犯罪嫌疑人之範圍。惟必須強調的是，網路犯罪

偵查絕大部分仍與一般傳統偵查無異，流向偵查理

論僅係以學術觀點闡釋網路犯罪之偵查原則與方

向，且依 Hal Tipton的研究顯示，電腦犯罪之偵查，
百分之九十仍可使用傳統的辦案技巧，僅有百分之

十屬於科技問題。 
 
3.線上遊戲犯罪分析與研究 
 
3.1線上遊戲之意涵 
    所謂「線上遊戲」[1][2][8][9]，一般來說它是一
種可以同時多人上網的網路虛擬遊戲。線上遊戲

(online game)是必須連上網路才能進行之電腦遊
戲，遊戲者必須取得遊戲主程式並安裝於電腦上，

並上網註冊為會員才行。多數遊戲須有點數才能進

入，在取得點數的序號後上網登錄點數序號，完成

點數儲值才可進行遊戲。其種類繁多，如常見的「天

堂」、「破碎銀河系」、「金庸群俠傳 On Line」、「星雲
戰記」、「月神」等等，不勝枚舉。 
3.2線上遊戲之分類 
 Online Game 

線上遊戲共可分為三類型態，一般所談的線上

遊戲多是指 Online Game，目前台灣流行的 Online 
Game 多屬於角色扮演性質，玩家自行選定一個角
色後上網，連上遊戲廠商的伺服器，開始練功、學

技能，能夠闖天下或呼朋引伴攻打別人的城池。這

樣的遊戲，每隔一個半月，遊戲廠商就會增加新的

場景、新的功能，及增加新的過關內容，讓通常一

套只能玩三個月的遊戲軟體，能持續玩下去。 

 Match Game 

線上遊戲另一種形態是Match Game，這種遊戲
目前主要代表作品是「暗黑破壞神」。遊戲程式提

供連線對戰功能，所以像具有區域網路（LAN）的
網咖，就成了三五好友一同打 Match Game 的好去
處。Match Game通常在打連線對戰時，並不需要使
用遊戲點數卡。  

 Round Game 

第三種線上遊戲則是 Round Game。像國內的宏
碁戲谷、iGame等公司，就提供民眾付費加入會員，
然後在點數還沒用完之前，都可上網進入選擇自己

喜歡的遊戲，也可以找人對玩，這類型的遊戲類型

比較多屬於五子棋、陸軍棋等性質。 

3.3實務上常見犯罪類型與犯案手法 
本文至目前為止，蒐集得線上遊戲衍生之犯罪

案例發生案件 45件，經歸納、分析後，得(表二)分
為六類犯罪型態、手法。表二中，犯罪場所為實地

者，係指犯罪發生在真實處所；而線上者，則係指

透過網際網路中能達到二人以上進行意見交換之各

種工具軟體及通訊設備(如大哥大、有線電話等)來
實行犯罪行為。本研究就蒐集已發生案件之工作仍

將持續進行，當案例件數愈多時，對網路犯罪之模

式分析將更具完整性與正確性。 
表二：線上遊戲犯罪發生案件歸納分析表 

編
號 

犯罪
類型 

犯罪 
場所 案情摘要 犯案手法 特性 

1 竊盜 
實 地
與 線
上 

甲於網咖中暫時離開電腦(如
上廁所)時遭乙竊取虛擬寶物 乙趁其不備時，進行竊取 傳統竊盜行為 

2 竊盜 
實 地
與 線
上 

甲於網咖中遭乙、丙等多人藉
故喚離電腦後，事後發現虛擬
寶物被竊取 

乙、丙等多人為同夥，事前對
欲進行之行為已有共識 

甲遭人喚離時，對
結果未知 

3 
搶 奪
或 強
盜 

實 地
與 線
上 

甲於網咖中遭乙、丙等多人要
脅或恐嚇、強迫驅離電腦後，
虛擬寶物被奪取 

乙、丙等多人為同夥，事前對
欲進行之行為已有共識，並以
暴力、恐嚇等行為致甲心生畏
懼、無法抵抗 

甲非第一次遭人
以 不 法 行 為 喚
離，或對所發生結
果能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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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詐欺 
實 地
與 線
上 

甲乙二人於網上進行虛擬寶物
買賣約定，並進行實人實地交
易後，乙立即令丙以甲之帳號
密碼竊取虛擬寶物 

甲乙交易後，乙得知甲之帳號
密碼並立即令丙以甲之帳號密
碼竊取虛擬寶物 

乙具犯罪動機，丙
可 能 是 共 同 正
犯、幫助犯或不知
情第三人 

5 詐欺 線上 

甲乙二人於線上(如 e-mail、電
話)進行虛擬寶物買賣約定，並
進行線上交易，經甲匯款後乙
未履行或提供不實之虛擬寶物 

乙得款後，未履行或提供不實
之虛擬寶物 

甲舉證不易、不知
乙的真實位置 

6 強盜 實地 甲與乙有線上交易糾紛後，衍
生乙對甲進行強盜行為 

乙得知甲本人位置後，前往並
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
或他法，致使甲不能抗拒，而
取其虛擬寶物或使其交付者 

乙 使 甲 不 能 抗
拒，進行傳統實人
強盜 

7 
尚未
構成
犯罪 

無 
甲離開電腦遊戲時，因本身操
作不當遺留帳號密碼，遭乙得
取虛擬寶物 

乙使用原甲所用之電腦上網，
並取得甲之虛擬寶物 

以遺失物認定，多
於受理報案時結
案 

 
4.線上遊戲之犯罪模式與偵查模式 
 
4.1線上遊戲之犯罪模式(圖二) 
4.1.1犯罪之動機 
  線上遊戲衍生犯罪亦屬犯罪型態之一種，與傳

統犯罪差異之處在於實行犯罪之方法及所造成結

果，而傳統犯罪與網路犯罪之動機是相同的

[7][10]，究其犯罪動機可分為下列幾種因素： 
 報復：由於感情不睦、糾紛、挫折等因素，而

想藉由電腦或網路報復對方。例如在網路上散

播毀謗他人言論、竄改他人成績選課記錄、毀

損公司或他人重要資料等。 
 金錢與利益：想要藉由電腦或網路獲取不當利

益，例如竄改銀行帳號、證券交易記錄等，以

從中獲取不當利益。 
 好奇心：由於一時的好奇心或自我挑戰心理，

非法進入他人電腦或網路。例如非法進入政

府、軍事單位或公司未授權或公開之系統。 
 虛榮心：為了炫耀其技術高地位而成為網路犯

罪者。例如駭客（Hacker） 
4.1.2犯罪之標的 
  線上遊戲衍生犯罪者依其犯罪動機選擇不同的

標的，藉由對標的實行不同的手法或方式，而達到

網路犯罪者的目的。犯罪之標的可分為對資料、服

務及權限等三種標的。 
4.1.3 犯罪之目標 
  網路社會是現實社會的對映，同樣的網路犯罪

者會針對犯罪目標實施犯罪行為，可將網路犯罪者

的目標區分為組織型態與實體型態，而線上遊戲衍

生犯罪者所犯案件的目標則多以個人為其從事犯罪

的目標對象。[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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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動機 犯罪標的 犯罪目標

線上遊戲犯罪模式

入侵或攻擊
手法及方式

傳統犯罪之
手法及方式

 
 
4.2線上遊戲之偵查模式(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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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偵查 犯罪標的 犯罪目標

傳喚.拘提.逮捕.訊問

蒐集情資 分析案情

確認網路犯罪模式

清查犯罪嫌疑人 查贓取證

 

第一階段是發現犯罪：案件之發生通常由三種

管道得知，第一種是由被害者或目擊證人向警方報

告犯罪情事。第二種是在沒有被害者或目擊證人的

報案下，由偵查人員自行發動偵查作為而發現(如針

圖二：線上遊戲之犯罪模式 

圖三：線上遊戲之偵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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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特定嫌疑人進行查察)，第三種則為例行線上巡邏

（線上可疑犯罪搜尋勤務）時觀察到可疑犯罪徵

候，主動發現犯罪情事[13][14]。 

第二階段：在案件發生後，警方首先就案情進

行分析與相關情資蒐集，情資來源通常來自於偵辦

人員引導報案人或被害人就案情內容詳加敘述、從

中擷取出偵辦重點，另就案件之相關人、事、物、

處所等進行資料、訊息蒐集[15]。 

第三階段：確認網路犯罪模式：參考圖二，以

前面案件所歸納分析出的犯罪模式作案情摘要、犯

案手法、結果等項目作比較，找出最有可能的犯罪

模式、手法，採行最適切的偵查作為。 

第四階段：清查網路嫌疑人並同時進行該案件

相關證物、贓物等收集，如可由行文至ISP、遊戲公

司取得伺服器紀錄檔來過濾使用者資料、電子郵件

來源及相關稽核紀錄等方面進行。 

第五階段是傳喚、拘提、逮捕、訊問：在具備

足夠證據後進行逮捕訊問移送程序，惟發現新的嫌

疑人、證物、或達擴大偵辦程度時，則返回第二階

段重新檢視並進行每個偵查步驟。 
 
5.結論 
 
    網路社會已然成形，而網路社會文化正在逐漸
形成中。網際網路具有供個人創造、發揮空間的特

性，因而擄獲不少不願面對殘酷現實世界的人陶醉

其中，甚而成癮；然而，一旦受外在環境影響，本

身規範束縛力崩解，則產生犯罪傾向進而實施犯罪

行為、危害他人[16]。因此，一個新的資訊社會生
活型態的誕生，新的秩序建立將是首要的課題，而

警察在新秩序的建立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如

何提升執法機關之偵防能力及人力，將是當前及未

來打擊網路犯罪之基礎。 
線上遊戲衍生之犯罪，近來，手法不斷翻新，

而大多數外勤警察人員並未有充裕的時間來了解線

上遊戲是如何進行、如何衍生犯罪、犯罪手法為

何..，使得該類案件，多數外勤警察人員並未能立即
著手偵辦，而須透過少數專業人員(如刑事局偵九隊)
才具有偵辦該類案件能力。在面對推陳出新的各種

網路犯罪，一直以來著重於傳統犯罪偵查之警察，

將需要有一整體的網路犯罪偵查模式做執勤知能的

後盾，才能在未來網路世界中發揮執法的功能，並

有效率地完成各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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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具有嚴謹安全機制、大量成員、動態加入與

離開下一對多群播中，我們使用了Diffie-Hellman[1]
金鑰交換演算法，並利用金鑰邏輯樹來作有效管理

群組金鑰。但是演算法是使用質數的指數次方來運

算耗費太多運算時間，因此我們期望將指數運算次

數減少，以便適合大量成員的管理。 
本篇中因為使用邏輯樹來管理金鑰，因此適合

各種情況下金鑰一致性之管理。金鑰樹中子葉們為

管理的成員，樹中其餘的節點為指數運算處理的虛

擬內部節點，根節點為群組金鑰。所以子葉所在深

度就決定了運算次數成本。我們提出將成員們先建

立一個平衡子樹組成群組後，才再依平衡樹的想法

合併新舊兩邏輯樹，這個方式達到刪除離開成員的

成本是最低。我們相信建立一個實質上的完全平衡

二元樹，在加入與刪除時可以得到很好的效能，同

時我們亦發現我們型式上的平衡樹不但可以達到

很好的效能更可以超越前者。 
最後我們由實驗數據得知的效能評估，本篇所

述方法的效能是最好的，不但擁有 TGDH與過去演
算法的優點且其插入新成員效能亦是最好，另一方

面將刪除成員成本減到最低 log n。 
關鍵詞：群播、金鑰管理、金鑰一致性。 
 

Abstract 
 

According to improve secure multicasting 
obtaining a strictly secure mechanism, using in large 
group and highly dynamic joining and leaving, we use 
the more important key exchanging protocol, called 
Diffie-Hellman algorithm, and build up the tree-based 
key efficiently to adapt group key management. 

In this article, we maintain the tree-based key 
suitable for renewing key. We define that leaves 
should be the all members; reminded nodes should be 
the positions of computing prim exponentiation; root 
should be the group key. As far as I know, the height 
of leaf’s position in tree key will be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which is operating cost. We have 
had researched a lot of algorithm for cost down, but 
we prefer to combine all new members into sub-tree 
and to keep approximated balanced group join, so we 
can be the best method which others have never done 

before. 
Consequently, we are proud of our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I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 that we 
do insert new node near root and make joining group 
in balanced tree. All what we do are perfect solutions 
to get the limited cost threshold. 
Keyword: Multicast, Key Management, Group Key 
Agreement. 
 
1. 前言 

 
群播系統是一個將相同訊息傳給一群特定接

收者的方式。為了讓使用者們對於網路中傳送的資

料能安全且完整明確接收到，我們加上了加密的機

制來達成，這就是安全群播(secure multicast)。 
透過雙方共享的一把金鑰(key)加密，只要是使

用了這把金鑰加密(encrypt)傳送的資料，也一定要
使用這一把相同的金鑰來解密(decrypt)，才能將內
文(plain text)讀取出來觀看，這種方式我們稱之為對
稱式加密演算法(symmetric encryption)。對於一個很
大的群組而且成員們變動性很高(就是指在同一時
間單位內不斷有人來加入亦有離開)。另外如果群組
成員時常要變動，那群組金鑰亦要全部更新並且每

位成員逐一通知，這樣的代價太高也太沒效率，所

以集中金鑰管理基本上是不適合變動性大的群體

管理。我們主要研究針對在安全群播下對於一個變

動性很高(需要常換金鑰)、很多成員所組成的群組
及利用一個已存在且廣泛使用的加密演算法，如何

在金鑰分配與群組金鑰計算上有很好的效能。 
本篇中主要分成五個篇節來做闡述。在第二章

中對於一些群播理論與提及各項之先前之簡單介

紹與概述；第三章主要提出新方案之定義、演算法

與協定來詳述實作與評估可行性；第四章就上述做

總結、建議與未來展望。 
2. 相關研究 

 
群播理論中對於金鑰管理從早期的 Simple Key 

Distribution Center(SKDC)由單一集權式管理到利
用邏輯樹狀結構來管理。乃至之後的研究都使用樹

結構來管理金鑰，進而改良金鑰分配方式來管理群

組金鑰。Logical Key Hierarchy(LKH) [7]是由Harney 
[5]與 Wallner[3] [4]等所提出建構集中式之邏輯樹
來管理群組金鑰。接著一九九九年由 David[8]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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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 One-Way Function Tree(OFT)亦是利用邏輯
樹來管理群組金鑰，強調樹中根節點就是群組金

鑰，每一位成員都貢獻些許心力並參予群組金鑰的

誔生來成就分散式管理群組金鑰。而 Efficient 
Large-Group Key Distribute Protocol(ELK) 是 由
Adrian[12]等人在二千零一年所提出。更進一步將
OFT中所使用的方法及函數修改，使用了虛擬隨機
函數(Pseudo Random Functions)PRF和最少最重要
的位元(Least Significant Bits)來減少訊息本身的大
小(size of message)，如此更適用在大量成員與成員
變動性大的環境下。同一時間又提出將所使用的函

數使用 Diffie-Hellman演算法(參考圖 1.) 使兩個從
未蒙面的使用者能交換一把互相承認的秘密金

鑰。利用質數的指數運算，使得群組金鑰更安全不

易被有心人士破解，而損及成員們的權益與保障。 
 

User A User B

PY AX
A modα=

PY BX
B modα=

PYK BX
A mod=

(1) choose XA (3) choose XB

(5) PYK AX
B mod=

(2)

(4)

(6)  
圖 1. Diffie-Hellman Algorithm 

 
在 Wong[6]和 Ballardie[2]等人研究中總結得到

群組鑰匙管理最有效率之結構是：多個分支度的樹

狀結構即多分支度樹結構(K way tree) ，Ohad[10]
大多數目前的研究都同意利用樹狀結構來達到較

好地效能及管理方便。其中Moyer[9]亦對於如何建
立樹狀結構裡會員的加入，強調欲使結構越平衡及

由樹的根節點加入會結省許多的計算時間。 
由於指數運算才使得金鑰更牢不可破但也阻

礙了擴充性。假設邏輯樹中如果有許多成員，則勢

必將使得樹的深度增加，每增加一層的深度也就相

對地表示指數運算也將會增加，因此可能會不適合

含有大量成員的群組。因 ELK使用了一個簡單容易
的函數而能管理大量且變動性高的成員們；我們的

Tree-Based Key-Renewal Rooted Protocol(TBKR-R)
和 Tree-Based Key-Renewal Balanced 
Protocol(TBKR-B)則是為大量將指數運算的次數減
少，期能 到管理大量且變動性高的情況。 
在千禧年由 Youngdai Kim, Adrian Perrig and 

Gene Tasudik[11]所提出之 TGDH協定。這個協定使
用了 Diffie-Hellman 金鑰交換演算法來達到安全的
金鑰分配；建立金鑰樹結構來達到有效的計算與更

新群組金鑰;利用了由下而上(Button-up)的方式來
更新群組金鑰，同時具有簡單和容錯能力；在加入

成員們 (節點 )時都放置金鑰樹結構中最右最淺
(shallowest)的節點上並相信平衡樹可以使得計算的
次數減少許多，由原本的 N至 log2 N。但是我們都
同意且相信由根節點加入有最少的運算次數，因此

質疑為什麼一定要放在最右最淺的節點上以及難

道只有將加入的節點放在最右最淺追求樹結構來

到平衡，才能減少指數運算嗎？ 
本篇主要的目的在於提出一個計算更有效率

之協定和找出一個最佳或依據經驗法則定出一個

高效能的演算法，並評估可行性最後完成實作。 
3. 系統設計 

group key

logical 
entities

logical 
entities

logical 
entities

member member

membermembermember

manager

 
圖 2. Hierarchical Model 

 
邏輯樹階層式的觀念利用分支們的關係使金

鑰能有效地被組織與管理，請參考圖 2.是引用了
[7]。在圖中虛線的部分表示出管理者(manager)是管
理成員們(members)，相同地圖上實線的部分是表示
出群組金鑰(group key)是用來管理成員們的金鑰。
因此上圖中明確說明了群組金鑰與管理者是具有

相似的位階，兩者是一體的兩面。另外圖上的邏輯

實體(logical entities)就是當要計算群組金鑰時，過
程中須指數運算處或在系統設計時稱為看不見金

鑰(blinding key)。 
 

3.1 系統參數定義及背景介紹 
 

N 協定中團體個數(即成員個數) 
Mi 第 i個群組成員;i屬於{1,…,N} 
ri Mi的合法亂數(節點Mi的保密分享秘密金鑰) 
bri Mi的秘密合法亂數 

(掩人耳目的保密分享，ie. αri mod P) 
kj 秘密金鑰被分享在M1…M j 
bkj 加密地 kj，ie. αkj mod P 
P 大質數 
α 指數基底 
Lh-1 邏輯樹最深層數(樹的深度)h-1 
Lsr 兄弟中最靠近離開節點右邊最淺節點 
 
現在說明我們的一致金鑰管理協定組成：單一

成員加入、單一成員離開、重新建構樹、多位成員

加入、多位成員離開、多位成員加入及離開、機率

群組合併、機率群組切割與群組加入等。假設一個

二元邏輯樹中只有兩種節點一為葉子節點(終端節
點或外部節點)，另一為非葉子節點(非終端節點或
內部節點)。每一個內部節點只有兩個外部節點不會
只有一個外部節點存在，另外如果沒有任何一個子

節點相連即是外部節點。 
我們定義了有 N 個成員在這個群組中建立一

棵樹，其中的第 i位成員就表示成Mi。如果有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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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入或是要離開就會使這棵樹擴大或是縮減；根

節點的深度是零，這棵樹的高度也就是最深之深度

是 Lh；假設每位成員都會有一個保密分享 ri(secure 
share)但為了避免有成員會有異常的行為，因此成員
們公開自己的掩人耳目的保密分享 bri 給群組中的

所有成員們，ie.αri mod P。因此每位成員都可以公
開取得 BR={br1，br2，…br N}，並用來和每位成員
們交換取得合法訊息時所使用。 
邏輯樹中將根節點視為就是群組金鑰(KG)；每

一位成員們亦在加入時使用保密分享來取得個人

的秘密金鑰；利用 Diffie-Hallmen 演算法中的指數
運算使用 ii bkpkf == mod)( ikα 來計算

看不見的秘密金鑰 bk1，並將此公開 BK={bk1，

bk2，…bk N}給所有成員們與不定期更新。在取得了
新的邏輯樹結構後，任一個成員只要使用自己不公

開的秘密金鑰 ki與看不見秘密金鑰集合 BK就可以
自行運算出新的群組金鑰 KG。 
 

<0,0>t

<2,1>t <2,2>t

<3,0>t <3,1>t <3,6>t <3,7>t

tL0

tL1

tL2

tL3

h = 4

<2,0>t

<1,0>t

<2,3>t

<1,1>t

圖3. Notation for Tree 

 
接著使用二維參數補充說明 (請參考圖 3.) 
 

t
iL  當第 t回合時在 i層深度 

<l,i>t 當第 t回合時在 l層深度第 i個節點 
tilK

>< ,
當第 t回合時在 l層深度第 i個節點的金鑰 

tilBK
>< ,
當第 t回合時在 l層第 i個節點的看不見金鑰 

 
邏輯樹中的組成是將所有成員配置於樹葉節點

上，而非樹葉節點則在為了求得群組金鑰會貢獻一

分心力。在每次 t(時間)回合時這些節點會被標註成
<l,i>t，另外因為使用二元邏輯樹，所以每一層最多

有 2l個節點 0≦i≦2l-1。每一個節點<l,i>t，會有相

關的金鑰被表示為 K<l,i>
t 與看不見金鑰被表示為

BK<l,i>
t每一把金鑰 K<l,i>

t都是遞回地被計算出來表

示如下： 

)(
mod)(

mod)(

mod)(

12,12,1

2,1

12,1,

12,12,1

12,1

2,1

tt

tvl
t

il

tvl
t

tvl
tt

ilil

KK

K

il

K

ilil

KKf
p

pBK

pBKK

>++<>+<

>+<

>++<><

=
=

=

=

>++<>+<

>++<

>+<

α

 

上述的數學式是引用Yongdae Kim[11]所提出，說明
每一把金鑰是如何產生地。亦透露出相對於在不同

樹狀結構中，相同位置的金鑰 K<l,i>
t 在不同的時間

點上會是絶對不同地，因為金鑰集合當樹狀結構改

變時就必須遞回地重新被運算出來。最終所有的成

員們都是為了能自行運算出某一個時間點時的群

組金鑰 KG
t。 

3.2 Tree-Based Key-Renewal Rooted Protocol 
(TBKR-R) 

 
 
在此做詳細介紹，單一成員加入、單一成員離

開、重新建構樹結構、多位成員加入、多位成員離

開、多位成員加入及離開等。為了說明方便我們使

用下列的邏輯樹來貫通全文，請參考圖 4.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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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Logic Tree for TBKR-R and TBKR-B 

 
t
iL   當第 t(時間)回合時，邏輯樹中在 i層深度 
t
iS  當第 t(時間)回合時，邏輯樹中在 i層深度時

所有節點個數 
表示是樹結構中的一個結點(內部結點)，連接
著兩個子節點 
表示是一個子樹結構(sub-tree)，內有數個節
點 

 
3.2.1 單一成員加入 
 
當有一個成員加入時由根節點加入，原樹結構

中有 n個成員。先產生一個虛擬節點 P。其次再產
生一個存放加入成員的一個節點 N。將節點 P當成
是父節點，接者將原本存在的樹 T與節點 N放在其
左邊與右邊，當成是左、右子樹，即節點 P 是新的
根節點。此時所有成員應重新計算，來取得新的群

組金鑰。在分析所需時間複雜度：新成員需要計算

一次，而左子樹內的成員們也都需要一次，因此約

為 n+1次。(參考圖 5.加入前與加入新成員後) 
Cost： ∑ ∑

−

=

−

=

+++++
1

0

1

)1()1(1)1(
i

j

h

ij
jj jSijS  

 E x p o n e n t i a l  C o m p u t i n g  
T o t a l  o f   T i m e s

( a )

�������������
�������������

�������������
�������������

��������������������������
���������������������������

��������������

0
tL

1
tL

i
tL

0
tS

1
tS

1+i
tS

j
tS

1+j
tS

( b )

������������
������������

�������������
�������������

�������������
�������������

N 0

M 0

1
10

+→ tt SS

1
10
+→ tt LL

1
21
+→ tt LL

1
1

+
+→ t

i
t
i LL

1
1

+
+→ t

i
t

i SS

1
21
+→ tt SS

1 1

1
0
+tL

1
1

+
−

t
hL

1+j
tL

j
tL

12 −+ = h
t

j
t LL

 
圖 5. Single Join for TBKR-R 

 
3.2.2 單一成員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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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樹結構中有 n 個成員。當有一位成員離開

時，依據成員在原樹結構中的位置來作處分。首先

找出要離開成員的節點 D，其在樹狀結構中的高度
為 H;其次找出父節點 P(當成一個虛擬節點)及兄弟 
(只有一個)會被提升父節點的位置;接者原本的樹 T
就會再產生一個新的樹結構 T1。此時所有成員重新

計算，來取得新群組金鑰。首先，在分析所需計算

時間複雜度：成員的唯一兄弟子樹下的成員們需要

計算 H+1 次(如果子樹下無任何葉子節點就只要兄
弟節點自個需要計算 H+1 次)，而其他同一祖父的
兄弟子樹下的成員們也計算 H+1次，而其餘的成員
們要計算的次數則是依他們所在的子樹和要離開

成員的路徑在那一個節點相交滙的高度加一。因此

所需時間依成員在樹的的位置而有所不同。 
Co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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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重新建構樹結構 
 
每當有成員要加入或離開時甚至於在任何時

間，就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去重建樹結構，但是如果

樹結構本身就已經平衡就不必重建樹結構。每當重

建樹結構可以先計算與評估，得出如果須要重建樹

結構時的最小成本 a是多少與如果不重建樹結構的
成本 b是多少，若所得到 a>b就沒有必要重建；若
相反則需要重建。 請參考圖 6.重整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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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Reorganized Tree for TBKR 

 
3.2.4 多位成員加入 
 
原樹結構中有 n個成員。當有 m個成員加入時

先依成員個數來建一個平衡二元樹 T1(及葉子節點
中的任兩個高度相差不超過一)；再產生一個虛擬節
點 P；其次要再將原本存在的樹 Tr與平衡二元樹 T1

放在其節點 P右邊與左邊，當成是右、左子樹，即
節點 P 是新的根節點。此時所有成員應重新計算，
來取得新群組金鑰。在分析所需時間複雜度：新成

員需要計算成為一棵樹所花的次數 log2 m次，其次
所有新根節點左、右子樹內的成員們都需要再計算

一次，因此約為 n+m+ log2 m次。 
 
3.2.5 多位成員離開 
 
原樹結構中有 n 個成員。當有 m 個成員離開

時，依成員們在原樹結構 T中的位置來作處分。先
找出每個離開成員所在的節點 Dm，其在樹結構中

的高度為 Hm;其次找出父節點 P(會當成一個虛擬節
點)及兄弟 (只有一個)會被提升父節點的位置;再逐
一成員來完成上述；接者原本的樹 T就會再產生一
個新的樹狀結構 T1。此時所有成員應重新計算，來

取得新群組金鑰。依照樹結構複雜程度而會有不同

次數的計算回合(Round)，然而一個樹結構總共只要
會全部計算一次。因此，在分析時間複雜度時大約

為 m log2  h(最深的高度)次。 
 
3.2.6 多位成員加入及離開 
 
原樹結構中有 n個成員。當有 m個成員離開時

與亦同時有 m個成員加入時，會依據成員們在原本
樹狀結構 T中的位置來作處分。首先要找出每個離
開成員所在的節點 Dm，在樹結構中的高度為 Hm，

將其中一位加入成員置換入這位離開成員節點

內，同時亦更新一把新的自己不公開的秘密金鑰 km;
其次找出父節點 Pm (會需要更新兩個子節點其中之
一鏈結節點)更新其與子節點的鏈結。如此反覆 m
次，直到所有加入與離開成員們都已經置入邏輯樹

中與都自邏輯樹中被取出。此時所有成員必需要重

新計算，來取得新群組金鑰。在分析時間複雜度：

新成員需要計算成為一棵樹所花的次數 log2 k次，
其次所有新成員所在子樹內的成員們都需要再計

算一次，舊成員會依樹結構複雜程度而會有不同次

數的計算回合(round)，依最深成員所在高度 Hk，一

層一層依序計算到根節點位置來取得新邏輯群組

金鑰。因此總共所需時間大約為 n log2 n次。 
 
3.3 Tree-Based Key-Renewal Balanced 

Protocol (TBKR-B) 
 
詳細介紹平衡群組加入等方法，但是刪除成員

們的方式與前節所述相同不再贅述請參考圖 4.。 
 

3.3.1 平衡群組加入成員 
 
在原樹結構中有 n個成員。當有 m個成員加入

時，先依訂閲參加成員們個數，來建一個完全平衡

二元樹 T1(及葉子節點中任兩個高度相差不超過
一)，例如參加成員有 36位則將會建立一棵深度為
6 的完全平衡邏輯二元樹；再依目前已是第ｉ次群
組加入樹結構，來產生一個虛擬節點 P；其次要再
將原本存在於邏輯樹中第ｉ個的序數ｉrd者及其為

父節點的子樹 Tr與平衡二元樹 T1放在其節點 P左
邊與右邊，當成是左、右子樹，即節點 P 是邏輯樹
中新的第ｉ個的序數ｉrd節點。此時所有的成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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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要重新計算，來取得新的群組金鑰。(參考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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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Group Join for TBKR-B 

 
3.3.2 TBKR Protocol的分析 
 
在 TBKR-R 中會使樹結構高度改變者(變高)與

使樹結構高度不變者。依據上述我們將分類為成員

加入與成員離開等情況。另外一個為重新建構樹結

構方式，是針對成員們由根節點加入時，會使得樹

結構長為一棵歪斜樹，須要許多搜尋時間與指數運

算，所以須使用重新建構樹結構。單一成員加入的

方法，成員們持續地加入高度也就會相對地越來越

高。如果有 n個成員要加入，則其高度就為 n-1層
高度。多位成員加入的方法，就是每一個時間單位

有多位成員參加或訂閱時，新加入成員們先行建立

一個扁平樹結構後，再將這個子樹由根節點加到原

本的樹結構中。如果每次時間單位(週期)有 n 個成
員加入，一共會有 t個時間單位(週期)，則其高度就
為 log2 n + t層的高度。 

TBKR-B群組加入的方法，就是每時間單位有
多位成員參加或訂閱時，先建立一扁平樹結構後，

再將這個子樹加到原本樹結構中，但要特別注意插

入點須依樹的序數之次序加入，使樹高度很緩慢地

成長，像是當多人加入時如何建構個平衡樹的做

法。如此群組加入的做法就會使得樹結構高度加一

或是多一些(因為當加入成員們人數比原本已存在
成員多時就會使得高度增加地多一些)，而且成員們
持續地加入高度也就會相對會長高。如果每次一個

時間單位(週期)有 n個成員要加入，一共會有 t個時
間單位(週期)，則其高度就為 log2 n + log2 t層的高
度。 
 
4. TBKR-R、TBKR-B與 TGDH模擬實驗
及分析 

 
在一個持續成長的情況下，我們利用二元邏輯

金鑰樹來管理群組金鑰。將會發現-一個十分有趣的
現象，那就是當成員們不斷地增加的同時，我們的

邏輯金鑰樹也將會逐漸增加其高度(亦即深度)。這
亦代表著同時亦需考慮樹的高度或進一步考量到

高度與樹結構平衡等因素與對於效能上的影響為

何程度。模擬環境是在個人電腦上執行： 
微處理機使用超微 1GMhz；記憶體使用二百五

十六百萬位元組；程式語言使用 Java程式語言利用
Borland公司的整合快速開發工具 Jbuilder 6；因為
使用 Group Diffie-Hellman(GDH)，所以將會需要使
用到一些重要的加密程式庫而可利用 OpenSSL 內
之函式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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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Total Cost Compari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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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Height Comparisons 

 
在圖 8.針對了平衡之群組加入方法(TBKR-B)

與樹狀群組交換方法(TGDH)(TBKR-R)，使用了平
衡群組加入的方法可大幅減少所須花費運算成

本，另一方面當時間拉長時的差異越大。可以得知

因為平衡群組加入每次加入時都是以為數眾多的

成員數目為一單位地加入，因此可以減少許多的插

入的運算成本。圖 9.由接近根節點加入成員與由樹
高度最近最淺(shallowest)節點和依樹序數加入者對
於邏輯樹高度的影響。而後二者較平衡之群組樹高

度會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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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Join Cost Compari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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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Leave Cost Comparisons 

 
綜觀之，本篇所提出的方法有很好的效能，在

圖 10.中由根節點之群組加入法(TBKR-R)的成本比
其他任何方法都高，因此才會不斷持續增加運算成

本。在圖 11.中針對邏輯樹高度成長幅度小的平衡群
組加入法(TBKR-B)與樹狀群組交換方法(TGDH)的
成本低，因此可以大幅減少運算成本。在此同時說

明了本篇中效能提升的原因。 

 
5. 結論與未來展望 
 

使用群組金鑰交換方法(GDH)加上利用樹狀
結構金鑰樹來管理，可以大幅減少指數運算的次

數，冋時亦符合變動性很大的使用族羣並兼具有相

當高安全保密程度的機制，使用在一個分散式環境

下來管理成員們的方式。適合大量成員所使用，是

已將運算次數減到最少。在加入成員們時以一大群

加入的成員為單位插入非常接近根節點的位置，使

插入的成本降至常數時間就可以完成。我們同意完

全平衡樹(實際上的平衡)會有最好的效率，但當我
們做到了接近於平衡樹(型式上的平衡)時也有和平
衡樹一樣好的效率。 

另一方面應該研究找出另一個更簡單和安全

演算法來取代現有的金鑰交換演算法，才能真正地

改善安全群播在我們生活上未能為大眾所接受的

瓶頸同時都加入機率的因素，來配合使用常態分佈

(normal distributed)之機率函數使之更符合現實生
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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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XML 為基礎的祕密分享和視覺密碼學 

XML Based Secret Sharing and Visual Cryp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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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 於 網 際 網 路 的 快 速 成 長 ， 近 年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成為網際

網路相當重要的技術標準。然而有關 XML 平

台的安全研究目前還是未成熟，無法提供

XML 平台各種應用有關訊息安全的需求。除

此之外 XML 的特殊結構，導致 XML 易於遭

受已知明文攻擊。並且所提供的加密語法雖然

提供部分加密的功能，然而對於目前複雜的商

業流程所需功能略顯不足，因此我們利用視覺

密碼學補足了 XML加密語法所缺乏的秘密分
享機制，並強化了 XML加密語法的安全性。
我們提出結合識別碼及視覺密碼學的混合式

加密演算法，以增加視覺密碼學的應用範圍。 
 

關鍵字：視覺密碼學、可擴充式文件語言、資

訊安全、可擴充式文件語言加密語法處理 

1 簡介 
XML 是 W3C 所提出的新一代的全球資

訊網的網頁標記語言標準。為了提供全球資訊

網應用的需求，W3C也針對 XML安全需求提
出 XML 數位簽章[22] 及 XML 加密 [23] 等
相關標準。這些安全標準雖然提供部分加密的

功能，然而對於目前複雜的商業流程所需功能

略顯不足，例如缺乏秘密分享等機制。 
視覺密碼學是由 Naor 等人 [14]最早於

1994年所提出的(k,n)秘密分享技術。藉由將一
個有意義的秘密影像分割成 n 個看起來毫無
意義的子圖，然而如果有 k 個或更多的子圖
(Transparency) 結合，就可以以人眼得知所隱
藏的秘密資訊，來完成秘密分享，如圖 1所示。 
事實上由於在網際網路中多媒體的盛

行，因此視覺密碼學除了可以用來進行密鑰的

保存，也可以用來進行秘密影像資料的保護。

雖然視覺密碼學有上述的優點，然而它的應用

卻也受限於必須要有人類參與解密的動作，否

則一般電腦無法取得內含於子圖秘密資訊。本

研究加入視覺密碼學於 XML 文件加密技術
中，補足了 XML加密語法所缺乏的秘密分享
機制。並提出一種結合資訊隱藏與視覺密碼學

的編碼方式，稱為混合式加密法，可以同時讓

人眼與電腦進行辨認與解密。以下將先簡介相

關研究，然後說明混合式加密法，然後介紹具

有秘密分享功能的 XML加密語法。最後簡介

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圖 1視覺密碼學示意圖 

2 相關研究 
近來視覺密碼學的研究可以分為以下四

大類 資料存取控制、隱藏更多的秘密資訊、
分析現有的架構、推廣架構及視覺密碼學應

用，列舉如下。 

2.1 資料存取控制 
Naor 等人[14]開始所採用的秘密分享架

構是(k,n)方案，也就是一個秘密由 n個使用者
所共享，只要有 k個或更多使用者，就可以獲
得秘密資訊。然而在現實生活的應用上，並不

是如此單純。某些情況下，我們必須禁止部分

使用者所構成的集合共享同一份秘密資訊。因

此視覺密碼上，提供通用存取結構(General 
Access Structure)是有其必要性。所謂的通用存
取結構，就是一群合法使用者及由合法使用者

所構成的特定集合所組成。只有所有特定集合

使用者的影子(Shadow)所構成的集合才可以
獲得秘密資訊。 

Ateniese 等人 [2][3]提出如何利用視覺密
碼學再加上一組合法的使用者集合，提供一個

通用存取結構(General Access Structure) ，取
代單純的門檻機制。提出兩個方法完成，分別

是採用採用累積陣列(Cumulative Array)和連
結數個較小的方案。詳細說明如下，並假設 P
代表 4個分享秘密的使用者所代表的集合，P = 
{1,2,3,4}。Γ0代表所有合法分享秘密使用者的

最小集合，也就是只要 Γ0 中的任何一個集合

加入 P 中的任一個使用者，則可以分享該秘
密，Γ0={{1,2},{2,3},{3,4}}。ZM代表所有的最

大禁止集合，該集合內含所有禁止分享秘密的

集合，並且 ZM中內含的任何一個集合加入其

他使用者，就會成為合法分享秘密的集合，

ZM= {{1,4},{1,3}{2,4}}。 



(A)累積陣列的方式 (Cumulative Array) 
I. 首先利用 ZM，建立一個代表所有允許集合

的陣列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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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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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根據使用者的數目構成建構基本矩陣，分
別為 S0及 S1。這個步驟建立基本矩陣的方

法，可以採用任意一種建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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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利用 CA重新組合 S0及 S1，得到 0

~
S 及 1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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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利用 0

~
S 及 1

~
S 編碼。 

(B) 連結數個較小的方案 
I. 假設有 n個小方案分別為 Γi ( 1 < i< n-1)。

每個方案個別有自己利用的基本矩陣
iS1

及
iS0 (1<i<n-1)、允許集合 i

QualΓ 及禁止集

合
i
ForbΓ 。 

II. 建立一組新的基本矩陣( 0

~
S 及 1

~
S ) 。

nSSSS 1
2

1
1
11

~
Loo=  

III. nSSSS 0
2
0

1
00

~
Loo= 。  

IV. 利用 0

~
S 及 1

~
S 編碼。 

2.2 隱藏更多的秘密資訊  
Droste 等人[10]則首先提出如何將使用

者能分享一個以上的秘密資訊，不同使用者的

集合可以得到不同的秘密資訊。Yang[25]也提
出如何將一個以上的秘密資料隱藏在子圖

中，可以隱藏 n-1 個秘密影像在 n 個子圖。
Chen[9]則提出將兩個秘密影像藏在兩個子
圖，而且沒有增加圖檔的檔案大小，但缺點是

因此降低安全性的要求。 

2.3 分析現有的架構 
目前視覺密碼是密碼學中相當新的一個

分支。有關系統中參數的定義及彼此之間關

係，並不是相當明確。有不少學者[5][6] [8] [12] 
[19][20]，對這方面做相當多的研究，大部分
研究都是採用整數線性規劃，為主要核心技

術。Eisen[11]則檢視目前現有關於對比度的定
義，並且說明其中的差異。Blundo[7]分析任意
灰階值的影像特性及存在條件。 

 

2.4 推廣架構 

(A). 提高解析度、對比 
視覺密碼學最大缺點是在還原後的秘密

影像對比過低。為了克服這個問題，Naor 等
人 [16]提出另外一個類型的建構方案，採用覆
蓋(Cover)的機制，取代單純的黑點及白點進行
OR 運算，並進一步提高了圖形的對比，然而
其缺點是不能適用於參與者過多的情境。

Yue[27]則採用類神經網路的量子類神經網路
(Q’tron NNs)方式搭配上影像處理中半色調技
術(Image Halftoning)，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B). 提供色彩的支援 
如果視覺密碼學只能提供黑白影像的加密

和解密，那麼它的應用範圍也會變得相當狹

隘。因此 Verheul[21]首先提出將視覺密碼學應
用在彩色圖形的加密上。假設要提供 c 個顏
色，每個像素點必須要先切割成 c個子點，然
後每個子點在切割成 c個顏色區域，每個區域
大小都相同。假設有一個子點，要代表紅色，

則一個區域塗上紅色，其他區域塗上黑色。這

個方法的最大缺點在於降低解析度，因為每個

點必須被分成 c2個區域。Rijmen[18]則採用將
每個子點都分成 4個子點，每個子點分別帶有
紅色、綠色、藍色、白色，使圖形大小只有增

加 4倍，並可提供彩色圖形的加密。 
(C). 提供偽裝 (Steganography) 

 Naor等人[14]一開始所提出來的架構，只
是單純將影子變成無意義的子圖。因此

Ateniese[4]提出利用 Hypergraphy Coloring 的
技巧，使每個子圖都有一個看起來與秘密無關

的圖形。然而其缺點為解析度過低，實用價值

較低。 
(D). 偵測假子圖 (Cheating Detection)   
如何查出偽造的子圖，也是視覺密碼學的

一個重要議題。Yang[25]提出兩種在不增加太
多子像點之下可以用來偵測子圖是否為合法

的子圖。 

2.5 視覺密碼學的應用  
在視覺密碼學的應用上，Naor 等人[15]

首先採用在使用者的身份識別。採用了三個方

法來進行認證。分別為內容區域及黑色區域混

合法(Content Areas and Black Areas ) 、位移法 
(Position and Screen)及  黑灰法  (Black and 
Gray )，但是上述的方法都只能適用於一次驗
證。於是又有多次法(Many Times Method)來加
強用於多次認證，但是其缺點是會增加子圖的

容量。 Yi[26]採用視覺密碼學在全息圖
(Hologram)的加密技術中。Chang[8]則將視覺
密碼學與資訊隱藏(Information Hiding)結合，
將資料分別藏在兩張圖形之中，來傳送資料。

Lin [1]則是採用在遠端認證，並提出採用一個
單向雜湊函數來更新子圖，避免認證的子圖使

用過多次，讓人可以進行收集，並加以分析破



解。Lin [13] 則是採用在 ASP遠端軟體安裝的
序號。 

3 混合式加密法 
     一般而言，目前視覺密碼學的研究，大
多透過使用者的肉眼來進行辨識，但是這樣一

來，它的使用範疇也就受到了限制。也因此我

們嘗試結合資訊隱藏，提供一個新的編碼方

式，在此我們稱它為混合式加密法。它不但具

有視覺密碼學可以利用人的肉眼來解密的功

能，除此之外也提供電腦解密的功能，演算法

詳列如下。以下我們將舉例說明我們的混合式

加密演算法。 
首先假設使用者所想要傳送的 S = 

“Research”，要傳送給三位使用者，另外我們
開始要選擇 F函數，F可以為任何一種函數，
只要具有反函數就符合我們的要求。範例中我

們選擇 F為漢明碼編碼，F-1為漢明碼解碼。 
第一步我們首先建立一個內含 Research

文字的圖形，如下列 2所示。接下來我們可以
利用 S及 F來計算 ID，目前正有許多種方式
可用於利用 S及 F計算 ID，以下我們利
用 ”Research”的 Unicode內碼為 F的輸入，此
時我們得到一組漢明碼的內碼，這也就是我們

的識別碼 ID 。然後將 ID隱藏在圖形中，至
於如何將 ID隱藏在圖形中有許多種作法，可
以參考一般有關資訊隱藏的文獻[17] [24]。本
系統由於為了考慮執行的速度，所以決定採用

傳統的資訊隱藏方式，將 ID以二進位表示法
隱藏在文字的下方，黑點代表 0，白點代表 1。
這種作法優點是速度快，且當代表文字的圖形

越大，就越不容易發現，但缺點是如果代表文

字的圖形越小，就越容易發現，如下圖 3所示。 
最後我們利用視覺密碼學對內含 ID 的圖

形進行加密，我們將介紹我們的視覺密碼學實

作方式。首先我們先計算原始圖形中每一個像

點必須要擴張到多少個子像點，才能維持每一

個子圖的安全度要求，除此之外，我們也必須

要考慮到呈現方式，因此我們要求，每一個像

點所擴張的子像點的數目必須是平方數，我們

採用 n1 代表我們每一個像點所擴張的子像點

數目。由前述 n=3，我們帶入下列演算法的公
式，可得 n1 =4，這也就代表內含 ID的圖形中
每一個像點都會在每一個子圖中擴張成 4 個
子像點。開始建構 A、B矩陣，由下列公式得

知 A 及 B 皆為 34× 的矩陣。接下來我們將

[ ]12,0 −n

中的數字，依個別的二進位表示中

1的數目決定它們所放置的矩陣。如果有偶數
個 1則放入 A矩陣，奇數個 1則放入 B矩陣。
然後 0~7中每一個數字的二進位表示，放入矩
陣中的任何一個空白的一列。然後我們可以得

到下列兩個 A、B矩陣所示。A、B兩矩陣中 0
代表白色的像素，1代表黑色的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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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對內含 Research 文字的圖形
中的每一個像點，進行加密。在每一次加密

前，必須先對 A 矩陣及 B 矩陣每一列進行一
次隨機排列。由於被加密的圖形每一個點會擴

張成所有子圖中的一對應個區塊，每一個區塊

會由 n1 個像點所組成。在本例當中每個區塊

由四個像點所構成。所以 A矩陣中每一行的元
素分別代表被加密圖形中白色的像點所對應

不同子圖的區塊中的元素，B矩陣中每一行的
元素分別代表被加密圖形中黑色的像點所對

應不同子圖的區塊中的元素。 
只要被加密的圖形中原始的像素是白

色，則使用 A矩陣中每一行元素來構成三個子
圖中相對應區塊。我們可以固定將第一行的元

素指定予 S1，第二行則是 S2，第三行則是 S3，

這樣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圖 8 所示的三個對應
子圖的區塊區塊。如果是黑色，則使用 B 矩
陣。皆下來我們對被加密的圖形，每一個點都

以上述方式加密，我們得到 S1、S2、S3三個子

圖分別如下列圖 4、圖 5及圖 6所示。 
至於解密過程，首先是將如下圖 4-10 所

示，先將所有的子圖堆積在一起，得到一個回

復的秘密分享的圖形 SR，如圖 9 所示，然而
此時必須要透過人眼，才能進行獲得該秘密分

享的資訊。為了達到電腦自動化處理的目標，

則必須要開始進行下列步驟。第一步利用 n求
出 n1的值，第二步則是利用 n1，計算每個原

始圖中像素所擴展的區塊的大小。然後利用所

求出的區塊為遮罩，在 SR 中進行掃瞄。如果

遮罩中所有的像素都是黑點，則該區塊所對應

的原始圖形一定是黑色;相反，如果區塊中有
任何一點是白色，則該區塊所對應的原始圖形

一定是白色。當整個 SR 掃瞄完畢時，可以得

到內含 ID的圖形，皆下來只要淬取出 ID，將
ID利用漢明碼解碼及 Unicode編碼，電腦就可
以得知所想要的秘密分享資訊。 

Hybrid Encryption Algorithm  

(1) Encryption Phase  
Input:   S (Secret share string), n(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F (An invertible function), F-1 (F’s 
inverse function) 
Output:  S1, S2, S3 ….., Sn Shares 
 
1. Creates a picture P which contains S. 
2. Use S and F to compute the identification 



code ID  
3. Hides ID into P.  
4. Encrypts P using our visual cryptography 

scheme to get n share, S1, S2 ….. , Sn.  
 

(2) Decryption Phase 
Input:   S1, S2, S3 …... Sn Shares 

F (An invertible function), F-1 (F’s 
inverse function) 
Output:  S 
 
1. Collect all shares, S1, S2… Sn and get a new 

picture SR by stacking all shares together.   
2. Recover P from SR. 
3. Retrieval ID Form P.  
4. Compute S from ID by F-1. 

Visual Cryptography Scheme 
Input:  P ( A black or white picture)、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W (The width of P)、 H 
(The height of P) 
Output: Shares (S1,S2, …., Sn)  
1. Compute m = 2n-1 

2. Compute e , Let  me =  

3. Compute n1，Let n1= e2 

4. Let WeWS ×= ， HeH S ×= . 

5. Construct two matrixes A and B. Both A and 

B are nn ×1  matrix. Each element in A or 

B is 0. 

6. For each number [ ]12,0 −= nI , if I has 

a binary representation with even number of 
1, let the binary representation of I be any 
empty row of A. If the binary representation 
of I has odd number 1, Let the binary 
representation of I be any empty row of B.  

7. Construct n picture (S1 , S2, …., Sn) . The 

size of each picture is SS HW × . 

8. Each pixel of P is corresponding to a block 
of each share. Every block has n1 subpixels.  

9. For each pixel of P, First permute every row 
of A and B randomly. If the pixel of original 
picture is black dot, give ith column of B to 
a block of picture Si..If the pixel of original 
picture is white dot, give ith column of A to 
a block of picture Si. The element of column 
is 0, it means the element correspond to 
subpixel of the block is white. The element 
of column is 0, it means the element 
correspond to subpixel of the block is black. 

 

圖 2內含明文原始影像 

 

圖 3加入識別碼的明文影像 

 

圖 4 S1子圖 

 

圖 5 S2子圖 

 

圖 6 S3子圖 

 

圖 7 回復的秘密分享的圖形 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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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視覺密碼學實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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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原始影像回復示意圖 

4 XML 加密語法新增標籤及加密演

算法的 URI 命名規則 
 
以下將簡介本研究新增 XML 加密語法的

部分及本系統加密演算法 URI 的命名規則，
其他與 W3C 所定義的 XML 加密語法相同的
部分，則不在此贅述。本研究所提供的 XML
加密語法所新增的部分是利用視覺密碼學提

供門欄式秘密分享的機制，其範例如圖 10 所
示。 
首先簡介有關新增秘密分享功能部分，本

研究的 XML加密語法新增了視覺密碼學演算
法 的 的 URI ， 該 URI 是 
“http://pplab.ice.ntnu.edu.tw/xmlenc#VC“，代
表該密文加密演算法是視覺密碼學。Group標
籤則是用來說明該秘密分享全部分享者的相

關資訊，Id屬性是用來辨別 Group標籤，每一
個 Group 標籤都含有一個唯一的 Id，而 Min
屬性則是說明如果要回復該訊息至少要有多

少分享秘密的擁有者，而 Total 則是說明該秘
密共有多少人分享。Goup 標籤內含唯一的一
個 GroupName 標籤，該標籤內含用來識別該
Group所需的名字。GroupUsers標籤則是內含
所有秘密分享者的識別用訊息，每個秘密分享

者的識別訊息都存放在一個GroupUser的標籤
中。至於 ShareValue標籤則是內含經過視覺密
碼學加密的密文，而Width及 Height則是說明
該密文如果以圖形方式呈現，它的長度及寬

度。 

5 未來發展方向 

    在網際網路盛行的今日，Web Service
將是未來軟體的新發展趨勢。在這個趨勢中

XML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它已成為在 Web
上跨越不同工具及作業系統傳送資料的最重

要方法。在本論文中，我們提出了一個全新的

XML安全系統，但是對於 XML平台上的安全

解決方案，還是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所以

在此，我們針對本研究的未來可能發展方向，

以下提出一些建議。  
由於本研究目前只由提供辨識碼來進行

辨識，未來將嘗試透過文字辨識、字跡辨識來

增加它的應用範圍。除此之外，也會嘗試採用

其他資訊隱藏的技術應用於識別碼，以提升整

體的安全性及應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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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網路帶給人

生活上相當多的便利性早已不可言喻，但也隨之衍

生出許多安全方面的問題來。其中，如 2000年美

國著名網站：Yahoo等先後遭受駭客以阻斷服務攻

擊（Denial of Service; DOS），即造成企業不少的損

失與震撼，歸結其運作方法乃利用 TCP/IP網路通

訊協定的漏洞，將大量的垃圾封包丟向被攻擊的伺

服器上，造成電腦系統負荷過重，終至阻斷。此攻

擊方法是有別於破解密碼或散播病毒等入侵攻擊

方法。 

入侵偵測系統(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DS)

主要是偵測網路系統是否遭受駭客入侵與攻擊，並

適時地提供網管人員緊急應變之用。但傳統入侵偵

測系統主要是以分析封包表頭或系統日誌檔的內

容為主，此固然可以較為有效分析出封包內所蘊含

的資料，但也因此導致系統具分析時間長，負荷大

及當網路型態過於複雜時，極易漏失掉許多封包，

無法完成全面性監控網路封包的缺點。 

本文主要是期望利用校內既有的網路環境及

一些大型的網路設備，在不影響既有網路封包進出

的狀況下，發展出一個類似入侵偵測系統，對校內

網路流量以統計法則作較長時間的蒐集與觀察，再

將相關的流量值加以整合分析，並藉實作，試圖找

出正常流量之特徵點，訂定流量警戒參考值，比對

出異常流量之行為模式，以為網管人員判斷網路是

否遭受攻擊的參考，用以輔助現行網路防駭系統。 

關鍵字：網路流量分析，網路入侵偵測，異常流量。 
 
1.簡介 
 

當前，有越來越多的駭客以所謂的阻斷服務攻

擊來進行網路攻擊，造成系統主機無法提供原先所

能提供的正常服務，而這種攻擊方式多數是藉由發

送大量不正常封包或位元組為手段，導致網路系統

四處充斥著許多無法順利完成 TCP/IP connection 

的封包，致使網路頻寬或系統資源嚴重遭到占用的

一種攻擊模式﹝1﹞。 

在網路安全防護的方法中，以流量的多寡來監

視網路運作，已相當普遍，目前最被為廣泛應用的

莫過於MRTG和 Netflow，但由於其本身在於分析

流量是否異常的應用作法上有著某些功能上的限

制，將不利於歷史資料的儲存與分析[6]。有鑑於

此，我們提出一個構想－「以統計區間估計偵測網

路流量異常行為」，試圖在不影響網路原先既有封

包進出路由器的狀況下，觀察從網路設備上所擷取

流量之同時，可以根據過去長時間所累積統計的網

路流量值以及相關的經驗法則，便可以推斷現在

(過去)的流量是否正常？是否有遭受外來攻擊者

丟置大量封包，企圖阻斷網路系統；亦或是內部的

濫權者(misfeasors)不當占用大量頻寬等情事發

生，以作為網路管理員在建置防火牆之前，可以有

效用來作為判斷網路是否可能遭受攻擊及作為頻

寬管理時的一個有效且重要的參考資訊。儘管如

此，本文乃必需建架於二個假設前提之下： 

1、攻擊者係採以如 DOS之攻擊法，以大量的

封包，持續一段時間進行攻擊。正如 2000年 2月

7日Yahoo遭受阻斷服務攻擊時，即達 3小時之久。 

2、限定於一般網路環境架構及使用者的上網

習性全然處在一個變動不大的狀況下，始能達到更

佳的偵測效能。 

 

2.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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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鎖定觀察學校對外路由器進出的流量值

進行研究，長時間觀察此流量實際的變化並詳作統

計分析。在網路拓樸變動不大的原則下。例如：上

網人口數、上網習慣（連線時間、連線目的地），

以及系統所提供之服務（E-mail、FTP、WWW、

Telnet…）等，這些行為模式基本上都可能蘊含著

某些相似性或週期規則，對每一個日常息性都相仿

的環境而言，正常流量值將會呈現出一個趨近於某

一特定行為模式的表現，從而衍生出來的流量狀態

也應會有著某些規則可循才對，只要經過長時間流

量的統計分析，將可推論出此特定行為的模式出

來，這些行為模式本身亦將隱含著偵測網路是否遭

入侵攻擊的重要參考依據[2]。現我們欲利用統計

分析之模式，從長期蒐集到的流量值，求算出平均

數及標準差後，再考量一個適當的容忍誤差值或信

賴區間後。此時，如發現此特定時間的流量值有著

極顯著的差異變化時，便可以合理的來懷疑網路有

遭受攻擊的可能，系統隨即會發出警示（alert）或

安全通報（notification），提醒網管人員注意並應進

一步對網路系統的安全作更週密的追蹤分析。 

 
3.系統架構及建置 

3.1系統架構 

 
以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現有網路架構實施

系統建置為例，自行設計一個網路流量蒐集分析引

擎，以利後續之研究。如圖 1 國防大學中正理工

學 院 網 路 骨 幹 系 統 架 構 圖 。 

N C U
T A n e t

E 1

A D S L

P ro x y

流量擷取

防火牆

C isc o7 5 0 5

C isc o5 5 0 5

M u ltica st

H in e t

C C IT

圖1.中正理工學院網路骨幹系統架構圖 

 
首先，建架了一台 Linux（Red Hat 7.2）伺服

器，撰寫一支 PHP（Hypertext Preprocessor）程式，

透過 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的網管程式的協助，在毋須檢查封包內容的情況

下，將路由器計數器(counter)原本即執行累計的流

量值，以 Web 資料庫之型態呈現於網頁上，提供

使用者作流量查詢及比對應用[3]。作法上，計劃

以每 5 分鐘之時間間隔定時地對路由器探詢一

次，以 1 天 24 小時持續對流量進行蒐集，1 天便

有 288筆流量資料，透過程式的轉換，將可計算出

每 間 隔 5 分 鐘 之 實 際 流 量 值 。 

 
3.2網路流量資料蒐集 

 
流量蒐集分類，係依校內教職員、學員生作息

特性，分為學期上課期間與寒、暑假；學期上課期

間又區分為平時及週六、日及國訂假日。在研判比

較一般人的上網習慣及上網使用時間後，本實作即

從 90 年 10 月上旬開始著手資料數據的蒐集及統

計，經過 7個多月的流量蒐集觀察分析，我們建立

出一個簡單的分析模型，以作為判斷網路交通流量

的參考，而此參考數值由於僅是單純的對封包（位

元組）進、出流量作簡單的計算，再以繪圖模式呈

現出來，並比較樣板與目標比對值之間的差異關

係，而這種是屬 off-line 的應用模式。因此，對路

由 器 的 影 響 會 是 相 當 小 的 。 

 
3.3應用統計法則實施流量分析 
3.3.1系統操作程序 

 
1、網路設備觀察值型態設定：預設值是以本

校對外路由器 C i s c o  7 5 0 5 為觀察目標。 

2、比對目標（target）選擇：本系統係採「異

常偵測」方式實施。因此，得先建立蒐集一批「正

常流量樣本」作為基礎資料庫。初始，以資料庫樣

本最前 n（由使用者自行訂定）筆資料為基礎樣

本，求算出其樣本平均數（ X ）及標準差（S），

然後再依統計學「區間估計」法，初步訂定凡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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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出該 99﹪信賴區間時為「異常值區」，流量值介

於 90﹪與 99﹪信賴區間範圍之間者為「警戒值

區」，低於 90﹪信賴區間以下者為「正常值區」範

圍。作法上便依此模式，就每一個 5分鐘時間點，

予以計算流量之分佈狀態，且依此逐日的推論往後

時間之流量分配狀態。經評定後，若異常，該日流

量即從樣本資料庫中予以剔除，以避免將可疑的異

常值納入樣本中併同計算，影響了系統的精準度。 

3、流量分析型態選擇：分析類別型態區分為

byte_in、byte_out、packet_in、packet_out等 4種。

對於「inbound」、「outbound」之間的區別，主要是

以路由器介面的角度為觀察點。以本實作為例，

「outbound」可視為由校外流入校內之流量，

「inbound」則可視為由校內流出校外之流量。 

 
3.3.2 資料抽樣 

 
針對蒐集後的流量資料，依時間類型係採部落

抽樣法（clustered sampling）及系統抽樣法

（systematic sampling），以「分段抽樣法」方式加

以分類，樣本抽樣法選擇模型設定則有 4種型態： 

1、〈方法 1〉：同時間類型資料相比，樣本選

擇為距比對目標時間最近之前 n 筆資料。 

2、〈方法 2〉：同時間類型資料相比，樣本選

擇由使用者自行訂定某特定日期（含）之前 n筆資

料。 

3、〈方法 3〉：不區分時間類型(即不論平、假

日 ) ， 樣 本 選 擇 為 資 料 庫 全 部 資 料 。 

4、〈方法 4〉：相同星期類型時間 n筆資料相

比。 

作法上，我們期望資料採樣之數量至少達 30

筆以上，並將之視為滿足大樣本，以便可以利用「中

央極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作統計分析。 

 
3.3.3 母體信賴區間推估 

 

根據 3.3.1節，我們區分為 byte_in，byte_out，

packet_in，packet_out等 4部份來作為區間估計的

實際考量，列舉以 91/01/22為比對目標值，針對

packet_in的狀態，以〈方法 1〉為樣本抽樣法，在

樣本數暫訂為 30的情況下，每天 288筆數據中，

便各有 30筆樣本作估計。依中央極限定理得知在

大樣本的情況下， X 的抽樣分配會趨近於常態分

配，即












n
NX σµ

2
,~ ： 

平均數 [ ] µµ =≡ xXE                  

（3.1） 

變異數 
nX
σσ

22 =                     

（3.2） 

標準差 σ X  =
n
σ                    （3.3） 

因為，μ與σ未知，故以 X 與 S估計之，將

所觀測資料分別代入（3.1）~（3.3），將可順利求

得 90﹪、99﹪信賴區間的範圍[4-5]。 

 

3.3.4 推論統計 

 

以上述方法，拿目標比對時間(91/01/22)與〈方

法 1〉之資料庫樣本信賴區間流量臨界值相互比

較，以 1天 288筆的資料作統計分析，可計算出各

正常、警戒、異常值區所分布之流量數，未來即以

此分布於異常流量值區的量值作為考量是否遭受

異常攻擊或不當占用頻寬最重要的參考依據，如圖

2。 

平 均 值 線 μ

警 戒 區 臨 界 線 上 限
( 信 賴 區 間 9 0%  )

異 常 區 臨 界 線 上 限
( 信 賴 區 間 9 9%  )

樣 本 m ax

正 常 值 區正 常 值 區

警 戒 值 區警 戒 值 區

警 戒 值 區警 戒 值 區

樣 本 m in異 常 值 區異 常 值 區

異 常 值 區異 常 值 區

警 戒 區 臨 界 線 下 限
( 信 賴 區 間 9 0%  )

異 常 區 臨 界 線 下 限
( 信 賴 區 間 9 9%  )

2 7 1 3 4 4

2 8 2 5 0 7

2 8 8 9 0 5

2 6 0 1 8 1

2 5 3 7 8 3

1 1

1 2

2 2 2

4 3

資 料 庫 樣
本 流 量 值

樣 本 數

 

圖2 91/01/22各臨界值區數分布狀態圖 

 

3.3.5比對模型之建立 

 

1、流量數值分析與流量圖比較：系統除以平

均數、標準差、信賴區間以實際流量數值呈現出來

外，並以流量曲線圖將比對目標時間的流量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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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同異常流量值臨界線、警戒流量值臨界線、平均

值線、最大值線、最小值線同時用不同顏色曲線顯

示，每筆流量值並以紅、黃、綠等顏色燈號作即時

識別，也便於網路管理員作流量狀態辨識。如圖

3.網路流量分析系統流量臨界曲線圖及圖 4.網路

流 量 分 析 系 統 流 量 數 值 分 析 圖 。

h ou rs
紅-最大值；綠-平均值；藍-比對值；黑-最小值；(91/01/22)

紫-異常值區臨界值﹝99%信賴區間﹞；黃-警戒值區臨界值﹝ 90%信賴區間﹞

 
圖 3  網路流量分析系統流量臨界曲線圖

 

圖 4  網路流量分析系統流量數值分析圖 

2、臨界值判斷及異常狀態分析：現定義出 5

個觀察點作為判斷 1 天中流量是否為異常之特徵

點 ： 

（1）1天 288筆資料，以落於異常值區數量占

該天 288筆資料的百分比值，並歸納公式： 

S1 = （r / 288） * 100              （3.4） 

（r：異常流量值區數），其推導出來的分數

值，為該天流量是否異常最初始之判定。 

（2）流量持續異常加權（weight）：一個真正

有效的 DOS/DDOS 攻擊行為，其攻擊系

統的時間應非 3、5 分鐘即能達到效果。

所以，先假定只要有流量連續超過異常值

區門檻 1小時以上的量值，即認為在這段

期間遭受攻擊或是頻寬被不當占用的可

能性更大。因此，將持續超出異常值區 1

小時以上的異常數作累計加權。故得出： 

S2 =c * 0.05                     （3.5） 

（c：連續超過異常值區 1 小時以上數）。 

（3）流量高出樣本資料庫最大流量數加權：

根據前 2項之判斷後，如流量又超過資料

庫最大流量值時，又顯示此流量值之異常

程度超過正常流量值甚鉅。因此，對於此

狀況，再多給予一累計加權值。公式： 

S3= m * 0.01                    （3.6） 

（m：超出樣本資料庫流量最大值數）。 

（4）另一特徵點則定義以每天流量的最小值

作為另一加權，從長期觀察發現每天流量

的最小值幾乎發生於 5-8時。因此，假設

某一天比對目標之流量最小值不在 5-8時

之間，即有違常態。若此特徵點為正常

時，S4 = -3；若特徵點為異常時 S4 = 3。 

（5）另一特徵點則定義在以該日流量值的最

大值作為另一加權值判斷，從長期觀察發

現每天流量最大值幾乎發生在 15-18時與

19-24 時之間。假設某天比對目標的最大

值不發生在 15-18及 19-24時，即代表此

流量狀態也有違常態，若此特徵點是屬正

常時，S5 = -3；若特徵點為異常時，S5 = 3。 

3、統計分析及結果評定建議：將 S1、S2、S3、

S4、S5 予以加總，求算 S值作最終判斷流量值異

常與否？公式： 

S =S1+S2+S3+S4+S5                   

（3.7） 

經過系統持續檢測評估後，採以全天巨觀觀

點，予以訂定出一個流量偵測反應機制分數 S，若

S�100時，即定義出此目標比對時間透過本網路流

量分析系統偵測，該天網路行為確有遭受異常攻擊

或被不當占用頻寬的可能。此時，系統會作一個精

簡的分析總結，將比對時間、樣本資料庫、異常狀

態、最後綜評分數（S）等，一一呈現出來。如圖

5  網 路 流 量 分 析 系 統 分 析 總 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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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網路流量分析系統分析總評 

4 、 異 常 流 量 偵 測 自 動 警 告 

最後，藉由分析綜評，評定網路現在（過去）

某時段流量的異常程度。當 S值大於 100時，系統

便會自動寄發一封 E-mail 警告信給網路管理員，

直接再次提醒該日流量經判斷是有異常的情況發

生。如圖 6  流量異常 E - m a i l 偵測警告。 

X

  
圖6 流量異常E-mail偵測警告 

 
4. 效能分析 

 
綜合以上的研究探討，大多是由推論統計所衍

生出來推估的結果。因此，本節主要是針對本系統

之 假 設 結 果 進 行 效 能 分 析 比 較 。 

 
4.1 異常樣本修補分析 

 
我們可以預判資料庫樣本（ l o n g - t e r m 

profiles），對目標比對值（short-term profiles）未來

的分析，將有關鍵性的影響。若資料庫呈現的流量

數據越精確，分析效能越好[7]。以 packet_in為例，

在實作中，曾發現計 90/12/12、90/12/21、90/12/24、

91/01/16 等 4 天的流量值評定為「異常」，一旦判

定為異常後，該天的資料自然不予列入樣本資料

庫，以避免發生誤判的情況。現即以 91/01/16 

packet_in 之封包量為比對目標，針對樣本資料庫

是否經過修補所實施的效能分析，如表 1。 

 

 

表1 異常樣本修補分析比較表 

項次 1 2 3 4 

異常值區數 263 256 242 237 

Score 103.27 99.53 92.82 90.92 

評定結果 異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偵測率 - 97.3﹪ 92﹪ 90.1﹪ 

誤判率 - 2.7﹪ 8﹪ 9.9﹪ 

說明：1：12/12、12/21、12/24不列入資料庫。 

2：12/24列入資料庫。3：12/21、12/24列入資料

庫。4：12/12、12/21、12/24列入資料庫。 

顯然，系統若加入不當樣本作分析比對後，誤

判的機率將會增加，所呈現的結果將越不易精確的

判斷出原異常的行為模式，顯示出系統呈現 false 

negative率將會逐次增加。 

 
4.2 樣本選取方法分析 

 

在取樣過程中，我們試圖於 4種樣本抽樣法評

量出何種方法之評量效能較佳？就 IDES給予的啟

發，任何 profiles資料蒐集行為，均得考量資料庫

更新的動作，即資料庫樣本時間離目標值時間越近

時，理應越能檢定出目標值之現況 [ 7 - 8 ]。 

以 91/01/22比對目標為例，分別以方法<1-4>

作分析比較，檢測 packet_in 之間的差異性。如表

2  

 

表2 樣本抽樣法packet_in效能比較表 

方法 方法 1 方法 2 方法 3 方法 4 

樣本時間 0128- 

0121 

1017- 

1213 

1002- 

0121 

1002- 

0115 

異常值區數 265 286 286 275 

Scroe 98.2 108.8 107.9 103.1 

以 S評定 正常 異常 異常 異常 

以 Score值評量，僅選定〈方法 1〉時，S=98.2，

顯示該天評量結果為「正常」，其餘方法則顯示為

「異常」，因此，在考量較為一般性的情況之下，

採以〈方法 1〉效能可能較佳，但依不同的觀察時

間點及作息特性嚴格考量時，採不同的方法評量，

所 呈 現 的 結 果 ， 將 有 所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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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樣本數取樣分析 

 
依據應用統計學之相關學理，除樣本在作選取

時應儘可能達到 30筆以上，以較能滿足適合大樣

本條件之要求。現以 91/01/22 packet_in（byte_in）

為比對目標，以〈方法 1-4〉分別用 10、20、30、

40、50、60等不同的樣本數作測試，求算 Score

值，如表 3。 

 

表3 不同樣本數選取Scores比較表 

packet_in byte_in  

1 2 3 4 1 2 3 4 

10 50.3 92.6 97.0 92.8 -0.8 4.8 6.9 30.5 

20 85.1 104 106 103 3.0 17.5 17.1 45.6 

30 98.2 108 108 - 11.7 33.8 23.6 - 

40 103 108 108 - 22.3 57.4 31.2 - 

50 107 109 108 - 40.1 68.8 35.8 - 

60 108 - 109 - 56.8 - 38.4 - 

 

方法1 方法2

方法3 方法4

packet_in byte_in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0 20 30 40 50 6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0 20 30 40 5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0 20 30 40 50 6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0 20 30 40 50 60

 
 

圖7 不同樣本數選取Score分析比較圖 

如圖 7所示，呈現出無論以何種樣本選取或資

料比對類型（packet_in、byte_in），Score值分析曲

線均朝正成長發展，故隨著取樣樣本數越多，越能

偵測出異常的結果，此亦與統計學之學理相結合。 

 

4.4 樣本比對類型分析 

 
如 4.1 節所述在 90/12/21、90/12/24 實作中，

確已造成校園內流量異常的增加，但是以 packet

或 byte 的型態來觀察較為合宜，也將予以探討。

我們分別採以異常日（90/12/21、90/12/24；原判

定為異常）與正常日（90/12/20、90/12/25；系統

原判定為正常）併同測試，採〈方法 2〉作比較，

樣本取樣時間同為 90/10/22-90/12/18（樣本數

30），代入系統模型。如表 4、5異常流量值與正常

流量值  p a c k e t _ i n、b y t e _ i n 分析比較表。 

 

 

 

表4 異常流量值與正常流量值 

packet_in分析比較表 

類別 異常值 比較樣本 

日期 12/21 12/24 12/20 12/25 

異常值區數 288 286 176 163 

Score 110.2 115.5 62.0 69.2 

以 S評定 異常 異常 正常 正常 

 

表5 異常流量值與正常流量值 

byte_in 分析比較表 

類別 異常值 比較樣本 

日期 12/21 12/24 12/20 12/25 

異常值區數 288 288 210 145 

score 117.2 117.2 77.2 62.7 

以 score評定 異常 異常 正常 正常 

 

由以上得知，在 90/12/21、90/12/24無論是以

packet_in 或 byte_in，均會導致最後評量分數值 S

＞100，即顯示出以 packet_in 或 byte_in，最後結

果均顯示「異常」。但事實上，到底攻擊偵測效果

是以流量 packet或 packet所承載的 byte為主，其

實應端看攻擊者的攻擊行為而定。例如：以 SYN 

Flooding攻擊，基本上這種攻擊法是利用三方交握

的漏洞來進行攻擊，是以假造假的來源 IP，使伺

服端無法順利得到客戶端最後所發送的 ACK 封

包，而這種封包結構則應是採以多量小封包制，來

達到攻擊之成效；而另一種 Ping of Death卻可能是

屬於一種大封包但封包量不大的攻擊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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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作驗證 

 

利用坊間 free software UDP Flooder 2.00 攻擊

軟體，利用它來達成攻擊實作的目的，並用檢試系

統運作之效能。 

於 91/05/13零時起，以 speed：200 packets/sec；

data：1000bytes 之攻擊參數值，由校內 1台 PC實

作成攻擊主機（1 4 0 . 1 3 2 . 3 1 . x）向目標主機

（140.132.252.x）進行攻擊。如圖 8 攻擊實作構想

示 意 圖 。 

研究大樓

C isco5505

C isco7505
IP:140.132.X .X

TA net

C C IT

firewall

C isco1900
140.132.31.x

觀察點1
攻擊主機觀察點3

流量擷取點

觀察點4
被駭主機

proxy

觀察點2
對內路由器-
研究大樓

140.132.252.x

 
圖8 攻擊實作構想示意圖 

 

經過該日 24小時的持續實作攻擊，其攻擊主

機實際的流量值均可完全反應在實作的網路環境

架構中。透過校內既有MRTG的運作，即可清楚

的觀察到包含攻擊主機在內之 4個觀察點，透過

「網路流量分析系統」的運作，進一步的分析該天

流量狀態。 

最後，經系統實際評量後的結果，在 packet_in

方面：經 Netflow 的計算，顯示該天的封包數為

17005.6K個，占學校當日總封包比 30.25﹪，異常

數為 8，Score 值為 23.58；在 byte_in 方面：該天

的位元組為 16671.74Mbytes，占學校當日位元組比

69.58﹪，異常數為 281，Score值為 113.94。因此，

在 byte_in Score 值的反應顯然已超出原先系統設

定的 Score值 100之評量標準，當然系統隨即會寄

發一封 E-mail警訊，供網路管理員作為警示參考。

同時也證明了此次由校內向校外發起的攻擊行

為，藉由 byte_in的觀察遠比藉由 packet_in的觀察

成效來的好，並也直接的證實此次的攻擊行為與原

先所設定的攻擊參數著重以大封包為攻擊訴求相

吻合，正代表著這是一次有效的實作驗證。 

6.結論 

 

系統經過一連串的資料蒐集、統計分析及推論

後，可以清晰萃取出路由器的實際流量值後，再利

用歷史流量資料庫分析比對的特性予以統計分

析，對異常之現況特徵點實施研判，是能有效偵測

出流量異常現象。 

最後，針對本文研究之特性，提出二個結論： 

1、因網路技術的進步，網路頻寬幾乎已由M 

bps提昇至 G bps，對於網路流量的負載支撐是有

著相當大的助益，此將更可以明確地藉由流量反應

偵測出異常，此是有別於傳統的入侵偵測系統。 

2、由於本系統僅利用校內對外路由器的歷史

流量值變化，從當前累積歷史資料庫的流量數值，

欲以訂定出一個適切、合理且能夠偵測出異常與否

的臨界值是屬不易。在實作中，顯示出臨界值訂定

的鬆緊度是極易造成 false positive或 false negative

之間相對應的損益關係。因此，如能持續更長時間

的流量蒐集分析，在偵測效能上應會更為顯著，甚

至可以應用於預估未來的流量，對網路頻寬管理與

應用將會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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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連線追蹤與重現之網路式稽核監控系統研究與實作 
 
 
 
 
 

 
摘要 

 
本研究有鑑於稽核監控系統日益重要，而現有

稽核監控系統僅提供簡單的原始封包記錄服務，並

未做到進一步將封包重組的分析工作，本研究嘗試

發展出一具連線追蹤與重現之網路式稽核監控系

統，協助網路管理者有效率地將屬於同一個 session
中的封包分類歸納，此系統可將所有的未授權之行

徑的每一步驟完整地顯示出來，網路管理者可直接

觀察每一個 session與其關連之封包記錄，讓稽核作
業更具效益，縮短分析所需之時間；此外，事件重

現功能可模擬非法網路事件發生當時的情況，並將

事件重現，幫助網管人員發掘需補強之安全機制上

的漏洞。本系統可稍減網路管理人員不知從何開始

與不知應如何解讀入侵偵測系統所紀錄的歷史稽

核檔的困擾；另一方面本系統可有效監控網路上的

攻擊事件，並作為犯罪事件日後的追查依據，將所

有的非法傳遞之資訊與檔案還原，協助分析者瞭解

被竊取的資訊或檔案為何，作為善後處理之參考。 
關鍵詞：網路式稽核監控系統、連線追蹤、連線重

現、網路犯罪 
 
1. 前言 
 

隨著電腦日漸普及，無可諱言地，電腦已逐漸

成為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而網路的興起，

一方面使得全球的資訊可以快速流通，另一方面更

加深人類對於電腦與網路的倚賴。然而伴隨著網路

的盛行，越來越多的犯罪行為也逐漸從實際社會蔓

延至網路的虛擬空間。近幾年來，網路犯罪日漸多

元化，駭客透過網際網路入侵各行各業企業內部網

路竊取機密資料已成新型態犯罪方式，如何有效管

理及確保網路安全就成為刻不容緩的問題。入侵偵

測系統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DS) 與防火牆
等技術已廣為使用，成為目前網路安全技術之重要

主題之一，並利用此技術來強化與保護網路與系統

的資源安全。然而再完善的網路安全防禦措施，仍

無法保證資訊系統萬無一失的安全，但若能善用稽

核監控系統，將電腦或網路設備上所發生事件等相

關訊息紀錄成歷史稽核檔〈Log File〉，縱使歹徒犯
案，亦可由這些記錄中分析出異常的跡象，作為犯

罪事件日後的追查依據，往往能收到嚇阻歹徒犯案

之效。 
目前國內外已有多種入稽核監控系統被提

出，絕大多數的稽核監控系統的所使用的稽核資料

大都以傳統二進位格式儲存，往往須具備相當的網

管能力，並須採人工分析的方法，方能判讀所紀錄

稽核資料，稽核分析效率不彰 [1] [2] [9] [13]。本研
究有鑑於稽核監控系統日益重要，但甚少有關稽核

監控系統研發，因此為滿足未來稽核監控的需求，

嘗試發展出一具連線追蹤與重現的網路式稽核監

控系統，將稽核內容依照適當的處理重現，一方面

可稍減網路管理人員不知從何開始與不知應如何

解讀入侵偵測系統所紀錄的歷史稽核檔的困擾；另

一方面本系統可有效監控網路上的攻擊事件，並作

為犯罪事件日後的追查依據。 
本論文其他章節安排如後：下一節討論稽核監

控系統；第三節說明本網路式稽核監控系統的實

作；第四節介紹系統展示；最後是結論及未來研究

方向。 
 
2. 文獻探討 
 
2.1資訊系統稽核定義 
 

本研究「資訊系統稽核」泛指隨時或不定期檢

查和資訊系統安全有關的各種歷史稽核檔以及稽

查蹤跡 (Audit Trail)，以確定沒有不法的闖入跡
象。在防火牆、電腦及伺服器上各資訊系統，會將

所提供各項服務的使用情形詳細記錄之，這些記錄

著個系統中所發生事件等相關訊息被稱為歷史稽

核檔 (Log File)，藉由這些訊息，系統管理者可以
了解到系統已顯現或潛藏的問題所在，並據此做出

決策，以解決或預防此類事件影響系統正常運作。 
 而網路稽核是一種記錄特定或是所有網路事

件的一種安全檢測機制。一般而言，這些記錄的資

訊同樣會被存入記錄檔中，做為未來分析與管理的

參考。透過稽核，網路管理人員可對網路上所傳遞

的資訊做分析，或是針對特定的事件和對象進行監

測。藉由這樣的機制提供了一個偵測及追蹤非授權

行為及網路駭客。 
系統管理者應定期檢視，或使用歷史稽核檔分

析工具。要分析這些資訊十分不易，因為大部份歷

史稽核檔的格式都不是很容易閱讀和理解。 
 
2.2資訊系統稽核系統分類 
 

稽核監控系統可依照蒐集資料來源的不同，可

以 區 分 為 本 機 式  (Host-Based) 與 網 路 式 
(Network-Based) 兩種類型。Host-Based稽核監控系
統主要目的是紀錄來自主機本身所產生的入侵行

為，如使用者權限、檔案存取與系統操作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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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稽核監控行為都在主機上進行。 
Network-Based 稽核監控系統對於每一筆進出

網路系統的封包做不同的記錄處理。這種封包記錄

的動作以及資料歷史稽核檔，可以在一些網路發生

異常情況下，能提供非常有用的幫助，像是除錯程

序、系統效能的評估以及被非法入侵時的證明與追

查依據。由於 Network-Based 稽核監控系統係藉由
係藉由偵測網路上流通的封包，先天具備隱匿性，

不像 Host-Based稽核監控所管理的歷史稽核檔，易
遭修改，消除犯罪痕跡 
 
2.3現有資訊系統稽核系統介紹 
 
2.3.1 Host-based稽核監控系統 
 
 tripwire：tripwire 為一「系統檔案完整性檢驗
系統」，可以通過比對檔案簽名資料找出系統

上有哪些檔案遭到修改了。具備執行速度快，

佔額外的空間小，又能夠有效的避開入侵者蓄

意的偽冒。此外 tripwire 並且可依照系統設定
的差異，系統檔案所處的位置也可能有不同，

能夠作適當的控制以符合不同的系統設定方

式。 
 swatch：全名是 “Simple WATCHer”，為目前
unix 作業系統下最廣為使用主機式稽核監控
系統，，並根據所設定的組態，檢查各個歷史

稽核檔新增的紀錄是否符合先前設定的條

件，將使用者感興趣的系統事件及時通報；更

能監測 syslogd 的活動，並在發現問題後採取
適當的回應措施。 

 
2.3.2 Network-based稽核監控系統 
 

現有網管人員最常用之 Network-based 稽核監
控系統有以下幾個： 
 tcpdump：「tcpdump」式目前最普遍被使用的
網路式稽核監控系統，由於使採用開放原始碼

的授權方式開發，可自由下載，又可以免費下

載，因此廣受網管人員的使用。Tcpdump可將
所擷取的封包連接起來，適當的修改就成了一

個陽春的網路即時監控系統, 能監視使用者 
(特別是可疑的 cracker) 的一舉一動,然而不
過要看懂 tcpdump所產生的歷史稽核檔實在是
不容易。 
 Snort：Snort 是一套免費且開放原始碼的 IDS
系統。Snort 是可將與監控端電腦同網域電腦
的所有封包接收下來，一一過濾所抓到的封包

資訊，並分析此封包所載送的內容資訊，採用

以規則為主 (rule-based) 的入侵攻擊行為特徵
比對，藉此偵測各種入侵攻擊行為。其原始碼

是從著名的 tcpdump而來，因此其系統所產生
的稽核檔也是 tcpdump內定的格式，十分不易
閱讀。 

 

綜合以上所述，現有的稽核監控系統，特別是

網路式稽核監控系統所提供的稽核資料主要是封

包，並且都以原始封包 (raw packet) 的形式儲存。
往往使得最後在確認入侵的工作需得以傳統人工

分析封包格式的方式進行，如此一來曠時費日。若

欲達成較好的稽核效果，往往需要專業的資訊能

力、與一定人力、時間、的投入，不符合成本效益。

本研究即針對這些特性，實作一具連線追蹤的網路

式稽核監控系統，可取代目前以批次、人工及事後

的日誌分析，直接以連線為單位分析歷史稽核檔。 
 
3. 研究方法 
 

現有網路式監控稽核系統均無封包重組與

Session分析的能力，而長期累積下來的龐大稽核紀
錄往往缺乏結構性，因此造成分析上的困難。如果

能先針對紀錄做初步的分析及歸納整理，便能降低

作業上的複雜度，協助網管人員更快速地找出可疑

的未授權行為 
 
3.1系統架構 
 

在系統架構方面，本研究採用目前傳統網路式

入侵偵測系統的架構。為了擷取往來的封包，系統

需介於內部網路與閘道器之間。透過 Libpcap 函式
庫將乙太網路卡置入雜亂模式 (promiscuous mode) 
後，開始監控收集兩者間的封包。經由網路卡驅動

程式及系統核心的處理後，將擷取之封包遞送至本

系統做進一步的分析與記錄。本研究之系統架構如

下： 
 

 
圖 1. 系統架構 

 
如圖 1所示，原始封包資料可經直接在網路擷

取或是透過讀取封包歷史稽核檔來取得。當系統處

於線上擷取模式時，會持續不斷地收集經過的封

包，隨後再針對每一個封包進行分析歸納的工作，

這些擷取到的封包也將同時被儲存在本地端，做為

未來的參考。本系統利用這些擷取到的封包資訊，

系統將可還原當時的網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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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封包原始資料被遞送至封包分析模組進

行結構分析，界定出各個標頭 (header)；此外，模
組包含的解譯器 (decoder)，能將其原始資料轉換成
能被理解之文字或數據。 

先前的分析過程僅針對其封包結構與特性做

處理，因此，所得到的結果只是流水式的紀錄，無

法清楚表示出封包之間的關係。而唯有透過 TCP 
session 分析，並利用 TCP 封包重組演算法將個別
session辨認出來，使擷取到的封包更容易被理解，
以減少分析複雜度。 

接著，封包資料在進入應用層前會經過通訊協

定分析模組，協定分析可謂封包在進入應用層前的

前置分析模組，在此階段中，各個結構化後的封包

之處理方式將會依個別協定類型而有所不同。最後

封包將透過稽核功能將封包以文字方式存入實體

硬碟中。 
 
3.2 TCP Session重組與分析 
 

在網路上，當欲傳送的資料過大時，一般都會

於來源端切割後才送出，然後在目的端進行重組與

結合的動作，將資料片段還原。因此，封包重組意

指將個別的封包依其協定、性質與順序做還原與組

合的動作。 
如圖 2所示，在 TCP層中，任何傳輸開始之前，

兩方通訊端必須以 SYN 訊號進行同步化的過程，
這 個 過 程 又 稱 為 三 向 握 手  (Three-Way 
handshaking)，而此特殊的溝通流程也正代表了每一
個 session的起始點。同樣的，在一個 session結束
前，兩方透過 FIN訊號，告知並確認對方傳輸即將
關閉。換句話說，每個 TCP session 將可利用三向
握手與 FIN訊號作為界定的指標。欲分析封包是否
屬於某特定 TCP session時，則須透過封包的 IP、
Port及 sequence number來判定。 
 

 
圖 2. TCP連線建立與終止 

 
一旦TCP session成功地被判別出，這些 session

經由通訊協定分析後，即可決定其還原方式和應用

層上的後續作業。 
就 HTTP還原機制而言，TCP session中，這些

封包裡的 GET指令以及 HTTP回應，是還原所瀏覽
或下載之檔案的重要依據。從 GET指令中可以得知
檔案名稱和路徑，而 HTTP回應定義了檔案長度（也
可能挾帶部分的資料），再以 Sequence Number依序
將所有封包所夾帶的資料組合，便能夠將資料還

原。 
 
4. 系統設計與展示 
 

本研究之網路式稽核監控系統的實作建構在

Windows與 Linux作業系統下，並在不同作業系統
下以WinPcap與 Libpcap為底層的封包擷取介面，
從網路卡抓取同一個網域上的所有封包進行紀錄。 
 
4.1系統設計 
 

Libpcap 是 由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LBNL) 所開發的一種平台獨立
(system-independent)的封包擷取介面函式庫。初期
Libpcap僅提供 BSD體系的作業系統下運作，後來
在 LBNL 與 Microsoft 的共同合作下，在原有的架
構基礎上進一步地將 Libpcap 移植至 Win NT 及
Win32的系統平台，並將其稱之為WinPcap。Libpcap
提供即時的網路封包擷取服務。使用 Libpcap 所產
生的歷史稽核檔是由多個區段所組成，其中包含了

檔案標頭（ File Header）、記錄標頭（Record 
Header）、及封包原始資料(raw data)，且區段間不
含「添塞位元組」(Padding)。每一個區塊的標頭提
供了與其所包含的內容之相關資訊，以下就針對各

別標頭做更進一步的定義與探討。 
一個 Libpcap 檔最前面的 24bytes 稱為檔案標

頭，其後緊接著所擷取的封包記錄。而每一筆記錄

(Record)是由16bytes的記錄標頭和封包原始資料所
組成。換句話說，一個 Libpcap 檔只有一個檔案標
頭以及多筆紀錄。在 Libpcap 檔中，每一筆記錄
(Record)均由記錄標頭劃分出來，並且提供相關資
訊，包括了封包長度及擷取的日期和時間。此標頭

是記錄的起始點，而程式必須透過記錄標頭取得資

訊，才能正確地讀取所有紀錄中的資料，也就是封

包原始資料。 
 
4.2系統需求 
 

本系統是由 Python 撰寫而成，具跨平台之特
性，Linux 與 NT 為目前已測試之作業系統平台。
在軟體需求上，作業系統必須安裝 libpcap 函式庫
（ NT 則 需 WinPcap ）， 及 Python 直 譯 器

（interpreter）。在硬體方面，除了必備之網路卡外，
本系統並無其他任何額外之硬體需求；然而，一般

作為控管監測主機之硬體必然是 CPU速度越快、硬
碟容量越大為最佳選擇，以利提升分析的效能與紀

錄能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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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操作實例（以 HTTP為例） 
 

本系統採用圖形化介面，可有效減輕使用者在

操作上的負擔並且提升分析和作業上的效率。系統

執行後，便直接進入到主工作畫面，如圖 3中所標
明的 A、B、C、D、E分別為參數設定、連線追蹤、
封包簡述、封包結構明細及原始資料明細視窗。所

有的功能均可主工作畫面中啟動，是主要的技術核

心部分。如先前所提，本稽核監控系統提供即時與

非即時兩種運作模式，使用者可透過本介面，輕易

點選模式設定項目，直接進行交互切換。 
 

 
圖 3. 系統主畫面 

 
在即時模式下，本系統將擷取所有內部網路與

外界之間往來的的封包。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例如

某主機目前有正在進行非法行為之嫌，網管人員可

以針對此特定主機 IP位址或通訊協定進行過濾；如
圖 4所示，一旦經過的封包符合所設之參數條件，
則立即擷取之，如此一來便可提升整體的分析效率

與精準度。 
 

 
圖 4. 擷取到符合參數條件的封包 

 
每當一個封包被擷取後，系統即刻對其作結構

分析，而結果也會顯示在封包簡述視窗中，提供網

管人員最快速直接的資訊。如果對某封包的詳細內

容有興趣，直接選取欲觀察的封包項目，便可得到

完整的封包組成標頭與欄位及其十六進位的原始

資料（圖 5）。 
 

 
圖 5. 封包的完整明細 

 
此外，所有收集到的封包均會經過系統的重組

處裡，而還原的檔案將儲存於監控端的硬碟中，網

管人員可直接透過系統介面，點選欲觀察的檔案來

觀看重演的傳輸過程（圖 6），整個結果如同被監控
者所看到的連線重現。事實上，經由這樣的分析方

式，控管人員能夠更確實的掌握即時的網路活動。

如圖 6、圖 7和圖 8所示，被監控的電腦之瀏覽過
程都依時間順序列出。 
 

 
圖 6. 重組所得之結果與被監控端瀏覽的網頁過程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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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被監控端目前所瀏覽的網頁（續） 

 

 
圖 8. 被監控端目前所瀏覽的網頁（續） 

 
除了一般分析外，網管人員還可以利用此系統

的 session分析來判別出個別的傳輸 session。從圖 9
中可以清楚看到，session 先是以來源 IP 與目的端
的 IP做為別個 session的群組分類，每一個群組的
傳輸量和組成封包個數一併標示在後方。在選定了

某一群組後，在此群組內被重組之檔案便顯示在下

方的視窗。如果有需要時，管理者更可以點選檔案

項目，去瞭解某特定檔案或 session的成員封包（圖
10）。 
 

 
圖 9. 選擇欲觀察的 session 

 

 
圖 10. 組成某特定檔案的封包 

 
5. 結論與未來方向 
 

在資訊社會愈益重視的網路安全來臨之際，除

了防火牆及入侵偵測外，如何做好網路安全稽核，

正是強化與保障網路資源安全的一大利器，不可輕

忽其存在的重要性。稽核監控將會是網路犯罪偵防

重要的技術應用，在本篇論文中，建立了一具連線

追蹤與重現的稽核監控系統，無論透過即時監控或

是事後分析歷史稽核檔，皆可重現網路犯罪的重

整，可有效彌補現有的入侵偵測系統的稽核資料不

易判讀的問題。當發生網路攻擊事件，欲追查事件

經過或犯罪調查時，可輸入參數選取欲欲調查的連

線與觀察的時間範圍，即可產生該連線或該時間內

的入侵事件紀錄重現。本研究成果可提供網管人員

即時追蹤網路不當行為與有效監控網路上的攻擊

事件，提升網路資訊安全，並作為犯罪事件日後的

追查依據。 
 

在未來的研究方面，首先希望支援更多的應用

層協定，如 dns、ftp、smtp、pop3等。並進行壓力
測試，評估在不同網路流量下本雛型系統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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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必要時，進一步對稽核監控系統的運作效率進

行改善，由中央式改為分散式執行改善系統的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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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網路技術的迅速發展，網際網路 (Internet)
已成為大眾攫取資訊的主要管道之一。加上寬頻網

路的建設腳步加快，更促進了 Internet 上的資訊越

來越豐富。然而有許多網站所提供是有危身心健康

之不當資訊，尤以色情網站為數最多。如何過濾不

當資訊網站，使網路資訊更為純淨，已成為網路管

理 (尤其是 TANet) 上的重要議題。本文針對如何

在 Gigabit Ethernet 網路環境裡，提供一個超高速效

能的 URL 過濾技術, 過濾色情,暴力,賭博等等不當

資訊，以解決當前網路上不當資訊氾濫的問題。本

文所設計的過濾系統以最新進的網路處理器為基

礎,可提供極為優異之 URL 過濾效能。 
關鍵詞：網路處理器，URL 過濾引擎，網站自動判

別引擎，不當資訊防治。 
 
1. 前言 

 
由於資訊網絡建設一日千里，各項硬體建設

突飛猛進，使得民眾經由資訊網路取得資訊也日益

便利與普遍。民眾可經由各種方式上網以攫取資

訊。例如：撥接，ADSL，纜線數據機 (Cable 
Modem)，寬頻社區，校園網路，政府網路，企業網

路，網咖等等。然而，也使得許多不當的資訊更容

易被民眾所攫取。尤其是未成年的青少年，更可輕

易的經由校園網路，或是網咖上網，接觸到色情網

站等,容易造成許多社會問題。國內 TANet 經過多年

來的發展，連線的學校已由大專院校普及到所有高

國中小，而 TANet 骨幹更已升級成超高速乙太網路

(Gigabit Ethernet)。而在 TANet 建設的成就之下，

所伴隨的問題便是各級學校的學生更方便藉由校

園網路瀏覽一些色情、暴力、毒品、犯罪或賭博性

網站。而對於大多數的青少年學生而言，正值身心

發展尚未健全階段，許多事情均無法獨立判斷，建

立正確觀念。因此，很容易受到不當資訊的影響，

妨礙身心健全發展。而青少年又是國家未來的棟

樑，長此以往，對國家社會勢必造成不良影響，嚴

重的話，將使現今國家發展的成果受到阻礙。因

而，如何防範不當資訊的散播，尤其是在 TANet 上
的擴散，已成為國內網路發展及網路管理的一項重

要課題。而不當資訊的防治，以色情網站的過濾為

首要。底下將先介紹一些傳統防範不當資訊網站傳

播的過濾機制，然後再介紹可在 Gigabit 骨幹網路

上，具 Gigabit 處理速度效能的 URL 過濾技術，以

便過濾不當資訊網站。此外，本文更將介紹如何以

更有效的機制，將色情網站網址收集起來，加以過

濾。 
  

2. 一般不當資訊網站過濾的解決方案 
 
在過濾不當資訊網站的工作上，一般所採用的

方式大都為軟體解決方案，依解決方式大致上可分

成三種方案：瀏覽器過濾軟體、防火牆(Firewall)式
過濾軟體及代理/快取伺服器(Proxy/Cache Server)
過濾軟體。這三種方案都會內建不當資訊資料庫。 
 
2.1 瀏覽器過濾軟體 
 

採用瀏覽器過濾軟體的解決方案，是最簡易方

便的方法。其做法是在 PC 工作站上安裝過濾軟

體，或安裝具有過濾 URL 網頁地址功能的瀏覽器

軟體。當使用者瀏覽網頁時，過濾軟體會先將該使

用者所欲瀏覽的網址，拿來搜尋內建資料庫，若搜

尋到，則拒絕該次瀏覽；若搜尋不到，則允許該筆

瀏覽將網頁下載回來。至於，內建資料庫通常可分

為個人版或網路版的方式。個人版的內建資料庫，

安裝於使用過濾軟體的 PC 工作站內；而使用網路

版的資料庫，則安裝於網路伺服器中，等待過濾引

擎前來查詢。通常網路版的資料庫，會有使用者人

數限制，用戶必須依照 PC 工作站的數量來購買適

當的使用者人數之使用權。 
採用這種過濾方式的解決方案，必須針對不同

的作業系統及瀏覽器購買/安裝不同版本的過濾引

擎軟體。不過，現今大部分的 PC 工作站，一般都

採用 Windows 系列作業系統及 IE 瀏覽器，因此，

在安裝版本方面的問題不大。然而，由於每台 PC
工作站都要安裝維護該過濾引擎軟體，此點對於擁

有較多 PC 工作站的單位，在維護上較為不方便。

採用瀏覽器過濾軟體方案的另一項缺點是，因軟體

安裝在 PC 工作站上，通常會遭使用者有意無意的

將該軟體移除或解除功能，因而不能有效的過濾。 
一般而言，採用瀏覽器過濾軟體過濾不當資訊

的方案，較適用家庭的個人用戶。通常是家長用來

避免未成年子女，上網接觸不當資訊最簡便的方

式。而對於中大型網路，如校園網路而言則較不適

用。因此，在 PC 工作站上加裝瀏覽器過濾軟體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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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濾不當資訊網站，較常見於家庭用戶；學校用戶

一般則不多見。 
 
2.2 防火牆式的過濾軟體 
 

防火牆式的過濾軟體，主要是將不當資訊過濾

的功能加在防火牆上，或以硬體安裝過濾軟體，架

設在網路出口的路徑上，進行 URL 網址的過濾檢

查。內部用戶所有的網站瀏覽要求都將經過防火牆

式過濾軟體的檢驗，一旦發覺是瀏覽內建資料庫中

的不當資訊網站，則將此筆瀏覽過濾掉。 
採用此方式的優點是可以不改變原先網路架

構，且不須額外設定，所有用戶的每一個瀏覽均會

被檢視。缺點則是由於每一筆網站瀏覽的要求均要

比對系統內龐大的資料庫，因而系統的處理能力將

受到嚴苛的挑戰。由於是軟體的處理，因而大量消

耗 CPU 處理時間，將連帶影響到其他非網站瀏覽的

網路連線效能，容易形成出口流量的頻頸，造成網

路阻塞。更嚴重的問題是，如果網站瀏覽流量過

大，極易造成系統無法負荷而當機，導致網路斷

線。因此，目前採用這種防火牆式的過濾軟體來過

濾不當資訊的比率較少。 
 

2.3 代理/快取伺服器過濾軟體 
 

目前最常用的不當資訊過濾方案，乃是採用代

理/快取伺服器加上 URL 過濾軟體的解決方案。在

做法上，一般採用路由器的 WCCP 流量重導(WCCP 
Traffic Redirect)技術，或 L4 交換器的流量重導技

術，將所有對外的網站瀏覽要求導引到代理/快取伺

服器，由代理/快取伺服器代為攫取網頁回來，這便

是所謂的透通代理(Transparent Proxy)。在代理/快取

伺服器內會內建不當資訊網站 URL 網址資料庫，

有時稱為黑名單(Block List)。當代理/快取伺服器接

受來自 PC 工作站的網頁瀏覽要求時，會先透過

URL 過濾軟體進行比對檢查，看看所要求瀏覽的網

頁是否在黑名單之列。若在黑名單之列，則拒絕該

筆瀏覽，並回傳拒絕訊息的網頁；若不在黑名單之

列，則代理/快取伺服器會為其攫取所欲瀏覽的網

頁，並留存一份在內部硬碟之中，以便下次其他 PC
工作站的存取。 

由於許多單位都已擁有代理/快取伺服器的設

備，同時也採用透通代理的技術。因此只要再把

URL 過濾軟體安裝在代理/快取伺服器之上，便可

很快地作為不當資訊過濾的過濾器。因此目前採用

這種不當資訊過濾方案的單位數量最多。 
此種不當資訊過濾方式最大的問題乃是效能

問題。由於原本代理/快取伺服器主要是設計來作為

網頁的代理查詢及快取功能，因而在效能上並未將

URL 過濾檢查列入考量。再加上是軟體解決方案，

因而每筆 PC 工作站的網頁瀏覽需求都將需比對不

當資訊資料庫，因而，要消耗 CPU 的計算時間。因

此，將嚴重對代理/快取伺服器的效能。尤其是一般

所採用的不當資訊資料庫，通常都在數十萬筆以

上。因此整體效能是否足以支援對外較高速之頻

寬，將是一項嚴苛的考驗。 
 

3. Gigabit 網路 URL 網址過濾系統 
 
前述三種不當資訊過濾方法有其共通性，此共

通性便是均為軟體解決方案，而且均內建有數萬至

數十萬筆以上之不當資訊網站資料庫。因此在比對

上將大量需要 CPU 的計算。其效能將受限於硬體配

備及軟體技術的優劣。尤其現今網站瀏覽已佔據網

路上主要交通流量，每秒所要處理網站瀏覽要求急

遽增加，這些軟體解決方案在面對這樣的環境，處

理上將面臨極大的挑戰，甚至可能無法負荷。尤其

TANet 骨幹已全面提升為 Gigbit Ethernet 網路，各

校也積極更換校園網路成為 Gigabit 校園網路，這

顯示 Gigabit 網路時代已經來臨。在如此高速的網

路頻寬下，過去習慣採用的不當資訊過濾軟體已無

法在這種超高速網路環境下圓滿達成任務。因此，

必須有更好更新的不當資訊過濾技術及平台，才能

在 Gigabit 網路下提供不當資訊過濾的服務。底下

將介紹ㄧ種新的網路處理器 (Network Processor，
NP) 平台技術，並在這技術上發展 Gigabit 網路不

當資訊過濾技術及整體解決方案。此外，對於不當

資訊網站，尤其是色情網站網址資料庫的收集，本

文亦提供一套特殊解決方案，以達到有效的不當資

訊過濾效果。 
 

3.1 Gigabit URL 過濾系統架構 
 

為解決軟體過濾系統在效能及速度上的瓶

頸，本文將介紹可完全支援Gigabit網路環境的URL
過濾系統；除此之外，本系統亦將提供一套特殊技

術，以提高不當 URL 的過濾效果。本系統之完整

架構，如圖一所示。本系統包含兩個主要部份，其

中之一為 Gigabit URL 過濾器；另一部份則為網站

自動判別引擎。Gigabit URL 過濾器可採用重導過

濾模式(Redirect Mode)安裝於圖一所顯示的位置。

藉由 WCCP 協定的運作，路由器會將所有的網站瀏

覽封包，導引至 Gigabit URL 過濾器檢查及過濾。

而網站自動判別引擎可安裝在圖一的 LAN 裡面，

其功用為自動上網攫取網頁，並判斷網站是否為含

有色情的不當資訊網站，並將所收集到的色情不當

資訊網站列表，挹注給 Gigabit URL 過濾器，以增

強整體系統的過濾效果。另外，Gigabit URL 過濾

器亦可採用透通過濾模式(Pass Through Mode)安裝

在 LAN 與對外路由器之間 (圖二 )或路由器與

Internet 之間(圖三)，檢視所有網路上的封包要求，

以過濾欲瀏覽不當資訊網站的封包。此兩種架構，

亦可搭配網站自動判別引擎，以增加過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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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Gigabit URL 過濾系統架構(一) 
 

 
 
 
 
 
 
 
 
 
 
 
 
  
  
 
 
 

圖二. Gigabit URL 過濾系統架構(二)    圖三. Gigabit URL 過濾系統架構(三) 
 

3.2 Gigabit URL 過濾器 
 

本系統所採用的 URL 過濾器需具備支援

Gigabit 網路的效能，因此絕非過去軟體 URL 過濾

系統所能勝任。在技術上,需採用特別的平台技術。

此 Gigabit URL 過濾器包括：具 Gigabit 效能的網路

處理器(Network Processor)平台、微程式碼(Micro 
Code) 編寫的 URL 過濾引擎核心，及內建的不當資

訊 URL 資料庫。 

網路處理器技術是一種介於 ASIC 晶片與軟體

技術之間的高階網路處理技術。其主要原理是採用

專門處理網路封包的網路處理器，搭配流程控制用

的 RISC CPU 與其他重要的元件形成一完整的網路

處理器硬體平台。網路處理器在運作上，需撰寫微

程式，並將微程式載入網路處理器直接執行。由於

微程式技術，是一種專門為網路處理器所設計的類

組合語言程式技術，接近於硬體技術，因此在效能

上將遠快於軟體技術。在封包處理速度上，一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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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處理器每秒可處理數百萬個封包，並達到 Gigabit
網路處理效能。以 Vitesse IQ2000 網路處理器為例，

其處理能力為每秒最多可處理到 300 萬個網路封

包，且最高可支援到 OC-48(2.4Gbps)網路頻寬[1]。
採用網路處理器技術具有 ASIC 高速效能之優點，

而微程式技術，更使得產品功能可彈性調整增加。

因此，網路處理器平台，兼具 ASIC 硬體速度上的

優點，及軟體功能上可更新調整的優點。 
在 Gigabit URL 過濾器中，除了網路處理器硬

體平台及由微程式碼所編寫的 URL 過濾引擎外，

內建的不當資訊 URL 網址資料庫更是 Gigabit URL
過濾器能否發揮功效的重要元件。對於 Gigabit URL
過濾系統而言，除了要追求 Gigabit 高效能目標外，

高準確性的辨識功能亦非常重要。因為唯有如此，

Gigabit URL 過濾系統才可完全發揮其功效，不會

成為網路障礙而讓用戶抱怨連連。因此，在 Gigabit 
URL 過濾系統中，內建的 URL 網址資料庫之準確

性及維護更新機制與技術將影響到整體系統的功

效。 
 
3.3 不當資訊資料庫之更新維護 
 

對不當資訊過濾系統而言，網頁的辨別分類技

術優劣，及資料庫更新方案，將影響系統的準確

性，尤其是對於多變的色情網站(Porn Sites)影響更

大。根據 NRC (National Research Counsel)統計，全

球每天大約有 300 到 400 個新的色情網站產生，當

然也有相當多的色情網站消失。因此，內建資料庫

的網頁判別技術及更新維護機制，將影響 Gigabit 
URL 過濾系統之準確性。 

 
3.3.1 不當資訊網頁辨識技術 
 

一般辨別不當資訊網頁所採用的技術大都為

文字辨識技術，其中最簡單的方法便是採用關鍵詞 
(Keyword) 比對技術。有些會加上斷詞斷句，前後

文語意分析，及字根字首處理等方式以增加其準確

度。此外，關鍵詞比對技術，除了比對網頁內容外，

有些還運用在比對網站的網址上。採用文字辨識方

式技術，最大的缺點為，無法全球化。此乃因為不

當資訊網站，尤其是色情網站，各個國家地區都

有，各種語言的網站都有，而每種語言都有其特殊

性。因此想要完成每種語言網站的文字辨識，實在

一件非常龐大的工程，亦非短期可達成。另一項文

字辨識技術的缺點為許多文字被內嵌在含有圖片

的影像檔案之中。因此文字判別系統無法去讀取該

文字。大部份採用文字判別技術的不當資訊資料

庫，其準確性並不是很高，因此大多會輔以人工判

讀，以增加其準確性。 
較新且有效(尤其對色情網站而言)的辨識技

術，則採用圖形影像的辨別技術，來進行網站網頁

的判讀。這種方式，是採用圖形影像的色澤、材質、

形狀、紋理、分佈位置、對比等等參數來進行判別，

在準確度通常較文字比對技術要好，尤其對於色情

網頁的辨識上效果更佳。採用圖形影像判別技術，

通常會將形影像以某種方法給予評分，再根據評分

後圖形影像分佈在不同類別的統計分析機率，取出

適當的辨識門檻(Threshold)作為分類的依據。採用

此技術辨識不當網頁可不受限於網站語言種類。然

而，不論影像圖形辨識技術如何進步，仍會造成如

圖四所示的判別灰色地帶，而這灰色地帶則是形成

正向誤判(False Positive)及負向誤判(False Negative)
的誤判主要地帶。至於要如何微調辨識門檻，以增

加判別的準確性及減低誤判，則是相當適合研究的

課題。 
 

 
圖四. 圖形影像分類識別 

 
為提高圖形影像辨識的準確性，降低誤判，美

國 VIMA 公 司 曾 提 出 多 形 態 分 類 演 算 法

(Multimodal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MCA) 及概念

位移演算法(Concept-Shift Algorithm，CSA) [2-3]來
增加圖形影像辨別的準確性。其方法是採用訓練模

型先對辨識系統作正面訓練(Positive Training)及負

面訓練(Negative Training)，如圖五所示。在判別時，

依照色澤、材質、對比、形狀、分佈位置等等，將

每一圖形影像提煉出 150 種特性加以比對，依此可

計算出特性的抽象距離(Conceptual Distance)，並給

予適當的評分。 
 

 
圖五 圖形影像識別系統訓練圖例 

 
MCA 及 CSA 演算法會使用文字比對技術，來

加強判斷網頁是否偏向於色情類別或偏向於非色

情類別。這種輔助的判斷有助於微調辨識門檻應往

色情類別提高，或往非色情類別提高。舉例而言，

若文字辨識判斷出，帶有色情字眼的文字佔相當比

非色情圖片 色情圖片 

辨識門檻 

可能造成負

向誤判區域

可能造成正

向誤判區域 

圖形影像辨識系統給定的評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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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則圖四的辨識門檻將往左移動，如此，將導致

圖形影像被判定為色情的機會大大提升，反之亦

然。在 VIMA 所提出的實驗數據中，經過測試 5,500
張成人圖片及 3,000 張一般非色情圖片的結果顯

示，這個技術在辨識門檻介於 50%的中間值時，成

人圖片被準確的判斷成色情圖片的成功率達到

91.34%；而非色情圖片被準確的歸類到非色情類別

的成功率亦高達 95.98%。而另一項大型的測試結果

顯示，在測試 2,537,105 張色情圖片後，其準確亦

高達 92.23%。這在目前各種網頁辨識技術上算是相

當不錯的成果。 
 
3.3.2 不當資訊資料庫更新維護機制 
 

在不當資訊過濾系統中，內建不當網頁 URL
網址資料庫的持續更新維護，是確保系統持續有效

運作的最重要機制。底下將提出兩種資料庫的更新

維護機制，並混合使用，以確保系統持續可靠的準

確性。 
資料庫的更新機制可採用集中式自動更新及

本地自動更新機制。圖六顯示集中式自動更新機制

之流程，其中網頁辨識系統將不斷的自網路上攫取

全球網站的網頁，並進行判讀是否含有不當資訊，

之後定期產生新的不當資訊 URL 資料庫輸出。為

使不當資訊 URL 資料庫的來源可彈性而廣泛的收

取，因此在設計上多了一層資料庫整合器(Database 
Integrator，DI)。如此可使資料庫的來源，不受限於

單一來源，以增加資料庫收集速度及功效。最後經

過整合的資料庫，將透過資料更新伺服器(Database 
Upgrade Server，DUS)，定期自動的更新所有 Gigabit 
URL 過濾器內的資料庫。由於不當資訊 URL 資料

庫動輒數十萬筆以上，龐大的資料量傳輸將造成系

統及網路負擔。本文所提出之機制採用只更新變更

的部分。包含版本之間新增之網站以及已消失的網

站。這特性對於經常改變網址的色情網站資料庫而

言，是非常重要的。 

 

 
 

圖六. 不當資訊資料庫集中式自動更新機制 
 

另一種更新機制則是在 Gigabit URL 過濾器安

裝的所在地，安裝一套網站自動判別引擎，來進行

本地自動更新,如圖一所示。前曾提及，每天大約會

有 300 至 400 個新的色情網站產生。因此在集中式

統一自動更新系統中有可能未能及時找尋出新的

色情網站。甚至有些色情網站，屬於網友自行架設

僅分享少數群眾的未公開網站，因而不易被發覺過

濾。而採用這種本地網站自動判別引擎之更新機

制，則可經由用戶之實際瀏覽行為，加以追蹤判讀

其曾經瀏覽的網站是否含有色情不當資訊。如此將

可確保只要用戶曾瀏覽過的網站，雖可能在第一次

瀏覽時未能及時過濾，但在經過網頁自動判別引擎

的追蹤後，便會被加入過濾器之資料庫，以防止其

他使用者繼續瀏覽該網站。圖一中也闡述了整個過

濾及追蹤的過程： 
1. 使用者發出 http 網頁瀏覽要求 
2. 網頁瀏覽要求被重導至 Gigabit URL 過

濾器進行檢查 
3. 若此瀏覽要求存在於 Gigabit URL 過濾

器內建的不當資訊資料庫中，則拒絕該

筆瀏覽，並回覆一個回絕網頁通知 
4. 使用者重新發出 http 網頁瀏覽要求 
5. 網頁瀏覽要求被重導至 Gigabit URL 過

濾器進行檢查 
6. 若此瀏覽要求不存在於過濾器內建的不

當資訊資料庫，則將該要求轉送出去(但
不代表瀏覽的網頁是正當的資訊) 

7. 被轉送出的 http 網頁瀏覽要求經由路由

器抵達 Internet 
8. 此網頁瀏覽要求經由 Internet抵達欲瀏覽

的 Web 網站 
9. Web網站經由 Internet送回網頁到使用者

的瀏覽器，完成瀏覽過程 
10. 在執行 6.的同時，Gigabit URL 過濾器複

製此次瀏覽的 URL 網址，並送交網站自

動判別引擎進行後續追蹤檢查 
11. 網站自動判別引擎會根據所收集到的

URL，自動前往目的 Web 網站攫取網頁

進行自動判讀 
12. 當網站自動判別引擎檢查後發覺為不當

網頁，則將該筆 URL 加入 Gigabit URL
過濾器的內建資料庫中，完成本地自動

更新資料庫工作 
在此過程中，網頁自動判別引擎亦可將所收集到的

色情 URL 網址資料，回傳給圖六中的資料庫整合

器，再集中自動更新給所有的 Gigabit URL 過濾

器。如此，在整個資料庫更新個系統上，便宛如有

一個分散式網頁自動收集判別更新系統，將可大大

提升不當 URL 收集的能力。本系統之所以能採用

這種本地更新方式，主要在於是將前述 3.3.1 中所

提的不當資訊網頁辨識技術運用到網頁自動判別

引擎中，如此才可在沒有人工處理的情形下，對色

情網頁的判別，達到某種程度以上的準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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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來發展 
 

在本文中提到了兩項重要的技術，一為網路處

理器平台及微程式碼技術；另一則為網頁自動判別

技術。在網路處理器平台及微程式碼技術的應用

上，由於寬頻建設的發展迅速，Gigabit 骨幹網路已

逐漸普及，甚至在不久的將來會演變而為 Gigabit
都會網，及企業網。因而現今許多網路設備將會逐

一升級為具 Gigabit 效能之設備。而隨著 Internet 技
術越發達，網路安全設備也越重要。因而，發展

Gigabit 等級的網路安全設備，如防火牆、入侵偵測

防禦系統 (IDS)[4]以及 VPN 等等設備，將是趨勢所

在。而這些設備，在特性上均為處理封包的設備，

加上功能上均較複雜極多變性，因而非常值得採用

網路處理器平台來開發。至於在網頁自動判別技術

上，由於至今仍未有一套方法可完全準確的判別，

因而仍有改善空間。研究更好的圖形影像辨識技術

或文字語意判別技術應該值得繼續投入。或者，加

上採用人工智慧及類神經技術可改善判別的準確

性，這些都有賴專家學者們貢獻進一步的智慧。 
 
5. 結語 
 

由於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帶動了資訊傳播的

革命，各式各樣的資訊在網路上唾手可得，而寬頻

技術的進步更加快了此一趨勢。然而並非所有的發

展均朝正面有意義的方向進行，網路上的資訊內容

即是一例。現今網路上到處充斥著不良的資訊，此

種資訊正負面的影響著我們下一代的身心發展，因

而身為網路的一份子，有義務盡一份心力發展有用

的網路資訊過濾技術，以過濾不當的網站資訊。本

文便是基於此一理念而提出的一套在 Gigabit 網路

上過濾不當網站資訊的完整解決方案。目的是希望

藉由此技術的推行，能有助於淨化國內的網路，尤

其是教育網路，以提供一個乾淨的網路學習環境，

使國內網路發展朝更正面積極的應用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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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路安全對 MIS 資訊人員來說是相當重要
的，然而現實的情況是技術人員的技術與知識越來

越難跟上不斷出現的系統安全漏洞與攻擊手法。在

日新月異的資訊安全問題中，如何及時找出網路安

全弱點，適時且有效率的將問題解決，成了當前企

業與 MIS資訊人員首要關切的議題。  
本研究採用類神經網路中的自組織映射圖網

路(Self-Organizing Map，SOM)架構，並試圖提出一
套具有學習能力的 WIDS(Web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網站入侵偵測系統。期望能做到解決日新月
異不斷翻新的攻擊手法，使得系統得以自我學習保

護，而使駭客攻擊傷害能降到最小，經過驗證本研

究之入侵偵測系統正確率高達 86%以上。  
關鍵詞：入侵偵測、攻擊、駭客、類神經網路、自

組織映射圖網路。  
 

Abstract 
 

Network security to MIS personnel is very 
important. However, the technique and knowledge of 
the technician is getting hard to catch up with more 
and more secure leak and attack skill. During the 
continuously changing and improv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to timely find out 
the weakness of network security is very important. 
Also, to efficiently and correctly estimate and examine 
one's own security condition has become the first 
important theme for current enterprise and MIS 
personnel. 

Our research adopt the neural network type of 
SOM (Self-Organizing Map) structure, and try to 
propose a self-study WIDS (Web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which have the learning ability to detect the 
invade of network system. Our expectation is to solve 
the continuously changed invading attack problems. 
Through WIDS (Web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provided our system self-study ability so learn to 
protect system itself, also minimize hackers' attack. 
After testing and verifying, our research of WIDS 
(Web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can be successfully 
detect up to 86% correctness. 
Keywords : Intrusion detection、attack、Hacker、Neural 
network、Self-Organizing Map(SOM). 
 

1. 前言 
 
根據 CERT/CC[1]的統計資訊圖 1，我們可發

現，隨者網際網路的盛行與普及化，由各地所傳出

的入侵攻擊事件從 1990年逐年遞增，尤其到了 1999
與 2000 年攻擊事件更是趨向於直線遞增，這種現
象實在令人擔心。今年最讓網管人員印象深刻的莫

過於 2001/7~8 月間爆發的紅色警戒病毒與隨之而
來的娜坦病毒幾乎讓網路世界與各大企業人心惶

惶，根據美國加州一獨立研究機構 Computer 
Economics 估計 ,在 7、8月間肆虐全球電腦的代號紅
色 (CodeRed)病毒 ,已造成高達 26 億美元的損失
Computer[ 2]。  

 
圖 1 攻擊事件數據記錄 

(資料來源：CERT/CC, 2001) 
再根據圖 2， CERT/CC[1]所公佈的攻擊技能與

攻擊效果的演進圖形中，我們可發現於 1990 年代
攻擊者想要達到一定程度的攻擊效果，本身必須具

備相當專業的技術背景，方有可能達到一定程度的

攻擊效果，但是隨著時間的演進，目前網路社群中

存在著相當多已經開發完成的攻擊工具，也就是說

只要攻擊者會使用這些攻擊軟體，將可達到相當具

有威脅性的攻擊效果，就這點來說是相當另當今

MIS系統管理者相當頭痛的問題。  

圖 2 攻擊技能與攻擊效果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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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ERT/CC, 2001) 
 
也因此在這種環境背景之下衍生出本研究的動

機與目的，本研究試圖提出一套具有學習能力的

WIDS(Web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網站入侵偵
測系統。期望能做到解決日新月異不斷翻新的攻擊

手法，使得系統得以自我學習保護，而使駭客攻擊

傷害能降到最小。 
 
2. 網站入侵偵測系統之架構 
 

本研究將嘗試提出一套綜合坊間方法將

Misuse model和 Anomaly model結合在一起的入侵
偵測系統WIDS。Misuse model將採用 Snort 所提供
的攻擊行為 rule，採用封包擷取的方式來實做為防
禦攻擊之第一道防線，Anomaly將採用類神經網路
SOM Neural network的學習機制來實做，整體結合
成本研究之Web IDS 入侵偵測系統。此架構將可以
有效預防駭客使用翻新手法入侵。  

 
圖 3 網站入侵偵測系統WIDS流程圖  
 
本研究入侵偵測系統WIDS架構主要分成兩階

段，一是離線 Off-line SOM類神經學習階段，一是
即時線上 On-line 入侵偵測階段，請參閱圖 3。
Off-line SOM階段主要目的是要將系統中的正常行
為學習出來，當系統學習完成時，根據Kohonen[3,4]
理論，SOM於收斂的情況下將會產生一特徵矩陣，
本研究即是將此矩陣存入資料庫中，準備下一階段

將此特徵矩陣直接應用於 On-line 入侵偵測階段
中。且本研究WIDS三大組成要件包括第一道防衛
機制 Misuse model(Use Snort)、第二道防衛機制
Anomaly model(Use SOM Neural Network)與拒絕服
務(Reject)機制，分別介紹如下： 
 
2.1 第一道防禦機制解析  

此機制採用 Snort V1.83版本[5]，Snort 雖然自
稱其為陽春型入侵偵測系統，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

全。只不過安裝與設定上相當複雜繁瑣，尤其設定

規則(rule)的時候。另外 Snort 網站尚有提供規則資
料庫(rule database)供人直接使用，也有提供線上規

則產生器，當選擇所需要的規則後，便可以自動產

生之。而本研究是採更新 rule方式進行，目前規則
庫更新至 2002/05/31 Rule。規則 rule範例請參閱底
下程式片段：  

範例 1：  
alert tcp any any ->192.168.1.0/24 143 

(msg:”IMAP Buffer overflow!”; content: “|90E8 C0FF 
FFFF|/bin/sh”;) 

以上 Rule 規則表示：如果偵測到通訊埠 143
遭受攻擊時 (IMAP)，這個 Rule 規則指令會指定
Snort 應該產生警告，請注意劃底線的內容，這類型
攻擊與 Taeho[6]破解內容有關。 

 
截至 2002/05/31，Snort 共提供 1195種攻擊行

為 Rule。Snort 是個僅需些許系統資源，即可做到
快速、可靠的入侵偵測工具，它可以利用竊聽 sniffit
功能一一過濾個別封包流，並藉由特徵、編譯及在

執行不利於系統的行為時，加入攻擊戳記並產生產

生警告。本研究即是採用 Snort V1.83版本加上 Snort
所提供的規則庫 rule當成本研究Web IDS入侵偵測
系統之第一道防線 
 
2.2 第二道防禦機制解析  
此機制共分成兩個階段，一是離線 Off-Line 類

神經自我組織映射 SOM學習階段，一是 On-line 類
神經自我組織映射 SOM異聯想階段。  
首先是類神經自我組織映射 SOM Off-Line 離線

學習階段，根據蘇木春  等[7]提到自我組織特徵映
射演算法的主要目標，就是以特徵映射的方式，將

任意維度的輸入向量，映射至一維或二維的特徵映

射圖上。圖 4 範例是使用 100 個類神經元排列成
10x10 的二維矩陣來進行電腦模擬，圖示中由左至
右由上至下排列，圖(a)表示網路連結值初始狀態，
內部神經元與權重值的給定都是使用亂數給定

的，圖 (b)、(c)、(d)分別是學習次數 50、1000，以
及 10000 時的類神經自我組織映射圖 SOM 的狀

態。當 SOM 趨向於收斂的狀態時，特徵映射圖會

試著盡量伸展以佈滿整個輸入空間如圖(d)所示。但
是如果訓練過程中產生發散的情況就會呈現如圖(e)
與(f)的情況，很可能會發生網子打結或纏繞在一起
的現象。  

圖 4  SOM Neural Network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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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蘇木春  等 , 2000) 
根據以上探討，本研究試圖利用此 SOM方法於

離線階段中將使用者執行系統程式的正常行為給

學習出來。  
緊接著開始探討類神經 On-line異聯想階段，當

離線學習階段完成後，此時類神經網路中神經元與

神經元中的加權值已經配置完畢。當下即可進入異

聯想的階段，也就是線上即時偵測的第二道防線。

運作過程假設攻擊者能夠成功騙過 Snort 通過第一
道防線，此時系統尚會將這些疑似攻擊封包導入類

神經自我組織映射圖 SOM 中，讓其進一步判斷執
行異聯想的運作流程。由於之前學習階段中我們是

將正常 User行為輸入進去類神經學習，故此時類神
經的異聯想辨識過程，如果發現疑似攻擊行為的使

用者已經偏離正常行為特徵，即會輸出 1表示攻擊
行為成立，如果辨識後發現疑似攻擊行為尚在正常

行為特徵的範圍內，類神經將輸出 0表示攻擊行為
不成立，此行為仍在正常許可範圍內。本研究即是

以此模式來判斷攻擊封包，至於實際執行上如何處

理這些已經確定是攻擊行為的封包將於拒絕服務

(Reject)機制中交代清楚。 
 
2.3 拒絕服務機制解析 

俗語說：【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網路攻擊行為

也是一樣，我們可藉由系統或網路所留下的蛛絲馬

跡或異常現象來揪出攻擊者或者攻擊行為，即使是

很高干的攻擊者，只要系統做好完整的監控管制必

定會有蛛絲馬跡留下，不容毀屍滅跡，例如系統的

Logs 檔，我們使用唯讀光碟來儲存，即可輕易辦
到。Lo et al.[8]指出網路中所發生的一些異常情況
可視為一個事件 (event)，而當另外一個事件可以用
來處理此事件就可以定義出個問題。然而在網路的

問題中有些問題是可以直接被觀察到的，但也有許

多事件是無法直接觀察出來的，只能靠一些徵兆間

接的觀測與推論來找尋出問題。請參閱圖 5，Lo et 
al.[8]便將這些可以觀察到的事件定義為徵兆，若要
將這些徵兆停止的話必須要找到問題的根源並加

以解決，因此問題與徵兆之間的關係對於網路上的

錯誤排除有著絕對的關係。  
 

 
圖 5異常因果關係模式圖 

(資料來源：Lo，1998) 
 

本研究即是依據 Lo et al.[8]所提出的異常因果
關係理論來實際建置拒絕服務機制，例如圖 6的異
常因果關係模式圖，表示著當系統發現 S1、S2 與
S3 三項特徵同時成立時，本系統將可合理懷疑 P1
攻擊行為可能正在某處悄悄的發生，故本系統可直

接 採 取 A c t i o n 進 行 拒 絕 服 務 的 動 作 。 

圖 6異常因果關係模式圖 
(資料來源：施嘉興 , 2001) 

另外拒絕服務機制中本研究尚有有兩點考

量，一是攻擊者採用攻擊工具攻擊時，與攻擊者採

用瀏覽器攻擊的情況。之所以會有這樣子考量是因

為系統最初設計時是以瀏覽器→瀏覽器的攻擊當

作考量，所以當系統發現攻擊者時本系統可直接秀

出警告畫面於攻擊者螢幕上，就此點來說技術上是

完全無問題的 (請參閱圖 7，當攻擊者採用緩衝區溢
滿攻擊時，被本系統 WIDS 所偵測出來的警告畫
面。)，但是如果攻擊者採用攻擊工具，不是透過瀏
覽器進行攻擊時，本研究作法是當系統偵測出攻擊

行為後直接拒絕攻擊 IP 存取本系統所有服務。 

 
圖 7 WIDS拒絕服務機制  

(資料來源：CERT/CC, 2001) 
 

3. 實驗設計 
本研究 WEB IDS網頁入侵偵測系統是以雲科

大計算機中心個人網頁系統(Personal Web)為保護
與防禦的對象，實際測試防禦入侵的效果。就實驗

設計來說，重點是在於測試使用 SOM 自我組織映

射圖看其能否成功與正確的將一般使用者的執行

程式習慣與特徵擷取出來，緊接著驗證其所擷取後

的 SOM特徵映射圖能否於線上 ON-line機制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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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行異聯想過程將偏離正常行為的使用者揪出

來。本研究即是根據以上重點設計出以下實驗一與

實驗二，實驗一主要在驗證 SOM 自我組織映射圖

能否成功學習出正常行為特徵並將之映射至 SOM
自我組織映射圖中，實驗二則是使用目前網路上流

通較知名的攻擊軟體工具實際攻擊計算機中心個

人網頁系統 (Personal Web)，驗證安裝本研究之
WEB IDS入侵偵測系統後其成效如何？  

 
3.1 樣本說明 
雲科大計算機中心個人網頁系統(Personal Web)

正式服務日期為 2001/07/15，本研究即是以此日期
為開端節錄至 2002/05/25，共 10個月的稽核日誌檔
當作總樣本，內容包括完整的使用者行為、程式執

行時間，與程式執行方法。且本研究已經將這 10
個月的稽核日誌檔輸入資料庫中，此 10個月的稽
核日誌檔所記錄的使用者行為共有 951187筆個人
記錄。且節錄至 2002/05/25雲科大計算機中心個人
網頁系統共有 404位通過認證的使用者正共同使用
此個人網頁系統服務，也就是說 951187筆個人記錄
皆是由此 404位使用者共同產生出來的。  
 
3.2 實驗一 
實驗目的：驗證類神經 SOM自我組織映射圖是否

已經學習出正常行為特徵。  
實驗步驟： 
1. 藉由圖 8  SOM學習行為控制畫面，以亂數

Random擷取出 50位使用者，並將其執行系
統程式的正常行為抓出來，於背景經過向量轉

換的動作，並丟入類神經 SOM自我組織映射
圖中進行特徵擷取與學習的動作。  

2. 當類神經 SOM自我組織映射圖學習完成且是
收斂的情況時，再透過圖 9 的控制介面，將
所有經過認證的 404位正常使用者行為丟入
SOM自我組織映射圖中進行驗證，此動作前
面文獻已經提過主要就是為了驗證 SOM自我
組織映射圖是否已經成功的將使用者正常行

為特徵學習出來。 
3. 查閱圖 9之(Ⅱ)(Ⅲ)(Ⅳ)畫面，並且根據稽核日

誌檔中的 404人正常行為總值 T減掉系統偵
測出來的疑似攻擊行為 (ps:此是系統誤判
值)，再除以 T，即可得知本階段正確率。 

 
3.3 實驗二 
實驗目的：On-Line實際攻擊測試，審視本系統防

禦效果如何。  
實驗步驟： 
1. 使用目前網路上流通較知名的攻擊軟體工具+

手動攻擊共 22種攻擊方式，實際攻擊計算機
中心 Personal Web，驗證安裝本研究之WEB 
IDS入侵偵測系統其成效如何？  

2. 計算 WEB IDS入侵偵測系統的正確率。 
(說明:由於本系統安裝 Snot於第一道防線它

可擷取所有經過封包，且發動攻擊者皆為本作

者故本研究可根據攻擊時間點與作者 IP輕易
統計出總共的攻擊封包量 T，也可輕易的於資
料庫中查詢出 WEB IDS所偵測到的攻擊封包
數 A，故 A除以 T即可獲得偵測正確率。 ) 

 
3.4 攻擊軟體介紹 

底下內容為本研究收集目前網路上較為流通

且較知名的攻擊軟體工具+手動攻擊共 22種攻擊方
式，將逐一做完整介紹，其中手動攻擊方式共有三

種包括資料隱碼、竄改參數與緩衝區溢滿攻擊

(Buffer Overflow attack)。  
表 1 網路上知名攻擊軟體與攻擊手法介紹  

Attack 
Tools  

Classific
ation 

說明：  

Probing 
(Normal)  Nmap 

Probing 
(Stealth) 

Nmap 可以判斷遠端作業系統核
心(Kernel)與版本、開啟哪些傳輸
埠、甚至可針對整個網域進行掃

瞄，且支援正常模式 (Normal)與
偷偷掃瞄模式 (stealth)。  

SATAN Probing 
(Vulnerability) 

撒旦(SATAN)，1995現身，當時
受到相當矚目，它的功能涵蓋網

路上主機的全面掃瞄，找出有哪

些主機存在，並可以發現這些主

機提供什麼服務，接著找出這些

服務所存在的漏洞，最後提出建

議書以供管理者改善參考。  

SAINT 
(Web
版) 

Probing 
(Vulnerability) 

SAINT是由 SATAN所改進而來
的，透果瀏覽器的介面來加以使

用，它的目標在於設計出一套簡

單好用的系統安全偵測工具，讓

想要使用的人能夠自由的使用

它。  

Nessus Probing 
(Vulnerability) 

1998年由 Renaud Deraison設計
提出，Derasion 建立了一個 CVS
伺服器，可以每天、甚至每小時

進行更新，更新速度相當快，2002
目前依舊如此快速更新，且

Nessus採用 Plug-in的支援方式
來提供各式弱點分析，目的是全

方位的系統弱點偵測與分析。  

DOS (1min) Storm-D
DOS DDOS 

(2pc.1min) 

此軟體很具殺傷力，特色在於可

自訂封包大小，DDOS並無疆屍
電腦限制，Server端 Action後將
會自動尋找 Client端同時發動攻
擊。  

DOS (1min) Raw-clo
nes DDOS 

(2pc.1min) 

可以遠控  8 台僵屍電腦進行攻
擊，支援跳躍攻擊及隨機選擇攻

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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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 (1min) DDOS 
Ping 
V2.00 

DDOS 
(2pc.1min) 

可以對一連串的網絡位置主機和

服務器進行查詢指令攻擊，同時

支援  4 種不同的連接速度，可以
自行設定每秒傳送封包的多少。

Udp 
Flooder 

DOS (1min) 同  DDOS Ping 一樣介面，可以
設定封包的內容和攻擊同標設定

Windows 或  Linux，可以選定  3 
種攻擊的手法，包括  Trinno，
Stacheldraht，Tribe Flood 
Network，又支援  UDP 傳送，可
以測試您的服務器安全性。  

SYN 
Flooder 

DOS (1min) SYN Flooding是利用 TCP/IP協
定的弱點以假冒 IP的方式來攻
擊，當同一時間發生太多建立連

線的要求，且暫存空間也一直被

建立而不釋放出來處理資料，則

系統會發生當機或癱瘓的情形  

Smurf2k DOS (1min) 此是 SYN flooding的變形攻擊。
Smurf利用 ICMP(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的 echo回應，
因為 Smurf的 echo要求是向整個
網路上全部的主機廣播，所以會

衍生大量的反應封包，所有的反

應封包送給單一主機，即被攻擊

的目標，造成服務被阻斷。  

CodeRe
d 

系統漏洞
(CodeRed V1) 

這個病蟲利用的技術就是 IIS
「緩衝區溢位」的漏洞。 

Nimda 
Worm 

系統漏洞 這隻  worm 除了修改  web 內容
以促進它的繁殖外並無毀滅性的

動作，但卻有因網路掃描和電子

郵件增殖所而造成拒絕服務

DOS(denial of service)的報告。  

PHF 
attack 

程式漏洞 此是早期 UNIX系統內定安裝
CGI-bin 程式之漏洞。 

HTTP 
Bomber 

程式漏洞 可以選擇使用代理伺服器進行攻

擊，攻擊手法分為 Normal ( 支
援亂線攻擊 )和  POST 請求攻
擊，會自動統計攻擊次數和輸出

體積。  

snot-0.9
1a.tar.gz 

程式漏洞 此工具可牽制 snort rule 的檢
測，使攻擊封包闖關成功。  

ShutDo
wnSQL 

程式漏洞 利用程式漏洞使服務端口

(port)，無法提供服務而休克。不
需要戶名和密碼就可以停掉 SQL
Server服務。  

Access 
Diver 
V4.76 

程式漏洞 多功能的破解程式，包括  GET、
HTML、PROXY、SOCK 等破解
及連接功能，支援字典檔破解功

能。  

Hackwa
re V1.0 
Beta 
Build 43 

程式漏洞 多功能的破解程式，包括支援  
Frontage Extension、CGI、Proxy 
等破解程序，可自行生成字典檔

內容，轉寄和匿名電郵等功能。

資料隱

碼  

程式漏洞 於 http竄改 SQL參數試圖闖關獲
取、刪除 or更改資料，此行為將
被 SOM攔下判斷合法否。 

竄改參

數  

程式漏洞 於 http竄改參數試圖闖關攻擊，
此行為將被 SOM攔下判斷合法
否。  

php-expl
oit 

程式漏洞 利用 buffer overflow攻擊 php程
式漏洞，適合環境 for 
Apache/1.3.x + php 4.1.2 版。  

Buffer 
Overflo
w 

程式漏洞 於 http使用參數+256bit攻擊 ex: 

http://phpweb.yuntech.edu.tw/php/
reg.php?aaaaaaaaaa~128~aaaaaaa 

，此行為將被 SOM攔下判斷合
法否。  

   

 
4. 驗證結果與分析 

本章節將根據前述的兩項實驗設計，實際測

試，觀察其成效如何？觀察重點在於測試使用類神

經方法中的 SOM 自我組織映射圖其能否成功與正

確的將一般使用者的執行程式習慣與特徵擷取出

來，並且根據實驗設計二，實際經由 22 種攻擊手
法測試本研究系統的偵測攻擊行為正確率如何？

底下內容將分成兩小節將逐一對實驗一與實驗二

的執行過程與結果做詳細說明。 
 

4.1 實驗一學習過程與結果分析  
根據實驗一步驟說明，本研究藉由圖 8  SOM

學習行為控制畫面，以亂數 Random擷取出 50位使
用者，並將其執行系統程式的正常行為抓出來，經

過背景執行向量轉換動作，再丟入類神經 SOM自
我組織映射圖中進行特徵擷取與學習的動作，請參

閱圖 8執行過程。 
根據前述討論 SOM自我組織映射圖，並不見

得輸入任意資料向量皆會產生收斂情況，其不收斂

的情況為：呈現網子打結或網子纏繞的情形。有的

情況即使讓系統學習一千、一萬甚至更多次數依舊

還是無法收斂的。圖 8所呈現的 SOM自我組織映
射圖即是本實驗收斂的結果，值得一提的地方是圖

8是經過多次試驗才產生的最後結果。實驗之初就
經常碰到無法收斂的窘境，本研究在此將其無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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斂的經驗原因整理如下： 
1. 輸入向量資料，差異性太，且相關性太低。  
例如管理者的行為是相當不規則的，本實驗之初即

是將管理者的行為輸入 SOM中，但是始終無法收
斂即使增加學習次數依舊不得要領，最後解決方法

是將計算機中心 Personal Web正式上線服務日期
2001/07/15後的稽核日誌檔當作學習樣本，替換之
前使用 2001/03/11起使之稽核日誌檔才解決的，原
因是正式上線後系統程式已經全部完工，管理者維

護系統程式的行為已經大量減少了，不會有之前複

雜混亂不可預期的行為出現。  
2. 設定類神經 SOM 輸出神經原大於 20x20，且

設定學習次數小於 1000次的情形。 
當類神經 SOM 輸出神經元設成較大的值 (例如
50*50)，此時計算一下可知 SOM輸出映射圖總共
有 2500個神經元上場比賽競爭，正常情況 2500個
神經元都必須有被活化的機會，方有可能使 SOM
自我組織映射網子張開，故當我們將學習次數設的

太小將可能會發生神經元未被活化完成，或者 SOM
自我組織映射圖學習至一半就結束了，故當然會產

生無法收斂的現象。  

圖 8實驗一 SOM自我組織映射收斂圖   
+ SOM學習行為控制畫面 

圖 9 實驗一 SOM判斷分析畫面 
 
 

4.2 實驗二攻擊結果分析  
根據實驗一結果可知類神經 SOM自我組織映

射圖已經將使用者執行程式的正常行為學習完

成。且實驗一 SOM 自我組織映射圖學習完成的神

經元權重值皆已經存入 Date base中，故目前已經完
成本研究 WEB IDS 入侵偵測系統的先前作業階
段，現在已經可以開始進行 ON-Line線上實際測試
了，也就是實驗設計二的階段，我們將根據(表一)
所介紹的 22 種攻擊方式包括網路上流通較知名的
攻擊工具+手動攻擊逐一攻擊本WEB IDS入侵偵測
系統，審視其成效如何？底下內容即是實驗設計二

之實際攻擊結果。 
表 2 實驗二結果 

Attack Tools  Classification Snort 
accuracy 

Web IDS 
accuracy 

Probing 
(Normal) 

68.1% 99.5%Nmap 

Probing 
(Stealth) 

52.9% 99.9%

SATAN Probing 
(Vulnerability
) 

100 % 100 %

SAINT (Web版) Probing 
(Vulnerability
) 

67.2%   99.1%

Nessus Probing 
(Vulnerability
) 

71.1% 98.5%

DOS (1min) 97.3%   99.1%Storm-DDOS 

DDOS 
(2pc.1min) 

96.2%  97.2%

DOS (1min) 96.5%   99.2%Raw-clones 

DDOS 
(2pc.1min) 

95.9% 97.1%

DOS (1min) 96.4%  97.3%DDOS Ping 
V2.00 

DDOS 
(2pc.1min) 

95.1%  96.4%

Udp Flooder DOS (1min) 96.2% 98.3%

SYN Flooder DOS (1min) 98.4% 99.5%

Smurf2k DOS (1min) 96.3% 97.3%

CodeRed 系統漏洞
(CodeRed 
V1) 

100 % 100 %

正確率：0.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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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漏洞
(CodeRed 
V2) 

100 % 100 %

Nimda Worm 系統漏洞 100 % 100 %

PHF attack 程式漏洞 100 % 100 %

HTTP Bomber 
V1.001b 

程式漏洞 51.2% 99.2%

snot-0.91a.tar.gz 程式漏洞 57.4% 99.3%

ShutDownSQL 程式漏洞 0 % 100 %

Access Diver 
V4.76 

程式漏洞—
密碼破解 

0 % 100 %

Hackware V1.0  
Beta Build 43 

程式漏洞—
密碼破解 

0 % 100 %

資料隱碼  
(手動 60times) 

程式漏洞 0 % 100 %

竄改參數  
(手動 60times) 

程式漏洞 0 % 100 %

php-exploit 
(手動 60times) 

程式漏洞 0 % 100 %

Buffer Overflow 
(256bits) 
(手動 60times) 

程式漏洞 0 % 100 %

  總平均：
61.78% 

總平均：
99.14%

 
 

5. 結論 
本研究使用 Java 開發工具建置之 Web-base 

IDS 入侵偵測系統，使用類神經自我組織映射圖
SOM 嘗試去學習一般使用者執行程式的習慣特

徵，結果從實驗一之結果分析得知正確率為 0.9991
此結果表示，自我組織映射圖 SOM 具備將正常行

為學習完成的能力，僅有 0.0009的誤判率。另外本
研究為了更嚴謹的測試類神經自我組織映射圖

SOM，故設計實驗二使用 22 種攻擊手法實際測試
本研究 WEB IDS 入侵偵測系統效能，從實驗二結
果可發現本研究WEB IDS入侵偵測系統的整體平
均偵測正確率達到 99.14%，遠比 Snort 的 61.78%高
出許多。  

另外本研究將研究數據與交大資科曾憲雄教

授 所 提 的 IDML(Intrusion Detection Markup 
Language)[10]也是以 Snort 為基礎的入侵偵測系統
作一比較，請參閱表 3。從表中可發現本研究整體
正確率 86.36%較為突出，故本研究認為使用此套方
法類神經自我組織映射圖 SOM 是可以應用於 IDS
入侵偵測系統，原因就在於自我組織映射圖 SOM
具備相當不錯的學習效果。  

 SNORT  

SNORT with 

the IDML 

[Tseng, 2001] 

本研究 

Web IDS 

Probing 67% 73% 99.4% 

U2R 62% 68% 
同 SNORT 

(62%) 

R2L 59% 70% 
同 SNORT 

(59%) 

DoS 65% 74% 97.93% 

系統漏洞    100% 

程式漏洞    99.85% 

Average 65.2% 73.6% 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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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網路安全的議題益形重

要，從防火牆(FIREWALL)、加密技術、認證以至虛

擬私有網路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等，網

路安全技術不斷發展進步。而隨著網路的發展這些

防 線 逐 較 不 敷 使 用 ， 因 此 入 侵 偵 測 系 統

IDS(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與弱點評估技

術(Vulnerability Assessment)這些以彌補防火牆

等網路安全機制不足的高階網路安全技術亦隨之

受到重視。而在企業及組織積極部署入侵偵測系統

與建立弱點評估技術機制以尋求更強固的網路安

全防線之際，網路犯罪偵查方面如何應用這兩項網

路安全技術輔助偵查進行，以在來源追查、損壞情

形及數位證據採集等方面，能有更科學化及系統化

程序提升偵查效率及偵破率，將是本研究探討的重

點。 

關鍵詞：入侵偵測系統、弱點評估技術、網路犯罪

偵查 
 
壹、緒論 

 

    入侵偵測系統及弱點評估技術是近來逐較受
到注意和重視的網路安全防護機制，繼防火牆等安

全技術之後另一道防線。入侵偵測系統及弱點評估

技術本身即已提供監測及紀錄入侵或攻擊行為，事

實上即已具備蒐證及追蹤來源功能。在企業及組織

逐較部署入侵偵測系統及建立弱點評估技術的技

術，來加強本身的網路安全縱深。在網路犯罪偵查

面觀之，更有需要在入侵偵測系統及弱點評估技術

這兩項網路安全機制做深入的探討及分析，如何應

用於網路犯罪偵查中。本研究擬由深入的探討分析

入侵偵測系統及弱點評估技術在網路犯罪偵查上

的輔助應用，期使網路犯罪偵查能夠運用現有資源

或工具迅速偵破案件，並建構出以入侵偵測系統及

弱點評估技術輔助網路犯罪偵查模式。 
 
 
 
 
 
 

貳、文獻探討 

 

一、網路犯罪偵查現況之探討 

 
所謂「網路犯罪」固係屬電腦犯罪之延伸，為

電腦系統與通訊網路相結合之犯罪，但相較於電腦

犯罪而言，更偏重「網際網路」的應用，而其係指

具有網際網路特性的犯罪，亦即行為人所違犯之故

意或過失的犯罪行為中，具有網際網路特性者，均

屬之；就實際應用而言，亦即犯罪者在犯罪過程中

需借助網際網路方能遂行其犯罪動機之犯罪[1]。 
網路犯罪是近年來各司法機關及治安機關所

熱切關注的新興犯罪型態，不論是犯罪的手法、偵

查程序、法律規範等尚處於混沌不明，在摸索之

中。而極高的犯罪黑數、破獲率低、追蹤偵查的困

難重重及網路犯罪模式日新月異，再加上偵查技術

人才嚴重不足，更影響網路犯罪的偵辦。目前網路

犯罪偵查主要在網路色情、網路詐欺等以網路為工

具遂行犯罪目的之傳統犯罪模式，在侵害電腦系統

及網路系統機能的智慧型、技術性網路犯罪則較

少。而在偵查方面最主要的瓶頸有下列[2][3][4]： 

１、網路犯罪跨區域性，衍生司法管轄權的問題，

責任界定上不易。 

２、電信、ＩＳＰ業者無法配合，由於業者為恐影

響該網站名譽及保護使用者隱私，往往對於執

法機關要求提供之資料推諉或不願回覆。另有

部份業者之稽核資料保存年限短暫或不完

全，也導致提供之資料不完整或無法提供資

料。 

３、犯罪證據不易掌握，由於網路犯罪之證據多係

以電磁型態儲存，易遭刪除、修改、犯嫌不願

承認使用該資料或帳號。 

４、犯罪手法新穎，且不斷進步並且散布迅速，執

法機關如無一專責之研究單位蒐集新興網路

犯罪手法，提供外勤單位偵辦網路犯罪之重要

參考，讓勤務繁重的偵查人員能專心去偵辦而

不須費心去學習及蒐集，則很快會被淘汰。 

   網路犯罪偵查有別於一般傳統犯罪，不但新興

且犯罪手法推陳出新。網路犯罪手法亦能瞬間散布

於各網點，不同於傳統犯罪在媒體報導後，才能讓

社會各界了解。但網路犯罪偵查最主要困難點在於

偵查方向擬定、犯罪者身份確認、犯罪證據之證據

能力等，案情內容的迅速掌握，釐清犯罪類型及偵

辦方向，往往是能否破案的關鍵。對於一直以偵辦

傳統犯罪的警察同仁而言，偵辦網路犯罪時難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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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然不知所措之窘境，而以警察單位本身專業能力

不足而無法受理偵辦。因此須將網路犯罪各類基本

型態與犯罪偵查程序互相整合，以科學化實證研究

之犯罪分析，而非以傳統犯罪偵查之經驗累績為基

石。 

    由網路犯罪之案例分析及偵查程序可以發

現，網路犯罪偵查程序可分為三個階段[1][4][5] 

[6]，如圖1所示： 

第一階段：確認網路犯罪模式，藉由受害者的描

述、網路的基本資料（作業系統、網路

拓撲等）、偵測追蹤工具掃描（掃瞄Port

之開啟狀態、稽核紀錄檔、網路基線

Baseline異常行為追蹤等）解析網路

犯罪者是使用何種手法攻擊或入侵網

路系統。 

第二階段：清查網路犯罪者身份，可由連線登入來

源追查、系統使用者資料過濾、電子郵

件來源及稽核紀錄等方面去追蹤清查

犯罪者身份。 

第三階段：逮捕犯罪者偵辦：進行數位證採集及電

腦鑑識工作，以證明犯罪事實及嫌犯，

具備足夠證據再進行逮捕移送程序，逮

捕移送適用一般犯罪偵查程序。 

 

第一階段
確認網路犯罪模式

第二階段
清查網路犯罪者身份

第三階段
逮捕犯罪者偵辦

發現網路犯罪

１網路系統本身所受損壞
２網路系統基本描述
３管理者描述
４偵測掃瞄工具

１使用者資料清查
２連線登入通聯紀錄
３郵件來源清查
４系統稽核紀錄
５偵測追蹤工具

１民眾報案
２主動偵查

圖 1.網路犯罪偵查程序三階段架構圖
資料來源：[1]及本研究整理

１數位證據採集
２電腦鑑識工作
３逮捕移送嫌犯

 
 

二、入侵偵測系統之探討 

 

    入侵偵測系統 IDS(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最早在1980年由美國的James P. Anderson

所研發，最初的設計發源於電子資料處理與安全稽

核的整合。入侵偵測系統所能發揮的功能從原先的

偵測使用者的誤用事件，演變至今日的偵測駭客或

網路犯罪者的惡意入侵或攻擊[8]。經過二十年的

發展入侵偵測系統目前也成為網路安全中相當炙

手可熱的防護機制，不論是在學界探討或業界實體

產品均有相當的成熟度。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與應

用層面的廣泛，網路安全的需求也愈受到重視。而

在相關的網路安全技術如加密、存取控制、身份認

證、防毒、防火牆及虛擬私有網路VPN等逐較應用

於網路安全的防護之後，入侵或攻擊的手法及方式

卻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日新月異，因此入侵偵測系

統亦逐較受到青睬及重視，冀求它能為網路及系統

提供堅固的防護。 

    入侵偵測系統是繼防火牆之後，資訊安全相當

重要的基礎安全保護機制，也是輔助防火牆之安全

機制，彌補防火牆以網路存取控管規則為主之思考

邏輯。由於防火牆無法分辨經過授權的使用者是否

進行惡意或可疑的舉動行為，且對於利用網路協定

設計上的瑕疵、在標準封包中夾帶惡意指令或程式

碼及系統作業與應用系統漏洞等均無法防禦。防火

牆只在實體層對封包進行篩選與過濾，因此需要藉

助入侵偵測系統透過進一步的解讀封包內容、系統

日誌內容、網路流量，來偵測入侵事件。 

    入侵偵測系統主要有三項功能元件所組成(如

圖1)[9][10][11][12]，茲分別說明如下： 

1.資料來源蒐集元件：係由網路或系統中擷取提供

入侵偵測分析之元件，所蒐集之資料如網路封

包、系統日誌紀錄及網路流量等資料，不同類型

的入侵偵測系統所蒐集的資料型態亦不同。由於

資料來源往往相當龐大如網路封包，因此必須定

義一些擷取的條件也就是特徵，只蒐集可疑的資

料提供分析比對，而捨棄正常的資料，以提升偵

測的效率。 

2.分析引擎元件：分析引擎元件是入侵偵測系統的

核心，由資料來源蒐集元件蒐集之資料會傳送至

分析引擎元件做分析比對。分析引擎在不同類型

的入侵偵測系統會有多種不同的分析方法來做

分 析 比 對 ， 分 析 方 法 主 要 有 規 則 分 析

(Rule-based) 、 統 計 分 析 (Statisticial 

Analysis)、類神經網路分析(Neural Network 

Analysis)、貝式網路分析(Bayesian Network 

Analysis) 、 有 限 狀 態 機 分 析

(Finite-State-Machine Analsysis)及資料探勘

分析(Data Mining Analysis)等。 

3.回應元件：回應元件是根據分析引擎分析後的輸

出結果，提供回應機制。回應的方式分為被動式

與主動式回應，被動式回應是產生警示訊息顯

示，必須由管理人員進行處理；而主動式回應則

是在網路或系統遭受入侵或攻擊時，主動採取因

應措施，例如提升防火牆安全設定、對入侵者採

取來源追蹤紀錄或發布訊息警示入侵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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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侵
偵
測
系
統

資料來源蒐集元件

分析引擎元件

回應元件

圖 2.入侵偵測系統基本架構圖

特徵

 規則分析

 統計分析

 貝氏網路分析

類神經網路分析

有限狀態機分析

資料探勘分析

被動式

主動式

 
 

    入侵偵測系統依資料來源蒐集或監控作用範

圍的不同可分為下列二種： 

1.主機型入侵偵測系統 HIDS(Host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係指架構於主機或伺服器

上入侵偵測系統，避免主機遭受入侵或攻擊。主

機型入侵偵測系統可以彌補網路型入侵偵測系

統，對於後門程式、取得主機的最高權限及 URL 

Unicode 等攻擊可以提供防護，但對於阻斷服務

DOS(Denial of Service)攻擊、防火牆設定錯誤

等則無法阻擋。目前以主機型入侵偵測系統研發

的系統有加州大學Santa Barbara分校（UCSB）

所研發一系列 ”STAT”的入侵偵測系統中的
NetStat （ Network-based State Transition 

Analysis Technique）等，而目前在業界所推出

的產品中如美商 ISS 的 RealSecure、Enterasys

的Dragon Squire等均提供主機型入侵偵測的功

能。 

2.網路型入侵偵測系統 NIDS(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係指以分析網路的通訊內

容如網路封包、網路流量、流向等為基礎的入侵

偵測系統，對於針對網路的攻擊如阻斷服務

DOS(Denial of Service)攻擊能提供防護，也彌

補主機型入侵偵測系統在這方面的不足。 

    入侵偵測系統依分析比對的行為模式不同，又

可分成下列三種類型，並比較如表1。 

1.規則型入侵偵測系統(Misuse Detection)：利用

各類攻擊及入侵的法則來偵測網路攻擊及入

侵，系統需要建立法則知識庫，並且要隨時更

新。偵測率低，誤判率低。 

2.統計型入侵偵測系統(Anomaly Detection)：依

據稽核紀錄做可疑行為的統計，並針對每個使用

者建立Profile，用以偵測可疑的行為。偵測率

高，誤判率高，建立正常行為，再與現今行為比

較若差異大則為異常行為，容易把正常行為誤判

為攻擊或入侵。 

3.混合型入侵偵測系統(Hybrid Detection)：結合

規則型與統計型入侵偵測系統兩者。 

 

規則型
入侵偵測系統

統計型
入侵偵測系統

混合型
入侵偵測系統

誤判率 偵測率

低 低

高

中

高

中

行為規則

建立異常
行為規則

建立正常
行為規則

混合

表 1.入侵偵測系統類型比較表

類型

項目

 
 

入侵偵測系統的發展，目前朝向分散式的架

構。在一個網路系統中不但要視組織安全策略，在

各重要網段(如非軍事區DMZ、內部網路及路由器與

防火牆之間)部署網路型入偵測系統，也要針對重

要主機(如網站、資料庫及郵件伺服器等)部署主機

型入侵偵測系統，並由一個控制中心作整合管理。 

 

三、弱點評估技術之探討 

 
所謂弱點(Vulnerability)係指系統上的缺陷

可能被發現利用，導致違反安全政策[4][13]。弱

點又可分為技術性的弱點與管理上的弱點，技術上

的弱點係指發生在系統軟體和硬體的設計和實作

上的缺陷，而管理上的弱點係指發生在安全政策、

程序、控制、組態設定或其他系統管理方面的缺陷。 

而弱點評估技術(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係指透過管理面與技術面方式由外部評估網路或

系統的缺陷，可以針對應用程式安全性做更深層的

掃瞄及偵測入侵行為，也彌補入侵偵測系統在這方

面的不足。例如2002年發布的SQL Injection資

料庫伺服器植入攻擊，入侵偵測系統即無法偵測出

這種在應用程式上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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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以入侵偵測系統與弱點評估技術輔助

網路犯罪偵查模式 

 

一、網路犯罪偵查模式之探討 

 
    網路犯罪尚屬新興的犯罪型態，相較於傳統的

犯罪偵查，網路犯罪偵查在程序上仍未臻完備(如

圖3)。一直以來在網路犯罪偵查上只著重在網路犯

罪手法及方式，例如後門程式、網頁入侵與攻擊、

密碼破解及阻斷服務等入侵或攻擊手法及方式

上，只有橫向的探討與發展，對於整合從網路犯罪

發生、實行的手法及方式、違犯之犯罪類型及偵查

程序等尚未有完整的探討。網路犯罪偵查模式即是

將這些仍是各自獨立的領域整合，建立網路犯罪偵

查的縱向連結，提出網路犯罪偵查更完整的程序概

念。 

 

 

動機形成 準備階段 實行階段 行為完成 偵查程序

動機

目標

手法及方式

手法及方式

現實世界
RealWorld

虛擬空間
Cyberspace

傳統
犯罪類型

網路
犯罪類型

程序完備

尚未完備

【犯罪偵查流程】

【網路犯罪偵查流程】

援  用 移送偵辦

圖 3.傳統犯罪與網路犯罪偵查對映比較  
 

 

二、入侵偵測系統於犯罪偵查之應用 

 
網路犯罪偵查過程中較困難之處在於入侵者

來源追查及犯罪證據的採集，而入侵偵測系統則提

供網路或系統在遭受入侵或攻擊行為前、中、後三

個階段完整的紀錄。因此在網路犯罪偵查上，即可

提供網路犯罪模式，包括網路犯罪者事前如何偵測

掃瞄網路或系統或佈置後門程式，事中在何時如何

進行入侵或攻擊，以及事後網路或系統遭受何種程

度的損壞。但入侵偵測系統所能提供的紀錄資料如

要成為法律上認可的數位證據，亦即具備證據能

力，則應有網路安全技術專家的鑑定。 
     入侵偵測系統也有可能遭受駭客的入侵或攻

擊，或因系統本身的故障而無法發揮偵測的功能。

在運用入侵偵測系統所提供的輔助偵測的資源

時，亦必須針對入侵偵測系統本身是否正常運作、

是否經常性不明原因故障、版本更新等做深入的確

認，以避免偵查方向的被誤導。 

 

三、弱點評估技術於犯罪偵查之應用 

 

    弱點評估技術提供組織由外部評估網路或系

統的安全性測試，藉由這些測試評估結果，可提供

偵查人員在偵查網路犯罪過程中深入了解被害者

的網路及系統的弱點，駭客往往就是藉由這些弱點

入侵或攻擊的。弱點評估技術的結果不但是輔助偵

查，讓偵查人員迅速掌握案情描繪出網路犯罪模式

(Cybercrime Model)，亦可作為情況證據提供追訴

證明使用。 

 
四、入侵偵測系統與弱點評估技術輔助網路犯

罪偵查模式 

 
    在網路犯罪中，駭客的入侵或攻擊手法及方式

種類繁多，但仍有脈絡可循。就如同傳統犯罪一樣

有動機形成、準備階段、著手實行及行為完成等階

段，而網路入侵或攻擊的過程同樣具備這些階段，

只是實行的手法及方式不同。因此有所謂腳印拓取

(Footprinting)[14]概念的建立，本研究再將腳印

拓取的過程整理如圖4所示。而在整個入侵過程中

入侵偵測系統監控偵測紀錄範圍即涵蓋掃瞄、列

舉、取得權限及破壞或竊用資料等階段，而弱點評

估技術所掃瞄分析範圍亦從掃瞄至入侵紀錄的湮

滅或刪改階段，而網路或系統遭到癱瘓或毀損則非

弱點評估技術掃瞄分析，弱點評估技術屬於事前的

安全性檢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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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印拓取
Footprinting

掃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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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
Enume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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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入侵偵測系統監控與弱點評估技術掃瞄分析範圍
 

 
 
入侵偵測系統與弱點評估技術在網路犯罪偵

查面而言，是更多偵查資訊提供及輔助，這也可說

是傳統犯罪偵查中所謂的犯罪現場中所採集之犯

罪者所遺留的線索或跡證。而運用受害者網路或系

統中部署的入侵偵測系統與弱點評估技術，對網路

犯罪模式的建立及偵查人員迅速掌握案情方面，將

有正面的輔助偵查作用。本研究以入侵偵測系統與

弱點評估技術為偵查基礎，建立運用入侵偵測系統

與弱點評估技術輔助網路犯罪偵查之模式(如圖

5)。網路犯罪偵查從分析入侵偵測系統與弱點評估

技術之輸出結果(如事件紀錄、來源追查、損壞報

告、弱點及漏洞等)及結合網路或系統基本資料描

述與網路犯罪案例，經過鑑定比對過濾出可疑事

件，再由犯罪偵查技術掌握正確的偵查方向及網路

犯罪模式，運用證據蒐集技術法則採集數位證據，

證明犯罪嫌疑人與犯罪事實。 

 

網路或系統基本資料描述

入侵偵測系統

網路犯罪案例

鑑定比對

可疑事件紀錄

網路犯罪報案

事件紀錄
來源追查
損壞報告

犯罪偵查技術

結案移送

弱點評估

弱點、漏洞

數位證據

犯罪事實及犯嫌

圖 5.入侵偵測系統及弱點評估輔助偵查機制架構圖

證據蒐集技術法則

 
 

肆、結論 

 

    網路安全議題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愈來

愈受到重視，不管是在管理面或是技術面在近年來

均有相當的成效展現，但在偵查面所能發揮的嚇阻

及預防作用卻仍是有限，如何提升偵查面的成效達

到降低網路犯罪發生，是亟待探討的重點。而本研

究以現有網路安全技術的運用希望達到提升偵查

效率，建立運用入侵偵測系統與弱點評估技術輔助

網路犯罪偵查模式，也就是以入侵偵測系統與弱點

評估技術輔助偵查人員迅速掌握案情及偵查方

向，而不致陷於網路犯罪繁雜多變的手法及方式的

迷霧及面對錯綜複雜的受害者網路或系統而不知

所措。如何利用受害者網路或系統本身所具有的技

術來協助犯罪偵查及數位證據的採集，對於在後續

犯罪追訴處罰上也有增加證據能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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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駭客入侵是資訊安全的一大危害，許多學者針

對入侵偵測作了非常多的努力，同時也提出許多防

制駭客入侵的建議。只是，鮮少管理者能真正確實

作到駭客防制的工作。加上開放原始碼的盛行，許

多網路伺服器都採用相同的開放系統，使得駭客得

以利用相同的漏洞不斷地進行入侵。一旦系統管理

者偵測到駭客入侵，究竟該採取什麼步驟才能避免

危害的擴大，這方面的探討卻不多。本文將以實務

的觀點出發，以 Linux 系統為對象，說明系統管
理者該如何因應駭客的入侵。對於駭客所執行的隱

形程序及所植入的隱藏檔案，我們也提供搜尋方法

使其現形。在充分掌握駭客活動的資訊後，我們提

出了善後及誘捕的方向，以避免主機再度受到相同

方式的入侵。此外，我們也提出一些建議，讓系統

管理者能在日常主機維護的過程中提高警覺度，以

及早偵測出駭客入侵的現象。 
 
 
關鍵字：駭客入侵、入侵偵測、入侵防制。 
 
1. 前言 
 
 今年五月初，PacketStormSecurity[6] 網站放置
了 Teso[14] 組織所寫的 7350wurm 程式，造成了 
Linux 系統空前的威脅。該程式專門針對 Linux 
系統的 ftp 漏洞進行破解，只要系統提供 ftp 服
務，得以讓外界以 anonymous 帳號 (或取得一般
使用者的帳號密碼) 登錄，該程式就得以入侵 
Linux 系統，並取得管理者權限。這些 Linux 系
統包含了 OpenLinux 2.3、Debian sid、Immunix 
7.0、Mandrake 8.1、RedHat 7.2、SuSE 7.3、Slackware 
7.1 等系統 (及其之前產品)，幾乎常見的 Linux 
發行版都已含蓋。駭客只要使用這個程式，入侵 
Internet 上的 Linux 主機就像是探囊取物。(註：
7350wurm 後來已被原作者抗議而刪除，但仍舊有
不少管道可以取得該程式。) 
 
 Teso 組織所撰寫的另一套程式 adore[15]，也
用於  Linux 系統  (目前已移植至  FreeBSD 系
統)，可以提供駭客入侵後所需要的隱形功能。該
程式可以將系統中正在執行的程序隱藏起來，避免

被 ps 指令所查出；也可以將正在開啟的通訊連線

隱藏，避免被 netstat 指令所列出；更可以隱藏任
何所指定的檔案，不被 ls、find 指令所找到。 
 
 Teso 組織亦提供一個  ICMP Tunnel[17] 工
具，可以利用 ICMP 封包穿透防火牆，讓駭客得
以利用遠端操控的方式與被入侵主機進行通訊。這

種遠端操控的方式不需要建立 TCP 連線，也沒有
使用 UDP 封包，完全使用 ICMP 進行溝通，使
得系統管理人員不易察覺系統已被駭客所掌控。 
 
 Phrack[11] 網站於 1997 年提出了一個 
linspy[12] 程式，可以在 Linux 系統監看或奪取線
上使用者的終端機控制權，使得駭客入侵後可以直

接觀看任意線上使用者的操作畫面。 
 
 另一個著名的  ettercap[4] 程式則專門用於 
Switch 環境下的網路監聽，利用 ARP Spoofing 技
術，以 “Man in the Middle” 方式奪取目的主機的
網路封包，打破「Switch 環境下無法利用封包擷
取技術進行網路監聽」的迷思。只要駭客入侵一台

主機，就可以利用這個程式監聽該網段上的任何一

台電腦之網路傳輸，即使是在 Switch 的環境下依
然適用。 
 
 開放原始碼的盛行固然帶來使用上的便利，但

也提供了駭客入侵的絕佳機會。許多系統管理者都

只按照原來的發行光碟進行系統安裝，卻沒有為該

系統作任何修補。任何人只要取得上述工具，就可

以輕鬆入侵 Internet 上的主機，並且藉由被入侵的
主機作為跳板快速地侵入其他系統。 
 
 為了防制駭客的入侵，許多專家學者紛紛發出

警訊，希望系統管理人員都能多加注意系統安全，

勤於修補系統漏洞，避免開啟不必要的服務，設定

嚴格的封包過濾機制，不要使用未經加密的 
telnet/ftp 連線⋯。大部分的管理人員都瞭解這些事
情的重要性，但能落實執行的卻又少之又少。或許

這就是人性，在系統沒被入侵之前，都不會對安全

防護投注太大的心力。 
 
 雖然這些建議到處可見，可是一旦系統遭到入

侵，管理人員卻常感到徬徨無助，不知該如何處

理。深究其原因，就是甚少文獻探討入侵後的所應

採取的步驟及措施。為了彌補這個缺憾，本文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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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務的觀點來討論，祈能對管理者能有實際上的

幫助。為了讓管理人員能得到更多的資訊，我們也

針對駭客常用的工具及技巧作說明，並提出偵測與

防制的方法。 
 
 本文中，我們將以 Linux 系統為例，說明駭
客入侵的因應策略。在接下來的章節裡，我們首先

針對駭客入侵的偵測作說明，使得管理者可以在日

常的系統維護中儘早察覺駭客入侵的現象。在第三

節裡，我們將說明系統管理者偵測到入侵現象後所

應該採取的必要措施及準備。在第四、五節中，我

們將針對駭客所載入的程式及所植入的檔案，包括

隱藏的程序及隱形的檔案，說明如何進行追查並提

供使其現形的方法。至於被入侵的系統要如何善

後，以及如何找出入侵的根源，甚至如何進行誘

捕，都將在第六節作探討。最後，我們也針對駭客

的攻防作簡單的結論。 
 
2. 入侵偵測 
 
 這裡所指的入侵偵測並不是要討論如何建立

一套入侵偵測系統，而是提供一些方法讓管理人員

在日常主機維護的過程中提高警覺，及早發現駭客

入侵的現象。 
 
 駭客入侵與網路攻擊及病毒傳染都具有相同

的特性，都是藉由網路的傳遞主動的將惡意或有害

的網路封包送到受害的主機，所不同的是事件發生

過程中人為操控所佔的比例。病毒傳染幾乎不需要

人為的操控，它可以藉由病毒程式自行找尋目標進

行感染。網路攻擊的人為操控比例就佔了較大的成

分，通常都是攻擊者選定攻擊的目標及攻擊的時

間，再啟動攻擊程式進行攻擊。攻擊發動之後，所

有的攻擊行為就由程式所控制，所以人為操控比例

約佔整個事件的一半。至於駭客入侵事件，人為操

控的比例可說是佔了絕大部分，例如：搜集資訊、

竊取密碼、網路監聽、網路掃瞄、提昇權限、植入

後門、遠端操控⋯。入侵偵測系統就是基於防範這

些攻擊事件的前題下，希望藉由網路封包的連線特

性作分析，及早阻擋惡意攻擊事件的發生。這種自

動化的入侵偵測系統對於病毒傳染及網路攻擊確

實具有一定程度的防護效果，但是對於人為操控為

主的駭客入侵事件，就很難達到徹底阻絕的效果。

因此，要主動偵測出駭客入侵的現象，仍要靠系統

管理者的警覺心，如何在日常主機維護的過程中察

覺異狀，進而判斷這些異常狀況是否與駭客入侵有

關，才是駭客入侵偵測的重點。 
 
 網路流量的檢查是一個重要的依據，藉由檢查

電腦主機與外界通訊的流量常可發現端倪。例如：

某些駭客常使用 IRC[8] 與他人交換經驗，但是為
了避免曝露行蹤，就利用被入侵的主機連上 IRC，
即使其他人員追蹤 IRC 的連線來源，也只會查到
被入侵的主機，駭客真正來源仍是一個謎。如果我

們的主機不幸地被駭客入侵，並且被當作連上 IRC 
的跳板，就會產生 Port 6667 的流量。若是該電腦
並不提供一般使用者帳號，只單純提供網際網路的

服務 (如 DNS)，就不應該產生 IRC 的流量。管
理人員在檢視網路流量時，如果發現該主機產生了

不當的網路流量，就該追查造成這些流量的原因。 
 
 除了網路異常流量外，檢視異常連線的主機也

是個重要的依據。例如：某些駭客在入侵電腦主機

後，常會利用被入侵的主機進行大規模的網路掃

描，以找尋其他可能被入侵的主機。如果我們發現

某台主機產生大量的網路連線，也該懷疑這個主機

是否在執行不當的掃描工作。 
 
 網路流量的統計資料是入侵偵測的一項重要

依據，建立網路流量的統計系統也是勢在必行。目

前教育部已開始要求各校建立網路流量統計排

行，如果各校在建置網路流量排行時，都能作進一

步的分析與統計，對駭客入侵偵測將能提供莫大的

助益。至於如何建立良善的網路流量統計系統，可

參考我們所提供的方法[1]。 
 
 網路流量的檢測是一種 “Network View” 的
方式，它可以從網路的角度來檢測全體主機的安全

狀況。另一種 “Host View” 的檢測方式就要進入主
機系統，進行各項紀錄的查詢。最基本的檢測就是 
lastlog 檢視，例如：當管理人員進入系統時就會出
現 “last login” 的來源；利用 last 指令可以顯示出
最近連線的使用者；使用 who 指令可以看出哪些
正人員正在上線⋯；這些都是最基本的檢測。雖然

一些稍具經驗的駭客都會嘗試修改 log 紀錄檔，
使得管理人員無法察覺異狀，但仍舊有部分偷懶或

經驗不足的駭客會在這個地方露出破碇。 
 
 在 Linux 系統上，可載入核心模組 (Loadable 
Kernel Module，簡稱 LKM) 提供了一種擴充作業
系統的機制。這個機制擴增了作業系統的彈性，但

也提供了駭客活動的最佳環境。許多駭客就是利用 
LKM 模組達到使用者隱形的目的[3]，例如 adore 
程式就提供了這類的功能。當駭客進入系統並使用

隱身程式進行隱形後，管理人員是無法使用 who 
及其相關指令察覺該駭客的存在。不過，只要管理

者稍微留心，對於這種隱身技術仍舊可以查出破

碇。例如：當駭客入侵系統後，會佔用一個網路終

端機，即使駭客使用了隱身技術，這個網路終端機

仍舊被佔用。若被入侵的主機不提供一般使用者登

錄，該駭客就可能得到一個 pts/0 的網路終端機。
當管理人員連線進入系統後，所得到的網路終端機

代號將會是 pts/1 而不是 pts/0。此時，管理者使
用 who 指令查看使用者列表，雖然不會顯示出與
駭客相關的任何資訊，但使用者列表中獨缺 pts/0 
終端機代號就是一種警訊。 
 
 一般使用隱身技術的駭客可能都會忽略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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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網路端終機代號所造成的問題，讓管理者增加察

覺的機會。具有經驗的駭客可能會利用多個連線以

取得較高的終端機代號 (如 pts/9)，再釋放之前的
連線，就可以避免 pts/0 網路終端機被佔用的情
形。針對這種規避技巧，管理者也只需要檢視 
/dev/pts/ 目錄下的終端機使用狀態就可以察覺異
狀。 
 
 使用 last、who 等指令所得到的結果有可能是
假的，其原因是這些指令會去讀取系統的紀錄檔，

再把紀錄檔的內容以文字化的方式展現出來。如果

紀錄檔被駭客竄改，這些指令也就不會顯示出與駭

客相關的訊息。在 Linux 系統中，last 指令會讀
取  /var/log/wtmp 檔 案 、 w 指 令 會 讀 取 
/var/run/utmp 檔案，這二個檔案都不是文字檔，所
以通常駭客都會使用工具去修改。至於 /var/log/ 
目錄下其它的檔案，如 messages、secure、xferlog 等
檔案都是文字檔，只要使用一般的文字編輯器就可

以達到竄改的目的。一般的駭客在竄改內容之後都

忽略了檔案存取時間的重要關鍵，如果管理者發現

紀錄檔的時間與最後一筆紀錄的時間不符合，就該

懷疑該紀錄檔是否已被作了手腳。 
 
 除了修改紀錄檔之外，有些偷懶的駭客或是經

驗不足的駭客會直接刪除紀錄檔，讓管理人員找不

到連線的相關資訊。事實上這種方式是很笨的，雖

然管理人員無法從紀錄檔查出駭客的來源，但是當

管理人員發覺紀錄檔產生異狀時，就會得知系統已

被駭客入侵。 
 
 另一個有用的資訊是 bash 所產生的歷史紀
錄檔，在 bash 結束時，會將其所使用的指令歷史
紀錄以  .bash_history 為檔名放置在使用者目錄
下。如果駭客入侵取得管理者權限，在離開系統

後，就會在 /root/.bash_history 寫入所有指令的歷
史紀錄。由於這些紀錄是在結束連線時才被寫入，

所以即使事前刪除該檔案，在結束連線時仍會自動

產生。一些經驗不足的駭客為避免被管理者得知他

在系統所作的變更，乾脆將該檔案鏈結到 
/dev/null，這樣就可以避免被系統管理者查出駭客
所使用的指令。事實上，要避免 bash 產生歷史紀
錄檔只要使用 “unset HISTFILE” 指令就可以了。
所以，管理人員應該要檢查 bash 的歷史紀錄檔，
當該檔案產生異狀時就一定有問題。 
 
 檢查系統正在執行的程式也是重要的工作。管

理者可以使用 “ps -elf ” 指令檢查哪些程式正式執
行，也可以使用 top 指令來觀察哪些程序耗用大
量的資源。除了程序之外，可以使用 “netstat -n -p” 
來檢查哪些通訊埠已被開啟，也可以使用 lsof 指
令來檢查哪些檔案已被開啟。從這些指令的結果作

檢視，看看是否有可疑的程序在執行。同樣地，這

些指令的結果仍然只能作個參考，不能完全相信這

些指令的結果，因為駭客可以利用 LKM 技術隱

藏相關的程序，使得管理者無法看到這些被隱藏的

程序 (如何找到被隱藏的程序將在第四節說明)。雖
然如此，仍有為數不少的駭客沒有進行程序的隱藏

工作，使得管理者可以很容易地使用這些資訊找到

駭客活動的蹤跡。 
 
3. 清除入侵之準備工作 
 
 有些管理人員在發覺系統產生異狀時，尚未查

明原因就立即重置系統。這種作法並不理想，許多

線索可能都因此而消逝。在追查到問題的根源之

前，都不應該任意重置系統。試想，如果駭客在入

侵 的 主 機 中 將  “rm -rf /” 指 令 加 入 
/etc/rc.d/rc.sysinit 檔案中，管理員冒然重置系統將
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 
 
 當管理人員確定駭客入侵後，也不應該急著停

止駭客所執行的程式。一般來講，很少管理人員能

在駭客入侵的第一時間察覺，大部分都是駭客入侵

了一段時間才被發現。此時，早一點停止或晚一點

停止駭客的程式似乎沒有太大的差別，反倒是應該

好好蒐集這些駭客程式的相關資訊。如果系統管理

人員在尚未作好各項準備工作之前就冒然砍掉駭

客的連線，可能會因此而激怒駭客，駭客隨時可以

再循原入侵管道侵入系統，輕易地將系統毀掉。 
 
 所以，當我們發現系統被駭客入侵時，最重要

的就是不動聲色，避免打草驚蛇。使用 Sniffer[13] 
程式抓取該主機的傳輸資料是個不錯的搜集資訊

方法，這種方法不會被駭客查覺，又可監督駭客的

舉動。只是利用 Sniffer 所擷取到的封包不一定有
用，因為在擷取網路封包時，駭客可能正好沒有活

動，也可能駭客早已離去，或者駭客使用 SSH[9] 
方式進行連線。 
 
 如果我們打算作進一步追查，在此之前應該先

作好準備工作，以免被駭客查覺而受到更嚴重的攻

擊。斷絕網路通訊可說是首要工作，只要切斷被入

侵主機的網路通訊，駭客就無法操控被入侵的電

腦。切斷網路通訊的方法很多，最根本的方法就是

直接拔掉網路接線。不過這個方法在實際操作上可

能會有些困難，也會造成許多不便，使得後續的追

查都必須在主控端操作。 
 
 如果管理者只能從遠端進行主機的管理，無法

進行實際的網路斷線，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直接在

路由器或防火牆上設定存取限制，讓被入侵的主機

僅能接受來自於系統管理者的連線，其餘的連線一

律拒絕。不過在實際的情形中這個前題是不容易達

成的，一般的防火牆都是裝在學校的入口，僅能阻

擋駭客的直接攻擊。如果駭客以校內其它電腦當跳

板作間接攻擊，防火牆的阻擋就不一定有效。所

以，最後只剩下使用主機本身的  ipchains (或 
iptables) 過濾機制了。我們可以在被入侵的主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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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ipchains 網路封包過濾條件，除了系統管理
者使用的電腦外，禁止任何的網路封包與被入侵主

機進行通訊。 
 
 在設定 ipchains 過濾條件時，必須注意其過
濾條件與一般的過濾條件不同。例如： 
 
 ipchains -F 
 ipchains -A input -i lo -j ACCEPT 
 ipchains -A input -s xxx.xxx.xxx.xxx -j ACCEPT 
 ipchains -A input -j DENY 
 ipchains -A output -d xxx.xxx.xxx.xxx -j ACCEPT 
 ipchains -A output -j DENY 
 
 我們必須同時阻止封包的流入與流出，否則駭

客仍有可能利用植入的程式主動地向外界建立網

路連線。設定 ipchains 封包過濾機制只能切斷普
通的網路通訊，並不能保証可以完全斷絕駭客的掌

控，如果駭客的程式使用網路卡雜亂模式 
(promiscuous) 進 行 封 包 捕 捉 ， 並 使 用 
SOCK_PACKET 的型態呼叫  socket() 函式自行
發送網路封包，一樣能避開 ipchains 的限制。只
是這樣的情形並不多見，在一般情形下，只要使用 
ipchains 就能阻擋絕大部分的網路通訊了。 
 
 除了斷絕網路通訊之外，資料的備分也是件重

要的工作。在追查駭客的同時，要有最壞打算的準

備，系統可能隨時會因為駭客的程式而毀掉。如果

重要資料均已備分，就可放心大膽地與駭客一搏。 
 
4. 追查可疑程序 
 
 駭客入侵系統後，通常會在系統中執行一些特

定的程式，以達到特定的目的。例如：駭客可能執

行封包捕捉程式，以取得更多的帳號及密碼；駭客

可能執行掃描程式，以取得更多的入侵目標；駭客

可能執行攻擊程式，利用被入侵的主機對其它主機

進行網路攻擊⋯。 
 
 利用 ps、top、netstat、lsof 等指令都是追查
可疑程序的重要依據，但是駭客有可能使用 LKM 
技術達成隱形的目的。當程序被隱藏後，這些指令

都無法顯現出相關的訊息。還好，在 Linux 系統
中有一個 /proc/ 的目錄，記錄了系統中所有程序
的資訊。雖然程序已被隱藏，並且使用 “ls -al /proc” 
也無法顯示出被隱藏程序的對應目錄，但是該目錄

卻仍然存在。利用這個特性，我們提供一個簡易的

追查工具，它可以檢視出被隱藏程序的 pid。 
 
 管理者在追查時，只要將這個程式剪貼到系統

並執行，如果結果只出現一個 pid 就代表正常 (該 
pid 即為檢查程式本身)，如果出現二個或以上的 
pid 就代表系統有被隱藏的程序。 
 
#!/usr/bin/perl 
 

opendir(DIR, "/proc"); 
@files=readdir(DIR); 
closedir(DIR); 
 
for($i=0;$i<65536;$i++) 
{    $dir = "/proc/" . $i; 
     next if (!(-e $dir)); 
     for($j=0;$j<$#files;$j++) 
     {    last if ($i == $files[$j]); 
     } 
     if ($j == $#files) { print $dir, "\n"; } 
} 

圖 1. 用來清查 Linux 系統的隱藏程序 
 
 不管是由圖 1 的程式追查到的結果，還是利
用 ps 指令查到可疑的程序，都可以利用該程序的 
pid 作進一步追查。在 /proc/ 目錄下，每一個 pid 
都會建立一個相對應的目錄，其目錄名稱就是 pid 
號碼，管理者可以直接以 cd 指令進到該目錄。當
然，被隱藏程序的目錄不會出現在  /proc/ 目錄
下，但是仍舊可以 cd 進到該目錄。 
 
 在 /proc/ 對應的程序目錄下，可以得到相當
多的資訊。例如：使用「cat cmdline」就可以得知
執行該程序的命令列參數，使用「cat environ」就
可以得知執行該程序時的環境變數，使用「ls -al fd」
就可以得知該程序所開啟檔案的相關資訊，由 
cwd、exe、root 鏈結更可得知該程式的所在位置。
此外，mem 檔案是該程序的記憶體空間，從 mem 
檔案中進行搜尋，也可以找到些許重要資訊。 
 
5. 追查可疑檔案 
 
 駭客入侵系統後，常會植入後門程式，以方便

後續再度進入系統。這種後門程式可能以 daemon 
的型式在背景中執行，也可能以 xinetd 的方式載
入。不管如何，這些後門程式都會作些處理，使得

系統在重新開機後仍會載入後門程式。如果這些後

門程式沒有被清除，駭客隨時可能再度進入被入侵

的系統。例如：某些駭客會利用修改過的 sshd[10] 
作為後門，當此程式被載入後，只要利用事先給定

的萬用密碼，就可以使用 SSH 連線進入系統，並
成為任何一個使用者，當然也包括超級使用者。 
 
 除了植入後門程式外，有些駭客會放入種子程

式，以便完成權限的提昇。例如：某個駭客可能已

竊取系統中合法使用者的密碼，只要利用該帳號密

碼進入系統後，再執行種子程式，就可以將權限提

昇為超級使用者。這一類的種子程式非常簡單，只

要短短幾行的程式就可以完成 (如圖 2)。 
 
Int  main(void) 
{    setuid(0); 
     system("/bin/sh"); 
} 

圖 2. 最簡單的種子程式 
 
 當然，這一類的種子程式必須經過 SUID 處

 4 



理才能達到提昇權限的目的，也因此提供了管理人

員追查的依據。 
 
 在追查可疑的檔案時，find 指令提供了相當大
的助益，它可以把最近新增或修改過的檔案顯示出

來，根據這些檔案作檢視，就可以查出可疑的檔

案。但是，駭客可能會使用 LKM 技術將檔案隱
藏起來，即使使用 find、ls 等程式都無法察覺。 
 
 對於這類被 LKM 所隱藏的檔案，仍有方法
使其現形，只要將被入侵的系統以 NFS 形式開放
出檔案系統，再掛入可信賴的主機作搜尋，所有被

隱藏的檔案都將無所遁形。另一種方法就是使用 
nbd[5] 網路區塊裝置，將自身的硬碟透過網路掛到
其它的可信賴主機。 
 
 在追查可疑的檔案中，除了檢視最近被修改過

的檔案外，還要檢查系統的啟動檔是否也更改。例

如：/etc/rc.d/rc.sysinit 及 /etc/rc.d/rc.local 等檔案是
否已被修改，/etc/rc.d/rc3.d 及其相關目錄是否被放
置可疑的程式，/etc/xinetd.d/ 目錄中是否被植入了
可疑的設定檔。 
 
 當然，其它相關的檔案 (如共享程式庫) 也必
須檢查是否已被駭客作過手腳，只是這類檔案的檢

視比較困難。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找一台裝有相同

系統的電腦，再進行檔案的比對。比對時，不一定

要作檔案的實體比對，只要使用 md5 檢查和就可
以了。 
 
6. 善後及誘捕 
 
 在確定駭客所執行的程式及所修改的檔案

後，就可以開始著手善後的工作了。對於這些異動

的程式及檔案，最好先作一分備分，作為將來的研

究參考。接著進行復原的工作，停掉所有不當的程

序，刪除植入的程式，復原被竄改的檔案。最重要

的，確定啟動程序都已經還原，以及啟動過程中所

使用相關的檔案也都還原為正常的狀態。 
 
 一切就緒後，就可以重新開機，使得電腦主機

回復成正常的運作狀態。但是在正式上線之前，有

個問題仍待我們解決，也就是如何防止駭客再度入

侵。對於這個問題可以有二種作法：一是消極的防

制，另一是積極的追查。 
 
 系統之所以被入侵，一方面可能是系統上的漏

洞，另一方面可能是管理者的疏失。如果電腦系統

採用嚴格的 ipchains 過濾條件，關閉所有非必要
的服務，就可大幅度地降低入侵機會。大部分被入

侵的電腦都沒有設定 ipchains，或者其條件過於鬆
散，才讓駭客有機可乘。設定嚴格的 ipchains 條
件、禁止使用 telnet、ftp 等未經加密處理的網路
連線，關閉非必要的系統服務，就是一種消極的防

制措施。 
 
 至於積極的作法則是要查出入侵的管道，以避

免同樣的入侵行為再度發生在其它主機上。如果要

追查入侵的管道，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請君入甕”，
也就是在被入侵主機及週遭環境佈下陷阱，等待駭

客的再度光臨。我們可以在網路上使用 Sniffer 程
式紀錄該主機所有相關的網路連線，也可以利用網

路行為紀錄系統[2]檢視可疑連線的內容。另一方
面，我們也可以在電腦系統內使用類似的駭客工具

來監督駭客入侵後的行為，例如：使用 TTY 奪取
程式[7]來監控駭客的終端機；使用 IO-Bridge[16]
來置換 bash 程式，以監控所有的 shell 指令；使
用 adore 程式來達到程式及檔案的隱藏，讓駭客
無法察覺管理者已在監視其舉動。 
 
 檢視駭客的舉動可能比追查其來源要容易的

多，許多駭客均來自國外，甚至是藉由另一台被入

侵的電腦再進行入侵的工作。即使我們得知駭客來

源的位址，我們也很難要求對方抓出駭客。再者，

入侵的 IP 位址也有可能是假造的，只要使用 IP 
Spoofing 及 ARP Spoofing 技術，就可以很容易地
使用別人的  IP 或空的  IP 位址進行攻擊或入
侵。所以，通常在追查駭客的來源時，可能只能找

到前一級被當作跳板的主機，除非該主機的管理人

員也協助追查，或者駭客未使用跳板就進行主機的

直接入侵，我們才有可能找出真正的駭客。 
 
7. 結論 
 
 駭客欲透過網路入侵系統，先決條件就是該系

統提供了網路服務，駭客才有機會侵入系統。如果

一個系統完全沒有提供任何網路服務，沒有聆聽任

何網路通訊埠，就絕對不可能經由網路入侵。系統

之所以被入侵，固然程式的漏洞是重要的因素，人

為的疏失也是個無法規避的責任。未被駭客侵犯過

的管理者往往不會留意系統的安全，只有在經歷駭

客入侵的攻擊後才會更加重視系統的防護。處理駭

客入侵的程序要靠經驗的累積，對於完全沒有經驗

的管理人員可能無法對駭客入侵作出正確的回

應。本文所提出的因應策略乃根據實際的駭客攻防

經驗，整理成具體的因應步驟，希望能讓被入侵的

系統管理者有個參考依據，在駭客入侵時都能有正

確的處理方式，以避免更大的災難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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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防火牆是在網路的進出口檢查進出的封包，視

其是否合乎防火牆存取控制規則來決定允許或是

拒絕其通過。但是，對網路防火牆的管理者而言，

他很難知道網路是否遭受攻擊，只能以人工方式去

檢視龐大的日誌檔中可疑的記錄，造成嚴重的工作

負荷。對於上述問題目前只有一些簡易的關鍵字搜

尋方法來解決。本研究提出一個以防火牆日誌作為

分析輸入資料的網路攻擊偵測系統，在這個系統架

構之下，可以做到日誌線上的分析，經由在線上接

收日誌，並對不同的資料項主鍵分別紀錄至不同的

資料表可以達到日誌間關聯性檢查，利用有限狀態

機的狀態轉移的方法可以實作自動的稽核，將偵測

攻擊的結果回饋給管理者作為反應之事件回饋依

據，經由實作可以偵測出對網路掃描行為並可察覺

出阻斷式網路服務攻擊，其優點是可以取代批次、

人工及事後的日誌分析，在線上分析日誌偵測網路

掃描或阻斷式網路服務攻擊並大幅降低對防火牆

過濾速度的影響，最後，將列出幾個本研究所提出

之網路攻擊偵測方法的程式實作例子。 
 

關鍵詞：日誌稽核、防火牆、攻擊偵測。 
 

Abstract 
 

The firewall is used as a filter which has function 
to screen each of packages based on the rules specified. 
Due to the security consideration, the firewall is 
supposed to pass the packets that are matched with 
access control rules only. However, most of the 
current firewalls still heavily rely on the effort from 
the administrator to take lots of efforts for checking 
the suspicious log from the firewall. There are not 
many available tools that can be used to the firewall 
log instantly. We design the method that can be used 
to audit firewall log and detect the attack from outside 
network. The log-audit method is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e automata state translation concept. 
The final product can detect the activities from the 
network scanning and the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The 
advantage of this product is easily detecting attacks 
from firewall log on-line. Finally, we design and code 
the programs to implement the proposed method on 
the attack detection.   
Keywords: log audit. attack detect 
 

1. 前言 
 
事實上，外部網路對內部網路成功的攻擊，是

由許多事先的網路掃描探測及失敗的攻擊所逐步

達成，然而設置在防火牆內部的入侵偵測系統（IDS,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1,2]因為部分資訊已被
防火牆所阻擋，所以不能完全獲得網路掃描探測及

失敗攻擊的資訊，只能在真正發生入侵時給予管理

者警告，而設置在防火牆外的攻擊偵測系統雖可以

獲得此類資訊，但其工作負荷卻會非常沉重。防火

牆日誌是防火牆依據存取控制規則（Access Control 
Rules）[3,4]對進出流量過濾所產生的紀錄，它包含
允許及被拒絕連線的記錄並隱含網路行為的資

訊，目前對防火牆日誌大多僅能做到定時的統計與

記錄，雖然有些針對日誌作分析的工具，如

SWATCH或 Netfilter [5]等，但是像 SWATCH一類
的工具僅能靜態的依照管理者所關心資訊的關鍵

字，從日誌檔找出相關的日誌所在，而 Netfilter一
類的工具，只能當作一種日誌收取的過濾器，雖然

可以減少與不是管理者所關心資訊之日誌的產

生，只過濾得到所需要的資訊，但如何設定過濾條

件及如何判定日誌是否有異常，卻是要靠管理者的

經驗才能達成，本研究認為利用日誌所提供的資訊

足以偵測網路攻擊行為，達成對日誌稽核的目標，

但必須要能達成線上分析、日誌關聯性分析、自動

稽核及事件回饋等特性才能稱日誌為有效的稽

核，以下就四項特性分別說明如下。 
 

（一）線上分析： 
對於網路防火牆日誌檔能夠以線上（On Line）

的方式加以接收與分析運作，此種方式能在網路受

到攻擊時，在有限的一定時間內分析出異常行為並

加以處置，可以大幅改善離線與批次的日誌分析方

式的缺點。 
 

（二）日誌關聯性分析： 
對防火牆日誌分析而言，不僅僅是對個別日誌

檢查存取控制規則表來決定其是否通過允許而

已，更要針對同一相關事件（例如所有與某個目的

網路位址有關的日記錄或所有與某個來源網路位

址有關的日記錄等）的所有日誌加以綜合分析，藉

此將彼此有關聯的日誌作整體的檢視分析，可以將

原本分散於各收取時間點的日誌關聯起來，找出其

隱含的異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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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動稽核： 
對網路防火牆日誌能夠以固定的異常行為模

式分析，自動的分析出異常的行為模式，而不必完

全借重管理者的經驗判斷與人工分析。 
 

（四）事件回饋及行動： 
對網路防火牆日誌所分析出的異常行為，一方

面能夠回饋作為政策設定時，對上述的異常行為做

出政策修正的參考[6]，另一方面對異常行為採取一
些相對應的動作，例如通知防火牆管理者，中斷連

線或存入資料庫等。 
 
本研究在盡量不影響對網路封包過濾速度的

網路架構設計前提下，提供防火牆系統攻擊偵測之

能力。將防火牆可以做到的授權存取控制(資料的機
密性)一項，擴大到可以偵測攻網路位址掃描、通訊
埠掃描(網路的機密性)、拒絕服務(網路的可用性)。 

 
2. 網路攻擊偵測系統 
 

網路攻擊偵測系統共有日誌檢視模組、攻擊偵

測模組及受攻擊反應模組等三個模組，如圖 1 所
示。 

 

是 

受攻擊反應模組 

日誌檢視模組 

有限狀態機分析

日誌剖析器 

門檻值檢查器 

攻擊偵測模組 

受攻擊反應器 

否 

防
火
牆
日
誌 

是否>門檻值 

 
 
圖 1. 網路攻擊偵測系統模組 

 
 
（一）日誌檢視模組： 

是以日誌產生時所註明的事件種類來區

分類別，因不同的事件具有不同的日誌關聯特

性，所以適用不同的偵測模式，以此網路行為

模式分析的方式，可以達到一般化的目標，免

除規則表列的檢視方法需要更新規則的缺

點，模組功能說明如下。 
 

（1）日誌分類：區分不同類別的日誌，以適
用於不同的剖析模式。 

（2）日誌剖析：將不同類的日誌記錄分別剖
析成為所需之資料項。 

（3）資料儲存：將訊息資料儲存至對應之記
錄表。 

（4）門檻值檢查：檢查記錄表中的資料值，
若超過偵測輸入門檻值傳則送至攻擊偵

測模組。  
 

（二）攻擊偵測模組： 
以有限狀態機具有的動態狀態轉移特性

來紀錄並偵測攻擊[7]，日誌檢視模組中每種型
態的日誌儲存至不同的記錄表，記錄表中超出

門檻值的資料將作為攻擊偵測模組的輸入，並

對應到各自的有限狀態機，有限狀態機的輸出

表示偵測出攻擊行為，模組功能說明如下。 
 

（1）有限狀態機分類：依各攻擊不同的特性，
區分適用不同的之有限狀態機偵測模

式。 
（2）網路掃描試探偵測：利用網路掃描試探

欲獲知內部網路資訊，必須使用真實來

源網路位址之特性，來偵測網路掃描試

探攻擊行為。 
（3）網路服務阻斷偵測：利用網路阻斷服務

造成大量而不當的連線特性，來偵測網

路服務阻斷攻擊行為。  
 

（三）攻擊反應模組： 
以入侵的嚴重性來區分所必須要反應的

項目，反應的項目有入侵警告、入侵記錄及政

策修正參考。每種入侵都可以是上述反應項目

的組合，模組功能說明如下。 
 

（1）入侵反應分類：依照攻擊狀況，作處置
分類。 

（2）入侵警告：告知管理者攻擊之情況。 
（3）入侵記錄：儲存攻擊狀況至資料庫。 
（4）政策修正參考：作為相對政策修正依據。 

 
2.1 系統模組運作 
 

由外部網路進入的封包首先經過防火牆，防火

牆經由檢查防火牆存取規則，依據其封包來源或目

的網路位址、通訊協定、來源及目的埠號之限制，

決定其通過與否，舉例來說，以下是一條 Cisco 的
PIX硬體防火牆的設計政策：〝access-list 101 permit 
tcp 140.114.0.0 255.255.0.0 140.1xx.0.0 255.255.0.0 
80〞其意義是「設計政策 101 允許 IP 來源為
140.114.X.X ，網路遮罩為 255.255.0.0，通訊協定
為 TCP 的封包，到 IP 目的位址為 140.1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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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遮罩為 255.255.0.0 的網路區段，而其埠號為
80的應用服務程式通過」[8]，防火牆會將允許及拒
絕進出封包的連線資訊寫入日誌，所有日誌會線上

傳送至日誌檢視器，用以分析日誌間的關聯性，日

誌檢視模組收到防火牆日誌後，先由日誌剖析器將

形式為一串連續文字的日誌剖析成個別的資料

項，並依據不同的資料主體分別存入資料表中並計

算其資料值是否大於所設定關聯性的門檻值，如果

超出門檻值則將日誌訊息傳遞至攻擊偵測模組，透

過攻擊偵測模組之有限狀態機偵測分析，偵測網路

是否有攻擊行為，如偵測到攻擊行為，則將攻擊類

型訊息傳遞至受攻擊反應器，依據受到的不同攻擊

類型可以採取事先定義的反應步驟如中斷連線、通

知管理者、更改安全政策或發信警告等行動。 
 
2.2偵測方法 
 
（一）防火牆日誌的運用： 
由於防火牆產生日誌時就會依據發生事件的

不同來區分日誌的類別，例如被允許建立連線的日

誌記錄、被拒絕的日誌記錄或中斷連線的日誌記

錄，有些防火牆更可以區分是因為違反存取規則而

被拒絕的連線或是因為違反 TCP協定中三向交握
（Three way handshak）流程而被拒絕的連線，舉例
來說，Cisco PIX防火牆就將日誌區分訊息大致區分
成三個類別五種訊息，如表 1所示。 
 

表 1.Cisco PIX防火牆日誌區分訊息類別 

類別 訊息 意義 
建立 Built 建立連線 
中斷 Teardown 中斷連線 

Deny protocol 
拒絕違反政策連線

(非使用埠號協定) 

Deny tcp或 udp 拒絕違反政策連線

(TCP、UDP協定) 拒絕 

Deny TCP 
(no connection) 

違反 TCP協定中三
向交握流程而被拒

絕的連線 

 
利用日誌中不同訊息類別所代表的意義及提

供的資訊，可以用來偵測許多異常的網路探測或攻

擊行為，如表 2所示。 
 

（二）有限狀態機的運用： 
（1）偵測網路拒絕服務攻擊： 
網路拒絕服務攻擊之有限狀態機分析，如圖 2

所示，是利用網路拒絕服務攻擊會建立大量對受害

伺服器的連線，造成伺服器過重的負荷而造成正常

的連線的異常（不能連線或減緩連線），使建立連

線與中斷連線同步大幅成長。 
 
 
 

表 2.Cisco PIX防火牆日誌訊息隱含之資訊 

類別 訊息 規律或大量發生時可能

行為 
建立 Built 拒絕網路服務攻擊 
中斷 Teardown 拒絕網路服務攻擊 

Deny protocol 
Ping 程式(或其他用
ICMP協定) 掃描 

Deny tcp或 udp 網路惡意程式試探(網路
蠕蟲) 

拒絕 

Deny TCP 
(no connection) 網路程式掃描 

 
未免單一門檻值造成極化的判斷，所以設定二

個門檻值，一個為監視門檻值，用來告知系統建立

或中斷連線在一連續時間內有值得注意的數量發

生，另一個為最大門檻值，用來告知系統建立或中

斷連線在一連續時間內有異常的大數量發生，對某

一伺服器而言，建立連線與中斷連線日誌一但有一

項超過監視門檻值，偵測系統就將此伺服器的系統

狀態設為監視狀態，如果在建立連線超過監視門檻

值後中斷連線日誌也超過監視門檻值或是相反的

狀況發生，偵測系統就將此伺服器的系統狀態轉為

可疑狀態，最後建立連線與中斷連線日誌一但有一

項超過最大門檻值，就表示此伺服器極有可能遭受

到網路阻斷服務的攻擊，另外如果伺服器建立連線

與中斷連線日誌一次就超過最大門檻值，也是異

常，有可能遭受到網路阻斷服務的攻擊。 
 
 

 
ini 

sus 

DoS 

a 

mo 

d 

a 

b 

b 

d.c 

ini: 起始狀態 

mo:  監視狀態 

sus: 可疑狀態 

DoS: 拒絕服務攻擊 

a：相同之「建立連線日誌」連續出

現次數 > 監視門檻值 

b：相同之「中斷連線日誌」連續出

現次數 > 監視門檻值 

c：相同之「建立連線日誌」連續出

現次數 > 最大門檻值 

d：相同之「中斷連線日誌」連續出

現次數 > 最大門檻值 

b 

  
圖 2. 網路阻斷服務攻擊偵測之有限狀態機分析圖 

 
（2）偵測網路掃描試探攻擊： 
偵測掃描網路之「掃描主機開放服務」有限狀

態機分析，如圖 3所示。由於網路掃描程式會利用
TCP 協定三向交握的特性，在未送出 SYN 封包的
情況下，送出含 ACK、SYN ACK或 FIN等旗標的
掃描封包，造成目的位址回送 RST封包，掃描程式
的來源位址就會藉目的位址有無回應，來得知目的

位址的狀況，而此類掃描封包會被網路防火牆所拒

絕，並記錄於「因違反 TCP協定三向交握而造成的
拒絕連線日誌」，運用這些日誌，就可以偵測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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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TCP 協定三向交握特性來實施掃描的網路掃描
程式，此類程式又可以區分成「掃描某一主機開放

之服務」及「掃描網域開放某服務之主機」，掃描

某一主機開放之服務會造成相同來源位址至同一

目的位址之「拒絕連線日誌」出現次數與至不同目

的埠號之「拒絕連線日誌」數量都大於門檻值，掃

描網域開放某服務之主機會造成相同來源位址至

同一目的埠號「拒絕連線日誌」之出現次數與至不

同目的位址之「拒絕連線日誌」數量都大於門檻值。 
 
 

 
ini 

Host 

a 

mo1 

b 

a d b 

c 

ini: 起始狀態 

mo1,mo2:  Host監視狀態 
mo3,mo4:  Service監視狀態 

Host: 掃描某一主機開放之服務 
Service: 掃描網域開放某服務之IP 

分析來源：未依循TCP/IP協定而造成

之「拒絕連線日誌」 

a：相同來源至同一目的IP之「拒絕連

線日誌」出現次數 > 監視門檻值 

b：相同來源至不同目的IP之「拒絕連

線日誌」出現次數 > 監視門檻值 

c：相同來源至同一埠號之「拒絕連線日

誌」出現次數 > 監視門檻值 

d：相同來源至不同埠號之「拒絕連線日

誌」出現次數 > 監視門檻值 

d 

Service 

mo3 mo2 mo4 

c 

 
 

圖 3. 偵偵測掃描主機開放服務之有限狀態機分析圖 
 
偵測「試探某主機開放服務」（弱點掃描）及

「試探網域開放某服務 IP」（網路蠕蟲）之有限狀
態機分析，如圖 4所示。由於網路惡意網路程式會
盲目的嘗試連線至同一主機的不同埠號，或盲目的

嘗試連線至某網段的同一個特定埠號，因為此類探

測因為對主機開放哪些埠號或網段有哪些主機上

線資訊並不清楚，盲目試探的結果會造成許多「拒

絕 TCP（UDP）連線日誌」（弱點掃描），運用這些
日誌，就可以偵測出惡意網路程式，「試探某主機

開放服務」（網路蠕蟲）會造成相同來源位址至同

一目的位址之「拒絕連線日誌」出現次數與至不同

目的埠號之「拒絕連線日誌」數量都大於門檻值，

「試探網域開放某服務 IP」會造成相同來源位址至
同一目的埠號「拒絕連線日誌」之出現次數與至不

同目的位址之「拒絕連線日誌」數量都大於門檻值。 
 

 
 

ini 

Weak 

a 

mo1 

b 

a d b 

c 

ini: 起始狀態 

mo1,mo2:  Weak 監視狀態 
mo3,mo4:  Warm監視狀態 

Weak: 探測某一主機開放之服務 
Warm: 探測網域開放某服務之 IP 

分析來源：未依循網路防火牆存取規則

而造成之「拒絕 TCP連線日誌」 

a：相同來源至同一目的 IP之「拒絕連

線日誌」出現次數 > 監視門檻值 

b：相同來源至不同目的 IP之「拒絕連

線日誌」出現次數 > 監視門檻值 

c：相同來源至同一埠號之「拒絕連線日

誌」出現次數 > 監視門檻值 

d：相同來源至不同埠號之「拒絕連線日

誌」出現次數 > 監視門檻值 

d 

Warm 

mo3 mo2 mo4 

c 

 
圖 4. 偵測弱點掃描網路蠕蟲之有限狀態機分析圖 

偵測「試探主機開啟」之有限狀態機分析，如

圖 5所示。是利用非 TCP（UDP）協定連線，例如
ICMP 協定，盲目的嘗試至某網段的不同網路位址
的特性來分析，因為網段有許多網路位址並無主機

上線，盲目掃描的結果會造成許多「拒絕連線日

誌」，運用這些日誌，就可以偵測「試探主機開啟」

的連線，此分析設定二個門檻值，一個為監視門檻

值，用來告知系統同一來源位址造成的拒絕連線日

誌有值得注意的數量發生，另一個為最大門檻值，

用來告知系統拒絕連線有大量異常的數量發生，對

同一來源位址而言，拒絕連線日誌超過監視門檻

值，偵測系統就將此一來源位址的系統狀態設為監

視狀態，如果在拒絕連線超過監視門檻值但未超過

最大門檻值，偵測系統就將此一來源位址的系統狀

態轉為可疑狀態，最後拒絕連線日誌超過最大門檻

值，就表示此拒絕連線極有可能掃描網路防火牆的

內部網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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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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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  S_IP監視狀態 
sus:  S_IP可疑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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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Warm: 探測網域開放某服務之IP 

分析來源：非 TCP(UDP)協定連線，
未依循網路防火強存取規則而造

成之「拒絕連線日誌」 

a：相同來源至不同目的 IP之「拒絕連

線日誌」出現次數 > 監視門檻值 

b：監視門檻值<相同來源至不同目的 IP

之「拒絕連線日誌」出現次數 < 最

大門檻值 

c：相同來源至不同目的 IP之「拒絕連

線日誌」出現次數 > 最大門檻值 

sus b 

 
圖 5. 偵測掃描主機開放服務之有限狀態機分析圖 

 
 
2.3系統分析 
 
拒絕連線（Deny）日誌記錄：違反防火牆存取

規則之記錄，此部份日誌記錄所告知的資訊是在網

路防火牆內部的入侵偵測設備所不能知悉的，所以

這部分的分析非常具有的意義，如果此部份記錄發

現有規則性或者有同樣多次的日誌記錄出現，則有

可能是有人故意的測試網路或是網路病毒的試

探，對同一個來源網路位址而言，如果其目的網路

位址或目的埠號循序改變，則可能是對目的網路位

址或目的埠號的掃描，如果目的網路位址相同而目

的埠號隨機改變，則可能是試探主機網路漏洞的掃

描行為，如果目的埠號相同，而目的網路位址隨機

改變，則可能是網路病毒試探對網路的掃描。 
目前的網路防火牆對於拒絕連線日誌記錄大

多能再區分為非埠號協定的拒絕連線日誌記錄、

TCP（UDP）這類有埠號的拒絕連線日誌記錄以及
非完整 TCP連線程序的拒絕連線日誌記錄，例如有
人利用 ping程式（ICMP協定）實施 IP掃描就會造
成「非埠號協定的拒絕連線日誌記錄」，如：Deny 
protocol 1 src inside:14X.13X.25X.1X d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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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ide:21X.20X.3X.25X by access-group “acl_in”，
如果某台主機感染了 code red這類網路病毒，病毒
程式就會不斷以 TCP（port 80）之 http協定試探連
上其他網路位址，就會造成「TCP（UDP）的拒絕
連線日誌記錄」，如：Deny tcp src 
outside:21X.5X.23X.21X/421X dst 
inside:14X.13X.X.22X/8X by access-group “acl_out”,
如果掃描程式是利用 TCP三向交握特性，在未送出
SYN封包的情況下，送出 SYN ACK或 FIN等封
包，使對方回送 RET重置封包，以得知其主機服務
是否存在來實施掃描，就會造成「非完整 TCP連線
程序拒絕連線日誌記錄」,例如：Deny TCP (no 
connection) from 16X.2X.X.X/6199X to 
14X.13X.X.21X/8X flags RST on interface outside，
經過此進一步的分類，可以的之更多的掃描訊息。 

 
建立連線（Built）日誌記錄：建立連線之記錄，

其目的網路位址有伺服器開啟且防火牆設計政策

同意其連線，例如：Built outbound TCP connection 
427971896 for faddr 6X.1X.3X.8X/330X gaddr 
14X.13X.17X.121/3272 laddr 14X.13X.17X.121/3272 
或 Built UDP connection for faddr 
14X.13X.252.201/1029 gaddr 14X.13X.3.1/53 laddr 
14X.13X.3.1/53，此部份記錄對某一個來源網路位
址而言，如果對相同的目的網路位址及埠號日誌記

錄有過高之頻率出現，則有可能是有人濫用網路資

源（網路頻寬或主機之埠號等），或是故意的對網

路實施網路服務阻斷攻擊（DOS,Deny of Services）。 
結束連線（Teardown）日誌記錄：結束連線的

日誌記錄是正常連線結束、伺服器拒絕服務或不正

常連線因超過連線時限（Time out）結束的記錄，
例如：Teardown TCP connection 427966720 faddr 
14X.13X.252.204/3128 gaddr 14X.13X.172.52/1082 
laddr 14X.13X.172.52/1082 duration 00:01:05 bytes 
20819 (TCP FINs) 或 Teardown TCP connection 
427930814 faddr 20X.X.238.137/38624 gaddr 
14X.13X.3.1/25 laddr 14X.13X.3.1/25 duration 
00:08:42 bytes 87648 (TCP Reset-I)或Teardown UDP 
connection for faddr 14X.13X.252.203/1036 gaddr 
14X.13X.3.1/53 laddr 14X.13X.3.1/53，如果此部份
記錄發現有過高之相同目的網路位址及其埠號記

錄頻率出現，則有可能是伺服器因遭服務阻斷攻擊

而拒絕服務中斷連線或是受到像是 SYN洪流（SYN 
Flood）這類利用網路連線時限弱點的服務阻斷攻擊
而因超過連線時限而中斷的連線記錄。 

影響本系統的最大因素是網路存取規則，雖然

嚴謹的存取規則可以避免攻擊，但也會造成系統的

不能使用，例如最嚴謹的網路存取規則就是不允許

任何封包通過，但那也意味著部會有任何的防火牆

日誌出現。過於寬鬆的安網路存取規則也會影響系

統，造成大多數應該被拒絕的連線被視為允許的連

線，使防火牆的日誌種類皆是建立連線的日誌，影

響系統整體效能，另一方面，由於本文提出的網路

防火牆系統入侵偵測的功能是由日誌來作為分析

的資料，所以收取日誌的伺服器所在位置與設定就

非常重要，需注意避免日誌伺服器暴露於危險的網

路環境及正確的收取日誌設定，應要限定收取日誌

來源位址僅限於為防火牆位址，避免日誌伺服器遭

受攻擊或接收偽造的日誌資料。 
 
2.4實驗與討論 
實驗環境：本系統所有模組將採用C程式語言

撰寫，在Linux作業系統上編譯使用，並以    

Ｐostgresql作為資料庫，以PHP製作使用者介面。 

 
程式設計：系統功能區分為防火牆日誌設定，

資料庫查詢，偵測結果內區分為 DoS攻擊、掃描主
機、掃描服務、掃描弱點、掃描 IP位址及網路蠕蟲，
系統參數設定，日誌查詢區分為查詢建立連線、中

斷連線、規則拒絕、規則拒絕 TCP（UDP）及非完
整 TCP 拒絕等資料庫查詢，並有 Ping、Port Scan
及封包產生器等外部工具程式呼叫，各程式間作用

關聯，如圖 6所示。 
 
 

日誌設定 參數設定 偵測結果 日誌查詢 外部工具 

日誌設定 參數設定 偵測結果 日誌資料庫 外部程式

系統初始化 
ini.c 

主程式 

analog.c 

聽取中斷訊號 

記憶體更新 

flush.c 

開啟Socket 

收取日誌 

analog.c 

讀取日誌 

analog.c 

暫存器 

‧‧‧ 

型態剖析 

快取記憶 

資料剖析 

parser.c 

搜尋快取記憶 

更新快取記憶 

serachcache.c 

快取記憶 

儲存日誌至資料庫 

尋找資料表 

資料表更新 

門檻值檢查 

savedata.c 
記

憶

體 

更新狀態 

檢查狀態 

儲存結果 

automata.c 

雜
湊
函
式 

thread 1 

thread 2 

thread 3 

 
圖 6. 實作之各程式間作用關聯圖 

 
實驗設計：將系統直接置於實驗室之伺服器

（Linux 平台）上（含 PHP 及資料庫），線上接收
Cisco PIX 5XX 網路防火牆傳送過來之日誌，以
ADSL（2XX.7X.X.X）專線實作外部攻擊平台，以
實驗室主機（140.1XX.3X.X）瀏覽攻擊產生之結果
與日誌資料庫，驗證實作之成效，實驗平台畫面，

如圖 7、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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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系統之建立連線日誌查詢畫面 

 
 
圖 8.日誌入侵分析系統之偵測結果查詢畫面 

 
實驗狀況一：（模擬測試） 
查詢來源網路位址同為 140.11X.9X.1X，目的

埠號固定為 80的拒絕連線記錄，計有 25筆，來源
網路位址似感染 code red 網蟲。 
實驗結果：系統並未偵測到網蟲。 
實驗分析：經查系統參數，偵測掃描的記錄重置時

間為三十秒，而此網蟲探測時間從數秒到數十分

鐘，所以未能偵測出，如果要偵測此類網蟲須調高

偵測掃描記錄的重置時間。 
 

實驗狀況二：（實況測試） 
檢視系統偵測結果時發現網路蠕蟲功能項內

有一筆結果。 
實驗分析：查詢拒絕連線日誌資料庫，來源 IP位址
為 20X.20X.22X.X，共計有 1,695 筆日誌記錄，被
拒絕連縣至不同目的 IP位址的 21埠號，其時間在
幾分鐘之內，應是知情的使用者使用網路惡意程式

或不知情使用者遭網路蠕蟲染感所致。 

 
實驗狀況三：（實況測試） 
檢視系統偵測結果時發現掃描主機功能項內有一

筆結果。 
實驗分析：查詢拒絕連線日誌資料庫，來源 IP位址
為 14X.14X.12X.X，共計有 23筆日誌記錄，因為不
完整的 TCP 而被拒絕連線至 14X.13X.9X.14X，有
可能是來源網路位址受 SYN Flood這類的攻擊，而
其 SYN 來源位址被填入（14X.13X.9X.14X）受害
位址所致。 
 
3.結論 

有效運用防火牆系統日誌提供之資訊，對防火

牆系統日誌線上的分析功能之研究，可以減少對網

路速度的影響，使防火牆系統具有攻擊偵測之能

力，提昇防火牆系統安全性與稽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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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網路安全課題日益被重視的情況下，防火牆

及網路入侵偵測系統為佈署網路環境時的重要角

色，但兩者都有不易擴充的缺點。所以本篇論文提

出兩個元件：分析前導元件、規則重排元件來提高

整體入侵偵測系統的效能。規則重排元件主要是在

分析封包前先對規則進行計算 Cost將規則以重要

性重新排列，而分析前導元件主要是依據某些關鍵

指標將封包和規則分類。本篇論文提出的系統架構

也以四項指標：效率、跨平台、即時防禦、擴充性，

作為評量。 
+本篇論文部分由教育部追求卓越計劃補助，計劃編

號： 89-E-FA04-1-4, High Confidence Information 

Systems. 

 

1.前言 

 
隨著網際網路應用的日漸普及，網路安全慢慢

地受到大家重視。防火牆雖可將危險性封包加以阻

擋，但無法用來防禦由正常封包入侵的攻擊，使有

心人士得以利用漏洞來進行網路攻擊。而網路入侵

偵測系統：藉由分析網路封包內容、網路流量或紀

錄每天網路 log檔來分析是否為攻擊，來進行即時

偵測。因此，結合防火牆與入侵偵測系統的優點可

提昇相當安全性。目前雖有很多入侵偵測系統存

在，然而無論在效能與速度方面，我們認為有可補

強的部分[5]。是以，本篇論文提出兩個新元件：分

析前導元件、規則重排元件來提高整體入侵偵測系

統的效能。規則重排元件在分析封包前先對規則進

行計算 Cost將規則以重要性重新排列；分析前導元

件是依據某些關鍵指標將封包和規則分類。本篇論

文提出的系統架構也以四項指標：效率、跨平台、

即時防禦、擴充性，作為評量。為了提高系統可攜

性，我們選擇可跨平台的 Java。在程式架構的規劃

上，我們將其分類且模組化，提高系統擴充性，並

提出了高可攜性與可調式網路入侵偵測系統架構

望有效率改良系統內部演算法以及提高入侵偵測

系統效能。 

 

2.相關研究 

 

目前，入侵偵測系統被分為異常行為偵測和錯

誤行為偵測兩種種類[3]。 

異常行為偵測：嘗試由網路上發生的事件資

訊，找出異於正常行為的行為模式加以回報與警

示。 

錯誤行為偵測：由使用者行為中，找出可能成

為攻擊行為的部分，並且針對這些行為加以回報與

警示。但此類的 IDS其規則結構繁雜不易寫成及閱

讀，並沒有擴充性，因此我們研究了用 Intrusion 

Detection Markup Language (IDML)來描述攻擊模

式，並可轉換成 state-transition結構以進行偵測工作

[10]。另外，我們研究了兩階層網路入侵系統[11]，

此機制雖然有很好的擴充性，但由於需要額外的推

論工作，效率相對的降低。大部分 IDS只能在固定

平台上執行，無跨平台功能，而且並無前端 rule重

排以及過濾功能，以至於必須每條 rule 都進行比

對，沒有效率(例如 Snort[4])。且一般 IDS並沒有提

供好的即時防禦機制，因此我們才決定結合 IDS和

防火牆[6]。 

為了評估我們提出的 IDS架構，我們定義了四

項指標，分別為效率、擴充性、跨平台、即時防禦。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將用這四個指標評估我們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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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元件。 

 

3.系統架構 

 
本系統建立在多階層網路入侵偵測機制[10]

的基礎概念上，重點放在 IDS的部分加以實作並改

良其演算法以提高效率與偵測入侵的周全性。在反

應回報機制中，引入防火牆即時溝通互動之功能可

即時性地抵擋網路攻擊。本論文實做系統架構圖如

下： 

 

圖 1：入侵偵測系統架構圖 

此架構包含六個主要元件，可分為離線

（Off-line）和線上（On-line）兩部分：離線方面，

規則轉換元件將 Snort的規則讀入轉成此篇論文前

身中所提的 IDML；規則重排元件將這些 IDML規

則以適當計算 Cost的方法計算各別規則的 Cost後

加以排序；而分析前導元件則依據封包內某些資訊

將封包作有效分類後，讓封包只需比對其分類後所

需對應的規則，以上兩元件對效能的提昇有顯而易

見的成果。至於在線上部分，封包擷取負責收集所

屬防禦區域網路環境中的封包資訊；而分析系統拆

解封包擷取收集的資訊，將其逐項分析來判斷是否

構成攻擊。另外一個主要的系統元件為反應回報機

制元件，這個元件依據分析系統評斷後的結果來進

行即時並有決斷性的反應機制。在接下來幾節中，

我們將針對各個元件結構進行詳細的說明。 

3.1規則轉換元件 

此元件為把 Snort的 rule轉換成我們 IDML格

式的 rule，每個 IDML檔案為一種攻擊模式，詳細

描述了 State-transition的圖形，下表分別列出 Snort

要比對封包項目欄位，及我們要比對的欄位和相對

應的名稱。 

表 1. Snort與 IDML對應表 
Type Snort IDML 

Ttl   tos  id   ttl  tos  id IP 
……… 

Uricontent  content URIContent Content Contenet
……… 

範例如下： 
alert tcp any any -> $HOME_NET 139 (msg:"Virus 
Infection"; flags:A; content: "|71 61 7a|"; reference: 
MCAFEE,98775; sid:100; rev:1;) 

轉換之後如下： 

<!DOCTYPE IntrusionPattern SYSTEM “idml.dtd”> 
<IntrusionPattern> 

<IntrusionName>Virus Infection</IntrusionName> 
<InitStateNO></InitStateNO> 
<State Name=”S1” description= ”” 

TimeoutStateNO=”0”> 
<Transition NextStateNO=”“ Atype=”2” 

Event_Name=””> 
<Property Name=”ProtocolType” Op=”Equal” 

Value=”6”/> 
<Property Name=”DstPort” Op=”Equal” 

Value=”139”/> 
<Property Name=”Flags” Op=”Equal” Value=”A”/> 
<Property Name=”Content” Op=”Equal” Value=” 71 

61 7a”/> 
</Transition> 

</State> 
</IntrusionPattern> 

此規則表示的是，從任何位址經由目的位址的

139 Port的連線，代表可能是一個病毒的威脅。 

當我們將 Snort規則轉換成 IDML格式後，以

State觀念建 PatternAutomata，架構圖如下： 

root

S1

S2

S3S2

S4 S5

S1

S1

S2

S3 S4

Pattern1

Pattern2

PatternN

Final State

Final State

Final State

 

圖 2. PatternAutomata架構圖 

圖中每個 Pattern代表一條規則（Pattern N則代

表第 N條規則），在 IDML裡，每個 State元素都表

示成一個圓，State元素中的 Trans元素則代表了

State間的箭頭，記錄該條 Transition成立的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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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論文架構的狀態圖和正規語言中的狀態

圖略有不同。在 PatternAutomata架構中可記錄該

Trans重複幾次，亦可判斷目前此封包停留時間是

否已經超過所指定時間。以偵測連續攻擊及可將不

必要的封包 Drop掉，減少系統資源不必要浪費。

我們以 XML提高此元件擴充性指標。 

3.2規則重排元件 

首先說明 Rule set 的種類，可分為：ordered

和 unordered和 dynamic。 

Un-Ordered rule set ：Rule並沒有事先排序，比較

沒有效率。然而目前大多數的 IDS在規則部分皆採

用此種方式。 

Ordered rule set：此種 rule set依照 rule cost的大小

事先經過排序，比較有效率，cost少的 rule會被先

偵測出，也比較精確，且 rule的排法可依照管理者

喜好更改，例如有某種正流行的攻擊，管理者想要

先比對，就可以把此 rule調整到前面。 

Dynamic rule set：此種 rule set較 ordered rule set有

彈性，rule 也是事前經過排序的處理，但管理者可

決定一個 Threshold，當情況超過此 Threshold時即

做某些動作，例如管理者可設定當流量大於 10MB

時，自動的只比對前 500 條 rule(cost 較小或較重

要)，增加比對效率，亦不會造成 IDS反應不過來的

情形。 

經過比較後，我們決定採用第三種，因為彈性

較大且較有效率。接下來我們引入 Rule Cost 的觀

念： 

一 rule的 cost由 Damage Cost，Response Cost

和 Operational Cost決定，我們考慮在最壞的情況

下，即Misclassified hit(某一種攻擊被 IDS誤判為另

一種攻擊)所需的 rule cost = OperationalCost(rj) + 

ResponseCost(rj) + DamageCost(ri), rj：偵測出的攻

擊，ri：實際的攻擊。下為這三種 cost的說明及計

算： 

Damage Cost[8][7][9]：當 IDS沒有偵測出攻擊時，

所造成的損害的最大 Cost。可依照 intrusion的種類

分為四種，如表 2所示。 

表 2. Damage cost 
Intrusion Cost 

Probing 2 

Dos 20 

Remote gaining illegal local access 50 

Gaining illegal root access 100 

Response Cost：為 IDS偵測出潛在的攻擊，所採取

Action花費的 Cost。可依照 Action的種類來分類，

如表 3所示。 

    表 3 Response Cost 
Action Cost 說明 
Pass 0 不做動作，讓封包通過 
Alert 1 螢幕顯示訊息 
log 3 寫入 log檔案 

firewall 2 增加或修改 firewall rule 

email 4 寄 email通知管理人 

Operational Cost：執行 IDS所花費 cost。即是分析

rule的 Attribute cost，並考慮我們 IDS的特殊架構，

即是 trans的 count和 time-out，但 time-out並不影

響我們 cost的計算，因此不予考慮，歸納結果有下

列兩種算法。 

算法 1：算出每條 trans 的 cost，再總和這條

rule所有 trans的 cost公式：ΣCost(Ti) , for all 0≦i

≦n, Ti:此 rule r下第 i個 Trans，r：規則編號。 

算法 2：總和 state下所有 trans的 cost作為此

state的 cost，再取出最大 cost的 state，作為此 rule

的 cost。公式：Max(Cost(Si)), for all 0≦i≦n, Si:此

rule r下第 i個 state。Cost(Si) = ΣCost(Ti), for all 0

≦i≦n, Ti: 此 state下的第 i個 Trans。 

另外，Trans cost計算：所欲比對 Attribute的

Cost的總和乘上此 trans的 count數，為此 Trans的

cost。公式：Cost(T) = (ΣCost(Ai))*count, for all 0

≦i≦n, Ai: 此 Trans下的第 i個預比較的 Attribute，

計算此 trans cost count數。 

這兩種算法我們採取第一種。表 4為比對每個

attribute和所需要的 cost介紹： 

表 4. 每個 Attribute所花費的 cost 
Type Cost Attribute 
byte 1 ICMPType, ICMPCode 
Short 2 TTL,TOS,IPProtocol….

Int 3 ICMPId,ICMPSeqNo.. 
Long 4 tcpseqno, tcpackno….. 
String O(m+n) Content,URIContent.. 

m:封包大小 n:
欲比對字串大

小 以最遭的情
況來說 m最大
為 1500,所以

O(m+n) = 
O(1500+n) 

此規則重排元件先算出每條 rule的 cost，再經

過排序，使得 cost小的 rule能夠先比對，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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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3.3分析前導元件 

這個元件根據分類封包內部資訊，減少該封包

所需比對的規則數，以提昇系統整體速度。初始化

時，先建立一個以幾個主要決定性而組成的資料結

構（樹），這幾個決定性的因素通常包含

ProtocolType、IPProtocol、ID、Port等封包內關鍵

性的資訊，層次先後的關鍵決定因素主要是此特性

的分類性是否夠強，便能建立出一棵分類性高的比

對樹。在樹的底端部分，我們建立一個指標指向一

個堆疊。在這個堆疊中，主要存放當經過層層比對

後此封包仍須比對的規則。而這堆疊中規則比對順

序由接收規則重排元件所送過來的資訊而決定。 

在此，我們對此元件作一些探討： 

Plain-rule：一般入侵偵測系統所採取的做法：

不包括此元件，直接將封包擷取元件所得資訊傳送

到分析元件進行分析。 

Full-spread Tree：考慮封包內所有關鍵資訊。

將耗費了很多的空間，是一個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做

法。 

Threshold Tree：前兩想法中，優缺點呈二級化

的狀態。因此，此想法中，亦為本論文架構採用的

方法，結合前面兩點的優點－一開始我們先找出最

富關鍵決定性的因素將規則依此分類，檢查各個規

則數的分配數是否已達到一個單位夠少的數量。如

果是，則不再下分一層；如果不是，則再以次要關

鍵決定性的因素再分層一次。如此一來，這棵樹較

Threshold-rule Tree節省空間，較 Plain-rule節省時

間。 

此元件架構圖如下： 

R ule  L is t主 要 是 紀 錄 該 節 點
所 需 比 對 的 R ule編 號

以 P ro to co lT yp e  來 分 第 一 層

 
圖 3. 分析前導元件主要資料結構圖 

    本系統以 Snort規則為例，經過觀察，可將封

包分類如下： 

 

圖 4. 本實作封包分類法 

以提昇速度觀點來看，利用此分類方式可降低

每個封包平均比對的規則數目，替整體系統省下不

少時間，達到充分提高 Efficiency的功能。 

3.4封包擷取元件 

此元件以 Jpcap來進行擷取封包功能，我們把

Jpcap 所支援可以抓到的封包欄位存入資料結構，

取其中幾項欄位來進行分析的工作。  

3.5分析元件 

這個元件接收封包擷取元件擷取的封包資

訊，同時接收分析前導元件傳送過來所需比對的規

則編號及經由規則重排元件處理過後的規則庫傳

送過來所需比對的相關規則及比對順序。在分析偵

測部分，主要分為兩步驟：初始化及封包比對。說

明如下： 

步驟一. 初始化： 

建立一 Index Tree記錄每個封包來源與目的資

訊。在此樹中，每個節點包含指標陣列[0:256]並指

向下一 node。以下為 IPList的形式： 

[＋／－][sourse IP] [destination IP]   

＋：考慮此 pair的封包   

－： 不考慮此 pair的封包 

建立一 IP Tree，每一分支為目的 IP上終點 IP

的型態。此想法是因為大部分封包目的相同，來源

不同，將可節省 Tree所耗費的空間大小。在 Leaf 

Node儲存整個 pair，以及是否要考慮(＋或－)。 

每個 IP Tree leaf node對應一個Watching IP的

結構。此結構記錄了 IP的資訊以及在

PatternAutomata中每條規則的資訊。接下來介紹內

部詳細比對流程： 

步驟二. 封包比對：  

由各個Pattern開始，Check該 Pattern所有 used

的 State，收集所有 State Check傳回的資訊(所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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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更新的 State number)，更新所有該被更新的 State

並搜尋所有的 StateInfo看是否所有的 TransInfo是

否都超過時間。如果都超過，此 State設為 unused，

下個封包進來就不進行比對。接下來看下一層 State

的部分，Check該 State每個沒有過期的 trans，接

收由 transition check傳回來的資訊(跳到下個 state 

的 number)，蒐集所有要更新的 state number傳回給

呼叫此 State Check的 Pattern。至於在 Trans比對的

部分，會先判斷這個 Transition是否超過時間。如

果沒有超過時間，就進行 compare check的動作。

如果 compare check傳回來的 matchFlag為 true，表

示此 Transition符合攻擊規則，接下來判斷

repeatTime是否為-1（預設 or拿來比對某些具有連

續性的攻擊法）。如果是，產生回報機制並將此

Transition information中的 TimeoutFlag設為 True。

至於 compare check主要是比對封包與規則是否符

合。以下我們以虛擬碼說明分析元件的流程架構： 

Algorithm PatternAutomata Check() 
 For i = 0 to number of patterns-1 
   For j=0 to numner of states-1 
    If state j is used 
    Get information form statecheck to record 

which state is used 
     For k=0 to number of transition-1 
        If the transition is timeout  set 
timeoutflag true 
    else comparecheck(); 
    if comparecheck() return true  
repeattime-1  
    if repeattime <0 do action and set 

timeoutflag true and return nextstateno  
    else setrepeattime 
    If nextstate k is not final state return next 

state else return initstate 
Algorithm comparecheck() 
  Check every information in packet with rules 
  return matchflag 

在做 URI內容比對的部分，我們採用

Boyer-Moore text searching algorithm[9]，主要是它

具備較高的執行效率[1]，為此元件中提高執行效率

的最佳選擇。  

3.6反應回報機制 

反應回報機制依據分析元件傳來的資訊得知

採取怎樣的反應：可顯現在終端機，也可選擇寫進

檔案以方便分析；至於在外部，具即使連結防火牆

更改防火牆設定以及電子郵件通知的功能。亦可與

SMS（Short Message Service）連結以手機即時通

知。此元件具足夠擴充性並具有即時防禦功能。 

 

4.實驗 

 
4.1簡介 

實驗環境平台: FreeBSD 4.6 Stable，Pentium II 

350MHz，64MB RAM，J2SE 1.3.1-p6 

本實驗將 1138條規則依 cost排列後，再依照

封包關鍵特性分類，其中每一類規則數目要在一個

夠小的數目內，來測試每個封包減少的規則數以及

觀察系統效能的提升度。 

4.2分類 

根據我們的統計，在這些規則中，每條規則所

考量的 ProtocolType不外乎四種: IP/Tcp/ UDP/ 

ICMP。其中 Tcp規則數最多，有 912條。因此若我

們想要把每個分類(以下我們稱之為 Pattern 比對 

List，簡稱 PCL)的 patterns數量壓在一定數量之下

的話，顯然 Tcp的 PCL內 pattern數量太高，接著

尋找下一關鍵特性。統計出如果根據目的地的 port

是不是 80來分類便可將它”平均”分成兩小類。所以

最後結果是四個 PCL。(1)PCL_Tcp_80 

(2)PCL_Tcp_n80 (3)PCL_UDP (4)PCL_ICMP。  

經過 3.2方法計算過後的 patterns list以 cost

看起來呈亂數不規則排列，於是我們根據每個

pattern的 cost，重新排列後規則順序以 cost為主而

非一開始的編號。 

接下來我們根據每個的 ProtocolType以及

Destination_port是否為 80來分類。分類的方法很

簡單， 從之前排好 cost的 patterns list的第一個開

始， 如果它 concern ip，就把它丟到上面四個 PCL

中; 如果它 concern Tcp且 Destination_port是 80，

就把它只丟到 PCL_Tcp_80…；其餘類推。實驗的

結果四種 PCL數分別為: 461、426、155、162，皆

小於原本該比對規則數的 50%。 

4.3 比對 

接下來， 我們針對網路上抓到的封包，檢查

它的 ProtocolType和 Destination_port，然後比對它

們對應的 P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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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封包分類圖及其統計 

當網路流量非常大時，我們認為可以只取每個

PCL前面 n條規則來比對（n為可調整的變數），這

樣就不會因程式的負荷太重而漏抓封包。 

4.4 比較 

經由 4.1至 4.3的說明，以下列出比較表格： 

表 5. 比較表 
分類 前 後(PCL) 

封包 
類型 

Total 
Pattern 

Tcp 
Port80 

Tcp 
Port!80 

Udp ICMP 

個數 1138 461 426 155 162 

總 Cost 1604520 750758 623607 211174 78789 

平均 
Cost 

1409.947 1628.542 1463.866 1362.413 486.352 

前 100 
pattern’s 
Cost 

114879 153553 121123 124748 78568 

前 200 
pattern’s 
Cost 

250686 312203 259843   

 由上表可知，經由 Cost排序後的規則，若只

比對適當的 Threshold number n個規則，又可提升

不少效率。經由實驗得之，這個 n通常為 200。 

 

5.結論 

 

 由所提規則重排元件、分析前導元件、分析元

件中的改良方法後，的確提昇了此系統的執行效

率。經由 Java實作以及規則 XML化讓此系統具有

相當的可攜性，各個元件模組化讓此系統具有足夠

的擴充性。此外，與防火牆的即時互動也充分能夠

在一定的時間內阻擋攻擊入侵。在未來，我們將會

在規則的壓縮上下功夫，望能提出一個有效且合理

的規則來縮小 Rule，預計應能再加速電腦的執行效

率；在反應回報機制的部分，亦可研究更多種即時

可與管理者聯繫反應的管道。此外，在這篇論文

中，雖具有充分的可攜性，然而 Java是一種十分消

耗系統資源的語言工具，在未來的展望裡，我們還

希望能夠降地執行本系統資源的消耗率，達到一個

輕巧實用有效率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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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區域網路病毒攻擊自動偵測與阻斷系統 

 
周文正 

國立清華大學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E-mail：wjchou@cc.nthu.edu.tw 

 
摘要 

本文從管理者的觀點，探討網路病毒自動偵測

與阻斷的方式與實作。校園網路病毒的防制，除了

建置防火牆及時過濾網路病毒封包，以及積極推動

相關預防作業與網路病毒防制通報機制之外，能依

照網路架構、配備規模與網路使用環境的不同，建

立主機型的（Host- based）自動化偵測、阻斷與通

報系統，遂成為網路攻擊另一個防禦工具，以達到

最經濟有效防制網路攻擊之目的。本文以清大學生

宿網管理之應用環境為例，選擇用戶網路埠阻斷

法，證明有助於快速有效阻斷網路病毒的蔓延，提

供實務的經驗與建置相關系統之參考 

關鍵字：網路管理、網路病毒、自動偵測與阻斷、

IDS 

 

1. 前言 

去年(2001)駭客型的網路病毒（network 

worm）CodeRed[1]、Nimda[2]與其相關變種的橫行

肆虐，造成網路上有許多垃圾流竄，網管者頓時束

手無策，對全球網際網路的應用，造成相當大的影

響。此駭客型網路病毒的誕生，代表全新網路風險

時代的開始，電腦中毒不再侷限於因使用者執行或

載入病毒而產生傷害。網管人員如何提出對策與解

決方案，以提供安全淨化的網路基礎服務，變成網

管各界矚目的焦點。因而在原全方位網路維運管理

系統中[3]，以參考伺服器之存取紀錄資料為基

礎，過濾比對相關網路病毒之特徵，建置網路病毒

攻擊自動偵測與阻斷子系統，以期達到經濟有效阻

擋網路病毒的攻擊。 

一般而言，校園網路病毒攻擊防護的第一防

線是（1）校園主幹防火牆之建置，阻擋疑似網路

攻擊之封包，（2）建立完整的網路病毒防制通報機

制與管理環境[4]，提醒用戶平常做好系統修補

（patch）與相關預防作業事項。然而，隨著網路攻

擊變種多樣化，防火牆價格昂貴且產品版本更新速

度不及病毒的多樣化，以及用戶系統作業環境無法

即時修補，此單純的使用防火牆與防毒機制的推

動，是無法完全提供優質可靠安全的網路使用環

境。因此，第二防線的網路病毒圍堵有其存在的價

值。此系統只對特定對 CodeRed與 Nimda的網路

攻擊，建置主機型的（Host- based）學生宿舍網路

病毒自動偵測與阻斷系統，遂成為補強網路攻擊另

一個簡易經濟型的防禦工具。 

目前已有相關計畫利用網路流量分析技術

[5,6]或透過 Transparent Proxy Server 過濾攔截[7,8]

等各種網路技術，來解決網路病毒攻擊的問題，然

而，當有網管人員發現或被告知所管轄之區網

(subnet)內，某IP用戶具有網路攻擊的威脅時，

目前一般藉助主幹router ACL (Access Control 

List) 過濾阻隔，讓它不再蔓延，但仍無法保障區

網內其他用戶免去受同一subnet電腦的攻擊威

脅，如圖（1）所示。因此，網路管理環境應採取

區網、主幹、網際網路等多層次架構，把網管觸角

延至網路使用埠上，建立完整準確的區網用戶網路

邏輯資料庫，記載每一個用戶IP、MAC、室別、DVO

終端編號、網路設備（Agent-slot-port）、電話、

網路使用情形（流量與應用）、學生基本資料(用戶

碼、姓名、單位、E-MAIL) 等資料，藉此可採取”

主幹境外決戰”策略，進行用戶網路埠即時自動禁

用措施，避免再蔓延流竄[3] 。除此之外，網路病

毒攻擊隔離後，後續恢復原有用戶的網路服務，應

有其管理辦法與實施環境。 

本文從管理者的觀點，依照網路架構、配備

規模與網路使用環境的不同，探討建置網路攻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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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監測與阻斷系統，並以清大學生宿網管理之應用

環境為例，介紹網路攻擊阻隔之建置經驗，提供實

務的經驗與建置相關系統之參考。 

 

圖(1)router阻斷無法保障subnet內其他用戶免

去受同一subnet電腦的攻擊威脅 

 

2.網路病毒防制系統功能與架構 

網路資訊流通常透過不同層級的網路設備交

換，每一設備功能與價格，常與所扮演的角色有密

切關連。其中校園網路是以router為主幹連結

TANet/Internet 與各單位Subnet ，單位內部再

以switch/hub 提供用戶端網路連接，必要時會以

防火牆置於學校與TANet/Internet，或各單位

Subnet之間，扮演守護神的角色。因此，對網路

攻擊之偵測與圍堵點的選擇，可依照網路架構、配

備規模與網路使用環境的不同，建構多層次多防線

的校園網路病毒自動偵測與阻斷系統，盡可能在每

一層次環節內於第一時間內阻斷網路攻擊。 

清大宿網每位用戶可單獨使用100Mbps 

switch port,每一棟學生宿舍是校園主幹之

subnet，為提昇管理者維護績效與管理策略的實施

能力，已持續進行建置全方位網路維運管理系統

[3]，其主要功能功能包括：登錄與更新、網路連

線狀態偵測與資訊蒐集、網路資料統計與分析、網

路控管政策、用戶網路資訊查詢、事件通告、異狀

統計與量化圖形顯示等功能。去年為有效阻斷駭客

型的網路病毒 CodeRed、Nimda與其相關變種的橫

行肆虐，在原有維運管理系統中，建置網路病毒攻

擊自動偵測與阻斷子系統，以期達到經濟有效阻擋

網路病毒的攻擊。 

就學生宿舍網路病毒自動偵測與阻斷系統而

言，是屬於防護陣線的第二防線，可說是入侵偵測

系統（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IDS）的一種，藉

由系統之稽核檔（資料來源蒐集模組），偵測到對

系統的攻擊行為（資料分析模組），以控制用戶網

路埠立即主動阻斷網路攻擊行為（回應模組）[9]，

自動通報用戶已中網路病毒，並建立相關攻擊事件

查詢環境。待用戶回報解毒後，管理者再啟動該用

戶網路連結服務。自動偵測與阻斷之系統功能架構

圖如圖(2)。 

圖(2) 自動偵測與阻斷之系統功能架構圖 

 

2.1網路攻擊資料分析 

Code Red 與 Nimda 對Web主機的攻擊 

pattern 固定，Code Red送出的URL 中具有

/default.ida? 的字串；而Nimda 送出的URL 中

具有 /cmd.exe? 字串，系統在每隔一段時間 

rotate apache access log或以定址標示法（資

料來源蒐集模組），擷取比對符合 pattern 的紀

錄，並將此記錄以 “IP_病毒別_攻擊日期”為檔

名儲存為網路攻擊個別事蹟檔，便於系統自動阻斷

之後，日後用戶與管理者查詢之依據。本系統採用

多樣式的比對方式，只要能蒐集更多的攻擊Web之

樣式，即可擴充原有之網路攻擊樣式資料庫，以提

高其偵測率。 

 

2.2網路攻擊自動阻斷 

此主動式回應機制，一般可依不同的網路架

構與使用環境的不同，分成路由器控制與用戶端網

路埠控制兩種。 

（1）路由器控制：這是目前校園主幹網路普遍常

用的建置方式，其利用路由器ACL的功能，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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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交談命令批次程式化之技術，將網路攻擊IP

阻斷流通，現今已有自動偵測與阻斷之成功建

置範例[10]，成效良好可見。 

（2）用戶端網路埠控制：區域網路（LAN）是提供

用戶最根本的基礎環境，網路設備switch/hub

之網路接埠(port)與用戶息息相關，往往所有

網路使用事件的發生，仍舊都會追溯到用戶端

源頭[11]，其中與用戶網路埠最密切的物件是

Agent-slot- port 、網卡MAC、IP與Domain 

Name、用戶基本資料等。尤其像學生宿舍網路

具有網路配置異動性低、用戶數多、用戶電腦

異動率高（每學年）等特性，可利用SNMP對

用戶端switch/hub 進行網路攻擊IP阻斷流

通， 

路由器阻斷與用戶端網路埠阻斷法之比較，參考

表（1）。不管選用何種建置方式，對網路攻擊IP

執行系統自動阻斷之前，由於IP原可被竊用性，

因此應確認在自動偵測階段所取得IP之用戶準確

性。本系統自動阻斷是及時透過SNMP_SET 

(AgentIP,slot,port,Disable) 禁用用用戶網路

埠，同時通告用戶中毒情形。網路病毒攻擊自動偵

測與阻斷流程圖如圖（2）所示。  

網路病毒 
阻斷方式 

比較項目 

路由器控制 用戶端 
網路埠控制 

阻隔點 集中於路由器 分散於各用戶
之網路埠 

阻隔方法 ACL + 交談
批次程式化 

SNMP + 
標準MIB 

防制範圍 subnet 。 
(無法確保同
一 subnet內其
他電腦免於受
攻擊) 

用戶網路埠 
(可確保同一
subnet內其他
電腦免於受攻
擊) 

適用環境 
 

不需要知道用
戶端網路連接
架構，適用於
難以掌握
subnet內網路
埠用戶資訊之
環境。 
例如：系所單
位 

需建立用戶端
網路連接之相
關資料庫， 適
用於完全能掌
握 subnet內網
路埠用戶資訊
之環境。例
如：學生宿舍
網路 

管理維護 易於管理維護 比較不易於管
理維護 

表(1) 路由器阻斷與用戶端網路埠阻斷之比較 

 

2.3用戶解毒回報管理 

用戶由Email或News告知已受染網路病毒，

首先反應：怎麼可能，常以存疑的心態要求網管人

員提供事證。因此，用戶可上網利用”網路病毒事

件查詢”查閱個別網路攻擊事蹟記錄，其中包含：

病毒類別、時間與實際的歷史紀錄檔。 

網管人員可可利用”組合條件查詢”依病毒

類別、時間、宿舍別、用戶碼、IP、回報情形等條

件追蹤查問。若接收用戶回報，即可進行回報管理

作業，及時透過”SNMP_SET (AgentIP,slot,port, 

Enable)” 啟用用戶網路埠，同時通知用戶處理情

形。網路病毒事件追蹤查詢與回報如圖（3）所示。 

圖(2) 網路病毒攻擊自動偵測與阻斷流程圖 

 

 

圖(3)網路病毒事件追蹤查詢與回報 

 

2.4 用戶端網路埠之禁啟用 

有關SNMP[12]設定用戶埠之禁啟用，是以MIB2[13]

之 OBJECT TYPE：

ifAdminStatus(1.3.6.1.2.1.2.2.1.7)，查詢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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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網路埠之管理狀態，index=spp(其中s:slot, pp:

該設備之第幾port)，value= 1 是啟用；value=2 

是禁用。因此網路用戶基本資料庫至少需要有其網

路埠資訊（AgentIP,slot,port）。 

 

3. IP之用戶環境的建立 
在執行自動阻斷攻擊IP之前，檢測IP真實使

用者（是由哪一個網路設備埠流出）是有要的。為

了快速確定 IP 真實使用者，可避免 IP 被盜用

[14]，或進行用戶 IP-MAC 配對環境的建立，其中

需考慮IP 的指定與用戶網卡MAC 的來源，首先用

戶端網路埠網卡鎖定之方法與實作，可根據「直接

設定法」或「間接迴授控管法」，來達到用戶端網

路埠網卡鎖定的目標[3]。但在學生宿網的使用環

境中，同學常需借用他人(或網路經理)之電腦或儀

器進行檢測網路狀況，若以直接設定法直接將MAC

鎖定在網路埠上，及時阻隔非法MAC連結網路，是

行不通的。依實際運作經驗，可以利用間接迴授控

管法，先由用戶自行登陸MAC，作為以後用戶上網

時，程式比對的參考依據。 

switch 網路埠鎖 MAC 的蒐集，只要依標準的

Bridge MIB[15]定期從用戶 switch 連接埠

(forwarding table)建立用戶使用 MAC 資料庫

SwitchPortMac(Agent-slot-port, MAC)，並與先

前所註冊的MAC比對，若有違反使用則立即以SNMP

禁用之，以達間接鎖 MAC 的目標。Bridge MIB 之

forwarding table 提 供 dot1dTpFdbEntry 

(1.3.6.1.2.1.17.4.3.1)以查詢某埠unicast MAC

之相關資訊，其中 index 即是 MAC。其他

OBJECT-TYPE 為: dot1dTpFdbAddress 是 MAC 位

址 。 dot1dTpFdbPort 是 第 幾 port 數 。

dot1dTpFdbStatus是狀態learned或mgnt。 

為避免同學臨時用不同 MAC 的電腦檢測或上

網，訂定連續一段時間（目前定兩天）內電腦MAC

與申請不同時，才視同非法使用MAC。 

IP指定是當用戶申請時，以宿舍房間網路埠取

得相對應 IP。雖能以集批或及時方式建置用

IP-MAC，致使 IP-MAC吻合者才能連結主幹[16]，

但 IP可盜用與網卡MAC可被修改是事實，因此確

定何者何時使用 I P-MAC是關鍵。為了進一步建置

準確的用戶 IP-MAC配對資料，首先由用戶基本資

料、使用申請資料、設備實接資料等，來建置所謂

的”網路用戶基本資料庫”，並從最近用戶上網的

紀錄表 ARP Cache Table，得到用戶最近上網的

IP-MAC資料 Router ARP(IP,MAC)，並與先前各網

路用戶埠 SwitchPortMac(Agent-slot- port, MAC)進

行 IP-MAC配對之檢測。檢測 IP的用戶網路埠之

相關資料關係圖如圖(4)，其中 SwitchPortMac 

(Agent-slot-port, MAC)代表記載某網路埠之所有流

出的MAC，由網路用戶基本資料庫對應至

SwitchPortMac 是 1 to N 的關係(Rule 1)。，

RouterARP(IP,MAC) 對應至網路用戶基本資料庫

是1 to 1 的關係(Rule 2)，因此，可由Rule1 與 Rule2 

得知 IP之真正的使用者。 

有關 SNMP取得 router 之 ARP table，參考

MIB2之 OBJECT TYPE：ipNetToMediaPhysAddress 

(1.3.6. 1.2.1.4.22.1.2)取得MAC， ip 由

(1.3.6.1.2.1.4. 22.1.2)ipNetToMediaNetAddress 

取得。 

 
圖(4) 檢測 IP的用戶網路埠之相關資料關係圖 

 

4應用之現況說明 

清大每一棟學生宿舍是校園主幹之subnet，宿

網每位用戶可單獨使用100Mbps switch port，用

戶需上網申請才能使用，開學後用戶人數會逐漸增

加，上學年用戶4138人約有81%的使用率，約佔

全校用戶50%。因此，宿網具有網路配接固定、用

戶眾多、用戶異動性高等特質，對於網路攻擊之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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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比較適用用戶端網路埠阻斷法。 

本系統是利用perl[17]、perl5module[18]、

MySQL[19]、phpMyAdmin[20]等工具在UNIX下開

發，都是免費的共享軟體工具。 

自 90 年 9 月開始使用宿網之”宿網用戶(中毒

數)：中毒率”為 3240(33):1.02%，逐月至 91 年 7

月止之宿網用戶(中毒數):中毒率如下：

3691(26):0.7% 、 3811(49):1.29% 、 

3870(16):0.41% 、 3903(4):0.1% 、

4007(3):0.07%、4081(7):0.17%、4114(8):0.19%、

4131(8):0.19% 、 4138(6):0.14% 以 及

1891(10):0.53%。 非宿網（其他系所單位，由清

大OZ小組提供，使用router阻斷法）[10]，用戶

數假設常態預估均為4000人，90年9月開始使用

之”用戶數(中毒數):中毒率”為4000(33):3%，隨後

數月之中毒率為：2.53%、1.48%、1.23%、1.08%、

0.50%、0.55%、0.43%、0.25%、0.18%、0.78%。兩

自動阻斷法成效可見，用戶端網路埠與主幹router

阻斷法之比較如圖(5)。兩者參考資料皆是以一個

參考伺服器之log為擷取分析對象，在攻擊Web主

機相同機率之下，可知對網路攻擊之防禦率而言，

由於用戶端網路埠阻斷法可確保 subnet 內電腦可

免於受同一 subnet內中毒電腦攻擊，效果稍好些，

然而所付出的代價是需要建立及維護用戶端網路

連接之相關資料庫。若能在其他不同 subnet 內增

加受測主機，即能增加資料分析來源，有助於降低

中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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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用戶端網路埠阻斷法與主幹router阻斷法

之比較 

 

4.1 圖例說明 

網管人員或用戶可利用”組合條件查詢”依病

毒類別、時間、宿舍別、用戶碼、IP、回報情形等

條件查問網路攻擊之用戶，組合條件查詢結果範例

如圖(5)。網路中毒之用戶可上網利用”網路病毒

事件查詢”查閱個別網路攻擊事蹟記錄，其中包

含：病毒類別、時間與實際的歷史紀錄檔，其網路

攻擊個別事蹟資料範例如圖(6)圖(7)。 

 

圖(5) 網路攻擊用戶組合條件查詢 

 

圖(6) 140.114.230.60網路攻擊個別事蹟資料

(CodeRed) 

 

圖(7) 140.114.221.43網路攻擊個別事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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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mda) 
5. 結論 

 校園網路病毒的防制，除了建置防火牆及時

過濾網路病毒封包，以及積極推動相關預防作業與

網路病毒防制通報機制之外，設計網路病毒自動偵

測、阻斷與通報系統，遂成為補強網路攻擊另一個

簡易經濟型的防禦工具。對於網路攻擊之偵測與阻

斷點的選擇方面，應考慮依照網路架構、配備規模

與網路使用環境的不同，建構多層次多防線的防制

系統。 

本系統是清大全方位學生宿網維運管理系統

的子系統，其採用自動用戶網路埠阻斷法，證明有

助於快速有效阻斷網路病毒的蔓延。此適用於完全

能掌握 subnet內網路埠用戶資訊之環境，惟其需要

準確的用戶網路配接之相關資料庫，以及 IP配對

用戶網路埠的機制。 

未來只要能蒐集其他更多的攻擊Web應用之

病毒樣式，即可擴充原有之網路攻擊樣式資料庫，

以提高其可用率，進而提高網路攻擊的防禦率與降

低中毒率。此系統可結合其他諸如SPAN Mail 或

不當資訊的告發，擴展為”廣義不當資訊”的阻斷與

回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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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無線網路是目前各大專校園繼 Giga 骨幹網

路建設後的主要建置項目之一，因為無線上網具有

比傳統固定連線方式，有著更大的便利性，但其可

移動的性質，卻造成認證上的重大考驗，也成為各

大學在規劃網路時的主要考量因素，本文提出以 

Web-based 並以使用者為認證基礎的架構，除了可

應用於單一校園外，亦可使用於跨校園的規劃，並

可整合至原本校園內的帳號，此單一帳號認證方式

大幅簡化網管上的負擔。 

本文所使用的相關技術皆以開放原始碼的 

Linux、PHP/MySQL、IPTables、 OpenLDAP 為主，

避免了授權上的問題，並已實際運作在南台科技大

學的無線網路環境上。 

關鍵詞：網路認證、無線網路、IPTables、LDAP 

 

1. 前言 
 

隨著科技的蓬勃發展、網際網路的普及、從有

線網路到現在隨處可上網的無線網路，上網人數一

直快速的成長，尤其在校園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

網管人員如何提供優質的網路基礎服務，以及避免

網路資源的浪費，除了善用網路設備功能之外，還

必需建置全方位網路維運管理系統，以便提供使用

者自管的空間，並促進管理者維護績效與管理策略

的實施能力。 

在校園內部，由於師生上網人數眾多，再加上

住宿生,以目前大家所使用的IPv4技術而言，皆有

IP普遍不足的現象，因此為了有效的管理，以及適

度的使用資源，一個良好的網路控管系統是必要

的，像是認證系統等等。 

目前全國各大專院校對於其校園無線網路管理

部份，大部份都是配置一部認證伺服器（如 

RADIUS）來對無線網卡進行認證，因為每張網卡

只有唯一的 MAC，所以只要認證伺服器上有記錄

此 MAC 的話便能上網使用。但是這種的做法也有

一些缺點，舉凡：學生或校外人士自備無線網卡

時，需經過計網中心瑣碎的申請登錄程序才能上

網。 

本文強調不管有線或無線網路的上網使用者，

一律透過以 Web based 認證系統來取代鎖 MAC 

的方式，全校師生只要輸入自己的帳號密碼便能上

網，這樣的優點是操作簡單、人性化，即使是校外

人士，只要經過校方許可，開放一個來賓帳戶就可

以上網。對於網管人員來說更加容易維護與管理。

除此之外，學生上網的相關資訊都會被記錄起來，

這些資訊未來也可以透過像資料採礦的技術，挖掘

出使用者上網的模式等等。 

 

2. 相關無線網路研究 
 

目前就無線網路管理方面來說，主要有網路監

控鎖 MAC 技術及採用 EAP[1][2]（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等的認證方式。前者是目

前最普遍的使用方法，因為它是最簡單也較容易達

成認證的目地，但唯一的缺點就是網管人員的不易

管理以及程序的瑣碎，舉凡：網管人員須時常對認

證伺服器做更改設定、使用者須透過計網中心的申

請才能經由無線網路上網，無法即時享受上網的樂

趣。此外，每位使用者也不一定都具有相關的背

景，知道什麼是 MAC，因此，執行起來有某些的

困難度。 

而 EAP 是目前 IEEE802.1x 所制訂的標準，

是可加密的協定，透過 RADIUS 伺服器與使用者

資料庫的合作，來進行對使用者的集中式管理，並

校園無線網路認證系統之建置 

蘇建郡*   劉毓芬* 楊凱宇** 

南台科技大學計網中心*   南台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ccsu, yfl @mail.stut.edu.tw    m9090101@mail3.s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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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線網卡與 AP（Access Point）間，以及 RADIUS 

伺服器與 AP 之間，進行交互認證，圖1為 IEEE 

802.1x 使用者認證機制示意圖。但欲有 IEEE 

802.1x 的支援，首先必需安裝好 Client 端的應用

程式，待使用者上網時，應用程式會藉由 AP 而導

向認證伺服器，隨後彈出認證的視窗，只要使用者

通過認證之後便可以上網了。  

EAP 的優點是它可以跟學校的帳號密碼相結

合，甚至是達到跨校合作的功能。例如，不論是何

所學校的師生，除了可在原校使用無線網路上網

外，依然可以在另一所合作的學校裡，享受對方的

無線網路服務。其原理就是：兩校的認證伺服器彼

此會互相溝通，當一方的認證伺服器找不到此組帳

號密碼時，它會向另一台認證伺服器詢問，如果有

的話，使用者便可透過無線網路上網；反之，則不

行。 

但 EAP 也有下列幾項缺點。第一，目前市面

上並不普遍，而且有些無線網卡也不支援 EAP 的

認證方式，所以購買無線網卡得向特定的廠商（如 

Cisco）購買才行；第二，在每一台 Client 端都必

需安裝必要的應用程式才得以使用，因此在便利性

上顯然大打折扣。 

目前市面上所販售的軟體，功能不一。像是 

Cisco 的 Access Control Server（ACS），就是個不

錯的管理系統，除了支援鎖 MAC 技術外還有 

EAP 的認證方式。而這些資訊都可以作為網管人員

在購買的依據。 

基於上述所說網路監控鎖 MAC 技術與 EAP 

的認證方式都有其優缺點，有鑑於此，本文發展了

一套以 Web based 為基礎，搭配 Linux IPTables 

及 LDAP 的網路環境認證管理系統，主要以操作

簡單、人性化管理為基礎，除了擁有上述二者網路

監控鎖 MAC 技術與 EAP 認證方式的優點外，還

有效解決了二者的缺點。詳細部份將陸續在後面章

節說明之。 

 

3. 系統原理 
 

本文所使用的相關技術主要包含 IPTables 以

及 OpenLDAP。使用者必需通過認證才能上網，所

以我們在 IPTables 的 PREROUTING Chain 裡，將

未通過認證的 IP導向本機的 80 port 以進行認證。

此外，OpenLDAP 則儲存了全校師生的帳號資料，

以便作為認證的依據。相關技術茲說明如下： 

 

3.1  IPTables 

Linux Kernel 2.4 以後的版本都內建 NetFilter 

架構(圖 2) [3]，其目的是讓 Kernel內部提供支援封

包過濾及變更的機制，並可讓使用者於 User Space 

執行各種控制指令。而 IPTables[4] 是一個使用

NetFilter 的架構並允許使用者處理核心過濾或變

更控制的指令程式。NetFilter 架構是由五個 Chain 

所組成，包含：INPUT、OUTPUT、FORWARD、

PERROUTING、POSTROUTING，使用者可依據需

求來設計各種不同的 Chain 流程，並分別在不同的 

Chain 中定義各種功能：目前包含以下三種

Tables：NAT、FILTER、MANGLE，圖 2說明出 

Chains 與 Tables 間之關係與流程。 

圖 2. NetFilter架構圖 

使用者資料庫 

圖 1. IEEE 802.1x 使用者認證機制圖 

PDA NoteBook 

Wireless Router / AP

RADIUS 

User Authent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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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系統僅須使用 NAT Table，並沒使用到

FILTER 與MANGLE Table，所以下面將針對 NAT 

Table 做說明。 

NAT Table主要目的在於將虛擬 IP 轉換為真

實 IP 以解決 IP 不足的問題，其進階目的也包括

透明代理（Transparent Proxying）與多重伺服器。

而本系統主要使用其透明代理的功能，將原本導向

到 3128 port 的 Proxy Server 改成 80 port 的 

Web Server；此外，也包含了檢查 IP 的功能。 

 

3.2 OpenLDAP（輕量級目錄存取服務） 

 

LDAP[5][6]（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是一個專為存取目錄服務的協定。是美國

密西根大學根據 X.500 DAP 發展了一個以 

TCP/IP 為基礎的 DAP 簡易版，不但沒有 X.500 

的龐大複雜，還擁有其 90% 以上的功能。而對於

目錄系統來說，其有以下幾點特性： 

(1) 目錄系統不是一般所熟悉的資料庫系統，無法

做複雜的搜尋，關聯等功能。 

(2) 它也不是檔案系統，不能儲存一般的檔案。 

(3) 並非所有的應用程式都支援目錄服務。 

(4) 絕大部份只做查詢的動作，而只有少部份的指

令更改。 

目前 LDAP 已經發展到了 version3，定義在 

RFC 2251。主要是增加一些安全性方面的考量，例

如 SASL 與 SSL/TLS 的支援。 

 

4. 系統架構 

系統架構圖如圖3所示，預設將內部網路欲對外連

線的封包全部擋下，並導向至 Linux Server 的 80 

port，使用者須通過認證後才能上網。在網頁管理

方面我們使用 PHP+MySQL，硬體方面安裝二張網

卡，一張連接虛擬 IP（圖3之eth1），另一張則連

接至對外的 Switch（圖3之eth0）。當虛擬 IP 的封

包經由 eth1（Linux 系統對網卡所做的識別名稱）

進入 Linux 時, 系統會因 IPTables 的 

PREROUTING Chain 鎖定，而將封包擋下並導向

至本機的 80 port，以 Web based 方式讓使用者進

行認證，透過 PHP 將使用者輸入之帳號密碼與 

LDAP 之相關資料做認證比對。而當使用者通過認

證之後，PHP 會在 MySQL 儲存相關的資料，並

更改 IPTables 的設定,最後再經由 Source NAT 

連接上網。 

另外，為了維護網路資源，我們使用了一個機

制，即是系統會根據網管人員所設定的時間（如 10 

分鐘）去偵測每位上網者的連線狀況，並根據 ICMP 

的回應，來判斷使用者是否還在線上，如果發現某

位上網者已經連續兩次（也就是 20 分鐘）沒有回

應，此時為了避免資源的浪費，我們會將使用者自 

MySQL 及 IPTables 的名單中踢除，待日後該使用

者欲再上網時，則必需再通過認證才能上網。 

然而這些使用者資訊我們將其儲存在 MySQL 

裡面，並在下面列出幾個較重要的欄位說明之： 

1. id：記錄使用者的學號。 

2. login_ip：使用者上網所使用的IP。 

3. login_time：使用者開始上網的時間。 

4. checked：判斷使用者是否已通過認證。 

5. idle_time：閒置次數，若使用者超過二次則會被

強制離線。 

最後，本系統設定還有分為 OpenLDAP 與 

IPTables 兩部份，兩者設定茲說明如下： 

 

4.1  OpenLDAP 之相關設定 
 

在建立 LDAP 的 Entry 時，我們使用 person 

的物件類別，因為此一物件類別有 cn 及 

userPassword 等的相關屬性，如下列所示： 

dn: cn=m9090101@stut.edu.tw, dc=stut, dc=edu, 

dc=tw 

cn: m9090101 

192.168.1.2 

192.168.1.3 

192.168.1.4 

 

Switch

eth1 eth0 

Linux Server 

對外

圖 3. 系統架構圖 



 4

userPassword: {crypt}yvnAPVoWByG46 

objectClass: person 

…… 

 由於 LDAP Server 儲存了全校師生的相關資

料，而在進行認證的時候，PHP 會依據使用者所輸

入的帳號密碼前去 LDAP Server 做驗證，並傳回

通過或失敗的布林值，然後根據此布林值，去做相

對映的後續動作。 

 

4.2  IPTables 之相關設定 
 

在 PREROUTING Chain 的設定部份； 

iptables -A PREROUTING -t nat -p tcp -j 

REDIRECT --to-port 80 

iptables -A PREROUTING -t nat -p udp -j 

REDIRECT --to-port 80 

由於 PREROUTING Chain 是內部網路封包最

先進來的地方，所以我們在此將尚未通過認證的使

用者擋下，並導向至本機的 80 port，以便進行認證

的動作。而當使用者通過認證時，系統便會再度更

改 PREROUTING Chain 的規則，讓使用者在後續

上網的部份，不會因鎖定而無法上網。 

以下為使用者通過認證後在 PREROUTING Chain 

的設定部份： 

iptables -I PREROUTING -t nat -s 使用者IP/32 

-j ACCEPT 

上述指令將置於 PREROUTING Chain 的最前

面，所以通過認證的 IP 不會受到 REDIRECT 設

定的影響。以下為使用者通過認證後在 

POSTROUTING Chain 的設定部份： 

iptables -A POSTROUTING -t nat -s 使用者

IP/32 -j SNAT --to 對外IP 

整個系統運作的流程圖如圖4所示。 

 

5. 實作環境 
 

目前本系統已運作於南台科技大學校園網路

上，學校內部的網路以 GigaEthernet 為主，用光纖

連接各棟大樓，並以星狀架構匯集於計網中心的 

BigIron[7] 上，因此，我們在 BigIron 與 Router 

3550 之間建置了一台 Linux Server，使用 IPTables 

來檢查封包是否允許通過，學校師生不管透過有線

或無限網路上網，封包都會經由 Switch 傳送到 

Router 3550，而再匯集至 BigIron 之前會先經過 

Linux Server，這時候，Linux Server 會擋下欲通行

的封包，並導向至本機的 80 port，以 Web based 方

式讓使用者認證，待使用者通過認證之後，便可經

N

在 PREROUTING Chain中使用 NAT Table

N 

Y

Y

使用者 

輸入帳

號密碼 

是否正確 

是否認證

Internet

圖 4. 認證系統運作流程圖 

 
IP1  x.x.x.x  accept 

IP2  x.x.x.x  accept 

IP3  x.x.x.x  accept 
…… 
若使用者 IP並不是 accept的狀態下，將導向
至Web Server。此處會根據使用者狀況而自動
增加 rule(通過認證)與移除 rule(閒置超過 2次)

 進入POSTROUTIN
G Chain，埶行 
Source NAT 

 PHP前往
LDAP驗證

LDAP+MySQL

對外

AP AP APAPAP

Switchs 

Router 3550 

 

BigIron Linux Server

圖 5. 南台科技大學校園網路認證圖 



 5

由 BigIron 連接上網。但請注意，只有使用者第一

次上網時，須要作認證，俟使用者通過認證後，即

可盡情的暢遊網路。圖5說明南台科技大學校園網

路認證圖。 

當使用者開啟瀏覽器時，Linux Server 會擋下

對外的封包，判斷使用者是否已通過認證，若使用

者尚未通過認證，則本系統會將其導至如圖6所示

的南台科技大學校園網路服務圖。如果使用者輸入

的帳號密碼不正確，則系統會顯示”您所輸入的帳

號密碼不正確，請重新輸入”的警告訊息。反之，

若使用者通過認證之後，系統會自動關閉目前網路

認證的畫面，開啟另一個新的瀏覽視窗。至此，使

用者便可以無限的漫遊網路。 

 

6. 系統之應用方向 
 

6.1  每一子網路安裝 IPTables 

 

由於本系統目前安置在南台校園網路對外

的 Router 3550 與 Bigiron 之間，未來可能因為

校園師生的快速成長，而有負載加重的情況，因

此，日後將會朝向在每一子網路安裝具 IPTables 

功能的 Linux Server，以分散的管理來取代現行集

中認證的方式。另外，在每一台 Server 搭配應用

層的封包截取程式，可儲存使用者的上網資訊，進

而分析使用者上網的模式。最後，我們還可撰寫網

路管理的應用程式來控管分散在每一子網路的 

Linux Server，以確保每一台 Linux Server 能正常

運作。 

 

6.2 應用延伸至TANet（台灣學術網路） 

 

本系統使用 Web based 為基礎，搭配 Linux 

IPTables 及 LDAP 的認證方式，可與學校本身的

帳號密碼相結合。而且本系統所使用的軟體工具皆

為開放式原始碼，沒有版權的問題。本文所提出之

認證方式可以延伸到台灣學術網路上，其原理就是

全國各大專院校首先建立其自身校園的無線網路

認證伺服器，至此，待日後不論那一所校園的師

生，欲在本校或他校經由無線網路上網時，會先被

導向至教育部的網頁，使用者再輸入其 email 帳號

與密碼，系統自動分析 @ 之後的尾碼來判斷使用

者所屬學校，並前往驗證所屬學校的認證伺服器是

否有此一帳號密碼，若有的話，使用者便可透過無

線網路上網。當然，只有第一次的時候，使用者才

需要作認證。圖7說明全國各大專院校與教育部之

間的關係與流程圖。 

TANet認證系統示意圖主要包含了五個元件，

茲說明如下： 

a. 使用者：表示各校校園師生。 

b. Linux Server：各校所建置自身具 IPTables 

功能的 Linux Server。 

c. 遠端資料庫：為使用者所屬學校的資料庫。

圖7的遠端資料庫使用到 LDAP。 

d. 近端資料庫：為使用者目前所在學校的資料

庫。圖7的近端資料庫使用到 MySQL。 

圖 6. 南台科技大學校園網路服務圖

遠端資料庫（LDAP） 
６

５
4

3
2

1

教育部Web Server 

 

使用者 

Linux Server（使用 IPTables）

圖 7. TANet認證系統流程圖 

７ 

近端資料庫（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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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教育部 Web Server：負責將網頁導向各個學

校所在之認證伺服器(遠端資料庫)，以作密碼確認

的動作。 

接著下來說明每個步驟的訊息內容: 

1. 當使用者上網時，首先會經過各校所建置具 

IPTables 功能的 Linux Server。 

2. Linux Server 擋下此一封包，判別此一 IP 是

否已通過認證，若還沒，則將使用者導向至教育部

的 Web Server 作認證。 

3. 使用者在教育部的網站上輸入其 email 帳

號與密碼，Web Server 會自動分析 @ 之後的尾碼

來判別使用者所屬學校，並前往 LDAP 的認證伺

服器做驗證。 

4. 教育部 Web Server 收到認證的結果。 

5. 教育部 Web Server 轉送認證結果給 Linux 

Server，若認證成功，則修改 IPTables 的相關設

定，以便封包能順利通過。 

6. 接著儲存此一使用者與 IP 的相關資料於近

端資料庫裡（MySQL），以便背景監控程式能持續

判斷該行動設備是否已離線。 

7. 使用者因通過認證而得以上網。 

如此一來，日後將具跨校園無線上網的功能，

網路認證機制也不再侷限於單一學校。 

 

7. 結論 
 

本文提出一個校園可行的無線網路認證方式，

系統設計理念上完全使用開放原始碼的軟體，而對

於使用者來說，僅需在第一次上網使用瀏覽器時，

認證系統會自動將其導引到相關的認證網頁上，來

進行使用者帳號確認的動作，並藉此完成單一帳號

的整合，使用者不需額外記憶帳號，對行動設備來

說，除了瀏覽器外，亦不需額外安裝任何軟體即可

使用無線上網的功能。因為是以使用者個人的帳號

密碼做為認證基礎，目前我們將利用所取得的資訊

來進一步分析使用者的上網行為，以作為網路管理

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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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區域網路跨校漫遊實驗環境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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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無線區域網路的蓬勃發展、技術的快速

演進，使得無線區域網路在校園網路中所扮演

的角色漸行重要。為因應校園內無線區域網路

的高使用率，提供跨校使用時的便利與安全的

使用方式就成了最重要的課題之一。本論文將

著重於解決無線區域網路的便利性與安全性

問題上，提出能夠提供便利性與安全性的無線

區域網路跨校漫遊認證環境，以做為未來全國

各校建置無線區域網路環境的基礎與參考。 

關鍵字：無線區域網路，認證、RADIUS、

802.1x，RADIUS Proxy。 

 

一、 前言 

近年來我國在行動電話或寬頻網路電信

服務市場以積極擴展有成的電信業者或 ISP，

如中華電信等，亦均已參照國外發展狀況，開

始在國內廣佈公眾上網用的 WLAN。但由於

有多項 WLAN 研究議題都與我國無線產業發

展息息相關。我國學術研究單位及各網路中

心，各校執行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及追求卓越

計畫單位均陸續投入先期研究，並共同分工整

合，以充分掌握此一領域所有重要 Know-How

及應用趨勢。但是在跨校漫遊此項技術的可行

性評估及實現上，仍有許多努力待進行。 

 

本論文將針對校園WLAN公眾區域上網

服務與跨校WLAN漫遊環境建置這兩項議題

進行技術可行性評估，並配合進行相關的測試

實驗。期望成果能做為未來推動校園WLAN

使用的風潮與各項技術的先導。 

 

二、 校園WLAN公眾區域上網服
務與跨校WLAN漫遊環境建置 

無線區域網路公眾上網服務與漫遊環境

建置是目前被廣泛討論的議題之一。這裡所謂

的無線區域網路公眾上網服務與漫遊環境建

置其實包含兩個層面，對於架設實體的網路環

境而言，業者提供在公眾環境佈設無線區域網

路接取點（Access Point）供使用者上網，這就

是無線區域網路公眾上網服務的基礎模型，而

對使用者使用無線區域網路環境而言，業者提

供使用者以單一認證資訊（帳號密碼、電子憑

證等）於所有業者所佈建的公眾無線區域網路

環境中上網，這就是無線區域網路漫遊環境的

意義，綜合言之，就是以認證資訊提供使用者

於公眾無線區域網路環境漫遊的機制。 

 

目前國內無線區域網路環境使用的是

IEEE 802.11b或 IEEE 802.11a的無線傳輸技術

標準，由於這個技術標準所使用的是開放的

Unlicensed2.4GHz及 5GHz頻率，各家業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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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來增設服務，且建置無線區域網路的

服務環境商機無限，所以各家業者無不加緊腳

步投入相關環境的建置與技術的研發。目前已

有多家電信業者與無線區域網路服務相關廠

商（中華電信、全球領航、蕃薯藤數位科技、

曜正科技、東信電訊等）也都著手進行國內公

眾環境（機場、咖啡廳、會議廳、與飯店等）

的無線區域網路環境架設，並透過相關的認

證與存取控制機制，提供公眾環境內的使用

者方便的上網環境。 

 

 提供公眾上網與漫遊服務機制的方式

有許多方式，就目前所廣為使用或討論的方

式有下列兩種： 

 

A. 使用 Gateway、RADIUS與Web-based

的認證方式 

 

使用這種方式來架構無線區域網路公眾上

網及漫遊環境是目前最常見的方式，其架構

方式主要是使用WLAN Gateway（又稱

WLAN Access Controller）來控制無線區域

網路的所有接入及流量，然後使用者端透過

封包的攔截方式被重導到認證的網頁上，由

使用者鍵入帳號與密碼來進行認證，當使用

者通過認證後，在由 Gateway來開啟使用者與

外界（Internet）的連線以達成無線區域網路漫

遊機制。運作方式如圖一所示。由於該指定認

證之網頁可由 ISP所控制，故本方式常為 ISP

業者採用。 

 

B. 使用 RADIUS與 802.1x的認證方式 

 

使用 802.1x與 RADIUS認證方式是目前無線

區域網路中最新的做法，由於 802.1x是 IEEE

目前正在制定的 802.11i標準中的一項選擇，

所以特別受到注目。802.1x是以連接埠為基礎

的網路存取控制協定（Port Based Network 

Access Control Protocol），這裡的認證方式就

是透過 802.1x與 RADIUS的互動所達成的。

其整體的環境必須使用支援 802.1x的設備，

具 Radius Client功能之 Access Point、RADIUS 

Server與客戶端802.1x程式來完成使用802.1x

認證方式的環境。圖二為 802.1x認證架構圖。 

 

圖一：使用 Gateway、RADIUS與Web-based

的認證方式架構 

 

所以使用 802.1x與 RADIUS的認證架構

實際運用到無線區域網路公眾上網與漫遊

上，運作方式就會與使用 Gateway、RADIUS

與Web-based的認證方法不同且也較方便架

設。其運作方式如圖三所示。 

 

上述的兩種架構是無線區域網路公眾上

網與漫遊機制的基礎模型，在透過 RADIUS

的 Proxy功能，可以將這樣的基礎架構擴展，

以連接多個不同的無線區域網路上網環境。以

校園間的無線區域網路而言，每個學校擁有自

Internet Gateway 

RADIUS 

Serve 

Web 

Server 

Access Point 

Access Point 

1. 當使用者以瀏覽器連線時會自動重導到

Web Server上，然後由使用者輸入帳號

密碼。 

2. Web Server將認證訊息交由 RADIUS 

Server處理。 

3. 認證通過後，由 Gateway控制，讓使用

者可連接上 Internet。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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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無線區域網路、認證機制與 RADIUS 

Server，各校的使用者（老師、學生、或員工）

都擁有自己的認證資料，所以便可以在校內舖

設有無線區域網路的範圍內連接上 Internet，

若各校之間將其RADIUS Server的 Proxy功能

啟動，然後互設為 Proxy的對象，那麼不同學

校的使用者，也能夠透過他校的 RADIUS 

Server，以 Proxy的功能將認證訊息傳回所屬

學校進行認證，在認證通過後便能夠連上

Internet。這樣透過 RADIUS Server的 Proxy

功能所串聯起來的無線區域網路環境，便是先

前所說的跨校或跨區的無線區域網路漫遊環

境。（圖四以使用 RADIUS與 802.1x的認證方

式來說明跨校或跨區的無線區域網路環境）。 

圖二：802.1x架構圖 

 
三、 實驗環境架構與測試結果 

下面將針對於校園WLAN公眾區域上網

服務與跨校WLAN漫遊環境建置所進行的實

驗與測試結果作介紹，實驗項目包括兩部分，

第一是「使用 802.1x的無線區域網路認證環

境實驗」，第二是「不使用 802.1x的無線區域

網路認證環境實驗」，以下分別介紹。 

圖三：802.1x認證架構應用於無線區域網路 

 實驗一 

 目的 – 架構出使用 802.1x方式認證的

無線區域網路漫遊環境 

 方法 - 使用者將透過 802.1x的認證方

式，經由無線區域網路接取點（Access 

Point），將 802.1x的認證訊息傳遞給後

端的認證伺服器（RADIUS Server），進

行使用者認證資訊的比對，然後再回應

給無線區域網路接取點，由無線區域網

路接取點依據認證伺服器比對認證資訊

的結果來決定是否允許使用者的連線通

行。 

 限制 – 客戶端必須使用 802.1x的認證

軟體、無線區域網路接取點與認證伺服

器都必須支援 802.1x協定。 

Supplicant 

Authenticator 

(RADIUS Client) 

Authentication Server 

(RADIUS Server) 

EAP over LAN EAP over RADIUS 

1. 客戶端（Supplicant）必須支援 802.1x協定，

目前Microsoft Windows XP內建支援，另外

於 Unix平台上的 Xsupplicant也是支援

802.1x的軟體。 

2. 認證者端（Authenticator）必須支援 802.1x

與 RADIUS協定，802.1x協定是用來傳遞與

Supplicant間的認證訊息與回應，RADIUS協

定則是用來將 Supplicant送來的認證訊息傳

遞給認證伺服器（Authentication Server）進

行身分驗證與回傳 

3. 認證伺服器端也必須支援 802.1x與 RADIUS

以便能接收回應與處理認證訊息。 

Authentication Server 

(RADIUS Server) 

Access Point 

Access Point 

Internet 
Gateway 

1. 
3. 

1. 使用者 802.1x客戶端程式輸入認證訊

息，傳送給 Access Point，再由 Access 

Point傳送給 RADIUS Server處理。 

2. 認證通過後，RADIUS Server會通知

Access Point將使用者的連接埠打開。 

3. 接著使用者便可連接上 Intern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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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 – 實驗實作的環境如圖五及六所

示，使用者端使用Microsoft Windows XP

作業系統（內建支援 802.1X）配合無線

區域網路卡（802.11b NIC）；無線區域網

路接取點使用支援802.1X與RADIUS的

Access Point；認證伺服器則選擇免費且

具有 Proxy功能（進行跨區認證使用）

的 FreeRADIUS。 

圖四：跨區域認證架構圖 

 成果 – 在未使用 RADIUS Proxy功能

前，也就是單純無線區域網路環境的認 

證，在使用 802.1x的認證上，均測試無

誤；在啟動 RADIUS Proxy功能後，我

們實際與中央研究院、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成功大學等幾個合

作對象進行跨區域的漫遊測試，也均能

得到預期成果。 

圖五：實驗一環境架構圖 

圖六 實驗一跨區域漫遊環境架構圖 

 

 實驗二 

 目的 – 架構出不使用 802.1x方式認證

的無線區域網路漫遊環境，並試圖解決

目前不支援 RADIUS協定的無線區域網

路接取點，所佈建無線區域網路環境的

Authentication Server 

(RADIUS Server) 

Access Point 

Access Point 

Internet Gateway 
Gateway 

Access Point 

Access Point 

Authentication Server 

(RADIUS Server) 

RADIUS Proxy 

Campus A 

Campus B 

Campus A’s User 
1. 

2. 

3. 

4. 

1. Campus A的使用者在 Campus B中使用無線

區域網路。Campus A的使用者將其在

Campus A中的認證訊息送出，經由 Access 

Point轉送給 Campus B的 RADIUS Server。 

2. Campus B的RADIUS Server發現此認證訊息

是屬於 Campus A的，便以 Proxy的方式將認

證訊息送給 Campus A的 RADIUS Server進

行認證。 

3. 認證通過後，將訊息回傳給 Campus B的

RADIUS Server。 

4. 然後 Campus B的 RADIUS Server通知

Access Point將使用者的連接埠打開。Campus

A的使用者便可在 Campus B中透過無線區

域網路連上 Internet。 

RADIUS Proxy 

Access Point 

(RADIUS Client) 

Authentication Server 

(RADIUS Server) 

FreeRADIUS Ver 0.5 

Linux Redhat 7.2 Operation System 

NoteBook  

with 

WLAN Card 

& 

Windows XP Operation System 

Hub 

NBEN 

Authentication Server 

(RADIUS Server) 

NoteBook with WLAN Card 

WLAN Access Point 

(RADIUS Client) 

Hub 

Hub 

NoteBook with WLAN Card 

Authentication Server 

(RADIUS Server)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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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問題。 

 方法 – 使用先前介紹的「使用

Gateway、RADIUS與Web-based的認證

方式」來架構。主要是使用 Gateway做

為無線區域網路使用者與 Internet的閘

門，透過使用者認證資訊的檢驗來決定

是否針對使用者開啟閘門。而使用者端

則不像實驗一需要加裝軟體才能進行認

證，這裡使用Web-based的方式，當使

用者需要進行認證時，只要開啟網頁連

線，系統便會將連線重導到系統自製的

認證網頁上，讓使用者輸入認證資訊。

然後訊息一樣會經由 RADIUS Server進

行身分確認，通過身分確認後，便通知

Gateway打開使用者對外的連線，若未

通過身分確認，使用者將無法存取

Internet。 

 限制 – 無 

 環境 – 實驗實作的環境如圖七所示，使

用者端只需要Web Browser，不需加裝其

他軟體，配合無線區域網路卡 ；無線區

域網路接取點不需要特別使用支援

802.1X或 RADIUS的產品（ i.e 使用 

Access Point但不開啟 802.1x與RADIUS

功能）；認證伺服器則選擇免 

費且具有 Proxy功能（進行跨區認證使

用）的 FreeRADIUS；Gateway使用

Iptables來對於使用者的連線進行管制。 

 成果 – 如同實驗一的成果一般，使用者

可以在無線區域網路的環境中透過身分

認證（Web-based）而取得 Internet的連

接，相同的當啟動 RADIUS的 Proxy功

能時，也一樣可以達到實驗一中的跨區

漫遊。使用本實驗的另一目的在於解決

無線區域網路設備不支援 802.1x與

RADIUS的協定，透過此方法的實作，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且 802.1x的客戶端

軟體尚未成熟與廣泛使用，所以以

Web-Based的認證方式也同時可以彌補

此處的不足。 

 

 

 

 

 

 

 

 

 

 

 

 

圖七：實驗二環境架構圖 

 

四、 結論 

無線區域網路發展迅速，使得人們在使

用網路上增加許多的便利性，但無線區域網路

所帶來的便利，也將招致許多安全上的爭議，

有鑑於此，無線區域網路的管理機制也應運而

生，如何在兼顧無線區域網路的便利與安全，

是當下最重要的議題之一。這裡所介紹的方式

正是兩者兼顧：便利性上，使用單一認證資訊

即可在不同區域的無線區域網路環境中連接

上網；在安全性上，使用者的身份必須在接受

驗證後才可使用無線區域網路。本方法也兼顧

了承接舊有設備，如使用 Gateway、RADIUS

與Web-based的認證方式以解決舊有無線區域

網路設備不支援 RADIUS或新進認證技術的

問題，並啟用 RADIUS與 802.1x的認證方式

等新技術。故本文作者建議上述架構可做為建

置無線區域網路漫遊環境的參考依據。帷本系

統之穩定性及防駭客攻擊之測試，則有待進一

步之研究。此外，如何進行用量管制則是本研

究群下一步進行研究之課題。 

Authentication Server 

(RADIUS Server) 

FreeRADIUS Ver 0.5 

Linux Redhat 7.2 Operation System 

DHCP Server 

HTTP Server 

Iptables Packet Filter Administration 

RADIUS Client Program 

NoteBook with WLAN Card & 

Windows Operation System 

N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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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未來校園的發展，不只是狹義的運用網路資訊

化的成果，更是希望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藉由

各項網路資訊科技，突破傳統學習的方式，達到學

習無界限的理想。無線區域網路（Wireless LAN）

的發展，正是提供完成此優質學習環境的重要一

環，也因此可讓學校的網路資源獲得更具彈性與擴

充性，並使得網際網路的資訊交流達到更廣泛和更

便利的應用。而早在 1997年 6月 5日，IEEE 802

委員會就正式宣告無線區域網路 IEEE802.11 的標

準，其基本觀念在於延伸有線網路，將所有的網路

設備相連後仍視為同一個區域網路，來藉此擴大提

升網路的服務範圍與效益，並簡化網路建置成本與

系統備援的問題。而本論文以提昇學習興趣和教學

品質為目標，進行無線校園網路系統的設計規劃與

應用開發，並希望藉由校園的實際運作和應用成果

來分享些許經驗。 

 
關鍵詞：無線區域網路、IEEE802.11 

 

Abstract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campus, not only 

make use networking information but also want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mode without limit of 

time and space. Exactly, development of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ireless LAN) provides the 

flexibility and extensity to access the campus 

networking resource. Committee of IEEE 802 

published Wireless LAN standard, IEEE 802.11, in the 

early June 5, 1997. They want to promote service 

range and performance by using the extension of the 

wire network with all of the networking devices. Also, 

they intended to reduce the cabling cost and involve 

system backup. However,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practical experience on the plan and application of 

Wireless LAN in the campus. 

 

Keywords：Wireless LAN、IEEE802.11 

 
1. 簡介 

 

雖然大專院校多數已採用光纖寬頻網路骨幹

(Giga-Ethernet Backbone)達到校內網路資源的整

合，但如果一遇到斷線或是受損時，針對學校龐大

使用人數，則會造成很大的不便。此時若利用無線

網路之無線橋接器(Wireless Bridge)將校內各棟建

築物(如教學大樓、行政大樓、圖書館或電腦教室等)

加以串連，便可在校園內建構完密的大範圍高速網

路系統，提供系統斷線或受損時的最佳備援骨幹，

亦可針對不易佈線之獨立大樓或校舍建立無線的

通連，達到資源完整共享的目的。  

一般校內電腦網路僅固定集中裝設於電腦教

室，而電腦教室的教學內容多以教導學生使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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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如欲在一般教室中配置電腦進行網路互動教

學，可能因為位置較於分散，佈線極為麻煩且耗成

本，又難以連上網路，因此無法達到運用網路資源

實際輔助教學的原意。這時只需利用無線存取站

(Access Point- AP)與無線網路卡 (PCI/PCMCIA 

LAN Adapter)等設備，配合適當的天線，建構無線

漫遊(Roaming)網路[1][2]，讓無線傳輸範圍涵蓋整

棟教學大樓，便可克服佈線施工與成本問題，提供

無線上網的便利服務。然而漫遊的主要原理是以一

個AP之天線電波所能涵蓋之範圍為一「細胞」

(Cell)，在Cell內之用戶端均向此AP註冊，當進行資

料存取時，由此範圍內AP 提供服務；若用戶端於

該AP之Cell涵蓋範圍逐漸移動至另一個相鄰AP的

Cell時，於此兩個Cell 的重疊服務範圍內，用戶端

會依電波強度進行 「交遞」(Hand off)動作而轉向

另一部AP 註冊，並通知原AP將資料轉移至另一

AP。另外，當用戶端在進行 Hand off 時，使用者

完全不會察覺，亦無網路斷訊的疑慮[3][4]，故可支

援端點的機動漫遊應用。如此無論是教室內一般教

學課程，或是老師帶領學生在校園中進行戶外教學

時，師生均可隨時利用隨身攜帶的筆記型電腦或個

人數位助理(PDA)等行動裝置，機動漫遊於各個教

室間與校園內的各個角落，透過無線傳輸來運用豐

富的網路資源，讓實體教室變成無界限的活動空

間。 

無線網路之高機動性與彈性的特點，更可應用

於各項臨時性校園活動的連網需求。舉凡校園內各

項臨時活動如運動會、園遊會、註冊會場、學術研

討會或學生專題成果展⋯等，常需要臨時架設小型

網路與校園主網路連線，甚至連上網際網路。在這

些活動地點不定又難以預先保留適量網路線的情

況下，裝設簡便、即插即用和可隨需求變動而彈性

重新利用的無線網路正是最佳方案。因為只需依照

活動場地的實際需求，選擇適當的無線網路設備(如

無線存取站與無線網路卡)機動架設，便可讓活動現

場資訊無線上網，存取校園主網路的資料或對外連

上網際網路。甚至校外活動也可透過此種方式與學

校主網路相連，充分發揮網路無限延伸的特色。  

本計畫利用無線橋接器(Wireless Bridge)並依

據 IEEE 802.11b(採用直接序列展頻技術DSSS)制定

之標準，將校園內各棟建築物如圖書館、學生宿

舍、教學大樓、行政大樓、電腦教室與網路機房等

連接在一起，便可建構完密的高速無線網路骨幹，

其傳輸速率可達 11Mbps，遠高於 T1 專線

1.544Mbps。如此使得獨立封閉的資源得以整合共

享，甚至於可成為原有之有線校園網路之備援系

統，以應付光纖斷線時的網路連接問題。更重要的

是透過無線校園網路的建置，可使師生們在校園任

何角落的教學活動如同在電腦教室中一樣，能充實

且彈性地運用無遠弗屆之網路資源，再結合筆記型

電腦、WebPad或 PDA操作介面的應用開發，就能

讓全校師生隨時隨地共享教學資源和參與教學活

動，如此優質的校園網路環境必定可有效地提昇教

學品質與師生互動關係。而本研究計畫即以此為目

標，進行無線校園網路系統的設計規劃與應用開

發，並希望藉由萬能技術學院校園的實際運作和應

用，依照「系統的規劃與建置」、「系統的管理與維

運」以及「無線校園網路的發展與應用」等三部分

與大家分享些許經驗。 

  

2. 系統的規劃與建置 

 

2.1 無線網路系統規劃 

(1) 目標為無線漫遊與有線備援 

系統設計規劃的主要目標是提供全校師生在

校園裡利用無線網路卡透過存取站連上學術

網路，因此無論是在教室內，或在操場上，都

可以使用網路資源，就算是行進間依然可以使

用，為了達成此目標，規劃時將學校設為一個

ESS，並劃分為三個 BSS，皆使用相同 SSID，

以符合全區漫遊的目標。而第二個目標是提供

全校有線網路備援功能，一般而言各大樓之間

使用光纖或網路線彼此連接，再利用路由器

(Router)與 Layer 3的 Switch Hub來做路徑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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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當 A 棟連接線因某種原因斷線時，可以

利用該網段上的無線橋接器，透過其增益器

(Repeater)功能轉送封包，由無線端口連接有

線網路。 

(2) 決定網路連接拓樸樣式 

一般無線網路連接方式，是每一個 AP都與有

線連接。而本設計是採用純無線網路方式來架

構整個網路，如圖 1之樹狀拓樸。從圖中可以

知道與有線連接只有 Root的三個 AP，其餘皆

設為 Repeater 利用無線將封包轉送到 Root。

如此設計的目的如下： 

a. 全區使用同一網段，方便 IP管理。 

b. 不與有線連接，設備安裝容易，且不用

更動有線網路設備的設定。 

c. 符合設計的第二個目標。 

d. 單一窗口進有線網路，可以有效管制封

包流向。 

e. 增加校內有線網路頻寬 33Mbps。 

(3) 決定 IP管理方法：設備採用固定 IP，使用者

則為動態分配。 

根據網路拓樸全區使用相同網段，為了能利用

網路遠端設定，因此所有設備皆為固定 IP，

如此可以使用 Web 介面或 Telnet 登入的方式

來管理設備。但使用者通常不會長時間使用無

線網路，為有效使用 IP 資源，本網段架設一

個 DHCP伺服器，動態分配 IP給使用者。 

(4) 決定認證方式： 

認證的目的在於防止未經授權的使用者使用

網路[6]，一般可用以下方法： 

a. 選擇支援 MAC Filter 功能的無線網路設

備，將合法的MAC填入，達到授權目的。 

 

b. 選擇支援 Radius Server的認證的無線網路

設備，將合法使用者帳號密碼建於該伺服器

上，使用者使用無線網路時，需先經過帳號與

密碼認證才可以使用。或者可以在有線網路出

口處架設控制閘路器(Control Gateway)，使用

者先使用瀏覽器輸入帳號與密碼，通過認證

後，封包才能通過 Control Gateway。

 
 

圖 1. 無線網路之樹狀拓樸一例 

 

2.2無線網路系統建置 

 (1) 設備數量與安裝的位置，需考慮以下因素： 

a.取得校園平面圖與大樓實際高度，分析安裝

的預定位置，應避免建築阻隔天線訊號及避免

訊號彼此干擾。以期使用最少的設備涵蓋最大

的面積。 

b.每棟建築物至少使用一個無線橋接器，設為

AP模式，平時可當 Repeater用，需要有線備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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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又可以連接有線網路用。 

c.安裝點需考慮防水防盜及電源位置，還有與

有線網路端口位置距離，以符合乙太網路規格

(與集線器距離 100公尺內)。 

 
 (2) 天線的種類與安裝位置 

在無線網路設備中，天線的選擇非常重要，不

同形式的天線，電波的有效範圍就不同。天線

主要的功能是傳遞與接收電磁波，當發射天線

以一固定功率之幅射強度將電磁波發射出去

後，電磁波在空氣中會受到各種介質的影響而

造成衰減及失真，或是其他雜訊的干擾，因此

遠端的接收天線必須要能接收到發射端的電波

強度，才能互相溝通。當一支天線的增益值愈

大，代表其可發射之波的幅射強度愈強，可以

傳送之距離也愈遠，可以參考下面說明： 

a.建築物屋頂之間一般採用全向性天線，除可

以增加接收範圍。也較容易完成拓樸的連

接。此外為增加建築物內部收訊品質，則使

用方向性貼壁天線，以輔助訊號強度。 

b.天線架設位置要避免訊號阻隔外，也要考慮

延長導線的長度，因為天線的組成除本身的

天線主幹外，還包括天線延長導線與接頭部

份。其中天線延長導線的材質、阻抗及長度

都會造成波訊號的衰減。以 2.4GHz之無線網

路為例，根據專業的增益值損失計算公式，

來看天線導線的長度與增益值衰減及最遠傳

輸距離關係。假設我們要連接 A、B 兩棟建

築物的網路，若我們皆固定使用無線橋接

器、及 13.5dBi 定向天線，而只去改變 A 建

築物天線導線的長度，此時我們可以發現，

當天線導線的長度由 20 英尺加長至 75 英尺

時，天線增益值的損失會從 1.34dBi 擴大至

5.025dBi，且最遠傳輸距離也從 4.17 公里降

低為 2.73公里，如下表所示(翔益科技公司提

供)。所以根據表中的數據顯示，我們可得知

天線與無線橋接器的距離越短，增益值的損

失就會越少，最遠傳輸距離也會隨之增加。

因此建議盡量將主機靠窗戶處安裝，縮短主

機與天線之間的距離，減短天線導線的長度

（最佳的長度為 6 公尺以內，切記盡量不要

大於 15公尺），即可提升天線的傳輸品質。

 

A建築 B建築   

天線種類 天線導線

的長度 

損失的 dBi

值 

天線種類 天線導線

的長度 

損失的 dBi

值 

最遠傳輸距

離 

13.5dBi天線 20 Ft 1.34 dBi 13.5dBi天線 20 Ft 1.34 dBi 5.26 km 

13.5dBi天線 50 Ft 3.35 dBi 13.5dBi天線 20 Ft 1.34 dBi 4.17 km 

13.5dBi天線 75 Ft 5.025 dBi 13.5dBi天線 20 Ft 1.34 dBi 3.44 km 

  
3. 系統的管理與維運 

3.1 無線網路系統管理 

(1) 由於無線網路設備是分佈於各地點，不易於現

場維護，一般需要提供以Web介面或 Telnet透

過網際網路方式設定，如此方便管理者於遠端

控制與監視設備狀態。 

(2) 必須提供 RS232主控台連線，彌補當網路斷線

時，可以直接設定設備。 

(3) 設備需提供密碼認證，避免設備被非法管理者

侵入更改。 

(4) 設備提供 SNMP協定，方便管理者收集資料與

監視設備是否正常運作。 

(5) 訂定使用者連接方式，決定各區使用頻道與連

接 SSID。 

(6) 訂定 IP管理辦法，以有效分配與使用 IP資源，

設備採固定 IP方式，方便使用遠端控制，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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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採用動態 IP取得，減輕使用設定困擾。 

(7) 提供認證伺服器以提供授權連接，避免非法使

用者使用，也紀錄使用者的連接歷程，以便事

後追蹤管理用，也可以做流量統計與

Accounting功能用。 

 

3.2無線網路系統維護 

(1) 硬體維護 

由於設備大都安裝於室外，除要考慮防水防盜

等問題外，也要考慮室外的溫度與溼度對設備

的影響，最好使用恆溫恆溼的電器箱。此外還

有設備的避雷設施亦不可忽略。 

(2) 利用 SMNP協定之工具程式(如 SMNP Network 

Manager)，監視設備是否正常運作。 

(3) 利用MRTG 程式統計與分析每一個設備的流

量，如圖 2所示。 
 

`Monthly' Graph (2 Hour Average) 

 

Max  In: 83.3 kB/s (6.1%)  Average  In: 2101.0 B/s (0.2%)  Current  In: 335.0 B/s (0.0%) 

Max  Out: 307.3 kB/s (22.4%)  Average  Out: 10.6 kB/s (0.8%)  Current  Out: 1597.0 B/s (0.1%) 

 

圖 2.MRTG流量統計圖 

 

 

 

(4) 韌體更新 

韌體更新的目的是修正系統的暇疵，與增加系

統功能。設備提供群組設定功能，利用此功能

不需要一台一台設定，只需設定一台後再廣播

到群組的設備。 

(5) 設備新增與更動 

設備架設後，經訊號測量或實際使用，找出需

要加強的位置，彌補收訊不良區域，任何新增

或移動設備，應先經訊號測量分析，確定該區

域訊號微弱，而不是訊號干擾。新增後也要做

量測分析，避免干擾現有設備。 

(6) 無線網路分析 

以無線網路分析軟體，有效監控無線網路通

訊，協助進行網路故障排除，輔助無線網路安

全控管。 

a.擷取所有 802.11b協定的資料與管理訊號，可

以顯示每個封包的資料傳輸速度、頻道、訊號

強度。 
b.辨識離群孤立的無線收訊站，以確認是否為

合法使用者 

c.辨識潛在的安全問題，利用持續掃描企圖登

入認證失敗的舉動，藉由擷取資料，可找出網

路流量是來自那一個MAC或將傳送到何方。 

d.分析高層網路協定，可以迅速問題點，究竟

是出現在傳送端，或是在存取站端，如此可以

確實了解問題發生的細部資訊。 

e.解決訊號干擾問題，利用每個封包的訊號強

度、傳輸速率、頻道、與 fragmentation。可以

監控多個存取站各個無線 cell 邊界的通訊狀

態。如此可以發現在特定情況下會出現 dead 

spots，或找出區域干擾情況是否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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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線校園網路的發展與應用 
 
根據 IDC的統計，2004年時，全球無線通訊市場會

達到 145億美元的規模；根據資策會預測，今年臺

灣無線應用解決方案，將有 4.8 億元的規模，而且

臺灣的 WLAN 產量已經是全球第一。這些數字、

統計都在預測無線通訊的市場，如果從使用面來

看，過去我們習慣使用 PC 上網的行為，也預計在

明年出現轉折。Jupiter Research 報告指出，非 PC

產品的上網率將超越 PC，上網的地點不必被限制

在桌上，而上網的設備也不再是 PC。 
    未來，學校在技術上及管理上更趨成熟，便能

進一步藉由相關設備及軟體的連結開發，提供線上

教學、線上查詢、線上圖書館、線上資料庫等無線

的服務。且目前普遍使用的 IEEE 802.11b無線區域

網路標準，傳輸速度最快為 11Mbps。這種速度對

瀏覽一般網頁或傳送電子郵件來說已足夠了，但若

要欣賞高品質的網路影音，可能就有些吃力。因

此，業界開發的另一個無線區域網路標準 IEEE 

802.11a，傳輸速度最高可達 54Mbps，足足比 IEEE 

802.11b快了 5倍，如此就可應付更豐富的網路多媒

體內容。 

底下即以能提供即時多媒體內容之「網路電

台」為例，說明如何建置與開發無線校園網路應

用，讓師生無論身處校園的任何角落，只要利用無

線網路卡搭配適當的行動裝置就能即時獲得校園

多媒體資訊和享受美妙的音樂。 

 

(1) 網路電台的建置 

利用微軟的 Windows 2000 Server 中的

Windows Media Services，即可達到資料流傳輸的功

能。而資料流伺服器需要傳送許多具有時效性的資

料封包到多重用戶端，若有各封包未及時接收而導

致撥放延滯，使用者會感到撥放的品質很差，但經

嚴格的測試中發現，使用者端不斷線的情況下或者

多人同時 Access時，各使用者皆可以完整接收寬頻

資料流，所以經實驗後評估微軟的Windows Media 

Services是目前較為可靠的資料流伺服器平台。 

 

(2) Microsoft Media Services 伺服器的應用  

 

a. Microsoft Media Server(MMS)傳輸媒體: 

串流媒體技術起源於 1995 年由 RealNetwork

公司發展提出。首先推出的服務，則利用網

路聽取廣播，串流媒體技術的基本原理則是

將影音檔透過網路傳送方式，一段一段的傳

送至使用者的電腦上，可邊傳送邊觀看，不

同於一般的媒體檔格式(AVI.MPEG.WAV)需

要下載整個檔案才能播放，這種檔案格式稱

為 ASF (Advanced Stream Format) ，中文翻

譯為進階資料流格式。ASF是由Microsoft公

司所開發的Windows Media Technology 檔案

格式，提供高品質的數位影音視訊，並可自

動同時傳送配合多種不同頻寬來符合使用者

的網路速度，達到最佳的瀏覽品質。而在建

置網路電台的應用上，首先建立兩台伺服器

分別為 Encoding Server 與 Media Server，

Encoding Server 負責將聲音與影像來源壓製

成 ASF格式檔案，儲存於較大的硬碟之中，

使用者可透過MMS協定至Media Server取得

正在播放影音檔案，完成傳送接收的功能，

其工作原理如圖 3所示。 

 

b.實施結果: 

以PDA或筆記型電腦等行動裝置再搭配無線

網路卡，就可利用無線網路即時收聽校園網

路電台。其透過串流媒體技術，也能結合視

訊、影像和聲音，即時播送；並經由無線網

路，便可完全擺脫以往只能使用有線網路傳

送的空間障礙，讓師生們可以在校園任何地

點收聽到悅耳的旋律，以及隨時掌握更精準

的校內即時新聞與多媒體資訊，其實施架構

如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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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Microsoft Media Server工作原理示意圖 

 

 

 

5. 結論 
 

目前 IEEE 802.11a在美、日等地已有相當多產

品問世，包括網卡、橋接器、家電及汽車。其中汽

車部分是用來搭配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讓駕駛人到

了陌生地方時能夠更新電子地圖。且 IEEE 802.11a

有向下相容的雙頻產品，所以針對目前 IEEE 

802.11b的產品，兩者是可以共同使用的，而由於採

用不同的頻帶，並不會有干擾問題。所以，未來無

線校園網路的規劃可加入 IEEE 802.11a的產品，讓

無線飆網更加順暢快速，更可提供優質的多媒體傳

輸服務。另外，在未來後 PC時代中，PC將不是再

唯一可以使用的 Client 端介面，取而代之的將是

Socket PC、3G手機、Notebook、PDA以及各種可

經無線網路傳輸資料的設備。所以，研究可移動式

(Mobile)的資料交換技術，將是建置無線校園網路

環境的後續階段，且若能設計出更輕薄的使用者裝

置，開發更方便及更多元化的使用者介面來提升學

習效果與教學品質，讓校園生活更多采多姿，將會

是未來無線校園網路發展與應用的重要議題。 

 

The HTTP or MMS protocol 

To the Windows Media player 

on the client 

Internet Users 

Internet Users 

Windows Media Server 

Windows Web Server 

(Windows Server 2000) 

 

Live Encoding 
(Windows 2000 Pro) 

Stored 
content 

Microphone 
Music Sound 

Video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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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無線網路電台實施架構 

 

 

 
 

6. 致謝 
 

本計畫(無線網路之教學改善計畫-計
畫編號：E116)的推動承蒙教育部「提昇
大學基礎教育計畫」經費贊助。 
 
 
7. 參考文獻 

 

[1] K.C. Chen and C.H. Lee, “RAP- A Novel Medium 

Access Control Protocol for Wireless Data 

Networks”, IEEE GLOBECOM ‘93, vol.3, pp. 

1713-1717. 

[2] B. Bing and R. Subramanian, “A Multi-Access 

Technique for Broadband Wireless Local 

Network”, Computer Networks, vol.31, pp. 

2153-2165, October 1999. 

[3] C.C. Lu and C.Y. Ko, “A Media Access Control 

Protocol Architecture for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s”,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s ‘93, vol.2, pp. 1005-1009. 
[4] J.E. Padgett, C.G. Gunther and T. Hattori, 

“Overview of Wireless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IEEE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Jan. 

1995, pp. 28-41. 

[5] Richard Van Nee and Geert Awater, “ New 

High-Rate Wireless LAN Standards”,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pp. 82-88,December 

1999. 

[6] Ashar Aziz and Whitefield Diffie, “Privacy and 

Authentication for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s”, 

IEEE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pp. 

25-31, First Quarter, 1994. 

Internet Users 

Internet Users 

Internet Users 

AP 

Windows Media Server 

Internet Users 

VIT AREA 



 1 

校園行動入口網站之實作研究 

1賴慧敏 

2廖榮德 

建國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 

1hmin@ckit.edu.tw 

2amy61225@ms7.hinet.net 

 

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Internet)的蓬勃發展，上網幾乎

已經成為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即時、方便、不受

地區限制，嚴然已經成為上網者的基本需求。再加

上台灣開放電信自由化，並且在去年(2001年)順利

的完成3G執照的開放，加上WLAN(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的應用更加普及化之後，其不受地區

限制的方便性勢必會吸引更多的人口參與行動上

網的行列。本研究將應用網路的多媒體資訊，並且

以WML(Wireless Markup Language)為撰寫語言，開

發具有吸引學生使用的「殺手級應用」。本系統將

針對校園內的使用，提供個人化服務及校園行動定

位功能，經由實作的證明，顯示此系統相當的具有

親合力且操作容易，透過網路高度方便性與即時

性，進而提升各類應用的價值。 

關鍵字：WAP,WML,行動網路 

 

1. 前言 
 
近幾年，行動網路(Mobile Internet)成功結合了

IP(網際網路通訊協定)及TELECOM(通訊)，所創造

出一個沒有地域限制、溝通便利、快速的環境後，

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改變大家的通訊行為模

式及生活與工作型態。 

行動網路本身具有「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通

訊」的特性，可以附加價值的方式來提供通訊行動

性能(mobility)以及個人化(personalization)的服務。

例如以學生來說，一個快速、豐富及貼近需求的使

用，可以讓學生有多樣的選擇他們想獲得的資訊，

如新聞的閱讀、股市行情、成績查詢、校園資訊等

等。 

近來各家的行動業者都在大力的宣導透過具

有WAP/GPRS的手機上網來傳輸資料或者找尋新

聞標題快報、股市金融行情、查詢氣象、訂購商品

等。因此，本研究以手機為一個發展的平台，以WML

為撰寫語言，結合WAP所具有的多方面的資源與

GPRS的高傳輸率，來建置一個結合校園資訊的行

動入口網站。 

     

2. 文獻探討 
 
2.1 行動網路(Mobile Internet) 

 
隨著各式各樣提供 Internet 連接無線設備如

PDA、無線區域網路(Wireless LAN)、GPRS、以及

第三代行動電話的出現改變了使用者只能在特定

地點，選擇以電腦連上網路，才能享受 Internet 無

遠弗屆的便利。由於新一代的無線設備提供的寬頻

服務，需要有 IP 位址的連結，所以有 Internet 

Mobility的需求產生。Mobile IP(MIP)為 IETF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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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通訊協定，只要功能為使主機以一個使用者的

固定／半固定的位址，和一個臨時的 IP位址來相連

接到網際網路，將使用者的原始封包架在臨時的Ｉ

Ｐ封包上，並以該臨時封包作為漫遊網路中路由的

依據。而這個對使用者而言，並不會感覺到臨時位

址的存在，因此原先處理到一半的事情就不會因為

到其他 IP Network／Subnet而被中斷。 

Mobile IP 可分為３個主體，工作原理如下： 

(1) Mobile Node (MN)：一個可漫遊至不同 IP 

Network／Subnet的主機。 

(2) Home Agent (HA)：一個於Mobile Node之Home 

Network 的路由器／主機，用以紀錄ＭＮ的目

前位置或狀態，並在ＭＮ漫遊至其他的ＩＰ網

路時將封包以 Tunnel的方式轉寄至ＭＮ。 

(3) Foreign Agent (FA)：一個可接受ＭＮ漫遊服務

的路由器／主機，可給予ＭＮ一個臨時的ＩＰ

位址(Care-of-Address)，de-tunnel從ＨＡ寄來給

ＭＮ的封包並轉寄給ＭＮ。 

當Mobile Node接上網路時，若發現不處於自

己的 Home Network，可從ＦＡ取的一個臨時 IP 

Care-of-Address，然後向自己的ＨＡ註冊並做安全

認證，並告知ＨＡ、MN目前臨時 IP位址。[1] 

 

2.2 WAP(無線應用通訊協定) 

 
WAP (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無線應用

通訊協定)[2]是將網際網路(Internet)或企業內網路

(Intranet)的軟體內容傳遞到行動電話及其他無線裝

置(包括 PDA、pager)的一個開放式標準協定，也是

新一代多媒體電話的標準作業平台。主要目的是要

提供任何數位式行動電話系統(GSM系統)與其他無

線服務中端裝置之間的內容傳送，例如傳送影視資

訊及星座查詢等。 

WML(Wireless Markup Language，無線標記語

言)[2]是類似 HTML 語法，是 WAP 的一部分，它

主要包含四個主要範圍： 

1、 提供文字和影像支援，多樣化格式和編排命

令。 

2、 WML 的 card 是結合 deck。而 deck 是類似

HTML 網頁中在其 URL 辨識和單位內文的

傳送。 

3、 參數能設定全部 WML 的 deck 使用狀態模

式。設定參數變數同時能夠取代文字或執行

時，取得更多的網路效能。 

4、 支援管理導引到 card 和 deck 之間，包括到

事件處理命令。這能引導提供固定並且執行

文稿。 

WAP 對一般使用者的價值在於它能讓使用者

可利用行動電話等無線設備獲得即時性的資訊，例

如新聞報告、股票行情等。對內容提供者而言，WAP

可以幫助現有的網路提供者，將他們的網頁內容傳

送到電腦以外的無線設備上，換言之，它提供內容

提供者另一個延伸服務的管道。而對於企業內部的

用戶來說，WAP 可使員工不分地點、不分時間的

利用行動電話擷取企業 Intranet 上的相關資訊，如

產品價格變動、產品的庫儲量數量，這對於採取M

化的企業在效能提昇，WAP是相當具有潛力的。 

 

2.3GSM(全球行動通訊系統) 

 
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3]除提供一般電話服務外，還提供

客戶許多其它完整之電信服務，如：電傳服務(Tele 

services)、載送型服務(Bearer Services)和增強型服

務(Supplementary Services)。目前在 GSM規格中已

定義之服務稱之為核心服務，這些核心服務皆能被

網路所辨別，得以進一步做特殊處置。例如：電話

服務和載送型服務可有不同之計費，或對電話服務

和載送型服務提供不同之服務等級。在 GSM 規格

中還定義了一些如：全自動漫遊、廣播介面加密、

客戶身份認證和手機安全檢查等功能。此外，GSM

規格容許 GSM 基礎網路製造商發展建立尚未明訂

於規格中之新服務。 

 

2.4 GPRS(整合封包無線電服務) 

 
GPRS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整合封包

無線電服務)[4]通稱為「2.5G」利用既有 GSM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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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升級，也是跨入第三代行動通訊(3rd Generation)

的重要技術。主要是改善 GSM的數據傳輸能力(僅

有 9.6Kbps)，以「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取代「電

路交換」(circuit switch)，大幅提升傳輸速率，有效

運用無線頻譜資源，讓更多人加入使用，如圖 1。 

電路交換 (Circuit-Switch)是網路在發送端

(Transmitter)與接收端(Receiver)間建立一個固定通

道，不管發送端有無傳送，網路在通道上保留了固

定的頻寬與路徑等網路資源供發送端使用。 

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是發送端將資料割成

一段段的封包，發送端在每個封包那標記接收端的

位址後傳送到網路上，網路依據封包那的位址將封

包傳送到接收端的所在位置，接收端收到封包後在

將封包重新組合起來。 

 

圖1: GPRS網路能同時進行電路交換與封包交換兩

種傳輸方式(資料來源:網路通訊) 

 

2.5 3G(3rd Generation)  
 

3G ( third generation )，是第三代行動通訊的

簡稱。它是一種以 IP(網際網路通訊協定)為架構的

新興無線通訊技術，並可提供數據傳輸至 384Kbps

以上的服務。當前 3G主流的技術有 3種： 

1、WCDMA：由 GSM延伸，為一新頻段、新技術。 

2、CDMA2000：係由 CDMA發展出來。使用 CDMA

系統的國家，多半集中在美國和南韓等地。 

3、TD-SCDMA：由中國大陸主推的 TD-SCDMA 

，係為大陸中科院及德國西門子合作研究開發的新

技術。[4] 

由於 3G 手機與基地台能以高速傳輸資料，更

由於手機的攜帶方便性，可隨時提供我們查詢地點

的位置服務，與擷取網際網路豐富的內容、查詢資

訊及從事行動電子商務，而無須只靠個人電腦、家

庭電腦或電視機才能享有這些服務。 

 

3. 系統架構與系統流程 
 
3.1 系統架構 

 
本系統的架構，如圖 2。主要功能為個人化服

務及校園行動定位，學生本身可先輸入個人化資訊

給網頁和網站管理者，包括學號、年齡、性別、居

住地、職業與各類的喜好，對於學校經營者說，這

些都是極具價值的資訊，可以引為根據提供個人化

服務與資訊內容[5]。藉著短小輕盈的無線手機或

PDA等和無線通訊器材以WAP方式瀏覽網頁並搭

配 GPRS的高傳輸率，使用者就能以快速、方便的

特性，獲得第一手的資訊，如圖 3。 

 
圖 2 : 系統架構 

 
     圖 3 : WAP與Web內容傳遞路徑圖 

 

3.2 系統流程 

 
本系統利用無線通訊應用系統流程，主要

是提供學生在校園內可獲得所需即時的資

訊。透過學校系統網站介面與學生互動並藉由

資訊擷取介面，以及即時無線通訊介面，即可

立即獲得所需要的訊息。如圖 4。 

系統架構 

個
人
化
服
務 

校
園
行
動
定
位 



 4 

 
圖 4：系統流程 

      

4. 系統實作 
 
4.1 個人化服務 

 
在訂定個人化服務的過程當中，如圖 5，透過

資訊提供類型入口網站的 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網路內容提供業者)將專業服務廠商所提

供的專業加值的元件包括 Communication(通訊)、

Community(社群)、Content(內容)、Commerce(商務)

置於 DBMs中讓學生挑選所想要的服務，最後將學

生量身訂做服務加以組裝，如圖 6。 

 
圖 5：訂定個人化服務 

 
圖 6：個人化內容 

舉例如下:當學生選擇以個人化服務的成績查詢功

能時，系統顯示課程相關資訊，使用者可輸入欲查

詢的科目。如圖 7。 

 

圖 7：成績查詢 

學生經由輸入學號及科目代號後，便可以得知

期末的分數，如圖 8。 

 

圖 8：成績結果顯示 

 

4.2行動定位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6]。其系統應含兩部分： 

(1)地理資訊 

    地理資訊具備兩種特性：一是地理區分

(Geographic Location)，在於描述地理空間上的相對

或絕對位置；另一種是屬性(Attribute)，為描述此等

現象的特徵，例如名稱、數值等由文、數字所構成。

而這些地理資訊隨著時間而改變所以是一種空間

動態資料。事實上地圖(Map)即可視為人類嘗試對

地理資訊作業掌握而發展的一種圖面表示。 

(2)資訊系統 

    根據 NCGIA定義，資訊系統是“一系列作用於

原始資料產生資訊，用於輔助決策訂定的程序。” 

   一個地理資訊系統通常具備三個主要子系統來

處理地理資料，分別是： 

a.圖形功能模型：用來處理圖形資料。 

b.資料庫模組：用來管理地理資料。 

c.資料分析模組：將地理資料做有效的分析使

基
本
資
料 

成
績
查
詢 

新
聞
閱
讀 

股
市
行
情 

資
料
查
詢 

個人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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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無線網際地理資訊系統基本上是將網際地理

資訊系統擴展至無線通訊領域，除了具備網際地理

資訊系統的架構之外，再加上無線通訊的應用，把

GIS資訊呈現在移動設備上，如圖 9。 

 
         圖 9: 無線地理資訊系統之架構 

 

「行動定位」這個名詞是隨著行動電話的普

及，由通訊業者提出。目前在台灣就有電信服務業

者推出的名為「行動嚮導」服務[7]。本系統根據學

生所持手機現在的位置，不需任何的指示，基地台

會自動的精確的定位並且搜尋學生現在的地理位

置，提供最符合的搜尋，如搜尋學校餐廳美食、各

種教室的使用情況、各處室聯絡電話、最新公告、

服務系統… 等。 

舉例來說，系統依據學生所在位置可顯示相關資

訊，當進入行政大樓內可得知各處室資訊。如圖

10。若學生想要了解教務處提供的訊息或最新公告

可透過手機查詢，如圖 11。 

            

圖 10：使用行動定位 

 
圖 11：查詢各處室公告的畫面 

 

 

5. 結論與建議 
 

  國內行動電話用戶數的普及率已經超過 100

％，幾乎已經拿下全球第一名的位置而且也深入一

般民眾生活的一部分。但會使用行動用上網的人口

僅有 25.5萬戶[8]，在加上因為競爭的關係，使的大

哥大的費率不斷的下跌。其結果是平均每個客戶的

通話分鐘逐年提昇，但實質的營收確無法增加。因

此當今行動網際網路的提供者應將重點放在如何

開發吸引具有殺手級的應用程式如多媒體簡訊、個

人化網路，以及結合網際網路高傳輸率、低費率等。 

一般而言，使用 GSM 通訊系統傳輸數據資料

有相當多的缺點，例如其傳輸速率僅有 9.6Kbps、

每次傳輸數據資料時都必須撥接上網、費用是以連

線時間來計算，所以相較於 Internet 的傳輸速度、

LAN上的網路隨時接上網，收費低廉等特點。導致

遲遲無法使的 GSM 通訊系統傳輸普及化的主要原

因。 

   GPRS 網路的發展最主要的目標就是為了改良

GSM通訊系統的傳輸速度。而要從 GSM網路升級

到 GPRS網路主要是在網路內加入了提供通訊網路

內的路由器，與所有管理數據有關功能的

SGSN(Serving GPRS Support Node)以及負責分配各

個手機的 IP 位址及網路上防火牆(Firewall)功能的

GGSN(Gateway GPRS Support Node)[9]兩個新的網

路設備節點，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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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GPRS網路是在 GSM網路中加入 SGSN以

及 GGSN兩個新的網路設備節點。(資料來源:網路

通訊) 

 

從原本的 GSM 系統升級到 GPRS 系統之後，

網路提供服務品質 QoS(Quality of Server)也獲得了

大幅度的提昇，例如每位用戶的傳輸率 (Data 

Rate)、傳輸資料遺失比率(Data Loss)、最低的延遲

時間(Minimum Delay)、各個封包延遲時間的差異

(Delay Variation)。因此在 GPRS網路內以WAP協

定傳輸WML網頁方式操作，如圖 13。 

 
圖 13: GPRS網路內以WAP協定傳輸WML網頁

方式(資料來源:網路通訊) 

電信營運業者只需要小幅度的改變後，將會創

造更多的商機、增加網路的使用率、更有彈性的使

用通訊頻段，而且會使的每名客戶的貢獻度

(Average Revenue Per User:ARPU) 隨著系統的改善

之後有顯著的增加。 

 

本研究對後續相關研究有以下的建議： 

(1) 本研究主要是研發設計結合WAP與GPRS通訊

系統為介面，並無考慮到低功率行動電話的潛

力。 

(2) 隨著行動通訊的發展越來越受到歡迎的趨勢，

使用者對於保護個人資訊的需求也越來越迫

切。所以建議未來可進行行動通訊和資訊安全

機制結合的相關研究。 

(3) 由於 GPRS系統正逐漸擴展到生活應用面，那

是否能搭配其他的應用如WLA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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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際網路的無限資訊，是全世界最大的教材

庫。但是國中小的建築物大多都是九年國教實施時

所建，若要放管佈線架設有線網路，施工有時十分

因難。無線網路可以和現有的有線網路緊密結合，

延伸網路的連線範圍，讓老師隨時隨地都能應用網

路資源教學。 

本文希望藉由無線網路實地架設測試，提供給

中小學作參考，讓無線網路能解決部分中小學網路

架設的問題。 

關鍵詞：無線網路 校園網路 

 

1.前言 
 
進入資訊時代，科技帶動生活及工作型態的改

變。為因應知識經濟所帶來的衝擊，提升未來國民

整體素質，教育部積極推動『資訊科技融入各科教

學』，希望老師平常授課時，能夠隨時運用資訊科

技來進行教學。 

不過，依中小學的設備現況，要使用電腦來進

行各項教學活動，必須在特定時間內、到特定的教

室(電腦教室或視聽教室..)中才行，而這些特定教室

的上課量往往又已經飽和了。為了讓老師平時即能

運用資訊設備教學，於是又規劃了『班班有電腦』。

電腦除了能展示老師自製的教材外，網際網路上無

限的資訊，更是最好的教材庫。大量的純文字、多

媒體的教材，經由網路直接送到各個教室，大大地

增加了教學效果。可是沒有網路到達的地方，就必

需增加網路設備，才能存取網路上的資源。 

目前中小學的網路多以同軸電纜、對絞線或光

纖等線材為主，搭配集線器、路由器形成校園網

路。多數學校建築在網路普遍之前建成，所以沒有

預留網路管線。要新增網路設備，只能外加管線，

有的甚至必須要穿牆破壁，才能架設！架設完成

後，電腦必須牽就網路線所在的位置，不能隨意移

動，一旦更動，又要再重新佈線。 

我們將網際網路視為跨越時空的學習利器，卻

發現，必須在電腦教室空堂時、而且在電腦桌前才

能取得這些資源，時間空間的障礙還是存在！ 

無線網路可以避免這些限制，滿足需求。不管

是教室裡的任一角落，或是校園中樹蔭下，只要在

無線網路服務的範圍內，配備無線網路設備的電腦

都能隨時隨地存取網路上的所有資源，突破有線網

路所造成的限制，真正發揮網際網路在教學上的功

能，達到資訊融入各科教學的理想。 

 

2.無線網路的基本規劃 
 

規劃無線網路首要步驟，在於確實了解使用者

的使用需求與使用環境。為了清楚的了解使用者的

需求，必須事先和使用者做溝通，把會談內容做成

書面資料，以備查閱。接著確認使用環境，目前已

存在的線路狀況、網路流量、已連線的電腦數量、

無線網路要達成的效益..等都要確實瞭解。例如：

把無線網路應用在網路骨幹上，必須確定各據點有

線網路的佈線現況、建物分布與要傳送資料的類

型。若是要直接連接個人電腦，還需要考量欲連線

之電腦數量、電腦所在位置、服務範圍… 等較明確

的資訊，方能規劃適當的無線網路設備項目、數

量、與符合使用需求的網路頻寬速度。 

目前無線通訊技術在網路上有許多不同的標

準，例如 IEEE802.11、IEEE802.11b、藍芽

（Bluetooth）、紅外線等等。其中 IEEE802.11b是為

了能使傳輸速度達到 11Mb由 IEEE802.11發展而來

的，在電腦無線傳輸的應用上最普遍。所以，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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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討論遂以 IEEE 802.11b為主。其基本規劃模式可

分為四種：Ad-Hoc mode、Infrastructure Mode、

Roaming Mode、Wireless Bridge。 

 

2.1.Ad-Hoc Mode： 
各插一片無線網路卡，利用無線網路卡發出的

無線電波通訊連接，形成一個基本服務群(BSS, 

Basic Service Set)，每個 BSS都有一個唯一的識別

碼來和其他的 BSS區別。相當於有線網路中，以跳

過線的網路線和其他電腦直接連接一樣。 

 

 

 

 

 

 

 

圖 1.BSS，基本服務群 

 

I． 為每一個要連線的設備加裝一片無

線網路卡即可。 

II． 只依靠無線網路卡來收發訊息，無法和其他

網路相連，擴充性小。 

III． 由於通訊的範圍小，網路卡上附加

的天線即已足夠，不必再外加天線。 

IV． 若要對外連線，選擇其中一部電腦加

裝數據機，再安裝閘道器(Gateway)

軟體，把它當成和外界連接的閘道

器，即可和其他網路相連。 

 

2.2.Infrastructure Mode ： 
在原本 Ad-Hoc的模式中，增加 AP(Access 

Point，存取點)設備即可。有了 AP，就能和有線網

路相連，使原本封閉的無線架構連上外界的網路，

存取外部的資源。服務的內容被延伸，形成一個延

伸服務群(ESS-Extended Service Set)。 

 

 

 

 

 

 

 

 

 

 

 

 

圖二，ESS，延伸服務群 

Internet 

AP 
Intrnet 

Infrastructure Mode 

I． 利用 AP和有線網路相連，無線網路內的所

有電腦設備即可透過 AP存取有線網路內的

各項資源。若有線網路已連上網際網路，無

線網路內的各項設備也可以連上網際網路。 

II． 有些 AP還內建有數據機或 IP分享器的功

能，可直接和網際網路相連。 

III． 電腦設備不需特別選擇天線，網路卡上附加的

天線多已足夠。 

2.3.Roaming Mode： 

無線漫遊是以上兩種基本架構的應用。主要在電

腦設備必須不斷移動，但又同時能存取網路上的資訊

時使用。 

2.3.1室內漫遊 

 
 
 
 
 
 
 
 
 
 
 

圖三：室內漫遊 
I． 當室內過大，超過一個 AP的服務範圍時，可

利用兩台以上的 AP共同服務。 

II． 先測試各 AP的最大服務範圍，找出 AP的最

BSS 

Ad-Hoc 

Internet 

Internet 

 



佳設置點，讓某一 AP訊號快要消失時，另一

AP恰好可以接上，以每個角落都能收到訊號

為原則。 

 

２.3.2．室外漫遊 
I． 按照建物分佈、建物高低來找 AP最佳設置

點。若建物夠高，通常置於建物高度外牆

的一半，或者將 AP置於室內，搭配室外天

線。建物若不高，則將 AP置於屋頂會較為

理想。 

II． 天線若置於建物頂樓，則選用全向式天

線，若置於建物外牆則選用定向天線。 

III． 若需服務的範圍較大，則搭配功率較大的

天線。 

 

 
 

 

 

 

 

圖四：室外漫遊 

 

2.3.4 Wireless Bridge： 

當建物間的距離過大，又有大量資料流通時，

可以利用 AP搭配大功率的定向天線來連接。 

             

                

 

 

 

 

 

圖五：大樓間的連接 

I． 只用來連接兩棟建物時，可選擇功率大的

定向天線。 

II． 若選定一棟建物當作中心，連結二棟以上

的建物時，中心建物使用全向性天線，其

餘建物使用全向或定向性天線和中心建物

連接，頻寬由所有線路共享。為使流量順

暢，可在中心建物架設具有流量管制的路

由器，控管各建物的流量。 

III． 若有二棟或以上的建物連結，但沒有選
定中心建物時，頻寬由所有線路共享，但

無法做流量管制。天線多選用全向性，範

圍較小。 
 

3.無線區域網路的架設步驟 
 

大致可分以下四個步驟 

I． 確定無線網路的服務範圍 

無線網路多和有線網路配合，做為有線網路

的延伸，在架設有線網路有困難時、或者僅為了

方便省事時使用。所以，首先要決定其服務範圍，

確定那些電腦設備是要利用無線網路連接，無線

訊號要涵蓋那些範圍。 

II． 找出 AP最佳設置點 

確定服務好範圍之後，再來以『用最低的成

本滿足所需的要求』為原則，就服務範圍來決定

AP所在的位置。若有必要，再搭配合適的天線。

我們將在下節中，以目前學校中最常見的建築形

狀為例，試著找出最佳 AP設置點，提供中小學

設置時的參考。 

Internet 

III． 決定硬體設備 

目前來說，傳輸速率 11MB的 AP逐漸成為主

流，選擇時自然以此作為選擇的依據。另外若範

圍過大，需要搭配天線，則依範圍及環境特性來

決定天線的功率或型式。範圍越大，天線功率也

要越大。 

天線的型式大致可分為全向性天線和定向性

天線兩種。 

 全向性天線的有效範圍通常較小，但以

天線為中心、360度的範圍都能服務。電

波發射的情況類似燈塔的燈光，但 360

度都能同時發射，不過天線的正下方會

有死角，沒有訊號。垂直方向的張角，

依天線廠牌型號有所不同。 
 3 



 定向性天線的電波朝固定方向發射，垂

直、水平方向的張角不盡相同，可以依

需求的距離和範圍來決定。除了服務特

定方向的區域之外，建物和建物間的連

接，通常也使用定向天線。 

IV． 與網路骨幹連接 

除 Ad-Hoc mode之外，其餘的模式都要有

AP。Ad-Hoc mode 和其他網路的連接方式，請參

閱前一節的說明。其餘的模式，AP都以網路線和

集線器連接。 

V． 調整與修正 

開始使用無線網路之後，若發現和當初規劃

不同的地方，就要做調整和修正。常見的問題是

通訊有死角、服務範圍不符需求、頻寬不足、收

訊不良… 等。通常改變 AP的設置點、調整天線

的角度、更換更大功率的天線可以解決大部分的

問題。 

 

4.AP設置點實地測試 

 
4.1. 第一部份：室內型 AP 

測試配備： 第一組：Dlink DWL-1000 AP、

DWL-650 無線網路卡。 

第二組：Z-Com LANEscape 

XI-1000 AP、WL2432無線網卡。 

測試結果：對牆壁的穿透例非常差。無遮蔽

物約 60公尺，有牆壁約兩面牆 20

公尺。 

 

4.2. 第二部份：室外型 AP 

測試配備：Z-Com LANEscape WL2450 AP、

WL2432無線網路卡、3dB全向性室

外天線。 

測試環境：彰化縣立鹿港國中普通教室，為標

準 9×7公尺長寬之鋼筋水泥教室，走

廊約２公尺寬，屋齡約 30年。 

A、一字型教室（室內） 

 天線位置：置於室內。有效範圍：左右１間。 

 

圖六：一字型教室(室內) 

註：圖中紅點為 AP位置，黃色部分為有效範圍之

教室區域。 

 

B、一字型教室（室外） 

  天線位置：置於室外走廊，離牆壁約２公尺。 

   有效範圍：左右４間。

 
圖六：一字型教室(室外) 

 

C、兩排一字型教室 

天線位置：置於兩排外側室外走廊，離牆壁約

２公尺。 

有效範圍：第一排４間（同一字型）、無法穿透

到達第二排。 

 
圖七：兩排一字型教室 

D、Ｌ字型教室 

天線位置：置於距Ｌ形交點４間教室之室外走

廊，離牆壁約 2公尺。 

   有效範圍：８×８間。 

 

圖八：L字型教室 

 

５、ㄇ字型、□字型教室 

天線位置：置於距ㄇ形頂端中間教室室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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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離牆壁約 2公尺。 

   有效範圍：８×８間。 

圖九：ㄇ字型、□字型教室 

 

5.無線網路在中小學之應用 
傳統的有線網路，限制使用者只能在固定的位

置，甚至有限的時間內才能存取資訊，對於資訊的

應用和取得是一項極大的障礙。 

同時，架設有線網路不僅要大費周章地拉線放

管，如果有兩間以上的教室要上網，還免不了打洞

穿牆。無線網路具有高移動性，在AP的服務範圍內

可以在任何位置上網；而且架設容易，可以輕鬆地

結合有線網路，十分符合我們目前的需求。  

現在，我們就依本文第二節所說的各種基本規

劃模式，來看看目前在實際的環境中如何來應用。 

 

5.1. 班班網路，處處教室 
一般而言，學校中的電腦教學設備都集中放置

在如電腦教室之類的特定場所，要使用這些設備，

必須在特定的時間，根本難有使用機會。而國中小

的教室多是民國57年九年國教實施時所建，建築物

沒有預留管線、各教室位置又分散，放管佈線極為

麻煩，除了美觀上的問題，也會因潮溼或其他困素

造成網路故障，日後維修不易。 

若能利用無線網路，讓服務範圍涵蓋教學大

樓，或任何校園的教學區，教師只需帶一台筆記型

電腦搭配無線網路卡，不管是在教室裡或是在校園

中都能取得網路上的豐富資源，突破實體教室的限

制，把整個校園都當成教室，把資訊科技真實地運

用在各科教學活動中。 

 

5.2. 跨距連線，資訊共享 
在同一地區內，若有多所學校都有上網的需

求，按以往的作法，只能個別向電信局申請數據專

線，但是這樣的專線，月租費並不便宜。若以無線

網路連接各校的網路中心，就可省下專線的費用。

而且無線網路設備可以統一維護控管，減輕學校負

擔。 

 

5.3. 巍巍黌宫，一脈相承 
學校建築物的內部網路多已建置完成，但是因

地形距離的關係，只好各自形成一個封閉的網路，

若有資訊必須交換，苦於沒有適當的通路而無法完

成。若利用無線網路將學校中的行政大樓、圖書

館、辦公室、專科教室都連線，學校中的資訊可以

自由流通，行政效率也會提昇。 

如果學校的整體網路已經完成，也可做為預備

系統，萬一有線網路損壞，無線網路也能暢通。 

 

5.4. 臨時需求，自在悠游 
學校裡有時會舉辦座談會、研討會、展示會…

等各種活動，經常會使用電腦設備，存取校園中的

資訊，甚至要連上網際網路。這樣臨時的網路需

求，無線網路是最佳的選擇。只要將AP和現場的集

線器相連接，在訊號所能到達的範圍內立刻架設一

個小型網路，隨處都能連線上網。即使用現場完全

沒有網路設備，也能找到適當的無線設備即架即

用，輕易地滿足需要。 

 

6.結論與建議 
 
由於無線區域網路本身具有不需要佈線即能

傳送大量資料的特性，使得無線區域網路能夠被廣

泛應用在架線困難及需要便利性的場合。無線網路

的形成讓網路的空間更加的寬廣，只要在訊號涵蓋

的距離內，就能輕鬆上網，無論室內傳輸或是室外

傳輸都是不錯的選擇。但它也不是毫無缺點，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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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侯，我們發現它並不能完全滿足我們的需求。 

6.1. 無線網路的優勢：  
 機動性高，在行進間仍然可以保持和網路連線

的狀態。教師帶領學生在校園中進行教學時，

可以隨時存取學校主網路上的教材，或是網際

網路上的資源。網路的使用不再僅侷限於室

內，校園內的任何區域，只要在無線服務範圍

之內，都可自由上網。 

 安裝過程簡單而快速，沒有一般有線網路的佈

線工程，避免線材東懸西掛，影響原來的室內

佈置。 

 可與有線網路緊密結合，延伸網路的連線範

圍，不必更動現有的網路架構。即使架設完成，

需要改變網路架構時，只要重新選擇AP和天線

的位置即可，施工快速簡便。 

 從前因施工困難或距離機房太遠，無法連線的

地方，現在透過無線網路都可輕易連上網際網

路，網路使用不再有死角。 

 價格大幅下降，搭配 ISP的服務，還可享受更

大的優惠。 

 

6.2. 無線網路的缺點 
 無線網路的頻寬分配方式與同軸電纜類似，所

有頻寬由服務範圍內所連線的電腦共享。換句

話說，越多台電腦連線，單一台電腦所能分配

的頻寬就會越少。要解決這個問題，AP的密度

必須要提高。但是，這樣一來又會增加網路連

線的成本。 

 IEEE802.11所規範的無線電波頻段在

2.4GHz，相容產品使用直接序列展頻技術

(DS)。雖然不容易被偵測，但是在遇上高頻寬

的干擾原時(如 FH、微波爐)，容易被跳頻訊號

干擾訊號，訊號會有時有時無的現象，十分不

穏定。 

 無線區域網路被分類為區域性的網路，其發射

功率一般在 0.05~0.1瓦左右，為低功率設備(約

為行動電話手機發射功率之 1/10 ~ 1/100)。但

是，在電磁波對人體影響還未確定之前，任何

使用無線電波的裝置都會受到質疑。若為了訊

號傳輸穏定而加大功率時，可能引起師生家長

的疑慮。 

 無線網路的價格還是比一般有線網路高，頻寬

也比較小。若有線網路在施工、維護上沒有太

大的困難，有線網路能夠提供的穏定性、高頻

寬、低價位仍是無線網路所不及。 

 

6.3. 建議 
以我們這次實際測試的情況來看，室內 AP適

合機動性較高的短距離室內場合，如：禮堂、活動

中心、教師辦公室等﹔而長距離、長時間的使用需

求，則須配合室外高增益比的天線來作輔助，如此

一個無線 AP有效範圍才能涵蓋整個校區，符合一

般國中小學的需求。目前架設室外天線約八千元 ，

一個無線AP、再加上一個筆記型電腦用的 PCMCIA

無線網路卡、在搭配 ISP的情況下，僅五六千元。

在電腦數量不多時，是一個不錯的校園上網解決方

案。 

若要班級電腦全面建置，建築物已事先留有管

線的情況下，有線網路是比較好的做法。無線網路

設備則為有線網路的備援系統，當有線網路出狀況

時，無線網路立即可發揮其機動性。但是，若建築

物建齡已長，或是事先並未留下管線，考量施工難

易、工作時數、日後維修，無線網路的還是比較快

速且經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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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無線區域網路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簡稱 Wireless LAN) 因其便利性且不需佈線之特

性，加之價格降低等因素，已廣為各界所採用。

Wireless LAN 之標準係由 IEEE 802.11 規範。本論

文除了介紹架設無線區域網路之程序外，並以

SmartBits 智慧型多埠網路效能分析器對  IEEE 

802.11b 不同傳輸速率(11Mbps 與 2Mbps)之產出量

及訊框遺失率等項目進行測試，以充分瞭解其功能

與實際運作之效能。實驗結果顯示在傳輸較大的訊

框時，有較大的產出量與較小的訊框遺失率，這可

供進一步設計與實作無線網路服務與應用時之參

考。 

1.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隨著行動計算需求之增加及網路市場的成熟

發展，無線區域網路  [3][4][5][6] 利用其安裝快

速、移動性高、覆蓋範圍廣，及不須網路線之束縛

等優點，使得近年來無線通訊服務的發展非常蓬

勃。無線區域網路是依照 IEEE 所制定的 802.11 [1] 

標準所發展出來的無線數據傳輸標準。1999 年 11 

月無線區域網路在規格上有重大的發展，制定了 

IEEE 802.11b [2]，增加 5.5Mbps 和 11 Mbps 的傳

輸速率，而且 IEEE 802.11b 與原先 IEEE 802.11 

完全相容，其基本架構、特徵，所提供的服務都依

原有的 IEEE 802.11 標準所制定，只改變了實體層，

增加資料傳輸速率及強健的連結性。 

由於無線區域網路極易受到環境的雜訊干擾

而增加訊框之遺失率 (frame loss rate)，導致有效傳

輸頻寬降低，影響其所提供服務之品質 (Quality of 

Services，簡稱 QoS)。然而目前已有越來越多建構

於無線區域網路的多媒體應用，為能確保這些無線

服務與應用之服務品質，實際測試無線區域網路之

效能已是刻不容緩。為能對無線區域網路的整體架

構、功能及效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本論文針對無

線區域網路的架設與相關的實用功能，規劃並進行

以下之建置與測試： 

1. Wireless LAN 之架設：藉由設定相關的設備，建

立無線區域網路，作為後面幾項測試的平台。 

2. Wireless LAN 之流量分析與測試：利用 NetCom 

SmartBits 2000 智慧型多埠網路效能分析器量測

無線區域網路中無線基地台 (Access Point，簡稱 

AP) 與無線基地台間之產出量 (throughput) 與

訊框遺失率，並分析其效能。 

從建置過程中使用者可習得無線區域之建置

與規劃所需注意之事項，而實驗結果更可供設計與

實作無線網路服務與應用時之參考。測試結果顯示

                                  

� This reach was support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grant 甲-91-H-FA07-1-4.



以較大的訊框進行傳輸時，無線區域網路有較大的

產出量與較小的訊框遺失率。本論文將於第二節介

紹無線區域網路的基本架構，第三節介紹各項測試

所使用之軟硬體，並詳述各項測試之內容及步驟。

各項測試所測得之數據則於第四節呈現，並對量測

結果詳加討論。最後於第五節做一結論。 

2. 無線區域網路無線區域網路無線區域網路無線區域網路 

IEEE 802.11 資料鍵結層包括兩子層：鏈結控

制層 (Logical Link Control，簡稱 LLC) 及媒介擷取

控制層 (Medium Access Control，簡稱 MAC)。IEEE 

802.11 使用相同的 IEEE 802.2 LLC，且制定適用所

有無線網路系統的  MAC，設計與實體無關的 

MAC 協定，在一共享的媒介上讓許多使用者存取

網路。此外，IEEE 802.11 並制定與傳輸媒介相關

的實體規格，包含 915MHz 頻帶、2.4GHz、5.2GHz

頻帶與紅外線頻帶。 

無線區域網路之架構由工作站 (Station)、Basic 

Service Set (BSS) 及無線基地台 (Access Point，簡

稱 AP) 組成。其中  BSS 為基本服務區  (Basic 

Service Area，簡稱 BSA) 中所有工作站的集合，而 

AP 為 連 結 BSS 和 分 散 式 系 統  (Distributed 

System，簡稱 DS) 的設備，具有工作站的功能，也

提供工作站連結 DS 的能力。 

無線區域網路架構主要可分為兩種： 

1. Infrastructure 無線區域網路：至少包含一 AP 連

結有線網路，提供無線區域網路中的工作站和另

一個無線區域網路的工作站通訊，或是連結一般

網路 (DS) 的資源，如圖 1 所示。 

2. Ad hoc 無線區域網路：提供工作站架設通信網路

之能力，可直接跟另一工作站連結而不用經過

AP 或有線網路，如圖 2 所示。 

IEEE 802.11 原先制定之傳輸速率為 1 Mbps

或 2 Mbps，IEEE 802.11b 則增加了 5.5 Mbps 和 

11 Mbps 的傳輸速率。為了有較高的傳輸速率，

IEEE 802.11b 的實體層採用直接序列展頻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簡稱 DSSS)，而不用跳

頻展頻 (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簡稱 

FHSS)，當然也支援  1 Mbps 和  2 Mbps 的 

DSSS ，但不再支援  1 Mbps 和  2 Mbps 的 

FHSS。IEEE 802.11b 使用 dynamic rate shifting，

可依所接收到的訊號強度，自動調整其傳輸速率，

理想狀況可使用 11 Mbps 傳輸，若超過傳輸距離

或在干擾的環境中，會自動視環境的情況降為 5.5 

Mbps、2 Mbps 或 1 Mbps。 

3.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本實驗主要測試所使用的  AP 為 Avaya 

Wireless AP-3，搭配一般筆記型電腦及無線網路

卡，量測整體的無線網路效能 [7][8][9] [10]。本節

Independent Basic
Service set (IBSS)  

圖圖圖圖 2. Ad Hoc 無線區域網路之架構無線區域網路之架構無線區域網路之架構無線區域網路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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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 Infrastructure 無線區域網路之架構無線區域網路之架構無線區域網路之架構無線區域網路之架構 

 



首先介紹架設無線區域網路之方法，再對無線區域

網路之傳輸產出率與訊框遺失率進行測試。測試的

工具為 NetCom SmartBits 2000 智慧型多埠網路性

能測試器，其面板上共有  20 個插槽，可安插 

ATM、Ethernet、Gigabit Ethernet 等不同的介面卡，

具有封包產生、紀錄、計數等功能。以 SmartBits 搭

配  SmartWindow、 SmartApplications 、 Advanced 

Switch Test 等測試軟體即可產生模擬訊務，測試網

路設備或實際網路之性能。測試所用之軟體為 

SmartApplications Version 2.30。 

本實驗採用的 AP 為 Avaya Wireless AP-3，筆

記型電腦則採用 Buffalo WLI-PCM-L11G 無線網

路卡，與一般 AP 不同之處為其有兩 slot 可外接

802.11 系列之無線網路卡，本測試則使用 IEEE 

802.11b Orinoco 無線網路卡裝至  AP-3 ，充當 

IEEE 802.11b 之 AP ，日後可使用 IEEE 802.11 a 

之無線網路卡，充當 802.11 a 之 AP。 

3.1  無線區域網路之架設無線區域網路之架設無線區域網路之架設無線區域網路之架設 

一般的 AP 提供 ad hoc 與 infrastructure 模

式。圖 3 為實驗 Ad hoc 無線區域網路時之網路架

構圖。首先分別在三台筆記型電腦上插上無線網路

卡，並裝好驅動程式，將無線網路卡設定為 Ad Hoc 

模式，且將頻道設成一樣，架設成一 Ad Hoc 無線

區域網路。最後將三台筆記型電腦的 IP 位址設定

成同一子網路，三台電腦便可透過 peer to peer 的

方式互相連接。 

圖 4 為實驗 Infrastructure 無線區域網路時之

網路架構圖。首先將 AP 連接上 Ethernet，啟動 AP 

的 bridge 功能，將三台裝有無線網卡的筆記型電

腦設定成 Infrastructure 模式，並將無線網路卡的頻

道與 ESSID 設成與 AP 一樣，最後將三台筆記型

電腦的 IP 位址設定成跟 Ethernet 同一子網路，便

能使工作站連接一般有線網路。 

3.2  無線區域網路之效能測試無線區域網路之效能測試無線區域網路之效能測試無線區域網路之效能測試 

圖 5 及圖 6 為以 SmartBits 分別測試 IEEE 

802.11b ad hoc 與 infrastructure 之無線區域網路的

連接圖，並比較  IEEE 802.11b(11Mbps)與 IEEE 

802.11b 傳輸速度降為 2Mbps。使用 SmartBits 量

測效能時必須將線路串成一個迴路，並設定該筆記

型電腦上 Windows 2000 Server 之路由，使其能繞

送到 SmartBits。由於在一般 Infrastructure 無線區

域網路之應用中，皆為直接以筆記型電腦連上 

AP，因此此一測試架構恰能反映以筆記型電腦連上 

AP 所提供之無線網路應用之效能。 

測試時以 SmartBits 送出滿載的 10 Mbits 訊

務至圖 5 及圖 6 之網路中進行之，用以測試無線區

域網路在高負載情形下的效能。各項效能指標之測

試說明如下： 

1. 訊框遺失率之測試：以不同大小的訊框與不同的

測試封包速率測試無線區域網路之訊框遺失率。 

2. 產出量之測試：測試不同大小之訊框對無線區域

網路資料產出率的影響。 

4. 實驗結果與討論實驗結果與討論實驗結果與討論實驗結果與討論 

根據圖 6 之網路架構圖，測試 IEEE 802.11b

NB

NB

NB

圖圖圖圖 3.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Ad hoc 無線區域網路時之網路架構圖無線區域網路時之網路架構圖無線區域網路時之網路架構圖無線區域網路時之網路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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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Infrastructure 無線區域網路時之網架無線區域網路時之網架無線區域網路時之網架無線區域網路時之網架

構圖構圖構圖構圖 

 



在 infrastructure 模試下，以預設之 11Mbps 與降為

2Mbps，如圖 7 所示，不同大小的訊框，當 IEEE 

802.11b 使用預設之 11Mbps 傳輸與 IEEE 802.11b 

降速為 2Mbps，無線區域網路產出量的結果。圖 8

則為以不同大小的訊框，當 IEEE 802.11b 使用預設

之 11Mbps 傳輸與 IEEE 802.11b 降速為 2Mbps

時，無線區域網路時所得之訊框遺失率。從數據中

得知，當 IEEE 802.11b 降為 2Mbps 時，實際所量

測到的 IEEE 802.11b 之產出量介於 0.72 Mbps 與 

1.58 Mbits，相當符合規格所定義的 2 Mbits。且當

訊框大小漸增時，有較穩定的訊框遺失率，介於 

83% 與 88% 之間。而量測到的 IEEE 802.11b 之

產出量介於 0.36 Mbits 與 4.0Mbits 之間，訊框遺失

率較高。從結果得知當訊框較小時 IEEE 802.11b 

的穩定度較差，但這結果可能是因為擔任 AP 角色

的筆記型電腦來不及處理路由所造成。 

 

根據圖 5 之架構圖，以 SmartBits 測試 IEEE 

802.11b 在 ad hoc 模式下，同樣比較訊框大小與產

出量與訊框遺失率的關係，如圖 9 與圖 10 所示，

有著與 infrastructure 類似的結果。 

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無線區域網路在建置上不受實體線路的限

制，容易架設整理，成為未來之發展趨勢。為了更

瞭解無線區域網路之架構與功能，本論文規劃與建

置一個無線區域網路，並對 IEEE 802.11 及 IEEE 

802.11b 之產出量及訊框遺失率進行測試。從建置

過程中可習得無線區域之建置與規劃所需注意之

事項，而測試結果可知較大的訊框在傳輸時，無線

區域網路有較大的產出量與較小的訊框遺失率，這

可供進一步在設計與實作無線網路服務與應用時

之參考。 

SmartBits

NoteBookNoteBook

 
圖圖圖圖 5. 測試測試測試測試 IEEE 802.11b ad hoc 無線區域網路傳輸效能時之網路架構圖無線區域網路傳輸效能時之網路架構圖無線區域網路傳輸效能時之網路架構圖無線區域網路傳輸效能時之網路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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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6. 測試測試測試測試 IEEE 802.11b infrastructure 無線區域網路傳輸效能時之網路架構圖無線區域網路傳輸效能時之網路架構圖無線區域網路傳輸效能時之網路架構圖無線區域網路傳輸效能時之網路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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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8. IEEE 802.11b infrastructure 之訊框遺失率與之訊框遺失率與之訊框遺失率與之訊框遺失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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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0. IEEE 802.11b ad hoc 之訊框遺失率與訊框之訊框遺失率與訊框之訊框遺失率與訊框之訊框遺失率與訊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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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景介紹 

 
2.1 Mobile execution environment(MExE) 
 

MExE ( mobile execution Environment )是由

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所 s提出的

一個在行動裝置上標準的執行環境，允許應用程式

獨立發展，不論在任何 UE(user Environment)上。

我們可以說 UE(包含ME and SIM/USIM)是在實作

MExE的一個範圍，這個範圍是在具有低頻寬、有

限的顯小裝置、低處理速度、有限的記憶體的小型

手執裝置上。 

MExE 對手持裝置及執行的應用程式兩方面

都實行劃分等級的機制，MExE等級制可以去說明

各個等級的兼容性和性能。提供手持裝置和系統 

Service Provider 雙向的內容協商，系統 Service 

Provider可以彈性的選擇傳輸格式，而手持裝置可

以接收不同的格式，只要有支援該格式的環境(如

手持裝置可接收 SMS)。 

MExE將執行環境分成四個 classmark，詳列

如下: 

1.WAP Environment) 

2.PersonalJava Environment[11] 

3.J2ME CLDC Environment 

4.CLI Compact Environment 

另外在 MExE 中使用 CC/PP(Composite 

Capabilities/Preference Profiles)來記錄手持裝置上

的資訊。MExE架構中需要 CC/PP，我們可以說基

於以下幾點: 

 在MExE的手持裝置和MExE服務項目提供

環境間的溝通需要了解手持裝置的包容力和

其應用程式執行能力，而之間交換的資訊就

是基於 CC/PP中所描述的定義。 

 WAP UAProf的標準使用在MExE中是 

CC/PP的架構。 

 使用 MExE時的個人偏好和個人化功能會在

User Profile中記錄，而這也是使用 CC/PP記錄的

方式。 

 

2.2 XML User-interface Language(XUL) 
 

XUL(pronounced zool)是一種跨平台的語 

言，用來描述應用程式中的使用者介面。它被創造

以使Mozilla browser的開發更簡單和快速，它是一

種 XML-based的語言，所以 XML的特性都可被使

用。XUL 可以輕易的被轉換成其它語言，另外我

們可以使用 Style sheets去修改使用者介面的表現

方式(如同 winamp 的 skins)。目前 XUL 支援的

widgets有如下所述: 

 

Box Menus&menubars Radio menus 

Checkboxes Toolboxes and 

toolbars 

Text 

elements 

Image 

elements 

HTML and 

HTML Elements 

Buttons 

 

trees Keyboard 

shortcuts 

Tabbed 

dialogs 

 

XUL 檔案通常被分成四個檔案，一個是 layout 和

elements，一個是 style的描述，一個是 entity的描

述，一個是 scripts。也可以增加特定平台所需的

data。總結來說，XUL可以提供我們以下的方便性: 

 多適應性的 widget基於 makeup語言。 

 基於現存的標準規範。 

 可攜式跨平台的特性。 

 將表示層分離出應用邏輯。 

 容易製定個人化、區堿化的介面 

透過 script 語言來定義表現層的邏輯，CSS

的語法來定義版面的排列，我們將可以快速的開發

應用程式的使用者介面，XUL 和其對應的版面如

下圖 1所示:   
 
 

  
<menu> 
 
 
<menuitem> 

編輯 

剪下 

復製 

貼上 



<menu value="編輯"> 

  <menupopup> 

    <menuitem value="剪下"/> 

    <menuitem value="復製"> 

    <menuitem value="貼上" /> 

  </menupopup> 

</menu> 

  

圖 1. 彈出選單 

 

3. 系統架構 
 

3.1 軟體架構 
在本節中將描述整個系統架構。我們將軟 

體開發分成三個層次，如圖 2所示: 

 

 

MExE clients 

MExE code generation 

Application Scripts 

             MExE code generation service 

       

圖 2. 開發程式之層次 

 

各層分述如下: 

1. MExE clients:具有MExE環境的 devices。 

2. MExE code generation:結合分析 CC/PP，轉換

出相對應該 MExE devices 執行的目標程式，

如WML code、java code。 

3. Application Scripts:依所需的功能，輸入適應的

XUL檔案和 script檔案，表現層由 XUL中定

義，邏輯層由 script定義。 

透過這樣子的分層方式，我們可以建立適應性的

MExE 應用程式，不論在任何 devices 上。依照這

樣子的分層方式，我們也可以分離表現層和商業邏

輯，這樣子的方式類似 3-tier web server，表現層單

純呈現使用者操作介面，而邏輯判斷由商業邏輯層

程式負責，將能達到較佳的分工。 

3.2 系統架構  

 

在系統架構中，我們可以使用圖 3 來作一個

完整的介紹: 

 
MExE Clients  MExE Code 

Generation 
Application Scripts 

 

 

 

 

 

 

 

 

  

             

圖 3. 系統架構 

 

在 MExE client 部分，根據所提供的四個

classmark-WAP、PersonalJava、J2ME 和 CLI，會

使用不同的語言來表示使用者介面，WAP 使用

WML語言，JAVA-based使用 java語言，依目前手

持裝置適應的情況，我們的系統可由 Agent判斷最

適合使用者的表現方式，根據頻寛或是使用者偏

好。由於應用程式可下載至手持裝置，在 MExE 

devices 上同時也要有錯誤檢查的機制，如下載程

式的完整性、安裝的正確性、執行的安全性，如果

有任一過程發生了錯誤，則要提供 Agent錯誤回復

的訊息，令程式重新下載或是重新安裝。下載安裝

完成後，則要作計價(billing)的機制。client和 server

之 間 在 開 始 連 線 時 即 建 立 起 安 全 認 證

(authentication)，保證傳輸時的安全性。計價完成

後，即完成一次互動協商。當應用程式更新或是變

動時，device上的程式被 notify去作更新的動作，

如 patch，用來保證程式執行的最佳性。 

 MExE code generation tier中，MExE Agent

代理使用者，根據使用者的偏好和真實網路情況，

選取最佳的服務項目表現方式。MExE Agent為了

適應不同的手持裝置，它要去存取該 device 的

XUL 

Java Script 
VB Script 
WML Script 

Code 
Generator 

CC/PP 

WAP 
Agent 

PJava 

J2ME 

CLI 



CC/PP以了解該 device的能力。CC/PP(Composite 

Capability /Preference Profiles)是由W3C所定義的

標準，用來描述手持裝置的軟硬體、應用程式和使

用者偏好。在我們的系統架構中，它是很重要的一

環。透過 CC/PP的描述，我們可以適應性(adaptive)

的產生所能執行的應用程式，在以往的發展中，我

們必需根據不同的 devices發展不同的應用程式，

每一種 device都有不同的軟硬體和執行環境，重履

的開發造成時間和成本的浪費。Code generator透

過存取 CC/PP，將可使相同功能的應用程式，被動

態的產生出可於不同 device上執行的程式碼，減少

了時間和成本上的支出。除了存取 CC/PP，不同執

行環境上的應用程式可透過結合動態的輸入 XUL

檔案和 script檔案來產生目標程式碼。目標程式碼

將會放在服務伺服器上，可為原始碼或是編譯過的

程式碼。Agent可以將程式碼重新編譯或是直接執

行編譯過的程式，於使用者請求時才提供下載或在

本地端執行服務項目，MExE Agent並非單一的伺

服器，它可以和其它伺服器上的 Agent 作協商

(negotiate)互動，如 web server，不同的 web server

或許有不同的使用者介面，Agent取得一份來自其

它伺器器的復製，執行或是重新編譯程式碼，並表

現於MExE client。Agent並提供代理人(proxy)的角

色，可以將個人偏好服務項目貯藏(cache)在本地

端，這樣子可以減少大量的訊息交換。 

 Application Scripts為 XUL檔案和 script檔案

的輸入端，對程式開發者來說，只需要設計好 XUL

的格式，即可以經由轉換產生不同的程式碼，適應

於不同 device 上的使用者介面。由於 XUL 是

XML-based的語言，所以 XML的特性皆可適用於

XUL，透過定義 namespace，將可把 XUL依MExE

執行環境作分類，script 檔案為商業邏輯，現在一

般的 script程式有如 Javascript、wmlscript、Vbscript

等，而Mozilla中是採用 javascript語言來作為為商

業邏輯，應用程式的功能將會由 Javascript 語言來

完成，使用者介面和商業邏輯採分開設計，透過

transfer，將可以將兩者結合產生能執行的程式碼，

XUL和 Javascript的學習曲線低，將可加快應用程

式開發所需的時間。 

4. 轉換機制 
 

在整個系統架構中，最重要的是 code 

generation的部分，為了將 XUL轉換至我們所需的

目標程式碼，有幾種可能的轉換機制。下列我們將

詳述每種可能的機制。 

 

4.1 DOM 
 

DOM(Document Object Model)[12][13]，由

W3C 所提出的標準，用來表述文件的內容和模

型。DOM 最根本的是結構樹模型，每個 XML 都

可以被分析成 DOM Tree，DOM 並提供在 DOM 

Tree 節點間游走的功能，使用 DOM 來作 code 

generator的流程如下: 

1． 輸入 XUL document。 

2． 利用 XML parser轉換 XUL檔案成一個

DOM tree。 

3． 經由 analyzer&Transfer將DOM tree轉換

成所需樣式的 transferred tree。 

4． Code generator將 component repository、

transferred tree等資訊當輸入值，再轉換

出結果程式碼。 

 

4.2 XSLT/Xpath 
 

另 一 種 是 使 用 XSLT/Xpath[14][15] ，

XSLT/Xpath也是由W3C所提出來的標準，用來轉

換 XML至所需的應用程式 layout或是轉換成其它

不用結構的 XML。使用 XSLT/Xpath 來作 code 

generate的流程如下 

1． 輸入 XUL document。 

2． 利用 XSLT processor，結合輸入已定義之

XSLT轉換檔案，合併 XUL document再

轉換出結果程式碼。 

 在本系統中我們採用 DOM 的方式，因為

DOM提供了幾項特點: 

 程式碼的可重利用性 

 可模組化 



 易於整合 

 跨平台 

 跨語言 

各種語言都可以用 DOM來表述文件內容，這樣增

加開發時的彈性。 

 

5. Code Generation Scheme 
 

 在商業邏輯部分，我們使用 Javascript來作功

能定義，並且為了適應於不同 devices上的執行環

境，也要將 CC/PP 加入考量，CC/PP 用來描述整

個軟硬體的情形。整個 code generation scheme 如

圖 4所示: 

 

 

 

 

 

 

           圖 4. code generation scheme 

 

輸入的 source為 XUL和 javascript，分別為 UI和

function 的原始程式，XUL 經由 DOM code 

generator 轉換出 target code，如 java source 

code;Javascript 經由 Javascript processor(這邊我們

採用 Rhino)輸換出功能程式，如轉換出 java class 

file，目標程式碼再經編譯後即可以適當的執行環

境執行。DOM code generator內部流程為如圖 5所

示: 

 

 

 

 

             

 

圖 5. DOM code generator 

 

在 generator 只接受三個輸入，分別是 transferred 

tree、CC/PP、 repository。 repository 是自建的

library，有不同執行環境所需的 library，可為 native

的程式，透過分析 CC/PP 檔案，取得適當的

library，即可產生目標程式碼。CC/PP可能位於本

地端或是遠端，可透過 URL去存取。為了清楚各

元件之間的流程，我們使用 UML 去描述工作流

程。Code Generation schema 可以透過下面的

sequence diagram了解各元件之間溝通的流程: 

 

 
 

 圖 6. Code generation sequence diagram 

 

1. 輸入 Javascript檔案給 Javascript processor。 

2. 輸入 XUL原始檔案給 DOM parser。 

3. 輸入 parsed DOM tree給 analyzer&transfer。 

4. 輸入 parsed custom tree給 code generator。 

5. code generator 呼叫 CC/PP server 取得

CC/PP profile。 

6. code generator 呼叫 component repository

取得相關轉換所需 library。 

7. code generator轉換出 target source code。 

8. 將程式碼編譯或是直接於可執行環境上執

行。 

上圖中有一點值得注意的事，XUL 的轉換流和

Javascript 的轉換流程可以是同時進行的，並沒有

先後順序的關係，在系統的實作上，這裡我們實作

出由 XUL轉出 java code，左邊是轉換出來的程式

碼，右邊是轉換對應的欄位，底下是 UI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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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 implementation 

 

6. 結論 
 
對於快速發展適應於不同 devices上的應 

用程式一直有許多不同的實作方式，但是面多樣的

程式語言和執行環境，如何減少時間和成本的花費

是值得去研究的，如何建立多樣化的服務項目，也

是在在未來無線通訊環境中值得深入的一環。

MExE 整合了現有在手持裝置上的應用程式執行

環境，但仍糟遇到如何快速佈署服務環境的困難，

透過 XUL和 CC/PP的幫助，XUL可以用來設計所

需的應用程式使用者介面，CC/PP可以用來描述軟

硬體，在 code generate 中幫助產生適應性的程式

碼，在 3GPP所提的 VHE(virtual home environment)

的概念中，我們能解決其不同使用者介面選擇和建

立的問題，以使用更多樣的服務項目，如多媒體、

視訊、電子郵件、網頁等服務，無線環境將會佈署

在未來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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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路線，將展示場中具相同性質的文物景點串接起

來，再以細心規劃的路線協助民眾輕鬆並系統化地

進行主題式的學習。本系統在實作上可分為訊號發

射器、HTML 至 Palm database 之圖文轉換系統，及

可供可供使用者進行自助式學習的 PDA 行動導覽

系統。本系統之 PDA 端以 Palm PDA 作為實作平

台，並以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4] 的「古代天

文區」作為實施範例，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對各個展

示文物進行詳細地介紹。 

2. 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系統設計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系統設計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系統設計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系統設計 

由於 Palm PDA 為市場佔有率最高的掌上型

電腦，因此本系統即鎖定其作為實作的硬體平台 

[5]。當遊客於天文館中參觀時，隨身攜帶的 Palm 

PDA 將接受由裝設在各文物或景點的訊號發射器

所送出的信號。藉由信號的解讀，PDA 上的導覽程

式便會立即將顯示頁面更新至與目前位置所在的

文物景點相關之導覽資訊。如此一來，遊客將可自

由地於天文館中遊覽，不受制於解說人員介紹速度

與導覽路線的影響，也不必擔心獨自進行參觀是否

無法獲得足夠的解說資訊。無論遊客所在位置為

何，導覽系統都將正確地判定使用者的位置，並給

予使用者該文物景點的相關資訊。而這些動作完全

無須使用者的手動操作介入。 

本系統並可建議遊客適當的導覽路線，將展示

場中具相同性質的展示品串接起來，再以細心規劃

的路線協助民眾輕鬆並系統化地進行主題式的參

觀與學習。使用者只需在地圖頁面選定導覽路線，

系統將以遊客目前所在的位置為起點，逐一顯示主

題式導覽的行走路線。此功能可再結合博物館人員

的專業知識，依據主題、參觀時間、導覽對象等，

設計出多種符合不同需求的導覽路線。 

圖二為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無線網路架構

圖，圖之右方為位於各文物或展示品的發訊器，透

過紅外線介面持續發送該展示品的編號。圖之左方

為 PDA 行動導覽系統，主程式 (core program) 在

接收到展示品之編號後，即可自資訊資料庫 

( Information Database) 或透過無線區域網路取得

該展示品的相關導覽資訊。本系統分為 Palm PDA

上 Client 端的導覽程式、HTML 至 Palm Database 

之圖文轉換系統，及訊號發射器三部份，其中 Palm 

PDA 上 Client 端的導覽程式將留待下一節展示其

功能。 

Palm PDA 無法如一般的檔案系統般，將各個

資料明確地以不同的代號儲存，而是使用一段記憶

體區塊將所有的儲存資料參雜存放 [6]。一般在個

人電腦上習慣以檔案名稱與副檔名來區分資料的

內容與格式，但這種方式並不適用於 Palm，因此

必須將行動導覽系統所需的圖片與解說文字轉換

為 Palm 認得的格式才行。本論文另行開發一套圖

文轉換程式，用以將預先於個人電腦上整理完成的

文字介紹與展示品縮圖轉換成可與 Palm PDA 相

容的格式。本系統於設計轉換程式 (converter) 之

初，即已考慮到 HTML 具備可結合文字與圖檔的

特性，且可對內容型態以統一的標籤符號加以區分 

[7][8]，因此以 HTML 作為個人電腦上編輯導覽內

容的格式，以便將文字介紹與展示品縮圖整合在一

起，而後利用所開發之圖文轉換程式將 HTML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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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Transmission Ir Transmission Ir Transmission Ir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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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架構圖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架構圖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架構圖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架構圖 

 



 

 

覽內容轉換為 PDA Database，其流程如圖三所示。 

在訊號發射器部分，由於市面上沒有符合本計

畫特殊需求的紅外線硬體設備，因此所需之紅外線

模組必須採完全自行設計電路的方式製作，目前採

用 8051 微處理器 [9] 以為控制紅外線發射體，將

展示品編號直接轉換成零壹訊號送出。圖四即為所

設計與實作之電路板。 

3. 系統實作與展示系統實作與展示系統實作與展示系統實作與展示 

本系統採圖文並茂的方式解說台北市立天文

科學教育館內的展示品，初步以古代天文區作為實

施例。每個展示品的解說分為三部分：景物名稱、

景物縮圖及文字解說，其中景物縮圖可幫助使用者

與實際位置作正確對應，而文字解說則協助使用者

學習與該展示品相關的知識。圖五即為天文館內一

文物景點「張衡像」的展示圖片。當使用者手持 PDA 

在天文館中觀覽時，一旦接近張衡像即會接收到紅

外線訊號，PDA 的畫面會自動更新至圖五所示之畫

面。圖中以紅圈標示 A 之處為可引導參觀者進入

下一景點之前進方向，讓參觀者可以有系統地進行

瀏覽，避免漏失參觀重要景點的遺珠之憾。以紅圈

標示 B 之處則顯示出目前所處景點之位置編號，

亦可直接輸入欲參觀景點之編號，即可顯示該景點

之介紹畫面。此處顯示張衡像之位置編號為 1。圖

六則為張衡像之文字介紹畫面，讓參觀者對此景點

有更深入的瞭解。 

一旦使用者依建議的前進方向移動到位置編

號為 2 的景點「中國古代天文儀器」，即出現如圖

七所示的導覽畫面。圖中以紅圈標示 A 之處為自

動導覽功能，按下此一功能鍵後即顯示古代天文區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  HTML 至至至至 Palm Database 之圖文轉換系統之圖文轉換系統之圖文轉換系統之圖文轉換系統 

 

 
圖四圖四圖四圖四  自製的訊號發射器自製的訊號發射器自製的訊號發射器自製的訊號發射器 

 

 
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張衡像張衡像張衡像張衡像 

 

 
圖六圖六圖六圖六  張衡像的說明文字張衡像的說明文字張衡像的說明文字張衡像的說明文字 

 



 

 

之展示地圖，如圖八所示。圖七中以紅圈標示 B 之

處則供使用者選擇進入前一個或後一個景點之圖

文導覽說明。 

點選圖八展示場平面圖上方之參觀路線按鈕

後，系統即可逐一顯示建議的參觀路線。圖九顯示

由位置編號為 2 的「中國古代天文儀器」前往位

置編號為 3 的「中國古代天文觀測台」之行進路

線；圖十則顯示前往位置編號為 4 的「中國古代

天文史迷你劇場」之路線，如此即可很明確地建議

遊客行進路線，進行系統化的導覽。此外，點選畫

面中之任何景點即可返回該展示品之圖文說明畫

面。 

4.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為了讓遊客能在知性旅遊地點輕鬆地學習知

識，本論文提出以 PDA 作為導覽操控平台的理

念，並將之實作於 Palm PDA 上。結合 Palm PDA

人性化的操作方式，以及圖文並茂的展示文物解

說，實作出一簡便且極富知識教育的行動導覽系

統。本導覽系統展現了高科技的 PDA 與日常生活

需求的高度結合，不但有助於民眾在知性旅遊地點

的學習效率，更可協助旅遊地點降低解說人員的訓

練時間與費用。設計導覽路線的理念，一但經由專

業人員提供規劃良好的路線，將可用於主題式導覽

 
圖七圖七圖七圖七  中國古代天文儀器中國古代天文儀器中國古代天文儀器中國古代天文儀器 

 

 

圖八圖八圖八圖八  展示場平面圖展示場平面圖展示場平面圖展示場平面圖 

 

 
圖九圖九圖九圖九  由「中國古代天文儀器」引導至「中國古代由「中國古代天文儀器」引導至「中國古代由「中國古代天文儀器」引導至「中國古代由「中國古代天文儀器」引導至「中國古代

天文觀測台」天文觀測台」天文觀測台」天文觀測台」 
 

 

圖十圖十圖十圖十  由「中國古代天文觀測台」引導至「中國古由「中國古代天文觀測台」引導至「中國古由「中國古代天文觀測台」引導至「中國古由「中國古代天文觀測台」引導至「中國古

代天文史迷你劇場」代天文史迷你劇場」代天文史迷你劇場」代天文史迷你劇場」 

 



 

 

的指引，提供參觀民眾多樣化的學習經驗。未來將

引入多媒體影音，以加強學習興致以及系統與使用

者的互動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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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3G 即將來臨的時代，手持裝置將不再只

是單純的通話設備，手持裝置將是一個能支援多媒

體、視訊、資料交換等功能的行動設備，並能提供

WAP[1]、J2ME[2]、CLI[3]等應用程式執行環境。

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4]提出一

個在行動裝置上標準的執行環境 -MExE(Mobile 

Execution Environment)[5][6][7]，允許應用程式獨

立發展，不論在任何 UE(user Environment)上。在

MExE的規格書中，包含了 4種執行環境，對於發

展能在 MExE 環境上執行的應用程式，必定會糟

遇到開發上的復雜性和不相容性。於是我們提出一

個快速開發使用者介面的方式，結合由Mozilla中

所 提 出 來 的 XUL(XML User-interface 

Language)[8]，應用程式開發者只要學習設計

XUL，再透過中介的轉換機制，即可以開發出適用

於不同執行環境的應用程式，大大減少了程式開發

時的 overload。 

關鍵詞:: MExE、XUL、XML、CC/PP、DOM 

 

1. 前言 

  
 網路快速的發展，從以往的有線環境，發展

到目前當紅的無線環境。在無線通訊方面，有包含

了 GSM、GPRS、UMTS等通訊方式，由 2G進入

了 3G的時代，甚至已經有人在討論 4G的發展。

手持裝置將不再只是單純的通訊設備，而是具有能

支援如多媒體、視訊、資料交換等的行動設備，另

外一個明顯的進展，是由 circuit-switched network

發展成支援 packet-switched network的網路環境，

如 GPRS，使我們可以傳送數位資料，而頻寛也由

2G的 9.6kbps/s增加至 2Mkbps/s，在較高速的頻寛

之下，我們可以透過下載服務項目和應用程式來增

加手機的功能。在以往受限於低速的頻寛，我們能

使用的服務項目大多只能於伺服器端執行，如透過

手持裝置上的WAP browser瀏覽WML網頁，而今

我們將可以下載安裝更多樣的應用程式。由

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所提出的

MExE(Mobile Execution Environment)是一個在手

持裝置上執行環境標準，它可以透過和伺服器間的

互動或是手持裝置間的互動，來下載安裝所需的應

用程式和訊息交換，MExE中定義了四個不同的執

行環境，開發出來的應用程式幾乎不能在彼此間執

行，如 J2ME的程式只能在 J2ME的環境下執行，

而不能在支援 CLI 的環境下執行。對於發展應用

程式的程式開發者而言，大大的增加了開發上的負

擔。又因為不同的 devices之間所擁有的軟硬體環

境不盡相同，更是要浪費許多開發的時間以將應用

程式佈置在不同的平台。在Mozilla的瀏覽器開發

當中也遇到類似跨平台的問題，於是他們定義了

XUL(XML User-interface Language)來幫助開發跨

平台的瀏覽器。XUL 是一個 make-up 的語言，可

以讓程式開發者設計在應用程式中所需的使用者

介面(User Interface)，在 2.2節中將會作詳細介紹。

對於 MExE 中不同的執行環境，我們只需要相關

的 XUL 檔案，並分析 devices 的 CC/PP[9][10]檔

案，即可依不同的 devices 產生不同的應用程式

碼，大大減少了開發不同執行環境應用程式的時

間，並且提供了可重利用性和適用性。在第二節中

我們會介紹 MExE 和 XUL，第三節中會描述我們

的系統架構，第四節中會介紹轉換機制，第五節中

說明 code generation scheme，最後一節作結論。 

 



2. 背景介紹 

 
2.1 Mobile execution environment(MExE) 
 

MExE ( mobile execution Environment )是由

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所 s提出的

一個在行動裝置上標準的執行環境，允許應用程式

獨立發展，不論在任何 UE(user Environment)上。

我們可以說 UE(包含ME and SIM/USIM)是在實作

MExE的一個範圍，這個範圍是在具有低頻寬、有

限的顯小裝置、低處理速度、有限的記憶體的小型

手執裝置上。 

MExE 對手持裝置及執行的應用程式兩方面

都實行劃分等級的機制，MExE等級制可以去說明

各個等級的兼容性和性能。提供手持裝置和系統 

Service Provider 雙向的內容協商，系統 Service 

Provider可以彈性的選擇傳輸格式，而手持裝置可

以接收不同的格式，只要有支援該格式的環境(如

手持裝置可接收 SMS)。 

MExE將執行環境分成四個 classmark，詳列

如下: 

1.WAP Environment) 

2.PersonalJava Environment[11] 

3.J2ME CLDC Environment 

4.CLI Compact Environment 

另外在 MExE 中使用 CC/PP(Composite 

Capabilities/Preference Profiles)來記錄手持裝置上

的資訊。MExE架構中需要 CC/PP，我們可以說基

於以下幾點: 

 在MExE的手持裝置和MExE服務項目提供

環境間的溝通需要了解手持裝置的包容力和

其應用程式執行能力，而之間交換的資訊就

是基於 CC/PP中所描述的定義。 

 WAP UAProf的標準使用在MExE中是 

CC/PP的架構。 

 使用 MExE時的個人偏好和個人化功能會在

User Profile中記錄，而這也是使用 CC/PP記錄的

方式。 

 

2.2 XML User-interface Language(XUL) 
 

XUL(pronounced zool)是一種跨平台的語 

言，用來描述應用程式中的使用者介面。它被創造

以使Mozilla browser的開發更簡單和快速，它是一

種 XML-based的語言，所以 XML的特性都可被使

用。XUL 可以輕易的被轉換成其它語言，另外我

們可以使用 Style sheets去修改使用者介面的表現

方式(如同 winamp 的 skins)。目前 XUL 支援的

widgets有如下所述: 

 

Box Menus&menubars Radio menus 

Checkboxes Toolboxes and 

toolbars 

Text 

elements 

Image 

elements 

HTML and 

HTML Elements 

Buttons 

 

trees Keyboard 

shortcuts 

Tabbed 

dialogs 

 

XUL 檔案通常被分成四個檔案，一個是 layout 和

elements，一個是 style的描述，一個是 entity的描

述，一個是 scripts。也可以增加特定平台所需的

data。總結來說，XUL可以提供我們以下的方便性: 

 多適應性的 widget基於 makeup語言。 

 基於現存的標準規範。 

 可攜式跨平台的特性。 

 將表示層分離出應用邏輯。 

 容易製定個人化、區堿化的介面 

透過 script 語言來定義表現層的邏輯，CSS

的語法來定義版面的排列，我們將可以快速的開發

應用程式的使用者介面，XUL 和其對應的版面如

下圖 1所示:   
 
 

  
<menu> 
 
 
<menuitem> 

編輯 

剪下 

復製 

貼上 



<menu value="編輯"> 

  <menupopup> 

    <menuitem value="剪下"/> 

    <menuitem value="復製"> 

    <menuitem value="貼上" /> 

  </menupopup> 

</menu> 

  

圖 1. 彈出選單 

 

3. 系統架構 
 

3.1 軟體架構 
在本節中將描述整個系統架構。我們將軟 

體開發分成三個層次，如圖 2所示: 

 

 

MExE clients 

MExE code generation 

Application Scripts 

             MExE code generation service 

       

圖 2. 開發程式之層次 

 

各層分述如下: 

1. MExE clients:具有MExE環境的 devices。 

2. MExE code generation:結合分析 CC/PP，轉換

出相對應該 MExE devices 執行的目標程式，

如WML code、java code。 

3. Application Scripts:依所需的功能，輸入適應的

XUL檔案和 script檔案，表現層由 XUL中定

義，邏輯層由 script定義。 

透過這樣子的分層方式，我們可以建立適應性的

MExE 應用程式，不論在任何 devices 上。依照這

樣子的分層方式，我們也可以分離表現層和商業邏

輯，這樣子的方式類似 3-tier web server，表現層單

純呈現使用者操作介面，而邏輯判斷由商業邏輯層

程式負責，將能達到較佳的分工。 

3.2 系統架構  

 

在系統架構中，我們可以使用圖 3 來作一個

完整的介紹: 

 
MExE Clients  MExE Code 

Generation 
Application Scripts 

 

 

 

 

 

 

 

 

  

             

圖 3. 系統架構 

 

在 MExE client 部分，根據所提供的四個

classmark-WAP、PersonalJava、J2ME 和 CLI，會

使用不同的語言來表示使用者介面，WAP 使用

WML語言，JAVA-based使用 java語言，依目前手

持裝置適應的情況，我們的系統可由 Agent判斷最

適合使用者的表現方式，根據頻寛或是使用者偏

好。由於應用程式可下載至手持裝置，在 MExE 

devices 上同時也要有錯誤檢查的機制，如下載程

式的完整性、安裝的正確性、執行的安全性，如果

有任一過程發生了錯誤，則要提供 Agent錯誤回復

的訊息，令程式重新下載或是重新安裝。下載安裝

完成後，則要作計價(billing)的機制。client和 server

之 間 在 開 始 連 線 時 即 建 立 起 安 全 認 證

(authentication)，保證傳輸時的安全性。計價完成

後，即完成一次互動協商。當應用程式更新或是變

動時，device上的程式被 notify去作更新的動作，

如 patch，用來保證程式執行的最佳性。 

 MExE code generation tier中，MExE Agent

代理使用者，根據使用者的偏好和真實網路情況，

選取最佳的服務項目表現方式。MExE Agent為了

適應不同的手持裝置，它要去存取該 device 的

XUL 

Java Script 
VB Script 
WML Script 

Code 
Generator 

CC/PP 

WAP 
Agent 

PJava 

J2ME 

CLI 



CC/PP以了解該 device的能力。CC/PP(Composite 

Capability /Preference Profiles)是由W3C所定義的

標準，用來描述手持裝置的軟硬體、應用程式和使

用者偏好。在我們的系統架構中，它是很重要的一

環。透過 CC/PP的描述，我們可以適應性(adaptive)

的產生所能執行的應用程式，在以往的發展中，我

們必需根據不同的 devices發展不同的應用程式，

每一種 device都有不同的軟硬體和執行環境，重履

的開發造成時間和成本的浪費。Code generator透

過存取 CC/PP，將可使相同功能的應用程式，被動

態的產生出可於不同 device上執行的程式碼，減少

了時間和成本上的支出。除了存取 CC/PP，不同執

行環境上的應用程式可透過結合動態的輸入 XUL

檔案和 script檔案來產生目標程式碼。目標程式碼

將會放在服務伺服器上，可為原始碼或是編譯過的

程式碼。Agent可以將程式碼重新編譯或是直接執

行編譯過的程式，於使用者請求時才提供下載或在

本地端執行服務項目，MExE Agent並非單一的伺

服器，它可以和其它伺服器上的 Agent 作協商

(negotiate)互動，如 web server，不同的 web server

或許有不同的使用者介面，Agent取得一份來自其

它伺器器的復製，執行或是重新編譯程式碼，並表

現於MExE client。Agent並提供代理人(proxy)的角

色，可以將個人偏好服務項目貯藏(cache)在本地

端，這樣子可以減少大量的訊息交換。 

 Application Scripts為 XUL檔案和 script檔案

的輸入端，對程式開發者來說，只需要設計好 XUL

的格式，即可以經由轉換產生不同的程式碼，適應

於不同 device 上的使用者介面。由於 XUL 是

XML-based的語言，所以 XML的特性皆可適用於

XUL，透過定義 namespace，將可把 XUL依MExE

執行環境作分類，script 檔案為商業邏輯，現在一

般的 script程式有如 Javascript、wmlscript、Vbscript

等，而Mozilla中是採用 javascript語言來作為為商

業邏輯，應用程式的功能將會由 Javascript 語言來

完成，使用者介面和商業邏輯採分開設計，透過

transfer，將可以將兩者結合產生能執行的程式碼，

XUL和 Javascript的學習曲線低，將可加快應用程

式開發所需的時間。 

4. 轉換機制 
 

在整個系統架構中，最重要的是 code 

generation的部分，為了將 XUL轉換至我們所需的

目標程式碼，有幾種可能的轉換機制。下列我們將

詳述每種可能的機制。 

 

4.1 DOM 
 

DOM(Document Object Model)[12][13]，由

W3C 所提出的標準，用來表述文件的內容和模

型。DOM 最根本的是結構樹模型，每個 XML 都

可以被分析成 DOM Tree，DOM 並提供在 DOM 

Tree 節點間游走的功能，使用 DOM 來作 code 

generator的流程如下: 

1． 輸入 XUL document。 

2． 利用 XML parser轉換 XUL檔案成一個

DOM tree。 

3． 經由 analyzer&Transfer將DOM tree轉換

成所需樣式的 transferred tree。 

4． Code generator將 component repository、

transferred tree等資訊當輸入值，再轉換

出結果程式碼。 

 

4.2 XSLT/Xpath 
 

另 一 種 是 使 用 XSLT/Xpath[14][15] ，

XSLT/Xpath也是由W3C所提出來的標準，用來轉

換 XML至所需的應用程式 layout或是轉換成其它

不用結構的 XML。使用 XSLT/Xpath 來作 code 

generate的流程如下 

1． 輸入 XUL document。 

2． 利用 XSLT processor，結合輸入已定義之

XSLT轉換檔案，合併 XUL document再

轉換出結果程式碼。 

 在本系統中我們採用 DOM 的方式，因為

DOM提供了幾項特點: 

 程式碼的可重利用性 

 可模組化 



 易於整合 

 跨平台 

 跨語言 

各種語言都可以用 DOM來表述文件內容，這樣增

加開發時的彈性。 

 

5. Code Generation Scheme 
 

 在商業邏輯部分，我們使用 Javascript來作功

能定義，並且為了適應於不同 devices上的執行環

境，也要將 CC/PP 加入考量，CC/PP 用來描述整

個軟硬體的情形。整個 code generation scheme 如

圖 4所示: 

 

 

 

 

 

 

           圖 4. code generation scheme 

 

輸入的 source為 XUL和 javascript，分別為 UI和

function 的原始程式，XUL 經由 DOM code 

generator 轉換出 target code，如 java source 

code;Javascript 經由 Javascript processor(這邊我們

採用 Rhino)輸換出功能程式，如轉換出 java class 

file，目標程式碼再經編譯後即可以適當的執行環

境執行。DOM code generator內部流程為如圖 5所

示: 

 

 

 

 

             

 

圖 5. DOM code generator 

 

在 generator 只接受三個輸入，分別是 transferred 

tree、CC/PP、 repository。 repository 是自建的

library，有不同執行環境所需的 library，可為 native

的程式，透過分析 CC/PP 檔案，取得適當的

library，即可產生目標程式碼。CC/PP可能位於本

地端或是遠端，可透過 URL去存取。為了清楚各

元件之間的流程，我們使用 UML 去描述工作流

程。Code Generation schema 可以透過下面的

sequence diagram了解各元件之間溝通的流程: 

 

 
 

 圖 6. Code generation sequence diagram 

 

1. 輸入 Javascript檔案給 Javascript processor。 

2. 輸入 XUL原始檔案給 DOM parser。 

3. 輸入 parsed DOM tree給 analyzer&transfer。 

4. 輸入 parsed custom tree給 code generator。 

5. code generator 呼叫 CC/PP server 取得

CC/PP profile。 

6. code generator 呼叫 component repository

取得相關轉換所需 library。 

7. code generator轉換出 target source code。 

8. 將程式碼編譯或是直接於可執行環境上執

行。 

上圖中有一點值得注意的事，XUL 的轉換流和

Javascript 的轉換流程可以是同時進行的，並沒有

先後順序的關係，在系統的實作上，這裡我們實作

出由 XUL轉出 java code，左邊是轉換出來的程式

碼，右邊是轉換對應的欄位，底下是 UI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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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 implementation 

 

6. 結論 
 
對於快速發展適應於不同 devices上的應 

用程式一直有許多不同的實作方式，但是面多樣的

程式語言和執行環境，如何減少時間和成本的花費

是值得去研究的，如何建立多樣化的服務項目，也

是在在未來無線通訊環境中值得深入的一環。

MExE 整合了現有在手持裝置上的應用程式執行

環境，但仍糟遇到如何快速佈署服務環境的困難，

透過 XUL和 CC/PP的幫助，XUL可以用來設計所

需的應用程式使用者介面，CC/PP可以用來描述軟

硬體，在 code generate 中幫助產生適應性的程式

碼，在 3GPP所提的 VHE(virtual home environment)

的概念中，我們能解決其不同使用者介面選擇和建

立的問題，以使用更多樣的服務項目，如多媒體、

視訊、電子郵件、網頁等服務，無線環境將會佈署

在未來生活中。 

 

7. 參考文獻 
 
[1] WAP forum, http://www.wapforum.org/ 

[2] J2ME, http://java.sun.com/j2me 

[3] Common Language Infrastructure, ECMA  

draft.URL :http://www.ecmadoc.net/docfiles/TC 

39-g3/2001/2001tg3-000.HTM. Mirrors of current 

drafts can be found at 

http://msdn.microsoft.com/net/ecma/,  

[4]3GPP, http://www.3gpp.org 

[5] 3GPP TS 23.057,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Group Terminals; Mobile Execution Environment 

(MExE), Functional Description 

, Stage 2 (Release 4)”. 

[6] 3GPP TS 22.057,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Group Services and System Aspects, Mobile 

Execution Environment (MExE); Service description, 

Stage 1 (Release 5)”. 

[7] MExE forum, http://www.MExEforum.org 

[8] http://www.mozilla.org/, March 31st 1998. 

[9]. “Composite Capability/Preference  

Profiles (CC/PP): A user side framework for  

Content negotiation”,W3C, http://www.w3.org/TR/NO 

TE-CCPP/ 

[10]. “CC/PP Exchange Protocol based on  

HTTP Extension Framework”, W3C, 

http://www.w3.org/Protocols/HTTP/ietf-http-ext/draft

-frystyk-http-extensions-03.txt 

[11] “PersonalJava 1.2a”, Sun Microsystems , 

http://java.sun.com/products/ personalJava/ 

[12]“Document Object Model (Core) Level 1”,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http://www.w3.org/TR/1998/REC-DOM-Level-1-199

81001/level-one-core.html 

[13] “Document Object Model (DOM) Level 2 Core 

Specification” ,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http://www.w3.org/TR/DOM-Level-2-Core/. 

[14] “XSL Transformations (XSLT) Version 1.0”,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http://www.w3.org/TR/xslt 

[15] “XML Path Language Version 1.0”,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http://www.w3.org/TR/xpath 



 1 

Adapting Internet Content to Mobile  
Client Resources in Wireless Networks 

 
Dung-Sheng Chien, Kuochen Wang and Jim-Ming Chen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kwang@cis.nctu.edu.tw 
 

Aba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server-based Internet content 
transcoding system that follows the proposed content 
adaptation framework to adapt multimedia Web 
contents to match the capabilities of mobile client 
devices that request them. Evaluation results shows 
that our ERA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pproach has better average resource utilization than 
the RJC approach. In addition, we also illustrate our 
adaptive transcoding framework with a Web server, 
which adapts multimedia contents to mobile client 
devices with user agent profiles using Nokia and 
Ericsson cellular phones, and Windows CE machines. 
 
Keywords: adaptive content, resource allocation, user 
profile, device capability, wireless network. 
 
1. Introduction 

 
As the Internet becomes widely available, many 
diverse non-PC type of devices, such as smart phones 
and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s (PDA), are used to 
access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These devices are 
very different and often have limited hardware and 
software capabilities, both in display and processing 
power. These restrictions make it difficult for Web 
servers to provide a single level of service that is 
appropriate for every client. Internet content 
publishers do not have many options for customizing 
the contents. In some cases, the publishers manually 
generate secondary, text -only versions of Web pages 
that users can select instead of the originals. Other 
mechanisms within the HTTP protocol allow clients to 
specify some client attributes, such as the preferred 
language of the user, or the image, video, and audio 
formats supported by client devices [1] 

The emerging Composite Capability/Preference 
Profiles (CC/PP) drafted by W3C allows the approach 
of globally standard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vices 
since capabilities exc hange can be used for the content 
server for adapting content  [2]. Nevertheless, we still 
have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selection from transcoded 
Web contents so that we can deliver transcoded Web 
 
─────────────────────  
The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under Grant NSC89-2213-E-009-059. 

contents matching with user preferences or device 
capabilities.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transcoding system that can adapt 
multimedia Web contents to match the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of diverse mobile client devices. 

 
2. Proposed Adaptive Content 

Transcoding System Architecture  
 
The design architecture of our adaptive content 
transcoding system is show in Fig. 1. The Content 
Source contains multimedia contents to be delivered 
by the Web server. First, the content is analyzed using 
Content Analyzer to extract meta-data used in 
manipulating conversion and selection processes. The 
publisher preferences to the content representation and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mobile client device will be 
gathered by Transcoding Policy Engine. In order to 
adapt Internet contents to these mobile client devices, 
our transcoding system generates and selects different 
output versions of the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ranscoding policy engine, 
which is stored in the Content Conversion, Selection, 
and Filtering Library module. For browsing contents 
by the mobile client in wireless networks, one may 
need to convert the content into a specified language 
such as the WML [3] before the mobile client can read.  
A data representation framework, the Info Tower, is 
used to store the multiple resolutions and media types 
of the transcoded content, along with any associated 
meta-data. A Content Selector module then 
dynamically selects from the Info Tower, a  resolution 
and supported type that best meets the mobile client 
capabilities and resources. Finally, the selected content 
is rendered by Content Rendering  in a suitable format 
according to the selected items by Content Selector for 
delivery.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we describe these 
components in detail. 
 
2.1 Mobile Client Device 
 
The types of mobile devices that can access wireless 
Internet are widely different.  Our transcoding 
system considers the following differences of these 
mobile devices with respect to diverse device 
capabilities [4]: 
� Screen size: width and height in pixels, 

bits/character, and bits/pixel. 
� Color depth: gray scale or 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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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Adaptive content transcoding system 
architecture. 
 
� Effective wireless network bandwidth: the 

bandwidth in GSM, GPRS, or 3G wireless 
systems. 

� Capacity:  is defined as the total amounts of 
bits that can be transferred to the mobile client 
devices for static parts of the Web content. The 
capacity may be expressed as the product of the 
network bandwidth and the time which the 
client is willing to wait (bandwidth * 
waiting_time) before a complete Web page is 
downloaded. 

� Capability of displaying image (e.g., GIF, or 
WBMP) and audio (e.g., MPEG3, or WAV). 

 
2.2 Content Source 
 
The full capabilities of our Web content adaptation 
server for multiple mobile client devices will only be 
exercised when the Web content is authored in XML 
[5]. This is because when the content is authored in 
XML, it allows the author to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to the selection module than that can be 
deduced from HTML pages. Therefore, we can use the 
Composite Capabilities/Preference Profiles (CC/PP) 
[2] framework to enable the selection of a variant of a 
Web document. We will restrict our discussion on the 
current Internet contents authored in XML which are 
converted to WML prior to delivery. 

 
2.3 User Agent Profile  
 
The mobile environment requires small messages and 
has much narrower bandwidth than fixed 
environments.  The CC/PP [2] framework is based on 
XML/RDF, was designed by the W3C consortium as a 
general purpose metadata description language. It is a 
collection of the capabilities and preferences 
associated with the user and the agents used by the 
user to access the World Wide Web.  It has a default 
URL to retrieve a specific user agent profile so that the 
client device does not need to transmit a profile in 
limited bandwidth of the wireless network. We can see 
that a hardware profile has the attributes of image and 
audio capable, color capable, and screen size, etc. We 
can use this information to adapt the content so as to 
meet the client device capabilities. 

2.4 Content Analyzer 
 
The Web content is analyzed to extract information 
that will be useful in transcoding and selection. Two 
kinds of content analysis will  be performed. One is to 
determine its resource requirement. Assume a 
multimedia Web document W is composed of a 
number of component items. Each item can be an 
atom of media, such as an image, text, or an audio 
item, etc. An item can also be composed of other items. 
For simplicity, we will consider only atomic content 
items and leave composite items as future work. Each 
atomic component of the content is analyzed to 
determine its resource requirement. The Content 
Analyzer will account for the media type of an atomic 
item of the document to determine the corresponding 
transcoding strategy. However, the type of resources 
considered may differentiate with different client 
devices. Then, the Content Analyzer will analyze each 
item's priority value, which is assigned by the author 
or user. A text item will always get a higher priority 
value than an image item in limited bandwidth 
environments. The priority values of the content items 
can help our content transcoding system to present 
multiple adaptive contents for multiple client devices. 
 
2.5 Content Converter 
 
Until recently, web pages have primarily been written 
in HTML solely for display on desktop browsers. In 
our transcoding system, the Content Converter 
converts XML Web content pages into WML pages. 
We use XSL style sheets as templates and show how 
the data should be displayed, one for each client. 
 
2.6 Content Selector 
 
The Content Selector uses the client capabilities as 
constraints to pick the most suitable content 
representation. The best representation is the one that 
maximizes cli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displays 
more information contents in mobile devices. The Info 
Tower represents the transcoded versions and types of 
the component items. This content selector can take  
the newest client resource requirement into account to 
select the most suitable content from the Info Tower. 
 
2.7 Info Tower 

 
The Info Tower provides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rendering Internet contents in mobile client devices. It 
is a framework for aggregating the individual 
components of the Web content with content 
description, methods, and rules for handling the 
content and content description. It describes the 
content in different types, at different resolutions. As 
shown in Fig. 2, the Info Tower develops a 
conceptually redunda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et 
content that is suitable for mobile client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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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The Info Tower aggregates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ontent along the 
dimensions of resolution and type. 
 
3. Content Conversion Strategy 
 
When the content is authored in HTML or XML, we 
have to transform the content format into WML so 
that mobile client devices can browse it. Besides, we 
need to transform the content into multiple resolutions 
to store in the Info Tower. 
 
3.1 Content Classification Schema 
 
Our intent is to define each uniquely named tag on a 
page to have an attribute value to reflect its 
importance level in the Web content. We rely on XML 
to uniquely define the name of each tag, and rely on 
XSL to define the usage of each tag. We suggest the 
content author to define each tag's attribute value in 
the Document Type Declaration (DTD). Then, we can 
use these attribute values to transform the content and 
have suitable representations to diverse mobile 
devices. When content analysis is performed, we use 
the tag to extract information in the text item. 
Therefore, multiple text resolutions can be rendered, 
so as to present Web contents to those mobile client 
devices with low bandwidth. 
 
3.2 Table Item Transformation Schema 
 
With the diverse types of mobile devices used to 
access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content provider to present a large table on these small 
devices. A similar problem occurs when small devices 
are used to access image contents on the Internet. We 
propose a table conversion strategy to give a flexible 
table representation which can reduce the table size 
but the reduced table is still meaningful. We can 
dynamically transform a table into multiple 
resolutions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mobile device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user preferences. 
 
4. Selection Policy 
 
Current Web contents include several information 

types, such as image, audio, video, text, etc.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bandwidth limitations and delay 
constraints of wireless networks, we propose an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pproach to adapt Web 
contents to mobile client devices. We restrict our 
discussion on text, image, and table for the narrow 
bandwidth of wireless networks. We illustrate how the 
transcoding system could maximize the selection of 
the content alternatives. Consider a Web document 
with two components, A and B. Let A*

i,j
 = Ti,j(A)  and 

B*
k,l

 = Tk,l(B), which transform A and B, respectively, 
to target types i and k , and resolutions j and l. Let 
R(Ai,j) and R(Bk,l) be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Ai,j and 
Bk,l, respectively. Rclient  is the maximum resource with 
the client device, which may be derived from the 
user's preferences of maximum waiting_time and the 
network bandwidth. The content selection process 
selects A*

i,j  and B*
k,l with the maximum content data 

size for a target client resource, which satisfies the 
following constraint: 

 
max{R(A*

i,j)+R(B*
k,l)} ≦  Rclient 

 
In the ERA procedure, we use an NP procedure 

to process the content items with no priority (NP) 
values assigned, and a TDP procedure to process the 
content items that have totally different priority (TDP) 
values. A PDP procedure is used to process the content 
items that have partially different priority (PDP) 
values. First, we eliminate the media type which is 
beyond the client devices capabilities. Then, the 
resource requirement of each component's media type 
is sorted in the decreasing order of data size so that we 
can process selection in the next procedures. We also 
check the existence and difference of priority values, 
so that we can process selection in TDP or PDP 
procedures. Finally, we render the contents by the 
selected items. 

 
(1) Selection with No Priority Values 
Fig. 3 shows the selection schema with no priority 
values assigned. We select a version such that it's 
resource requirement is close to the mobile client 
resource. In order to utilize the resources efficiently, 
we may upgrade items to a higher resolution level. In  
the NP procedure, we select version i such that Σ
R(Ai,j)≦  Rclient. Then we activate the upgrade 
procedure to resolve the possible combination set of 
items upgrade, as shown in Fig. 4. This is because we 
would like to upgrade a selected item to a higher 
resolution version as possible. Finally, if the 
summation of version i has changed, we will update 
the selected items.  

The upgrade(i, r) procedure is used to find a 
combination set between i and i+1 versions, where i is 
the original selected version and r is number of 
supported types. We use a two dimensional array a to 
store the possible combination set. In lines 1-7 of Fig. 
4, we use binary division to present combination set 0 
for keeping selected item in version i and 1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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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A selection schema with no priority values. 
 
 Upgrade(i, j) 
 
1 for x = 1 to 2r – 1 
2  item = x 
3  for y = 2 to r  
4   a[x][r – y + 1] = item mod 2 
5   item = item/2 
6  a[x][1] = item 
7 summax = 0 
8 for z = 1 to r 
9  summax = summax + R[i][z] 
10 sum = 0 
11 for j = 1 to 2r – 2 
12  for k = 1 to r 
13   if a[j][k] = 0 
14    then  sum = sum + R[i][k] 
15    else  sum = sum + R[i - 1][k] 
16  if summax < sum ≦ Rclient 
17   summax = sum 
18   a[2r – 1] = a[j] 
19 return  
 
Fig 4. Upgrade procedure. 
 
upgrading to version i – 1. The summax variable stores 
the maximum resource requirement with selected 
items. We calculate the resource requirement using the 
sum variable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summax variable. 
We store the maximum resource utilization set in 
a[2r – 1][*], so that we can update the selected items 
based on it, as shown in line 10-18 of Fig. 4. 
 
(2) Selection with Priority Values 
When we consider the bandwidth or computational 
resources, text items will always be assigned resources 
ahead of image, and small image will get precedenc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over audio. However, the author 
of the Web document may have a preferred priority 
order of the items in the document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s given by the resource requirement. Let 
there be m priority classes defined within the Info 
Tower, such that priority value 1 is the highest and m 
is the lowest. We first consider the case when priority 
values are totally different and then when the priority 
values are partially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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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Selection schema with totally different 
priority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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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Selection schema with partially different 
priority values. 

 
(a) Totally Different Priority Values 
It is easy to see that a greedy algorithm that allocates 
resources to each media type in the order of their 
priority values gives the optimal resource allocation. 
Fig. 5 shows a content selection schema with totally  
different priority values. The table component has the 
highest priority value, and the image component has 
the lowest. We select the table component in version 1. 
Then, we select the text component with lower 
resolution in version 2. This is because the unused 
resource is not enough for the text component in 
version 1.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 totally 
different priority values (TDP procedure) is described 
as follows. First, we sort the media types with respect 
to their priority values. Then, we select item Ai,j such 
that R(Ai,j) ≦  Rclient. If we can not select an item Ai', j' 
with the highest priority value, we select an item in 
the next priority level. We use the sum variable to 
store the whole resource requirement of selected items. 
Then, all priority values are processed until all the 
resources are depleted or there is no item with 
resource requirement less than the unused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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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pecifications of the four content versions 
for evaluation. 
 

Version Text Table Image Total Size 
Version1 841 415 541 1797 
Version2 600 290 260 1150 
Version3 440 157 135 732 
Version4 205 89 135 429 

 
(b) Partially Different Priority Values 
Fig.  6 shows the resource selection schema with 
partially different priority values. In Fig. 6, text and 
table items have higher priority values, compared to 
image items. Thus, we select the text and table items 
together. We use the Upgrade procedure, as described 
in Fig. 4, to update table items to a higher resolution. 
Then, we select an image item in version 3 because it 
is the most suitable version which can match the 
unused resource. 

We use the partially different priority (PDP) 
procedure to process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First, we 
group the media types with the same priority values. 
Then, we process the selection using the NP procedure. 
This is because we consider items with the same 
priority value just like items without the priority value. 
Similarly, we process selection in TDP when a priority 
group just has one item in it. After processing the TDP 
or NP procedure, we should update the resource of a 
client so that we can allocate the unused resource well. 
We use a global variable, sum, to store the selected 
items' resource requirement and check it to terminate 
the PDP or TDP procedure. 

 
5. Evaluation 

 
In this section, we evaluate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our adaptive transcoding system. To emulate the 
mobile client device's CC/PP profile, we use the 
blueprint WAP device emulator in Nokia WAP Toolkit 
version 2.1 [6]. It provides the user agent profile in 
device setting option, so that we can send the 
parameters of the screen size and the preferred waiting 
time to the adaptive transcoding system. Thus, we can  
transcode the original content by the screen size 
parameter and select a suitable transcoded content by 
the preferred waiting time. The content in the Web 
server will be encoded into a smaller data size such as 
the wmlc format, so that the WAP device can browse it 
in limited bandwidth. We use the Nokia WAP server 
simulator version 2.0 [6] to supply the encoded 
content to the WAP device. The specifications of four 
versions in terms of text, table, image, and total size 
are listed in Table  1. The data size in Table  1 has been 
encoded by the WAP gateway and a lower version has 
lower resolution. The total size is in the ascending 
order which means we could choose a richer Web 
content when better resources are assigned. Versions 3 
and 4 of image type have the same data size of image 
type. The reason is that if we reduce the resolution of 
version 3, it will become a meaningless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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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Resource utilization (0.966 : 0.953) of the 
NP procedure. 
 
Table 2. Specifications of content types' priority 
values for evaluation. 
 
Scenario Text  Table Image 
(1) Totally different priority 
values 

2 1 3 

(2) Partially different priority 
values 

1 1 2 

(3) Partially different priority 
values 

1 2 1 

 
to the user. 
 
(1) Content Items with No Priority Values 
Note that the author of the Web content may have a 
preferred priority ordering of the items in the content. 
However, all content items may not have priority 
values. In this situation, all content items without 
priority values will affect the selection and utilization 
results. Therefore, we use the NP procedure to process 
the selection of content items . Fig. 7 shows the 
utilization of the ERA and RJC approaches [4] for 
content items without priority values. We can see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the ERA in most situation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RJC. However, at data size of 600, 
800, 1000, and 1500 bytes, we see that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RJC is higher than that of ERA. This is 
because the RJC approach always selects the 
maximum resource requirement version of all types. 
When the resource requirement of one media type's 
version matches the client resources, that version will 
be selected by the RJC approach. In contrast to the 
RJC approach, the ERA approach will consider the 
overall representation in the mobile client device. 
ERA will present a more complete Web content to the 
mobile client device rather than just part of the content 
when the maximum resource utilization is needed.  
 
(2) Content Items with Totally Different Priority 

Values 
We first evaluate the content items which are assigned 
with totally different priority values. If th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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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the PDP procedure:  
(a) scenario 2 (0.947 : 0.938). (b) scenario 3  
(0.971 :0.958). 
 
items have totally different priority values, we will 
allocate all the resource to the highest priority item 
within the maximum client resource. Thus, if there  
are any resources unused, we will allocate the 
resources to items with the next higher priority 
values till all the resources are depleted or there is no 
item with resource requirement less than the unused 
resources. We use the TDP procedure to select 
content items. In this situation, the ERA and RJC 
approaches have the same utilization in each case. 

 
(3) Content Items with Partially Different Priority 

Values 
In some respects, items' priority values may be 
partially different. For example, an author may treat 
his/her text and image types equally important. Thus, 
these items will be assigned the same priority value. 
Assume they have higher priority values than table 
types. In our ERA approach, we use the PDP 
procedure to handle this situation. We assign priority 
values  according  to scenarios 2 and 3 in   Table 2.  
 
 
 
 
 

Fig. 9 (a) and (b) show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scenario 2 and scenario 3,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ERA, in many case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RJC. Besides, the averag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ERA is also higher than that of RJC. 
 
6.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we have presented a transcoding system 
for adapting multimedia Web contents. This system 
enable mobile client devices with different capabilities 
and resources to access the Internet content efficiently 
in wireless networks.  Using the user agent profile, a 
mobile client can receive an adaptive Web content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user. We use the Info Tower 
to represent the Web content which is transcoded into 
multiple resolution forms and multiple types. We have 
addressed some resource allocation issues to utilize 
mobile client resources efficiently. Finally, we have 
evaluated the transcoding system using commercial 
mobile client devices. Evaluation has shown that our 
ERA approach can perform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tly. We use different selection strategies to 
process content types with priority values or not. It 
allows our transcoding system to adapt Web contents 
to better representation forms for different mobile 
client devices.  

 
7. References 

 
[1] J.R Smith, R. Mohan, and C.-S. Li. "Transcoding 

Internet Content for Heterogeneous Client 
Devices," in Proc. of IEEE Int. Conf.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vol. 3, pp. 599-602, May 1998. 

[2] Composite Capabilities/Preference Profiles: 
Requirements and Architecture, W3C Working 
Draft, July 2000. 

[3] Open Mobile Alliance Ltd., "Wireless Markup 
Language  version 2 Specification," 
http://www1.wapforum.org/tech/terms.asp?doc=W
AP-238-WML-20010911-a.pdf, Sep. 2001. 

[4] Rakesh Mohan, John R. Smith, and Chung-Sheng 
Li, "Adapting Multimedia Internet Content for 
Universal Access," IEEE Trans. Multimedia, vol. 1, 
pp. 104-144, Mar. 1999. 

[5]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 1.0 (Second 
Edition)," W3C Recommendation, 
http://www.w3.org/TR/2000/REC-xml-20001006, 
Oct. 2000. 

[6] Nokia WAP Server, 
http://www.nokia.com/corporate/wap/gateway.html, 
2002. 



 

 

博物館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設計與實作博物館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設計與實作博物館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設計與實作博物館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設計與實作����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useum Wireless Tour Guide 
Systems for Active Learning 

周立德周立德周立德周立德  吳佳協吳佳協吳佳協吳佳協  何世邦何世邦何世邦何世邦  李敬超李敬超李敬超李敬超  姜伯任姜伯任姜伯任姜伯任  汪永興汪永興汪永興汪永興  夏希璿夏希璿夏希璿夏希璿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號號號 

Email: cld@csie.ncu.edu.tw 

                                                      
� This reach was support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grant 甲-91-H-FA07-1-4.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論文藉由無線傳輸技術無所不在與無時不

刻的特性，以天文館、博物館或美術館等室內環境

作為學習場所，開發具位置知覺且可與環境互動的

行動學習系統，以營造主動的行動導覽學習環境。

遊客可藉由隨身攜帶的 PDA 等可攜式行動主機連

上知性旅遊地點所在之網路接受導覽。系統可提供

各個展示品的詳細解說，協助遊客認識各種展示文

物，並設計導覽路徑指引，將展示場中具有相同性

質的展示品串接起來，引導參觀者進行具有特色的

學習旅程。本系統並以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內

的古代天文展區作為實作的展示內容。 

1.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近年來由於生活品質提升，國人對於休閒旅遊

逐漸重視，知性的深度旅遊逐漸成為休閒活動的主

流，既可休閒娛樂也可學習平常不易接觸的事物。

常見的知性旅遊地點包括天文台、博物館、美術

館，以及具有歷史背景的名勝古蹟。目前在這些旅

遊地點中多以解說員以及錄音帶、CD 等語音錄音

[1] 做為導覽的方式。 

解說員的導覽方式是由一名解說員帶領一群

遊客重點式地解說重要的文物或景點，其優點為可

以即問即答，但是參與之遊客必須亦步亦趨地跟隨

解說員，且須凝神注意聆聽解說，造成遊客在知性

學習時之諸多不便。而錄音帶或 CD 的語音導覽則

是遊客攜帶由旅遊地點所提供之已錄製好的語音

進行導覽，其優點為遊客可自由走動，選擇本身有

興趣的文物或景點參觀學習。但受限於儲存容量，

當遊客對於比較感興趣之景物想多獲取一些相關

知識時，往往無法提供較全面性的深度知識與互動

性。且由於互動性不足，加之體積龐大，難吸引小

朋友使用。此外，聽障朋友們亦無法享受傳統語音

導覽的解說方式。 

為解決上述狀況之缺點，本論文以最新的數位

科技，結合個人數位助理 (PDA) 人性化的操作方

式 [2] 與無線技術，以天文館、博物館或美術館等

室內環境作為學習場所，研發一具位置知覺且可與

環境互動的行動學習系統，以營造主動的行動導覽

學習環境 [3]。參觀的民眾可藉由隨身攜帶的 PDA 

等行動裝置連上知性旅遊地點所在之網路接受導

覽。在本系統中，遊客將藉由隨身攜帶的 PDA 等

行動主機連上知性旅遊地點所在之網路接受導

覽。遊客只要接近某一文物或景點，PDA 即可透過

紅外線主動顯示頁面，告知遊客該文物景點相關知

識與資訊，如圖一所示。藉由這樣的設計，遊客將

不會發生以往迷失在導覽手冊中，或是不知該如何

找尋眼前景點資訊的困擾。本系統亦設計有建議導



 

 

覽路線，將展示場中具相同性質的文物景點串接起

來，再以細心規劃的路線協助民眾輕鬆並系統化地

進行主題式的學習。本系統在實作上可分為訊號發

射器、HTML 至 Palm database 之圖文轉換系統，及

可供可供使用者進行自助式學習的 PDA 行動導覽

系統。本系統之 PDA 端以 Palm PDA 作為實作平

台，並以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4] 的「古代天

文區」作為實施範例，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對各個展

示文物進行詳細地介紹。 

2. 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系統設計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系統設計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系統設計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系統設計 

由於 Palm PDA 為市場佔有率最高的掌上型

電腦，因此本系統即鎖定其作為實作的硬體平台 

[5]。當遊客於天文館中參觀時，隨身攜帶的 Palm 

PDA 將接受由裝設在各文物或景點的訊號發射器

所送出的信號。藉由信號的解讀，PDA 上的導覽程

式便會立即將顯示頁面更新至與目前位置所在的

文物景點相關之導覽資訊。如此一來，遊客將可自

由地於天文館中遊覽，不受制於解說人員介紹速度

與導覽路線的影響，也不必擔心獨自進行參觀是否

無法獲得足夠的解說資訊。無論遊客所在位置為

何，導覽系統都將正確地判定使用者的位置，並給

予使用者該文物景點的相關資訊。而這些動作完全

無須使用者的手動操作介入。 

本系統並可建議遊客適當的導覽路線，將展示

場中具相同性質的展示品串接起來，再以細心規劃

的路線協助民眾輕鬆並系統化地進行主題式的參

觀與學習。使用者只需在地圖頁面選定導覽路線，

系統將以遊客目前所在的位置為起點，逐一顯示主

題式導覽的行走路線。此功能可再結合博物館人員

的專業知識，依據主題、參觀時間、導覽對象等，

設計出多種符合不同需求的導覽路線。 

圖二為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無線網路架構

圖，圖之右方為位於各文物或展示品的發訊器，透

過紅外線介面持續發送該展示品的編號。圖之左方

為 PDA 行動導覽系統，主程式 (core program) 在

接收到展示品之編號後，即可自資訊資料庫 

( Information Database) 或透過無線區域網路取得

該展示品的相關導覽資訊。本系統分為 Palm PDA

上 Client 端的導覽程式、HTML 至 Palm Database 

之圖文轉換系統，及訊號發射器三部份，其中 Palm 

PDA 上 Client 端的導覽程式將留待下一節展示其

功能。 

Palm PDA 無法如一般的檔案系統般，將各個

資料明確地以不同的代號儲存，而是使用一段記憶

體區塊將所有的儲存資料參雜存放 [6]。一般在個

人電腦上習慣以檔案名稱與副檔名來區分資料的

內容與格式，但這種方式並不適用於 Palm，因此

必須將行動導覽系統所需的圖片與解說文字轉換

為 Palm 認得的格式才行。本論文另行開發一套圖

文轉換程式，用以將預先於個人電腦上整理完成的

文字介紹與展示品縮圖轉換成可與 Palm PDA 相

容的格式。本系統於設計轉換程式 (converter) 之

初，即已考慮到 HTML 具備可結合文字與圖檔的

特性，且可對內容型態以統一的標籤符號加以區分 

[7][8]，因此以 HTML 作為個人電腦上編輯導覽內

容的格式，以便將文字介紹與展示品縮圖整合在一

起，而後利用所開發之圖文轉換程式將 HTML 導

PDAPDAPDAPDA

展覽品展覽品展覽品展覽品

Ir Transmission Ir Transmission Ir Transmission Ir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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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行動導覽概念行動導覽概念行動導覽概念行動導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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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架構圖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架構圖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架構圖行動導覽學習系統之架構圖 

 



 

 

覽內容轉換為 PDA Database，其流程如圖三所示。 

在訊號發射器部分，由於市面上沒有符合本計

畫特殊需求的紅外線硬體設備，因此所需之紅外線

模組必須採完全自行設計電路的方式製作，目前採

用 8051 微處理器 [9] 以為控制紅外線發射體，將

展示品編號直接轉換成零壹訊號送出。圖四即為所

設計與實作之電路板。 

3. 系統實作與展示系統實作與展示系統實作與展示系統實作與展示 

本系統採圖文並茂的方式解說台北市立天文

科學教育館內的展示品，初步以古代天文區作為實

施例。每個展示品的解說分為三部分：景物名稱、

景物縮圖及文字解說，其中景物縮圖可幫助使用者

與實際位置作正確對應，而文字解說則協助使用者

學習與該展示品相關的知識。圖五即為天文館內一

文物景點「張衡像」的展示圖片。當使用者手持 PDA 

在天文館中觀覽時，一旦接近張衡像即會接收到紅

外線訊號，PDA 的畫面會自動更新至圖五所示之畫

面。圖中以紅圈標示 A 之處為可引導參觀者進入

下一景點之前進方向，讓參觀者可以有系統地進行

瀏覽，避免漏失參觀重要景點的遺珠之憾。以紅圈

標示 B 之處則顯示出目前所處景點之位置編號，

亦可直接輸入欲參觀景點之編號，即可顯示該景點

之介紹畫面。此處顯示張衡像之位置編號為 1。圖

六則為張衡像之文字介紹畫面，讓參觀者對此景點

有更深入的瞭解。 

一旦使用者依建議的前進方向移動到位置編

號為 2 的景點「中國古代天文儀器」，即出現如圖

七所示的導覽畫面。圖中以紅圈標示 A 之處為自

動導覽功能，按下此一功能鍵後即顯示古代天文區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  HTML 至至至至 Palm Database 之圖文轉換系統之圖文轉換系統之圖文轉換系統之圖文轉換系統 

 

 
圖四圖四圖四圖四  自製的訊號發射器自製的訊號發射器自製的訊號發射器自製的訊號發射器 

 

 
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張衡像張衡像張衡像張衡像 

 

 
圖六圖六圖六圖六  張衡像的說明文字張衡像的說明文字張衡像的說明文字張衡像的說明文字 

 



 

 

之展示地圖，如圖八所示。圖七中以紅圈標示 B 之

處則供使用者選擇進入前一個或後一個景點之圖

文導覽說明。 

點選圖八展示場平面圖上方之參觀路線按鈕

後，系統即可逐一顯示建議的參觀路線。圖九顯示

由位置編號為 2 的「中國古代天文儀器」前往位

置編號為 3 的「中國古代天文觀測台」之行進路

線；圖十則顯示前往位置編號為 4 的「中國古代

天文史迷你劇場」之路線，如此即可很明確地建議

遊客行進路線，進行系統化的導覽。此外，點選畫

面中之任何景點即可返回該展示品之圖文說明畫

面。 

4.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為了讓遊客能在知性旅遊地點輕鬆地學習知

識，本論文提出以 PDA 作為導覽操控平台的理

念，並將之實作於 Palm PDA 上。結合 Palm PDA

人性化的操作方式，以及圖文並茂的展示文物解

說，實作出一簡便且極富知識教育的行動導覽系

統。本導覽系統展現了高科技的 PDA 與日常生活

需求的高度結合，不但有助於民眾在知性旅遊地點

的學習效率，更可協助旅遊地點降低解說人員的訓

練時間與費用。設計導覽路線的理念，一但經由專

業人員提供規劃良好的路線，將可用於主題式導覽

 
圖七圖七圖七圖七  中國古代天文儀器中國古代天文儀器中國古代天文儀器中國古代天文儀器 

 

 

圖八圖八圖八圖八  展示場平面圖展示場平面圖展示場平面圖展示場平面圖 

 

 
圖九圖九圖九圖九  由「中國古代天文儀器」引導至「中國古代由「中國古代天文儀器」引導至「中國古代由「中國古代天文儀器」引導至「中國古代由「中國古代天文儀器」引導至「中國古代

天文觀測台」天文觀測台」天文觀測台」天文觀測台」 
 

 

圖十圖十圖十圖十  由「中國古代天文觀測台」引導至「中國古由「中國古代天文觀測台」引導至「中國古由「中國古代天文觀測台」引導至「中國古由「中國古代天文觀測台」引導至「中國古

代天文史迷你劇場」代天文史迷你劇場」代天文史迷你劇場」代天文史迷你劇場」 

 



 

 

的指引，提供參觀民眾多樣化的學習經驗。未來將

引入多媒體影音，以加強學習興致以及系統與使用

者的互動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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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WAP 提供了便捷的無線上網功能，使得

在網際網路上資訊的取得不再侷限於固定的

地點，也為未來的通訊安全帶來新的挑戰。本

論文的目的就是要在 WAP 無線網路上設計一

套安全推播機制，改善目前 WAP 網路無法提

供端對端(end-to-end)安全通訊的缺點，我們考

慮到無線裝置的一般限制，採用對稱式加解密

演算法，對稱式加解密演算法需要 WAP Client
與 Push Server 兩者共享一把加解密金匙，本

論文延伸 Diffie-Hellman 金匙交換技術的方法

產生這把金匙，把所要傳遞的推播內容做加

密，藉此達到端對端通訊的安全性；此外本機

制在 Push Server 上是針對推播的訊息作加密

非對整個網頁加密，除了減輕 Push Server 執
行加密工作的負荷，亦不會影響 Push Proxy 
Gateway 執行編碼壓縮的功能，且保證中間的

Push Proxy Gateway 無法得知推播的私密資

訊；最後我們依據 WAP 提出的 Push 協定規格

實作了一個模擬的平台，用來評估我們所提出

的安全推播機制的效能。 

關鍵詞：安全推播、WAP、推播代理閘道器、

Diffie-Hellman 金匙交換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 
Forum [1]提出了一套通訊協定，提供無線通訊

裝置來存取網際網路資源的服務。很多的行動

網路業者努力提供加值性的服務，來吸引增加

行動網路服務的使用，以減少用戶的流動率，

而 Push 的技術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服務。 

當電子商務(E-Commerce)在無線市場急

速發展的時候，必須擁有端對端(end-to-end)
安全性的條件要求 [2,3]。然而，不管是

GSM[4,5]或是 GPRS[5]，所有目前的微細胞系

統(cellular systems)並沒有一個確保兩端使用

者能安全的傳送訊息的機制。這是因為當訊息

由無線裝置傳至基地台時可以經過加密來保

證其安全性，但透過無線與有線的連結設備

WAP Gateway 時，這些訊息須先解密再執行編

碼(Encoding)，此時的訊息對網路業者來說通

常是明文，因此在無線網路中，當使用者在傳

遞私密性資訊時，網路業者(如 WAP Gateway)
有可能取得使用者私密性的資訊，這無疑是通

訊安全性上的一大威脅。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是在 WAP 無線網路

上 設 計 一 套 安 全 的 推 播 機 制 ， 延 伸

Diffie-Hellman 金匙交換技術的方法產生一把

端對端所需要的加解密金匙，改善現行無線推

播技術沒有達到端對端安全性的不足地方；本

安全推播機制具有下列的特性：  

1.考慮行動裝置較低的電源供應與有限的計

算能力，我們使用對稱式加密的方式，對每

個推播達成端對端的安全性要求。 

2.延伸 Diffie-Hellman 的金匙交換的技術，使

得 WAP 客戶端和 Push Server 產生一把共享

的加解密金匙，且 WAP 客戶端和推播伺服

器的每次會議(session)連線產生不同的金匙

來加密。 

3.當 Push Server 有推播訊息要透過推播代理

閘道器(Push Proxy Gateway)傳給 WAP 客戶

端時，Push Server 和推播閘道器彼此之間會

相互認證。當推播閘道器要轉送推播訊息給

WAP 客戶端時，推播代理閘道器和 WAP 客

戶端彼此之間也會相互認證。 

4.本機制在 Push Server 上是針對推播的訊息

作加密而非對整個網頁加密，減輕 Push 
Server 執行加密工作的負荷，亦不會影響

Push Proxy Gateway 執行編碼壓縮的功能。 



                2 
 

二、相關研究 

(一)Diffie-Hellman Key Exchange 
Diffie-Hellman Key Exchange 的方法到

現在已經 20 幾年[6] ，這個演算法的目的是要

讓兩個使用者可以安全地各自產生一把相同

的金匙，做為之後訊息的加解密鑰匙之用。表

2.1 簡單說明其演算法的條件及運算流程。 

表 2.1 Diffie-Hellman Key Exchange 

若α 是質數 q 的一個 primitive root，則

qmodα , qmod2α ,…, qq mod1−α 皆

不同，且其值所成的集合為{1,2,…, 1−q }，
α , q將對外公開。 

使用者 A 
(1)選擇私密值 qX A <    
(2)計算公開值 qY AX

A modα=  
(3)將 AY 送給使用者 B   
(4)收到使用者 B 送來的 BY 後， 
計算秘密金匙 qYK AX

B mod)(=  
qBAXX mod)(α=  

使用者 B 

(1)選擇私密值 qX B <  
 (2)計算公開值 qY BX

B modα=  
 (3)將 BY 送給使用者 A   
 (4)收到使用者 A 送來的 AY 後， 
計算秘密金匙 qYK BX

A mod)(=  
qBAXX mod)(α=  

經過步驟(1)-(4)後，使用者 A 和使用者 B 即

可安全地各自產生一把相同的金匙 K 

使用者 A 與使用者 B 最後都可以分別獨

立且安全地求出其共同秘密金匙 K，其他人即

使在網路上竊聽到YA及YB亦無法求出K [7]。 

(二)WAP Push Technology 
Push 技術在 WAP1.2 的版本中被提出

[8-10]：Server 會主動傳送資訊給使用者。假

設你對一些頻道的主題有興趣，你可以去跟推

播伺服器訂閱你想收聽的頻道，當你所訂閱的

頻道有新的資訊時，推播伺服器就會將這些資

訊主動推播到你的無線裝置。例如：E-mail 提
醒服務、個人化新聞服務、內部企業網路即時

訊息都是很適合用 Push 技術來送給使用者。 

幾個手機大廠也提供 WAP 相關的開發

工具及討論區，如 Nokia[11]及 Ericsson[12]等

大廠提供了 WAP Gateway、手機模擬器及

WAP 應用程式開發環境，在 Nokia 的工具中

也提供了 Push 訊息的編輯器。 
Shashikiran Guruprasad 在  Professional 

WAP 一書中[13]，亦探討到有一項無線網路優

於 Internet 的 Push 技術：location-based Push 
content[14]，因為業者可以知道無線裝置所在

的位址，因此可以提供傳遞所在區域的一些資

訊。例如一個遊客想知道所在區域附近的飯

店，透過 Push 就可以即時傳遞那個區域的飯

店資訊到使用者的無線裝置，這是 Internet 
Push[15]技術無法達到的服務。 

三、基本架構與安全模組 

(一)系統架構 
本論文所提出的 WAP 安全推播機制，是

架構在 GSM 此系統下，整體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在這架構中包含了四個主要元件：Push 
Server 、 推 播 代 理 閘 道 器 (Push Proxy 
Gateway)、GSM 系統、WAP 客戶端 (WAP 
Client)。 

推播服務主機提供頻道給使用者訂閱，

使用者可以上網訂閱並設定自己的訂閱喜

好，當推播服務主機偵測到使用者設定的事件

發生時，就會將即時資訊推播給使用者。推播

代理閘道器處理協定的轉換，並將原始的

WAP 內容轉換成 Binary Code 的資料，再傳送

到 WAP 無線裝置上。我們安全推播機制在無

線部份採用現在被廣泛使用的 GSM 系統。

WAP Client 指的就是 WAP 下的行動無線裝

置，如個人數位祕書、手機…等，推播的訊息

可以顯示到無線裝置的 Micro Browser 上。 

Push
Proxy

Gateway
BSC

MSC/VLR

HLR

BTS

BTS

BTS

BSC

MSC/VLR
Push
Proxy

Gateway

Push Server

Push Server

WAP 
Client

WAP 
Client

WAP 
Client

Push Server

Push Server

GSM Syetem

圖 3.1 本機制在 GSM 系統下的架構圖 

我們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在推播服務主機

(Push Server)、推播代理閘道器(Push Proxy 
Gateway)、WAP 客戶端(WAP Client)間的安全



                3 
 

性問題，以及如何達到端對端(end-to-end)的安

全性。 

(二) 安全推播模組 

在我們安全推播機制中，我們分為

Message Push Model 與 Service Push Model 兩
個模組： 
(1)Message Push Model：推播服務主機推播訊

息給使用者，只是做單純的通知，例如：股

票成交回報、銀行扣款餘額不足等。 
(2)Service Push Model：推播服務主機推播訊

息給使用者，推播的內容中會指定提供此服

務的 URI[16]，再由 WAP 客戶端決定是否

去載入這個服務，使得使用者跟服務主機以

互動的方式操作，例如：股票即時價格通

知，會有指定服務主機買或賣的 URI 位址，

使用者就可直接選擇買或賣這張股票。 
    接下來我們將先解釋在本論文中使用到

的符號，列表說明如表 3.1。本論文假設存在

一個信任的認證中心(certification authority)，
而且每個 subject 在執行推播流程之前都擁有

經由認證中心認證過的公開/私人金匙，也就

是說，所有的 subject 都可以透過認證中心驗

證其他 subject 的身份或是公開金匙的正確性。 
在我們的機制流程中，Diffie-Hellmam Key 
Exchange 的方法中所傳送的公開值為 gx mod 
q，我們將省略 mod q 而以 gx表示。 
 

表 3.1 符號解釋 
符號 說明 
S Push Server  
PPG Push Proxy Gateway 
C WAP Client 
r Random number 
x,y,z Private value of Diffie-Hellman 

Key Exchange 
q Prime number 
g g < q and g a primitive root of q 
tA Timestamp of subject A 
SK The session key of WAP Client 

and Push Server 
CK The secret key of WAP Client 
KA,KA

-1 Long-term public key pair of 
subject A 

Cert(A) The certificate of subject A 
[Data]KA

-1 Data being encrypted by key KA
-1

{Data}KA
-1 A digital signature given by subject 

A 
<Data>KA

-1 <Data>KA
-1=Data,DataKA

-1 

 

四、安全推播機制的運作流程 

接下來我們將將說明 Message Push 
Model 與 Service Push Model 這兩個模的運作

流程。 

(一)Message Push Model 運作流程 
當有推播訊息要從 Push Server 傳給 WAP 

Client 時，其運作流程如圖 4.1 所示，整個流

程一共分成五個步驟，詳細的步驟流程說明如

下： 
 
 
 

 

 

Push ServerPush Proxy Gateway

(1) PushReq,ts,Cert(S)

WAP Client

(3)KS[ KPPG
-1<ts,g

x,gxy>],Cert(PPG)

(4) KPPG[Ks
-1<ts',g

xz,SK[PushMsg]>]

(5) gxz,SK[PushMsg]

(2) Connet to WAP Client (gy)

SK=(gxy)z

SK=(gxz)y

Private Value of Diffie-Hellman 
y

Private Value of Diffie-Hellman 
x

Private Value of Diffie-Hellman 
z

 

圖 4.1Message Push Model 運作流程 

步驟 1: S→PPG: PushReq , tS , Cert(S)                         
Push Server 發送一個 ” 訊息推播要

求”(PushReq)訊息給 Push Proxy Gateway，表

示有推播的訊息要傳給 WAP Client，訊息內包

含時戳 ts，是用來防止重現(replay)攻擊，訊息

內亦有 Push Server 的證書 Cert(S)讓 Push 
Proxy Gateway 作身份認證。 

步驟 2: PPG→C: Connet to WAP Client                        
當 Push Proxy Gateway 收到 Push Server

推播要求後，會打電話呼叫 WAP Client 建立

連線，在連線過程中 Push Proxy Gateway 和

WAP Client 會執行相互認證的動作。 
在傳統的 GSM 系統下只有單向對 WAP 

Client 做認證，WAP Client 並未對系統設備做

認證，在此我們改進這樣的做法，使得 WAP 
Client 與系統設備可以做相互的認證。相互的

認證的流程圖如圖 4.2 所示，當 Push Proxy 
Gateway 呼叫 WAP Client 後，Push Proxy 
Gateway 會提出認證的 request，此時 Push 
Proxy Gateway 會送出一個亂數 r 給 WAP 
Client，WAP Client 收到之後用當初購買手機

時 SIM Card 裡內建的 secret key CK 把 r 加密

送給 Push Proxy Gateway，因為 CK 為系統業

者與手機的 SIM Card 所共享的一把 secret 
key，因此 Push Proxy Gateway 可以把 W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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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 送過來加密的訊息解開得到相同的 r，
則視為對 WAP Client 認證成功，Push Proxy 
Gateway再把WAP Client送過來加密的訊息再

加密一次送給 WAP Client，WAP Client 解開此

訊息後，如果與對 r 加密的訊息相等，則 WAP 
Client 也對 Push Proxy Gateway 認證成功，到

此完成相互認證的動作。WAP Client 對 Push 
Proxy Gateway 認證成功後，會送出 gy給 Push 
Proxy Gateway，gy為WAP Client與 Push Server
產生會議金匙(session key)SK 的一個參數。 

 

 

 

 

R eady

C K [r]

Push  P roxy  G atew ay
A uthen tica tion

W A P  C lien t
A u then tica tion

gy

W A P
C lien t

Push  P roxy
G atew ay

C ennec t R equest

C K [C K [r]]

r

 

圖 4.2 PPG 與 WAP Client 互相認證流程 

步驟 3:PPG→S:KS[KPPG
-1<ts,gx,gxy>],Cert(PPG) 

當 Push Proxy Gateway 收到 Push Server
推播要求後，產生一個亂數 x，計算出 gx 及

gxy =(gy)x ，作為 WAP Client 與 Push Server 間
產生會議金匙(session key)SK 的參數，將 ts、

gx、gxy加上 Push Proxy Gateway 的簽章後，再

用 Push Server 的公開金匙加密送給 Push 
Server，亦送出自己的證書 Cert(PPG)給 Push 
Server，以提供 Push Server 對 Push Proxy 
Gateway 認證用。 

步驟 4:S→PPG:KPPG[Ks
-1<ts’,gxz,SK[PushMsg]> ]                      

Push Server 產生一個亂數 z，在收到步驟 3

的訊息後，先執行對 Push Proxy Gateway 的認

證動作，之後 Push Server 取出 gxy 計算出

SK=gxyz=(gxy)z，作為加密 Push 訊息的會議金

匙。Push Server 計算出 gxz =(gx)z，產生一個時

戳 ts’，並將 Push 的訊息 PushMsg 用 SK 加密，

最後加上 Push Server 的簽章，並將整段訊息加

密送給 Push Proxy Gateway。 

步驟 5:PPG→C: gxz , SK[PushMsg]      
Push Proxy Gateway收到 Push Server送過

來的訊息後，先驗證訊息的完整性及來源認證

性。解開該訊息後，將 SK[PushMsg]與 gxz 轉

送給 WAP Client。 
WAP Client收到 Push Proxy Gateway送過

來的 gxz訊息後，可以計算出 SK=gxyz=(gxz)y，

因此可以解開 Push 訊息內容。 
由於只有 Push Server 與 WAP Client 才可

以算出 SK，因此用 SK 對推播的訊息做加密，

可以達到端對端(end-to-end)通訊的安全性。 

(二)Service Push Model 運作流程 
Service Push Model 運作流程如圖 4.3 所

示，整個流程一共分成九個步驟，步驟一至五

與 Message Push Model 的流程同理，其餘的詳

細步驟流程如下： 

Push ServerPush Proxy GatewayWAP Client

(6) SK[SendReq]

(7) SK[SendReq]

(8) SK[Data]

(9) SK[Data]

(1) Push_Req,ts,Cert(S)

(3) K
S
[K

PPG
-1<t

s
,gx,gxy>],Cert(PPG)

(4) K
PPG

[ K
s
-1<t

s
', gxz,SK[SI_Msg]>] 

(5) gxz,SK[SI_Msg]

(2) Connet to WAP Client (gy)

SK=(gxz)y

SK=(gxy)z

Private Value of Diffie-Hellman 
y

Private Value of Diffie-Hellman 
x

Private Value of Diffie-Hellman 
z

 
圖 4.3 Service Push Model 運作流程 

步驟 6:C→PPG: SK[SendReq] 
WAP Client 選定 Service Push 訊息中的某

個選項，選項有提供此服務的相對映 URI 位

址，WAP Client 提出取得此 URI 位址要求

(SK[SendReq])給 Push Proxy Gateway。 

步驟 7:PPG→S: SK[SendReq]  
Push Proxy Gateway收到WAP Client提出

取得此 URI 位址服務的要求，即轉送到此 URI
指定的 Push Server。 

步驟 8:S→PPG: SK[Data] 
Push Server收到 Push Proxy Gateway轉送

的要求後，即對此服務做處理，並將結果用

SK加密，最後將 SK加密後的結果用送給 Push 
Proxy Gateway。 

步驟 9:PPG→C: SK[Data]   
Push Proxy Gateway收到 Push Server傳來

的訊息後，將用 SK 加密的訊息轉送給 WAP 
Client。WAP Client 收到後即可用 SK 解開取

得服務回應的內容。 
由於只有 Push Server與WAP Client才可

以算出 SK，因此用 SK 對推播的訊息做加密，

可以達到端對端(end-to-end)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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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與討論 

本論文所提出的 WAP 安全推播機制具有

下列幾種攻擊的防護能力： 
(1)假冒攻擊：因為 Push Proxy Gateway 與    

WAP Client 相互認證，且 Push Proxy 
Gateway 與 Push Server 相互認證，所以可以

防止假冒攻擊。 
(2)Man in the middle 攻擊：因為有相互認證的

機制，所以可以防止 Man in the middle 攻
擊。 

(3)重現攻擊：因為 Push Proxy Gateway 與 Push  
Server身份認證封包加入 timestamp，且Push 
Proxy Gateway 與 WAP Client 身份認證時的

challenge r 值每次不同，所以可以防止重現

攻擊。 

我們接下來說明我們的安全推播機制所

改善的地方： 
(1)傳統的 GSM 系統只有單向對 WAP Client

做認證，WAP Client 並未對系統設備做認

證，在在此我們改進這樣的做法，使得 WAP 
Client 與系統設備可以做相互的認證。 

(2)Push Server 只針對推播訊息作加密非對整

個網頁加密，減輕了 Push Server 執行加密

工作的負擔。 
(3)由於 Push Proxy Gateway 編碼壓縮的功能

是對常用的字串和 Tag 編碼，而推播的訊息

本來就不壓縮，所以本機制只對推播的訊息

作加密並不影響 Push Proxy Gateway 執行

編碼壓縮的功能。 
(4)在本機制中延伸 Diffie-Hellman 金匙交換技

術的方法產生加密用金匙 SK=gxyz，因為

Push Proxy Gateway 只能得到 x,gy,gz 等參

數，所以 Push Proxy Gateway 無法求得 SK，
因此 Push Proxy Gateway 無法解得推播訊

息內容。此外，這樣的作法有下列兩個好

處：1.可使金匙交換方法更為安全，攻擊者

必須同時求得三者的 Diffie Hellman 私密值

x，y，z才能算出金匙 gxyz。2.可使 WAP Client
的私密值 y 減小，減輕 WAP Client 指數運

算的負擔。 
(5)由於 SK 只有 Push Server 與 WAP Client 才

能求得，所以用這把金匙 SK 對推播訊息加

密可以達到端對端的安全性。 

我們將本機制的功能與 WAP 所制定規格

的功能做一個比較，如表 5.1 所示，由表中的

比較可以看出我們的機制達到端對端的安全

性，且效能也比較好。 
 
表 5.1 本機制與 WAP 規格功能比較表 

 

 

 

 

 

WAP 本機制系統
能力

Push Proxy Gateway可
能取得私密資訊

是 否

編碼壓縮功能 是 是

Push Proxy Gateway
加密負荷高

是 否

端對端安全性 否 是

Push Server加密負荷高 是 否

只針對推播訊息加密 否 是

 

六、模擬實作 

我 們 使 用 JDK 1.4 為 開 發 工 具 ，

Diffie-Hellman 的金匙的長度為 512 bits，非對

稱式加密使用 RSA 1024 bits，對稱式加密使用

DES 64 bits，赫序函數 SHA 160bits，另外也

使用了 X.509 的證書，且依據 WAP 的協定規

格，實作了一個模擬的平台實現我們的安全推

播機制。我們用 3 台 PC 分別模擬 Push Server、
Push Proxy Gateway 及 WAP Client，在 Push 
Server 上可以送出 Service Push 和 Message 
Push 兩種模組的推播訊息，且只針對推播的訊

息加密，而推播的訊息格式也依照 WAP 的

Push 規格書中提出的 Push Access Protocol 與
Push Over-The-Air Protocol 的規格標準來傳

送；Push Proxy Gateway 需要處理協定的轉換

及編碼壓縮，經過種種的對照表查詢來完成這

項工作，WML 的 Tag 的標碼轉換表即是其中

一項，在我們的實作畫面上顯示了處理的工作

事項，且顯示了編碼前及編碼後的訊息；最後

在 WAP Client 上，當有推播訊息傳送過來鈴

聲響起後，使用者可以選擇觀看推播訊息，若

是 Service Push 模組的推播，使用者還可以互

動式選取選項，實作結果如圖 6.1-6.4 所示。 

 

 

 

圖 6.1 Push Server 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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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dlfkjiurwghasf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ml
<?xml version="1.0"?>
<!DOCTYPE pap PUBLIC "-//WAPFORUM//DTD PAP 1.0//EN"
 "http://www.wapforum.org/DTD/pap_1.0.dtd">
<pap>
<push-message push-id="20020612043723@140.125.32.234">
 <address address-value="140.125.32.232/type=user@140.125.32.25"></address>
</push-message>
</pap>
--asdlfkjiurwghasf
Content-Type: text/vnd.wap.wml
<?xml version="1.0"?>
<!DOCTYPE WML PUBLIC "-//WAPFORUM//DTD WML 1.1//EN"
 "http://www.wapforum.org/DTD/wml_1.1.xml">
<wml>
 <card>
   <p>
¶瀫\t2p?� 走? i %� 　　 鏶
 </p>
  </card>
</wml>
--asdlfkjiurwghasf  

圖 6.2 推播文件的內容 

 

 

 

 

圖 6.3 Push Proxy Gateway 的畫面 

 
 
 

   
圖 6.4 WAP Client 的畫面 

七、結論 

在本論文中，在 WAP 無線網路上設計一

套安全推播機制，延伸 Diffie-Hellman 金匙交

換技術的方法產生一把對稱式的加密金匙，把

所要傳遞的推播內容做加密，藉此達到端對端

(end-to-end)通訊的安全性，改善現行無線推播

技術沒有提供端對端(end-to-end)安全通訊的

缺點，雖然 Diffie-Hellman 金匙交換技術的運

算比較複雜，一般的無線的裝置計算能力不

足，但只要在無線的裝置上只要加上一個 DSP
就可以很容易地實現[17,18]，此外本機制在

Push Server 上是針對推播的訊息作加密非對

整個網頁加密，除了減輕 Push Server 執行加

密工作的負荷，亦不影響 Push Proxy Gateway
執行編碼壓縮後的功能，且保證中間的 Push 
Proxy Gateway 無法得知推播的私密資訊；最

後我們並實作了一個模擬的平台，用來評估我

們所提出的安全推播機制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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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動化時代正式來臨，無線通訊產品之發展與

技術越趨於成熟，無線產品與網際網路之整合，成

為重要的研究議題。本論文提出一行動式多媒體即

時 互 動 系 統 (Real-time Mobile MultiMedia 
Interaction System, RM3S)。RM3S提供使用者僅需
利用手邊的 PDA 與手機，即可隨時隨地(anytime 
and anywhere)加入(join)網路上特定群播聊天室，
與相關 RM3S 成員進行即時的文字(text)與影像
(image)網路交談。RM3S 利用群體廣播(multicast)
特性以有效節省網路頻寬，讓多媒體訊息跨越無線

通訊行動網路與網際網路。利用所設計的 RM3S系
統可架構成一多媒體虛擬空間 (Hyper Space)形
式，讓使用者利用 PDA 與手機跨越時間與地點限
制，隨時都可以進入此一群播聊天室中，不但進行

即時文字交談，更可提供自己的影像，讓網路會議

更具便利性與娛樂性。 
關鍵詞：行動通訊、多媒體、即時、群播。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and developed the 
Real-Time Mobile MultiMedia Interaction System 
(RM3S), which provides a real-time and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function based on mobile and 
multicast transmission. In RM3S, users can 
convenient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s using 
PDAs and cell-phones. A user not only exchanges 
text information but also transmits his personal 
picture to a multicast group or a specific receiver. 
RM3S provides a hyper-space for users, which are in 
Internet or mobile environments, to joi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ovision of multimedia 
information. 
Keywords: mobile communications, multimedia, 

real-time, multicast. 
 
1. 前言 

 
隨著全球無線通訊(wireless communications) 

蓬勃發展及手機的高普及率，網路環境應用不再侷

限於傳統有線網路(wired network)的單一環境，而
漸漸地與無線通訊行動網路(Mobile Internet)服務

進行結合[1][2][3]。使用者只需一部個人數位助理
器(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 )或其它手持式
行動設備(Hand-held device)結合無線通訊行動網
路，就可以連結到網際網路上進行資料的交換或處

理。使用者單純地透過桌上型電腦在網路上進行交

易，已經不能滿足使用者需求，因此希望在任何時

間(anytime)與任何地點(anywhere)都可以進行電子
交易及即時訊息傳輸與雙向互動的行動式通訊，已

經成為目前最熱門的網路應用系統。 
手機與 PDA 的中央處理器較桌上型電腦或筆

記型電腦小，記憶體與儲存設備也不像個人電腦具

高容量，可用的頻寬(bandwidth)最高更僅幾百千位
元，使得資料傳輸更為緩慢[4]，如此的限制使得
行動通訊應用環境更不易達成。原先在有線環境中

的群體廣播與預先下載都具相當技術，本系統製作

達成相似的功能，形成一群體廣播的環境[5][6]，
群體廣播的功能除了具有簡易文字傳輸外亦可傳

送適當圖片，讓使用者能同步接受相關的圖文資

訊，使得即時的交談會議並不會僅侷限於單一的文

字模式(Text mode)，還可用圖來輔助說明。 
本論文結合有線及無線環境所設計的一套行

動式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 (Real-time Mobile 
Multimedia Interaction System, RM3S)，主要是希望
藉由各種有線與無線網路達成進行即時(real-time)
多媒體資料傳輸，不論是行動式成員或是有線網路

成員，都可以加入同一群組中(group)展開群組會
議，兼具即時交談與影像下載的功能。使用者利用

RM3S 系統配合相關之行動化設備或是個人主機
等，便可以輕鬆達成相互傳輸的功能，此外，RM3S
採用分散式資料庫伺服器 (Distribute database 
server)，可以幫助使用者選擇適當的群組，並加入
此一群組中參與討論，進而有效節省網路與資料庫

之負擔。 
本文共分成五個章節來對此一新穎系統做簡

介，第二節為研究背景，主要針對 RM3S所採用的
GPRS與 PDA資料庫作一論述；第三節論述 RM3S
的研究架構與方法；第四節則為系統實作與展示；

第五節為整篇文章之總結與未來可行之方向。 
 

2. GPRS與WinCE資料庫 
 
本節為有關 RM3S系統所需之關鍵研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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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RS手機 基地台 伺服器

SGSN GGSN

Internet
網際網路

GPRS核心網路

圖 1. GPRS網路架構圖 
     

表 1. GPRS運送編碼方式傳輸率 
編碼方式 CS-1 CS-2 CS-3 CS-4

每個時槽所傳數據

速度 
9.05 
Kbps

13.4 
Kbps 

15.6 
Kbps 

21.4 
Kbps

最大(8 個時槽)所傳
送速度 

72.4 
Kbps

107.2 
Kbps 

124.8 
Kbps 

171.2 
Kbps

Correction 
Capability Highest Mediate Low None

Worst Link Budget 135dB 133dB 131dB 128.5dB
Max. Cell Range 450m 390m 350m 290m
 
術，包括無線分封交換服務(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GPRS)、與WinCE資料庫(WinCE Database)
作一論述。 
 
2.1 無線分封交換服務(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無線分封交換服務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GPRS)為第二代全球行動通訊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GSM)為基礎之
架構為延伸，目前定義為第 2.5代的行動通訊系統
[4]。GPRS 所提供的分封交換(Packet-Switch)功能
較 GSM 的電路交換(Circuit-Switch)節省數據傳輸
時所造成的閒置時間，並且可以多個使用者共享相

同的資源，提高無線網路資源的使用效率。此外，

分封交換也並不會要求雙方的傳輸率必須一致，傳

輸路徑中的節點(node)會做自動調整。 
GPRS 網路架構主要比 GSM 系統多了兩個重

要的節 :SGSN 與 GGSN。SGSN(Serving GPRS 
Support Node)負責記錄在其服務區內有那一些使
用者和負責封包傳送及接收。GGSN(Gateway 
GPRS Support Node)，負責 GPRS核心網路與對外
的封包資料網路介面，將外界網路所傳送過來的封

包傳送到 GPRS網路中，或是將 GPRS網路中的封
包傳送到外界的網路。因此 GPRS設備發出要求資
料的訊息給基地台，基地台再傳送給 SGSN，SGSN
與 GGSN建立起穿隧的通道(Tunneling)，GGSN接
到這封包後再接轉成網際網路所使用的協定

(Protocol)，然後找到所要求的資料伺服器，資料伺
服器再傳回使用者所要求的資料。詳細的架構如圖

1 所示。GPRS 傳送速率因編碼的方式不同與所使
用到的時槽(Time Slot)不同，故所傳送的錯誤率與
速度有所不同[4][5][8]。詳細的傳送速率亦與其編
碼方式有關，見表 1所示。 
雖然 GSM系統中有提供語音通訊，也提供了 

發行者 散發者

發行集
訂閱者

訂閱者

 
圖 2. WinCE SQL資料庫複寫技術架構 

 
簡單的數據通訊 (指傳送短/簡訊)，但傳送速度每 
秒僅為  9.6 千位元(Kbits)，亦即每秒僅可傳送 
1200 英文字或 800 個中文字。因此為加強數據資
料傳送的功能與速度，故在所設計 RM3S系統中亦
採用 GPRS無線通訊的傳輸，其傳送速度為每秒自
9.05 千位元至 171.2 千位元，因此具備傳送資料
量大的多媒體數據之能力[9]。 

 
2.2 WinCE資料庫 
 

WinCE 作業系統的手持式設備與位於網路上
之 MS-SQL 資料庫伺服器連線則需先建立主從式
資料庫環境(Client/Server)，伺服器端(Server)由多
部資料庫伺服器擔任，進行資料存取與服務客戶端

(Client)發出要求(Request)，而客戶端就是以各種手
持式設備、個人數位助理器或其他終端設備

(Terminal)擔任。要如何讓行動式設備上資料與伺
服器端資料具一致性 (Concurrency)，微軟提出
RDA(Remote Data Access)與複寫(Replication)兩個
方法[10][11][12][13]，在此介紹複寫及資料庫同步
模式、資料抓取與更新的工作。 
複寫技術主要目的為資料庫同步。由於在客戶

端可能同時訂閱相同資料庫，但經過一段時間客戶

端對資料庫有所更新包括新增、修改或刪除，因此

必須藉由複寫技術讓所有資料庫同步化，如此客戶

端與伺服器端資料庫中資料具一致性，複寫架構如

圖 2所示。 
複寫技術架構中主要包含之元件都為發行者

(Publisher)、發行集(Publication)、散發者(Distributor)
和訂閱者(Subscriber)等四項。(i)“發行者”的任務是
將伺服器端 SQL 資料庫的內容發行給其他訂閱者
的資料庫 SQL for WinCE ，並偵測資料變動情形
隨時進行資料更新，同時也兼具維護伺服器中發行

集的所有資訊工作。(ii)發行者所發行的資料內容
為“發行項”(Article)，發行項中的內容可以為一整
個資料表(table)或是數個欄位(fields)資料，發行項
就是覆寫單位，一整組特定的發行項就是一個“發
行集”，而發行集就是訂閱者向發行者訂閱資料的
基本單位。(iii)散發者是負責將發行集內容傳送給
“訂閱者”，通常一個 SQL Server會同時具有發行者
與散發者的功能。(iv)訂閱者是接受發行資料的
SQL Server，就是客戶端的 SQL Server for CE。 
複寫模式分為快照式複寫、交易式複寫和合併

式複寫三種 [12]。其中 “合併式複寫 ”(Merge 
Replication)，為合併訂閱者與發行者對於資料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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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SQL CE中複寫運作架構 
 
作的改變，產生一致性的資料庫內容。合併式複寫 
適用在 PDA 客戶端的使用者無法時常與伺服器連
線，卻又要保持資料庫一致性。 

SQL CE中複寫的架構如圖 3所示，合併式複
寫架構元件分為“SQL Server CE 資料庫引擎”、
“SQL Server CE 用戶端代理人”、 “SQL Server CE 
伺服器端代理人”和“SQL Server CE Replication 
Provider”四個部份。(i) “SQL Server CE 資料庫引
擎”是管理客戶端之 WinCE 裝置的資料庫。“SQL 
Server CE 資料庫引擎”會記錄每一個資料交易處
理(transaction)，在客戶端 WinCE裝置與伺服器端
SQL Server連接時進行合併式複寫，並將變動過後
的紀錄傳回 SQL Server 中，以保持雙方資料庫的
一致性。(ii) “SQL Server CE 用戶端代理人”提供應
用程式所有複寫(Replication)的方法，當WinCE資
料庫要與 SQL Server 伺服器進行資料同步時，
“SQL Server CE 用戶端代理人”會把變動後的資
料，經 HTTP協定傳到“SQL Sever CE 伺服器端代
理人”。當伺服器端 SQL Server發行者傳送發行集
上變更之資料給 SQL server for WinCE 之訂閱者
時，“SQL Server CE 伺服器端代理人”會將變動過
的資料傳送給用戶端代理人，用戶端代理人再由

“SQL Server 資料庫引擎”變更資料庫中的資料，因
此與伺服器中的資料庫保持一致性。(iii) “SQL 
Server CE 伺服器端代理人”負責處理“SQL Server 
CE 用戶端代理人”所傳過來的要求。當客戶端
SQL server for WinCE與伺服器端的 SQL資料庫同
步時，此代理人在 IIS 伺服器上建立一輸入檔
(.in)，並將用戶端代理人傳過來的資料庫變動寫到
此檔案後，伺服器端代理人呼叫“SQL Server CE 
Reconciler”處理輸入檔中之資料並產生一輸出檔
(.out)，此即“發行者”對”發行集”資料之更新。最後
伺服器端代理人將此檔案傳回給用戶端代理人，對

“訂閱者”的資料庫進行更新。(iv) “SQL Server CE 
Replication Provider”之功能在為 SQL Server CE 
Reconciler處理輸入檔與輸出檔。當資料庫進行同
步時，“SQL Server CE Reconciler”要求“SQL Server 
CE Replication Provider”讀取輸入檔並回報給“SQL 
Server CE Reconciler”，因此發行者將獲得 SQL 
server for WinCE 此訂閱者對伺服器端資料庫所作
之改變。另外“SQL Server Reconciler”也會告知
“SQL Server CE Replication Provider”在發行者資
料庫所做之改變，“SQL Server CE Replication 
Provider”再將此改變寫到輸出檔中。 
 
3. RM3S系統架構 

 
本論文提出一行動式多媒體即時互動系統

(RM3S)，RM3S利用各種有線或無線之網路媒介進
行即時資料(Data)/資訊(Information)傳輸，不論是
行動式成員或是有線網路成員都可以加入到同一

群組中，進行即時的文字交談與影像傳輸與資料圖

片的瀏覽。RM3S架構圖如圖 4所示，利用各種可
用的網路資源做相互的溝通，使用者能隨時隨地利

用手邊所擁有的設備並配合有線或無線網路，進行

即時的文字與影像的傳輸。RM3S系統架構可分為
四種不同的網路類型做相關的連結，分別是區域網

路、無線區域網路、無線應用協定與無線分封交換

服務等四部份，進行異質性網路的群體廣播。 
(I)使用傳統有線網路之使用者只需利用手提
電腦或一般個人電腦經實體網路線連上區域

網路，透過交換器與路由器連接網際網路上之

伺服器(Server)。使用者再將文字或影像圖片
等上載至伺服器中，並在伺服器端資料庫中開

起一聊天室，讓大家都可以參與(join)此討
論。同一群體的成員，每當所傳送的一段文字

或是相關影像圖片都會記載在後端的資料庫

中，做一備份資料，以便日後需要此一會議記

錄方便調閱。 
(II)無線區域網路的方式連接上網際網路，使
用者使用 PDA、筆記型電腦或個人電腦加上
IEEE802.11b 無線網路卡，透由無線集線器
(Access Point, AP)傳送加入群組要求，AP再透
過路由器連結網際網路上之伺服器，並選擇所

要加入的群播會議室中，以進行群組會議。 
(III)採用 GPRS的方式連接上網。使用者利用
PDA、筆記型電腦或是個人電腦藉由 GPRS手
機連接上網，雖然 GPRS 的資源傳輸速率較
IEEE802.11b 小 ， 最 高 理 論 傳 輸 率 僅

171.2Kbps，但具相當高的行動性。此外 GPRS
通訊方式為隨時在線上(always on line)，當需
要傳輸資料時，才發出要求連接上基地台，透

過 SGSN 及 GGSN 連接上網際網路，加入所
選擇的會議室中進行即時的線上會議。 
(IV)採用無線應用協定連結。在所架設的伺服
器中亦提供WAP/WEB的應用，透由互動式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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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跨異質網路之行動式即時多媒體互動系統架
構圖 

 
頁(Active Server Page, ASP)的技術與無線標
註語言(Wireless Markup Language, WML)存
取會議的內容。因WAP手機的功能與頻寬限
制，僅能接收與解讀 wbmp的圖像格式，故在
此系統中僅利用 WAP 手機的微瀏覽器
(Micro-browser)進行文字的即時傳輸與接
收，當然亦可加入自己所想要加入的會議中，

成為該群體的一員。 
在 RM3S 系統中全部的終端設備都可主動召

開會議或加入會議，進行群體文字與圖像的群播傳

輸功能。系統中除了WAP手機基於成本、頻寬及
手機特性之考量，不進行圖像傳送與接收外，其他

包括先前會議內容下載、即時文字與影像交談等都

是所有設備都具有的基本功能。 
 

4. 系統實作 
 
RM3S 系統與一般 Client/Server架構不同，在

客戶端可由任一終端設備，經由無線與行動網路連

接網際網路進行資料交換與傳輸。網際網路上的伺

服器為 IIS 伺服器，並架設 WAP 伺服器功能，讓
WAP手機透過 GSM網路亦可加入此聊天室中。如
此的一個設計所要解決問題包括異質網路連結、資

料庫設計、即時圖片傳送、WAP等相關技術。 
網路主機擔任群體廣播伺服器，建立會議室讓

其他成員參與會議，並通知伺服器端資料庫系統儲

存此主機的 IP 位置、會議室名稱、主題、及其他
相關資訊。其他使用者要加入其中會議室，則需預

先下載會議室清單、或自行輸入伺服器主機位置、

或點選所要加入的會議室，再進行登入會議中。資

料庫伺服器所提供的功能包括儲存即時會議內

容、會議記錄下載、相關圖片資訊儲存管理與連結

其他 SQL Server for WinCE保持資料內容一致性。 
RM3S 系統提供無線分封交換服務(GPRS)的

功能進行即時會議的多媒體傳輸與交談。RM3S結
合一些行動終端設備(Mobile Terminal)，例如個人
數位助理器(PDA)、筆記型電腦或是其他手持式裝
置(Handheld device)，透過 GPRS手機連接上網際
網路，進入即時聊天室。實作中是利用個人數位助

理器連接 GPRS手機上網，並進入群播聊天室中進
行訊息之交換。圖 5為所使用的終端設備器材，包
括 PDA 為康柏公司(Compaq)所出產之 ipaq 3630
機種，再加上 Lifeview 公司所出產的擴充背夾
(FlyJacket)、 Icam 數位像機以及摩托羅拉公司

(Motorola)所出的 GPRS手機 P7389i。 

GPRS網路無線區域網路

筆記型電腦WAP
手機

有線區域網路

筆記型電腦筆記型電腦PDA

IEEE 802.11b 無線網路卡

個人電腦 個人電腦

GPRS
手機

基地台

PDA

WAP服務

基地台

WAP
閘通道

INTERNET
網際網路

無線集線器

路由器

路由器

交換器

交換器路由器

GGSN
SGSN

資料庫
應用伺服器

GPRS 核心網路

GSM WAP系統因為要透過WAP閘通道進行WML
與 HTML語言的轉換[14][15]，所以透過後端伺服
器進行語言的轉換，又因WAP手機功能有所侷限， 
WML語言需配合 ASP語言，進行與後端資料庫伺
服器的通訊與資料存取，並非直接加入群播系統

中，而是讓資料庫模擬一部網路主機替代WAP手
機進行通訊的工作，然後再把資訊送回 WAP 手
機，WAP交談畫面如圖 6所示。 
    RM3S 系統使用 VB (Visual Basic)與 eVB 
(eMbedded Visual Basic)、WML、ASP等語言所開
發出的系統。影像圖片的傳輸是利用 VB 及 eVB
所提供之Winsock物件並採用 TCP協定傳輸，PC
或 PDA 上所抓取的即時影像或圖片進行雙向傳輸
[16][17][18][19]。RM3S 系統使得文字與圖像並
用，不再是簡易的單一文字收送，在 GPRS的架構
下實際傳輸率約為 56Kbps，且 eVB所設計的系統
展示圖像為 bmp 檔，因此檔案傳輸時要先行考量
圖檔大小。圖 7與圖 8為 RM3S就是系統群播聊天
室即時通訊相關畫面。 
 

 
圖 5. 行動式使用者端設備 

 

 
圖 6. WAP程式即時交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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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筆記型電腦與個人電腦系統畫面 
 

圖 8. PDA之系統畫面 
 

5. 結論 
 
本論文提出與實作–一行動式多媒體即時互動

系 統 (Real-time Mobil MultiMedia Interaction 
System, RM3S)，讓使用者可以利用行動終端設備
經由無線與有線網路連結資料庫系統。行動終端設

備可以包括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個人數位助理

器或 WAP 手機，利用有線網路、IEEE802.11b 無
線通訊網路以及 GSM與 GPRS行動通訊網路進入
群播會議室進行即時群播交談，並利用合併複寫的

技術進行資料庫的更新與資料下載，使用者可於會

議前先行下載上一次的會議記錄或下載即將展開

會議的議程資訊等。此外資料庫亦會儲存每一次的

會議記錄以便日後下載，另使用者可以利用 CCD
攝影機進行圖像傳輸，提供圖文並茂之說明。RM3S
系統可以讓WAP手機使用者加入會議，經由WAP
伺服器與資料庫伺服器的配合進行即時文字收

送。無線網路使用者亦可透由 56K 的 GPRS 網路
進行資料與影像傳輸，以及採用 11Mbps 
IEEE802.11b 的環境進行大量資料的收送。RM3S
為可以跨異網路的即時交談系統，有相當良好的設

備與網路彈性，並具行動化的功能。 
 
致謝：本論文承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支持。計劃編

號：NSC 91-2219-E-0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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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SMID(Smart Mobil Information Device)具有行動電
話的通訊能力和個人數位助理的資訊管理功能，由

於其可攜性、方便性、虛擬性和個人特性，幾已人

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受制於運算能

力弱、續電力短、顯示螢幕小和儲存空間小，使用

者不易掌控 SMID的各項資源，特別是檔案資訊。
本研究運用軟體代理者的特性和 SMID的資訊分享
需求，設計一個具有開放性、互通性、延伸性和易

使用性的 SMID資訊分享代理者架構，來協助使用
者監控、管理和與他人分享 SMID上的檔案資源。 
關鍵詞：行動裝置、資訊分享、代理者 
 

Abstract 
 
SMID (Smart Mobile Information Device) has the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of cellular phones an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bility of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s. It has become the essential part of 
people’s everyday life. However, SMID’s limited 
computing computer, screen size, battery life and 
storage limit its usability, especially in file sharing. 
This study applies the agent technology to SMID in 
designing an agent-based information-sharing 
framework to help users manage their resources. 
Keywords: Mobile Device, Information-Sharing, 
 Software Agent 
 
1. 緒論 

 
無線行動通訊時代已然來臨，輕巧易攜的行動

電話與具有個人資訊管理功能的 PD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隨處可見。而具有行動電話通訊能
力和 PDA 個人資訊管理功能的 SMID，將成為後
PC 時代資訊家電的代表性產品之一。但為了可攜
性，SMID 有諸多硬體限制[1-3]，如續電力、介面
大小、運算能力及儲存空間等。此讓使用者無法隨

時掌控 SMID上的可用資源，如剩餘電力、剩餘儲
存空間、檔案數目/種類、連線狀況/品質及可分享

的資源等。也因此，SMID 的使用者，必須隨時注
意系統資源使用狀況，而欲外出或與作業系統執行

同步作業前，需慎選欲使用的檔案以利工作需求。 
Yoav Shoham 在 1993 年提出代理者導向程式

設計(agent oriented programming, AOP)的概念[4, 
5]。軟體代理者(software agent)是指一個可以自行運
算而不需要什麼使用者介入的軟體，該軟體應該要

能與其它的代理者程式互相合作來完成工作[6]。代
理者程式常常應用於協助使用者簡化工作流程，正

如其字面所表達的意義一樣，幫使用者處理繁瑣的

例行性工作。SMID 已是人們日常生活的資訊好夥
伴，也正好是代理者程式發揮的最佳場所。 
網路科技的發達，讓全球的電腦可互相連結。

然而，現今網路上充斥著閒置的電腦資源，如何充

分的利用這些閒置資源一直是許都學者專家的研

究主題。拜電腦運算能力和儲存空間的大幅提昇，

讓分散式同儕運算(P2P，Peer-to-Peer)概念再度找到
應用舞台[7]。而 Napster[8] 的 MP3 音樂檔案分享
應用和 SETI@home[9]的螢幕保護方式，使得 P2P
分散式運算架構再度受到全世界的矚目。這些程式

不論在學界或業界皆引起極大的迴響，讓我們瞭解

到如何充分利用網路連結的特性，組織分散在世界

各地的電腦資源。昇陽公司的 JXTA P2P計劃[10]，
也期望藉由 P2P架構，讓各種裝置能有效率的進行
資訊分享或利用。 
因此，本研究根據 SMID的特性需求，結合代

理者程式技術，並運用 P2P 運算模式，提出一個
SMID 資訊分享的代理者架構。此架構制定代理者
在資訊共享之間的溝通內容，以期各個 SMID上的
代理者程式能互通有無。此外，此代理者架構具有

開放性、互通性、延伸性和易使用性的優點，並能

協助使用者監控、管理和與他人分享 SMID上的檔
案資源，解決 SMID上資源不足或資源分享的問題。 
 
2. 文獻探討 

 
代理者技術常被應用於個人化、資訊分享與管

理、以及資訊的搜尋與過濾等領域[11-13]。以下探
討「軟體代理者」與「SMID」之相關文獻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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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軟體代理者 

 
軟體代理者的設計有別於傳統程式設計與物

件導向程式設計，是另一種新的程式設計方式[4]。
以下探討「代理者定義」、「代理者溝通語言」、「建

構代理者之工具」。代理者的特性簡述如下[14-16]： 
(1) 自主(Autonomy) 
接受初始命令後必須獨立、自我控制與運作。 

(2) 學習(Learning) 
自動瞭解使用者個人偏好與經驗以進行學習與

適應環境。 
(3) 社交能力(Social Ability) 
與其它代理者進行溝通或進一步的合作。 

(4) 推理(Reasoning) 
根據既有知識與經驗學習，進行推測。 

(5) 智慧(Intelligent) 
代理器具有人類之智行為，如認知(belief)、意
圖(intention)與情感(emotion)。 

(6) 短期持續(Temporal Continuity) 
目標導向之執行能力，而非單純輸出入與結束。 

(7) 移動性(Mobility) 
具備跨系統及平台的能力。 
Wooldridge[15]把只具有自主性、社交能力、反

應能力和主動回應這些特性的代理者稱為「弱代理

者(Weak Agent)」；而在這之上亦具有人工智能力的
代理者，稱為「強代理者(Strong Agent)」。Shoham 
[4] 比 較 物 件 導 向 程 式 設 計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OOP)的觀念與以代理者為導向的程
式設計，分辨其間的異同，如表 1所示： 

 
表 1 物件導向與代理者程式設計比較表[4] 

 物件導向程式 代理者程式 
基本元件 物件 代理者 
元件參數 無限制 信念、能力、委任、選擇 
計算過程 訊息傳遞、反應方法 訊息傳遞、反應方法 
訊息種類 無限制 通知、請求、提議、承諾、

婉謝 
方法 無限制 公正、一致性 
 
在代理者統系中，不同的代理者透過訊息的傳

遞，互相協調彼此的工作，以達到合作的目的。代

理 者 溝 通 語 言 (ACL, Agent Communication 
Language)就像人類自然語言在人際之間所扮演的
角色一般。而代理者訊息的傳遞，可以透過圖 1表
示其概念。在圖 1中，「代理者 i」為了達到其「目
標 G」，而有了「意圖 I」；加上他為了與「代理者 j」
互動而必需的「態度」，最後構成了「訊息M」。由
「代理者 i」發出的「訊息M」，透過代理者管理系
統的傳送服務，將其轉換為合適的格式，透過適當

的路徑傳送給「代理者 j」。「代理者 j」的代理者系
統在收到「代理者 i」傳來的訊息之後，透過其傳
送服務，將其還原為原本「代理者 i」產生的訊息，
轉送給系統中的「代理者 j」。在目前的代理者研究

中，KQML [17]」和 FIPA-ACL [18]」是廣為大家使
用的 ACL[19]。本研究採用「FIPA-ACL」，因其具
有較佳的結構、良好規格控管和較多相關代理者規

格支援。在 FIPA[20]有結構的制定了許多代理者的
相關規格之後，學術機構及企業依循其標準而開發

了許多的工具或是應用軟體。目前，在眾多支援 
 

圖 1 代理者之間的訊息傳遞[18] 
 

FIPA標準的開發工具中，只有以下四種支援行動裝
置：FIPA-OS[21]、Grasshopper[22]、JAS[23]以及
LEAP[24]。我們將其特性整理如表 2所示。 

 
表 2 代理者開發工具比較表(本研究整理) 

開發工具 MicroFIP
A-OS 

Grass-hop
per 

JAS LEAP 

使用語言 Java Java Java Java 
開放源碼 是 否 是 是 
圖形開發/
管理工具 

不提供 提供 不提供 管理工具 
(透過 JADE) 

作業平台 Personal- 
Java/J2SE 

Personal- 
Java/J2SE 

看實作

API決定 
Personal-Java
/ J2SE/J2ME 

 
本研究在實作系統時採用 Leap 代理者開發工

具，因其在目前的支援上提供 J2ME的代理者運作
環境。相較於其他代理者開發工具，Leap延伸性較
佳，未來將可縮短我們將程式移植至 J2ME裝置上
的時間。 

 
2.2 SMID 

 
在後 PC 時代，個人電腦的市場規模將逐漸被

體積輕巧且機動性高的行動電話和 PDA 所侵蝕，
而結合行動電話和 PDA 功能於一身的聰穎型行動
裝置，或稱 SMID，將是 3G 通訊系統和未來資訊
家電的主力行動裝置。SMID 的發展目前已邁入成
熟期，大致可分為以下兩類: 
a. 以行動電話為核心，加入 PDA功能 
此類 SMID的設計是以既有的行動電話為基礎，
然後加入 PDA 的功能。教為人知的機型有

Motorola A388、Nokia 9210和 O2XDA。 
b. 以 PDA為核心，加入行動電話功能 
此類 SMID 的設計是以既有的 PDA 為基礎，然
後加入行動電話的功能。教為人知的機型有 Palm 
VIIx及 Compaq iPAQ H3870系列加無線區域網
路或藍芽模組套件。 
目前 SMID 上的作業系統主要有三種：Palm 

OS[25]、Windows CE[26]和 Symbian OS[27]。考慮

Agent i

Goal G

Agent j
Intent I

Speech act

Msg M
Convert to transport form Convert from transport form

Message delivery / transport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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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未來行動裝置的發展，本研究以Windows CE平
台的 IPAQ3870 為目標平台，進行代理者架構的設
計。 

Java程式語言跨平台的特性，讓我們只要對程
式做小幅度的修改即可移值到不同的作業系統

上。由於行動裝置的差異性，昇陽公司特別針對小

型裝置設定了 J2ME[28]版本；J2ME 版本中又有
Configuration和 Profile的設置，如圖 2所示。相對 

圖 2 J2ME設定檔和輪廓檔(修改自[29]) 
 

於 J2ME 中的設定，目前行動裝置上的 Java 執行
環境以：(1)PersonalJava[30](於 Windows CE 作業
系統)、(2)KVM(於 PalmOS)和(3)MIDP(於 Java 手
機) 這三種為主流。除了 Personal Profile目前正進
行將 PersonalJava 納入規格的動作之外；KVM 是
依照 CLDC格規實作的虛擬機器；MIDP的執行環
境則是依各裝置的不同，而有各自的虛擬機器。考

慮到未來的軟硬體發展，本研究所使用的開發語言

是以 PersonalJava為主。由於 PersonalJava相當於
jdk1.1.8版本，更降低我們的程式開發時間。 

 
3. 需求分析與定義 

 
由於在 SMID上設計程式會面臨許多的限制與

考量[3]，因此本節將定義需求，以清楚的勾勒出本
研究代理者架構的輪廓。根據本研究的蒐集與歸

納，在 SMID的資訊分享上有以下幾點需求： 
(1) 使用者的辨識 
使用者的基本資料(識別碼、代號和性別)。 

(2) 資料的設定與區分 
不同的 SMID 對於資料儲存方式不同。例如
MIDP 手機並沒有檔案資料類型，使用 Record 
Management System 套件中的 RecordStore 進行
存取。在 Palm 平台上另有其特殊檔案系統，是
透過 Database物件來存取資料。 

(3) 資料分享與傳送 
由於 SMID 有限儲存空間和無線網路的不可靠
性。下載遠端檔案時，應用程式要能通知使用者

是否有足夠的空間來存放下載後的檔案。  
(4) 斷線時的處理 
在無線網路，SMID暫時性的斷線是可預期的。
因此，在 SMID 從斷線的狀態回復到連線狀態
時，應用程式必須有回復斷線前工作的能力。 
根據前面的需求分析，本研究之代理者架構的

設計目標為「使用 FIPA 代理者相關標準，建立一

個具有開放性與彈性之多重代理者架構。透過本系

統的使用，程式設計師能在不同 SMID平台上實作
代理者資訊分享之應用程式，並能便與其它代理者

應用程式互通。」，提供的功能簡述於下。 
(1) 節點註冊與查詢其它節點 
為了達到資訊分享的目的，應用程式要能瞭解彼

此之間的網路位址以便存取遠端的資源。應用程

式啟動時即連接預設的目錄伺服器，登錄代理者

識別碼，網路位址及分享資源資訊，並向遠端的

目錄伺服器取得其他使用者的相關資訊。 
(2) 代理者工作回復 
為了克服行動網路之不穩定性，和 SMID電源可
能用盡等問題，代理者的程序是以工作(task)的
概念劃分。以檔案傳輸為例，當 SMID的使用者
要從遠端的電腦下載檔案時，代理者即啟動一個

下載工作。檔案傳輸時，負責該工作的代理者記

錄傳輸的進度。當檔案傳輸完成，工作即算完

成。如果在檔案傳輸完成之前，連線中斷，或是

電源用盡而程式中斷，則工作未完成，此時代理

者應在網路連線恢復正常之後，繼續之前中斷的

工作，完成檔案傳輸。 
(3) 權限設定 
並非每一個檔案都要分享，因此針對分享的檔案

設定權限的功能是必要的。 
 

4. 代理者架構設計 
 
根據上一節的分析與定義，本研究分別在行動

裝置與伺服器上部署了五個代理者，並將本代理者

架構名命為 MISAF (Mobile Information Sharing 
Agent Framework)。在MISAF中，每個 SMID皆能
進行 P2P運算，且皆部署MainAgent、StrMgr、DTA
和 UIAgent四個代理者程式；而伺服器則常駐著一
個 DF 代理者來掌管各個 SMID 分享的資訊和索
引。其運作方式如圖 3所示。 

Mobile Device A Mobile Device B

DF

Directory Server

UIA DTA

MainAgentStrMgr

UIADTA

MainAgentStrMgr

Query Data 
Information

Transfer Data

Register and 
Query Registry

Register and 
Query Registry

Manage Tasks Manage Tasks

User       A

Use Application

User       B

Use Application

 
圖 3 MISAF運作圖 

 
(1) DF (Directory Facilitator) 

DF 為伺服器主機上的代理者。其主要工作在於
提供 SMID上的MainAgent註冊使用者的個人資
訊、資料分享訊息及其它代理者位址。同時提供

查詢功能，讓各裝置上的代理者能找到對方，以

達到各代理者間資訊分享的目的。 

Personal 
Profile 

RMI 
Profile 

Other 
CDC 

Profile 

Java 2 Platform, Micro Edition (J2ME) APIs 

Mobile Information 
Device Profile 

Connected Device Configuration Connected Limited 
Device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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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inAgent (Main Agent) 
行動裝置上的 MainAgent 為是其他代理者的啟
始者。MainAgent 的工作在於當應用程式啟動
時，向已知的 DF註冊其使用者相關資訊，並向
DF 蒐集其他 SMID 上代理者的資訊。除了負責
註冊、發現與登錄等工作之外，MainAgent 為
DTA工作的管理者，在適當時機暫停或回復DTA
的傳輸工作。 

(3) StrMgr (Storage Manager) 
StrMgr 為負責管理應用程式的分享資訊與其權
限之設定。StrMgr除了提供其他代理者查詢該裝
置上所提供之分享資訊外，亦能讓允許的代理者

修改使用者與資料的權限設定。以確定使用者能

把資料分享給欲分享的人。 
(4) DTA (Data Transfer Agent) 

DTA的工作在於與其它裝置上的 DTA協調並進
行分享資料的實際傳送。DTA瞭解裝置上可運作
的網路介面，以及不同資料型態之間的轉換方

法。透過這些知識 DTA向遠端的 DTA協調並選
擇資料傳輸的方式。當傳輸工作開始時，DTA則
一面告知 MainAgent 傳輸工作的進行，以便讓
MainAgent能掌握傳輸工作。 

(5) UIAgent (User Interface Agent) 
UIAgent為使用者與本架構其他代理者溝通的中
介代理者。負責將使用者的指令轉給本架構中的

其他代理者，或將代理者的運作結果知狀態呈現

給使用者。 
 

4.3 MISAF互動模型 
 
對於註冊、搜尋、修改、工作的回復/暫停/停止

和啟使等功能我們使用的是 FIPA-Request協定，代
理者之間的互動流程如圖 4所示。當一個代理者 

圖 4 FIPA-Request之代理者互動圖 
 
(Initiator)使用 request 為語氣(communicative act)向
服務提供的代理者(Participant)發出執行某功能的
請求之後，Participant 有三種回覆方式可以選擇：
1.以 not-understood 為語氣回覆 Initiator。這種情形
通常是發生在 Participant 並不提供服務，或是看不
懂請求訊息時。2.以 refuse為語氣回覆 Initiator。此

種情形表示 Participant 能瞭解請求的內容，但是可
能基於某些理由 Participant 不能同意請求的內容。
3.以 agree 為語氣回覆 Initiator，表示答應 Initiator
的要求。在答應後並衍生出三種回應：a.以 failure 
為語氣通知 Initiator，工作執行失敗。b.以 inform為
語氣通知 Initiator這個請求已經完成。c.以 inform-ref
為語氣，通知 Initiator這個請求已經完成。 

圖 5 FIPA-Query之代理者互動圖 
 
在共享資訊的查詢上，我們使用的是

FIPA-Query交談協定，如圖 5所示。當一個代理者
(Initiator)想向一個服務的提供者(Participant)查詢某
些資訊時，可以選擇使用 1.以 query-if 的語氣，向
Participant 某件事的真假。2.以 query-ref 的語氣，
向 Participant 查詢某些事的內容。在 Initiator 送出
查詢的訊息給 Participant後，Participant可以選擇四
種方式回應 Initiator的查詢：1.以 not-understood為
語氣，來表示 Participant 看不懂 Initiator 送過來的
訊息。2.以 refuse為語氣，拒絕 Initiator的查詢。3.
以 failure 為語氣 Initiator。這種情形多發生於
Participant 在處理工作的過程式發生意外，而無法
將結果傳給 Initiator 時。4.以 inform 為語氣依據之
前 Initiator查詢的內容，告訴 Initiator相對應的資訊。 

MISAF代理者的註冊、發現和解除註冊等互動
方式都是依循 FIPA-Request協定；資訊的查尋是使
用 FIPA-Query協定以下分別介紹「資料傳送」、「斷
線處理」及「工作回復」等互動模型。 

 
4.3.1 MISAF資料傳送互動模型 

 
若已知資料所在且欲進行傳輸時，DTA會跟遠

端的 DTA 溝通以進行資料傳輸。MISAF 中只定義
資訊傳輸溝通方式，實體上資料傳輸由應用程式設

計師依需求設計。圖 6是資料傳輸例子，流程如下： 
步驟 1. DTAIvan向DTAArmigo要求進行資料傳輸。 
步驟 2. DTAArmigo同意進行傳輸，並等待DTAIvan
的連接。 
步驟 3-5. DTAIvan收到同意訊息後，向MainAgent 
Ivan註冊這項傳輸工作。另一邊即開始進行資料傳
輸，並記資料錄傳輸進度。 
步驟 6. 為DTAIvan和DTAArmigo之間資料傳輸完
畢，DTAArmigo向 DTAIvan傳送工作完成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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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9. 為DTAIvan收到DTAArmigo的工作完成
訊息後，通知MainAgent這項傳輸工作已經完成，
並解除註冊。 
 

圖 6 MISAF資料傳輸模型 
 
4.3.2 MISAF斷線處理互動模型 
由於 SMID的特性，應用程式可能會面臨到斷

線和異常中斷的狀況。當 DTA 傳送資料到一半中
斷時，DTA會記錄下傳送進度，並通知MainAgent
工作中斷，以便之後的回復。如下圖 7所示： 

圖 7 MISAF斷線處理模型 
 
步驟 1. DTAIvan在傳送資料中斷後，向MainAgent 
Ivan送出修改工作狀態的請求。 
步驟 2-3. MainAgentIvan同意 DTAIvan的請求；並
告訴 DTAIvan修改完成。 

 
4.3.3 MISAF工作回復互動模型 
 
當MainAgent發覺系統的狀態回復後(如：恢復

連線或電源在中等以上⋯.等等)，MainAgent會先檢
查自己所知的工作項目中，還有哪些是在執行的

(running狀態)或是還有哪些是暫停的(suspend)。根
據這些工作項目，MainAgent 會試著一一請求回復
工作的執行。以下的例子展示了MainAgent請求回
復工作的情形，如圖 8所示： 
步驟 1. MainAgentIvan向 DTAIvan發出訊息，請求
工作回復。 

步驟 2-4. DTAIvan同意MainAgentIvan所發出的請
求，開始執行先前中斷的工作，之後再發出已經回

復的訊息。 
步驟 5. DTAArmigo 同意與 DTAIvan 進行資料傳
送，之後並執行資料傳送的工作。 

圖 8 MISAF工作回復模型 
 

5. 系統展示 
 
根據本研究所提出的 MISAF 規格，利用 Leap

實作一個 SMID資訊分享的雛型系統。Leap是一套
以 Jade[31]代理者開發工具為核心，針對行動裝置
向外延伸的代理者開發工具。由於以 Jade為核心，
Leap能沿用大部分的 Jade套件和功能。Leap是以
純 Java 語言撰寫而成，而程式設計師也必須使用
Java 語言進行代理者的開發。圖 9 是 Leap 圖形管
理工具，顯示本程式代理者的分佈與互動情形。左

邊的視窗是代理者的部署情形，右邊的視窗是代理

者之間訊息傳遞的情形。在 Main-Container 中的
misafdf 是 DF 代理者。而在 Main-Container、
Container-1與 Container-2中，各有行動裝置上的代
理者 MainAgent、StrMgr、DTA 和 UIAgent，分別
代表著三個使用者 Armigo、Jim和 Alex。 

 

 
圖 9 Leap代理者管理介面 

 
圖 10 為本系統的使用者介面，上半部視窗中

的樹狀圖表示目前在線上的使用者，和其所分享的

資料；下半部視窗中的樹狀圖是本地端分享的資

DTAIvan DTAArmigo

[1]request(transfer-data)

[2]agree(transfer-data)

[6] inform(done)

DTAIvan和MainAgentIvan所在位置為ivanmobile
DTAArmigo則是位於armigomobile上的DTA

MainAgentIvan

[3]request(register)

[4]agree(register)

[5]inform(done)

[7] request(deregister)

[8] agree(deregister)

[9] inform(done)

DTAIvan DTAArmigo

trasfering data

lost connection

DTAIvan和MainAgentIvan所在位置為ivanmobile
DTAArmigo則是位於armigomobile上的DTA

MainAgentIvan

[1]request(modify)

[2]agree(modify)

[3]inform(done)

DTAIvan 和 DTAArmigo 
資料傳送到一半中斷

DTAIvan DTAArmigo

[3]request(transfer-data)

[5]agree(transfer-data)

DTAIvan和MainAgentIvan所在位置為ivanmobile
DTAArmigo則是位於armigomobile上的DTA

MainAgentIvan

[1]request(resume-task)

[2]agree(resume-task)

[4]inform(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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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而圖 11 是使用者對於檔案的權限設定；ALL
表示該使用者可以對該項資料進行讀取或寫入，

READ表示該名使用者只能讀取該項資料，WRITE
表示該名使用者只能修改該項資料，NONE表示該
名使用者對該項資料沒有讀取或寫入的權限。 

 

    
圖 10 程式主畫面         圖 11 權限設定 
 

6. 結論 
 
代理者程式設計這種以訊息為主的互動機

制，讓程式的設計具有極大的彈性與適性。程式的

設計者可以方便的抽換代理者內部元件，改寫代理

者內部的演算法或資料結構，使其更適用於目的平

台，而不必更動其他的代理者。 
本研究從文獻討論中，瞭解到行動裝置上的諸

多限制與現況。再根據需求分析以及文獻中的描

述，定義了概念層級的代理者的工作和知識。然後

依據需求分析與代理者定義，依循 FIPA 的標準，
設計了一個以行動裝置上資訊分享為目標的

MISAF代理者架構，其中包括它的 ontology和互動
機制。最後再以 Leap 這套支援行動裝置的代理開
發工具與平台，根據 MISAF 實作出一個簡單的應
用範例，並說明在使用 MISAF 框架時必須注意的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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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ellular IP為基礎架構之巨微細胞行動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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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技術學院資訊工程系 *國立中央大學通訊所 
E-mail: jiunn@cc.vit.edu.tw 

 

摘要 
巨微細胞的行動通訊環境有其存在之必要

性，目的是解決使用者密集 (Hotspot)之容量不足的

問題。當 Cellular IP要適用在巨微細胞所佈置的行

動通訊環境時，在進行行動管理時所考量的角度將

會與目前的方式有所差異。本文所即是在巨微細胞

的行動環境，利用速度估計的方式來指派行動用戶

的服務型態，並作適切的行動管理，以期減少快速

使用者在漫遊時所遭遇的 handoff 機會，使每一個

行動用戶都能的到良好的服務品質。  

Keywords : 行動管理、巨微細胞  

 

1.前言 
 

網路位址階層式的管理簡化了路由器的處理

內容，讓網路管理更容易，但卻造成 IP 的致命缺

陷，沒有行動通訊的能力。Mobile IP[1-3]（MIP）

使用新  IP 位址給定或是繞路方式，解決傳統 IP位

址行動限制問題，這也是行動上網的最基本需求。

另一方面 Cellular IP [4](CIP)設計的目的是結合具

順暢（smooth）移動性支援的蜂巢式行動電話系統

與具彈性（flexibility）且強韌（robustness）的以 IP

為基礎之網路環境。  

一個巨微細胞蜂巢式行動網路是由數個小的

微細胞疊在一個大的巨細胞下所組成。由於巨細胞

提供廣大的服務涵蓋範圍，在巨微細胞行動網路實

際的配置上將微細胞籠罩，故可將疊於微細胞上的

巨細胞稱為「雨傘」（umbrella）細胞。這樣的網路

較單一類型細胞能提供改善的服務品質[5-6]，更高

的系統容量，大範圍的涵蓋區域。一般巨微細胞都

是配置在人口綢密的地區，以數個微細胞去涵蓋類

似 市 區 這 樣 話 務 量 大 的 地 區， 通 常 稱 為

HOT-SPOT。隨人口的增加，原本的巨細胞容量不

敷使用，但話務量都是集中源自於 HOT-SPOT，針

對這些 HOT-SPOT 去配置一群的微細胞。如此一

來，不論行動用戶在人煙稀少的巨細胞涵蓋區域或

是人口綢密的巨、微細胞重疊（overlay）區域，都

有機會得到系統的服務。  

通話中的行動用戶會遭遇到通訊中斷的機會

可能是在 handoff的時候。我們將以 IP層次的角度

來看待 handoff，探討當進行行動管理時，與傳統的

行動管理之差異。  

由於行動用戶有不同的移動速度；移動快速的

使用者停留在單一基地台細胞的時間通常較移動

速度緩慢的使用者來得要短，因此在其整個進行會

談的期間所可能遭遇的 handoff 次數通常也較移動

速度緩慢的使用者來的多。在一個 HOT-SPOT的區

域，通常是人口密集的城市，行動用戶的移動行為

一般來說以移動速度緩慢甚至靜止的使用者為主

要的族群。靜止以及移動緩慢到達某個速度以下的

行動用戶，在他們整個進行會談的期間甚至連一次

handoff都不會發生，這些用戶可以不必遭受 handoff

所帶來的影響。  

在行動通訊系統中，如何決定行動用戶的移動

速度，是很重要的一環。可應用在 automatic gain 

control（AGC），estimation of the channel impulse 

response，與巨微細胞間 handoff 控制與頻道的指

派。速度估計的方法有下列幾種：  

a. Base station antenna diversity[7] 

在 Rayleigh faded channel 中 ， Doppler 

frequency，fD與 mobile speed 之關係為 fD=V/ λ，λ

為 radio frequency 之波長。如果能得知 Doppler 

frequency，就可以推算出 mobile speed。而 Doppler 

frequency由 Mobile user與正在接收的 antenna 所發

出信號的 switching rate 來 推 算， 其關係為

NBS=1.3fD。這樣的方法非常簡易也不需額外的設

備，非常可行。  

b. Use of deviation of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8] 



 2 

由 mobile user 所接收到的信號中正交成分的

covariance來估計移動速度。  

c. GPS information[9] 

由全球定位系統可得知 mobile user所在的位置與速

度等資訊。  

本篇論文的研究動機即是因應 handoff所產生

的問題，來做出能夠減少 handoff機會的行動管理。

依行動用戶之移動行為來給予適當的服務型態，並

且顧及系統的 blocking 與 dropping probability，造

就一個適用 IP micro-mobility的行動網路。  

 

2. 系統架構 
 

圖 2-1 所示是一個典型的巨微細胞（Two-tier 

cellular system）的配置情形。大的六角形代表涵蓋

面積較廣的巨細胞，通常是以七個細胞聚集成一個

叢集（cluster）。中間的巨細胞包含了 HOT-SPOT

區域，而這個 HOT-SPOT區域又由七個微細胞聚集

成的 cluster所涵蓋。  

 

圖 2-1 Two -tier cell 架構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我們依實際的狀況做了一些

假設：  

a. 在外圍六個巨細胞移動的 MN速度為快速，平

均速度為 60km/hr。  

b. 在中間的巨細胞，非巨、微細胞重複涵蓋

（Non-overlap）區域移動的 MN速度為中速，

平均速度為 40km/hr。  

c. 在 HOT-SPOT 所在的微細胞叢集中移動的 MN

速度細分為三個族群，分別為 40km/hr、

20km/hr、5km/hr。  

 
圖 2-2 網路架構  

圖 2-2是 CIP core network與巨、微細胞接取

網路所整合成的系統。L1、L2、L3 分別是指這些

CIP節點在網路拓樸上的層級。L1的 CIP節點是具

有無線接取介面的 CIP BS，L2 節點是中間的 CIP

節點；而 L3的節點則是 CIP gateway，與外界 IP網

路連結。七個微細胞的叢集上的 CIP BS 的層級與

巨細胞上 CIP BS的層級是相同的。L2的左邊節點

管理以下四個 L1的 CIP BS；而 L2的右邊節點管理

以下 3個 L1的 CIP BS。這樣的網路拓樸安排是為

了讓 MN從微細胞 overflow至巨細胞時 RU packet

所經歷的路徑能夠最短。若中央的巨細胞的 CIP BS

與七個微細胞的叢集的 CIP BS分別接在不同的 L2 

CIP節點，則當 MN從微細胞 overflow至巨細胞時，

RU packet所需上傳到新舊路徑的交會節點便是 L3

的 CIP gateway。  

 

2.1機制運作 
 

由於 IP層很難達到快速的 handoff，無可避免

的 handoff 造成了無可避免的資料遺失與延遲。在

以往探討巨、微細胞的文獻中，都是利用巨、微細

胞頻道間的共享加以配置與利用，來達到理想的

blocking與 dropping probability。  

我們提出的 scheme 1是以速度區分的機制來

提供快速的使用者 overflow至巨細胞，使其可以自

由在巨細胞中移動，而不必遭遇 handoff，即便是在

巨、微細胞 overlap 區域。隨著 overflow 的人數增

加，巨細胞頻道使用率也會很高。若巨細胞持續飽

和將會造成在 Non-overlap 區域的使用者無法得到

服務，巨細胞的 blocking與 dropping probability將

隨 overflow人數的增加而達到使用者無法接受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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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因此我們提出 scheme 2－具有 overflow允入控

制的速度區分機制，來補強 scheme 1的不足。圖

2-3顯示 MN在巨、微細胞環境移動的情形。  

 

圖 2-3 MN在巨、微細胞環境移動的情形  

 

2.2具速度區分之機制（Scheme 1） 
 

加入速度區分後之 Scheme 1跟一般原始機制

的不同在 MN進入微細胞所經歷的流程，如圖 2-4

所示。  

 

圖 2-4 Scheme 1 

在 Scheme 1中，以單純的速度區分法則來決定

哪些 MN 將可以被 overflow 至巨細胞。未區分的

MN進入微細胞中有三種來源：  

a. 來自 Central Macro cell或由外鄰近 Macro cell 

handoff而來。  

b. 由 Central Macro cell 本身產生，而後移入此

micro cell。  

c. 由此 micro cell新產生。  

這些 MN都先進入此 micro cell，而後系統根據速度

估計法則開始估計 MN在微細胞停留的時間，若停

留時間（residential time）超越系統所設的停留時間

門檻值（residential time threshold），則被系統認定

為「慢速」的 MN，繼續停留在微細胞中。若停留

時間少於系統所設的停留時間門檻值，則被系統認

定為「快速」的 MN，將被 overflow至 Macro cell。

在 overflow之前，系統先檢查 Macro cell是否有足

夠剩餘容量；若有，則讓 MN overflow 至 Macro 

cell。若沒有，則讓這個被認定為「快速」的 MN

繼續接受 micro cell的服務，直到它的 session結束

或離開 micro cell cluster。  

 

2.3具 Overflow允入控制之機制（Scheme 2） 
 

Scheme 2跟 Scheme 1 主要不同是加入一個

Overflow 允入控制 ，當 blocking 與 dropping 

probability達到所設下的 overflow threshold 值時禁

止 MN overflow，以避免 Macro cell的飽和。運作

如圖 2-5所示。  

 
圖 2-5 Scheme 2 

 

3. 模擬結果與數據討論 
 

在本節中，將對於速度區分兩種機制：Scheme 

1與 Scheme 2作比較。  

比較的重點將是在不同的 residential time threshold

值下，使用者平均所體驗到的 handoff次數，與系

統的阻絕率以及中斷率。  

以下將依快、中、慢三種類型的使用者區分為三種

情況，並固定慢速使用者所佔的比例  (80%)。  

情況一：快速 MN占 1%，中速 MN占 19%。  

情況二：快速 MN占 5%，中速 MN占 15%。  

情況三：快速 MN占 10%，中速 MN占 10%。  

表 3-1是模擬的參數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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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 cell radius 3000 m 

Micro cell radius 500 m 

Max. Macro Cell capacity 30 

Max. Micro Cell capacity 30 

在外圍 Macro cell區域 MN平均速度 60km/hr 

在中央 Two-tier中 Non-overlap區域

MN平均速度  

40km/hr 

在 Overlap區域快速 MN平均速度  40km/hr 

在 Overlap區域中速 MN平均速度  20km/hr 

在 Overlap區域慢速 MN平均速度  5km/hr 

表 3-1模擬時之參數 

 

3.1情況二中 scheme 1與 scheme 2之比較 
 

在情況二中，快速的 MN占全部 MN的 5%。

圖 3-1 可看出在 residential time threshold 值高達

50sec 時，scheme 2的曲線有減緩上升的趨勢，這

也是 overflow 允入控制造成的影響。圖 3-2 平均

handoff次數，scheme 1圖形曲線較 Scheme 2低。

圖 3-3, 3-4是在兩個 scheme中 blocking與 dropping

機率，scheme 1在 residential time threshold 值達到

50後持續上揚，同樣的位置 scheme 2有受到控制

趨於和緩。圖 3-5系統的 Blocking與 Dropping機率

在 scheme 2中在高 residential time threshold 值時亦

呈現穩定的趨勢。圖 3-6 為兩個 scheme 中在不同

residential time threshold 值，被 overflow MN的數量

比較。可以看出 residential time  threshold 值越高，

scheme1與 scheme 2被 overflow MN的數量差距越

大，再次顯示 overflow控制呈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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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平均每個 MN所遭遇的 handoff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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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Macro cell的 blocking與 dropping prob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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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micro cell的 blocking 與 dropping prob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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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System blocking 與 dropping prob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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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Overflow MN數量統計比較  



 5 

3.2 情況三中 Scheme 1與 Scheme 2之比較 
 

在情況三中，快速的MN占更多部分，圖 3-7

可看出 scheme 2在 residential time threshold 值=40

之後就開始與 scheme 1產生差異，也就是 scheme 2

的 overflow 控制機制在此時就發揮功效。圖 3-8，

Scheme 2 在平均 handoff 次數的表現上也是介於

Original scheme 與 scheme 1之間。  

圖 3-9圖中 residential time門檻值=45秒以後

scheme 2 的 macro cell blocking 與 dropping 

probability，相較於 scheme 1曲線的大幅上揚，明

顯看出受到控制而趨近平穩。圖 3-10所示為 micro 

cell的 Dropping機率在 residential time threshold 值

較高時呈現上揚的趨勢，此為因 overflow 較多，

macro cell為較飽和的狀態，又 macro cell blocking 

與 dropping probability達到 overflow的臨界值，而

禁止後續「快速」MN的 overflow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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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MN對 CIP節點所減少的 Access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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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平均每個 MN的 handoff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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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Macro cell的 blocking與 dropping prob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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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micro cell的 blocking 與 dropping probability 

 

3.3綜合比較 
 

在圖 3-11可以清楚看到，scheme 1中，快速的

使用者占的比例越大，則能夠減少 access次數的比

率是越多。在圖 3-12，Scheme 2中，亦是同樣的情

況，但不同的是減少 access 次數的比率卻是較

scheme 1低相當多。圖 3-13中，scheme 1中平均

handoff次數，隨著 residential time門檻值提高，在

快速的使用者所佔比率為 10%時平均 handoff 次數

所降低的幅度為最大，使用者所佔比率為 5%時次

之，使用者所佔比率為 1%時最小。圖 3-14中，在

scheme 2中平均 handoff 次數，發現快速的使用者

所佔比率為 10%的曲線相較於圖 3-13 下降的幅度

較緩，而快速的使用者所佔比率為 5%與 1%的曲線

則與圖 3-13相當近似。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即是當快速使用者多

時，scheme 2能發揮很大的作用來抑制 macro cell

的飽和所帶來的影響；而當快速使用者數量不大

時，scheme 2可以提供與 scheme 1相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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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在 Scheme 1中三種情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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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在 Scheme 2中三種情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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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在 Scheme 1中平均 handoff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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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在 Scheme 2中平均 handoff次數  

 

4. 結論 
本篇論文所探討的是在未來 ALL-IP 的行動網

路中，將 Micro-mobility 中極佳的解決方案－

Cellular IP 架構在必然存在的巨微細胞環境中所面

臨的行動管理課題。速度區分機制可有效降低 MN 

handoff的發生，但必須在巨細胞容量足夠時適當的

進行速度區分，否則將造成使用者無法得到系統服

務或是服務中斷的情況。本文亦提出巨細胞利用率

高時的解決方法，來避免 overflow過多導致巨細胞

容量不足的狀態。依我們所提出的方法，可以在合

理的 blocking與 dropping probability下進行速度區

分機制來減少快速使用者將會遭遇的數次

handoff，使快速使用者在漫遊時不會因快速的移動

而導致服務品質的下降，並降低資料庫搜尋更新的

機會，讓快速、慢速的使用者都能得到良好的無線

網路接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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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number of mobile terminals increases, Mobile IP,
the protocol defined by the IETF to enable mobility in IP
layer, potentially would make users roam around the world
while also keep their connection to the Internet uninter-
ruptedly. In the mean time, many organizations are using
NAT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or) to isolate private net-
work from public realms. The integration of NAT with mo-
bile IP, however, introduces technical issues that must be
resolved before these two protocols can function together.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conflicts when Mobile IP and NAT
are integrated. In addition, we propose effective techniques
to harmonize these two critical protocols. Message flows
are presented to detail our solution as well.

Keywords: Mobile IP, NAT, reverse tunneling, UDP
tunneling

1 Introduction

The number of mobile terminals such as laptop, cellular
phone or PD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grows exponen-
tially. By utilizing the Mobile IP protocol [1], mobile termi-
nals potentially could roam around the world without recon-
figuration. However, the mass number of mobile terminals
connecting to the Internet would run out of IP addresses
rapidly. Although IPv6, the next generation IP, provides al-
most unlimited IP address space, the deployment of IPv6
over the whole world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It is ex-
pected that IPv4 will still dominate the Internet community
in the near future.

To alleviate the IP address starvation problem,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or (NAT) [2] that translates packets be-
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realms was proposed to let several
hosts share one public IP address. There are various types
of NAT, among which Network Address Port Translation
(NAPT) is used most widely. NAPT translates not only IP
address but also TCP/UDP port number. With NAPT one
can simply use many private IP addresses internally but still
can access to the Internet with a single public IP address.
When NAPT receives an outgoing packet to the public net-
work, it establishes an entry in the mapping table and modi-
fies the source IP address and the source port number before

forwarding it. When a response packet is sent back, NAPT
looks up the mapping table and modifies the destination IP
address and the destination port number before forwarding
it to the original sender. With NAPT, a private network can
initiate sessions to the public Internet. The reverse direction
however is not allowed unless a mapping has been initiated
by an internal host.

Mobile IP was introduced to support mobility in IP net-
works. Mobile Nodes (MN) can roam between home net-
work and foreign networks without reconfiguration while
still keep connection uninterrupted. Home Agent (HA) and
Foreign Agent (FA) are two major entities in Mobile IP.
When MN handoffs to foreign network, it informs HA its
current location by sending registration request (RRQ) to
HA. The RRQ contains the care-of-address (CoA) of MN.
Mobility is archived by tunneling packets destined to MN
from HA to FA. FA then forwards packets to MN by using
its CoA.

There are three major tunneling techniques that Mobile
IP can use: IP encapsulation within IP [3], Minimal Encap-
sulation [4], and Generic Routing Encapsulation [5]. Unfor-
tunately, they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NAPT. When passing
through NAPT the packet will not be translated. Thus, Mo-
bile IP cannot function properly. Alternatives such as UDP
tunneling [6] could solve this problem. It however only con-
siders the case that only FA is behind NAPT. The scenario
that both FA and HA are behind NAPT is still not resolved.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issues and requirements
relat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Mobile IP and NAPT. The
proposed solution is then presented with example message
flows. Section 2 lists the problems and requirements. Sec-
tion 3 discusses related works. Section 4 presents the pro-
posed solution. Section 5 illustrates the detailed message
flows. Section 6 summarizes the paper.

2 Problems and Requirements

This section itemizes the potential problems when
Mobile IP components are placed behind NAPT. The cor-
respondent requirement of each problem is listed thereafter.

� Problem 1: Unreachable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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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NAPT operation, session can only be
initiated from the inside of NAPT. Thus the path is blocked
to be single direction in session initiation stage. Since
MN registers its CoA at foreign network, the registration
is initiated from the outside of NAPT. HA is not reachable
from MN.

� Requirement 1: There must exist a direct path be-
tween MN and HA for registration and data packets to be
initiated from the outside of NAPT.

� Problem 2: Insufficient Translation Information

NAPT translates packet by checking IP address and
port numbers. After encapsulating by tunneling methods
defined in Mobile IP, packet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NAPT. NAPT cannot find port numbers, that is, NAPT
cannot translate them properly.

� Requirement 2: Tunneled packets must be compati-
ble with NAPT so that they can be preceded.

� Problem 3: Identical Home Address

There may be some MNs with identical private home
address come to the same foreign network. If foreign agent
mode is used, these MNs will use FA’s IP as CoA. FA will
be conflict when it forward packet to them.

� Requirement 3: When there are multiple MNs have
identical private home address, FA must identify MN and
forward packets to them correctly.

� Problem 4: Handoff Detection

When MN handoffs from a private foreign network to
another, the IP address of FA may be the same as previous
one. The change of IP address of FA is not sufficient for
MN to detect the handover.

� Requirement 4: When MN handoffs between 2 FA
that have identical private address, MN should know when
it have to re-register.

� Problem 5: Unknown Home NAPT

Another problem similar to problem1 is Unknown
Home NAPT. MN uses private address in both its home
network and foreign network. But the private address is
not routable in the Internet. Registration messages that MN
sent will not be sent back to their home network.

� Requirement 5: MN ha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NAPT in its home network.

Figure 1. Simple scenario of private address

3 Related Work

This section discusses related work proposed earlier.

3.1 Reverse Tunneling

IETF Mobile IP working group has discussed the inter-
work between Mobile IP and NAT for years. Appendix of
reverse tunneling [7] discusses disparate address support for
Mobile IP with problem statement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Using reverse tunneling could solve a simple scenario of
private address. Figure 1 shows the scenario.

In the scenario, home network and foreign network are
private networks and a public network connects them. MN
gets a CoA at foreign network. The CN must be allocated
at home network; it cannot be a global host.

When MN communicates with CN, packets are reversed
tunneled to home network. Then HA de-tunnels these pack-
ets and forward to CN using link-layer mechanism.

For CN to be a global host, an additional mechanism [8]
is added to reverse tunneling. When MN wants to com-
municate with CN, it gets a public address from HA using
NAI [9], HA is responsible of assign a globally unique IP to
MN. Then MN can use this global IP to communicate with
public CN.

The appendix point out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 MN has to provide the IP of HA’s public interface. So
that FA knows where MN’s home network is and thus
can forward packet to correct HA. With the same rea-
son, MN registers FA’s public IP as CoA.

� When there are multiple MN that have the same home
address come to the same foreign network, FA distin-
guishes MN by link-layer information, and when de-
multiplexing tunneled packet FA uses an unique tuple
to identify the ultimate destination:

- Destination IP address of encapsulated header
- Source IP address of the external header
- Destination IP address of the external header.

When FA reverse tunnels packet to HA, it use the unique
tuple to identify:

- Link-layer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MN
- Source IP address of the IP header.

In this appendix, NAT is out of scope and is not dis-
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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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KDDI’s scenario

Figure 3. UDP tunneling Packet

3.2 KDDI’s Proposal

KDDI have a solution [10] that integrates Mobile IP and
NAT. In this solution, HA and NAT are on the same box.
Figure 2 shows the scenario. HA is responsible for as-
signing an address to MN. When handoffs to foreign net-
work, MN gets a public address from HA. CN can initiate
the communication session to MN by first sending a DNS
query for MN’s IP address; the DNS server is responsible
for informing HA to assign an address to MN and then re-
sponses this assigned address to CN as the result of DNS
query. Then CN communicates with MN as normal. How-
ever, this solution needs a pool of IP address for HA to as-
sign to MN. And if CN do not initiate the session by first
sending a DNS query, CN still cannot communicate to MN.

3.3 UDP Tunneling

In order to traverse through NAPT, UDP tunneling
is proposed for a tunneled packet to be compatible with
NAPT by adding additional UDP header into tunneled
packet right after outer IP header. A UDP tunneled packet
is compatible with NAPT and can be translated as normal
TCP/IP or UDP/IP packet. The packet format after UDP
tunneling is as Figure 3. Additional UDP header and a MIP
tunnel data message header are added to original tunneled
packet. The outer IP header together with UDP header
makes it compatible with NAPT.

When UDP tunneling is negotiated as the tunneling
method, the UDP tunneling can be used for both forward

Figure 4. Comparison of related works

tunnel and reverse tunnel. The source port number of UDP
header sent by MN will be the same as registration request
until a new registration occurs. The destination port of the
UDP header that sent to home network from MN (or FA
in foreign agent mode) is always 434. HA will reverse the
destination port and source port to forward packets to MN.
Although UDP tunneled packet is compatible with NAPT,
the original constraint of NAPT still exists: session can only
be initiated from the inside of NAPT.

3.4 Discussion

Reverse tunneling provides a solution for a simple sce-
nario. However, this scenario limits the location of CN to
be in home network and MN should never back its home
network. It is common in cellular network, but not in the
Internet.

KDDI proposes to puts mobile agents together with NAT
in one box. This scenario avoids most problems and pro-
vides a solutio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obile IP and private
network. And CN can initiate a call to MN whose home net-
work is private. The drawbacks of this proposal is that every
MN must get a global IP address when handoffs to foreign
network; the number of simultaneous transmitting MN lim-
ited to the number of IP addresses provided by HA. More-
over, HA must coordinate with DNS and CN must query for
MN’s IP first.

UDP tunneling proposed a new tunneling mechanism to
tunnel packets so that they could traverse through NAPT.
The UDP tunneling discussed the scenario that only foreign
agent is behind NAPT. The case that home network is also
private addressed is not mentioned. We will discuss this
scenario. Figure 4 shows the comparison of related works.

4 Proposed Solution

Both reverse tunneling and UDP tunneling described
above have proposed a partial solution of private address
support for Mobile IP. KDDI’s solution avoids most prob-
lems and integrates NAT and Mobile IP, but they cannot
solve the IP starvation problem. In this section, we explic-
itly propose a general solution when Mobile IP inter-works
with NAPT in the scenario that both HA and FA reside be-
hind NAPT. Figure 5 shows the scenario. Both home net-
work and foreign network are private network; and both HA
and FA reside behind NAPT. We call the NAPT that i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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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Both HA and FA are behind NAPT

home (foreign) network ”Home NAPT (Foreign NAPT)”.
We assume there is only one HA in home network.

To archive the inter-work target, we need the following
mechanisms:

4.1 UDP Tunneling

In previous section, we refer that UDP tunneling pro-
vides a mechanism to tunnel a packet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NAPT. In order to traverse through NAPT, we apply
UDP tunneling when transferring data packets.

4.2 Static Port

With HA reside behind NAPT, registration request mes-
sages (RRQ) that MN sent to HA from foreign network is
an example of ”session initiated from outside of NAPT”. At
this moment,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entry in the NAPT
mapping table; this packet will not be translated. In order to
have a direct path between HA and FA, we bind the registra-
tion port (port 434) of HA to NAPT’s port 434. Any packet
that home NAPT receives with destination port equals to
434 will be forward to HA.

When sending a RRQ, MN (or FA in foreign agent
mode) set the destination IP to home NAPT’s public ad-
dress and the destination port to 434. While receiving RRQ,
Home NAPT checks the UDP header destination port (434)
which is bound to HA’s port 434, it will forward this RRQ
to HA by modifying the destination IP address to HA.

We mentioned that ”set the destination IP to home
NAPT’s public address”, means that MN needs to keep the
public IP address of Home NAPT. How MN keeps neces-
sary address is out of scope. May use NAI or configure
manually in MN.

4.3 Reverse Tunneling

Without reverse tunneling, assume that triangle routing
is used; the source IP address in the packet that CN receives
from MN will be MN’s home address, which is a private
address. If CN is not in MN’s home network, this private
address will not be reachable for CN.

Figure 6. MN registration message flow

So we mandate reverse tunneling in data packet trans-
ferring. With reverse tunneling, all data packets will be re-
verse tunneled to home network first, and then forward to
CN by HA. Packet will then traverse through NAPT and CN
will get packets with source IP address set to Home NAPT’s
public IP. CN can reply MN normally and Home NAPT will
translate the reply packets again. Then HA will tunnel reply
packets back to MN. This makes CN do not need to reside
in home network.

In the design of UDP tunneling, data packets will always
be encapsulated with UDP destination port 434.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reverse tunneling and bind port 434, data
packet can be transfer transparently between CN and MN.
We will show the data flow in section 5.

5 Message Flows

This section illustrates the message flow of registration
and packet data transfer. Message exchange is based on the
scenario discussed in section 4.

5.1 Registration

Figure 6 shows the message flow when MN registers
with its HA.

(1) FA broadcasts its agent advertisement to inform MN its
present. In the agent advertisement, NAI of FA or For-
eign NAPT’s information can be included for MN to
know it handoffs to another FA. What should be in-
cluded is an implementation issue.

(2) MN knows itself handoffs to a foreign network, and
then sends a registration request to HA. The destina-
tion IP address and destination port are Home NAPT’s
IP address and port 434 respectively.

(3) NAPT address and home address of MN then forwards
this RRQ to Foreign NAPT.

(4) Foreign NAPT translates the source IP address and
source port and creates an entry in its mapping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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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Packet data message flow

Then it forwards this packet to the destination, Home
NAPT.

(5) Home NAPT receives this packet and checks whether
there is a mapping or not. The destination port is 434,
which is bound to port 434 of HA. Home NAPT then
forwards this packet to HA by modifying destination
IP to HA’s IP address.

(6) HA receives RRQ whose source IP address is translated
by Foreign NAPT and is the public address of Foreign
NAPT. After checking the RRQ, it replies an RRP to
MN. The destination IP address is set to the public ad-
dress of Foreign NAPT; port numbers in UDP header
is reversed.

(7) Home NAPT gets the RRP and translate the RRP ac-
cording to its mapping table. The source IP address
is modified to the public address of Home NAPT; port
numbers are not modified (434). Then the RRP is for-
warded to Foreign NAPT.

(8) Foreign NAPT restores the destination IP and destina-
tion port as the RRQ is received at step (3). The RRP
is then forwarded to FA.

(9) According to the source IP address and destination IP
address, FA can uniquely identify MN. Then FA looks
up the table recorded in step3, it forwards this RRP to
MN using link-layer mechanism.

5.2 Data Transfer

Figure 7 shows the packet data message flow when MN
sends packet to CN.

(1) MN initiates the session; it sends packet to FA. Source
and destination IP addresses are home address and CN
respectively.

(2) Foreign agent encapsulates the packet by UDP tunnel-
ing whos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IP address are for-

eign agent’s address and Home NAPT’s address, re-
spectively. The destination port of UDP header is set
to 434, source port is the same as last RRQ.

(3) Foreign NAPT receives the packet. It then build appro-
priate mapping entry, modifies source IP and source
port. Source IP is set to Foreign NAPT’s public ad-
dress and source port is chosen by NAPT. Then the
packet is forwarded to home NAPT.

(4) Home NAPT receives the packet whose destination port
is 434. Because port 434 binds to home agent’s port
434, destination IP is modified to HA’s private address.
Then Home NAPT forwards the packet to HA.

(5) HA receives a packet from port 434 and decapsulates it.
The destination IP address of this de-capsulated packet
is CN; then HA forwards it to CN.

(6) Home NAPT receives the packet forwarded by HA. It
builds a mapping entry and then forwards the packet to
CN.

(7) CN receives this packet and sends reply packets to MN
by reversing IP address fields and port fields in the
packet that it receives.

(8) Home NAPT receives reply packet from CN, after look-
ing up the mapping table, home NAPT forward it to
MN’s home address.

(9) HA intercepts this reply packet, encapsulates it with
UDP tunneling. Source port of UDP header is set to
434. HA then forwards it to MN.

(10) Home NAT receives the packet. It modifies source IP
of this packet to its public IP and forwards the packet
to MN’s COA.

(11) Foreign NAPT receives the packet and modifies the
destination IP and destination port by looking up the
mapping table.

(12) FA receives the packet and decapsulates it then for-
wards it to MN using link-layer mechanism.

6 Summar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ntegrate Mobile IP with
NAPT. We consider the scenario that both home network
and foreign network are private with both HA and FA are
behind NAPT. We use 3 mechanisms to archive the target.
First, for a tunneled packet to be compatible with NAPT
we apply UDP tunneling. Second, in order to provide reg-
istration message a direct path, we bind port 434 statically
and let MN keeps Home NAPT’s address. MN keeps Home
NAPT address, so that MN knows where the RRQ should
be send. And bind port makes Home NAPT create a direct
path from foreign network to HA. Third, for data packet can
be sent back to MN we apply reverse tunneling. Data pack-
ets will always be transferred using port 434 when it g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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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oreign network to home network. Since we bind port
434 of home NAPT to port 434 of HA, there is also a direct
path for data packets, too. Using these mechanisms, mobile
IP can works with NAPT transpa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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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 IEEE 802.11無線網路的設備已經愈

來愈流行接受度也越來越高。相對地，需要 IP

位址的設備也愈來愈多，再加上未來 All IP的

趨勢，且目前的 IP位址快不敷使用，所以 IPv6

嚴然是解決 IP位址不敷使用的方法。基於無

線網路 IP的行動性，Mobile IPv6 的需求也逐

漸增加。但目前 IEEE 802.11最令人詬病的是

安全性的問題，且基於使用者付費的觀念，

AAA架構是必需與無線網路整合地。 

關鍵詞：IEEE 802.11，Mobile IPv6，AAA 

 

1. 簡介 
 

由於可攜式電腦逐漸普及，且個人通訊設

備已成大眾化，再加上無線設備所帶來的便利

性，人們依賴無線網路的程度可說是與日俱

增，所以無線區域網路對目前今日電腦及通訊

工業來講，將成為重要的觀念和技術。 

縱觀目前高科技市場產品之走向，ALL 

IP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但以目前所使用的第

四版本的 IP來看，IP位址數目不敷逐漸成長

的可攜式設備使用是未來幾年內可能發生的

事情，所以對未來採用第六版本的 IP是可以

預見的。 

由於可攜式通信設備的普及，對於每一

個設備都想付予一個 IP位址，行動 IP的觀念

也逐漸成熟，Mobile IPv4可以解決移動式設

備在離開同一區段網域時斷線的問題，或是需

要再重新設定 IP位址等問題，移動式設備可

以利用轉交位址繼續接收或發送封包，避免斷

訊或重設設定等惱人的問題發生。又因為第四

版本的 IP位址將不敷使用，所以第六版的 IP

將被採用，故Mobile IPv6將被用來解決移動

式設備通訊上的問題。 

無線區域網路與有線區域網路相較之

下，無線區域網路可說是非常便利，但裏面隱

藏了很大的問題，就是安全性的問題。所以在

這篇文章中提到無線區域網路使用Mobile 

IPv6的機制，並且結合認證/授權/計費的機

制，行動節點（或設備）欲連結上網路時，必

需先受到系統提供者的認證且得到授權，才能

連結上網路，得到認證和授權之後系統業者即

可開始計費。 

這篇文章將在第 2章做 IEEE 802.11的簡

介，於第 3章分別對Mobile IPv4和Mobile IPv6

做簡單的介紹，在第 4章將把Mobile IPv6和

AAA結合。 

 

2. IEEE 802.11的簡介 
 

 IEEE 802.11是由美國電機電子協會

（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c）所制定。其主要的目的是要在

無線網路的環境之下，能夠建立一個共同的標

準，而最主要焦點是著眼於 OSI七層中的實體

層和資料鏈結層，亦即制定出和傳輸媒介相關

的實體層和適用於所有無線網路系統的資料

鏈結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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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EEE 802.11的特性 

  

其主要特性如下： 

(1) 傳輸媒介為無線電（RF；Radio 

Frequency）有 2.4GHz（802.11b）和

5GHz（802.11a） 

(2) 多重傳輸速率，可讓工作站因不同的

距離而使用不同的傳輸速率，如

802.11有 0.5Mbps、1 Mbps和 2 

Mbps，802.11b最快可到 11 Mbps，

而 802.11a可到 54 Mbps。 

(3) 基本通訊協定 CSMA/CA（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Avoidance），其用意是要避免封包衝

撞，以免所傳送的封包被視為無效且

被丟棄。但因封包衝撞無法排除，故

只能用來傳送非即時性的資料。 

(4) 提供分散式協調功能（DCF）及集中

式協調功能（PCF），分散式協調功

能適合傳輸非即時的資訊，而集中式

協調功能則是採用輪詢（polling）的

方式，以此可事先安排傳送時間，比

較可以提供保證傳送延遲的服務。 

(5) 不保證頻寬公平分配，因為在非即時

傳輸時是採用 CSMA/CA機制來競

爭傳送訊框，並非輪流傳送，所以每

一個工作站所使用到的頻寬並不相

同。 

(6) 提供資料的認證和保密，因為無線電

為開放性質且在公開的頻道上，所以

容易遭到竊聽或截取，所以需要資料

的保密和使用者身份的認證。 

(7) 較不適合即時或多媒體傳輸，因為頻

寬即使有 11 Mbps，但會因距離和使

用人數的多寡有逐漸減少，所以較不

適合用來傳送即時性或多媒體的資

料。 

 

2.2 IEEE 802.11的網路基本架構 

 

IEEE 80.211的網路基本架構有下列兩種

型式： 

(1) 基礎架構的無線區域網路

（Infrastructure Wireless LAN） 

在這種架構中會有一個擷取點

（Access Point），擷取點會有兩個介

面，一個是連結有線的網路，另一個

是透個無線電和其它的無線網路卡

相連。其架構圖如下： 

 

(2) 無基礎架構的無線區域網路（Ad 

Hoc Wireless LAN） 

簡單的說，這種架構即無擷取點，所

以無法和外面的有線網路做連結，主

要是兩台工作站之間透過無線電兩

兩相連結。但這種架構並不只局限只

能有兩台工作站，而是至少兩台。其

架構如下圖： 

 

2.3 無線網路中的存取方式 

 

 無線網路中的存取方式有下列幾種： 

(1) 分頻多工存取（FDMA），即是將頻

率分割讓每一個工作站各自使用不

同的頻率，以免兩兩互相干擾。 

A d - H o c架 構

Internet

A P  
擷取點

A P  
擷取點

W LA N W LA N

基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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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時多工存取（TDMA），各個工作

站使用同一頻率，每一工作站的資料

在時槽（slots）的時間區間中傳輸，

幾個槽組成框。每個工作站之間採用

防護時間，使波道間的串音最小。與

FDMA不同的是，TDMA中保持整

個網路的同步。 

(3) 多碼多工存取（CDMA），每一工作

站被分配到一個碼，此碼不會和分配

給其它工作站的碼有相關性。其調變

是使用直接序列展頻（DSSS，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可使得

個工作享在同時間使用同一頻率來

傳送資料而不會互相干擾。 

 

3. Mobile IP 
 

在傳統上來說，IP位址（address）是固

定在某一網路區域中的。當使用這個 IP位址

的行動終端設備想要離開這個區域的話，例

如：換到隔壁房間或是另一層樓亦或者是離開

這棟大樓，總之只要離開這個區段的網域，使

用者都必需更改其終端設備的 IP位址。換句

話說，終端設備是不能將其 IP位址帶著走的。 

 

3.1 Mobile IPv4 
 

 Mobile IP最基本的用意就是要用在無線

區域網路，其目的是要提供行動設備能夠連續

地連接上網路，即使是跨過不同的網段。

Mobile IPv4一般來說有四個主要的元件：行

動節點（Mobile Node）、本地代理（Home 

Agent）、遠端代理（Foreign Agent）和通訊節

點（Corresponding Node）。 

簡單的說，Mobile IPv4其動作的方式如

下： 

 每一個行動節點會被分配兩個 IP

位址，一個是固定 IP位址（Home 

Address），另一個是轉交位址

（Care-of-Address，COA）。行動節

點的固定 IP是由其本地網路

（Home Network）所分配的，而轉

交位址是由其所到之外部網路所

分配給予的。 

 本地代理會記錄其目前行動節點

的轉交位址。當行動節點移動到外

部網路時，行動節點會向遠端代理

註冊其由遠端代理所接收的轉交

位址，而遠端代理會將行動節點所

接收到的轉交位址轉傳到本地代

理，以便本地代理能夠更新其所記

錄行動節點的轉交位址。 

 當通訊節點想要和行動節點通聯

時，它會將資料封包先送到行動節

點的本地代理端。本地代理會將收

到的封包進行壓縮成新的封包，然

後再依據行動節點所註冊的轉交

位址，與其遠端代理之間建立隧道

（tunnel），透過這個隧道將新壓縮

的封包轉傳到遠端代理，遠端代理

收到這個新壓縮的封包之後先進

行解壓縮，然後就依據其 IP位址傳

送給行動節點。但是如果行動節點

其轉交位址和固定位址是同一個

的話，也就是說行動節點仍處於固

定節點之下，那本地代理則會直接

將通訊節點所傳來的封包傳送給

行動節點。 

 在行動節點接收到通訊節點傳送

來的封包之後，行動節點可以直接

送封包給通訊節點，而不需要經過

隧道。 

 

3.2 Mobile IPv6 
 

 Mobile IPv6原理和Mobile IPv4類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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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有三：行動節點、本地代理和通訊節點。

而Mobile IPv6並沒有遠端代理，因為在 IPv6

的架構下，行動節點可以由路由器或自己產生

轉交位址，所以不需要遠端代理。接著就

Mobile IPv6的操作特性做簡單的描述[2]。 

 本地代理註冊：當行動節點移動到

另一個外部聯結，並且接收到由新

的路由器所廣播的資料或 IP位址

前置字串（prefix），行動節點可以

靠著有狀態（Stateful）或無狀態

（Stateless）自行產生一個 IP位

址，並將這個新的 IP位址當做其轉

交位址，並且傳回本地代理進行結

合更新（Binding Update），當本地

代理收到這個封包並且更新其記

錄，則會傳送一個結合確認封包給

行動節點，以便完成註冊。 

 三角路徑：當本地代理收到要送給

行動節點的封包時，將資料封包進

行壓縮依據行動結點所更新的轉

交址並透過隧道將封包傳送到行

動結點。但是當行動節點要將封包

傳送到通訊節點時，則可將封包直

接傳送到通訊節點上，不需要經過

本地代理。由其所經路徑可稱為三

角路徑。 

 路徑最佳化：為避免三角路徑所浪

費的時間，行動節點可以對任何的

通訊節點發送結合更新封包，使得

任何的通訊節點可以接直將封包

傳送給行動結點，避免經過本地代

理。 

Internet

Home Link

Home Agent
Foreign Link

Correspondent Node

Mobile IP 基本型態

1

2

3

4
5

 

 

4. Mobile IPv6 和 AAA 
 

4.1 AAA協定 

 

所謂 AAA（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 

and accounting）意即認證、授權和計費。AAA

協定包含了認證/授權/計費這三種功能，此協

定對訊號做了完整的定義且包含對這三種功

能處理的能力。一般來說，最普遍存在於 AAA

協定中，對傳統撥入（dial-in）服務來說使用

的是遠端認證撥入用戶伺服器（RADIUS，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 In User Service）。

尤其近幾年來，遠端存取撥入用戶伺服器已經

變成最為廣泛使用的協定，但它也並不是適合

更新的存取網路。所以，IETF又致力研究另

一個協定—DIAMETER[3] 。 

簡單說起來，當 RADIUS用戶端（/撥入

使用者）向 RADIUS伺服器端發送存取要求訊

息，當 RADIUS伺服器收到這個訊息並且對它

做認證，處理認證之後，伺服器端就會發送確

認或駁回訊息給用戶端。所以 AAA架構對一

些系統提供業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提

供無線區域網路的業者，因為他們必需確定目

前使用者的合法性和是否能收到費用的問題。 

 

4.2 Mobile IPv6結和 AAA 

 

從Mobile IPv6的架構來看，有安全性問

題的地方在行動節點和通訊節點之間，與行動

節點和本地代理之間，這兩個地方彼此連結的

時候最容易有安全性的漏洞，若有 AAA協定

的支援則可以解決安全性的問題。 

 

4.2.1 IP安全 

在 IPv6的封包標頭架構中，內有延伸標

頭認證與加密（ESP）為 IPv6完整執行時被定

義以及要求的。認證與加密功能可以分開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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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可以一併使用。IP安全（IPsec）的目的

是為 IPv4與 IPv6提供一個可以相互操作、用

密碼編寫的基礎，而這個安全功能是由 IP層

所提供[4]。 

認證標頭（AH, Authentication Header）

可以以兩種方式執行：傳輸模式（Transport 

Mode,主機之間）與透通模式（Tunnel Mode,

在主機與安全閘道器、或兩台主機之間）。封

裝安全成本（ESP, Encapsulating security 

Payload）提供了加密性。AH和 ESP都可以為

存取控制所使用。 

以上所介紹的認證標頭和加密機制可以

說是 IPv6內建的認證和安全機制，但是就其

和 AAA相較之下認證和授權兩著都可以做

到，但明顯地前述的認證和加密功能缺少了計

費的功能，以目前無線區域網漫遊的趨勢來

看，計費功能是很需要的，所以在這篇文章

中，我們才會提出Mobile IPv6結合 AAA機

制，以達到認證、授權和計費的目標。 

 

4.2.2 基本型態 

 

當用戶端從本地端漫游到外部端時，因

為要持續連接上網使用當地的資源，所以它必

須與當地的 AAA伺服器（AAAL）做身份的

確認並得到授權使用。而一般在外部端的

AAA伺服會有一個伴隨（Attendant）伺服器，

它的用途是當用戶端漫游到外地時，且對外部

AAA伺服器提出使用的要求時，訊息會先經

過伴隨伺服器，而伴隨伺服器會先檢查用戶端

的憑証，而通常憑証是由本地 AAA伺服器

（AAAH）所發給的，若用戶端通過伴隨伺服

器的檢查之後，才會與當地 AAA伺服器連接

上線，通常當地 AAA伺服器會與外部的 AAA

伺服器連接，尤其是用戶端的本地 AAA伺服

器。其基本型態架構如下圖：[5] 

AAAL

A

AAAH

C
C：用戶端

A：attendant

AAAL：local authority

AAAH：home authority

AAA基本型態圖  
 

4.2.3 AAA伺服器漫游的條件 

 

Diameter Mobile IPv6從 Diameter基本協定

（Diameter base protocol）中衍伸出來的。其

條件分述如下： 

 提供一個可被信任的 AAA傳送機

制 

 在 AAA的訊息中傳送數位憑証：其

主要用意是要減少在 AAA伺服器

之間訊息傳遞的次數。 

 在點對點基本型態下能提供訊息的

完整和一致性。 

 對所有授權和計費的訊息能支援重

新保護和隨意接受的能力。AAA

協定必需有將計費訊息和更重要

的授權訊息吻合的能力。 

 能對本地端或當地端的使用者進行

計費，不會因為處在不同的端點而

有未計費的情形發生。 

從[3]中和 IPv6的封包標頭可以知道，

Mobile IPv6若不與 AAA伺服器結合的話，其

本身也是可以做到基本的安全性，但只局限於

類似於行動節點與通訊節點之間的安全性。但

是若使用 AAA伺服器來支援Mobile IPv6的

話，這兩者組合的架構則可以解決全盤性（行

動結點與通訊節點和行動節點與本地代理）的

安全性問題。 

 

5. 結論及未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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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使用的第四版之 IP位址即將不敷

使用，所以未來採用第六版本的 IP是必然的。

再加上可攜式設備及無線區域網路愈來愈被

接受，故Mobile IPv6應用於 IEEE 802.11無線

區域網路上可對行動設備提供更便利的移動

性。但無線區域網路的最大致命傷即在安全性

上頭，所以若再加上 AAA機制的認證和授權

則可以確認使用者身份正確性，再加上計費的

機制即使使用者在不同系統業者之間漫游仍

可對使用者做正確性的收費。 

目前在網路上找到可以架設 AAA伺服

器的軟體有：支援Windows的作業系統有

FUNK-Odyssey，從其網站目前還不能確定有

支援 IPv6[6]。在 Linux作業系統下有 free 

RAIDUS由[7]可知有支援 IPv4，但至其網站

看最新消息尚未看到有支援 IPv6[8]，還有其

它用來架設 RADIUS伺服器的 free RADIUS

軟體的相關網站如[9]。或許在網路上是可以找

到一些支援 IPv6的 AAA伺服器架設軟體，而

且 IPv6是未來的趨勢，必定會有更多廠商投

入更多的心力於 IPv6和Mobile IPv6上頭，相

對的也更容易找到支援 IPv6的AAA伺服器軟

體。 

所以，未來的目標就是將這些付諸於實

踐，架設一個實驗性的平台，尋找其中困難之

處或其它可以取代使得效能更好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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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security issues in today’s mobile
wireless environment. Various critical protocols such as
IEEE 802.1X, RADIUS, EAP, are evaluated. Based on
these protocols, a generic mobile architecture is presented
as a guideline to create a secured wireless LAN (Local
Area Network) environment. The architecture explicitly
integrates wireless LAN with Mobile IP such that a mobile
terminal can not only handoff within the same IP subnet,
but also across different IP subnets. Based on the architec-
ture, a testbed is constructed. The inter-working of IEEE
802.1X and Mobile IP is implemented and elucidated in
detail. Based on our experiment, other security problems
are pointed out and discussed.

Keywords: authentication, IEEE 802.1X, RADIUS,
EAP, Mobile IP, wireless security

1 Introduction

Mobility has become the most imperative demand in re-
cent spreading networking systems. IEEE 802.11 standard
(Wireless LANs), therefore comes to be the most prevalent
protocol as its wide bandwidth and many features. How-
ever, the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over wireless environment
are more complicated than over wired environment. Due
to the wide-open inherent of wireless radio many attacks
would make the network insecure. IEEE 802.1X has been
published to provide a port-based network access control
mechanism that is capable of protecting the network from
being attacked by those adversaries. IEEE 802.1X is de-
scribed to enable authenticated access to IEEE 802 media,
including Ethernet, Token Ring, and IEEE 802.11 wireless
LANs. 802.1X also involves the AAA services, which is
the key element of 3G systems.

Three important entities: Supplicant, Authenticator, and
Authentication Server are introduced to construct the au-
thentication framework. As we employ this protocol in
wireless environment, the supplicant and authenticator rep-

resent the mobile station (mobile node) and access point,
respectively. Since the standard does not specify which pro-
tocols should be performed on the authentication server, we
use the RADIUS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 In User Ser-
vice) [1], which is currently widely used as the backend au-
thentication server protocol.

In order to adapt mobility, Mobile IPv4 [2], which is
developed by the 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s concerned as the best solution for mobility management
protocols. Mobile IP, as the term shows runs on the IP
layer, which is already a universal network-layer protocol
for wireline packet networks is becoming a promising mo-
bility solution over wireless systems. Since mobility and
security are crucial elements of wireless network, the co-
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m become indispensable.
Whenever a user attempts to utilize the network service, the
user will need to authenticate with the authentication server
through an authenticator (or Network Access Server). Af-
ter the authentication is done, the user is able to access the
service only if the authentication succeeds, and the connec-
tion is established. Once the user moves to another sub-
network (that is, foreign network), the session can be re-
tained through the Mobile IP technique, but authentication
still need to be proceed again since the user is not belong
to that region. Mobility and security can be achiev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Mobile IP with IEEE 802.1X, and this is
sufficien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ost networks.

Section 2 gives an overview of IEEE 802.1X standard
and RADIUS protocol. It also illustrates how the authen-
tication process can be achieved by utilizing EAP (Exten-
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3]) and RADIUS protocols.
We proposed a mobile architecture with security concerns
in section 3. Based on section 3, section 4 defines the
testbed architecture and also describes the realization of in-
tegrating Mobile IP with IEEE 802.1X. Section 5 describes
the major issues of security and discusses the appropriate
solutions. Section 6 concludes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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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uthenticator, supplicant, and authentica-
tion server

Figure 2. A typical 802.1X message flow

2 Overview of 802.1X and RADIUS

IEEE Std 802.1X defines a mechanism for port-based
network access control to provide compatible authentica-
tion and authorization protocols for devices interconnected
by IEEE 802 LANs. It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key dis-
tribution in IEEE 802.11 Wireless LANs by enabling pub-
lic key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between APs (Access
Point) and roaming stations. In 802.11 Wireless LANs, the
Port mean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N (Mobile Node) and
AP. There are three main components in the 802.1X authen-
tication system: 1.The supplicant which is usually the soft-
ware on user sides; 2.the Authenticator which is usually the
AP in 802.11 Wireless LANs; 3.the Authentication Server
which usually uses RADIUS.

Both the Supplicant and the Authenticator have PAEs
(Port Access Entity) that operates the algorithms and pro-
tocols associated with the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s. The
Authenticator PAE controls the authorized/unauthorized
state of its controlled port (see Fig. 1, [4]) depending on the
outcome of the authentication processes and uses the uncon-
trolled port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supplicant PAE. The
authenticator will block all traffic except 802.1X messages

Figure 3. Supplicant PAE state machine

Figure 4. Authenticator PAE state machine

before the MN is authenticated. The 802.1X standard uses
existing 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EAP) to pro-
vide a number of authentication schemes, including smart
cards, Kerberos, Public Key, One Time Password, and oth-
ers. And 802.1X also defines EAPOL (EAP over LANs)
that encapsulates EAP messages between the supplicant and
the authenticator. EAP messages are relayed between the
supplicant and the authentication server by the authenticator
PAE. In order to let the RADIUS server proceed to authen-
ticate by using EAP, the authenticator PAE will encapsulate
the same EAP messages as EAPOL frames in a RADIUS
packet and forward it to the RADIUS server. The encap-
sulation is known as RADIUS-encapsulated EAP with the
EAP-Message attribute, which is defined in RADIUS Ex-
tensions [5] for supporting EAP within RADIUS.

Fig. 2 shows the 802.1X typical message exchange with
both the supplicant PAE state and authenticator PAE state
transition. The supplicant PAE and the authenticator PAE
state machines are showed in Fig. 3 and Fig. 4, respectively.
In Fig. 2, the digits in rectangles refer to the supplicant PAE
state in Fig. 3, and digits in circles refer to the authenticator
PAE state in Fig. 4. The message flows and state transitions
in Fig. 2, 3 and 4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as below.

After MN and AP complete the 802.11 association, both
MN and AP will transition to the CONNECTING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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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port is unauthorized at this moment, and IEEE
802.1X authentication process just starts subsequently. In
the beginning, MN sends an EAPOL-Start frame to the
AP to initialize the authentication. When the AP receives
EAPOL-Start, it will reply an EAP-Request/Identity to ob-
tain MN’s identity. MN will transition to ACQUIRED state
as it receives EAP-Request/Identity from AP. Then MN
sends back an EAP-Response/Identity containing MN’s
identity in response to the EAP-Request/Identity. In case
AP receives EAP-Response/Identity, the authenticator PAE
state will transition to the AUTHENTICATING state. In
the AUTHENTICATING state, authenticator PAE encap-
sulates this EAP-Response/Identity message in RADIUS-
Access-Request as an attribute (EAP-Message attribute)
and sends to the RADIUS server. In response to the Access-
Request, the RADIUS server will challenge the MN by
sending RADIUS-Access-Challenge to the AP, which is
then relayed in the form of EAP-Request/Auth to the MN.
When the MN receives EAP-Request/Auth, the supplicant
PAE state transitions to the AUTHENTICATING state and
replies an EAP-Response/Auth, which is also relayed to
the RADIUS server by the AP in RADIUS-Access-Request
form. On receipt of the RADIUS-Access-Request, the RA-
DIUS server determines whether the MN can be accepted
or denied to access the network according to MN’s cre-
dential. If the authentication succeeds, RADIUS server
sends a RADIUS-Access-Accept to the AP. On receipt of
RADIUS-Access-Accept the authenticator PAE state tran-
sitions to the AUTHENTICATED state (the controlled port
is thus authorized) and sends an EAP-Success message to
MN representing the success of authentication. While re-
ceiving EAP-Success, the MN transitions to the AURHEN-
TICATED state and the whole authentication process com-
pletes. On the contrary, RADIUS-Access-Reject will be
sent by the RADIUS server and relayed to the MN by the
AP in EAP-Failure if the authentication fails. In this failure
case, AP and MN will transition to the HELD states (the
controlled port thus is still unauthorized), and the whole au-
thentication fails. Whenever MN wants to perform a logoff
from current AP, it originates an EAPOL-Logoff packet to
the AP. After that, the controlled port of current AP will be
in unauthorized state immediately, and the supplicant and
authenticator state will transition to the LOGOFF state and
DISCONNECTED state, respectively.

3 A Secured Mobile Architec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wireless network systems must con-
sists of both mobility and security as the essential elements.
Fig. 5 illustrates the fundamental architecture of a secured
mobile architecture in terms of a mobile node. The authen-
tication system consists of RADIUS servers, the authentica-
tors (802.1X Access Point), and the supplicants. The mobil-
ity management uses the Mobile IP technique that consists
of Home Agents (HAs), Foreign Agents (FAs), and Mo-
bile Nodes (MNs). As shown in Fig. 5, the MN can access

Figure 5. Secured mobile wireless architecture

Figure 6. Testbed architecture (foreign agent mode)

the network by completing authentication and can retain its
connections when it roams to other subnets. One should no-
tice that during the handoff, MN must finish the association
and authentication with foreign APs prior to the Mobile IP
registration. Mobile IP messages are able to be transmit-
ted only after the 802.1X authentication since it works on
the IP layer, and all IP packets are blocked by AP when the
controlled port is unauthorized. According this architecture,
mobile users can securely pursue their works in a universal
roaming environment.

4 Testbed and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above, we construct a testbed leveraging
Mobile IPv4 and IEEE 802.1X protocols. Fig. 6 shows the
testbed architecture based on Mobile IPv4 in which MN
(Mobile Node) uses Foreign Agent’s (FA) IP address as its
care-of address (COA) when MN is away from its home net-
work. Instead of using FA’s address as the COA, in Fig. 7
MN acquires a valid IP address from DHCP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server as its co-located care-of ad-
dress in the new subnet. Initially MN is at home network
and is attempting to use the network services through the
Access Point 1 (AP-1). MN will have to process the au-
thentication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2 to gain the servi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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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estbed architecture (co-located mode)

Figure 8. Message flow of IEEE 802.1X with handoff

other words, AP will block all traffic except for EAP packets
until the port is authorized. Once MN succeeds the authenti-
cation, AP unblocks the port such that MN is able to access
the service through the AP-1. While MN is roaming to the
foreign network (AP-2), MN will need to re-authenticate
with RADIUS server through AP-2 or the access will be
denied. Since AP-1 and AP-2 are at the same administra-
tive domain, they have identical authentication server (RA-
DIUS Server-1 in Fig. 6–7). The RADIUS server in the
testbed is based on FreeRADIUS [6]. After a successful re-
authentication with AP-2, MN can then perform the Mobile
IP registration by registering with its HA. The message flow
during handoff is shown in Fig. 8. In the figure, the authenti-
cation message flows before handing off are presented with
solid lines, and after handing off are presented with dotted
lines. As one can see, when MN attaches to the Foreign-
AP (that is, associates with Foreign-AP) it will receive an
EAP-Request/Identity from Foreign-AP. On receipt of an
EAP-Request/Identity MN’s supplicant PAE state machine
will transition to ACQUIRED state (Fig. 9, refer to section
2). Then the MN will re-authenticate with foreign AP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2. Fig. 9 shows both supplicant and
authenticator state transitions during handoff. Assume that
MN has authenticated with Home-AP at beginning as it is

Figure 9. Supplicant and authenticator state transition
in roaming

at home network in Fig. 9, so MN’s supplicant and authen-
ticator PAE states are both at the AUTHENTICATED state.
Once MN moves to Foreign-AP’s coverage, it will receive
an EAP-Request/Identity message from Foreign-AP since
Foreign-AP has detected that the association with MN is
done. By completing association Foreign-AP transitions to
CONNECTING state and sends an EAP-Request/Identity
packet to MN’s MAC address (Fig. 4). On receipt of the
EAP-Request/Identity, MN transitions to the ACQUIRED
state and sends back an EAP-Response/Identity. The subse-
quent messages are similar as in home network and results
in both AP and MN being at the AUTHENTICATED state.
After authentication processes, Mobile IP registration pro-
ceeds. In foreign agent mode (Fig. 6), MN uses FA’s IP ad-
dress as its care-of address to register with HA. After that,
packets destined to MN’s home IP address are intercepted
by HA and are encapsulated and tunneled to FA. FA then
decapsulates and delivers the packets to the MN. Well, in
co-located mode the MN register its new address acquired
by a DHCP server with its HA so traffic can be redirected
from HA to MN’s new location. In this mode, MN is the
endpoint of the tunnel and MN decapsulates the packets by
itself. The Mobile IP implementation in the testbed is based
on the source in [7].

The AP-3 in Fig. 6- 7 is regarded as another administra-
tive domai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AP-1 and AP-2. There-
fore, MN will need to authenticate with another RADIUS
server (RADIUS Server-2) if it is under the coverage of
AP-3. The advantage of using RADIUS server as the back-
end server is the idea of centralized authentication. The
RADIUS servers can not only co-locate with the authenti-
cators (Access Points) but also behind the network some-
where else. The user profiles can be stored in a central
database that facilitates the processes and security. There-
fore AP can lighten the load of storing a mass of data (e.g.,
MAC address, username, password, etc.), and the admin-
istrators will not need to manually configure the AP fre-
quently. By the way, the proxy RADIUS is also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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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802.11 state machine vs. 802.11/802.1X
state machine

for relaying the authentication messages between various
RADIUS servers.

5 Security Issues

802.11 has provided the following three basic methods
to secure access to an AP: (1) Service set identifier (SSID),
(2) Media Access Control (MAC) address filtering, and
(3) Wired Equivalent Privacy (WEP). They are all imple-
mented on most APs. However, there are lots of research
reports showing that all of the above methods are vulnera-
ble. The conventional security policies in wireless network
are machine-based authentication. It means that the security
authority only authenticates with the hardware (e.g., NIC)
but not with users. This is insecure and inexpedient. The
MAC address can be spoofed by attackers. IEEE 802.1X
hence was proposed to solve the security problems in both
wired and wireless networks. IEEE 802.1X provides the
authentication between user and authentication server with
challenge messages based on EAP-MD5. 802.1X also sup-
ports dynamic generation of WEP keys for each wireless
user to then associate his devices with the network since the
static WEP keys are more vulnerable. The WEP is used to
encrypt the messages between AP and client (MN) to pro-
vide the confidentiality. But even dynamic WEP still be
vulnerable to attack. The IEEE and industry are working on
this problem and the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AES)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possible replacement encryption.

Another problem that 802.1X faces is the lack of mutual
authentication. The IEEE 802.1X provides only one-way
authentication. The supplicant state machine only accepts
EAP-Request from the authenticator. This denotes that au-
thenticator is always trusted and the supplicant should never
verify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authenticator. The presump-
tion is absolutely inaccurate in current wireless environ-
ment. This will lead to the eavesdropping by rogue APs.

To overcome the chinks derived from one-way authen-
tication the EAP-TLS (EAP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8])

and LEAP (Lightweight EAP, [9]) are proposed. Both of
them supports mutual authentication. LEAP is developed
by Cisco Systems, Inc. and is implemented on most Cisco
products. EAP-TLS is a well-proven protocol of strong mu-
tual authentication. It requires clients and access points to
possess digital certificates, hence is able to against the man-
in-the-middle attacks. There is a free supplicant software
supporting EAP-TLS developed by Open1x [10].

At the left side of Fig. 10 is the state machine of typ-
ical 802.11. Before 802.11 association, the station (MN)
needs to accomplish the 802.11 authentication. There are
two methods for station authentication: the open authenti-
cation and shared key authentication. The former allows
a station to authenticate and associate without having the
correct WEP key. The latter makes a challenge packet sent
to the authenticating station. The station is required to en-
crypt the packet using the shared WEP key and send it back
to access point. Once the station is authenticated, the state
machine transitions from state 1 to state 2 and the station
transmits an association request to the access point. The
access point then sends an association reply back to the sta-
tion. If the association is accepted, the state machine tran-
sitions to state 3. At the right side of Fig. 10 is the state
machine of 802.11/802.1X. The addition of state 4 is au-
thentication of 802.1X protocol. 802.1X authentication oc-
curs after 802.11 association. This model is highly secure
than the typical 802.11 model. IETF has developed a new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based on EAP called PEAP (Pro-
tected EAP, [11]). PEAP works by wrapping the EAP pro-
tocol within TLS, thus the authentication phase is protected.
PEAP is comprised of a two-part conversation by negoti-
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TLS sessions. It also supports
fast re-authentication by the TLS session resumption tech-
nique when MN roams from one AP to another. An issue
with these 802.1X products is that they still use WEP for
encryption, which is relatively weak and vulnerable. How-
ever, the dynamic key exchange at least can minimize the at-
tacks. Based on the problems taken by the encryption mech-
anisms, the IEEE 802.11i has taken over security issues that
were formerly being considered by the 802.11 TGe. The
IEEE 802.11i subgroup, also referred to as Task Group I
(TGi), is developing an enhancement to the 802.11 Media
Access Control Layer to incorporate 802.1X mechanisms
and is still under developed. Using 802.1X in mobile net-
works should emphasize not only the security but also the
mobility. The increment of handoff delay should be min-
imized as possible. Based on basic 802.1X, users have to
re-authenticate with servers once they roam to another sub-
net, and no pre-authentication is provided. Since provision
of pre-authentication may make the system pregnable, re-
authentication is likely to be appropriate. Thus, supporting
for fast handoff is concerned to be an important issue. IEEE
802.11f creates standards that will support a standard mech-
anism for roaming between access points and will allow ac-
cess points from different vendors to seamlessly communi-
cate. Shared authentication using global WEP key is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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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ed to be a solution.
All the discussion we made about IEEE 802.1X are

based on the RADIUS server as the authentication server.
People have found that the RADIUS protocol may be insuf-
ficient to deal with all the wireless threats in the near future.
The Diameter based protocol [12] is hence been developed.
Diameter is an enhanced protocol of RADIUS and it solves
many security problems that RADIUS cannot solve. It also
improves the message format by carrying more attributes.

6 Summary

Wireless systems are growing so rapidly that we cannot
underestimate the importance of security. Owing to the in-
herent of wireless features - the shared transport medium
potentially beyond the physical security controls, permits
attackers to proceed with unauthorized access easily. In 3G
systems, the AAA service is regarded as an essential ele-
ment. Integration of mobility and security still be a key
point to be researched. To prompt the mobility but elimi-
nate the vulnerability is quite a heavy job. There are many
research groups working on wireless security, including the
encryp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protocol enhancement.

Furthermore, as the computer hardware evolve so fast,
attackers can break the encryption in shorter time depending
on their machines. Therefore, the more bits used in cryp-
tography is needed to prevent from attacks. However, to
enhance th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s is also a vital solution
that is hardware independent, even in the IP layer or lower.
And this will lead to a more secur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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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未來 3G 無線網路的環境之下，不同型式的

網路設備都會有上網的需求，而線上語音和多媒體

的服務是必然的趨勢，因此需要有效的將多媒體影

音服務與無線網路整合，並可以讓一般使用者在行

動中仍然有良好的服務品質(QoS)。在傳統的有線網
路上利用 IP Multicast 來傳送多媒體資料可以有很
好的效能，但是在原本的 IP Multicast的機制之下，
並沒有考慮在面對行動使用者可能進行移動時，會

發生無法傳送的窘境。由於接收者的移動，將可能

造成Multicast tree的重新建立，而為了要讓行動用
戶移動到新的基地台之下，仍然可以順利且同步的

接續多媒體，這些問題將會造成在 3G 無線網路上
使用 IP Multicast 機制時的困擾。因此我們結合在
3G中新興的 SIP協定，讓使用者在面對基地台交換
和即時多媒體轉送時，依然有良好的接續及效能。

我們提出一個行動管理和動態認證的方法，在不必

重新建立Multicast tree的方式下，但是又能夠有效
讓各個 IP Multicast接收者，在移動時可以順利的接
續下去，以期利用 IP Multicast的有效機制，進行無
線多媒體的傳送。 
關鍵詞：多點群播、無線網路、SIP、多媒體 
 
1.簡介 

 
由於科技的日新月異，在未來的 3G 網路環境

之下，行動用戶可以在手持終端設備上進行語音和

視訊的服務，但是面對現在網際網路環境和行動通

訊尚有許多不同部分，以 All IP的架構方式，作為
解決方案，相信是未來的方向。但在傳統固定的網

路上皆是使用 TCP/IP 的架構，此協定中並未考慮
到使用者會有移動的特性，以及位置的確認，為了

滿足未來行動用戶能夠順利進行 Internet 存取，在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1,2]組織在
1996年提出了“Mobile IP”的 RFC 2002標準。在
此標準中新增了三個主要元件：Mobile Host(MH)、
Home Agent(HA)及 Foreign Agent(FA)，透過這三個
元件的協調運作，現存 Internet 各式應用服務即可
馬上轉移到行動網路的領域。 

IETF RFC 2543[3] 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是一種在網際網路上新興的多媒體通訊
協定，它可用以建立多方參與的多媒體通訊

(Multiparty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s)協定。由於
透過SIP可以將行動用戶的資訊，透過其所屬的位置
伺服器(Location server)來作行動用戶位置的確認，
如果行動用戶和傳送端CN(Correspondent Node)在
移動中，仍有進行多媒體通訊存在，此時MH就主

動發出一個SIP INVITE訊息去通知CN，以避免因為
MH的移動而發生通訊中斷的問題。 

IP Multicast 是一種能有效率地對一群使用者
傳送大量資料的機制，在傳輸上透過 IGMP[4]的訊
息來彼此詢問，以便加入或是重新建立 Multicast 
group。在原本的 IP Multicast機制下，並未考慮到
行動用戶的需求，因此面對行動用戶播放多媒體資

料流時，透過Multicast來傳送，就有可能發生以下
的問題： 

當MH移動到另一個基地台範圍時，勢必要進
行 Handoff動作，假如新的網路內並無此MH所屬
的 Multicast Group Member 時，重新更改或設定
Multicast Tree就是必然的動作，此時播放動作便會
產生停格或跳動、甚至中斷等令人不悅的情形！因

此MH如果能夠移動到相同的Multicast群組之下，
就可以讓MH直接接續下去。 

由上面的說明可以了解，在 3G及 All IP的環
境中，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機制來支援MH接收
Multicast封包，並且使得MH在進行 Handoff時能
避免即時多媒體物件播放的中斷，因此結合 SIP的
MH位置確認的方式，便能夠讓MH可以快速的接
續到原來的Multicast群組之中，在移動時也能夠接
續完整和即時的多媒體影音。 
本文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將針對 SIP 和 IP 

Multicast的相關研究簡略介紹；第三節則探討相關
文獻，及詳述 MH 接收多媒體 Multicast Stream 在
Handoff 時所會遭遇的問題；第四節中我們提出能
在無線網路之下，整合Mobile SIP和Multicast tree
建立一個支援MH接收多媒體 Stream的架構，使得
MH 在進行 Handoff 時，透過 Proxy 的確認，快速
加入Multicast群組，不會因為要重新調整Multicast 
tree 而造成多媒體播放延遲或中斷；第五節中我們
以模擬實驗證明我們的方法確實有效避免MH進行
Handoff 而產生多媒體物件播放中斷的問題；最後
是本文的結論。 
 
2.相關技術說明： 
 
2.1 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 
在 IETF中所提出的 SIP，是一個在應用層為主

的網路多媒體協定，它可以用來動態調整多媒體的

建立、修改和結束，由於 SIP支援使用者的移動性，
利用 Location server提供資訊和服務： 
○a UA(User Agent)：使用者代理人。 
○b Proxy server：位置代理伺服器。 
○c Redirect server：位置指向伺服器。 
透過上面幾個 Location的元件來作位置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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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代理，以便其它使用者(CN)可以尋找到MH此時
確切的位置。當MH在進行位置移動時，就必須發
出一個 SIP 的請求訊息 INVITE，通知目前所屬的
Location server或是 CN，以便讓MH在 Handoff時
不會發生中斷。下面描述在 SIP 協定下，面對 MH
移動時位置確認的模式： 
 
SIP結合 Proxy server的狀況(如下圖 1)： 
由 CN 將請求(INVITE)訊息送出，並透過本身網
路所屬的 Proxy server，設法尋找MH的位置。 
Proxy server向 Location server去進行查詢。 
Location server送回位置指示的訊息，並告知MH
的位置。 
由 Proxy server代理送出請求訊息給MH。 
MH所在的UAS(User Agent Server)接收請求訊息
後，便馬上處理。 
待處理完成後，再將回應訊息送回到 Proxy server 
Proxy server也將這個確認回應訊息送回給 CN。 
CN回應一個 ACK給MH，便完成一次通訊的起
始溝通。 

 
一般在 SIP 中通常是利用上面的方式來作 CN

和MH之間的通訊，而 Redirect的模式是將訊息告
知，而非代理(Proxy)傳送。當然MH在移動中最後
仍然需要對 Home SIP Server更新其目前所在位置
和註冊相關基本資訊。以資料的傳送角度而言，

Proxy與Redirect模式的差異點，CN如果以Redirect 
server 的模式時，對於 CN 而言，只是如同一個位
置告知者，必須自已獨立與MH進行通訊，如果遇
到MH移動就必須再次建立連線，以便繼續通訊。
但是如果採用 Proxy server的模式，CN或是MH有
移動的狀況便可以藉由 Proxy server 來作接收資
料，待移動完成後再將資料傳送過去，尤其是在面

對多媒體資料的傳遞，可以減少連線重建時間或資

料遺失的可能，有較好效能。 

圖 1、CN與MH以 SIP的 Proxy模式起始通訊 
 
2.2 IP Multicast  

在現有的有線網路環境之下，通常都是利用單

點對單點(Point-to-Point)的方式，但是多使用者時就
顯的有些浪費。利用 IP Multicast的方式可以讓同一
份資料傳送給多個人，所以 IP Multicast可以提昇網
路的使用效率，但也因此有其它新路由(Routing)的
方式，在結合於現有的技術之下，例如：IGMP、
DVMRP[5]、MOSPF[6]等，大都是透過建立樹狀結
構(Multicast Tree)的方式，將所有要使用這份資料
來源的使用者都加入在同一個群組，並且也讓這個

群組的每個成員都會收到相同的資料。 
 

3.文獻探討與問題描述： 
 
3.1 IP Multicast tree： 
    在傳統的 TCP/IP 的架構之下，我們無法直接
將封包資料一次送給很多個接收者(除非發送廣播
封包)，但是藉由 Multicast 來作資料傳送的技術，
就可以透過一對多的方式來達成，但是要建置

Multicast tree會產生Multicast routing的問題[7]，並
於[8]中發現在建立Multicast tree時，通常需要將許
多網路架構資訊收集在各個 Multicast Router 之中
以利整個 tree 的建置，並配合實際狀況來達成 tree
的最佳化。在無線網路的環境之下，MH 的移動是
以往所不會發生的情形，因此配合無線網路的架構

及 Mobile IP，在結合 Multicast 技術時，就會發生
MH如何加入Multicast group的問題，因為MH的
位置都必須透過 HA(Home Agent)[9]才能確認，因
此以 HA 來加入 Multicast 群組，將會只有 CN 到
HA是進行Multicast，而 HA到MH是 Unicast而造
成效能的下降(見圖 2)。 
 
 
 
 
 
圖 2、以 HA加入Multicast group的示意圖 

 
3.2 Mobile SIP： 
在現在的有線網路環境之下，整合 SIP和M-IP

就是一個可以將有線、無線網路環境的行動用戶位

置確認的方式，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仍會發生許

多問題：在 SIP 的網路環境之下，MH 和 CN 之間
並非藉由 HA 來尋找位置，在[10]提到 SIP 架構是
透過 Location server來找到 MH的位置，利用 SIP
的位置管理，就可以避免 CN傳送資料只能先送到
HA 再送到 MH 而造成傳送三角路徑(Triangular 
Routing of Data，見下圖 3)，就是Mobile IP常見的
三角問題。 

M H C N

H A

 
圖 3、MH以M-IP透過 HA傳送資料的三角問題 

 
3.3 MH Mobility： 
由於在傳輸多媒體時，MH 可能會移動到其它

的網域之下，如此一來，位置的尋找和確認將十分

重要，以 SIP為主的架構藉由 Location server代為
管理 MH 位置所在，當 MH 移動時，由 CN 送到
HA 上(上圖 3)，再由 HA 透過 Tunnel 的方式送到
FA 上的 MH，也因此讓資料在傳遞上效能下降許
多，如果透過 SIP server由 CN主動發出 INVITE訊
息後由 HA告知 MH的位置，CN直接和 MH建立
連線，不必透過 Tunnel的動作就可以直接傳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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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SIP整合Mobile IP的示意圖 
 

3.4 Multicast Tree Rerouting： 
    在網路上傳送多媒體影音資料，藉由Multicast
來作為網路多媒體傳遞技術，是十分有效的方式。

但是另一個即將衍生的問題便是如何建立Multicast 
tree，如果行動用戶一旦移動到非原有Multicast tree
所在的網路時就必須重新經由 Multicast routing 的
演算方式來重新建立一個新的Multicast tree，通常
經過這樣的動作所要花費的時間是很久的，因此須

要將Multicast tree和Mobile IP的位置確定整合於
其中，在[11]有提到一個整合 IP Multicast、Mobile IP
並支援行動用戶位置的管理，透過 MA(Mobility 
Agent)的統合管理，讓 MH可以在各區域移動時，
將其位置和Multicast group的確認全部透過MA來
處理，藉此可以順利達成 MH 的 Handoff，其架構
如(下圖 5)。 
    整合上面的狀況，以Multicast傳輸多媒體資料
會有較好的效能。然而如果MH移動到非Multicast 
group 所在的網路時，便以 SIP 的網路架構，來確
認 CN或是原來的MRouter所在位置，便可以快速
建立連線，並加入相同的Multicast group之中，繼
續接收相同的多媒體資料。在參考許多有關 SIP文
章，在[12]中 SIP於無線網路上支援多媒體的特性；
在[13]中提到 SIP整合 QoS來作資料傳輸品質的保
證；在[14]中提到 SIP實行於 3G的網路，並如何進
行MH移動管理及訊息調整。由此可見利用 SIP在
多媒體、行動性、QoS等有較好的支援效能來實行
於無線網路之中。其中在[15]中有提到結合 SIP 與
Multicast，但是並沒有詳細的描述，將多媒體的特
性整合於其中的效益。 

R

RR

MR MR

Internet

F N H N

M A M A

M H M H  
圖 5：MA(Mobility Agent)整合Multicast和M-IP 
 
4.Multicast SIP網路架構 

4.1 階層式 SIP整合 IP Multicast： 
在 SIP 的網路環境之下，MH 和 CN 之間連線

並非完全藉由 HA 來尋找 MH 位置，而是透過
Location server來找到MH的位置，因此如果將 SIP
的位置和Multicast的群組結合在一起，可以讓MH 
的位置確認藉由 Location server來處理和整合。因
此當MH在相同的位置和Multicast群組的管理，藉
由 SIP 的的 Multicast Group 之間移動，就可以讓
MH 在網路上直接接續 real time 的 multimedia 
stream，不需要再向 CN 重新連線以取得資料，也
會有較好的效能，所以行動用戶在移動時，仍然可

以在相同的Multicast Group中直接接收 multimedia 
stream，並且可以持續的播放，圖 6 為 SIP 與
Multicast整合的架構圖，並將重要元件一一說明： 
1. UA(MSC) 
將原來MSC結合 UA，以便讓MH的移動之 SIP
訊息和 Proxy溝通。 

2. MRouter(Location server) 
將原來的 MRouter 轉換成 Location server 的角
色，作為區域MH的位置確認，並將 HA、FA結
合其中，以便就近管理 MH；而 Proxy 的功能整
合於此，讓MH可以於區域內進行位置的管理和
確認，並進而代理MH的相關訊息來往。 

而將上述元件整合於區域網路之內，而以一個階層

式的架構來分層管理，在同一個 MSC 之下的 MH
移動就由 UA直接處理；在同一個區域網路內的移
動，就直接由區域內的 MRouter(Proxy)來處理，而
跨區域的，也可以就近在階層上鄰近的 MRouter 
(Proxy)來進行位置的確認，不必如傳統 SIP所有的
移動都要連上 Location server(通常原始 SIP架構上
數個 Router 才有一個)，造成效能不佳，且 MH 的
移動大多數是在區域內，少部分是全面性移動，因

此透過分層的管理，應有較好的效能。 

圖 6.SIP整合Multicast的網路架構 
 

4.2 SIP建立Multicast tree訊息交換步驟： 
    由於將Multicast和 SIP整合，在建立Multicast 
tree時因為訊息有些不同於下面一一詳述： 
1. 由Mobile Host(MH) 往上層之 UA(MSC)發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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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某個Multicast Group之 IGMP訊息。 
2. UA向Multicast Router(MR)，發出MH有意加入
某個 Multicast Group 的 Subscription Request 
Message，將訊息透過 SIP中 INVITE來傳遞。(現
今之作法為 MR利用 DVMRP或 MOSPF來作訊
息的交換以便完成 routing的動作，當彼此都知道
各個MR的位置，再建立Multicast tree) 

3 MR收到此訊息後，依據現在Multicast tree的狀
況，和 Proxy1 進行交換以便了解整個 Multicast 
Group的狀況和將要連接的 CN。 

4. 透過 SIP的 Proxy模式去向 Location server(此時
為同一台設備)下 Query的命令來交換資料，以便
知道要連接的 CN的位置，進而讓 Location server
了解整個網路的Multicast Group和 Source(CN)等
的狀況。 

5. Location server 送出 RESP 的回應給 Proxy，讓
MR 知道 CN 確定位置，以便順利完成 Multicast 
Tree的建置。 

6. Proxy1(MR)送出 INVITE的訊息給 CN，並配合
群組狀況，以便完成Multicast Tree建置。 

7. CN送回 SIP/2.0 200OK表示完成。 
8. Proxy1(MR)送出 ACK確認此連結完成。 
9. Proxy1(MR)同時送出 SIP/2.0 200OK訊息給 UA。 
10. CN便可以將 multimedia stream送出。 
11. UA收到回應後，再送出 ACK給 Proxy1(MR)來 
確認。 

12. UA同時也送一個訊息給MH完成整個訊息交換
的動作，表示可以接收 multimedia stream。 

13. Proxy1(MR)再將 multimedia stream送給 UA。 
14. UA最後將 multimedia stream送給MH。 
透過上述的動作，就可以讓MH以 SIP的架構整合
Multicast來作多媒體的 stream的傳送。 

圖7：Multicast SIP訊息交換 
 
4.3 MH Handoff時Multicast tree快速重建： 
當行動用戶在不同基地台之間移動時，有可能

移動到正好不在這個Multicast Group之下，以往此
時就有可能造成多媒體 stream播放的中斷，因此如
何快速建立和重新加入Multicast Group就是十分重
要的問題。由於在 SIP 的架構之下，MH 進行移動
時，就必須主動和 CN 發出 INVITE 的訊息，因此
MH在 handoff時發出 INVITE的訊息有可能遇到下
列兩種情況： 
狀況 1：當這個訊息送到 Proxy 後，發現是在同

一層的MR下，就直接將MH加入群組之中，而多

媒體的 stream也可以送到新的 UA上，便可以完成
多媒體接續。  
狀況 2：當這個訊息送到 Proxy 後，發現並不

在同一層的MR之下，便向原 Proxy(MR)上 Location 
server 查詢距離最近，且相同 Multicast group 接收
多媒體 stream的 Proxy或原來 MH所在的 Proxy，
而 Location server再送出 Resp回應給 Proxy，告知
原來舊的 Proxy(MR)最佳的Multicast group位置，
此時藉由此 SIP Proxy 來當作送出請求的資訊的區
域多媒體處理來源，就不必再向 CN去要求。此時
送出 INVITE 訊息，等待此查詢到的 Proxy 送回回
應訊息，再由 Proxy 送出一個 ACK 後，就可以進
行多媒體的傳遞。由於透過 Location server來快速
加入 Multicast group，並且省去 Multicast tree 的
re-routing重建的時間，可以讓多媒體有較好的連續
性。 
步驟如下(下圖 8左側)： 

1. MH進行 Handoff後，便主動發出訊息給 UA， 
以便進行新的連線。 

2. UA發出 INVITE給 Proxy1(MR)。 
3. Proxy1(MR)與 Location server通訊後發現是在
同一個群組，便不必重建Multicast tree。 

4. Proxy1(MR)送回訊息給 UA確認加入群組。 
5. UA送回確認訊息給MH。 
 

4.4 RSVP結合媒體播放的轉送： 
    由於 MH遇到 Handoff時，經由上述的 SIP可
以順利的接收多媒體 stream，但由於此時間延遲一
旦增加或是變化過大，都將造成MH在接收多媒體
stream時會有較不穩定的狀況，我們可以藉由 SIP  
Proxy 在送出請求的資訊的時候，依照 SIP 中所支
援的 QoS來確保多媒體 stream，以爭取 stream轉送
的時間。由於 Proxy 會送出 INVITE，當要轉送的
Proxy收到後，會將RSVP的 Path訊息和 SIP/2.0 200 
OK 一起送回，待 Proxy 收到回應後要送出 ACK
時，再將 Resv message一同送給轉送的 Proxy，此
時就可以依此所完成的資源預留來轉送 stream。 
步驟如下(下圖 8右側)： 

a. MH進行 Handoff後，便主動發出訊息給 UA， 
以便進行新的連線。 

b. UA發出 INVITE給 Proxy2(MR)。 
c. Proxy2(MR)與 Location server通訊後發現並非
同一個群組，並了解和原來的 Proxy1(MR)最
近，因此準備重新連托接Multicast tree。 

d. Proxy2(MR)在確認要和其它的 Location server
溝通後，就再送出 INVITE Message 以便加入
同一個Multicast group。 

e. Proxy1(MR)送出 SIP/2.0 200OK 訊息並結合
RSVP的 Path訊息送到 Proxy2(MR)。 

f. Proxy2(MR)收到後，回送 ACK 並將 Resv 
message一同送出以便達成資源預留。 

g. Proxy2(MR)同時將 SIP/2.0 200OK回給 UA。 
h. UA同時將 SIP/2.0 200OK回給MH。 
待上述訊息完成，便可以將 multimedia stream送出
到新的 UA。透過 SIP的訊息便能夠達成 QoS的支
援，可以讓MH在 Handoff後仍能可以有效的接收
multimedia 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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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兩種 Handoff狀況的訊息傳遞 
 

5.模擬實驗： 
    下面模擬實驗由我們所提出的新方法 M-SIP 
(Multicast-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和傳統的 SIP 
(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沒有結合Multicast技術
以及傳統的M-IP(Mobile-IP)結合Multicast技術，來
進行模擬比較 M-SIP、SIP、M-IP 三種方法在 MH
圖 9的架構中，移動到新的基地台之下的延遲時間
和此時MH上的 Buffer用量的情形來，而實驗依據
5.1的公式來計算，結果將於 5.2中說明。 
 
5.1網路延遲計算公式： 
1. M-SIP：當行動用戶 MH 在上面的架構(如圖 9)
之下進行 Handoff時在網路上延遲時間總和為： 

 由 MH到 UA(從無線到有線)傳遞資訊的時間。
(TMH UA) 

 UA發出請求、回應到 Proxy的時間。(TUA Proxy) 
 Proxy和本身 Location server訊息交換以了解最
適合連接 Proxy的時間。(TProxy LS) 

Proxy和其它 Proxy訊息交換的時間。(TProxy1 Proxy2) 
因此計算完成整個 Handoff 動作後，確認找到

正確的 Proxy，並可以轉送的多媒體 stream到新的
MH 上所需的時間，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從
MH到要連接的 Proxy訊息傳送(MH到 UA、UA到
Proxy、Proxy彼此聯繫)由於來回各一次，因此要乘
成以 2倍，另外在 Proxy上透過 Location Server來
尋徑的動作(MR和 Proxy內部動作)，綜合所有動作
如下面式子(圖 9上虛線 1的動作)： 

2(TMH UA + TUA Proxy + TProxy1 Proxy2)+TProxy LS 
2. SIP：沒有藉由 IP Multicast的方式而以原來 SIP
的方式取得多媒體資料封包從 CN 到 MH，在網路
上延遲時間總和為： 

 由 MH到 UA(從無線到有線)傳遞資訊的時間。
(TMH UA) 
 UA發出請求、回應到 Proxy的時間。(TUA Proxy) 
 Proxy和本身 Location server訊息交換以了解要
連接 CN的時間。(TProxy LS) 
 Proxy和 CN訊息交換的時間。(TProxy CN) 
在計算完成整個 Handoff 動作後，確認找到原

來的 CN，並可以再次連接所需的多媒體 stream到

新的MH上所需的時間，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
是從MH到要連接的 CN訊息傳送(MH到 UA、UA
到 Proxy、Proxy與 CN彼此聯繫)由於來回各一次，
因此要乘成 2 倍，另外在 Proxy 上透過 Location 
Server來確認 CN的動作(MR和 Proxy內部動作)，
綜合所有動作如下面式子(圖 9上虛線 3的動作)： 

2(TMH UA + TUA Proxy +TProxy CN)+TProxy LS 
3. M-IP：以原來Mobile IP中的 Home Subscription
是由 Home Agent加入Multicast Group，因此多媒體
資料封包從Multicast group中到MH在網路上延遲
時間總和為： 

 由 MH到 UA(從無線到有線)傳遞資訊的時間。
(TMH UA) 

 UA送出註冊訊息到MR的時間。(TUA MR) 
 MR轉送訊息到 HA的時間。(TMR HA) 
 HA和其它Multicast group訊息交換的時間，並
經過 re-routing 後，確認要加入的群組，並完成
Tree的重建。(THA tree) 
因此計算完成整個 Handoff 動作後，確認重新

加入Multicast群組之中，並可以由 HA轉送的多媒
體 stream到新的MH上所需要的時間，可以分成兩
部分，一部分是從 MH 到要原來的 HA 訊息傳送
(MH 到 UA、UA 到 MR、MR 與 HA 聯繫)由於來
回各一次，因此要乘成 2 倍，另外在 HA 上重建
M-tree的動作，綜合上述動作如下面式子(圖 9上虛
線 2的動作)： 

2(TMH UA + TUA MR +TMR HA) + THA tree 

圖 9：模擬實驗網路架構 
從[14, 16]文中，定出實驗所用的參數如下(表 1)： 

表 1.各項參數與所需時間表 
項目代號 各類網路傳遞的項目 所需時間

T1 LAN節點(node)傳送時間 2ms 
T2 SIP送出請求訊息的時間 5ms 
T3 Wireless和 wired訊號交換 2.5ms 
T4 WAN Router處理與傳送時間 2ms 
T5 MRouter處理 tree重建 150ms 
T6 Location server位置尋找與確認 70ms 

表 2.延遲時間與各項參數對應表 
延遲時間 組成公式 延遲時間 組成公式 
TUA Proxy T1 TProxy1 Proxy2 T4×A 
TUA MR T1 TMR HA T4×B 
TMH UA T3 TProxy CN T4×C 
THA tree T5 TProxy LS T2+T6 
A、B、C為三種網路架構上會經過MR之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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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網路延遲時間與MH媒體暫存量比較： 
在圖 9中廣域網路(Internet)上共有 10~100個節

點(Router)來進行模擬MH在Handoff時所需要的時
間和必須暫存的資料量來比較。延遲時間的計算是

利用 5.1中三種公式來進行計算，其中 A、B、C是
依據三種方式在網路架構所可能經過MR個數，採
用 Uniform的網路狀態亂數產生，區域網內的網路
環境(圖 9)只有兩種節點(UA 和 MR)，另外資料來
源採用MPEG-1多媒體格式，媒體播放平均速率(bit 
rate)是 1.5Mbps，而MH上 Buffer是 150KB，經過
上述網路環境之下，分別對 3種方法模擬結果如下： 

 延遲時間(圖 10)： 
    從下圖 10 中可以發現我們提出的方法和傳統
的 SIP比較起來，由於MH在移動時通常都是在鄰
近的範圍移動，當網路環境愈大時相對之下 CN、
HA 和原來 Proxy 的位置就會有明顯的差距，使用
我們的方法，從鄰近的 Proxy 來加入 Multicast 
group，效能上可以將資料來源就近來取得，不需要
再回到 CN或 HA上來再取得一次，因此延遲時間
較短。 

 Buffer剩餘量(圖 11)： 
    從下圖 11中可以發現，同樣以多媒體來播放，
先暫存相同的媒體量，分別在三種方法之下，面對
Handoff 時，所消耗的 buffer 就會有所不同，也因
此會影響媒體播放的連續性，而我們提出的方法，
並沒有因為網路環境改變而產生大幅度的下降，因
此在支援多媒體可以有較佳的接續性。 

圖 10.延遲時間與MR數 

圖 11.Buffer剩餘量與MR數 
 
6.結論： 
由於 SIP原有就支援MH行動(Mobility)特性，

如果結合Multicast來增進Multimedia在無線網路傳
輸上的效能，必定可以讓MH在 Handoff有較好的
效能。而當MH進行移動時，在 SIP的架構之下必
須和所在的 Proxy來交換訊息，因此結合階層式的

SIP架構，來作分層管理和Multicast的整合，再將
資源預留技術 RSVP的訊息結合於其中，便可以讓
新的基地台快速的加入同一個 Multicast group，以
便完成MH的 Handoff。 
    在 3G 無線網路的環境之下，在面對多媒體接
續的問題時，藉由上面的方法，可以有不錯的效果
但是對於在 Proxy 和 MH 上如何暫存適合的資料
量，及如何快速尋找可轉送的 Proxy，未來還需要
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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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無線技術的發展及硬體的普及，無線網路

的應用已是未來的趨勢。透過 IP Multicast技術可以
使 Sender有效地向 Internet上多個接收者進行多點
傳送，因此十分適合用來傳送多媒體資料流給大量

的接收者。當 IP Multicast應用於無線網路的環境而
行動用戶扮演接收者角色時，而內容相同的多媒體

資料封包會經過不同的路徑並花費不同的傳送時

間到達位於不同網路的行動用戶。這種 end-to-end 
delay差異現象在行動用戶變換基地台時，便會造成
行動用戶因為無法即時收到需要的多媒體資料封

包而產生播放中斷或被迫跳過某段畫面的現象。本

篇論文在 Mobile IP 標準下結合 IP Multicast 及
MPEG-4 FGS 編碼技術提出了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Multicast (SMM) 機制，我們達到傳統
HS及 RS機制無法滿足的目標：第一是能同時同步
傳送多媒體資料給MH達成了MH handoff 不中斷
播放的要求。第二是利用MPEG-4 FGS編碼方法，
滿足MH能進行無限多次 handoff的需求。 
關鍵詞：IP Multicast、Handoff、Mobile IP、Multimedia 
 
1. Introduction 

 
隨著無線技術的發展及硬體的逐漸普及，使用

者藉著無線網路來存取 Internet 已是未來的趨勢。
為了滿足行動用戶自由遊走於各網路間的需求，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組織提出了
“Mobile IP”RFC 3220[1,2]標準。在此標準中當
Mobile Host (MH)進入新的網路後，藉著 Home 
Agent (HA)與 Foreign Agent (FA)的居間合作，使得
Internet 上其它 Host 仍能與之連線進行通訊。IP 
Multicast 技術則提供了 Source Sender (SS)透過
Internet 同時向多個使用者端傳送同一份資料的方
法，其運作的方式是由使用者端利用 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IGMP)[3]向Multicast Router 
(MR)宣告而加入某個Multicast Group，各個MR間
利用如 DVMRP[4]、MOSPF[5]、CBT[6]、PIM[7]
等協定建立 Multicast Tree，SS 即可透過 Multicast 
Tree向所有的 Group Member傳送相同的資料。相
較於一般傳送資料所使用的 Unicast 來說，當接收
端數量愈多時使用 Multicast 便能節省大量的頻
寬，因此十分適合用來傳送需要大量頻寬的

Video、Audio stream。而 Video及 Audio相較於其
它多媒體物件來說，除了需要佔用大量的頻寬外，

最重要的是它們具有 delay sensitive特性，因此一旦
將 buffer中的資料播完且需要的新資料還來不及下
載到 player中，播放必然會產生中斷的現象。 
 
考慮圖 1所示的狀況：各個 MH接收來自同一

個 SS以 IP Multicast技術同時送出的 Video stream。
由於相同的 Packets 到達各 MH 的網路所行經的路
徑是不相同的，造成各個MH實際收到同一個畫面
資料的時間將也是不相同的。例如：BS1 內的 MH
正在接收第 10秒的影片畫面時，而同一個時間 BS2
內的MH卻可能正在接收的是第 8秒的影片畫面。
在傳統固定的網路上，這種網路傳送的 end-to-end 
delay(EED)差異的現象並不會帶來問題。但是把接
收端換成會移動的行動用戶時，當 MH 因移動而
handoff 這種 EED 差異的現象，將會使得正在進行
多媒體播放的行動用戶產生播放中斷或跳過部分

畫面的現象。以下將分成三種情況來討論： 
1) MH由 EED較短的 Cell範圍移到 EED較長的

Cell範圍內時，即時假設 handoff所需時間為 0，由
於 MH 下一段時間播放所需要的 packets 並未到達
FA，造成多媒體的播放將會發生中斷。 

2) MH由 EED較長的 Cell範圍移到 EED較短的
Cell範圍內時，MH將會錯失接收部分 packets。 

3)當MH handoff進入一個沒有 group member的
Cell時，由於必須要求 FA重新加入 multicast group
而可能發生更改 multicast tree，這會造成MH需要
更長的等待才能接收到需要的 packet，對於能否平
順地播放多媒體當然產生了很大的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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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篇論文中我們提出了稱為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Multicast (SMM) 的機制，SMM機制依
循 Mobile IP 標準並結合 IP Multicast 及 MPEG-4 
FGS 編碼技術。在 SMM 的運作機制下，當 MH 
handoff 進入不同 EED 的網路時能有效的避免多媒
體的播放產生中斷或是跳過某段影片的問題。本篇

文章其他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將先針對 IETF 提
出 的 Home Subscription (HS) 和  Remote 
Subscription (RS) 機制作一討論及相關論文的探
討，第三節中則針對我們提出的 SMM 系統架構及
運作詳細說明。在第四節中我們以模擬實驗證明我

們的方法確實有效避免行動用戶進行 handoff 而產
生多媒體物件播放中斷或錯失接收部分 packets 而
跳過部分畫面的問題，最後在第五節作一結論。 

  
2. Relate Research 
 
在 IETF所提的Mobile IP架構中，當行動用戶

為 Multicast 接收端時，會有 Remote Subscription
（RS）和 Home Subscription（HS）二個方法來接
收 multicast packets[2]。 
 
2.1 Remote subscription（RS） 
 
當MH想加入某一個 multicast group時，RS的

機制是由 FA負責加入 multicast group，當 FA收到
由 SS傳來的 multicast packets時，FA再以無線網
路將 packets傳送給MH。RS機制在 packet routing
上具有最佳的效率。但是 RS 機制的缺點為必須在
所有 MH 可能進入之 network 上都建置支援
multicast能力的 multicast router（MR），RS才能運
作，因此其網路建置成本較為昂貴。 
 
2.2 Home subscription（HS） 
 

HS機制則由 HA負責加入 multicast group，當
HA接收到由 SS傳來的 multicast packet後，HA接
著再以 tunnel 方法並藉著傳統 unicast 方式傳送給
MH。因此 HS機制的要求為 MH之 home network
具有支援 multicast的 router即可運作，比較 RS的
機制來說其網路建置成本相對便宜很多。但是 HS
卻顯然有兩項很大的缺點： 

1)當 Source Sender與MH處於相近的網路，仍不
能直接將 Packets送給MH，而必須先送到 HA再轉
送到 MH，這將會是非常不經濟的 Routing 路線，
稱為 Triangle Routing問題[8]。 

2)當多個 MH 位於同一個 Cell 內而且皆加入同一
個 multicast group的情況時，在 HS 的機制下各個
MH 是各自接收來自自己 HA tunneling 而來的資
料，MH 無法共享同一份資料而造成頻寬的浪費並
且背離 IP Multicast 的原意，這稱為 Tunneling 
Convergence 問題。 

 
針對 Tunneling Convergence 問題，已提出了

Mobile Multicast protocol (MoM)[9]的方法來解決。
在 MoM 的機制下，當 FA 發現其服務的各個 MH
所加入的是同一個 multicast group時，FA會從各個
HA 中選取一個 HA 並稱之為 Designated Multicast 
Service Provider ( DMSP )，然後只由 DMSP負責將
multicast packet tunneling傳送給 FA。因此對於同一
個網路的接收者而言只要傳送一份資料即可，解決

了無法共享資料的缺點。MoM 的方法雖然解決了

Tunneling Convergence問題，但是卻仍會帶來額外
的 DMSP handoff動作。DMSP handoff除了必須付
出額外的 message傳送的代價外，在 DMSP handoff
期間MH仍然會有暫時中斷收不到資料或是資料遺
失的問題。 
 
2.3 Related Researches on Multicast 
 

Wang 等[10]及 Suh 等[11]提出一個三層式的架
構來支援協助MH 接收 multicast packets。而 Cheng
等[12]及 H. Omar 等[13]的方法則是建立一個階層
式 FA架構，然後由 Root Foreign Agent（RFA）負
責加入Multicast Group。對於上述所提出的方法，
他們所著重改善的方向都是在行動用戶 handoff 至
新 network 時如何快速加入 multicast group 及減少
修改 multicast tree的機會，使 multicast packets具有
較佳的 routing 路徑，並且使得 MH 接收的封包遺
失或是延遲的時間減少。而在媒體同步方面，A. 
Benslimane [14]提出了在Wireless LAN的環境中行
動用戶同步播放 multicast stream的方法，但是其架
構並非是建立在 Mobile IP 的標準且也未考量 
packets routing的成本問題。綜觀這些論文在探討行
動用戶接收多點傳送而來的多媒體 Stream 及 MH 
handoff的問題時，不是未從應用層的角度來考慮連
續型多媒體物件（Audio、Video）特性（Delay 
Sensitive）及播放接續的問題，就是未考慮由於各
網路接收到同一份 multicast packet 的時間並不相
同，而對行動用戶進行 handoff時所產生的影響。 
 
3. SMM系統架構及運作 
 
由於傳送給MH的 packets是先由 FA接收後再

透過無線網路傳送給 MH，假如能夠使控制 FA 在
同一個時間將相同的 packet送給MH，這樣便能解
決MH handoff時必須面對不同 Cell的 EED差異所
帶來的問題，所以我們提出了 SMM的階層式架構。 
 
3.1 SMM系統架構 
 
在 SMM 的系統架構上，首先在各個 MR 上安

置Multicast Agent (MA)，每一個MA需與數個 FA
進行通訊以協助該網路內的 MH 加入 Multicast 
Group及將所接收 multicast packets傳送給 FA。而
在 Multicast Tree 上某個 MA 則特化成 Root 
MA(RMA)作為同步機制的控制點。此外 MA 必須
監控其下正在進行 IP Multicast及各個 FA多媒體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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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流封包接收情形。在 SMM 架構下，當 FA 無法
直接 contact到 multicast backbone時便可藉由 MA
加入 multicast group，這樣便能避免 HS 機制的
Triangle Routing and Tunneling Convergence 的問
題。系統架構圖如圖 1所示，各參數如表 1所示。
SMM運作流程分成 Join Step、 Synchronization Step
及 Handoff Step等三個步驟詳述於後： 
 

表 1.  參數說明表 
變數 說明 

jiDMF ,  iMA
到 jFA

之間的 EED 

)( , jiDMFMax
 iMA

到 jFA
之間的 EED最大

值 

irDRMM ,  由 Root rMA
開始到各個 iMA

所屬之最長 jFA
之間的 EED 

)( ,irDRMMMax
 

由 Root rMA
開始到各個 iMA

所屬之最長 jFA
之間的 EED

之最大值 

jrDRMF ,  rRMA 到 jFA
間的 EED 

jiRTTMF,  
iMA 到 jFA 間的 Round-trip time 

(RTT)  
irRTTRMM ,  rRMA 到最遠的 FA 的 RTT 

handoffT
 

MH handoff所需要的時間 

mtTmod_  
Modify multicast tree所需要的
時間 

jTF
 jFA

從收到 multicast packets

後需要等待 jTF
的時間，才開

始將收到的資料傳送給MH 
 

3.2 SMM運作流程 
 
3.2.1 Join Step 
 
當 MH想要加入某一個 multicast group時，將

進行下列 3個步驟，如圖 2所示。 
1)由 MH 向 MSC 上之 FA 發出欲加入某個

Multicast Group之自定Membership Request訊息。 
2)FA 收到各個 MH 所發出之 Membership Report 

Message，將之記錄及比對 Group Information Table
（如表 2所示）後，假如 FA所使用的 gateway router
支援 multicast則 FA向MA發出 IGMP Membership 
Report，若不支援則發出自定的 Summarized 
Membership Report Message(SMR)。 

3)MA 收到 FA 所發出之 SMR 或是 IGMP 
Membership Report 後，將之記錄及比對 Group 
Information Table，如表 3所示，其中Multicast欄

位，將使用於未來 MA 傳送多媒體 packets 給 FA
時，是利用 multicast 或是 unicast，最後由 MA 向
Multicast Router發出 IGMP Membership Report。 
 
建立好Multicast Tree後，必須由MA間推選出

Root Multicast Agent (RMA)。從圖 1可以了解 packet
並不是一開始便行經不同的路徑，而是在Multicast 
Tree上的某一個分叉點時才開始有了行經不同路徑
的行為，故此分叉點便是RMA最佳位置。因此RMA
推選的方法以 Source 端為 root 開始延著 Multicast 
Tree 向下層 node 尋找，當找到 MA 時若符合下列
任一條件，則將此 MA 指定成 RMA，若不符合條
件則繼續往下層找尋MA，直到推選Root MA為止： 

a. 若 MA 所在的網路內有至少有一個 MH 的
group-members。 

b. MA下層分枝數量大於 2。 
 
表 2.  FA2之 Group information Table 

Group ID MH 
ID 

MA 
ID 

RMA 
ID )( ,irDRMMMax  jrDRMF ,  

225.70.8.20 MH1 MA2 MA4 800ms 240ms 
225.70.8.20 MH3 MA2 MA4 800ms 240ms 

 
表 3.  MA2之 Group information Table 

Group ID FA ID RMA ID jiDMF ,  Multicast 
225.70.8.20 FA2 MA4 40ms No 
225.70.8.20 FA3 MA4 600ms Yes 
 

MR

MSC3

BS2
BS3 BS4

MA3

FA3

MH1

MH2

MH4

1

MH3

7

2

MR

MR

Router

MSC2

MA4
(RMA)

MA2

FA2

1

2

4

3

5

6

Join Step

Sychronization Step

3

 
圖 2. Join Step及 Synchronization Step示意圖 

 
3.2.2 Synchronization Step 
 
為了能達到 FA 在指定的時間同步送出

multicast packets，使得 MH 能同時播放同一段
multimedia stream的目的，FA必須取得 RMA到 FA
之間的 EED 以作為同步的依據。運作方式如圖 2
所示，為了方便計算我們假設 RMA、MA、FA 的
processing time為 0。 

1)RMA固定間隔時間向下層 FA發出 Summarized 
Membership Report Query（SMRQ），並啟動 RMA
上之計時器。 

2)當MA收到 SMRQ時便向下層MSC（FA）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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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RQ，並啟動MA上之計時器。 
3)當 FA收到 SMRQ時便向MA回應 SMR。由於

MA在送出 SMRQ時啟動了計時器，因此當MA收
到 FA 回應之 SMR 時，除了可以更新 Group 
Information Table外，更可透過計時器獲得 MA到
FA 間網路來回之 round-trip time (RTT)，將之除 2
便能求出MA到 FA間之 EED。由於 RTT的值會隨
著網路的狀況而變，因此我們使用方程式(1) 採用
Exponential Averaging 方式，由過去量測到之 RTT

的值來估計下次由 iMA
到 jFA

之間的 EED：
)1..(10),2/(*)1(* ,,, <<−+= ααα jijiji RTTMFDMFDMF

當 MA 收到最後一個 FA 的回應 message 後便向
RMA傳送回報的 SMR。 

4)當RMA收到MA回傳之 SMR時，同樣利用RTT
及 Exponential Averaging 方法由方程式(2)來求得
RMA 到 MA (包含其下 FA) 間預估之 EED：

)2..(10),2/(*)1(* ,,, <<−+= βββ iririr RTTRMMDRMMDRMM  

5)上面 4個步驟持續進行直到 RMA收到第一個由
SS 傳來之 multicast packet 時，立刻將 packet 及

)( ,irDRMMMax
、 irDRMM , 兩 message傳送給

下層各個MA。 
6)每一個 MA 利用收到的 message 及方程式(3)即
可計算出其下各個 FA 到 RMA 之間 EED。然後將

)( ,irDRMMMax
及 jrDRMF , 傳送給 FA。 

)3..()( ,,,, jijiirjr DMFDMFMaxDRMMDRMF +−=  

7)經過上面步驟後，當 FA 收到由 SS 送來之
Multicast Packets 時，並不馬上將收到的 Multicast 
Packets 轉送給 MH 而是利用方程式(4)求出必須等

待的 jTF 時間後，才將 Multicast Packets 送出給

MH。由於在上一個步驟已取得 RMA到各個 FA間

的 EED，因此各個 FA只要將
)( ,irDRMMMax
與

jrDRMF , 相減，各個 FA便可求得 FA自己需要等
待之時間，達到同時送出 Multicast Packets 的目
的。由於 MH 在 handoff 時是無法接收到任何多媒
體資料，因此它必須至少暫存足夠於這段期間播放

所 需 的 資 料 後 才 能 開 始 播 放 ， 例 如 暫 存

[ ]mthandoff TT mod_+
的時間量資料後才開始播放。 

)4..()( ,, jrirj DRMFDRMMMaxTF −=  
 
3.2.3 The Handoff Step 
 
當MH handoff完成開始收到由 FA傳來的多媒

體資料時，假如 FA進行了變動Multicast Tree的動
作那麼先前MH所暫存的 buffer將會消耗完畢，這
時MH便沒有足夠的 buffer進行下一次的 handoff。
因 此 在 本篇 論 文 中我們 採 用 MPEG-4 fine 
granularity scalability(FGS) 影像編碼方法 [15,16] 
將 原 始 的 影 像 資 料 編 碼 成 多 重 的 子 串 流

(substream)，其中一項基本(base)的子串流可獨立解
碼成為粗略的影像，而其它的子串流則作為增強

(enhancement)用，Enhancement layer streaming雖無
法獨自解碼播放，但在結合 base layer streaming之
後，則可漸次提昇影像的品質。base layer streaming
所需要的頻寬較小，因此 MH 在 handoff完成後首
先只從 FA下載 base layer streaming，這樣便能在不
需要額外的頻寬下快速回復 MH 需要預存的

handoffT
及 mtTmod_ 資料量，以滿足 MH未來可能再

次進行的 handoff的 buffer需求。在 SMM機制下我
們在 FA上額外準備一個 handoff buffer空間以協助
MH handoff後的 buffer回復，SMM機制的運作如
圖 3所示而運作過程如下之說明： 

 
1)當 FA收到由 SS傳送來的多媒體資料時，首先
放在 Sync. Buffer中，等 Sync. Buffer滿了之後 FA
才透過無線電將 Video stream傳送給 MH。而送出
的Video stream中的Base layer stream則會複製一份
放入 handoff buffer中。 
2)當MH handoff之後，MH便把可使用的頻寬分成
兩部分，首先是從新 FA的 Sync. Buffer中下載目前
BL，而剩餘的頻寬則用來下載 Handoff Buffer中的
多媒體資料，這部分的資料便是MH handoff時未接
收到的多媒體資料。由於只下載 BL 因此可以在相

同的頻寬下，於
[ ]

Q
TT mthandoff mod_+

時間內迅速補回 MH
應該暫存的資料量，以備未來 handoff 之所需。Q
值可由 EL／BL求得，Q值愈大代表補回的時間愈
短。因此MH在一開始收到由 FA傳送來的資料時，
並不是到達 1 個 GOP 即開始播放，而是必須等到

先將暫存的資料超過

)11(*)( mod_ Q
TT mthandoff ++

播放所需的資料量後才開始播放。 
 

圖 3. SMM機制下 MH handoff 運作圖 
 
4. 模擬實驗及結果 
 
為了模擬比較在 HS、RS 及我們提出的 SMM

機制下 MH 進行接收多點傳送多媒體 streaming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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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的情形，我們採用如圖 1的實驗架構。SS則送
出每秒 30 Frames之MPEG-4 FGS Coded Video，其
頻寬需求 base layer 為 256 Kbps、Enhancement layer 
為 768 Kbps，因此在本實驗中每一個MH可取得無
線的頻寬為 1024 Kbps，Q=768/256=3。 而實驗中
每一個 Node的 processing 及 queuing time 假設為

0， handoffT
時間為 500ms， mtTmod_ 時間為 0ms，在方

程式(1)及(2)中的α、β值皆為 0.875。MH在 initial
時至少需要先暫存一個 GOP(500ms) video 資料後
才能開始播放。模擬實驗的預設之狀況為 MH 
handoff進入另一個網路範圍，而此網路範圍內擁有
加入同一個 multicast group member，因此 MH1 
handoff 一進入新網路內時便可以立即接收到
multicast stream。當建立好Multicast Tree後 SS 於
0秒時開始送出 multicast stream，此時MH1由左向
右移動，而 MH2 則由右向左移動，它們皆於於 4
秒時開始進行 handoff，4.5秒時完成 handoff並與新
的 BS建立連線。由架構圖中可以了解MH1所加入
之新網路相對於舊網路來說，multicast stream是要
經過更多的設備，因此其 EED 是較長的;相對來說
MH2 卻是相反的情況。圖 4、6 分別代表 MH1、
MH2 接收及播放多媒體的情形，圖 5 則是 MH1 
buffer使用圖，而MH2 buffer使用因篇幅有限且與
MH1在圖 5中類似，因此省略不列於本篇論文中。
下面我們從各階段來討論MH接收及播放的情形： 
 
4.1 Initial 階段 
 

由於 HS 及 RS 機制下的 FA 一收到 multicast 
packets隨即會轉送給所屬的MH，因此各個MH收
到multicast packets的時間完全取決於 FA所在網路
的位置。如圖 4 所示，在本實驗中 MH1 收到第一
個 packet的時間在 HS機制為 2370ms (SS到 HA： 
2000+20+40, HA to MH: 40+20+200+20+20+10)，RS
機制為 2250ms(SS到MH： 2000+200+20+20+10)。
圖 6 所示 MH2 收到第一個 packet 的時間在 HS 及
RS 機制下各為 2060ms、2810ms。而我們提出的
SMM 機制因為具有同步方法所以無論 MH 位在哪
一個 FA 之下其收到第一個 packet 的時間皆為
2810ms。除此之外，在我們所提的機制下運作的
MH當收到由 FA傳送而來的Video stream並非如同
HS及 RS一般當達到一個 GOP(500ms)，需要佔用
512KB的 buffer的資料量之後開始播放，而是必需

滿足 ms
Q

TT mthandoff 667)11(*)( mod_ =++ 時間

播放之所需之資料量約為 683KB 後才會開始播
放，如圖 5所示。 
 
4.2 Mobile host handoff 階段 
 

在MH handoff期間(4000ms~4500ms)，MH是
完全收不到任何的多媒體資料的，因此 MH buffer
內的資料因播放減少。如圖 4 所示 HS 及 RS 機制

下的MH1 handoff之後，雖然在 4500ms時MH1已
與 BS建立連線，但因為 EED的緣故此時 FA尚未
收到 MH1 所需要播放的資料，當然也就無法傳送
給MH1了。造成HS及RS機制下的MH1於 4500ms
時停止影片的播放且MH1必須等到 4560ms時才能
重新收到需要的資料，又因 MH1 中斷播放後必須
buffer超過一個 GOP才能開始播放這會使得 HS及
RS 機制下的 MH 會在 5060ms 才能繼續播放的動
作，中斷播放時間為 560ms。而在我們提出的 SMM
機 制 運 作 下 ， MH 可 以 利 用 預 存 的

)11(*)( mod_ Q
TT mthandoff ++

資料來避免 handoff
產生播放中斷的問題。MH handoff 後必須補回
handoff所消耗的 buffer。在本實驗中 handoff 時間
為 500ms，因MH進行補回 buffer的同時仍需要接
收來自 FA sync. Buffer的 BL，因此餘下可用的頻寬
仍有 768Kbps可用於下載 FA上 handoff buffer 上的
BL，因此 MH handoff 所消耗的 500ms，僅需要
500*1/3=166.7ms時間即可補回，故MH在 4666.7ms
後便可恢復正常開始接收 BL+EL。在 SMM機制下
的 MH 雖然在 4666.7ms〜5334ms 間僅能播放 BL
的品質，但卻能達成 MH 能無限多次 handoff 且不
中斷播放的要求。 

 
此外，圖 6 所示的是情形為 MH2 進入的新網

路相對於原網路之 EED較短的狀況，新舊兩個 cell
間相差了 560ms，因此當MH2與新 FA建立連線後
雖然可以馬上可以收到 multicast packets，但因為新
FA早已將MH2需要的多媒體資料片斷送出，MH2
只好跳過部分影片片斷，而從新 FA 正在送出的部
分開始播放。對於 MH2 來說將會跳過 32 個 frame 
(((4500-4000)+560)/1000*30)，顯然播放品質會有嚴
重的影響。而在 SMM下無論MH身處何種環境卻
仍能平順地播放多媒體不致產生中斷或是跳過某

段畫面的問題。 
 

 
圖 4. MH1 接收及播放 Video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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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MH1 buffer 使用變化圖 

 

 
圖 6. MH2 接收及播放 Video示意圖. 

 
5. 結論 
 

資訊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斷地進步，隨

著無線網路的各項標準與硬體建置完成，未來利用

無線網路來上網或是工作已不再是夢想。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在Mobile IP的標準下結合

IP Multicast及MPEG-4 FGS編碼技術提出了 SMM
的機制，在 SMM機制下運作的MH可以達到傳統
HS及 RS機制無法滿足的目標：第一是能同時同步
傳送多媒體資料給MH達成了MH handoff 不中斷
播放的要求，第二是結合MPEG-4 FGS編碼方法在
有限的 buffer下能滿足了MH進行無限多次 handoff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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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電信自由化與科技的創新突破以及媒

體匯流潮之前，無線電頻譜資源多掌握在政府機關

之中或由政府核配。此外軍方的使用與保留因素故

有受限管制。但近年來行動通信業務發展迅速，合

理的解除管制與開放頻譜使用權已成為政府管理

單位最大的挑戰。如何使電波頻譜的有效使用與分

配問題已受到各方的重視。現行的評審制或拍賣制

皆有管理上的缺憾，而最大的問題是無法有效的將

頻譜使用效益達到最佳化。因此本文提出頻譜開放

接續模式來探討新的管制方式與建立制度。 

 

關鍵字：解除管制 頻譜使用權  開放接續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政府在進行頻譜管理時需要先制定出頻

譜規劃（Spectrum Planning），這是因為無線

電頻率為有限的資源，具有排他性及易遭干擾

等因素限制在，所以在規劃上不單純只是政策

上實施或行文間的單一考量，多數是因為技術

上的限制而決定或教育國民了解頻譜所能創

造之高經濟價值。因此不當的頻譜核配亦形成

市場競爭上的問題。電腦科技突破日新月異，

無線電技術亦然，現在最新的先進技術數年後

可能將面臨需要被調整改變甚至廢除的命

運。因此無線電頻道重新分配將是經常性議

題，機動性調整也是常態；因此在現行頻譜管

理原則與方式上是並非任何計畫提供無線服

務或具有獨特創新技術之業者一定能取得其

所需要之頻段。而且傳統學理上認為無線電頻

譜是一種無形且稀有之自然資源，是全民所共

有，電波財產權應屬於全體國民，由頻譜所創

造之經濟價值應是全民所共享之。而非獲取頻

段使用權的業者所獨享。更不是政府在考量稅

收因素及財政赤字問題時的紓困之道。政府及

民間業者都無權任意使用。雖然現有的頻譜管

理制度，例如國有制、審查制或拍賣制。無一

不是為了達成合理使用電波之環境。例如公平

分配及有效利用頻譜之目標。而不論是什麼分

配制度，皆是國家政府以收取業者繳交之特許

金或執照費為基本分配手段。然業者守法納貢

了大筆銀子給政府，取得的卻是處處受限之頻

段「使用權」且具有一定之使用期限，目前僅

少數國家如澳洲、紐西蘭是給予業者所有權。

依我國電信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交通部為我國

無線電頻譜的主管單位。為有效運用電波資

源，對於無線電頻率使用者，應訂定頻率使用

期限，並得收取使用費；設立收費機制的初衷

是反映有限資源之使用效率，貫徹「使用者付

費」之理念，並能符合國家及全民之利益。 

但現行許多制度規章在面對新科技的挑

戰，常有法制跟不上技術的窘境。所以頻譜管

理制度與技術也應隨之提升或改變修正，亦隱

涵將造成管制單位的管制/分配成本大幅成長

導致管理效率不彰的情事。在這種新世紀新思

維的趨勢下，本文將探討採用開放接續的新模

式下，是否能經得起未來科技的衝擊，亦希冀

能提供我國未來頻譜管理方式之參考。 

 

1.2 我國 3G 執照發後的省思 

今年 2月 6日，我國喧騰多時的第三代行

動通信業務執照（通稱 3G 執照）終於在創下

世界新紀錄的 19 天，181 回合的競標過程後順

利核發出五張。但是在電信總局於民國九十年

十月尚未公佈 3G 執照採資格審查加競價方式

辦理之前，使用何種發放 3G 執照標準，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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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制或競價拍賣制能達到公平合理的使用頻

譜並發揮最大效能的角力，一直不斷的在產官

學界震盪。雖然最後採行了較為折衷的先審查

後競價的方式。但是否能出高價的業者就代表

一定能將頻譜效益最大化。最終的標價金額是

否能代表該頻段的真正價值與保障消費者的

使用權益。目前未有 3G 業者實際上線提供服

務，故吾人尚難以評估，我國這次發放的第三

代行動通訊執照的有效期間為 16 年。但相信

在這漫長的 16 年之內，電信總局將面對第四

代甚至第五代行動通訊執照發放的問題。 

未來是無線的寬頻網路時代，現行提供語

音服務為主之2G與提供數據為主之3G服務所

使用的網路系統勢必會統合在一個相容的環

境之下甚至形成同一競爭市場，因此其使用頻

段與網路設備流通與否將和市場的發展關係

密切，無論是現有行動通訊業者或之後新進業

者都必須取得頻譜與網路使用權才能夠順利

生存。如何保障新舊業者及規格系統彼此之間

皆能合理取得並使用其頻譜，極為重要。在頻

譜開放接續的制度下，維持一個公平且富於競

爭的市場環境是取代現有制度之主要精神，其

最主要的目的是必須達成打破現有被規定服

務內容頻段之頻譜分配情況，使得頻譜資源能

夠公平地被有意願有能力的使用者接續取得

使用，進而創造一個充分開放市場及公平競爭

的環境，也就是說必須能夠讓所有可能的經營

者都有機會去提供服務。但若採行開放接續模

式後，因不限定頻段用途，欲提供 3G 服務之

業者將可利用現行 2G 服務所使用之頻段達成

提供服務之目的。也因頻段使用上彈性較大，

將可有效解決因過去錯誤頻段使用限制決定

造成之干擾問題（Eli Noam，1997）。新進入

之業者亦可透過利用其他既存業者之無線網

路設備提供服務，例如基地台之設置問題。除

了減低新進業者進入市場後的初期營運成本

並加速提供服務之時效外。更重要的是在民眾

注意到電磁波帶來的健康疑慮下，基地台設置

不易的問題將可在基地台共用或共構的模式

下降低重複設置之成本與障礙。在傳統由主管

單位決定頻段單一固定用途模式下，限制業者

使用特定頻段提供特定服務的方式，而無法自

由決定頻段之用途，此種頻段管理模式是否真

能發揮該頻段資源使用效率之最大化？所以

關於無線頻譜資源的開放接續使用，將成為有

能力與意願提供無線服務的業者之間是否能

夠於該市場中公平競爭的關鍵點。而此一問題

所涵括的面向，亦不僅針對於行動通訊此單一

市場下的電信業者所需頻譜發放使用問題，而

是只要使用無線電頻譜範圍內之任一產業間

如何達成所有可使用頻譜內的「開放接續」。 

 

2. 電信產業的開放接續  

電信市場開始面臨競爭的狀態，起自於美

國在 1960 年代晚期，FCC 開始要求 AT&T 解除

市內電話終端設備的限制後。電信網路中有關

「開放接續」的議題涵括用戶終端設備與電信

服務搭售的問題到市話與長途電話網路開放

競爭等面向。主因是電信網路所具有「網路外

部性」的特徵。 

對於使用電信網路的消費者而言，其所選

擇接續的電信網路若可以相互連接的人越

多，對其而言就有較多的誘因去選用接續該電

信網路。由於電信網路所產生的經濟利益主要

自於網路的互連，以固定網路之電信業務來

說，握有樞紐設施的電信業者若不開放末端設

施（Last mile），以供其他競爭者接續使用，

基於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s）不但產生

經濟資源的無效率，並儼然形成一道市場進入

障礙。對此，面對如此獨占行為之濫用，無疑

是對於國家經濟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因此新進

業者必須藉由與既有業者的網路互連，才能從

分享網路效應進而生存。雖然現階段電信產業

的開放接續發展如此，但在解除管制、經濟自

由化與私有化的風潮下，此一理論的適用更顯

其重要，而科技文明的演變更帶來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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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無線電訊號與網路數位化的發展，與壓縮

技術革新。使得無線頻譜的管制與使用效率之

間的平衡產生落差，取得不同頻段或不同經營

內容許可執照的業者間之市場實際競爭成為

可能，若提供不同頻段業者彼此網路的開放使

用，勢必將有助於市場競爭機制之活絡，不過

我們不難想像既有業者可能為了確保其優勢

地位，透過拒絕提供樞紐設施，遂行驅逐競爭

者的目的。 

反之，若有未取得頻譜使用執照之業者開

發出能將某特一頻段使用效率達到較現有擁

用該頻段業者為高的新技術，甚至現有的業者

對於該頻段之使用採閒置狀態下，且有意願提

供該頻段給新業者使用。然現有之頻譜管理方

式對於頻段之使用態度為取得頻段業者不可

變更服務性質與租讓、轉售給其他業者。故此

現象形成不適當的管制障礙並造成頻譜資源

的不效率分配與使用。亦無疑是對於國家經濟

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因此隨著科技的日新月

異，在現行頻譜管制方式上如何有效因應技術

革新帶來的管理挑戰，已成為各國的困擾。而

開放接續方式，是否真能突破現有思維，符合

未來之頻譜需求與管制問題。為本文提出開放

接續方式於無線電頻譜管理的初衷。 

 

3. 開放接續頻譜的理念 

開放接續觀念最初是由學者 Eli Noam 在

其不認同頻譜管理採用拍賣制的文章 Beyond 

Auctions：Open Spectrum Access 中所提出，

其主張的理由如下： 

1. 認為頻譜資源不是屬於政府的，因此不應由

政府負責拍賣的動作。對於頻譜資源，政府

的角色僅是負責監督管理使用頻譜業者間

的不當行為或衝突。 

2. 政府因不需負擔使用頻譜的成本，因此對政

府而言沒有誘因找出真能代表頻譜的市場

價值，主張市場自由論者，更不認為政府有

能力判定出對於商業環境有利的經濟價

值。不論是審核發放的固定價值或拍賣後得

到的最終售價皆不能正確代表頻譜的真實

價值。此外，頻譜的價值應該是浮動的，隨

著外在因素的變動如時間或技術而改變。 

3. 認為使用電子通訊的權力，就像是正常人可

以自由講話的基本能力與權力。不應受到限

制，而政府亦沒權力在頻譜拍賣時將這種自

由說話的權力賣出給出價最高的業者。 

4. 現有業者獲得頻譜的特許權與執照，是一種

享有由政府背書保護的特權與排他。違背市

場自由競爭的機制。 

5. 現行拍賣制後獲得的標金，接納入國庫之

中，彌補財政赤字。非用在民眾身上或發展

電信相關基礎建設。因此各國政府採用拍賣

制進行頻譜分配，是在於其背後可以改善財

政問題為主，而非考量能否達到全民福祉。 

由於該文出發點是認為頻譜採用拍賣制

不是最終理想的方式，因此論述集中於對於拍

賣制的不妥之處所以提出開放接續的觀念： 

1.開放接續僅是將無線頻譜在資訊的傳

遞管道改變，就像是火車與飛機在使用路線上

的不同。開放接續就是把現有頻譜在使用上的

限制消除，讓資訊像飛機一樣穿過天空，沒有

固定標準的路線，取代現有資訊只走一個頻

段，就像火車只走在固定的路線。缺乏使用效

率與彈性，更會有路線雍塞、負載過高的狀況。 

   2.資訊可以使用的頻段，將由資訊本身的

性質來決定。例如聲音的廣播訊號可以經由任

一廣播頻段，不一定是調幅或是調頻，也可以

經由電視廣播的頻段，甚至行動通訊所使用的

更高頻段。全視由使用者對該資訊的需求用途

與願意付出的使用成本來決定。此點將有效解

決現行頻譜管理制度下，因判定頻段使用項目

造成服務應用的僵化問題。 

   3.對於解決大量需求訊號壅塞時，不僅只

是因為有不同的傳輸訊號頻段可供使用以解

決，更因為開放接續的頻段系統間之接續費是

採浮動價格的制度，需求大時，接續就處於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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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價位，藉由以價制量來控制使用需求。 

4.因此實行頻譜的開放接續後，頻譜的價值將

由一客觀中立之單位，對頻譜建立出類似匯兌

的交易所機構，來進行接續費的控制與管理。 

但該文僅為一種觀念性的啟示論敘，因此

其中有些許論點與疑點可能在實際執行運用

上造成困難。下節將提出較為具體的開放接續

建立方式。 

 

4.建立開放接續制度的條件 

    若要施行開放接續這種似乎可行也優於

現有制度，但卻又過於空洞不實的頻譜分配管

理方式，真正的先決因素，就僅在於科技能力

是否可以達成。以廣播頻段來進行行動通訊，

目前不但在技術上是不可能（廣播是單向的且

頻寬不足），且在我國現有法規上也是不可行

的。因為廣播事業目前是受到無線廣播電視法

由新聞局主管，而行動通訊業務則是受電信法

與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由電信總局管理之。 

    然而科技進步迅速，1997 年開放民營行動

通訊業務之前誰能預測到五年後我國的行動

電話普及率高達 102%（電信總局，2002），行

動電話的機身大小更是比一個手掌還小。因此

在建立開放接續的條件上本文先排除科技上

的限制。 

對於頻譜分配採用開放接續的模式並非

天馬行空的理論，早在 1985 年美國聯邦通信

委員會 FCC 便有對開放頻譜接續提出 15 項管

制規則，但該規則管理所使用的頻段，是給予

工業、科學實驗與醫療用途的免須執照的頻

段，且僅能在低功率的範圍下運用。而此種開

放特定使用項目的頻段觀念讓美國在 1994 年

對於免職照性的個人通訊服務（unlicense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spectrum ，U-PCS）

頻段開放予任何有需要的使用者進行非同步

性的資料傳輸與分時雙工之語音服務。而使用

者須遵守一個由非營利單位訂定的該頻段管

理規則，並依此協調頻段使用狀況。但是該非

營利管理單位是由設備提供商所建立的。因此

該頻譜開放接續制度對於頻譜資源的稀少性

與使用壅塞問題，均是從科技的面向提出解決

方案，但卻未能有效化解問題。因此有學者認

為，對於開放頻譜接續的管制單位應從認定

「頻譜透明的市場價值」著眼而非從科技決定

論的角度視之（Howard Shelanski and Peter 

Huber，1996 ）。 

是此本文試著從法規與經濟上尚未考量

到或欠缺的因素，針對開放接續運用在頻譜分

配制度與管理上的問題進行探討與提出說明。 

1. 建立頻譜財產權制度 

在我國現行頻譜執照分配的制度下，業者所

獲取的僅是該張執照內規範的頻段使用

權，而非頻段所有權（Coase，1959）。而世

上多數國家之政府對於頻譜分配予業者皆

多採此種方式。目前僅紐西蘭、澳洲等少數

國家是給予業者頻段的所有權。此論點乃基

於各國頻譜管理單位進行分配時，均會對頻

譜使用執照設定使用期限，獲得該執照的權

利人僅能在其限定期間內使用該頻段，因此

所取得僅為頻段使用權。 

此種設定在美國是當初考慮須預防取得執

照之權利人在執照使用期滿之後，要求國家

回收頻段時給予補償，因此法律上明文規定

擁有執照者對於頻段的使用上並無財產

權。但亦有學者認為，業者所擁有的頻段雖

無法律上的財產權，但仍具有經濟上的財產

權意義（Richard A. Posner，1997）。 

也由於此制度下既有業者之頻譜執照可以

不斷的更新，將降低新業者進入市場的機

會，更有礙公平之市場競爭。 

    但倘若在執照規定的使用期間內，僅給

予業者頻譜使用權，將有形成業者降低設備

投資意願的可能。因頻譜設備的投資是種沉

沒成本（sunk cost）或固定成本，業者將

憂心一但投資下去，屆時頻譜執照到期被收

回，且未能順利繼續續約，則其投資成本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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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回收。 

   因此，建議法令規章對於現有取得頻譜

執照業者獲得之頻段給予其使用期間內具

有特定財產權之設定。可供業者對於該頻段

除了提供服務上的應用與投資之外。更能擁

有處分該頻段之權利，例如變更使用項目，

轉售或分割使用。 

    也因為業者對於其所擁有之頻段有決

定之權利，在規定業者提供頻段開放接續時 

才有最基本的法源依據。例如未獲得頻段使

用執照之業者，將可經由次級市場的機制，

尋得有意願提供其所需頻段之業者。 

2. 頻譜轉售制度 

對於頻譜開放接續最重要的基本條

件，便是建立出可轉售（resale）頻譜的機

制。也唯有頻譜可以不受限制的轉售給其他

有需要接續使用頻譜的業者，才能達到開放

頻譜接續的目的。然則以我國現行電信法第

四十八條明文規範「非經核准，不得使用或

變更」。但在現行體制下最接近轉售制度

的，便是行動通信業務中的 MVNO。(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行動虛擬網路

業者)  根據英國 OFTEL 對 MVNO 的界定說

明：網路經營者(Network Operator)以外的

行動通信服務提供者由下而上可分為「特約

服務提供者」(Tied Service Provider)、「獨

立服務提供者」(Independent Service 

Provider)、「間接接續經營者」(Indirect 

Access Operator；IA Operator)和 MVNO 四

個層級；每向上一個層級，服務提供者對網

路經營者的依賴就越少，所受到的限制越

小，因而也越能在服務和費率上提供更多的

彈性和創新。因此簡單來說 MVNO 是為一種

利用行動網路業者(Mobile Network 

Operator, MNO)的行動網路系統，但 MVNO

本身並不獲頻譜指配。因此 MVNO 可視為行

動通信之轉售業者，因此當行動通信之轉售

業務開放時，MVNO 業者因有經營電信業務，

因此仍需申請電信執照。但由於提供業者並

未設置建立與所使用傳輸網路形成一體之

電信機線設備，因此在我國目前電信法中屬

於第二類電信業務，需申請第二類電信業務

的執照。 

轉售業務的開放，可帶動電信的網路提

供者和服務提供者之間產生多元化發展，因

此贊成提供 MVNO 業務者，強調 MVNO 可加強

電信產業間之競爭，提供消費者更多創新服

務與選擇，最重要的是 MVNO 競爭基礎建立

在價格上，因此用戶將享有更便宜更實在的

價格。但反對開放 MVNO 多為既有行動通信

業者。強調若硬性要求 MNO 提供服務給

MVNO，反可能將對市場機制有所損傷，進而

影響消費者的福祉。 

而為何可說 MVNO 業務是無線頻譜開放

接續概念的雛型，乃是因為 MVNO 業者已替

其用戶選擇使用經評估後最佳的網路提供

者之網路系統。亦能達到可以使其用戶在各

大行動通信網路之間無間隙交換。但也因可

能造成現有網路業者會降低投資建立更加

完備的網路設施意願，因為現有網路業者在

預期可能市場上產生削價競爭的情況下，網

路業者將無法如預期獲得利潤。且由於網路

業者必須負擔在低用度地區的網路成本架

設費用，原先網路提供者建設人口稀少的地

區，主要在利用全區覆蓋率吸引用戶，雖然

此點未必是多數消費者需要;然則由於 MVNO

的出現，讓消費者轉而投靠對其較為經濟的

選擇，網路提供者的客戶將形成流失現象，

以至於無法如預期在其他地區（如人口密集

之都市）獲得較豐厚的利潤報償以貼補該項

（偏遠或人口稀少之處）建設開支。此外 若

MVNO 獲得可向網路業者談判以成本價做計

算互連費用，網路提供者從 MVNO 處能獲得

的互連費用，將遠低於從一般用戶可收取的

使用費，因此，將大大的影響業者網路成本

回收的情況，降低網路業者投入網路建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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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不過目前我國行動電話業者的基地台

涵蓋率已達一定水準，因此 MVNO 的加入市

場對於業者基地台覆蓋率造成的影響並不

大，但對網路提供者將由於獲利不如預期，

延緩投資、阻礙創新，對網路升級及保持水

準的涵蓋率，將有不利的影響。 

但是MVNO的導入以當前的GSM行動通信

市場的競爭機制已然形成時，MVNO 進入市

場，將有助於電信服務市場的發展。至於對

於 3G 服務的發展則可能是因為初期網路建

設投資和執照取得的成本較大，需要快速拓

展客戶數量，因此將會對經營有效率的行動

通信轉售業務業者進行合作，讓具有客戶群

基礎卻無頻譜設備提供服務的業者能接續

3G 設備迅速進入市場。故可將 MVNO 視為開

放頻譜接續的雛型或過度期間之辦法。 

 

5.結論 

目前的兩大頻譜管理制度不論是評審制

抑或拍賣制，能解決的僅是現階段的問題。

或是得到短期的極大利益，例如拍賣制的競

標金。但是對於頻譜分配上最大的問題：頻

譜資源稀少、使用壅塞與干擾。傳統制度皆

從單一面向的考量點出發。認為對於頻譜資

源的取得可從由政府設下審核分配條件或由

業者願意支付的使用成本來解決。卻違背了

頻譜資源是全民所共享的原則。對於壅塞與

干擾，則是從限制業者獲取頻段的使用項目

與服務內容以避之。卻反而限制住頻譜使用

的最佳效率。倘若頻譜分配制度採用開放接

續的模式時，現有獲得頻譜執照的業者，將

不需考量執照使用期限到期前是否要進行投

資與未能續約的困擾，亦不受限於執照限定

的使用項目或內容，對業者就有誘因去開發

多元化的服務類別進而將頻譜資源效率發揮

致極大。此外，新進業者在沒有擁有自身的

頻譜執照之下，僅須向擁有頻段之業者申請

接續其頻段使用權，將可容易進入市場進行

競爭。而具有創新頻譜使用技術之業者，能

更容易的將其技術與服務迅速導入市場中，

不再受困於所需頻段已被其他業者使用之窘

境。 

    對於前述頻譜分配採開放接續會比現行

制度合理並具有效率的評估，但未來是否真

能實施，除了是科技技術是否真能有效解決

頻譜硬體的接續與使用問題之外。政府與管

制單位的政策著眼點才是推行上的最大變

數。畢竟在現行主流拍賣制度下，眼前的競

標金收益，是能最快舒解政府財務赤字的方

案。對負責監督管理頻譜資源的政府而言，

取得執照的業者是否能將頻譜資源效益發揮

至最大，還不如其出價金額是否是最大要來

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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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基於使用者行為預測的智慧型搜尋引擎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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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一個植基於使用者行為預測的智慧

型搜尋引擎之設計，此一搜尋引擎與傳統搜尋引擎

不同的地方在於: 它除了能夠像傳統搜尋引擎找

出與查詢相關的站台外，還能預測與此查詢所有相

關網頁集合，使用者只需觀看那些集合即可，另外

我們也從查詢結果中預測使用者心中最終想要的

資料，並將之整理成剪報形式呈現。 

關鍵詞: 搜尋引擎、MetaSearch、向量投票、連結

預測、剪報合成 

 

1. 前言 
 
在搜尋引擎的領域中，使用者希望搜尋引擎能

夠真實找到他想要的資料。對搜尋引擎的設計者而

言，如何從使用者輸入的查詢中找到他心中想要的

資料是很困難的。根據文獻資料，使用者每次輸入

的查詢是 1.5 個 1，像這樣的查詢會產生數以千計

的結果，因此搜尋引擎會根據一些排名演算法來顯

示這些結果。使用者往往只關心排名在前的那些連

結，至於其餘連結對使用者幫助性一點都不大。即

使那些排名在前的連結，搜尋引擎通常只提供連結

網址及一些簡要說明，這些資訊對使用者來講往往

是不夠的。 

此外，每個搜尋引擎的介面不儘相同，每當使

用者想利用不同搜尋引擎來找資料時，就需要重新

學習新的搜尋介面，這是相當麻煩的。因此在

Internet 上就自然而然就發展出一些 MetaSearch2-3

的方法，諸如:Ixquick、MetaSearch、MetaCrawler

及 Dogpile等，透過單一介面向多個搜尋引擎搜尋

結果。MetaSearch是能夠解決介面統一性問題，但

還是與其它搜尋引擎同樣面臨資料精確率問題。 

在搜尋引擎領域中，要判斷一個網站與使用者

的查詢相關與否，我們直覺做法是分析在網站內容

的關鍵字，但搜尋引擎若是以此計算權重是有”關

鍵字灌水”問題的，亦即網站管理者只要在網站內

加入許多重複的關鍵字即可，但也許這個網站與這

個查詢是不相關的。針對此一問題，Li發展出 HVV

的方法 4，利用類似 SCI的方法將單一網站排名由

其它站台對此網站進行評比。若評比站台與此查詢

相關，則它所評比的站台的權重往往都比較高 5。

Nick 和 Themis 提出一個不同的觀點，採用

Intelligent Agent 的方法讓搜尋引擎俱有智慧且能

夠提供頁面給使用者 6，但是它需要使用者提出一

些範例，在實務上是行不通的，因為使用者一般對

查詢沒有太多觀念，要求使用者輸入範例是不合

理。此外，上述方法都有一個共通的問題，即我們

應該由幾個其它站台評比才俱關鍵性，這是很難做

判斷的。我們希望選擇最適當且最公正的站台來評

等，市場上知名的搜尋引擎就是一般公認的最佳選

擇。 

現行所有搜尋引擎還面臨到其他幾個問題，首

先是提供的資料廣度是足夠，但深度都不足夠，亦

即可以找到很多符合此查詢的網站，但網站的內容

都考慮極少，今天試想一個網站若對使用者來講是

很重要的，我們應該考慮對使用者多提供一些關於

這個網站的資訊，這樣的幫助比提供多數站台還來

得大。另一個面臨到的問題是，沒有考慮到人的行

為，雖然說個人化的行為是無法用任何一種數學模

式去表示，但我們還是可以根據大多數人的行為建

立適當的數學模式，以便預測網友可能瀏覽的網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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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論文提出三種搜尋引擎技術，第一種以搜

尋引擎投票系統來表達搜尋結果；第二種是深度連

結分析，預測在此查詢下使用者可能按的”所有”

連結，使用者不需再進入某些站台然後再做判斷，

系統會提供給你那些預測到的連結。第三種是系統

直接回應使用者心中真正想要知道的答案。本篇論

文，架構如下：我們首先介紹系統架構圖，接下來

討論這三種方式的相關操作，最後我們會分析使用

者對系統使用的滿意度。 

 

2. 系統架構 
 
本智慧型系統根據不同層次使用者提供不同

的資料，我們將使用者的資料需求分成三種類型:1.

廣度型:亦即現行搜尋引擎所能提供的廣泛資料。

2.深度型:亦即對某些特別有興趣的站台我們將會

進行深度連結分析，以便將這些深度連結網頁顯示

給使用者。3.剪報型:亦即系統預測使用者可能需要

的合成文件，且在合成文件中系統將會提示那些段

落可能是使用者想要的。 

在圖 1架構中，我們的系統基本上提供三種搜

尋機制:搜尋引擎向量投票(SVV，Search engine 

Vector Voting)、連結預測(HLP，HyperLink Pre-

diction)以及剪報合成(NC，Newspaper Clipping)。

使用者可以將查詢送至這三種機制的任一種，一旦

完成搜尋後，系統會將適當結果回應給使用者。系

統主要外部模組包括:搜尋引擎集合(Search engine 

sets)、資料庫(DB)、庫存頁面(Cached Pages)以及

網路連結(Internet Connection)。主要內部模組包括:

使用者介面(SVV，HLP及 NC)、彙總分析(Summary 

SVV， Summary HLP及 Summary NC)、頁面分析

(Pages analysis)、搜尋引擎向量投票分析 (SVV 

analysis)、連結預測分析(HLP analysis)以及剪報合

成分析(NC analysis)。 

在外部模組中，搜尋引擎集合是我們 SVV 方

法中進行 MetaSearch 的對象，搜尋引擎集合傳回

的結果再送至內部模組做適當的處理。至於資料庫

主要是避免每次查詢都要擷取網頁所造成的時間

延遲，亦即若系統已處理過此查詢時，直接將結果

顯示給使用者。至於庫存頁面是當我們在處理連結

預測時，系統經過分析，判斷在目前環境(目前層

數)下所抓回的所有頁面，此頁面可以在連結預測

及剪報合成中使用。至於網路連結部份是直接向外

部環境下達擷取網頁的命令，一旦擷取回來將會在

資料庫及庫存網頁做適當的處理。 

在內部模組中，使用者介面讓使用者選擇不同

搜尋方式，在系統架構中，我們知道剪報合成結果

是當系統處理完 SVV 及連結預測後才會處理，因

此當使用者選擇以剪報合成顯示時，系統也能讓使

用者選擇其它兩種方式，此時使用者的選擇方式變

多了，但缺點是如果當系統未處理此查詢時，系統

回應時間將加長；相反的，當使用者選擇 SVV 的

方式時，系統能有較快的回應時間，但相對的選擇

方式變少了。在文後我們會討論如何在搜尋引擎開

始運轉時(此時系統擁有的查詢較少)減少系統回

應時間的處理。頁面分析模組會根據使用者選擇的

搜尋方式將擷取回來的頁面以不同的方式處理，以

取得每種方式需要的資料，例如:SVV 所需的資料

是搜尋引擎所定義的網站排名；連結預測所需的資

料是每個頁面的連結、剪報合成所需的資料是網頁

中的段落。至於搜尋引擎向量投票分析 (SVV 

analysis)中，我們會根據搜尋引擎彼此的投票行為

趨向，依權重調整搜尋結果的排序。在連結預測分

析(HLP analysis)中，我們會持續的擷取使用者可能

點擊的連結，每當擷取一定的連結後，系統會判斷

是否需要擷取下一層連結，若需要則繼續做連結預

測分析，否則將所有連結預測分析的結果顯示給使

用者。在剪報合成分析(NC analysis)中，系統會判

斷每個段落是否為使用者可能需要的資料，另外會

將每個段落與原始網頁結合，此時使用者若要瞭解

該段落在原始網頁中的架構如何，即可立即呈現，

同時經過段落組合(亦即剪報合成)的方式呈現給

使用者。彙總分析會依上述分析結果以不同顯示方

式呈現給使用者，同時在彙總分析中，我們提供使

用者與搜尋結果做互動的機制 (例如 :方法二的

Cached頁面、方法三的 ReadIT及 IntelligentGuess

連結…) ，如此使用者可以隨時取得想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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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Cayley搜尋引擎架構圖 

 

3. 搜尋方式探討 
 
本系統目前處理的主要資料來源是 Google(擷

取排名前 50 筆)、Yahoo(擷取排名前 50 筆)、

AltaVista(擷取排名前 50筆)、LookSmart(擷取排名

前 45筆)、Overture(擷取排名前 45筆)以及Lycos(擷

取排名前 50筆)。系統將會先去除搜尋引擎因商業

導向所產生的連結，同時重新編排正確的排名。 
我們提供二個邏輯運算元: 1.and(&、空白)，

比方說”php and apache”、”php & apache”與”php 

apache”的查詢是一樣的。2.or(+)，比方說”php or 

apache”與”php + apache”的查詢是一樣的。 

 

3.1 搜尋引擎向量投票 

 
我們首先定義使用者行為函數(UBF)如下: 

UBF = βα sii x ,    (1) 

其中αi 表示使用者對第 i 個引擎所搜尋出第一個
網站的喜好度，xi,s表示網站 s在引擎 i中的排名，
β(我們定義β<0)代表使用者對文件偏好度，當β愈
大使用者偏好度愈強，代表使用者會看較多的網

頁，亦即使用者偏好效應降低將較慢。 

在 SVV 方法中，我們是採用搜尋引擎投票機

制來評量所有網站，亦即被評比的網站若有較多的

搜尋引擎投票給它或者被評比的網站在搜尋引擎

排名較前面，此時這個被評比網站權重往往要較

大。SVV 所計算出來的權重主要是表達 6 個搜尋

引擎的投票趨向然後經過向量內積計算而得，亦

即： 

∑
=

=
6

1
,

i
siis xw βα    (2) 

其中 ws代表網站 s 的權重，因此每個網站的權重
極有可能大於 1，例如: 若有一個網站在 6個搜尋

引擎大部份排名第 1，則該網站的權重有可能為

6，相反的，若該網站只有 1個搜尋引擎投票給它，

而且排名為最後，則此網站的權重將趨近於 0。圖

2 是使用 SVV 產生的結果，若在搜尋引擎有發現

簡要說明，則我們會列出該台的簡要說明，同時”

色球”代表此站台與此查詢的相關性高、中、低相

關，另一方面，”長條顏色框"代表此站台在 6個搜

尋引擎的投票趨向。針對此處的高、中、低相關程

度及長條顏色框，我們主要是根據該網站的權重計

算而得。長條顏色框主要是表示該網站在所有搜尋

引擎的排名分佈，長條顏色框愈大代表該網站可能

有較多的搜尋引擎投票給它或者排名比較前面。若

單以長條顏色框表示網站的關聯性，則可能因為排

名趨向不一致或少數網站權重佔了投票的大部份

結果(例如第 1個站台)，造成長條顏色框較小，此

時可能會造成使用者”誤認”尋得的網站不俱代表

性，因此為了解決這個可能發生的問題，系統將會

根據權重來判斷網站的關聯程度，若該網站權重大

於 SVV尋得網站的平均權重+3倍權重的標準差則

顯示高相關(例如第 1、第 2、第 3及第 4個站台)，

若網站權重大於 SVV 尋得網站的平均權重則顯示

中相關(例如第 5個站台)，否則顯示低相關。提供

相關程度的資訊可以避免當許多長條顏色框大小

相近或某個長條顏色框較小時，使用者決策可能面

臨到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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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SVV結果 

 

3.2 連結預測 

 
在經過 SVV 的分析後，我們知道有些站台權

重比較大，針對這些站台我們試著預測它內部網頁

有那些是與此查詢相關的，同時將那些網頁擷取回

來。這個方法的精神是:當經過 SVV後，發現權重

較大的網站，其內部連結應該多擷取一些且擷取層

數也應該較大。我們主要是根據”競賽理論”來決定

擷取資料的多寡，在此處我們競賽理論中，我們主

要將連結分成勝部組及敗部組，勝部組是由那些權

重屬於極少數優良的網頁所組成，其餘皆為敗部組

(我們希望有敗部復活的機會)，敗部選取使用基因

演算法中的 Roulette Wheel選擇，亦即權重較大的

網頁被選擇的機率較大，同時被選擇的網頁(包含

勝部組及敗部組)，其權重是會遺傳給它的子代連

結，子代連結同樣按照競賽理論抓取網頁，我們將

重複執行上述競賽理論，但為了下列兩個原因，因

此我們必須控制擷取的最大層數: 1.控制系統資源

的使用量，2.防止某些網站因”連結灌水”造成無止

盡的擷取層數，亦即下列條件: 每個網站允許的最

大擷取層數＝該網站的權重，這意味著 SVV 方

法中權重較大的網站，其擷取層數也會較多。我們

的顯示準則，同樣是根據權重較大的網頁排名在較

前面。圖 3是使用 HLP 產生的結果，系統除了會

將所有與此查詢相關的網頁擷取回來，同時會根據

HLP analysis後產生的權重進行排名。此時使用者

不需再進入該網站後才能做判斷。在 HLP 結果除

了能顯示與 SVV 相同定義的高、中、低相關及長

條顏色框，另一方面 Cached 代表系統的庫存頁

面，使用者可以直接點選觀看該站台的庫存頁面。 

 
圖 3. HLP結果 

 

3.3 剪報合成 

 
在 NC 方法中，我們針對 HLP 網頁內容進行

剪報分析，剪報是由 HLP 網頁進行基因演算法而

得 8,9，其中網頁代表基因演算法中的個體，網頁內

的段落代表基因演算法中的基因，其中在我們基因

定義中，系統預測’1’可能是使用者心中想要的答

案，’0’可能不是使用者心中想要的答案。然後我

們進行基因演算法中的操作:選擇、交配、突變之

後系統再根據適應值(Fitness)先後順序顯示給使用

者。至於系統如何判斷該段落是否為使用者心中想

要的答案(即上述’1’/’0’)，我們是根據英文相關句

型做處理，因此我們根據:若該段落含有查詢之中

的任一關鍵字，且在這個關鍵字附近含有特殊字

(比方說:is,are,for…) ，此時這個段落的基因我們定

義為”1”，否則為”0”。例如:當查詢為”php”時，此

時使用者心中可能想要問”what is php?”， 因此若

某個段落能夠俱有”…php is…” 時， 這很有可能就

是使用者想要的。從上得知，在我們基因判斷中一

個未來仍需努力的是尋找相關特殊字以便更符合

相關英文句型。圖 4是使用 NC產生的結果，系統

除了會將查詢中的所有關鍵字以不同顏色顯示

外，同時系統將預測每個段落是否為使用者心中想

要知道的答案。”Fitness”代表經過基因演算法後算

出這個個體 (即一份剪報) 的適應值， 系統會將

適應值較高排在前面，”AVG”代表母體適應值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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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值 ， ”STD” 代 表 母 體 適 應 值 的 標 準

差，”IntelligentGuess”代表系統判斷若這份剪報中

若有超過一半的段落都從某個站台而來， 此時使

用者就可以按”TryIt”直接連到那個站台。 

 
圖 4.NC結果 

 

一般而言若只提供段落文字，使用者可能想知

道這個段落於原始網頁內容的情形，因此我們會將

段落與網頁內容做結合，亦即使用者可以觀看該段

落在原始網頁中究竟是以何種方式呈現。圖 5即是

將段落與原始網頁結合，例如當我們點擊圖 4” 

Ever wondered how popular PHP is? see the Netcraft 

Survey.”段落中的”ReadIt”後，系統除了會跳到那個

原始網頁中的那個段落外，同時將只會將這個段落

以立體方框顯示。 

 
圖 5.NC中的 ReadIt連結 

 

此外，為了節省使用者判斷剪報與查詢相關程

度，因此我們會為每篇剪報進行相關分析，使用者

可以根據系統的判斷來決定剪報是否就是他想要

的內容。圖 6中框起來中的色球即是代表系統預測

每一篇剪報與查詢相關程度。此處相關程度的判斷

與 SVV及連結預測中的色球判斷是一樣的，亦即

若該篇剪報的 Fitness大於平均 Fitness+3倍 Fitness

的標準差，則顯示高相關(例如第 1及第 2份剪

報)。若該篇剪報 Fitness大於平均 Fitness，則顯示

中相關(例如第 3~10份剪報)，否則顯示低相關。 

 
圖 6.NC中提示每份剪報的關聯程度 

 

4. 使用者測試 
 
基本上我們想要瞭解使用者對我們的系統使

用後的滿意度，我們將兩個大學部班級當成我們的

測試樣本，其中第一組 28人，第二組 31人，兩組

人員都沒重複，且在不同時段測試，第一組測試系

統中尚未處理過的查詢，第二組測試系統已處理過

的查詢，其中我們給分方式是 0~5分，0分最低 5

分最高 

表 1.第一組滿意度得分分佈 

積分 0 1 2 3 4 5 

人數 0 1 1 20 6 0 

 

表 2.第二組滿意度得分分佈 

積分 0 1 2 3 4 5 

人數 0 0 0 2 25 4 

 

由上得知當系統尚未處理過此查詢時，使用者

給我們系統的積分大部份都維持在 3分。當系統處

理過此查詢時，使用者給我們系統的積分大部份都

維持在 4分。為什麼同類的查詢會造成使用者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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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如此之大，主要原因在於使用者在使用時滿意

度的考慮上維度的不同。使用者除了考量到搜尋引

擎尋找的精確性及幫助性外還會考慮到系統的回

應時間。由於第一組是系統尚未處理此查詢，亦即

系統還沒學習，此時系統要花時間去擷取網頁，這

個步驟花費的時間是未知的，除了網路狀態外，還

有網頁的狀態分佈導致我們抓取網頁可能多也可

能少。 

但是如果系統已經學習到此類查詢，此時該擷

取的網頁已經全部擷取回來了，此時使用者在使用

時考慮滿意度只剩下精確性及幫助性，使用者就不

會因久候而對滿意度評比產生偏差，此時滿意度最

能表達一個搜尋引擎的優劣。 

擷取網頁所需等候的時間是每個搜尋引擎在

剛開始運行一定會面臨到的問題，由於剛開始系統

查詢個數不多，所以導致系統的回應時間變慢，但

是經過一段時間後由於常用的查詢系統都已經學

習了，系統回應時間自然會加速。因此一般搜尋引

擎都是不考慮剛開始運行時系統回應時間所產生

的滿意度，而是考慮運行一段時日的整個滿意度。

因此本系統在經過一段時間後我們可以在滿意度

最高 5分中取得 4分的滿意度。 

一般搜尋引擎在克服系統剛開始運行時較長

系統回應時間，一般有二種解決方法:一是預先輸

入常用查詢 10。二是使用 Robot定時去抓取符合的

網頁。我們為了克服啟始運行所可能增加的系統回

應時間，也會同時運行這兩種方法。 

 

5. 結論 
 
搜尋引擎的最終目標就是如何從使用者輸入

的查詢中找出使用者心中想要的東西。我們從人的

行為去預測使用者可能想要的資料，同時提供不同

觀點的資料給使用者。我們不只提供傳統搜尋引擎

能提供的廣度資料(即 SVV)，還能提供深度的連結

預測(即 HLP)，同時系統會將與此查詢相關的資料

以剪報合成方式呈現(即 NC)。根據初步測試，系

統運行一段時日後使用者滿意度可以在最高 5 分

取得 4分以上的結果。由於找尋特殊字對我們 NC

方法有很重大的影響，在我們的系統中目前使用的

特殊字有 18個，當然這 18個特殊字是沒辦法定義

所有英文的問題，因此我們將持續找尋特殊字，以

便更進一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註:網址是 http://cayley.dorm.ntust.edu.tw/dis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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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nt brokering service has demonstrated its 

usefulness in Internet. How to construct an event 

brokering system which operates on Internet and 

provides accurate filtering mechanism is an 

important challenge.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how to apply publish/subscribe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model and XML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a content-based event 

brokering system. The system provides a good 

solution to event matching, notification and 

transmission services that can function in Internet. 

With the system, the information providers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easily without programming 

via a convenient user interface, and end users can 

subscribe eventts of interest accurately and get 

them conveniently. We take advantages of the 

publish/subscribe communication model and push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the event brokering system. 

Furthermore, we make use of XML’s features such 

as standardization, explicit meaning and 

extensibility to structure contents and to get 

accurate matching. 

Keyword：Event brokering system, filtering 

mechanism, publish/subscribe, XML 

摘  要 

在目前網際網路的應用中，訊息仲介服務已

經充份展現其實用性。如何建立一個在網際網路

中運作的訊息撮合及通報系統且提供準確的訊

息過濾機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本文以研究如

何運用發佈/訂閱之非同步通訊模型及XML技術

來實現一個以內容為基礎之訊息撮合及通報系

統，此系統為運作於網際網路中訊息的撮合、通

報及傳遞之應用服務提供良好的解決方案。對資

訊提供者而言，可以透過方便的介面輕易的提供

資訊而不需要撰寫程式；對使用者而言，能夠準

確的訂閱想要的訊息，並且方便的取得。研究

中，一方面利用發佈/訂閱之非同步通訊模型及主

動通報機制，建立訊息撮合及通報系統。另一方

面引用 XML格式標準、語意明確及可延伸性等

特性來建構訊息的內容格式及準確的訊息過濾

機制。 

1. 動機 
目前網路的應用中，訊息的撮合、通報及傳

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個人資訊的共

享、股票訊息通報、求職求才等等。美中不足的

是，目前這些應用都得量身訂作，並沒有一個模

型足以套用這些應用的範圍，使得這些應用的重

用性(Reusability)很低。如何建立一個模型使更多

訊息的撮合、通報及傳遞的應用都能套用這個模

型輕易的達到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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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通報服務(Event Notification Service)是

近 年 來 漸 受 重 視 之 新 技 術 [1] ， 其 中

Publish/Subscribe 訊息交換模型是最常用來解決

這樣的問題的模型，但是一般是以 Channel-based

或是 Subject-based為主，應用較受限制，彈性較

小，我們希望建立更有彈性的 Content-based 

Publish/Subscribe 訊息交換模型，套用在具有訊

息 撮 合 及 通 報 特 性 的 Event Brokering 

System[2][18]之中。XML[3]的簡單、格式標準、

語意明確、可攜性及可延伸性等特性使得許多的

應用紛紛採用 XML作為標準，不論是用在資料

的表示或是作為傳遞訊息的格式都非常合適

[2]。在我們的系統中以 XML作為資料內容的格

式，讓資料的內容更適合給程式去解讀，也有助

於日後與其他系統進行資料交換。通訊協定引用

SOAP (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通訊協定

[4]來結合 HTTP與 XML做為 RPC形式的通訊，

可以在各種異質的環境中傳遞資訊及提供服

務。並且建立主動訊息通報的機制，整合個人有

線及無線裝置(Email、ICQ、手機、PDA等等)，

讓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藉由任何裝

置獲取資訊。同時期望在系統功能完成之後，能

將系統透過Web Services的形式，讓全世界所有

人都能很容易的享受到利用我們提供的模型所

開發出來的應用服務，而不受平台的限制。 

 

2 系統架構與設計 

2-1 Event Brokering System規劃 

 

圖 2-1-1、系統架構簡圖 (Pub/Sub架構) 

如圖 2-2-1所示，Publisher透過本系統所提

供的介面將資訊以 XML 的格式發佈到 Event 

Broker 之中並將訊息儲存並且轉發  (store and 

forward) 給其它 Event Broker，同時 Subscriber

透過某種特定的格式完整且精確的語言 

(Subscription language) 描述他們所感興趣資訊 

(User Subscriptions) 。經由 Event Brokering 

System的撮合，將 Subscriber所感興趣的資訊主

動推播 (Push)[17]到使用者所指定的裝置之中，

例如：E-mail、PDA、Mobile phone 等等。本系

統當中的核心部份即 Event Broker，同時本系統

也可以和 Internet 中任何同樣具有 Event Broker

連結，形成一個 Large scale 的 Event Brokering 

System。 

 

3 設計研討 

3-1 Content-based通訊模型設計 

Xquery 會是 XML 查詢語言中最重要的標

準[5]，因此我們引用 Xquery到我們的系統之中，

做為查詢 XML 資料的查詢語言，也就是以

Xquery做為 Subscription language[6]。再來就需

要一個搭配的 Filter來處理 Xquery語法和 XML

資料之間的比對工作。 

 

3-2  Publish/Subscribe介面的規劃 

首先我們可以把這一層要提供給使用者使

用的介面分成兩大類： 

1. 提供給 End-user使用的介面 

2. 提供給 User-agent使用的介面 

訂閱的流程如圖 3-2-1 所示，Subscriber 透

過我們提供給他的介面 (Web網頁)，勾選及填入

某些資料及選項後，就由本系統所提供的 Xquery 

Front-end Processing將 Subscriber所設定的資料

直接轉成 Xquery 的語法後再交由 Event 

Brokering System 處理，如此一來，使用者即使

不懂 Xquery的語法也能描述明確的 Subscription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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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加入 Xquery Front-end Processing後

的訂閱流程 

3-3 Message Exchanger的設計考量 

Message Exchanger 為 Event Brokering 

System中儲存訊息的核心元件，所有訊息的存取

都由它負責，同時還負責將訊息遞送給 Internet

之中其它正在運作中的 Event Brokering System。 

我們歸納出Message Exchanger的功能應該

包含： 

1. 作為訊息儲存的媒體 

2. 提供標準存取介面供外界存取訊息資料 

3. 具備在 Internet上和任何其它的Message 

Exchanger交換資料的機制，期望藉由多個

Message Exchanger之間的訊息交換來達到

Scalability的目標 

我們發現目前網路世界中使用頻率非常高

的 USENET News[15]的設計架構非常適合作為

我們系統的Message Exchanger，原因如下： 

1. News Server[7]本身具有成熟的儲存機制，訊

息的格式也採用標準的 Internet 文字訊息交

換格式 (RFC-822[8]、RFC-1036[9])，可延伸

性 (Extensibility) 很高。 

2. 存取介面是透過標準 NNTP (Network News 

Transfer Protocol, RFC-977)[10]協定 

3. News Server本身即具備在 USENET[11]中可

以交換任何訊息的機制 

3-4 多媒體訊息格式的規劃及設計 

我們認為必須在原來 USENET News 的訊

息格式中再加入 MIME(Multipurpose Internet 

Mail Extensions)[12]的標準在我們的系統中，類

似目前網路世界中最盛行的交換格式之一：

Email。加入了 MIME 的標準之後，我們就可以

規劃訊息的格式了，本系統將訊息的格式規劃如

圖 3-4-1所示： 

Header

Body

XML Data

Attachment

Attachment

EBS Message  

圖 3-4-1、訊息格式 

在Message Body中，我們規範MIME的第

一個部份擺放的是本系統所儲存的 XML資料作

為系統將來取出 XML資料轉換成 HTML格式的

依據，其它的附件檔案一律都視為 Attachment的

形式，這樣的設計方式讓即使是一般的 News 

reader 收到我們系統所發佈出去的訊息也能正確

展現 XML原始資料內容，其餘多媒體附件檔案

雖然不能顯示得很漂亮，但是還是可以當成一般

附件檔案來處理，使用者不會遺失任何多媒體檔

案。 

系 統 採 用 XSL (eXtensible Stylesheet 

Language)[13]，作為描述 XML輸出樣式的語言。

另外為了讓將來各種不同的應用能有更大的擴

充性且能明確的描述應用所需要 XML資料的結

構，也引進 XML Schema[14]的技術，讓系統管

理者可以針對不同的應用需求，訂定需要的XML

資料型態及結構。 

 

4 系統實作 
4-1 系統概觀 

本系統依功能概分成三個子系統，分別為： 

 Publish/Subscribe Engine 

 Message & Document Matching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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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Exchanger 

我們可以將本系統所規劃的所有元件及其

資料流向畫成更詳細的架構圖，如圖 4-1-1所示：

Publish/Subscribe Engine 處理發佈的訊息及使用

者訂閱的條件，Message Exchanger儲存訊息資料

並且具備訊息交換機制來和其它 Message 

Exchanger 交換訊息，Message & Document 

Retriever 撮合訊息及使用者訂閱條件之間的關

係，找出 Subscriber感興趣的訊息。 

系統將提供給使用者使用的介面分成兩大

類： 

1. 提供給 End-user使用的介面 

2. 提供給 User-agent使用的介面 

Web 使用者介面的目的是希望建立一個具

一般性的使用介面可以適用於大部份的應用需

求，同時也能夠充份展現系統功能，提高系統的

實用性。系統所設計的介面中，可以分成兩個部

份：Publish (發佈)與 Subscribe (訂閱)。Message 

exchanger 的說明請參考 2-3 節，以下針對

Publish/Subscribe Engine及Message & Document 

Matching Engine兩個 System Component作一說

明： 

 

4-2 Publish/Subscribe Engine 

Publishing Manager 首先要處理的就是將

Publisher透過 CGI Form送來的資料及上傳的多

媒體檔案組合成 0節所規劃的訊息儲存方式，由

於訊息最終將儲存在 Message Exchanger 之中，

而Message Exchanger中的訊息格式是News文章

的格式，類似 Mail 的格式。所以 Publishing 

Manager 必須 有能力將 訊息組合 成符 合

RFC-822、RFC-1036、RFC-1521(MIME)的訊息

格式。 

Subscription Manager 主要負責兩件事情，

第 一 件 事 情 就 是 將 Subscriber 所 送 來 的

Subscription存入系統資料庫之中。第二件事情就

是提供給 Subscriber管理所有 Subscriptions的介

面，包括新增、修改、刪除，事實上就是提供介

面讓 Subscriber管理存在資料庫中的訂閱資料。 

4-3 Message & Document Matching Engine 

4-3-1 Message & Document Retriever 

Message & Document Retriever負責向Message 

Exchanger取得訊息內容，同時提供存取介面供

外界存取Message Exchanger之用，建立一個獨

立的存取介面，未來如果要抽換Message 

Exchanger只需修改Message & Document 

Retriever即可，其它部份程式不需重寫，保留未

來抽換的空間。我們透過 Daemon的形式，當系

統一執行起來時，就載入系統設定資料，取得系

統所設定擷取訊息的時間間隔 t，然後此 Daemon

便每隔 t 秒的時間就擷取資料一次，當然只擷取

尚未處理過的訊息，每次擷取完便將最後擷取的

訊息代碼記錄在系統設定資料中，以便下次可以

繼續擷取資料。 

4-3-2 Filter 

Filter 的工作就是依照 Subscriptions 的定

義，從一堆訊息中找出符合 Subscription 條件的

訊息，系統設計中加入全文檢索的功能，讓

Subscriber 訂閱時可以指定關鍵字的方式請求

Filter用全文檢索的方式幫他比對訊息資料，因此

Filter 的設計中必須提供下列兩種搜尋的元件供

Filter呼叫： 

1. Xquery Search 

2. Full-text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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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Event Brokering System元件架構 
4-3-3 Event Presentation 

Event Presentation 必須考慮展現訊息的裝

置為何，將訊息轉換成適當的格式以便能夠展現

在各種裝置之中，本系統已經實作的通知裝置包

含 Email及 HTML網頁，不管最終是將訊息秀在

網頁上讓 Subscriber來看或是塞在 Email之中寄

發給 Subscriber，我們都先把原先存在系統之中

的多媒體訊息搭配應用的 Presentation Template

轉換成 HTML的格式。如果是要以網頁的方式顯

現，只要把 HTML碼嵌在網頁中即可。 

4-3-4 Event Delivery Gateway 

Event Presentation 注重的是依照不同展現

的需要來轉換訊息的格式以符合展現裝置的特

性，而 Event Delivery Gateway著重的則是要將訊

息正確無誤的傳送到展現裝置之前所需的通訊

協定轉換的工作。系統實作兩種通知裝置：SMTP 

Gateway及 HTTP Gateway。 

 SMTP Gateway 

SMTP Gateway負責將欲展現的訊息轉換

成符合 Email規範的訊息格式，然後交由

SMTP Server幫我們把訊息以 SMTP通訊

協定寄送給使用者。 

 HTTP Gateway 

HTTP Gateway事實上就是希望將訊息以

HTML網頁的格式擺放在Web伺服器之

中，讓使用者可以透過 HTTP協定來存取

網頁。 

 

5 結論 
本系統利用 Content-based Publish/ Subscribe之

非同步通訊模型，運用到訊息撮合及通報系統之

中，成功結合 XML之相關技術及主動通知機

制，並且支援多媒體訊息之發佈及展現。系統管

理者透過簡單的設定即可提供服務，使用者也可

以依訊息的內容，精確的找到想要的訊息並且方

便的取得。實作之系統具以下特點： 

1. 將 XML相關技術結合在傳統 Event Service

架構之中，利用 Publish/Subscribe通訊模型

建立 Content-based Event Brokering System 

2. 利用XML及XQuery達到準確的訊息過濾及

撮合功能 

3. 利用MIME的標準來支援多媒體訊息的發佈

及展現，提升系統實用性 

4. 使用 XSL搭配 XML呈現多樣化的訊息展現

效果 

5. 方便的使用者及管理者Web介面且提供進階

應用開發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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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在設計實作上，成功地結合理論與實

務。一方面驗證了 Content-based Event Brokering 

System模型是實際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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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學習時代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要能迅速

擷取已有的資料，整理成為資訊進而轉換為知識。

今日網際網路上充斥各式各樣的資料與資訊，如何

轉換為有用的知識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要將這些網

頁資料擷取下來。本文介紹一個新的方法來協助使

用者快速地擷取這些知識。我們的方法不需要使用

者撰寫任何擷取程式，只要指定欲擷取網頁的網址

以及要擷取畫面上的那一部份資料即可，不管該部

份的資料是文字、圖片或表格都可以擷取下來，存

進資料庫。我們的實驗證明，此系統能擷取的網頁

種類較 WIEN 方法所能擷取的網頁種類要豐富且

使用上要便利許多，因此將是建構數位學習系統的

一個好工具。 

關鍵字：數位學習、網頁資料擷取、程式自動產生器  

 
1.前言 

 

網際網路是個相當巨大的資訊貯藏庫。在數

位學習的時代，擁有正確與充足的資料是擁有知識

的先決條件。網際網路上網頁的資訊正是這些資料

的豐富來源。但是如果儘儘只是用手動將網頁抓取

下來，並用人工的方式來過濾資料，不儘費時而且

秏力。因此能夠使用自動擷取網頁資訊的程式便能

在數位學習的時代中佔有優勢。而目前在自動擷取

網際網路資訊方面需要一些工具的輔助，如

spider，agents和 wrappers來輔助達成。而不管

是 spider 或是 agent都要擁有好的 wrapper 才能

達成任務。因此 wrapper 在網際網路資料擷取的

研究上是最有效的工具。而 wrapper 的產生也是

在資料擷取的領域裏最常被討論的議題。依照

Eikvil [1]的定義，Wrapper是由一組擷取規則，加

上應用這些規則來進行擷取動作的程式碼所構成

的。因此我們又可以將wrapper的產生分成兩個部

份。一個為產生擷取規則，另一個為產生程式碼。

我們都知道要產生擷取程式碼是一個令人厭煩的

工作，而且它並不值得花費人力和物力。因此本文

所介紹的方法主要是在於產生擷取規則的方法

上。而產生擷取規則的方式，從文獻當中可歸納出

兩類，其一是以學習的方式，其二是以直接建立的

方式。學習的方式有自動分析學習，和樣本歸納學

習兩種。而直接建立的方式則有手動式建立和輔助

式建立兩種。除了手動式建立規則外，其他三種皆

可稱為是以自動的方式來產生擷取規則的。 

在產生規則方面，我們發現過去研究的一些

缺點，例如它只適用於某一種網頁資訊領域(自動

分析學習)、它需要提供足夠的樣本來學習產生規

則(樣本歸納學習)、它必須以手動方式來建立，增

加許多不便性(手動式建立)。 

因此我們的方法是改善這些缺點，於此同時

我們也提供 wrapper產生系統Webtract。此系統擁

有以下特性：(1)網頁適用類型廣泛；(2)操作方式

簡便；(3)產生擷取規則自動化。除了以上的特性，

我們使用 HTML 樹狀結構來幫助定義擷取規則與

使用直覺式的操作來完成所有擷取規則的設定。最

後再經由互動式的介面來自動完成擷取規則的產

生，使用者將不用了解什麼是擷取規則也能輕鬆的

透過此系統直覺且互動式的操作介面來完成擷取

設定，萃取資料與查詢使用者所欲擷取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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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Webtract可以適用於許多領域的

網頁資訊來源而且我們也不需要網頁樣本來產生

擷取規則。最後，使用者更不需要去學習如何產生

擷取規則，這些擷取規則將會被自動的產生。 

本文分為五節。第二節介紹本方法的相關研

究、第三節描述Webtract 系統設計、第四節說明

Webtract 的實作與評估，最後我們在第五節做一

簡短結論。 

 

2.相關研究 
 
2.1自動分析學習  

 
 有些研究提倡讓擷取程式能夠自動學習(自

動分析學習)，無須使用者干預，讓擷取程式自動

去搜尋分析網站，將網頁中我們想要的資料取回並

從結果資訊中自行整理出規則，導出擷取的模式。 

MORPHEUS[2][3]為一個購物比價系統，針對

具有 CGI格式的查詢網頁作分析，能夠自動建立

該網頁的查詢樣板(Query Template)。所謂的查詢

樣板是用來將查詢送給該網頁的一串網址，網址中

夾帶著查詢內容作為參數，一同被送往該網站作查

詢輸入，就如圖 1所示，查詢的參數都已經被分析

出來，剩下的只要將使用者實際要查詢的內容套入

即可。所以，日後使用者提出查詢要求時，可將使

用者的查詢內容，套用該網站的查詢樣板，組合出

可查詢網頁的網址，這樣即可代替使用者自動到網

站提出檢索查詢，並將查詢結果的網頁取回。 

圖 1.查詢樣板(Query Template) 

針對查詢結果的網頁，系統會將每個產品的描

述分割成獨立的區塊，每個區塊中每一行的網頁原

始碼都會依照其性質來作分類。分類的目的，是為

了方便將有用的資訊分隔出來，這些分類含有產品

名稱資訊、產品價格資訊、以及網頁標籤。 

圖 2.針對每一行網頁原始碼作分類 

如上圖 2就是一個實際的案例，當中 0代表產

品名稱，1代表產品價格，而這兩類就是真正想要

擷取的資訊了。系統的演算法則會針對每項產品的

描述區塊作辨識分類，將有需要的那幾類擷取回

來，進而再將每個網站所得到的有用資訊彙整以呈

現給使用者。 

MORPHEUS 系統第一次分析網頁資訊時，

就會如圖 2所示，辨識區域中的資訊並做好分類，

以號碼來代表各分類，該區域中資訊的組成模式即

是這一串數字。就以圖 2為例子，網頁一筆產品資

訊格式的組成模式為 0295159595，這一串數字就

形成了該網頁資訊的擷取模式。在 MORPHEUS

系統當中，對於每個具有產品資訊的網頁，都會有

相對應的一串數字作為擷取模式，當使用者在查詢

產品資訊時，擷取程式就會依照每張網頁的擷取模

式，將真正需要的資訊擷取回來。 

 

2.2歸納學習法則  

 
歸納學習法則也是一種產生擷取程式的方

式，有些研究是以提供樣本網頁範例讓擷取程式學

習，從樣本網頁中去分析並歸納出一定的擷取模

式，然後再產生相對應的擷取規則。透過樣本範例

的學習，不斷地修正擷取規則，直到符合要求、能

夠擷取正確資訊為止。 

歸納學習的運用如WIEN(Wrapper Induction 

ENvironment) [4][5][6]是由 Nicholas Kushmerick

等人的研究所提出的一套系統，系統提出六種擷取

模組來達到擷取效能上的互補，每種模組從樣本網

頁中，搭配已擷取出來的正確結果資訊，判斷標籤

的前後結構關係，以得出適當的擷取規則。而這裡

所產生的擷取規則是依據網頁中的標籤結構模式

而來的。此六項擷取模組：LR-wrapper擷取模組、

HLRT-wrapper擷取模組、OCLR-wrapper擷取模

組、HOCLR-wrapper 擷取模組、OCLR-wrapper

擷取模組、N-LR wrapper 擷取模組、N-HLRT  

wrapper擷取模組(最後兩種用於巢狀網頁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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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統設計 

 
 我們的系統設計[7]（參見圖３）有四個模組。 

圖３ .系統運作架構圖 

第一是指網頁處理模組，主要在經由使用者

指定網頁位址後，將網頁的整個 page抓回來，並

由抓回來的 page 產生一個 HTML TAG 的結構

樹。再來是資料範圍選擇模組，此模組主要在利用

之前產生的結構樹來製作出可以選擇區塊的介

面。而設定擷取條件模組，主要是在讓使用者設定

一些條件使能抓取更精確的資訊。最後一個模組是

網頁萃取模組，主要在依擷取規則來萃取網頁裏的

特定資訊，而使用者能在圖型化的介面中看到萃取

的結果。 

 我們的系統定義了十一個處理步驟(參照圖

4)，此十一個處理步驟將簡述於後。 

圖 ４ . 研究設計流程 

(1)預先處理：將取回的網頁在建立樹狀結構圖之前

先作前置處理。處理程序包含有網頁標籤正規化、

將網頁路徑修正等。 

(2)建立樹狀圖：分析經過前置處理的網頁，將其中

的標籤依階層關係建立成樹狀結構圖。 

(3)標籤分類：將網頁樹狀結構圖中的HTML標籤作

分類處理。  

(4)修剪分枝：將網頁樹狀結構圖中，含有無意義的

網頁資訊的樹狀分枝，配合圖 5演算法則來作剪除

清理分枝的動作。演算法參見圖 5。 

end;
true return else            

false return                
then node-Image or node-TextNode if            

else        
false return else            

true return                
node.child delete                

then true is .child)Clear(Node if            
then nullNode.child if        

ngNode.sibli delete                
then true is .sibling)Clear(Node if            

then nullngNode.sibli if        
then nullNode if    

begin
Boolean:)Clear(Node function

not need false clear, to need true Boolean,:Outputs 
Node:Inputs

not or branch clear to need root as Node take   
 that  subtreethe checking:Problems 

∈

∉

∉
∉

•
•

•

 圖５ .修剪樹狀結構之演算法 

(5)簡化結構：將網頁樹狀結構圖作簡化處理。 

(6)附加邊框處理：將網頁的資訊分區，並且加上邊

框讓資訊作區隔，使用者在操作上也容易辨識。 

(7)圈選資訊範圍：操作介面中的網頁已做好資訊分

區，使用者可以在介面上指定想要擷取的區域，將

資訊區域縮小，直到符合恰當的資訊位置。 

(8)紀錄資訊位置：在選定資訊區域後，系統將會記

錄該區域在樹狀結構圖中的路徑位置。 

(9)設定擷取條件：當使用者選定資訊區域後，進一

步設定該區域中每一細項的擷取規則，包含有過濾

資料、更新處理、儲存設定等。 

(10)擷取網頁：系統實際進行擷取網頁資訊的動

作，擷取程式依據不同的擷取規則而進行不同的擷

取程序，並將資訊儲存至資料庫中。 

(11)呈現資訊：網頁資訊已擷取到資料庫中，這裡提

供簡單的畫面來呈現擷取的結果。。 

在系統擷取規則設計上，我們將之分為一般

網頁

(WebPage) 

(1)預先處理 

(preProcess) parseTree 

(3)標籤分類 
(4)修剪分枝 (5)簡化結構 

strucTree 
(6)附加邊框處

操作介面 

(7)圈選資訊 

(8)紀錄資訊(9)設定擷取

Wrapper (10)擷取網頁 資料庫 

使用者 
(11)呈現資訊 

(2)建立 

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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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資訊擷取規則(用來處理半結構化網頁資料)與

其它類資訊擷取規則(處理非結構性網頁資料)。 

 一般類資訊擷取規則是用來處理包含了表格

類、清單列表類、單一圖像和超連結的網頁資訊等

半結構化的資料，以下是本研究針對一般網頁資訊

所設計之擷取規則(參見表 1)。 

表 1. 擷取規則表 

URL Descr. Rule Tname Fields Condi. Link 

網頁

網址 

網頁描

述 

資訊

範圍

結構

路徑 

儲存表

格 

擷取

欄位 

過濾條

件 

擷取

連結 

 在其它類資訊擷取規則上，此類主要在處理

非結構性的網頁，因此本方法將此類粗分為四大類

相同類型、相異類型、重複循環類型和區域類型。 

 運用由系統產生之擷取規則，即可從網站的

網頁上擷取到我們想要的資料。 

 

4.實作與評估 
 
 實作方面，本系統在Microsoft公司視窗作業

平台上開發，採用Delphi 5.0 Enterprise為程式開發

工具而資料庫亦採用 Delphi內部的 Paradox7.0 資

料庫格式來運作。資料庫裏有兩個主要的表格，擷

取規則表格(記錄所有擷取規則的表格)與資料儲

存表格之設定表格(用來記錄各網頁資料所儲存的

表格的相關設定)。 

 依據本系統設計方法所發展的 Webtract 系

統，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稱為 Setter(參見圖

6)，為產生擷取規則的單元，實作系統設計所提出

的概念，提供簡易的操作與設定介面，由系統自動

產生擷取規則；第二部分稱為 Extractor(參見圖

7)，為擷取程式的單元，是為驗證擷取規則的可用

性及適用能力範圍，而實作出一套擷取程式，應用

擷取規則來實際進行擷取工作任務。擷取程式所發

揮的功能，也將證明擷取規則的實用性。 

 

 

圖 6. Setter 架構圖 

圖 7. Extractor 架構圖 

 在產生擷取規則單元有三項模組。第一為網

頁處理模組(依據使用者所指定的網頁網址，負責

與網際網路的該網站聯繫，讀取網頁回來、預先處

理網頁、建立網頁標籤樹狀結構圖、進行網頁結構

再處理程序)。第二為選擇資訊擷取範圍模組(依據

網頁標籤樹狀結構圖，產生可提供選擇範圍的操作

網頁介面，並且依據使用者的選擇動作，動態調整

網頁上提供選擇的資料範圍，並且在確定資料範圍

時，紀錄該資訊範圍的網頁結構路徑。其中以加入

邊框來限定資料範圍，參見圖 8)。第三為設定擷

取條件模組：在想要擷取的網頁區域中，提供更詳

細的過濾與篩選功能，設定將該區域的資料轉化為

適當的結構性資料的規則，所謂結構性資料也就是

存放至資料庫中，以利於其他更進一步的運用。 

 
圖 8. 選擇資料擷取範圍模組介面 

 擷取程式單元實作上有三個模組。第一個是

擷取工作模組(擷取工作模組是本單元的主要模

組，其實就是擷取程式的主體。當擷取工作模組被

網頁處

理模組 

 

指定

之 

網頁 

設定擷

取條件

模組 

選擇資訊

擷取範圍

模組 

擷取 

 

規則 

擷取工作 

模組 
擷 取 指

令 

資訊呈現 

模組 
排程模組 

擷 取 結

果 
資料庫 

使用者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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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而開始運作時，會依照所讀進的擷取規則，到

指定網址將網頁取回，並在網頁中找出指定區域，

將區域中的資訊依據設定而轉換成結構性資料，存

放至指定的資料表格中)。第二個是排程模組（排

程模組提供時間排程的設定，可以讓擷取程式定時

去檢查指定網頁中的資訊，將更新的內容補充進資

料庫中。有些擷取資訊並不是一次就足夠的，有時

需要長時間的收集、或者是定期更新資料，例如氣

象資訊、股市收盤、每日匯率、新聞公告等）。第

三個是資訊呈現模組（系統所擷取回來的資訊，要

能夠看得到才算是真正發揮作用，本研究設計此模

組，簡單地呈現每個表格所儲存的資訊，讓使用者

能作進一步的處理與運用。透過本系統，已將網頁

上半結構性或非結構性的資料轉化為結構性的資

料庫資訊，所以很容易作進一步的利用，例如資訊

整合或資訊再萃取等。） 

 在實際操作上，使用者可簡單經由下圖９輸

入欲擷取的網址與描述，然後經由圖８來選取資料

擷取的範圍，再經由簡單的設定欄位、資料庫名稱

後，即可得到圖１０。 

 

圖９. Setter 指定網址畫面 

 
圖 10. Extrator 檢視擷取結果畫面(表格類) 

在評估方面，與WIEN系統評估WIEN[4]系

統是運用歸納法則，透過樣本來學習擷取規則。在

該研究的評估中，WIEN系統以實際網站擷取的結

果來作為評估其系統的可用性與有效性。從該研究

的評估結果看來，有效擷取的比率為70%，而本系

統Webtract同樣依照該研究中所列的網站，實際

測試擷取的效果，來比較Webtract的效能是否能

達到同樣的功效。在評估當中，由於有些網站已不

存在，或者有些網站已經導向另一個網站而格式已

經相異，無法確定WIEN系統是否對於這些已經

變更的網站具有同樣的評估的結果，所以為了公平

性，扣除這些網站，挑出實際有效的測試網站，一

共有十一個網站，表 2是測試的結果。在表２中，

X代表無法正確有效擷取，而 V則是代表可以成功

擷取，計算出成功擷取的比率，本系統Webtract

以 90%的成功率略勝一籌，顯示本研究的設計，

有顯著的可用性與有效性。 

表 2 擷取網站測試比較表 

網站 WIEN Webtract 

 CNN Search  X V 

 Yahoo People Search V V 

 NEWS.COM V V 

 Internet Travel Network X V 

 Monster Job Newsgroup V V 

 Electronic Journals & 

Newsletters 

V V 

 Ultimate Band List V V 

 Democratic Party Online V X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X V 

 Bibl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V V 

 U.S. Tax Code On-Line V V 

成功擷取比率 (%) 72% 90% 

 

5.結論 
 
 本文介紹了一個新的網頁擷取程式自動產生

的方法以及依此方法設計的網頁擷取程式自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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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器：Webtract。此方法利用HTML標籤結構樹，

來幫助定義擷取規則而且此擷取規則也能適用於

許多不同類型的網站設計。此方法也提供互動且直

覺式的介面來自動地產生擷取規則，使用者也不必

去了解和學習如何製作擷取規則。 

由於上述的系統特性，Webtract(網頁資料擷

取程式產生器)，將會是網路學習的好工具。使用

者只要使用此操作簡單的互動式介面，即可設定要

擷取的資料，並且可以經由設定排程的功能，程式

將會自動的替使用者定時到相對應的網站上依設

定好的擷取規則來擷取資料並存入資料庫，而使用

者只要使用查詢介面即可獲得到最新最正確的資

料。在這資訊爆炸、十倍速的數位時代，要達到數

位學習的效果，不但要有充足、正確的資料，資料

擷取的速度更是要快速，在數位學習的時代不能再

用手動來擷取資料，應該要運用好的工具來輔助數

位學習，我們認為 Webtract(網頁資料擷取程式產

生器)， 將會是一個很好的數位學習的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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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資料探勘(Data Mining)是用來在大量的資

料中找出有用的規則，近年來電子商務和網際

網路的興起，使得 Data mining 的技術也被應用

於發掘網頁上各種有用的資訊。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建立一個自動調整網

站架構方法，首先我們利用一個分析工具 WUM

來分析網站存取紀錄檔，對於所得到資料(也稱

為型樣 Pattern)利用 Greedy Algorithm 加以萃取

出對網站最有利的部份，並將其分析結果轉入

資料庫中存放。 

 

最後在網頁設計時將網頁上的超連結設計

為「動態的超連結」，也就是由資料庫中讀取

Mining 後的結果，以決定超連結的位置，如此

就能達到自動調整網頁架構的目的。 

 

關鍵詞：網頁探勘，網頁使用探勘 

Greedy Algorithm，網站架構調整 

 

1. 前言 
網頁探勘(Web Mining) 是 Data Mining 的

一種應用，又可以分為網頁內容探勘 (Web 

content Mining)和網頁使用探勘 (Web Usage 

Mining)。網頁內容探勘主要是針對網頁的內容

做資料探勘，主要的應用在於分析網站的內容

和加強網站搜尋資料的能力(例如搜尋引擎)。網

頁使用探勘主要是利用網站的存取紀錄檔 

 

 

 

(Web log)來分析網頁使用者的瀏覽行為，以便

管理者能據以了解網站運作的情形，進而調整

網站的架構，使其運作更有效率。 

 

但目前為止，大部份的網站架構調整仍然

是根據分析後的數據或資料以人工調整，因此

我們可以加入自動化的調整機制來動態調整網

站的架構.，使得網站的架構更符合瀏覽者的實

際需求。 

 

2. 文獻探討 
 

Web Usage Mining 的應用可分為以下方向： 

 

2.1 分析網站流量 

 
Web log 中紀錄了某次存取的網頁名稱

及大小，如此就可以由其中分析網路流量的

週期性，在[1]的研究中，就是由 Web log 當

中找出一週內各天網站流量的變化，並分析

其意義，此方面的研究可應用於網站頻寬的

調整與規劃上。 

 

2.2 提昇網站的存取效率 

 

由分析 Weg log 檔的過程中我們可以了

解，那些網頁和檔案是比較受到瀏覽者歡迎

的，或者是存取率比較高的，如此就可以將

網站的 Proxy (快取伺服器) 或 Cache 中盡量

放置此類檔案，例如[2][3]的研究就可以藉由



分析 Web log 來預測受歡迎的網頁，以決定

Cache 中放置網頁的優先次序。  

 

2.3 分析或預測瀏覽者的瀏覽行為 

 

這是目前大部份 Web Usage Mining 的

研究主題，Robert Cooley et. al. [4][5] 是早期

提出這方面概念的學者之一。有一些研究是

在改善或提出一些新的演算法[6][7]，以改進

分析的效率。另外本文所使用的系統工具

WUM [8][9][10] 則以 Aggregate tree 為理論

基礎，並使用類似 SQL 的 MINT 語法對 Web 

log 進行分析，進而得到我們有興趣的型樣

(Pattern)。． 

 

2.4 WUM 的基本架構及演算範例 

 

本研究所用到的系統工具稱為 WUM，WUM

的主要理論是基於 Aggregate Tree ，假設一個網

站有如下五個瀏覽者的瀏覽歷程(Session)，其中

a, b, c, d, e, f, h 為網頁代號。 

 

表 1 : WUM Aggregate Table 

No Session Sequence Appearances

1 ab (a,1)(b,1) 40 

2 ac (a,1)(c,1) 20 

3 abcde (a,1)(b,1)(c,1)(d,1)(e,1) 30 

4 bcbf (b,1)(c,1)(b,2)(f,1) 5 

5 abdfhe (a,1)(b,1)(d,1)(f,1)(h,1)(e,1) 10 

 

 

以第 1 個 Session－ab 為例，其中(a,1)中的 1

代表網頁在瀏覽歷程中的發生次序，40 代表此種歷

程在網站紀錄檔中發生了 40 次，我們將表 1 整理

成以下的 Aggregate Tree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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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WUM Aggregate Table 

 

我們利用以上的 Aggregate Tree 圖為例，

假設要找出符合如下條件的路徑。 

1. 第一個網頁 X 出現的比率大於 85% 

2. 由 X 至 Y 網頁出現的比率大於等於 80% 

3. 由 X 至 Z 網頁出現的比率大於等於 40% 

(其中 X,Y,Z 三個網頁代表網站中的網頁，可能

是 a,b,c,d,e,f,h 中的任一個)，們可以使用如下的

WUM MINT Query 語法找到最佳路徑。 

 

SELECT  T 

FROM NODE AS X,Y,Z 

      Template X*Y*Z AS T 

WHERE  X.Support >=85 

AND (Y.Support / X.Support) >= 0.8 

AND (Z.Support / X.Support) >= 0.4 

 

舉例而言，一個購物網站的管理者就可以

藉由以上方法，要找出由「產品選單」網頁到

「產品介紹」網頁然後到「訂單確認」網頁的

歷程中符合條件的是那些路徑和網頁，從而了

解那些產品是瀏覽者最有興趣的。執行 MINT

語法後會產生一個文字檔(txt)，以供使用者分析

所得到的資料。 



 

3. 研究方法 
 

3.1 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網站紀錄檔(Web log )為資料來

源，運用 WUM 為分析工具，將瀏覽者的瀏覽行

為加以分析得到瀏覽型樣。網站紀錄檔的來源是

由網頁伺服器自動產生，例如 Windows NT 的 IIS 

或 Linux 的 Apache 伺服器，以下為一個典型的

Apache Web Log 紀錄。 

 

203.73.107.1 - - [28/Oct/2001:10:20:52 +0800] 

"GET /books.htm HTTP/1.1" 200 3586  

 

 203.73.107.1 代表瀏覽者的 IP 位址。 

 [28/Oct/2001:10:20:52 +0800] 代表瀏覽者進 

入網站的時間。 

 GET 代表瀏覽端的動作，讀取網頁。 

 Books.htm 代表讀取的網頁名稱。 

 HTTP/1.1" 200 代表通訊協定及訊息代號。 

 3586 代表網頁資料量的大小。 

 

    在分析網站的使用狀況上，使用 Web log 並不

是唯一的選擇，也可以使用 Cookies 和會員紀錄，

我們以下表分析其優缺點： 

 

表 2 : 各種瀏覽者行為的資料來源比較 

 
優點 缺點 

Web log 

網 站 自 動 產
生，不需另外
設定 

瀏覽者若透過防
火牆或 Proxy 則無
法了解其真實身
分 

Cookies 
可以了解瀏覽
者身分，但只
限電腦名稱。 

可能有侵犯隱私
權爭議，且瀏覽者
可將此功能關閉 

Member 

可以了解真實
瀏覽者身分 

瀏覽者可能不願
意加入會員，且加
入者身分可能造
假。 

 

由上表可知如果管理者不考慮瀏覽者的真實身

分，Web log 是比較適合拿來作為分析瀏覽型樣

的資料來源。 

 

3.2  Data Cleaning 
 

接下來再透過 Data Cleaning 進一步去除一

些 Noise (異常)的型樣，以避免影響正常的分析

結果，並將結果存入資料庫。通常在 Web log 中

會有一些紀錄是我們在進行 Mining 時所不需要

或不感興趣的，例如網頁中的圖形檔，因為目前

的網站為了增進視覺效果，往往在網頁中大量插

入圖形，例如 gif 和 jpeg 圖形，這些圖形檔在載

入網頁時會隨著網頁本身一起被載入而且會留

在 Web log 紀錄中，因此我們在 Mining 前必需先

排除此類圖形檔，才不會造成錯誤的分析結果。 

 

我們所採用的分析工具 WUM 可以將這些

Noise 資料事先排除，而且可以設定欲排除的資

料型態，例如除了圖形檔外可以一起將其他會影

響 Mining 結果的多媒體檔案，例如 mid, mpeg, 

mp3 等格式之檔案去除，但如果要分析的網站是

專門提供圖形或多媒體服務，則可以將此去除

Noise 資料的功能關閉。 

 

3.3 分析並產生型樣 

 
將不必要的資料去除後，WUM 即開始分析

資料並產生型樣，在此我們可以將預先設定好的 

WUM MINT 語法存入檔案中，並設計成定期啟

動這些 MINT 指令，例如每日凌晨 05:00 執行一

次  (或者網站流量最少的時段)以減少系統負

荷。WUM 分析後的所得的資料型態為文字檔，

在此我們必須將此文字檔轉化為資料庫欄位並

存入資料庫中。 

 

3.4 利用 Greedy Algorithm 萃取資料 

 
WUM 分析後得到的資料，可視為一群型樣

(Pattern)，這些型樣只呈現出一些規則，例如由 A

優
缺

點方
法



網頁經過 B 網頁最後到達 C 網頁總共有多少規

則，如果要從中再找出最有利的規則，必需使用

其 他 方 法 來 萃 取 ， 在 此 我 們 採 用 Greedy 

Algorithm 來達到此目的。 

 

Greedy Algorithm 的簡單定義為：當面臨一個

多重選擇時，都做眼前最有利的選擇[15][16]，我們

以下列圖形舉例說明： 

 

 

  圖 2 : 一個簡單的路徑選擇 

 

 假設我們要選擇 V0 到  V3 最佳的路徑，依

Greedy Algorithm 最佳的選擇為 1 + 2 + 4 = 7。但不見

得每一個案例都可以如此容易找到結果，我們再以下

列的圖形舉例說明： 

 

 

  圖 3 : 一個複雜的路徑選擇 

 

 我們一樣選擇 V0 到  V3 最佳的路徑，依 

Greedy Algorithm 結果如下： 

   

V0        V1.2         V2.1        V3 = 23 
 

但 23 並不是最佳路徑，因為從 V0  V1.2 找到

最佳的路徑並不代表由V1.2出去一定可以找到最佳路

徑，要解決以上問題我們可以利用如下方法。 

 

(1) 第一個方法將每個可能路徑的 Stage 都算一次，

然後由其中找出最小的。此方法雖然簡單而直

接，但路徑多時會造成系統極大負擔。依此方法

必需計算 9 次才能找到最佳路徑。 

 

(2) 第二個方法首先必需建立如下三個表，將各 Stage

的路徑依 Count 大小排列出來。 

 

 

 

 

 

 

 

 

 

 

 

 

 

 

 

 

 

 

 

然後，由 Stage 0  Stage1  Stage2  

Stage3 開始由小到大尋找下一個對應的路徑，並

將其 Count 值加總，然後與同階層其他路徑 Count

值的和，以及下一階層的最小可能值做比較，如

果比兩者都小，就代表已經找到最佳路徑而不必

再往下找。我們試舉例如下： 

 

 

1 9 13 

表 3.1 Stage0－Stage1 

Session Count

V0  V1.2 1 

V0  V1.1 3 

V0  V1.3 5 

V0  V1.4 7 

表 3.2 Stage 1－Stage2 

Session Count

V1.1  V2.1 2 

V1.4  V2.2 2 

V1.1  V2.2 3 

V1.4  V2.3 4 

V1.3  V2.1 5 

V1.3  V2.3 7 

V1.2  V2.1 9 

V1.4  V2.1 10 

V1.2  V2.2 16 

 
表 3.3 Stage2－Stage3 

Session Count 

V2.2  V3 1 

V2.3  V3 2 

V2.1  V3 13 



 

我們發現第四次的 Total Count 為 6 比同一

層 V0 V1.1 V2.1 V3=19 的路徑小，也比下一層

的最小可能值 5+2+1=8 要小，因此我們可以認定

最短路徑為 V0 V1.1 V2.2 V3 = 6 因此在第四

次就找到最佳路徑。此時我們再將分析結果存入

資料庫中，以做為網站架構更新所需的資料。 

 

3.5 更新網站架構 

 
最後利用 ASP(Active Server Page)動態伺服網頁

定期讀取資料庫內的網頁連結資料，並定期更新網站

的超連結，以達到調整網站架構的目的。以下是部份

的 ASP 程式碼片段： 

 

<p><a href="% product1_url %">% product1_name % 

</a></p> 

 

其中 product1_url 代表資料庫中某一產品的網頁

位址例如“computer1.htm”  product1_name 代表資料

庫中某一產品的名稱，例如 “筆記型電腦”，當然文

字的超連結也可以設計成圖案方式的連結。 

 

以往此種網站更新動作必需先以人工判讀資料

(例如排名)，再由管理者手動更新超連結[11]。今後

只要啟動自動更新機制就可以由網站本身依照

Mining 後的結果自行更新網站連結。 

 

以 Web Usage Mining 代替網站內的點選或購買

排名會更為客觀，因為 Mining 的結果代表所有瀏覽

者在網站內的 “行為”，而購買排名可能只是會員或

忠誠支持者的行為。 

 

4. 系統架構  
 

綜合以上方法我們整理出以下的系統架構圖 

 
圖 4 : 系統架構圖 

 

5. 未來研究方向 
 

(1) 將本研究加入類神經網路方法，以學習並預

測瀏覽者可能下次會走的路徑，使得網站不

但能根據瀏覽型樣來調整架構，更可以加入

預測機制，使網站具有智慧型調整架構的功

能。 

 

(2) 現在的服務業都強調 CRM(客戶關係管理) 

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將可以應用於電子商

務網站的 CRM 機制上，使得網站能更貼近

客戶的需求。例如客服性功能的網站或網

頁，必需經常修正資料內容及網頁架構，就

可以利用本研究所提供的功能，以達到更快

速而精準的服務。 

 

6. 結論 
 

Web Usage Mining 是在研究網頁瀏覽者的

路徑和行為模式，然而以往的大部份研究均集中

在改進發掘型樣的演算法和效率上。在此我們提

出了一個自動更新網站架構的方法和構想，使得

網站的架構能夠跟隨瀏覽者的偏好行為而自動



調整，如此不但可以大量節省網頁更新的人力和

時間，也可以盡量減少因為主觀因素造成的誤

判。我們希望下一步能使網站具有自動學習及預

測顧客行為的能力，並據此自動調整其架構，以

達到建立一個「智慧學習型」網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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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Trends and Techniques 

 

 

 

 

Abstract 

The bandwidth for previous IP backbone networks 
deployed by ISP or regional network center has been 
limited to 45 Mbps. Current and future IP networks 
provide bandwidth ranging from 155 Mbps to 2.4 
Gbps. Thus, due to emerging network technologies, 
the capacity and scalability of proxy caching server 
will become a problem. there is a growing trend 
towards outsourcing content distribution to 
commercial hosting services such as Speedera, 
Digital Island, Akamai's FreeFlow and others. The 
major content provider and related companies 
construct and maintain their own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CDN) that cache or replicate content as 
needed to meet demand from clients across a wide 
area. In this paper, we have introduced current 
state-of-the-art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request 
routing alternatives including content replication or 
mirror site, web caching proxy server and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We investigate the techniques, 
architectures and functions provided with each of the 
alternative choice. 

Keywords: 

Proxy Server,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CDN, 
CDN Broker, CDN Peering, Request Routing 

1. Introduction 

1.1 Internet content delivery 

The exponential growth of the Internet and 
World Wide Web is causing a great demand of 
network bandwidth and server capacity. Which leads 
the consequence that the traffic on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networks also grows exponentially. 
From the prevalent usage of the WWW, it means that 
people need much more bandwidth to meet the 
requests. Network administrators are facing with the 
difficulty of the cost to provide more network 
bandwidth and server capacity. Without any action, 
the network will become congested and the load of 
web server will be unacceptable high. Both effects 
will cause increasing latency.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experience long waiting time to get the 

requested objects through the network. Of course, we 
can always think of upgrading circuits for a higher 
bandwidth and buying faster server. Since demand is 
also always growing, this solution is almost always 
economically impracticable as compared with the 
short or medium term benefits.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many alternatives 
were proposed to ease the problem mentioned above. 
These alternatives, to name a few, include caching 
FTP server [1] proposed by Mark Russel et al. by 
analyzing the log files generated by the UK National 
web cache and by a number of origin FTP sites they 
provide evidence that an FTP proxy cache with 
knowledge of local (national) mirror sites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amount of data that needs to 
be transferred across already overused networks; a 
satellite-based web content multicast and replication 
system [2] which propose a two-tier web caching and 
replication system, called the INTELSAT Internet 
Delivery System (IDS) to provide access to global 
Internet; [3] proposed a portable representation of 
Internet content channels in I2-DSI which emphasis 
the replication of servers to provide identical services 
and transparent resolution of client request to the 
most proximate replica. In [4], a FTP mirror tracker 
was proposed to enable transparent, user-controlled 
redirection to the nearest FTP mirror sites, which are 
exact replicas of the original source. The redirection 
can be achieved by using a web cache server or by an 
HTTP request to the FTP tracker directly. 

1.2 The problems 

Proxy caching server have been proved an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the network traffic and to 
reduce user latency. Today, most ISPs and 
organizations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have been 
installing caches to reduce the network bandwidth 
and decrease the latency to their users. However, 
caching proxy server does not come for free and there 
are still open issues relating to it. The bandwidth for 
previous IP backbone networks deployed by ISP or 
regional network center has been limited to 45 Mbps. 
Current and future IP networks provide bandwidth 
ranging from 155 Mbps to 2.4 Gbps. Thus, due to 
emerging network technologies, the capacity and 
scalability of proxy caching server will becom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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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Although cooperative proxy caching server 
are proved to be an effective solution, there is also 
cost benefit trade-off between expanding network 
bandwidth and upgrading the capacity of caching 
server.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growing trend 
towards outsourcing content distribution to 
commercial hosting services such as Speedera [5], 
Digital Island [6], Akamai's FreeFlow [7] and others. 
The major content provider and related companies 
construct and maintain their own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CDN) that cache or replicate content as 
needed to meet demand from clients across a wide 
area. 

CDN offers compelling benefits to web sites and 
other content providers even as the price of wide area 
network bandwidth declines. The CDN services 
maintain the networks and data centers to serve the 
content; these share resources offer economies of 
scale and allow the service to dynamically adjust 
content placement, request routing and capacity 
provisioning to respond to demand and network 
conditions. The CDN protects the content provider 
from unpredicted demand surges or unnecessary costs 
for excess capacity. Recent extensions to CDN 
services are directed at serving media streams and 
other resource-intensive content. 

2.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2.1 An overview of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CDN is an architecture of web-based network 
element arranged for the objective of efficient 
delivery of web content. Since web content includes 
any of the various forms of data items that can be 
distributed via the web, CDN has been used primarily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heavily requested graphic files. 
In the absence of CDN or proxy, all requests for web 
content go to the origin server named in the host part 
of the URL identifying the content. Although such an 
origin server may in fact be implemented as a large 
farm of server machines, those machines are usually 
in a single small geographic area. All of those 
machines may be far from a given client. 

A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in contrast, has 
multiple replicas of each content item being hosted. 
A request from a browser for a single content item is 
routed to the specific ideal replica, where ideal means 
that the item is served to the client quickly compared 
to the time it would take to fetch it from the origin 
server. Static information about geographic locations 
and network connectivity is typically not sufficient to 
do a good job of choosing replicas. Instead, a CDN 
must incorporate dynamic information about network 
and load on the replicas, routing requests so as to 

balance the load. Thus, a CDN is effectively a 
collections of widely dispersed caches, which are 
potentially populated by a means other than the 
requests from client and being coordinated by a 
mechanism that routes client requests to an ideal 
cache. 

Content delivery services move content closer to 
the end user and ensure a fast, guaranteed, and locally 
relevant customer experience capable of distributing 
all major content types, including streaming media, 
authenticated content, and dynamic content. 
Mirroring allows customers with non-cacheable 
content to better reach global end users by replicating 
their content directly in country. Examples of 
non-cacheable content include authenticated ftp files, 
authenticated web sites, and encrypted and 
compressed software packages. Content is then 
delivered live worldwide simultaneously. End users 
accessing the content are transparently directed to the 
nearest mirrored site, making their online experience 
consistent, reliable, and fast. 

Mirroring and caching provide additional 
redundancy in the unlikely event of a network failure, 
so the end user is always routed to the closest 
geographic location. Likewise,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istance a transmission has to travel and 
response time. Commerce content distributors 
improve latency by establishing a physical presence 
in a local location close to the actual end-users. 

 How do mirroring and caching offer a more 
flexible service platform? Current models for 
deploying IP applications on a global scale 
necessitate the use,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of 
multiple, widely dispersed servers and hosting 
facilities. These complexities make it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o deploy and 
manage applications across the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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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architecture of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2.2 A typical system architecture of 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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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ypical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diagram 
is depicted in. The main component are redirection 
scheme which redirect request from user browser to a 
"good" content replicated server based on a few 
matrices and the function block of the management of 
content replication which do the house-keeping work 
of the origin server and the replicas. The CDN itself 
is an overlay network on IP network. The content 
replicated server is usually geographically distributed 
server on global Internet. The redirection scheme was 
described in next section in detail. 

3. Request Redirection Scheme 

Clients can be redirected to servers with several 
different methods. For example, the origin server 
could redirect clients using the appropriate HTTP 
reply codes, the client could be given a list of 
alternative content servers, or the system could use 
other mechanisms, such as DNS redirection. These 
different mechanisms have all different overheads on 
the user-perceived performance. The DNS redirection 
scheme is currently widespread use in the real world. 
From [10], Request Routing technique is used as a 
vehicle to extend the reach and scale of CDN. There 
exist multiple Request Routing mechanisms. At a 
high-level, these may be classified as: DNS Request 
Routing, transport layer Request Routing, and 
application layer Request R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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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Scenario of DNS request 
routing. 

3.1 DNS based request routing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function of DNS based 
request routing, a mechanism of interception of DNS 
to a specialized CDN's DNS is required in the normal 
DNS resolution process. The DNS of CDN is capable 
of returning a different set of A, NS or CNAME 
records based on user-defined policy, metrics or 

combination of both. In the case of a record is 
returned, it works as the normal process of requesting 
an object. If multiple A records are returned, it works 
in a round-robin style to use the A records. NS and 
CNAME provide with multi-level resolution. In this 
approach, multiple requesting routing DNS servers 
can be involved in a single DNS resolution. It allows 
one to distribute more complex decision from a single 
server to multiple more specialized request routing 
DNS servers. 

3.2 Transport layer request routing 

At the transport layer, finer levels of granularity 
can be achieved by the close inspection of client's 
requests. In this approach, the Request Routing 
system inspects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in the first 
packet of the client's request to make replicas 
selection decisions. The inspection of the client's 
requests provides data about the client's IP address, 
port information, and layer 4 protocol. The acquired 
data could be used in combination of user-defined 
policies and other matrices to determine the selection 
of a replica that is better suited to serve the request. 
The overhead associated with transport layer request 
routing makes it better suited for long-lived sessions 
such as FTP and RTSP (Real Time Streaming 
Protocol). However, it also could be used to direct 
clients away from overloaded replicates. In general, 
transport layer request routing can be combined with 
DNS based techniques. As stated earlier, DNS based 
methods resolve clients requests based on domains or 
sub domains with exposure to the client's DNS server 
IP address. Hence, the DNS based methods could be 
used as a first step in deciding on an appropriate 
replica with more accurate refinement made by the 
transport layer request routing system. 

3.3 Application layer request routing 

Application layer request routing system 
performs deeper examination of client's packets 
beyond the transport layer header. Deeper 
examination of client's packets provides fine-grained 
request routing control down to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objects. The process could be performed in 
real time at the time of the object request. The 
exposure to the client's IP address combined with the 
fine-grained knowledge of the requested objects 
enable application layer request routing system to 
provide better control over the selection of the best 
replica. 

4. Future Trends 

Recent development of CDN has gradually obtained 
the content provider's attention, as a result many 
content delivery critical cooperation are turn to be the 
customer of CDN. The innovation of CDN will 
inevitably confronts with the problem of content 



 

4 

 

distribution network interconnecting problem. 
Internet draft RFCs [8-14], are addressing the 
interconnecting CDN and peering problem. In this 
section, we study the content interconnecting and 
peering requirement and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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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topology of a typical CDN 
internetworking environment. 

4.1 System architecture of content 
internet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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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ystem architectural elements of content 
peering. 

CDN is an overlay network defined as a set of 
connected CDN network elements layered onto 
existing underlying networks. Thus, Content 
Internetworking involves the interconnection of the 
individual CDN administrative domains through 
content gateway protocols and mechanisms. CDNs 
are comprised principally of four core system 
elements: the request routing system,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the accounting system and surrogates. In 
order for CDNs to peer with one another, it is 
necessary to interconnect several of the core system 
elements of individual CDNs. A typical system 
topology of interconnected CDN is illustrated in. The 
interconnection of CDN occurs through network 
elements called Content Peering Gateways (CPG). 

4.2 CDN peering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illustrated in Figure 4 is 
comprised of 7 major elements, 3 of which constitute 
the Content Internetworking system itself.  The 
peering elements are request routing peering system, 
distribution peering system, and accounting peering 
system. 

 The origin delegates its URI name space 
for objects to be distributed and delivered 
by the peering CDNs to the request 
routing peering system. 

 The origin injects content that is to be 
distributed and delivered by the peering 
CDNs into the distribution peering 
system. 

 The distribution peering system moves 
content between CDN distribution 
systems. Additionally, this system 
interacts with the request-routing peering 
system via feedback advertisements to 
assist in the peered CDN selection process 
for client requests. 

 The client requests content from what it 
perceives to be the origin, however due to 
URI name space delegation, the request is 
actually made to the request routing 
peering system. 

 The request routing peering system routes 
the request to a suitable surrogate in a 
peering CDN. Request routing peering 
systems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via 
feedback advertisements in order to keep 
request routing tables current. 

 The selected surrogate delivers the 
requested content to the client. 
Additionally, the surrogate sends 
accounting information for delivered 
content to the accounting peering system. 

 The accounting peering system aggregates 
and distills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nto statistics and content detail records 
for use by the origin and billing 
organization. Statistics are also used as 
feedback to the request-routing peering 
system. 

 The billing organization uses the content 
detail records to settle with each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ontent distribution 
and delivery process. 

5.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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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paper, we have introduced current 
state-of-the-art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request 
routing alternatives including content replication or 
mirror site, web caching proxy server and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We investigate the techniques, 
architectures and functions provided with each of the 
alternative choice.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chapter are as follows. 

● To report the current state-of-the-art content 
delivery alternatives. 

● The benefits provided by these alternatives. 

● Point out the related issues in each alternative 
which help researcher to dedicate on specific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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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語音呈現模式導讀網頁文件之研究 

Research on Web Accessing with Aural Rendering Model 

葉耀明、黃英旗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系 

摘要 

自從網際網路發展以來，傳統的瀏覽器

軟體只能以視覺型態來呈現網頁資訊，即使搭

配現有的商用語音導讀軟體，還是無法以聽覺

型態來呈現正確的網頁資訊，甚至還會引發資

訊認知的誤導。 
本論文提出一套語音呈現模式（Aural 

Rendering Model，ARM），並且實作出一個語
音呈現模式設計家（Aural Rendering Model 
Designer，AURMOD）的系統以解決上述的問
題。ARM 的設計理念是將以視覺形式呈現的
網頁資訊，自動加入適當的語意資訊，轉換成

以聽覺形式呈現的語音文件，並搭配現有技術

成熟的語音合成器，將網頁文件內的資訊以語

音形式導讀給一般人或視覺障礙者來聽取網

頁內的資訊。 

關鍵字：可擴展標籤語言應用、語音呈現模

式、語音瀏覽器、網路可及性 

1.  簡介 
近年來社會各界慢慢注意到身心障礙者

在生活、學習、工作等方面的權益，希望能夠

建立一個無障礙的社會環境。因此電腦科技逐

漸使用於輔助科技上，政府也逐漸重視身心障

礙者使用電腦的需求，積極推動無障礙電腦設

施以及電腦輔具的設置與研發。網路可及性

（Web Accessibility）【5】儼然成為一個重要
的議題。近年來國外有些研究提倡「完整網路

存取」（Universal Web Access）的概念【18】，
目的是希望不論一般人或身心障礙者，都能夠

非常方便地透過全球資訊網取得完整的資訊

服務。 
Universal Web Access 的主要概念是透

過一些網頁的設計規範和法規條例，來達成身

心障礙者可以無障礙地在網際網路瀏覽各種

全球資訊網的網頁資訊。例如，網頁的文字可

以使用點字設備顯示出來或是用語音表達出

來；網頁上的圖片必須提供替代用文字或是輔

助說明的文字，以應付該圖片無法顯示的狀

況。國外學術界對 Universal Web Access的重
視促使許多專家學者對於『無障礙因子』

（Accessibility Factors）這方面的研究和討
論。目前已經有些網站，例如 Bobby網站【3】，
提供協助檢測網頁是否符合無障礙因子的服

務。 

在國外一些為視覺障礙者所設計，用語

音和音效來導讀網頁文件的相關研究報告

【10】【11】【12】中指出，傳統的網頁文件瀏
覽器不僅是其操作介面無法符合視障者的需

求，甚至資訊的呈現效果也常常大打折扣，反

而造成取得不足或是認知錯誤的資訊。因此根

據這些研究報告所研發出來軟體系統，都是以

符合視障者基本需求而全新打造的。除了在語

音操作介面進行改善之外，也在文件資訊的呈

現上做了大幅度資訊重建或是轉換的工作。在

圖 1中，說明了如何將網頁文件資訊呈現給視
覺障礙者的三種策略的示意圖【10】。 

 
圖 1 網頁文件的三種語音呈現策略 
第一種策略，是將網頁文件作者直接把

所想要呈現的資訊直接撰寫成語音型態的文

件。這似乎是一種最佳的策略，但網頁文件的

作者卻必須撰寫兩份文件，一份是以視覺呈現

的網頁文件，另一份以是聽覺呈現的語音文

件，反而容易造成相當多的人力資源的損耗。 
第二種策略，是直接將網頁文件的視覺

效果直接朗讀給使用者聽。好處是網頁文件作

者只需要撰寫一份視覺呈現用的網頁文件，可

避免過多的人力資源的浪費。這也是一般螢幕

閱讀機（Screen Reader）的做法。但是這樣的
做法往往無法將網頁文件中隱含的結構語意

資訊清楚地讓使用者知道，反而造成使用者會

對資訊有認知上的錯誤，以及降低閱讀網頁時

的興趣。 
第三種策略，是採取一種較為折衷的思

考方向。同樣地網頁文件作者也只需要製作一

分網頁文件，然後透過特定的軟體系統的分

析，將文件中隱含的文件結構語意資訊，納入

到語音型態的文件之中，成為語音型態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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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資訊單元之一。雖然呈現出來的效

果不能優於第一種策略，但卻能夠避免第二種

策略所造成的缺失，呈現的方式不僅能達到一

定的成效外，也能減少人力資源的浪費。因此

我們採用第三種策略來做為我們研究的基礎

方向。 
觀察過去的一些相關研究和開發出來的

語音聽寫系統【8】【13】，以及商業市場上可
見到的同類型語音導讀軟體。雖然這些系統都

提供了一些利用語音媒體呈現文字資訊的機

制，但只能做到將資訊平鋪直敘地閱讀出來。

這些系統對於 HTML格式的網頁文件並沒有
輔助機制來協助視障者閱讀資訊，遇到網頁文

件內的章節、超連結、圖片、列表、表格等等

特殊的文件結構時，也無法將網頁文件的原有

的語意資訊適當地表達出來。不僅容易造成使

用者在獲取資訊的過程中，發生資訊遺失的狀

況，甚至還會引發的資訊誤導的嚴重狀況

【10】。 
對於網頁形式的文件，是否能有更合

適、效果更佳的語音導讀機制，來幫助更多視

覺障礙者族群，或是在不利於用視覺形式取得

資訊的人，獲得原意完整無缺的資訊呢？基於

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將設計出一個合適的

語音導讀網頁文件的新機制，以解決一般語音

導讀系統容易將文件結構的語意資訊遺失的

缺點。我們將這個新機制稱作語音呈現模式

（Aural Rendering Model，ARM），而此模式
主要分成兩個研究方向： 
一、網頁物件化切割（Peeling Web Page By 
Structural Object）設計：我們將一整個以視覺
呈現的網頁當作一個文件型態的物件

（Document Object），然後依據網頁內的文件
結構加以切割，切割出不同的文件結構的物

件。而這些文件結構物件彼此之間藉由親子關

係，組成樹狀的資料結構。我們將這樣的樹狀

結構實體化成一個 XML格式的文件，我們將
這個描述此樹狀結構的語言稱做結構資訊標

籤 語 言 （ Structure Information Markup 
Language，SIML）。透過這個語言的特性，一
來可以把網頁內的文件結構的語意與內容分

離開來，二來能便利於管理該網頁內的所有文

件結構物件。我們可以利用 SIML 文件的特
性，快速地結合不同語系的「關鍵詞彙模版」，

形成不同語系的語音文件。 
二、閱讀模式（Reading Model）：利用 SIML
文件中的資訊，針對不同的文件結構，訂定出

合適的語音朗讀規則，並且將 SIML文件內不
同的文件結構元件的資訊族群，如：章節、超

連結、圖片、列表或表格，轉換成以聽覺呈現

的 JSML 語音文件【16】，進而能透過語音合
成器，清楚地把語音資訊朗讀給使用者聽，協

助使用者來獲得正確的網頁資訊。 

2.  語音合成技術和 JSML 標籤語言 
語音合成器（Speech Synthesizer）是一種

讓電腦能夠發出如同人類語音的軟體或是硬

體。語音合成器的運作過程，是經由使用者或

是應用程式，輸入文字資訊給語音合成器，語

音合成器在將文字資訊轉換為語音資訊輸出

電腦。因為語音合成器的處理過程有這樣的特

性，所以這樣的過程常被稱作為「文字轉語音」

（Text to Speech，TTS）。 
雖然語音合成器能提供電腦模擬人類的

語音，但卻無法自動判斷文字資訊所代表的涵

義，以致於無法使用正確聲調的抑揚頓挫或是

合宜的語意措辭。為此，現今的部分語音合成

技術，採用一種可控制語音合成器的輔助性標

籤，加入到要被朗讀出來的文字資訊之中。

JSML（Java Speech Markup Language）語言
【16】即是在這樣的概念下所發展出來的語音
合成標籤語言。 

JSML也是遵循 XML標準的標籤語言之
一，JSML是由 Sun Microsystems主導所制定
出來的規格，並且進一步發展出 Java Speech 
API【17】來支援 JSML 語言。JSML 最大的
特色，能在原有要表達的文字資訊內，添加一

些標籤元件，這些特殊的標籤元件能命令語音

合成器做一些語音呈現上的變化和調整，就如

一個以標籤格式表徵的機器指令，目的是用以

改善語音合成後的音質並消除語音合成後的

不自然性。以 JSML 加上網頁資訊形成的文
件，其中除了包含著同一般文章結構中的基本

單元—段落和文句的相對應標籤元件，更提供

一些可製作出變化語音性質的效果，如：特定

詞彙的發音方式、語氣強調、語氣停頓等等的

變化。 
由於 JSML並不會改變原有的文字資訊

內容，反而能夠經由使用者或是應用程式以提

供清晰的語意表達。有鑑於此，我們可針對不

同型態的文件資訊來源，經過適當的處理過程

後，轉換成 JSML語音文件，接著透過語音合
成器的語音表達能力，流暢地將各類文件資訊

內容以語音的型態呈現出來。這些文件資訊來

源的包羅萬象，如電子郵件格式的資訊、資料

庫查詢所得結果的表格資訊、網頁文件格式的

資訊比比皆是。語音合成的過程如圖 2所示。 

 
圖 2  JSML 文件的語音合成程序 

在語音合成器種類中，我們選擇系統開

發成本低廉的 IBM ViaVoice For Java【9】語音
合成器軟體做為我們實作語音呈現模式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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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平台。它不僅內建支援 Java Speech API和
JSML語言兩種功能，還有豐富的參考文獻資
源、免費試用的軟體套件和高效率的軟體更新

速度等優點。 

3.  語音呈現模式設計 

3.1  網頁物件化切割設計概念 

我們將 XHTML 語言的網頁文件切割成
八種不同的文件結構物件，其分別為「文字區

塊」、「段落」、「文件標題」、「章節」、「超連結」、

「圖片」、「列表」和「表格」八種常見的文件

結構，如圖 3所示。 

 
圖 3 網頁物件化切割概念圖 

網頁經過適當的切割之後，形成由八種

文件結構物件所組成的 XHTML物件，然後將
XHTML物件實體化成為我們定義的結構資訊
標籤語言（Structure Information Markup 
Language，SIML）所描述的新型態文件格式。 
我們發展 SIML的目的，一來是要將 XHTML
文件中隱性的結構資訊（無法直接利用網頁瀏

覽器看到的網頁資訊），轉換為顯性的結構資

訊（可利用 XML文件瀏覽器看到的），重新
賦予文件結構一個明確的涵義；二來由於

SIML文件的結構化特性，和額外提供的輔助
資訊，例如各種文件結構物件的數量以及它們

的識別號，都可以讓網頁作者很方便地管理該

網頁內的所有文件結構物件。這樣的作法除了

可以把結構資訊缺乏的問題凸顯出來之外，加

上 SIML的標籤語意清楚簡單地對映到
XHTML的標籤語意的特性，還可以讓網頁作
者可以很清楚地把缺乏的標籤資訊補足到

SIML文件內，或是讓網頁作者很輕鬆地修改
特定文件結構的內容。 

3.2  閱讀模式設計概念 
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由於每種文件架

構的特性與內部架構截然不同，要以語音的方

式來朗讀網頁文件內的資訊，勢必要針對不同

的文件架構，規劃出不同的閱讀策略，因此我

們提出閱讀模式（Reading Model）這樣的概
念，也就是不同的文件結構，應該要用獨特的

閱讀方式來朗讀出合適的語音資訊。我們為這

八種 XHTML 文件結構，設計出八種閱讀模
式。而每個文件結構，會和相對應的八種閱讀

模式，彼此之間會存在著「閱讀」（Read）的
行為模式，也就是每個閱讀模式都會針對不同

的文件結構,朗讀出適當的結構語意資訊與文
件內容，如圖 4所示。 

我們以圖 5的範例表格圖示來說明。一般
結合語音導讀軟體的傳統網頁瀏覽器，導讀出

來的語音內容大多是『區域 最高溫 北區 21 
23 中區 23 25』，會讓使用者閱讀網頁時很容
易造成困惑；然而經由我們設計出來的表格閱

讀模式，導讀出來的語音內容是『表格標題有 
標題一 區域 標題二 最高溫 標題三 最低溫 
表格內容有 內容項目一 區域 北區 最高溫 
21 最低溫 23 內容項目二 區域 中區 最高
溫 23 最低溫 25』，不僅清楚地表達出表格包
含的內容之外，也表達出表格結構的語意。 

 

圖 4 閱讀模式概念圖 

 

圖 5 範例表格 

3.3  AURMOD 系統架構 

我們根據上述概念發展的系統稱作「語

音呈現模式設計家」（Aural Rendering Model 
Designer，AURMOD），其系統架構圖如圖 6
所示。簡單來說，我們要處理的資訊來源格式

是 XHTML文件，系統將其轉換成 SIML結構
資訊文件，接著再轉換成 JSML語音文件，然
後系統會驅動系統外部的語音合成器（IBM 
ViaVoice），藉著擴音器將 JSML語音文件朗讀
給使用者聽，讓使用者也能用”聽”的方式來得
知網頁文件內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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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語音呈現模式概念流程圖 

4.  系統評估 

4.1  實驗方法 

我們根據八種文件結構來設計範例網

頁。由於章節與文字區塊和段落的性質較為接

近，因此我們只將較具有代表性的「章節」、「超

連結」、「圖片」、「列表」和「表格」這六種文

件結構設計成三個範例網頁，以及所需要問卷

樣本。 
目前 AURMOD系統只能支援英語的語

音合成模組，因此是應該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

和視覺障礙者來進行實驗，但由於環境因素的

限制，我們的實驗對象改採用國內大學院校的

學生為對象，以確保受測者有著基礎英語語文

能力和豐富的上網經驗。我們將受測者分組成

一般使用者和視覺障礙者兩組人員。除此之

外，為了排除實驗結果受到英語聽力能力變因

的影響，我們再將一般使用者分組成非英語專

業與英語專業（英語系所學生）兩組人員，以

利於實驗結果的分析。 
實驗的過程採用同一份範例網頁和問卷

樣本。開始進行英語聽力測驗時，為了模擬出

人機互動的情境，讓受測者先行得知要測驗的

題組內容，然後讓受測者同時進行閱讀問卷題

組和收聽語音資訊，不同於一般的聽力測驗的

實施過程。此聽力測驗的目的是為了分析

ARM 的設計概念是否符合使用者的需求，以
及語音朗讀的方式是否貼切，因此新的做法除

了可以降低受測者對於聽力測驗的心理壓力

之外，並且能在實驗中觀察受測者對於 ARM
的滿意程度。再者真實的生活情境中，使用者

透過語音通訊服務取得資訊的互動行為，大都

是使用者已經先知道要查詢的問題內容，然後

過濾其他資訊以取得所需要的語音資訊。 
進行測驗時，我們將三個範例網頁分成

三個階段來進行，每做完一個範例網頁的測驗

之後，才繼續下一個範例網頁的聽力測驗，以

減少實驗結果受到短期記憶的變因影響。每個

聽力測驗的階段可要求重聽，僅以三次為限。

第三個部分的題組除了回答與三個範例網頁

的文件結構有關的問題之外，額外增加兩個與

ARM構想有關的問題選項，藉此可明瞭 ARM

的概念能否滿足使用者的需求，以及輔助用詞

語的語法設計是否有需要改進的地方。最後一

個題組記錄受測者提出的相關建議事項。受測

人員回答完四個題組後，即算完成一個測驗的

程序。 

4.2  實驗結果 

我們的受測者共分組成非英語專業的一

般使用者組、英語專業的一般使用者組和視覺

障礙者三組。受測者總數為 15個人，其中 11
個人為第一組，3 個人為第二組，1 個人為第
三組。 

實驗之後，我們發現受測人員對於文件

標題、圖片和超連結這三種結構設計的滿意度

都在中等以上的評價，可見得這三種結構的設

計能夠完全將正確無誤的網頁資訊傳達給使

用者。受測者對於章節結構設計的滿意度分布

情況較為平均，而列表結構設計的滿意度則有

中等以上的評價。另外大部分的受測者 ARM
設計概念的整體滿意度都頗高，抱持著非常肯

定的態度。 
另外我們也發現當受測者本身的英語聽

力能力較佳，或是該人員是倚靠聽覺生活的視

覺障礙者，答對的機率也比一般使用者高，相

對地反映出他們對於 ARM設計的滿意度也跟
著較高。在視覺障礙者組的部分，當受測者有

著豐富的上網經驗和時常使用語音導讀軟體

來瀏覽網頁時，對於 ARM設計整體滿意度也
頗高。從圖 51 觀察之後，我們也發現大部分
的受測者的滿意程度也都在中等以上的評

價。此外我們在建議事項的部分發現，越為精

簡的輔助用詞語和文件結構的表達方式越能

幫助使用者快速獲得所需要的語音資訊，進而

提高使用者對於 ARM的整體滿意度。 
最後，我們也在建議事項內，收集了一

些受測者對於語音合成器的負面印象，如語音

的音質擬人化的效果不自然，語音的音質表現

過於呆板單調等等。關於這些與語音合成器設

計有關的負面評價，可以改採用其他語音擬人

化效果佳的語音合成器來做為新的語音平

台，將能夠改善上述兩個親和力較差的情況，

進而提高使用者對於語音合成系統的接納程

度。 

 
圖 7 文件標題結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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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圖片結構滿意度 

 
圖 9 超連結結構滿意度 

 
圖 10 表格結構滿意度 

 
圖 11 章節結構滿意度                  

 
圖 12 列表結構滿意度 

 
圖 13  ARM設計的整體滿意度 

 
圖 14關鍵詞彙的修飾設計滿意度 

 

5 結論 

本研究中我們提出「語音呈現模式」

（Aural Rendering Model，ARM）的概念，並
且實作出「語音呈現模式設計家」（Aural 
Rendering Model Designer，AURMOD）系統
來實踐 ARM的概念與語音導讀服務的實務運
用。ARM 的設計概念為了將以視覺呈現的網
頁資訊，適當地轉換成以語音呈現的語音文

件，並搭配現有技術成熟的語音合成器，將網

頁的資訊朗讀給使用者聽，協助他們取得正確

的網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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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網路研究競爭力-網路問卷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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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提供處於網際網路快速發展環 
境下的大專院校教師，如何利用網路的優勢及特性

來執行網路問卷以提昇網路研究競爭力。本研究特

別希望能對一些資訊專業背景較缺乏的教師而又

有研究壓力的大專院校教師有所助益。在積極一

面，更希望網路的普及性不僅能增加研究者競爭

力，更希望能提昇研究的品質及普及性。研究方法

採用實作紀錄講解的質性方法，以進行傳述，並分

為網路問卷製作工具、網路問卷內容規劃、網路問

卷發放的方式 – WWW上、網路問卷發放的方式– 
E-mail附件檔及回答問卷資料結果處理等單元進行
探討。本文清楚地紀錄描述研究者本身執行網路問 
卷的步驟及過程，以說明網路問卷的製作及執行在

網際網路領域裏，是有它的競爭性。研究者為非資

訊專業背景出身，但利用普及的網頁製作軟體

（FrontPage 2000）及簡單的表單製作原理及一些數
值邏輯的安排，即以成功地在WWW上執行網路問
卷並獲得寶貴的資料以進行進一步的統計分析。對

於在未來如何提昇網路研究競爭力，提出下列幾點

建議：講究網路問卷的品質、仔細考慮網路問卷內

容、併入一些網路技術（CGI或網路資料處理）將
資料能自動地轉換到統計分析軟體上、慎選網路問

卷對象及注意隨機抽樣的問題。 
 
關鍵詞：網路研究、網路問卷、FrontPage 2000 表

單製作、競爭力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及動機 
 
研究者的調查工作是隨時在進行者。有時是利

用傳統郵件、傳真機、電話及電子郵件（E-Mail）。
研究者可能是大專院校教師、行銷研究公司的職

員、或是尋求同儕意見公司的分析員。傳真機是藉

由撥接電話並將紙張（您整體問卷的內容）傳送給

對方進行的方式。E-mail的方式亦可以分為幾種方
式進行，其中一種是直接將您的問卷寄給受訪者，

另一種是邀請受訪者參觀您所設計的網站並進行

問卷的填寫。傳統郵件的方式，流程大致上是先把

問卷印出來並裝訂整齊、準備夠用的信封、預備受

訪者的郵件貼冊及貼上郵票（好一點還需附上回郵

信封）並將大量寄出的問卷以包裹寄出。以上都可

進行資料蒐集，但那一種方法是最好的方式? 

隨著大專院校教師升等壓力及整個學術環境快

速變遷的影響，教師的職責不能光光專注於在教學

上，而作行政的教師亦意識到在繁忙的工作之餘，

如何有效的進行研究以提昇自己研究方面的能力

及著作發表，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事實上，網

際網路所帶來的衝擊及影響是可以解決上述大專

院校教師所面臨的問題。 
自從全球網際網路興起以來，對人類的生活與

行為漸漸形成重大影響，不但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

離，也加快資訊的傳播速度，更便利了人們的生活

模式。全球地區目前約有三億上網人口，另外有一

億五千萬可能在今年上網，預估在 2005年全球上
網人口可達十億人。在亞太地區，預估到 2003年
將達到兩億三千萬的規模。這樣的風潮也席捲到台

灣，根據網路調查公司 Iamasia公佈的最新台灣網
路族行為調查研究報告，台灣網路使用人口已達六

百四十萬，佔台灣總人口的 32%[1]。 
網際網路的行銷研究快速成長。以美國調查研

究組織（American Surve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CASRO）為例，在他們的 165個網路會員公司中，
將近有 1/3的公司有架設網站並且有 86﹪的公司提
供網路為基礎的資料蒐集。其中，至少有 3家擁有
1000到 170,000會員規模的公司提供線上專家諮詢
（online panels），並且至少有 5家公司提供諸如想
要知道是那些人漫游其公司網站的網站分析，是否

這些訪客是該組織所鎖定的市場，以及如何和為什

麼能讓顧客滿意所專屬的網站等資訊[2]。 
這些有前瞻的公司同樣提出一些在文獻上有

關於網際網路行銷研究所提到的優勢，諸如：（a）
快速回應（faster responses）、（b）成本較低（lower 
cost）、（c）彈性化（flexibility），以及大約有 70﹪
的高回收率（high response rates）。其中有一家公司
以快速回應為名能夠在 2個小時內，完成 1000份
顧客滿意問卷調查。該公司為此問卷調查設計了每

85人次連結的標題廣告（banner ad），他們發現 50%
的所有訪客中，點選了連結的問卷調查並且在點選

的訪客中，有 50﹪完成了問卷調查，如此亦說明完
成問卷調查的比率為 25﹪。在成本較低的案例中，
有一家公司估算大約只要給線上會員公司 15分
（cents）美元的電子郵件發出成本，是遠遠少於傳
統式郵件問卷調查的 1/10[2]。 

一些被提及網際網路問卷調查但還未獲得或

較少在文獻上報導出來的包括較高品質的回應

（higher quality responses）、較低回應者錯誤（lower 
respondent error）、較寬廣富有色彩、圖像及 3D立
體的激勵潛力（broader stimuli potential）、較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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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設計（more complex questionnaire design）、獨
特的研究工具諸如 versing、skips、rotations、piping
以及 advanced data driven intelligence、projected 
results以及線上專注小組座談（online panel focus 
groups）[3]。 

除此之外，軟體產品公司正在進行利用網際網

路的易用性與其產品結合以作為研究工具。一些公

司提供完整外包（outsourcing）流程，並且價格低
如每封郵件收取 15分美元。產品可以任意將問卷
調查轉換成多種型態包括網路為主的 HTML語言
及 Java。因此行銷研究者似乎可以不勞而獲地在網
際網路上作研究，而無須擔心技術面的複雜性。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提供處於網際網路快速發展環 

境下的大專院校教師，如何利用網路的優勢及特性

來執行網路問卷以提昇網路研究競爭力。本研究特

別希望能對一些資訊專業背景較缺乏的教師而又

有研究壓力的大專院校教師有所助益。在積極一

面，更希望網路的普及性不僅能增加研究者競爭

力，更希望能提昇研究的品質及普及性

（generalizability）。 
 
2. 文獻探討 
 
2.1 科技對於資料蒐集及調查方法的變革及
影響 
 
長久以來，即探討不同調查方法所帶來的相關 

優勢。有許多的研究將一些傳統的方式諸如傳統郵

件、電話及面對面的訪談作比較。然而，以上的方

式已漸漸地趕不上科技的進展。文獻上亦擁有的是

稀稀落落有關於較新資料蒐集諸如 E-mail、傳真及
網路型態的報導。早期的研究對研究者來說，不僅

需面對有限的預算，並且還需面對快速的科技變

遷。除此之外，一些科技的變革，使得一些小機構

的研究者可以執行較細緻的調查，而以往只能在大

機構才能運作的研究。因此研究可以拓廣到百萬家

想要知道他們顧客及供應商民意的機構。 
 既然行銷研究者持續地尋找價廉、快捷及無偏

差的資料，所以任一調查方式需涵蓋一些方向。早

期研究者建議 3種方向：效度（validity）、信度
（reliability）及實際性（practicality）。實際性通常
被稱為”效率（efficiency）”，主要是有關於資料蒐
集過程中的複雜性，其中包括成本、執行的易用

性、以及資料分析及解釋的簡易。換句話說，方法

的效率性在於研究者如何快速及如何價廉的能夠

完成資料蒐集過程的功能。 
 
2.2 資料蒐集調查方法的比較 
 
 
 

表 1. 網路廣告及電子商務 
研究者 研究內容 
Sproull 
(1986)[4] 

可以被視為第一位人員利用 E-mail作為
資料分析的媒介，低成本利用 E-mail是
主要賣點，尤其是針對大型機構環境。他

主要關心讀取 E-mail的對象能夠樂意回
覆，並且是否該方式是否與其他調查方法

同樣可值得信任。他曾經針對 Fortune列
名的 500大公司的研究發展部門及產品
發展部門員工進行三天的發信，並要求回

答一些信息中的問題。有 30位回應要求
以電子郵件收發，另外 30位要求影印文
件。他發現使用電子郵件回應的時間比要

求影印文件者只要一半的時間，但利用影

印文件回應的答案比較完整。他並進一步

指出，兩組的答案並沒有差別，而且對於

兩組媒介（電子郵件及傳統郵件）的態度

並沒有差異。 
Schuldt 
& Totten 
(1994)[5] 

他們比較傳統郵件及電子郵件的回收率

及速度，所調查的樣本包括美國大專院校

325 MIS專業及 218位行銷的教授。他們
以傳統郵件的方式調查其中 100位行銷
教授及 100位MIS教授，另外以電子郵
件的方式發信給 118位行銷及 225位的
MIS教授。他們收到 113份可使用的傳統
郵件（56.5﹪回收率）及 42封電子郵件
（19.3﹪回收率）。事實上，傳統信件的
回收率幾乎是在將近 343封電子郵件地
址中的 3倍，而且 125封電子郵件回信是
不完整及不正確。大部分的信件來自於行

銷教授。起初，電子郵件是比較快速，在

所有方式中先回來了 9封，但在一個禮拜
內漸漸被傳統郵件所取代。他們最後作結

論說：「只要電子郵件變成更標準化，收

件者更熟用於電子郵件，就向對電話及傳

真機駕輕就熟的使用，應該是會改善回收

率」。接踵而至的是電子郵件的價廉性及

速度優勢可在未來成為炙手可熱的資料

蒐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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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
（1995）
[6] 

香港大學的Tse及同儕比較較傳統郵件及
電子郵件的差異性。他們隨機選取 400位
大學裏的行政人員及教師，其中一半進行

傳統郵件寄發，另一半進行電子郵件寄

發。Tse選擇商業道德作為研究問卷調查
主題，主因是 1997年香港被中國接管，
他有高度的興趣想要了解中國公家及私

營機構腐化的程度。傳統郵件的回收率是

27﹪，但電子郵件的回收率只有 6﹪，並
且在 p = 0.0001下，達到顯著。回收平均
天數分別是傳統郵件為 9.79天及電子郵
件為 8.09天。在天數的比較上，在 0.05
顯著水準下，並沒有達到顯著。他特別指

出造成電子郵件回收率低的原因，不僅是

因為科技的新穎及不便利，因為須坐在電

腦前回應，另泰半也因為回答者顧慮到回

答的機密性，因為電子郵件回應者比起傳

統郵件回應者比較好追蹤。 
Opperma
n (1995) 
[7] 

他回顧相關電子郵件文獻，並且發現報導

的回收率分布大致由 19﹪到 73﹪不等。
在針對一項抽樣 500位美國地理學家協
會會員的第一次調查中，達到 31.8﹪的回
收，並且在第二次時達到 17﹪的回收，
總和共達到 48.8﹪的回收率。 

Palmquist 
& Stueve 
(1996)[8] 

出身於美國Minneapolis, Minnesota的行
銷研究者，他們比較線上資料蒐集及電話

訪談，他們確認一件事實就是，顧客導向

研究回應線上調查的人較為年輕且較為

富裕。他們發現線上回應者似乎比電話訪

談者更為樂意地回答問題，並且特別指出

比較樂意或許是因為調查方法新奇的緣

故，若是有更多的研究者針對他們而來，

可能會降低回收率。他們發現線上資料蒐

集比起電話訪談來得便宜及快速，但他們

認為電話訪談仍會為研究者所保留。並且

他們下結論說：「行銷研究成功之關鍵在

於選擇及應用合適的方法去做合適的工

作」。 
SurveyAn
ywhere 
（1999）
[9] 

建立於 1999年的 10月，其主要目的在於
幫助全世界想要產生及管理網路問卷的

族群。雖然與其想要達到的理想要差距，

但不庸置疑的是該網站確實幫助許多人

完成他們的家庭作業、科學研究、個人感

興趣的問卷調查或行銷研究。目前相關服

務統計資料如下： 
註冊使用者 6801 
作過的問卷 13754 
還在進行中的問卷 1334  

數博網，

（2002）
[10] 

SuperPoll 數博網是全球第一個全方位整
合「網路市場調查」、「網路收視率調查」

以及「資料採礦技術」的電子商務行銷公

司，正可提供一幅決策者所需要的商業資

訊藍圖。ISS(Internet Survey System)系統
是由數博網資訊創辦人彭文正及尹相志

設計而成。透過 ISS系統，在進行問卷調
查時，除了問卷內容設計以及分析結果之

外，都能夠用自動化的模組予以取代，也

因此讓一次調查所需要的人力大幅降

低。該 ISS系統具有五大模組：名單管理
模組、抽樣模組（隨機抽樣、系統抽樣、

階層抽樣）、製作問卷模組、發送問卷模

組及紀錄及匯出分析模組。 

蓋世引

擎，

(2002) 
[11] 

Gais搜尋引擎免費提供放置 URL，協助
完成問卷調查或是訊息傳遞。（僅供學術

單位申請）。 

e言堂
(2002) 
[12] 

e言堂 (Poll Engine)是德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AGITATE, Inc.) 所開發之中文線
上問卷調查工具，其目的在於廣泛服務華

人網路使用者，並促使“任何人均可在網

路上執行專業及有價值的問卷調查”的

理念。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於提供處於網際網路快速發展

環境下的大專院校教師，如何利用網路的優勢及特

性來執行網路問卷以提昇網路研究競爭力。為達上

述目的，本研究採實作紀錄講解的質性方法，以進

行傳述，並分為下列幾個單元加以探討： 
1. 網路問卷製作工具 
2. 網路問卷內容規劃 
3. 網路問卷發放的方式 – WWW上 
4. 網路問卷發放的方式 – E-mail附件檔 
5. 回答問卷資料結果處理 
 
4. 研究結果 
 
4.1 網路問卷製作工具 –FrontPage 2000表單 

本研究利用 FrontPage 2000的表單技術完成整 
體問卷項目製作（圖 1）。 

 
圖 1. 利用 FrontPage 2000表單技術製作網路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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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網路問卷內容規劃 
 

針對網路問卷內容，本單元再細分為基本內容

製作（選擇鈕nmlkji 的製作、下拉式功能表

博士
的製作及其他功能表的製作）及表單

資料的去向。 
 
4.2.1基本內容製作 
 

 選擇鈕nmlkj 的製作： 
 

以本問卷案例的「壓力來源」項目的第一題為

例：【吵鬧繁雜的學生問題】總共有五個等級

選項，分別是『沒有壓力』、『一點壓力』、『相

當壓力』、『許多壓力』及『極端壓力』。在實

際製作上，先在第一個等級『沒有壓力』上製

作選擇鈕，並按滑鼠兩下，此時會出現選擇鈕

內容的[對話方塊]，按照順序，第一列為[群組
名稱]，以「壓力來源」項目的第一題為例，
即可將該題命名為您較容易辨識的名字，或對

照您事先 coding的名字，以本研究為例，研究
者把該題的群組名稱定為「p1」，之後的題目
可以此類推，直到「壓力來源」項目的最後一

題「p14」。選擇鈕內容的[對話方塊]的第二列
為[數值]，此時，您可鍵入「1」以取代第一個
等級『沒有壓力』，其他等級依此類推。第三

列的[起始狀態]，可以設為「未選擇」以利作
答者後續進行選擇（圖 2）。以上是一些原則，
當然每個研究者隨著經驗及技術的累積，可以

採用不同的 coding方式。 
 

 
圖 2. 選擇鈕製作案例講解圖 

 

 下拉式功能表
博士

的製作 
 

在[下拉式功能表]對話方塊裏，[名稱]的界定
與選擇鈕一樣，就後續資料分析來講，建議還

是有一定邏輯的 coding原則，才利於紀錄正確
回答的資料。以本問卷案例來說，將【教育程

度】下拉式功能表內容選項分為『大學』、『碩

士』及『博士』，並在[已選之紀錄]下選擇[否]，
以利後續回答者作選擇。如需增加選項，可以

按[新增]，或作[修改]及[移除]的動作。通常下
拉式功能表的製作對於研究中的一些背景資

料的蒐集及分析有很大的助益（圖 3）。 
 

 
圖 3. 下拉式功能表製作案例講解圖 

 
 其他功能表的製作 

 
以上的製作原則，諸如 coding，命名及選項的 
處理，亦同樣適用於其他表單種類的製作。 

 
4.2.2表單資料的去向 
 
 製作問卷完後，需要注意表單資料的去向，就

著沒有資料庫處理及伺服器處理能力的研究者，最

簡單的方式就是將資料傳回到自己的電子信箱

裏，所以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只要清楚的界定表

單資料去向回收的 E-mail即可（圖 4）。 

 
圖 4. 以 html語法標示資料去向的 E-mail 

 
問卷發放的方式有很多種，一般來說，對於資 

訊專業不是很專精的教師們大致上可以藉由WWW
的方式或 E-mail附件檔的方式。利用WWW的方
式又可以分為個人網頁的方式或是免費刊登網路

問卷網站的方式。不過此兩種方式比起 E-mail附件
檔的方式發放來得較被動。換句話說，多半時間需

等待人們上往來回答問題，如此當然比主動發放

E-mail附問卷檔案的方式來得被動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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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問卷發放的方式 – WWW上 
 

以下是問卷發放的兩種比較被動的方式：個人 
網頁及免費刊登網路問卷網站。 
 
4.3.1 個人網頁 
  
 圖 5是一個將製作完成的網路問卷放在個人
網頁上的方式來進行問卷調查的例子。 
 

 
圖 5.以個人網站進行網路問卷調查案例 

 
4.3.2 免費刊登網路問卷網站 
 
 諸如蓋世引擎（http://gais.cs.ccu.edu.tw/）及 e
言堂（http://www.pollengine.com.tw）所提供的學術
網路問卷刊載服務。 
 
4.4 問卷發放的方式 – E-mail附件檔 
 

被動的WWW問卷結果往往較不理想， 
以較主動的方式發放給研究對象，通常可以獲得較

高的回收率。圖 6顯示相關以 E-mail附件檔執行網
路問卷的流程，該 E-mail發放程式為 Outlook 
Express 5.0。 
 

 
圖 6.以 E-mail附件檔執行網路問卷概況 

 
4.5 回答問卷資料結果處理 
 
4.5.1 資料列印及存檔 
 
 回收的郵件可以用印表機列印，妥善放置在文

件夾中，再輸入到適當的統計軟體，或是將回信存

檔，並轉為適當的文字檔以利統計軟體資料的轉檔

（圖 7 及圖 8）。 

 
圖 7.E-mail回信檔案範例 

 

 
圖 8.回信資料存檔於單一資料夾紀錄 

 

附件檔 
個人網頁網址 

回答資料 

文字檔郵件，編

號 118代表回信
者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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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結果處理–資料輸入或轉換到適當統計軟體上 
 
 文字檔郵件存檔後或是列印後，研究者可以自

行將相關資料輸入到適當的統計軟體中，或更進一

步將文字檔資料直接轉換到統計軟體上。本研究仍

是採取單純的將資料輸入轉換到 Statistica 6.0統計
軟體上，或許後續待資料庫觀念記技術成熟後，可

以簡化這一項資料轉換的動作（圖 9及圖 10）。 
 

 
圖 9.回收 E-mail資料記錄在統計軟體案例（一） 

 

 
圖 10.回收 E-mail資料記錄在統計軟體案例（二） 

 
5.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文清楚地紀錄描述研究者本身執行網路問 
卷的步驟及過程，以說明網路問卷的製作及執行在

網際網路領域裏，是有它的競爭性。研究者為非資

訊專業背景出身，但利用普及的網頁製作軟體

（FrontPage 2000）及簡單的表單製作原理及一些數
值邏輯的安排，即以成功地在WWW上執行網路問
卷並獲得寶貴的資料以進行進一步的統計分析，如

此的結果及經驗是一般傳統施測（信件、到場）所

不能比的。在整體研究過程中，不僅能獲得快速的

回應，也能省掉不必要的車資及郵費，並且也會獲

得一些專家學者的建議及正面的指正。 
 以上紀錄顯示，網路問卷確實是可行及鼓勵的

方式。但相對的對於未來利用網路作問卷必定會帶

來很大的衝擊力及影響，對於在未來如何提昇網路

研究競爭力，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1. 講究網路問卷的品質（文獻基礎、信度及效度

等問題）。 
2. 仔細考慮網路問卷內容（措詞、長短及網路禮

儀等問題）。 
3. 併入一些網路技術（CGI或網路資料處理）將

資料能自動地轉換到統計分析軟體上。 
4. 慎選網路問卷對象。 
5. 注意隨機抽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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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PROXY 負載平衡器建置策略 

 
 范修維 廖鴻圖 張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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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DSL 線路的降價讓各級學校及機關行號多
了一個拓展頻寬的方向，但是多條線路的整合仍卻
是新產生的問題。雖然現今已有整合多條線路的負
載平衡器，但是價格昂貴卻非一般機關學校所能接
受。由於大部分的學校都把 ADSL 線路當作 Web 
Proxy 使用，如果我們能在 Proxy 伺服器上作些
設定，就可以達到負載平衡的功能。先前有學者提
出一種機制，使用 n + 1 台電腦整合 n 條 ADSL 
線路，達到線路的負載平衡。這種方法可以省去高
昂的費用去購買市售的負載平衡器，但是 n + 1 台
電腦仍需要一筆可觀的開銷。本文中我們將提出一
種整合機制，僅需要使用一台電腦即可整合 n 條 
ADSL 線路，不僅可以省下不少費用，同時也可以
避免過多的電腦佔用機房的空間。只需要使用一台
電腦就可以完成數條 ADSL 線路的整合及完成負
載平衡，將使得各級學校及機關行號都可以採用這
種成本低廉的方式拓展對外的網路頻寬。 
 
關鍵字：負載平衡、代理伺服器。 
 
1. 前言 
 
 由於 ADSL 的降價，愈來愈多學校紛紛申請 
ADSL 線路連接 HiNet，作為拓展學校對外頻寬的
另一個選擇。在大部分的建置中，為了避免更動現
有的路由設定以及單純化的考量，幾乎都採用 
Web Proxy 的方式來使用 ADSL 線路。隨著頻寬
需求的增大，ADSL 線路也不斷地增加，Proxy 
Server 也隨之不斷地增加，使用者如何選擇適當的 
Proxy Server 也變成新的問題。在理想的情形下，
我們希望只需要一台 Proxy Server 就可以整合所
有的 ADSL 線路，並且讓這些線路都有負載平衡
的效果。目前市面已有整合多條線路的負載平衡器
的設備出現，但其價格卻相當高昂，用來整合廉價
的 ADSL 線路似乎非常不合算。因此，利用電腦
主機的軟體功能自行建構出一套 ADSL 線路的負
載平衡器就變成了新的研究方向。 
 
 在 TANet 2001 研討會中，學者賴守全等[1] 
提出了一種 Proxy Server 負載平衡的作法，使用
多台電腦來解決多條 ADSL 線路負載平衡的問
題。在他們的架構下，每條 ADSL 線路都配置一
台專屬的  Proxy Server，另外再額外配置一台 
Proxy Server 作為主控端，並且提供給校內師生存
取使用。當主控的 Proxy Server 收到網頁存取的
請求時，再以 Round Robin 的方式將該請求輪流
導向至 ADSL 線路專屬的 Proxy Server。這個方

法固然可以解決多條線路的整合問題，但是 n 條
線路就需要 n+1 台電腦才能達成，這也相對地提
高了建置成本。 
 
 利用 Linux 的 IP Route 2 機制[4]，並修改 
Squid[5] 的設定檔，我們成功地在一台電腦上整合
多條 ADSL 線路。在非正式的測試中，我們也發
現其整合效果與市售的負載平衡器差異不大。如果
沒有特殊需求的考量，單純就 Web Proxy 的使用
前題下，本文提供了一個成本低廉的負載平衡解決
方案。對於經費有限的學校或機關而言，這正是一
個拓展頻寬的大好機會。 
 
 在接下來的章節裡，我們首先說明建置多條 
ADSL 線路及整合多條線路的負載平衡器所採用
的網路架構。接著，我們將在第三節中詳細說明如
何利用一台電腦完成負載平衡器的建置，包括了所
需要的網路設定、路由設定以及 Proxy 設定。對
於所建置的負載平衡器之系統調校、流量觀測及線
路狀態監測相關技術，也在第四至六節作說明。此
外，針對負載平衡之議題，我們也有其它的實作方
式，將於第七節中作更多的探討。最後，我們將在
第八節作簡單的結論。 
 
2. 網路建置 
 
 圖 1 是傳統的校園內 ADSL 線路建置架構
圖，利用一台電腦執行 Web Proxy 軟體 (如 Squid) 
作為 Proxy Server，一邊連接 ADSL Modem 通往 
ISP (如 HiNet)，另一邊連接 Access Switch 供校內
使用者存取。 
 

Core Switch

ADSL
Modem

Access
Switch

Access
Switch

Proxy
Server

TANet

HiNet

PC PC PC PC  
圖 1. 傳統 ADSL 線路建置架構 

 
 在我們的建置策略中，我們會申請多條 ADSL 
線路，把這些 ADSL 線路連接在 Access Switch 
上，讓 Proxy Server 可以直接存取到每一條線
路。在連接網路時，要注意 ADSL Modem 是設定
為 Routing Mode 還是 Bridging Mode，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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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ing Mode，ADSL Modem 就可以直接接上 
Access Switch，如果 ADSL Modem 是 Bridging 
Mode，就必須先加裝 NAT 裝置 (如 IP 分享器) 
再連上  Access Switch (如圖  2)。如果多條 
Bridging Mode 的 ADSL Modem 不加裝 NAT 裝
置就直接接上 Access Switch，將可能導致無法正
常使用 ADSL 線路的結果。 
 

Core Switch

Access
Switch

Access
Switch

Proxy
Server

TANet

PC PC PC PC

ADSL
Modem NATHiNet

ADSL
Modem NATHiNet

ADSL
Modem NATHiNet

 
圖 2. 多條 ADSL 線路建置架構 

 
 在 Proxy Server 上，可以只使用一張網路卡
連接 Access Switch。但是如果要量測 Proxy Server 
的流量，最好連接二張網路卡，一張作為提供校內
師生存取的界面，另一張網路卡則作為連接 ADSL 
線路的界面。 
 

Core Switch

Access
Switch

Access
Switch

Proxy
Server

TANet

PC PC PC PC

ADSL
Modem NATHiNet

ADSL
Modem NATHiNet

ADSL
Modem NATHiNet

Access
Switch

 
圖 3. 另一種多條 ADSL 線路建置架構 

 
 另一種建置架構是將 Proxy Server 安裝二張
網路卡，一端接上校園網路的 Access Switch，另
一端則接上獨立的 Switch，用來連接各個 ADSL 
線路 (如圖 3)。這樣的建置架構較為單純，所產生
的相關問題也比較少 (見第五節說明)，但相對地必
須多提供一台 Switch 作連結。 
 
3. 系統設定 
 
 在  Squid 軟體中具有  “cache_peer” 的連接
能力，並且可以使用 “round-robin” 模式來輪流使
用。利用這個特性，我們可以只使用一台電腦就完
成多條 ADSL 線路的負載平衡功能。在我們的架
構中，如果要整合 n 條 ADSL 線路，我們就在 
Proxy Server 上執行 n + 1 個 Squid 程序，其中 n 
個 Squid 程序稱之為子程序，每個子程序專門負
責對應的 ADSL 線路之存取，最後一個程序稱之
為 Squid 主程序，用來作為使用者的存取介面。
Squid 主程序利用 “round-robin” 的方式來連接子
程序，而子程序則利用 “tcp_outgoing_address” 的
設定來指定輸出  IP 位址。藉由  Linux 的  IP 

Route 2 機制，我們可以啟動 Policy Route，讓不
同的 Outgoing Address 走不同的路由，就可以達
到負載平衡的功能。 
 
 以下我們將以本校的建置作為例子，說明如何
進行各項的參數設定。 
 
3.1 網路設定 
 
 在 Proxy Server 上我們連接了二張網路卡，
第一張網路卡 eth0 用來存取 ADSL 線路，第二
張網路卡 eth1 用來提供校內師生的存取界面。 
 
 我們讓一台  Proxy Server 控制五條  ADSL 
線路，所以在第一張網路卡 eth0 就給予相對應的
五個 IP 位址。我們建立了 eth0、eth0:1、eth0:2、
eth0:3 、 eth0:4 五 個 網 路 界 面 ， 分 別 對 應 
172.17.15.231∼172.17.15.235 五個 IP 位址。這五
個 IP 位址可以在 /etc/sysconfig/networks/ 目錄下
加以定義，也可以在 /etc/rc.d/rc.local 檔案中直接
以 ifconfig 指令加以指定。至於 eth1 則只需要使
用一個 IP 位址，我們把它設為 192.192.150.15。
五個 ADSL 所連接的 IP 分享器也都分別設定對
內及對外的  IP 位址，對外  IP 位址即是申請 
ADSL 線路時所核發的位址，至於對內的位址則分
別對應由  172.17.15.241 到  172.17.15.245 五個 
IP 位址。 
 
3.2 路由設定 
 
 要達到 ADSL 線路的負載平衡，路由設定是
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利用 IP Route 2 的 Policy 
Route 機制，我們可以指定不同的路由政策，讓不
同來源位址的網路封包走向不同的 ADSL 線路。
我們將路由設定寫在 /etc/rc.d/rc.local 檔案中，其
內容如圖 4 所示。 
 
 
ip rule add pref 10 to 192.192.148.0/22 table 10 
ip rule add pref 10 to 192.192.152.0/21 table 10 
ip rule add pref 10 to 172.16.0.0/12 table 10 
ip route add table 10 dev eth1 via 192.192.150.254 
 
ip rule add pref 1 from 172.17.15.231/32 table 1 
ip route add table 1 dev eth0 via 172.17.15.241 
ip rule add pref 2 from 172.17.15.232/32 table 2 
ip route add table 2 dev eth0 via 172.17.15.242 
ip rule add pref 3 from 172.17.15.233/32 table 3 
ip route add table 3 dev eth0 via 172.17.15.243 
ip rule add pref 4 from 172.17.15.234/32 table 4 
ip route add table 4 dev eth0 via 172.17.15.244 
ip rule add pref 5 from 172.17.15.235/32 table 5 
ip route add table 5 dev eth0 via 172.17.15.245 
 
ip route del default 
ip route del default 
ip route del default 
ip route del default 
ip route del default 
ip route del default 
 
ip route add default nexthop via 172.17.15.231 dev eth0 
ip route flush cache 
 

圖 4. Proxy Server 的路由設定 
 
 對於圖 4 的路由政策，我們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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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 校 校 內 使 用  192.192.148.0 ∼ 

192.192.159.255 共十二個 Class C 的 Public 
IP 位址，另外校內同時啟用  172.16.0.0 ∼ 
172.31.255.255 等十六個 Class B 的 Private 
IP 位址。我們把 Proxy Server 通往校內電腦
的路由都設為 Table 10，並且從 eth1 網路界
面傳給 Core Switch (192.192.150.254)。(注意
這裡使用 “to” 關鍵詞。) 

2. 對於五條 ADSL 線路，我們分別按照來源位
址 建 立 五 個 靜 態 路 由 ， 使 得 來 源 為 
172.17.15.231 的封包會由  172.17.15.241 這
條 ADSL 線路出去，其它四條線路依此類
推。(注意這裡使用 “from” 關鍵詞。) 

3. 由於我們在  /etc/sysconfig/networks/ 目錄中
建立了六個網路界面，所以會產生多個 
default route。這些 default route 都不是我們所
需要的，所以全部把它們都刪除。 

4. 設定正確的 default route 路由。我們可以指定
五條 ADSL 線路中的任何一條作為 default 
route，也可以利用 Linux IP Route 2 的 Equal 
Cost Multipath 機制來輪流使用五條線路作為
預設路由。 

 
3.3 Squid 設定 
 
 為了控制五條 ADSL 線路，我們使用了五個 
Squid 子程序來進行網路通訊，另外我們再使用一
個 Squid 主程序來提供校內師生的存取。這六個 
Squid 程序都使用相同的程式，所不同的地方只在
於 設 定 檔 的 差 異 。 Squid 預 設 設 定 檔 為 
/etc/squid/squid.conf 檔案，我們把這個設定檔分別
拷貝成 squid0.conf 及 squid1.conf ∼ squid5.conf 
等六個檔案，以作為 Squid 主程序及五個子程序
的設定檔。 
 
 在子程序的設定檔中，必須注意下列事項： 
 
1. Squid 程序會去 listen 網路的連接埠，例如 

http_port 及 icp_port，這些連接埠一定要跳
開，否則無法同時載入多個 Squid 程序。預
設 http_port 為 3128、icp_port 為 3130，我
們把這二個網路連接埠留給主程序使用，其餘
五個子程序就依序使用  (3132、 3134)∼
(3148、3150)。例如： 

 
  http_port 3132 
  icp_port 3134 
 
2. 指定  Squid 子程序輸出時所採用的  IP 位
址 。 我 們 讓 這 五 個 子 程 序 分 別 採 用 
172.17.15.231 ∼  172.17.15.235 五個  IP 位
址，由於我們已設定 Policy Route，所以這五
個 Squid 子程序將會走不同的 ADSL 線路
出去。設定輸出 IP 位址的參考指令如下： 

 
  tcp_outgoing_address 172.17.15.231 
 
3. 在我們的機制中，主要是針對 ADSL 線路作
負載平衡，而不是作為網頁的快取，所以可以
把網頁快取的功能關閉。即使要進行網頁快
取，也應該是在 Squid 主程序進行，而不是
在子程序進行。所以，我們可以把所有的內容

全部設為不可快取： 
 
  acl ALLSRC src 0.0.0.0/0.0.0.0 
  no_cache deny ALLSRC 
 
4. 同樣地，在記憶體的快取部分也不需要保留，
只要在主程序進行調校即可： 

 
  maximum_object_size_in_memory 0 KB 
 
5. 由於我們在子程序內完全不使用快取功能，所
以也不需要使用快取目錄。但是 Squid 程式
一定得指定 cache_dir，所以我們就保留了最
小空間給它，並且設為 read-only，以避免寫
入任何資料： 

 
  cache_dir ufs /var/spool/squid 10 1 1 read-only 
 
6. 在子程序內也完全不需要作任何  log 的紀
錄，留給主程序作紀錄即可： 

 
  cache_access_log /dev/null 
  cache_log /dev/null 
  cache_store_log /dev/null 
 
7. 當然，每個 Squid 子程序都應該擁有獨立的 

pid 檔案： 
 
  pid_filename /var/run/squid1.pid 
 
8. 如果無法從 DNS 解析出 Proxy Server 的名
稱，Squid 將會自行結束。為了避免這種情形
發生，可以直接使用 visible_hostname 來指定 
Proxy Server 名稱： 

 
  visible_hostname hinet.proxy.shu.edu.tw 
 

 五個 Squid 子程序的內容都可按照上述的方
式來修改，每個設定檔僅有第一、二、七項不同，
其餘內容均可照抄。至於 Squid 主程序的設定檔
差異性較大，我們詳述於下： 
 
1. 主程序的 http_port 及 icp_port 保持預設值
不變： 

 
  http_port 3128 
  icp_port 3130 
 
2. 主程序使用 cache_peer 與子程序進行通訊，
並且使用 round-robin 模式輪流進行： 

 
  cache_peer 127.0.0.1 parent 3132 3134 
no-query proxy-only round-robin 
  cache_peer 127.0.0.1 parent 3136 3138 
no-query proxy-only round-robin 
  cache_peer 127.0.0.1 parent 3140 3142 
no-query proxy-only round-robin 
  cache_peer 127.0.0.1 parent 3144 3146 
no-query proxy-only round-robin 
  cache_peer 127.0.0.1 parent 3148 3150 
no-query proxy-only round-robin 
 
3. 在節省記憶體的考量前題下，我們也把主程序
的快取功能關閉： 

 
  acl ALLSRC src 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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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_cache deny ALLSRC 
  maximum_object_size_in_memory 0 KB 
  cache_dir ufs /var/spool/squid 10 1 1 read-only 
 

4. 主程序的 pid 檔也不可以與子程序相同： 
 
  pid_filename /var/run/squid0.pid 
 

5. 主程序中應該加入存取權控制： 
 
acl SHU src 192.192.148.0-192.192.159.0/255.255.255.0 
acl SHU src 172.16.0.0-172.31.0.0/255.255.0.0 
http_access allow SHU 
 

6. Proxy Server 的主機名稱也可以自行指定： 
 
  visible_hostname hinet.proxy.shu.edu.tw 
 
7. 最重要的，不要讓 Squid 主程序直接對外抓
取網頁資料，一定要透過子程序抓取： 

 
  never_direct allow all 
 

 在  Squid 主程序及子程序的設定檔都完成
後，接著要解決開機後自動載入的問題。由於我們
已經不使用 /etc/squid/squid.conf 預設設定檔，並
且要啟動六個 Squid 程序，所以我們不能再用系
統  rc.d 中自動載入  Squid 的功能  (可以透過 
setup 程序來關閉，或直接至  /etc/rc.d/rc3.d/ 及 
/etc/rc.d/rc5.d/ 目錄中把相關的啟動程序移除)。直
接在  /etc/rc.d/rc.local 檔案末尾加入下列敘述即
可： 
 
 /usr/sbin/squid -f /etc/squid/squid1.conf 
 /usr/sbin/squid -f /etc/squid/squid2.conf 
 /usr/sbin/squid -f /etc/squid/squid3.conf 
 /usr/sbin/squid -f /etc/squid/squid4.conf 
 /usr/sbin/squid -f /etc/squid/squid5.conf 
 /usr/sbin/squid -f /etc/squid/squid0.conf 

 
4. 系統調校 
 
 在我們正式上線的 Proxy Server 中，我們使
用一台 Pentium III 1GHz、512MB RAM、30GB 
HD、100Mbps NIC * 2 的電腦同時執行六個 Squid 
程序，作為五條 ADSL 線路的負載平衡。由於不
執行網頁快取，所以每個  Squid 程序僅佔數十 
MB 的記憶體。由 top 指令所觀察的結果，這台
伺服器掌管五條線路似乎是游刃有餘。 
 
 我們的系統非常單純，除了負載平衡所需要的
相關程式外沒有提供其它的服務，所以記憶體的需
求不大，因此我們也把 swap 關閉了。此外，快取
目錄都已設為 read-only，實際上的硬碟存取機會
並不多。目前我們已經成功地使用 NFS Boot 的方
式啟動 Proxy Server，完全擺拖硬碟的需求。未來
我們也將試著朝向以光碟機開機的方式進行研
究，讓其他的使用者可以更方便地利用。 
 
 如果希望讓 Proxy Server 同時具有網頁快取
的功能，只要由 Squid 主程序進行快取即可，子
程序完全不需提供快取的功能。主程序及子程序所

使用的 cache_dir 最好也能分開，以避免子程序因
為 cache_dir 的增大而佔用較多的記憶體空間。至
於 主 程 序 的 相 關 參 數  ( 如
maximum_object_size_in_memory)，也必須經由實
驗及長期觀察才能得到較合適的設定值。當然，讓
網頁快取與負載平衡二個功能分別置於二台獨立
的伺服器可能是更理想的作法。 
 
5. 流量觀測 
 
 如果要觀測 Proxy Server 的流量，最簡單的
方法就是啟動  snmpd，再使用  mrtg[2] 或 
rrdtool[3] 來繪製流量曲線圖。但是在利用 snmpd 
來統計 Proxy Server 的流量時，只使用一張網路
卡是沒辦法分辨哪些才是真正流至 ADSL 線路的
流量，這時 Proxy Server 就必須安裝二張網路
卡，一張對內提供 Proxy 服務，一張對外提供線
路的負載平衡。量測時，應該以對外的網路卡為衡
量目標，才能測得真正的對外流量。不過，如果 
Proxy Server 的二張網路卡都連接在相同的 
Access Switch 時，仍有可能得到錯誤的流量圖。 
 

MAC_A MAC_B

IP_A IP_B

Core Switch

Proxy Server

ARP Request (IP_A)

ARP Response (MAC_B ???)

 
圖 5. Proxy Server不一定會作出正確的 ARP回應 
 
 假設 Proxy Server 的 eth0 的網路卡卡號為 
MAC_A、並且指定 IP_A 的網路位址，eth1 的網
路卡卡號為 MAC_B、同時也指定了 IP_B 的網路
位址。若這二張網路卡同時接在同一個  Switch 
上，當 Proxy Server 收到 ARP 位址解析的詢問
封包時，將無法確定會由哪一個界面作回應 (如圖 
5)。例如：當其它電腦以 ARP 封包查詢 IP_A 的
網路卡卡號時，有可能會被 eth1 網路界面所接收
而作出 MAC_B 的回應，這時流入 Proxy Server 
的流量就無法被正確地統計出來。 
 
 要解決這個錯誤位址解析的問題，有三種不同
的解決方案： 
 
1. 使用二台不同的 Switch，分別作為對內及對
外的交換器。 

2. 只使用一台 Switch，但是利用 VLAN 切成二
個不同的網段。 

3. 仍然使用一台 Switch，不切 VLAN，但是利
用 ARP 廣播封包主動更正 IP、MAC 的對應
關係。 

 
 第一種方式是最簡單也是最直覺的方式，其缺
點為須使用額外的 Switch。第二種方式實際上與
第一種方式均屬於同一類型，只不過利用 VLAN 
切割來減少額外的 Switch 需求，但前題是這台 
Switch 必須具有支援 VLAN 切割的能力。這二種
方式都會將 ADSL 線路與校園內部的 LAN 分隔
開來，使得線路的利用上受到較大的限制。如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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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三種方式，連接在同一台 Switch 的電腦均可
以直接存取該 ADSL 線路，使用的彈性比較大，
但是缺點為必須有一個程式定時地發送 ARP 封
包。還好，這個程式並不困難，我們可以使用一個
小程式及  Shell Script 解決這個問題  (如附錄 
A、B)。 
 
6. 線路狀態監測 
 
 在我們的負載平衡機制中，只有在每條線路的
狀態都正常時才能維持順暢的運作，如果其中某條
線路出現問題時，都會影響使用者的操作。例如：
當五條線路斷了一路，使用者平均每存取五個網頁
就會造成一個網頁無法連線，必須由使用者按下 
Reload 鍵 重 新 載 入 畫 面 ， 不 然 就 得 等 著 
Timeout。即使五分之四的網頁可以很快的展現，
但只要有五分之一的網頁無法以合理的速度出
現，就會受到使用者的抱怨。由於五條線路沒有完
全斷絕，所以網頁仍能存取，斷線的情形就不容易
被管理者即時察覺。因此，儘早偵測出線路的故障
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在檢測 ADSL 線路時，通常都以 ping 
指令來測試遠端的伺服器，看看反應是否正常。但
是這個方式在多條線路時將會失效，因為其 ping 
的封包路徑將會按照 default gateway 的線路送出
去。若要測試特定的線路，必須在 ping 指令中加
上 –I 參數及 source address 的選項，以便透過 
Policy Route 機制將 ping 封包由正確的線路送出
去。例如：在我們的系統中，只要使用下列五個指
令就可以測得五條 ADSL 線路的狀態： 
 
  ping -I 172.17.15.231 168.95.192.1 
  ping -I 172.17.15.232 168.95.192.1 
  ping -I 172.17.15.233 168.95.192.1 
  ping -I 172.17.15.234 168.95.192.1 
  ping -I 172.17.15.235 168.95.192.1 

 
 為了即時掌握 ADSL 線路的狀態，我們使用
了簡單的 Shell Script 定時地偵測 (如附錄 C)，當
發現線路產生異常狀態時，就立即以電子郵件通知
網管人員。至於網管人員的處理方式也很簡單，在
故障線路恢復正常之前，可以先將 Squid 主程序
相關的 cache_peer  敘述暫時移除，並重新啟動 
Squid 主程序，以避免使用到故障的線路，等到故
障排除後再將  Squid 主程序相關的  cache_peer 
敘述還原即可。 
 
7. 更深入的探討 
 
 在我們的系統中，使用多個 Squid 程序的原
因是因為  Squid 本身不提供線路負載平衡的機
制，僅提供 cache_peer 的 round-robin 機制，所
以 我 們 必 須 使 用 一 個  Squid 子 程 序 以 
tcp_outgoing_address 來指定一條輸出線路，配合 
Policy Route 機制即可建立簡單的線路負載平衡
器。 
 
 不過，使用多個 Squid 程序的架構也會耗費

較多的系統資源，最明顯的現象就是系統必須多付
出一倍的  socket 資源。如果  Proxy Server 的 
Connection 很多時，將有可能會因為 socket 資源
不足而使得服務時間變得較長。對於這個問題，重
新編譯 Kernel 並加大 File Handle 或許是個改善
方案。 
 
 除了使用 Squid 機制外，我們也嘗試找尋其
它的負載平衡解決方案。我們在一台 Linux 系統
上執行自行所開發的簡易 Load Balance 程式，該
程式監聽 incoming port 3128，當使用者發出網頁
存 取 的 請 求 時 ， 該 程 式 就 直 接 與 
proxy.hinet.net:3128 建立連線。只要每次建立連線
時都 bind 不同的來源位址，Linux IP Route 2 就
會啟動 Policy Route 機制，使得每次建立的連線
都可以走向不同的線路。由於這種方式完全不必進
行 DNS 的查詢，也不必向遠方的網站建立真正的
連線，所以實際的效能相當不錯。這種程式非常單
純，僅需要少量的記憶體即可運作，甚至不必使用
硬碟也都可以操作。在系統需求上也僅需要 Linux 
作業系統，完全不需要使用 Squid 程式，所以實
用的價值非常高 (如圖 6)。 
 

ADSL #1

http request proxy.hinet.net

ADSL #2

ADSL #3

ADSL #4

ADSL #5

Proxy Server http request

 
圖 6. 簡易的負載平衡系統架構 

 
 這個程式的簡便性是將所有的工作都丟往外
部的 Proxy Server，當然可以簡化程式的開發難
度，但相對也會產生副作用，最大的問題就是外部
電腦無法得知使用者所使用的 IP 位址。在一些收
費的圖書查詢資料庫網站中，Client 端的 IP 位址
是一個重要的存取依據，當我們透過外部的 Proxy 
Server 再與對方網站進行網頁存取時，對方網站就
會因為 Client 端的 IP 位址不在允許範圍之列而
拒絕服務。 
 
 這種負載平衡機制曾經在本校試行兩天，效能
相當不錯，但最後還是因為 Client 端的 IP 位址
問題而終結了這個方案。如果沒有這種對方網站鎖
定 Client 端的 IP 位址問題，相信這是一個非常
可行的解決方案。 
 
8. 結論 
 
 使用 ADSL 線路來拓展學校對外的頻寬是一
種便宜且實用的方式，但是多條線路所帶來的整合
問題卻是一大考驗。市售的線路負載平衡器動軋數
十萬元，用來解決 ADSL 線路的負載平衡似乎不
盡理想。我們提出一種以個人電腦為基礎的方式，
利用 Linux 系統及 Squid 軟體就得以解決多條 
ADSL 線路的問題，不僅可將數條線路整合在一
起，更可達到負載平衡的效果。對於經費有限的學
校而言，這更是一種拓展頻寬的有效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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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arpgen.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arpa/inet.h> 
 
struct    arp 
{ unsigned  char      h_dest[6]; 
 unsigned  char      h_source[6]; 
 unsigned  short     h_proto; 
 unsigned  short     ar_hrd; 
 unsigned  short     ar_pro; 
 unsigned  char      ar_hln; 
 unsigned  char      ar_pln; 
 unsigned  short     ar_op; 
 unsigned  char      ar_sha[6]; 
 unsigned  char      ar_sip[4]; 
 unsigned  char      ar_tha[6]; 
 unsigned  char      ar_tip[4]; 
} arp; 
 
char *str2mac(char *str) 
{ static    char      mac[6]; 
 char      buf[18]; 
 int       i, j; 
 
 memset(mac, 0, sizeof(mac)); 
 strncpy(buf, str, sizeof(buf)); 
 buf[sizeof(buf)-1] = 0; 
 for(i=j=0;i<strlen(buf)&&j<6;i++) 
 { if (buf[i] >= '0' && buf[i] <= '9') 
  mac[j] = (mac[j] << 4) + buf[i] - '0'; 
  else if (buf[i] >= 'A' && buf[i] <= 'F') 
  mac[j] = (mac[j] << 4) + buf[i] - 'A' + 10; 
  else if (buf[i] >= 'a' && buf[i] <= 'f') 
  mac[j] = (mac[j] << 4) + buf[i] - 'a' + 10; 
  else j++; 
 } 
 return(mac);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ruct    arp       pkt; 
 struct    sockaddr  addr; 
 int       sockfd, status; 
 
 if (argc != 9) 
 { printf("Usage: %s nic_name ether_src “ 
  “ether_dst mac_src mac_dst ip_src" 
  "ip_dst arp_op\n", argv[0]); 
  printf("EX:    %s eth0 00:D0:B7:34:56:78 “ 
  “FF:FF:FF:FF:FF:FF 00:D0:B7:34:56:78 “ 
  “00:00:00:00:00:00 192.168.95.1 “ 
  “192.168.95.254 1\n"); 
  return(1); 
 } 

 memcpy(pkt.h_dest, str2mac(argv[3]), 
sizeof(pkt.h_dest)); 
 memcpy(pkt.h_source, str2mac(argv[2]), 
sizeof(pkt.h_source)); 

 pkt.h_proto = htons(0x0806); 
 pkt.ar_hrd  = htons(1); 
 pkt.ar_pro  = htons(0x0800); 
 pkt.ar_hln  = 6; 
 pkt.ar_pln  = 4; 
 pkt.ar_op   = htons(atoi(argv[8])); 

 memcpy(pkt.ar_sha, str2mac(argv[4]), 
sizeof(pkt.ar_sha)); 
*(unsigned long *)pkt.ar_sip  = 

inet_addr(argv[6]); 
memcpy(pkt.ar_tha, str2mac(argv[5]), 
sizeof(pkt.ar_tha)); 
*(unsigned long *)pkt.ar_tip  = 
inet_addr(argv[7]); 

 memset(&addr, 0, sizeof(addr)); 
 addr.sa_family = AF_INET; 

 strncpy(addr.sa_data, argv[1], 
sizeof(addr.sa_data));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PACKET, 0); 
 if (sockfd == -1) 
 { perror("socket()"); 
  return(1); 
 } 
 status = sendto(sockfd, (char *)&pkt, 
 sizeof(pkt), 0, &addr, sizeof(addr)); 
 close(sockfd); 
 if (status < 0) 
 { perror("sendto()"); 
  return(1); 
 } 
 return(0); 
} 
 
附錄 B arpfix 
 
while true 
do 
./arpgen eth1 00:E0:81:02:3D:53 FF:FF:FF:FF:FF:FF 
00:E0:81:02:3D:53 00:00:00:00:00:00 192.192.150.15 
192.192.150.15 1 
usleep 1000 
./arpgen eth0 00:E0:81:02:3D:52 FF:FF:FF:FF:FF:FF 
00:E0:81:02:3D:52 00:00:00:00:00:00 172.17.15.231 
172.17.15.231 1 
usleep 1000 
./arpgen eth0 00:E0:81:02:3D:52 FF:FF:FF:FF:FF:FF 
00:E0:81:02:3D:52 00:00:00:00:00:00 172.17.15.236 
172.17.15.236 1 
usleep 1000 
./arpgen eth0 00:E0:81:02:3D:52 FF:FF:FF:FF:FF:FF 
00:E0:81:02:3D:52 00:00:00:00:00:00 172.17.15.237 
172.17.15.237 1 
usleep 1000 
./arpgen eth0 00:E0:81:02:3D:52 FF:FF:FF:FF:FF:FF 
00:E0:81:02:3D:52 00:00:00:00:00:00 172.17.15.238 
172.17.15.238 1 
usleep 1000 
./arpgen eth0 00:E0:81:02:3D:52 FF:FF:FF:FF:FF:FF 
00:E0:81:02:3D:52 00:00:00:00:00:00 172.17.15.239 
172.17.15.239 1 
usleep 1000 
./arpgen eth0 00:E0:81:02:3D:52 FF:FF:FF:FF:FF:FF 
00:E0:81:02:3D:52 00:00:00:00:00:00 172.17.15.240 
172.17.15.240 1 
sleep 1 
done 
 

附錄 C adsl-check 
 
#!/bin/sh 
email="fan@cc.shu.edu.tw" 
while true 
do 
    for i in *-*-* 
    do 
        src=`echo $i | cut -d- -f1` 
        dst=`echo $i | cut -d- -f2` 
        old=`echo $i | cut -d- -f3` 
        loss=`ping -I $src $dst -q -c 10 | grep "packet 
loss" | cut -d\  -f7` 
        if test $loss = "100%"; then new=0; else new=1; 
fi 
        if test $old != $new 
        then 
                if test $new = 1; then status=up; else 
status=down; fi 
                rm -f $src-$dst-$old 
                touch $src-$dst-$new 
                mail -s "ADSL:[$src] is $status" $email 
<< EOF 
 
EOF 
        fi 
    done 
    sleep 60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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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滿足全球化新資訊紀元動輒數萬的服務連線

需求，以具成本優勢的叢集系統取代高速主機成為

近年來的趨勢，因此，如何提昇叢集系統的效能成

為重要的研究課題。藉由實作負載共享機制讓每個

叢集節點資源得以充份利用，進而提昇整體系統的

效能，分配服務策略是扮演關鍵的角色。  

為因應 Web Clusters 後端伺服主機性能不一

的情況，所導致的服務效能不均及資源浪費的問

題，本論文的目的是提出一套負載共享的方法，來

解決異質性叢集系統之服務分配不均的問題，分析

每個服務要求連線的類型，依類型來計算每台後端

伺服主機的服務能力，當超過所設定的臨界值

(threshold)時，即超過該台後端伺服主機的工作負載

能力時，就暫時凍結該台後端伺服主機服務的權

利，讓其它工作負載較輕的後端伺服主機來提供服

務。實驗結果顯示透過適性排程演算法的有效負載

共享，使異質性叢集系統之整體效能大大地提昇。 

關鍵詞 : 適性權值(Adaptive Weight)、負載共享、叢

集系統  

1.  前言 

由於 WWW 服務日益繁複及使用者劇增的情

況下，巨大的流量使得企業伺服主機嚴重負荷，因

此許多企業改採叢集伺服架構 (cluster systems)來共

享負荷，避免單一主機超載。   

WWW超文件又可分為靜態文件及動態文件，

其分類方式是以產生文件內容的方式來判別，靜態

文件是以固定的文件內容存放於伺服主機的硬碟

中，而動態文件則是在使用者要求時，伺服主機才

依服務要求動態地產生文件，因此動態文件會依使

用者的要求不同而有不同的文件產生。  

要達到叢集系統真正的全部效能，就要考慮如

何有效地分配並轉送所有使用者的服務要求

(request)至適當的伺服主機服務，而不會有負載不

均造成部份後端伺服主機超載 (overload)或死當的

窘況，本論文是採用選擇一台主機來當作分配伺服

主機，其主要功能就是負責作有效的分配服務要

求，並實際監控轉送過程直到使用者完成整個服務

要求。  

異質性伺服器叢集，其中“異質性”有不同型式

的定義，本論文主要定義為主機設備不一致所造成

的異質性，在做有效分配服務要求時，因為主機設

備不一就要有不同的分配策略，這樣才能符合異質

性設備的實際情況，現有的分配策略有考慮到異質

性設備的演算法，大多是透過權值(weight)來反應後

端伺服主機設備不同的事實，例如 Weighted 

Round-Robin (WRR)[1]、Weighted Least-Connection 

(WLC)[1]。但是這些方法大多只是反應一台伺服主

機整體設備的差異，卻未考慮到服務要求跟資源

(resource)的匹配性，近年來有些學者注意到這點，

提出 CAP(Client-Aware Policy)[2]的演算法，就將兩

者的匹配性考慮進去。本論文亦是考量兩者的匹配

性，更考慮到在異質性設備時如何達到叢集系統的

服務要求及資源的匹配性。  

應用於異質性Web 叢集系統之 Threshold Client-Aware需求分配

策略的設計與製作 

呂昆樺  黃銘毅  姜美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s9213507@ncnu.edu.tw  s0213513@ncnu.edu.tw  joanna@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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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是利用一套在 Linux系統上實作叢集架

構的專案 LVS(Linux Virtual Server) project[1]為實

驗的平台，RedHat 亦將其此 LVS套件納入其核心

中。因為開放原始碼的優點，能夠很清楚地了解 LVS

核心如何實作叢集技術，並從中改善其效能。  

 

2. 異質性 Web Cluster 

    在 Web Cluster的 Web伺服器所組成的設備不

一致性所導致的服務效能不均，異質性Web Cluster

之負載分配問題是建構叢集系統時所關注的課題，

我們也了解目前學者們所提出多種的解決方案，如

Michele Colajanni 和 Emiliano Casalicchio 所提的

Client-Aware Dispatching Algorithm 的 Web 

Cluster[2]演算法，就是一個驗證可行的解決方案，

但是 Client-Aware Dispatching Algorithm所面對的

是同質性叢集系統，同時也只驗證了靜態排程法，

本論文所提的 Threshold-Client Aware Policy(T-CAP)

排程演算法，則假設所面對的是異質性叢集系統，

也就是採用異質性Web Cluster來驗證，我們同時驗

證動態排程法，最後將分配決策層次選擇改為應用

在 Layer-4 Web Switches 中，在第 3節將就 T-CAP

做詳細地介紹。  

2.1異質性 Web Cluster之負載分配問題 

在電子商務熱潮中，所相繼衍生出來的服務類

型日趨繁複，就一個Web server 要處理的request類

型而言，大致上可分為(一) 一般型 (normal type):不

需耗用過多的Disk及CPU資源的服務、(二) 硬碟負

荷型(disk bound): 需Disk 強大支援的服務，如搜尋

引擎、(三) 中央處理器負荷型(CPU bound): 需耗用

極多的CPU資源，如SSL安全連線。對request做分

類可以按照每類服務類型的資源需求配給相對應的

後端伺服主機，依此原則實施適性分配機制[3]，能

做更有效地排程，可依類型分成不同的排程佇列

群，再依每個排程佇列群做群內排程，建置一個有

效能的系統。  

Michele Colajanni和 Emiliano Casalicchio 所提

的 Client-Aware Dispatching Algorithm 的 Web 

Cluster[2][4]演算法則將 request 分成四大類，分別

為(一) 一般型(normal type, N)、(二) 硬碟負荷型

(disk bound, DB)、 (三 ) 中央處理器負荷型 (CPU 

bound, CB)、 (四 ) 混合型 (disk- and CPU- bound, 

DCB):某些商業網站會同時提供多種服務，會用到

不同資源。由於 Web multimedia 的特性較複雜，因

此 Michele Colajanni和 Emiliano Casalicchio 並未把

此類網站納入考量。Michele Colajanni 等學者依照

每個服務連線的 URL內容分析或 SSL鍵值分辨等

等技術，在負載平衡主機中將每個 request 加以分

類，並把分類好的 request連線排入不同的排程佇列

中等待被服務。  

在負載平衡主機實作負載平衡機制，如何分析

並安排適當的伺服主機服務，其分配決策層次可以

分 為 Layer-4 Web Switches 和 Layer-7 Web 

Switches[4，5]兩種，在 Layer-4 Web Switches 層次

中可以依據使用者連線的封包網路層資訊，如 IP和

Port 等等資訊來做分配決策，而在 Layer-7 Web 

Switches 中可擷取到整個要求服務封包整個內容，

因此有許多種資訊可以用來做分配決策，例如使用

者的來源位址和埠號，也可以依據 URL中所要求的

檔名及路徑，甚至可以由 Cookie中的內容判讀，利

用這些充足資訊負載平衡主機可以有較佳且較多的

分配決策因子。Layer-7 Web Switches 因為要在

TCP/IP Stack的應用層解開封包內容，所需的時間

會比 Layer-4 Web Switches 多許多，故其速度會較

慢，而 Client-Aware Dispatching Algorithm的 Web 

Cluster[2][4]演 算 法 則 是 應 用 在 Layer-7 Web 

Switches 中。  

由於 Michele Colajanni和 Emiliano Casalicchio

所提的 Client-Aware Dispatching Algorithm的 Web 

Cluster[2、4-6]演算法如圖 1，所考量的只是將使用

者的服務要求加以分類為四大類，再依每大類以

Round Robin 的方式來排程，而所面對的後端伺服

主機則設定為同質性叢集系統，因此本論文就異質

性叢集系統再加以深入探討，除了對每個服務連線

加以分類外，再針對後端伺服主機設備加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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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所提的適性排程法加以排程，使每類服務類型

的資源需求能夠配給相對應資源的後端伺服主機，

依此原則在異質性叢集系統就能做到更有效地排

程，不會讓後端伺服主機有某些資源沒被利用到。 

 

圖 1. Client-Aware Dispatching Algorithm示意圖  

 

3. T-CAP 的設計與實作   

我們所提的 T-CAP 排程法是應用在 Layer-4 Web 

Switches 中，而 Layer-4 Web Switches 如何實作

T-CAP 演算法其流程可由圖 2.得知，且 T-CAP 在

排程模組中的流程圖 2.，首先我們需要在每台伺服

主機設定三個值，分別為最大服務負荷臨界值、靜

態負荷權值、和動態負荷權值。我們以測效軟體

Autobench[9]分別來測試每台伺服主機的靜態檔案

和動態檔案，分析效能圖並設定每台伺服主機在面

對靜態和動態網頁的最大服務負荷臨界值，以靜態

網頁所求的最大服務負荷臨界值為基底，取為該台

的最大負荷臨界值，故先設靜態負荷權值為 1，再

求動態網頁相對於靜態網頁的最大負荷臨界值比做

為動態網頁的負荷權值，設定好每台後端伺服主機

的靜態服務負荷權值、動態服務負荷權值、以及最

大服務負荷臨界值之後，再依照使用者連線的封包

資訊，檢驗其封包內容的 URL來判別此連線是屬於

靜態或是動態的網頁要求，利用權值來表現其相對

應的服務負荷，例如判別的連線類型若是屬於動態

網頁的服務要求連線，就將排程模組所選擇的伺服

主機累加相對應的動態網頁服務負荷到該台伺服主

機的累積服務負荷數中。  

同理，如果判別為靜態網頁的服務要求連線，

則累加伺服主機的靜態網頁服務負荷到該台伺服主

機的累積服務負荷數中，如果其累積服務負荷數超

過該台後端伺服主機所能提供的最大服務負荷臨界

值時，就要先凍結該台伺服主機的服務權利，在下

次服務要求連線進來時，排程模組就不考慮該台己

超過最大服務負荷臨界值的伺服主機。當然後端伺

服主機每服務完一個使用者連線時，就會扣除該連

線相對應的負荷權值，等到該台的服務負荷又降到

其所設定的最大服務負荷臨界值內，排程模組再恢

復該台伺服主機其服務權利，繼續加入叢集系統的

服務行列中，利用臨界值來反應異質性Web Cluster

中的後端伺服主機群彼此服務能力，設備較佳的主

機就會設定較大的臨界值，讓設備較好的伺服主機

提供較多資源來服務使用者，而機器設備較差的伺

服主機就不指派過多的服務要求連線，T-CAP的負

載平衡法可以使異質性 Web Cluster 能夠有更好的

效能。  

擷取封包狀態

抓取該連線之
後端伺服主機位址

判定該連線之服務類型
動態/靜態

 累積服務負荷累加
該台伺服主機動態

負荷權值

累積權值是否超過預設
的服務負荷臨界值

通知排程模組下次
不考慮該台伺服主機的排程

 累積服務負荷累加
該台伺服主機靜態

負荷權值

判為靜態 判為動態

判定該連線之服務類型
動態/靜態

 累積服務負荷扣減
該台伺服主機動態
負荷權值

 累積服務負荷扣減
該台伺服主機靜態
負荷權值

判為靜態 判為動態

己經建立連線且尚未判斷類型

進入離線狀態

其它狀態

己經超過臨界值

尚未超過臨界值

 

圖 2. Threshold-Client Aware Policy (T-CAP) 

 

此 T-CAP可以搭配各個排程演算法的使用，利

用 Threshold 的控制，以避免發生有些伺服主機超

載，然而有其他伺服主機負載過輕，整個叢集系統

因負載不均，沒有有效的負載共享，而影響整個叢

Ethernet

Ethernet

客戶端

W W W

下次被選擇

T1T1

T2T2

T3T3

T0T0

N NC B C BD B D BC D B C D B

時
間
軸

連 線類型

負載平衡主機

後端伺服主機  A 後端伺服主機  B

排程模組 :R R
依時序來自客戶端的連線

T1T 2T3T4T5T6T 7

下次被選擇 下次被選擇下次被選擇

下次被選擇

下次被選擇

下次被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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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系統效能。  

T-CAP 所 提 供 的 適 性 分 配 機 制 是 利 用

client-aware 方式做適性分配，以 WEB 伺服器為

例，叢集伺服系統所提供之 http服務可依其客戶端

提出之服務要求(request)來加以區別。分配伺服器

可以透過檢驗 URL並分析 MIME Header[7]，以便

替來自客戶端的 request做分類。  

當使用者向 Web Cluster 要求靜態網頁的

request 時，會發出的 request 內容會如圖 3 所示，

而如果使用者的 request是要求動態網頁服務時，會

在第一行有所不同，可能會有如圖 4幾種情況，我

們根據圖 4所列的幾種情況來判別，是否為動態網

頁的 request，來決定每條要求連線的服務類型，我

們可以從副檔名(如 php、cgi、jsp、和 asp 等等)和

特殊符號 (如“ ?” )來判別是否為動態網頁的

request。  

 

GET / HTTP/1.1

Accept: image/gif,image/x-xbitmap,image/jpeg,image/pjpeg,
application/vnd.ms-excel,application/msword,*/*

Accept-Language:zh-tw

Accept-Encoding:gzip

User-Agent:Mozilla/4.0

Host:163.22.22.73:8965

Connection:Keep-Alive

圖 3. 以微軟瀏覽器 IE 5.0為例的靜態網頁 request 

 

 GET /index.php HTTP/1.1

 GET /index.asp HTTP/1.1

 GET /index.cgi HTTP/1.1

 GET /index.cgi?id=user HTTP/1.1

 GET /search?q=test&ie=UTF8&oe=UTF8&hl=zh-TW HTTP/1.1

圖 4. 動態網頁的 request範例  

4. 實驗與討論 

4.1 系統硬體環境 

我們所使用的實驗系統硬體環境，如圖 5，包

含充當測試用的客戶端三台，以及用來架設叢集系

統的五台電腦，其中一台性能最好的電腦拿來做為

負載平衡主機，另外四台電腦的用途則是提供應用

服務的後端伺服主機。我們選擇架設的叢集是

RedHat 7.0所提供的 LVS/TUN叢集，另外實驗是假

設叢集環境是單純地提供 TCP/IP之 Web 服務，而

不包含其它的服務，如 FTP、UDP、、、等等。  

Hub          

Switch          

WebStone-
WebMaster

WebStone-
WebClient 2

WebStone-
WebClient 1

LVS Balancer

LVS Real 
Server 1

LVS Real 
Server 2

LVS Real 
Server 3

LVS Real 
Server 4

163.22.22.116
163.22.22.73

163.22.22.59

10.10.10.222
10.10.10.111

10.10.10..60

10.10.10..62 10.10.10.130 10.10.10.15810.10.10.65

10.10.10..70LVS / TUN

Real Sever  2: 
PIII 500MHz / 128MB
Real Sever  3:

 PIII 800MHz / 256MB

Real Sever 4: 
Intel 1G MHz / 256MB

LVS Balancer: 
P4 2GHz / 256MB

Real Server  1: 
Intel Pentium MMX 200 / 64MB

WebClient 1:
P4  2GHx / 256MB

WebClinet 2:
AMD K6-2 300 / 128MB

WebMaster:
Intel 800MHz / 128MB

圖 5. 實驗硬體架構圖 

 

因 為 我 們 的 研 究 對 象 是 異 質 性 的 Web 

Cluster，所以挑選後端伺服主機時，考慮每一台的

性能差異幅度儘量拉大，以便彰顯我們的實驗目

的，使我們的方法在異質性叢集環境中，能有效負

載平衡來發揮每台後端伺服主機的效能，而不會荒

廢某一台的資源。  

 

4.2系統效能測試 

在每台後端伺服主機使用 Web 伺服軟體

Apache 1.3.23，並在每台後端伺服主機中的Apache

伺服器中放置了測效軟體 WebStone2.5[8]所提供的

測效檔案共 30個，以便測效軟體能夠公平有效的測

試出叢集系統效能，因為 WebStone2.5 所提供的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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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軟體是屬於靜態網頁，故我們在每台後端伺服主

機放置自己利用 PHP寫的動態網頁，主要是讓測效

軟體用來測試每台伺服主機的 CPU效能差異，所以

也在每台伺服主機執行 PHP 4.1.2，有關測效軟體，

我們選擇目前較多人使用，也較公正且免費的測效

軟體，分別為 Autobench[9]以及 WebStone[8]。  

4.3 T-CAP在不同權值下的效能改善 

我們分別將 T-CAP實作在四個排程模組中，再

依不同的權值設定，來探討 T-CAP對在不同權值設

定下的 排程模組 中幫助幅度有多大 ，使 用

WebStone2.5來測試，分別模擬客戶端數有 100台、

550台、1000台，測試時我們在後端伺服主機放置

自己所寫的 PHP動態網頁以及檔案大小為 10KB的

靜態網頁，再依 8：2的動態與靜態的比例混合測試

(受測時動態檔案出現的機率為 0.8，而靜態檔案出

現的機率則是 0.2)，首先探討無權值的排程模組 RR

及 LC，我們分別將 T-CAP實作在這兩支排程模組

分別為 RR&T-CAP和 LC&T-CAP，如圖 6，驗證了

T-CAP改善了 RR和 LC兩個排程模組，尤其以 RR

改善的情況較為顯著，甚至在模擬 100台客戶端測

試時，使 RR&T-CAP超過 LC&T-CAP的叢集效能。

接著我們再以不同權值設定的叢集系統，來探討實

作 T-CAP 的排程模組以不同權值設定是否會造成

影響，這裏以 WLC 為例，我們取兩組不同權值設

定 ， 分 別 給 四 台 後 端 伺 主 機 為 2:5:8:10 及

10:20:40:60兩組權值比重，結果由圖 7可看出依設

備規格主觀設定的權值比重 2：5：8：10在模擬客

戶端 100台及 550台時其叢集效能都不及以測效軟

體測試所設定的權值比重 10：20：40：60，在模擬

1000台客戶端時情況就相反了，這告訴我們權值比

重在不同客戶端數的負載，其權值比重亦有可能需

要調整，從圖 7我們亦了解實作 T-CAP的排程模組

在依規格主觀設定的權值比重下，其改善幅度比較

大，但無論權值設定是否恰當，T-CAP都能幫助改

善叢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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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T-CAP改善RR 和 LC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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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以 WLC為例探討 TCAP對不同權值設定的
改善效果  

 

4.4 T-CAP在不同靜態檔案大小的效能比較 

在這一小節，我們要探討在靜態檔案的大小不

同下，T-CAP是否能夠幫助排程模組在異質性叢集

系統做更有效的負載分配，分別實驗了五種不同的

靜態檔案大小，分別為 500bytes；1kbytes；10bytes；

33kbytes；50kbytes 來模擬提供不同服務的大小網

站，排程模組則選擇 WLC、WRR，叢集系統中設

有 4台後端伺服主機，以測效軟體 WebStone2.5來

測試，模擬客戶端數為 100台及 550台，實驗結果

以 Server connection rate來看 T-CAP改善 WLC的

情形如圖 8至圖 10，在不同靜態檔案大小及不同動

靜態混合比例的網站下，都能幫助排程模組 WLC

來改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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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WLC&T-CAP改善 Server connection rate (高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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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WLC&T-CAP改善 Server connection rate  (等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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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WLC&T-CAP改善 Server connection rate 
(低比例) 

 

5. 結論 
在異質性叢集系統中找到一個較佳的負載平

衡方法，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我們在文獻探討中

發現了一個不錯的概念被提及，那就是 CAP[2]，將

request依類型加以分類，再來進行負載平衡工作，

但是 CAP並未考量到異質性叢集系統的特性，而我

們所提的 T-CAP 方法能夠在異質性叢集系統進行

有效的負載平衡，最後我們也驗證這個簡單有效的

方式是可以讓異質性叢集系統增加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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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 Web 系統的封包轉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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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本文中主要提到在廣域網路中如何達到負

載平衡(load balance)及負載共享(load sharing)的方

法。主要是利用網站交換機(Web Switch)或內容交

換機(Content Switch)把請求服務(request service)轉
送到其他網域中具相同內容的伺服器，以達到負載

平衡及負載共享的目的，其中，除了需要考慮到以

Hybrid TCP-UDP 的方式來減少轉送的步驟及時間

外，並同時參考負載狀態表以作為選擇轉送目標的

依據，以實現有效率的封包轉送方式。 
關鍵詞：網站交換機、內容交換機、負載平衡、負

載共享、混合型 TCP-UDP。 
 
一、簡介 
 
1.1 分散式網路架構的封包轉送 
 

C lien ts

D N S

W eb  C lu s te r  A

W eb  c lu s te r  C

W eb  c lu s te r  B

W eb  c lu s te r  D

W eb  S w itch  A

W eb  S w itch  B

W eb  S w itch  C

W eb  S w itch  D

W ide  A rea  N e tw o rk

圖 1-1、分散式的 Web 系統架構圖 
 
1.2 使用者封包的轉送 
 

在廣域網路中，把使用者送出的封包經由中介

的網路服務者，如路由器、Web Switch、或其他的

代理機制，將封包轉送到合適路徑之技術是必備的

【1】【2】。考慮在多重路徑的網路環境，當使用者

端的封包送到路由器（Router 1）時，Router 1 藉著

路由表格來判斷（或者是路由發生錯誤）、得知將

使用者的封包轉送到另一台路由器（Router 2）才

會是最佳的路徑，此時 Router 1 將以 ICMP Redirect
的方式【3】告知使用者，Router 1 已把封包路由到

Router 2，並將使用者的封包轉送到 Router 2，使用

者便可找到更適合的封包傳送路徑。 
1.3 以 Dispatcher 執行封包轉送 
 

為了負荷大量使用者的 HTTP 存取，熱門的

Web Server，會以多個複製內容的 Web Server，組

成一個 Web Cluster ( 叢集 )，以支援大量使用者的

服務需求，因此廣域網路上就會有多台複製內容的

Web Server 分散其中，並且由 Dispatcher (或稱為

Web Switch)以中央控管的方式（位於星狀網路的中

央）來處理所有進入 Web server 的封包，而且

Dispatcher 可以處理第四層到第七層的封包轉送，

Dispatcher 會使用數種不同的 Delay Binding 技術

【4】【5】，如圖 1-2、1-3 中的 TCP Diddling 和 TCP 
Hop Connection，將使用者的 HTTP 要求，經由內

容的分類之後、接著執行相對應的發派策略。 
 
1.3.1 Delay Binding 技術－TCP Diddling 
 

T C P T C P T C P

T C P T C P T C P

T C P T C P

IP

IP IP

IP

IP

I PIP

IPIP

3 - w a y  h a n d s h a k e  

D is p a tc h e r  r e c o r d s  
S E Q  n u m b e r  

C l ie n t  s e n d s  1 s t  G E T  

3 -w a y  h a n d sh a k e  

D isp a tc h e r  r e c o r d s  
S E Q  n u m b e r

fo rw a r d s  C l ie n t  G E T  

“ B e s t   a v a i la b l e   
s e r v e r ” d e c is io n

S E Q  n u m b e r  d id d l i n g

T
im

e

C l i e n t D i s p a t c h e r W e b  S e r v e r

圖 1-2、以 Dispatcher 執行 TCP Diddling 
 

在 TCP Diddling 的過程中，Dispatcher 會偽裝

成 Web Server，來和 Client 建立 TCP 連線，在此

Dispatcher 會將 Client 和本身的 Initial Sequence 
Number 記錄起來。當 Dispatcher 接收到 Client 的
HTTP 要求封包後，分析其內容並選出最適合提供

服務的後端 Web Server，然後 Dispatcher 藉由先前

記錄起來的 Client 的 Sequence Number，假裝自己

是 Client，向 Web Server 送出 TCP 連線的要求（進

行 3-way handshake，其中 TCP header 中記錄的

source IP、 source port number、 initial sequence 
number 都和 Client 送給 Dispatcher 的 TCP SYN 封

包一樣），接著把 Client 的 HTTP 要求轉給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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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完成由 Client 到 Web Server 的 TCP 連線以

及HTTP協議的動作，接下來的Web Server-to-Client
的資料傳送過程中，會由 Dispatcher 作 binding 的動

作（藉由修改 TCP sequence number 讓 Client 和 Web 
Server 可以正常的搭配運作），所以等於 Client 和
Server 進出的資料流都一定會經過 Dispatcher，故會

造成 Dispatcher 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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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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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pback i/f :192.168.2.100

Ethernet i/f : 192.168.2.2
Loopback i/f :192.168.2.100

Ethernet i/f : 192.168.2.3
Loopback i/f :192.168.2.100

Router

Client

Management IP : 192.168.2.15
Virtual IP  : 192.168.2.100

network

TCP diddling 
performed on the 

W eb Server

TCP 3way handshake

TCP 3way   handshake

Server-to-Client Traffic

圖 1-3、Dispatcher 執行 TCPCH 
 

TCPCH( TCP Connection Hop)的機制目前是

某家網路設備廠商的專利。TCPCH 和 TCP Diddling
非常的相似，但在 Client-to-Server 的路徑和

Sever-to-Client 的路徑是不同的，而且 TCPCH 是在

每一個 Web Server 上以軟體執行 Sever-to-Client 的
功能，因此會增加 Web Server 的負載。相對於 TCP 
Diddling，TCPCH 將進出資料流路徑分開，所以

Dispatcher 的負載就直接減少。在 Dispatcher 負擔減

輕和 Web Server 負載增加的相互權衡之下，TCPCH
仍比 TCP Diddling 更有優勢。故本文中提出的改良

式轉送步驟中，Dispatcher 的 Delay binding 程序都

是以執行 TCPCH 為主。 
 
1.4 廣域負載平衡的探討  
 

網路使用者是散佈世界各地的，在單一 Web 
server 服務多數使用者的情況，多區域的需求都流

向單一 Web server 或 Cluster，可能導致 Web server
的連線路徑擁塞及路由器負載大增。 

導致的主因，從某一網域來看，與使用者相同

網域的 DNS【6】 ，將一受歡迎的 Web Server 位址

長期置於快取中（TTL 時間可能長達數天），當使

用者要求名稱解析時，DNS 回應的都是快取中的位

址。會使大量使用者要求被送到同一個 Web 
server，導致輸入路徑壅塞，接著路由器會執行防止

擁塞的封包丟棄演算法，例如 WRED【7】，則封包

被丟棄的機率就會大增，因此重送服務要求的次數

也隨之增加。這會使使用者到 Web Server 間的路徑

持續擁塞，因此就必需試著將服務要求的流量導引

到其他網域中的 Web server，使流量分散到不同的

網域中。 
使用者送出的服務需求封包大都屬於小封

包，小封包會產生較多流量上的 Overhead，對路由

器來說，會降低 Throughput，使 RTT 變長，因此將

集中於小部分路徑的服務需求流量有效率的分散

是件重要的事。為達到網路上的負載平衝，許多的

封包轉送方式便一一的被提出【8】【9】。 
 
二、現有廣域負載平衡的解決方式 
 
2.1 DNS based approach 
 

DNS 以輪流( RR；Round Robin )的方式，將網

域名稱對應的 IP 位址送回給使用者，然後使用者以

此位址作為連線的依據。不過 DNS 對負載平衡的

控制是有限，因為使用者向 DNS 要求名稱解析

時，其獲得的位址是 DNS 快取中的，接下來其他

使用者得到的位址也極可能相同，直到此一快取失

效需要等待一段長的 TTL，這樣就可能導致負載不

平衝的情況。 
 
2.2 LBS based approach 
 

為了解決DNS的缺失，也有人提出階層的DNS
架構，使用 LBS Selector（Load Balance Server 
Selector）【10】搭配LB Server（Load Balance Server）
來達到廣域的負載平衡。LBS Selector 可視為一台

權威的 DNS，周期性的收集各 LB Server 的位址、

負載及流量資訊。我們可將 LB Server 視為放置於

某一區域的 Web Switch，藉由搭配使用者本地的

DNS 以及 LBS Selector，使得使用者得到最適合之

目的位址。 
LBS selector 和 DNS 及 LB server 搭配下，改善

DNS 對於負載資訊掌握不足的問題，因此 DNS 位

址資訊有效率的更新，令 DNS 資訊時效性問題獲

得有效的改善。但每次更新都需花費較多的步驟，

當相同區域的使用者大量存取相同的 Domain 
Name，有可能快取資料的更新周期和步驟會跟不上

突然增加的使用者存取的間歇時間。 
假如使用者送出封包被丟棄的機率符合一良

好的水準，但使用者存取的成長幅度超過 Web 
Cluster 的接受量時，Web Cluster 端路徑的擁塞機率

就會隨之大增，故 LBS Selector 更新周期的長短仍

會直接影響 LBS 方法的效率。 
 
2.3 Dispatcher based approach 
 

我們知道 Dispatcher 掌控所有進入 Web Cluster
的封包【11】，以虛擬的位址代表 Web Cluster 中所

有的 Web Server。 
利用 Web Switch 執行轉送達到負載平衡中， 

Web Switch 會執行封包重寫【12】。重寫是為了將

使用者的需求封包依據 Web Cluster 負載平衡策略

送到最佳的 Web server，策略有 LARD、Round 
Robin、Weight Round Robin【13】、Multi-Class Round 
Robin，因 Web Switch 的負載資訊是接近即時的，

故可達到良好的平衡效率。 
綜合以上，實現廣域負載平衡或分享，就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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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載控制機制能即時的知道各區域 Web Cluster 的

負載資訊，然後作出最合適的路由行為。在本文中

提出一個改良的想法。可有效達到廣域的負載平

衝，也避免搭配 DNS 快取機制的快取時效問題。 
我們想藉由使用者和 Server 的互動，找出最合

適的路由行為，並且也提出減輕轉送封包時間及步

驟的方法，讓封包轉送所造成網路系統負載盡量遠

小於廣域負載平衡所增加的系統效能。 
 
 
三、整合性的負載平衡方法 
 
3.1 DMT 配合 WST 的封包轉送方式 
 

在所有 Web Cluster 尚未滿載前，我們的目標是

要避免負載不平衡導致使用者要求封包被丟棄，並

搭配使用者來實現廣域的負載平衡。 
一般而言，當使用者向 DNS 要求名稱解析，

要求的名稱剛好是多個複製 server 的 Web 系統，

DNS 也回應多個 Web server 位址。假設 DNS 回應

的 IP 數量是對應著網路中所有的 Web Cluster，使

用者可以將 DNS 所回應的位址記錄起來，我們將

這 個 表 格 稱 為 Domain Name Mapping Table
（DMT），在 DMT 中會加上權重欄位，提供使用者

選擇連線 server 時的參考。DMT 或 OS 內建的 DNS
快取都是屬 IP Layer 程序，在 IP Layer 的處理過程

中才會被使用。 
本文主要是將 DMT 拿來作兩件事： 

(一)內建使用者端的 DNS 快取、如圖 3-1。 
(二)目的地向使用者回應 TCP 或 UDP 的位址驗證。 

DMT 儲存的資料以多個複製 server 的 Web 
systems 為主，我們把 DMT 的資訊作加權的處理，

使應用程式能夠參考 DMT 選擇最具連線效率的位

址。DMT 格式如表 1 所示。 
首先由 DNS 回應 IP 值後建表，加權值的初始

值皆為”1”，DMT 以 Weight Round Robin 來選擇，

DMT 會因發生轉送而更新、加權值就隨之改變。

表一是假設封包轉送已發生。而 DMT 的更新則是

依據 Web Switch 送出的通知訊息封包。 
之前提到 Web Switch 記錄著本地 Web 站台的

負載狀況（包括連線數量，每台複製主機的 CPU、

記憶體使用率），也記錄著分散在廣域網路中複製

Web 站台的負載情況【14】並周期性的交換資訊，

作為封包轉送目的的參考，我們稱此表格為

WST(Web-Cluster State Table)，如表 2 所示。 
 

表 1、DMT ： DN Mapping Table 
Domain Name IP1,IP2,IP3… 優先加

權值 
123.124.1.x 1 
163.31.1.x 2 
202.202.1.x 3 

www.hotwebsite.com 

168.195.1.x 4 
 

連 線 需 要 解 析
網 域 名 稱 時

檢 查 在 D M T表 格
中 是 否 有 對 應 的

位 址

依 D M T中 位 址 的
優 先 權 進 行 連 線

目 標 的 選 擇

D N S的 快 取 表 格
中 是 否 有 對 應 的

位 址

向 D N S要 求 名 稱
位 址 解 析

使 用 者

傳 回 的 位 址 是 否
為 多 重 位 址 對 應

單 一 名 稱

存 放 資 訊 到 D M T

之 中
存 放 資 訊 到 D N S

快 取 表 格 中

更 新 D M T 
and

向 目 標 建 立 連 線

否

是

是 否 有 D M T表 格 建 立 D M T表 格

目 標 server回 應 轉
送 訊 息

包 含 轉 送 位 址 及 W S T

向 目 標 建 立 連 線

是

等 待 下 次 的 連 線 向 目 標 建 立 連 線

是

G o to  S tep R  .. .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G o to  S tep R  ...

S tep R

圖 3-1、DMT 及 DNS 快取的運作流程 
 
表 2、WST：Web-Cluster State Table （以短時間

周期的方式更新） 
Web Cluster 

IP 
RTT 
Value

優先

權值

對外 
連線數

量 

整體 CPU 
使用率 

整體 DISK
使用率 

123.124.1.x 60ms 1 1200 65% 35% 
163.31.1.x 70ms 2 1300 60% 40% 

202.202.1.x 90ms 3 2000 75% 55% 
168.195.1.x X X X X X 
 
a. RTT：Web Cluster 交換 WST 資訊的時間。 
b.優先加權值：以負載平衡為考量，假設整體 CPU 
and Disk 使用率皆在 85%以下，以對外連線數量和

RTT 為優先序順的參考。1 為最先選擇，4 為最後。

欄位值為 X 代表是指本地 Web Cluster 或是其中一

項參數超過上限值的 Web Cluster。 
考慮情況一，使用者接收 DNS 的回應址後，

便對 Web Server 要求作 TCP 連線，當 Web Server
前端的 Web Switch 收到了要求，便開始判斷目前

Web Cluster 整體的負載狀況，若發現此刻 Web 
Cluster 整體的 TCP 連線數量超過負載臨界值，便

將使用者的 TCP 連線需求轉移到其他網路區域的

Web server，此時 Web Switch 就相等於 Redirector
【15】或 LBS Selector【10】。 

考慮情況二，使用者與 Web Switch A 建立 TCP
連線後送出 HTTP 服務要求，Web Switch A 依 WST
中各站台的負載情況，決定將使用者的 HTTP 服務

要求轉送到其他的 Web Switch。 
首先由 Web Switch 來決定轉送的目的地，此

時使用者端的 DMT 表格中的 IP 位址資訊，是拿來

作為 Web server 回應連線時的驗證。 
然後進行相同於其他論文中提到的 IP Layer 封

包轉向機制【15】，因為之前我們已經讓使用者先

建立一 DMT 表格，所以當使用者端接收到”要求已

經轉送”的訊息後（告知使用者目的地已經轉移），

接著使用者便等待由另一台 Web server 回應的 TCP 
Ack/Syn 訊息，以 DMT 中記錄的 IP 當作驗證，如

果驗證 OK 就與其建立 TCP 連線。在連線之後使用

者也可用更新過的 DMT 資訊，當作下次存取 Web
要求的連線參考，並將先前建立連線被轉送的目的

位址優先權改成最後。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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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DMT 搭配 WST 的更新步驟 
 
3.2 步驟一：TCP 及 HTTP 協定的轉送 
 
3.2.1 TCP 的轉送 
 

TCP 轉送的執行步驟如下： 
Step 1：使用者向 Web Switch A 要求建立 TCP 連線。 
Step 2：Web Switch A 接收到要求後檢查 Cluster A
的負載狀態表及 WST，發現 Cluster A 對外連線已

達到上限，此時作出轉送的策略。因此 Web Switch 
A 回應 ICMP 訊息封包（類似 ICMP-redirect）給使

用者，為了告知使用者 Web Switch A 已經將 TCP
連線轉送給 Web Switch B，( ICMP 訊息中包含更新

的 DMT 位址優先權重的資訊 )同時 Web Switch A 
代替使用者將 TCP 連線轉送到 Web Switch B。（當

使用者收到此一 ICMP 訊息後 DMT 就會被更新） 
Step3：Web Switch B 收到 TCP-Ack 後，立刻回

Syn/Ack 訊息給使用者，同時依 Cluster B 的負載狀

態表決定提供服務者為 Web Server A，並且立刻向

Web Server A 建立 TCP 連線。 
Step4：使用者因應 Web Switch B 作出 TCP 回應，

假設 DMT 在向 DNS 要求名稱解析後已經建立好，

內容包含著 Web Switch B 的認證資訊（IP 位址），

那麼當 Step2 中送出的「連線已經轉送」訊息、在

晚到於 Web Switch B 回應使用者的情況下，Web 
Switch B 與使用者之間仍是可以經由 DMT 來驗證

並且建立 TCP 連線。 
Step5 and latter：使用者接著執行 HTTP 要求，此刻

使用者向 Web Switch B 送出 “HTTP Get” 。並且在

接下來一連串的要求過程中，都可利用更新過的

DMT 來作為連線目的地的參考。圖 3-3 是 TCP 連

線轉送的過程。 
從圖 3-3 中可發現，藉由 Web Switch A 將使用

者的 TCP 連線轉送到 Web Switch B，由 Web Switch 
B 完成與使用者之間的 TCP 連線。Web Switch A 轉

送 TCP 連線到 Web Switch B 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

轉送 TCP 連線方法【15】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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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TCP 協定的轉送方法過程 
 
3.2.2  原始的 HTTP 協定轉送方式 
 

原本的” HTTP 轉送 ”是藉著送回一個「HTTP
轉送觸發封包」，讓使用者另一個 Web Server 提出

連線的要求，「HTTP “302 Temporarily Moved”」是

已經在進行 HTTP 協定的階段（Application Layer）
才觸發轉送程序，等於是已經完成了 TCP 連線的步

驟（Transport Layer）後才發現目的地已經暫時無效

了。如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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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HTTP 轉送方法流程 
 
 

3.2.3 改良的 HTTP 轉送方法一 
 

因增加了 Web Server 回應使用者要求的 RTT
（向新目地位址重新建 TCP 連線）。 所以我們提出

其他方法，並使用 Hybrid TCP-UDP【16】的概念

進行快速的轉送。Hybrid TCP-UDP 運作過程中 Web 
Switch 會另外開 Port 接收 UDP 的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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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的執行步驟為： 
Step1：使用者已與 Web Switch A 建立 TCP 連線，

接著使用者送出”HTTP Get 1”要求。 
Step2： Web Switch A 接收到 HTTP Get 1 後便檢查

Cluster A 的負載狀態表和 WST，發現 Cluster A 管

轄的 Web Server 的系統負載已達上限，此時執行轉

送”HTTP”的策略。 
Web Switch A 會回應一 ICMP 訊息封包，其中

包含 Web Switch B 的位址資訊。告知使用者 Web 
Switch A 已經以 UDP 的方式將” HTTP Get 1”要求

轉送給 Web Switch B，同時也代替使用者向 Web 
Switch B 作出重連 TCP 連線的步驟。 
（注意：在轉送到 Web Switch B 的”Get”要求會先

以 UDP 封包格式傳送【16】，除非發生 Timeout 等
錯誤才會以 TCP 連線的方式重新傳送） 
Step3：Web Switch B 收到 HTTP Get 1 和 TCP REQ 
後，立刻回應 TCP-Ack/Syn 給使用者，並且依據 
Cluster B 的負載狀態表決定提供服務的為 Web  
Server A，同時 HTTP Get 會以 UDP 的方式送到 
Web Server A，之後使用者使回應 TCP Ack 和送出 
HTTP Get 2，緊接著 Web server A 以 UDP 傳送 Get1  
Data 到使用者。 
Step4：Web Server A 將 HTTP Get 2 要求的資料傳

送給使用者。 
Step5：使用者與 Web Server A (from Cluster B)進行

資料傳送，直到傳送完畢，才完成 HTTP 的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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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改良的 HTTP 轉送方法一過程 
 

和「HTTP “302 Temporarily Moved”」【17】比

較，在 Web server 送出”HTTP 302 code”之前，使用

者與 Web server 間已經先建立了 TCP 連線，當使用

者收到 Web server 已轉向的回應後，會依據回應中

所提供的目標，來進行轉向的動作，那是重新建立

新的 TCP 連線到另一台 Web server，因此轉向所花

費的 RTT 會多於我們的改良方法。 
 

3.2.4 改良的 HTTP 轉送方法二 
 

接下來介紹另一種 HTTP 協定轉送方式，流程

如圖 3-6 所示，和圖 3-5 不同的是 TCP Handoff 部
分，一是由 Web Switch 代理，另一是由使用者重送。 
Step1：使用者已經與 Web Switch A 建立了 TCP 連

線，接著使用者送出”HTTP Get 1”要求。 
Step2：Web Switch A 接收到 HTTP Get 1 後檢查

Cluster A 的負載狀態表和 WST，發現 Cluster A 管

轄的 Web Server 的系統負載已經達到上限，此時執

行轉送”HTTP”的策略。 
Web Switch A 回應一 ICMP 訊息，其中包含

Web Switch B 的 IP 位址資訊。告知使用者 Web 
Switch A 已經以 UDP 的方式將” HTTP Get 1”轉送

給 Web Switch B，然後 Web Switch B 依照 WST 將

其送至 Web server A，接著使用者收到了 ICMP 訊

息後便向 Web Switch B 提出 TCP 連線的要求。 
Step3：Web Switch B 送出 UDP HTTP Get 1 到使用 
者，然後等到收到 TCP REQ 後，便立刻回應

TCP-Ack/Syn，而且以 Cluster B 的負載狀態決定提

供服務的為 Web Server A（建立 TCP 連線），之後

使用者回應 TCP Ack 和送出 HTTP Get 2。 
Step4：Web Server A 將 HTTP Get 2 要求的資料傳

送給使用者。 
Step5：使用者與 Web Server A (from Cluster B)進行

資料傳送，直到資料傳送完畢，即完成 HTTP 協定

轉送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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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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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改良式 HTTP 轉送方法二過程 
 

3.3 步驟二：藉由 DMT 來達到廣域之負載平衡 
 
當 Web Switch 要將 TCP 或 HTTP 連線轉送時，

Web Switch 會把 WST 的資訊以 ICMP 方式傳回給

使用者，此資訊是包裝在「連線已轉送」的訊息中，

使用者收到訊息封後，除了配合 Web Switch 執行轉

送外，在緊接的連線過程中，可依更新 DMT 判斷

最佳目的位址，才送出 TCP 連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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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方法中，DMT 可當作連線驗證，而且

也把 Web Switch 送回的 WST 資訊存入 DMT，來判

斷最適合的服務連線位址。且使用者更可由 DMT，
依優先權重、用Unicast或Multicast的方式送出TCP
連線，以首先回應的 Web server 當連線目標。DMT
也可以 Weight-Round Robin 來選擇連線目標、也就

是在建立 TCP 連線後，將 Web Server 回應的位址

權重紀錄起來，當成 Weight Round-Robin 時的依據。 
我們的目標是當 Web server 負載超過上限時，

可藉由 Web Switch 把連線轉送，而使用者可從 Web 
Switch 送回的 WST 更新 DMT，然後進行接下來的

連線動作。如此相輔相承，使用者以 DMT 來判斷

連線目的地，會達到一定程度的負載平衡，也可減

少 Web Switch 轉送封包的次數，減輕其負載量。 
 
四、優缺點評估 
 

從使用者端來看，因個人電腦效能大幅提升，

使用者端建立 DMT 執行查表判斷，增加的負載是

微小的，且我們沒有對 TCP 協定作修改，所以不

會帶來明顯的系統負載。 
對 Web Switch 端來說，TCP 轉送只有小量的狀

態表格查詢和簡單的封包複製檢查，如果是 HTTP
轉送，也只是將封包轉送到另一個 Web Switch，當

另一台 Web Switch 接收到轉送封包時，就將其解開

來分析。 
在執行轉送的步驟中，為了快速轉送封包使用

UDP 來轉送。通常 HTTP 協議封包都不大於

64Kbytes(ex：Index.htm)，考慮 WAN 中 UDP 封包

的遺失率，用 UDP 方式轉送的封包遺失了，Web 
Switch 就會執行 TCP 連線來轉送封包【16】，如果

UDP 封包的遺失率大於某個程度，就會增加 Web 
Switch 的處理量、以及使用者感受到的 RTT。 

假設 WST 是可信和有時效性的，那將封包轉

送到 WST 所指定的位址、網路流量和系統負載是

較小的，所以 UDP 轉送的遺失機率也就會比較小，

而且轉送的服務要求，機乎都是 64kbytes 內的小封

包。在 BE 的網路架構，路由器或 Server 執行 RED
或 WRED 演算法的情況下，小封包的被丟棄機率比

大封包還低的多。 
 
五、結論 
 

本中提到在使用者端建立 DMT，Web Switch
端建立 WST，DMT 存放單一名稱對應多重 IP 的資

訊，向 DNS 要求的名稱解析結果屬單一名稱對多

重 IP 的都放到 DMT。當 Web Switch 要把使用者的

需求轉送到其他 Web Switch 時，會以類似 ICMP 
Redirect 將通知訊息送回使用者端，通知訊息中包

含了 WST 的負載訊息，WST 部分的訊息會被拿來

更新 DMT，DMT 加上了優先權重的識別。WST 是

當轉送發生時，Web Switch 選擇轉送目的地的參

考，WST 記錄著廣域中各 Web Cluster 的負載狀態，

讓 Web Switch 可以進行有效率的封包轉送。 
當封包被 Web Switch 轉送到他處，接著他處的

Web Cluster 中的 Web Server 與使用者建立連線，一

般的情況下是會被拒絕，因回應 Web Server 的 IP
位址不同。不過我利用 DMT 記錄的 IP 位址作為

Web Server IP 回應使用者連線的驗證。相信藉由

DMT 和 WST、並且與我們提出的 TCP 及 HTTP 改

良轉送方法結合，可比 Web Switch 搭配 DNS 機制

的方法達到更有彈性和效率的廣域負載平衡。 
相信使用者端執行簡單的驗證、快取機制或演

算法，配合著不斷演進的電腦系統，以更聰明的存

取行為達到 Server 與使用者雙贏是逐漸在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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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WWW 可說是網際網路上最受歡迎的應用之一，但

是Web的快速成長卻造成了網路壅塞的現象，並使

得各Web網站開始發生使用者過多而無法負荷的情

形。使用 Web Proxy 可以說是一個被公認為能有效

解決網站瓶頸與降低Web佔用網路流量的方法，而

且同時能減少使用者存取網頁所需的延遲時間。然

而 Proxy server 很容易就可能成為整個區域網路連

上網際網路的瓶頸所在，一旦發生故障也容易造成

使用者無法上網。為了避免這樣的情形發生，尋找

一個建立高可靠度且具有可變尺度能力的 Proxy 

server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在本篇論文中，我們提出

透過本實驗室所發展的 SG Cluster 軟體來建置一個

具有容錯能力與負載平衡功能的 proxy cluster 的方

法。同時也經由實驗數據來探討一些因素對此 proxy 

cluster效能所造成的影響。 

關鍵詞: cluster, fault tolerant, load balancing, proxy, 

high availability.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pplications running on the 

Internet, the World Wide Web is of an exponential 

growth in size which results in network congestion and 

server overloading. Web caching has been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effective schemes to alleviate the service 

bottleneck and reduce the network traffic, thereby 

minimize the user access latency. However, a single 

proxy server could easily become the bottleneck and a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of a local area network to the 

Internet. To avoid this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 

solution to build a scaleable and reliable proxy server.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a infrastructure to build a 

fault tolerant and load balancing proxy server cluster 

based the SG cluster software developed by our lab. 

We also presented the experiment results which 

showed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to the 

efficiency of this proxy cluster. 

Keyword: cluster, fault tolerant, load balancing, proxy, 

high availability. 

 

1. 前言 
 
WWW 可說是目前網際網路最重要與最受歡迎的應

用。然而隨著使用人口的快速增加，WWW 服務所

佔網際網路頻寬的比例也越來越高[1]，同時 WWW

服務的提供者也開始面臨如何應付大量使用者的問

題。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是讓使用者透過 proxy 

server來使用Web，這樣的做法有以下的優點: 1.減

少存取網頁時的網路延遲(network latency)，2.降低

所使用的網路頻寬，3.提高 Web 網站的可用性與增

加其同時的服務人數。4.透過 proxy server提供的控

管功能，配合 Router 的存取控制，可以達到

application level的 data routing。許多的單位與機構，

都會建置 proxy server提供給自己單位的人員使用，

以便能享有前面所說的這些優點。以 TANET而言，

各個學校都建置有 proxy server，以節省校內對外的

頻寬。另外各校 proxy 上游則是設定成連接到各縣

市網或區網中心位於 TANET 主幹上的 parent 

proxy，在出國的時候，各校 proxy 都會經由骨幹的

parent proxy再連出去，透過這樣的方式以節省整個

TANET對國外的網路頻寬。 

 

透過 proxy server 連 Web 的優點雖然不少，但是當

大家都透過一部 proxy連線時，這部 proxy server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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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可能因為負載過重反而成為網路速度的瓶頸。此

外一旦這部 proxy server故障，也會造成大家無法上

網的情形。針對負載過重的問題，許多種的 proxy 

server都設計有一些合作的機制，可用以分享彼此快

取暫存區內的資料，如 Squid 的 ICP[2,3]、Cache 

Digest[4]、Microsoft的CARP[5]等。經由讓不同 proxy 

server負責不同部分的快取，再配合這些合作機制，

可以達到讓多台 proxy server一起提供服務，進而達

到分散負載的效果。不過這樣的做法需要在使用者

的瀏覽器上作對應的分流設定，並不方便，同時也

不具有容錯的能力。 

 

要讓一群機器能彼此容錯，並且在機器彼此間要做

到負載分散甚至是負載平衡，這樣的機制我們稱之

為 cluster1。目前已有一些 cluster相關的研究或是產

品，像是改良 Round Robin DNS 而成的各式

distributed cluster[6,7,8]; 以修改 MAC 位址來分散

load 的 L2 cluster 如 One IP[9]、 IBM Network 

Dispatcher[10]; 以 router/NAT方式來分散 load的 L3 

cluster，如 Cisco Local Director[11] 、Berkley大學 

Magic Router[12]; 可以不經過Load Balancer傳 reply

的 L3 cluster [13,14]; 和可根據 client request內容來

分散 Load的 L7 cluster[15]。商業的 Cluster產品售

價都非常昂貴，而 Cluster相關研究的成果，並不容

易找到有實作成功且開放下載使用的，無法直接用

以建置 Proxy Cluster。因此在本論文中，我們將介紹

如何利用一套由本實驗室自行開發的叢集系統，SG 

Cluster[17]，來建置具有容錯能力與負載平衡能力的

高可靠度 Proxy Cluster。 

 

接下來的段落中，我們將在第二節介紹 SG Cluster

系統，第三節介紹如何利用 SG Cluster 建置 Proxy 

Cluster，第四節列出測試數據並討論其所代表的意

義，最後在第五節中作一結論。 

 

                                                 
1 一般講到 Cluster 有時是指 Computing Cluster，
如 MPI，PVM 等，有時是指 Fault Tolerant/Load 
Balancing Cluster，在本論文中指的都是後者。 

2. SG Cluster 
 

SG Cluster根據需求的不同，有兩種運作模式，分為

基本模式與直接回應模式。 

 

2.1 基本模式 

一個基本模式下的 SG Cluster，如下所示，會含有一

或兩部的負載平衡控制器(load balancer)和數部後端

的伺服器(backend server)。 

Internet
access

Physical Wiring

Server Pool

SG Load balancer
(primary)

192.168.1.1

192.168.1.2

192.168.1.3

192.168.1.4

140.116.72.129 192.168.1.253

SG Load balancer
(backup)

High Speed 
Switch

High Speed 
Switch

192.168.1.5

 

透過 SG Cluster 軟體，上面的硬體可以組成多個虛

擬的 server group如下 : 

140.116.72.129:*

140.116.72.139:23

192.168.1.1:*

192.168.1.2:*

192.168.1.3:23

192.168.1.4:23

192.168.1.5:23

user request

user request

Virtual Server

Logical View

192.168.1.2:23

192.168.1.3:*

140.116.72.128

SG
Load balancer

當有 user request存取某一個 server group時，SG load 

balancer會根據一些負載平衡的策略，像是依序循環

(round robin)、依 connection個數、依封包流量多寡、

或是依自訂的外部狀態等等，將這個 request分配給

server group中的某一個成員。在分配負載時，針對

每部 server 設備的等級，也可以定義不同的比重。

如果有任何的 server 故障時，這部 server 會被 load 

balancer 排除在系統之外，因此新的 request 就不會

再交由這個故障的 server 服務。在上圖中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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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兩部 load balancer，當 Primary故障時，Backup

會自動接手，維持整個系統的正常運作。 

 

由於各個 server group間的 member可以互相重疊，

透過類似的組合，可以在有限的 physical server組合

出多組的 server group，而同時每一組 group還有相

當良好的容錯能力。 

 

2.2 直接回應模式 

在基本模式中，由於 user request 和 server 的 reply

都需要經過 load balancer 傳遞，所以當 server pool

中的 server數量很多時，load balancer本身可能會為

整個 cluster 效能的瓶頸。SG Cluster 直接回應模式

的設計，就是讓後端 server 的 reply 能夠不需經由

load balancer，直接回傳給 client，以避免這樣的問

題。 

 

直接回應模式的硬體配置如下: 

140.116.72.131

Internet
access

Physical Wiring

Server Pool

SG Load balancer
(primary)

192.168.1.1

140.116.72.132 192.168.1.2

140.116.72.133 192.168.1.3

140.116.72.134 192.168.1.4

140.116.72.129 192.168.1.253

High Speed 
Switch

High Speed 
Switch

140.116.72.135 192.168.1.5

alias:140.116.72.129

alias:140.116.72.129

alias:140.116.72.129

alias:140.116.72.129

alias:140.116.72.129

Each server is also backup load balancer

Server Pool 中的 server 不像基本模式那樣只是隱藏

在 load balancer之後，每部 server都直接接到 public 

subnet。值得注意的是每部 server 除了有自己的 IP

外，也都另設有一個與 load balancer相同的 alias IP。 

140.116.72.129:*

192.168.1.1:*

192.168.1.2:*

user request

Virtual Server

Logical View

192.168.1.3:*

140.116.72.128

SG
Load balancer

192.168.1.4:*

192.168.1.4:*

replies to client directly

當 load balancer 將收到的 user request 轉給後端的

server處理後，server會將 reply直接以 alias IP，也

就是與 load balancer服務相同的 IP，傳回去給 client。 

src:140.116.72.72
dst:140.116.72.129

src:140.116.72.72
dst:192.168.1.1

src:192.168.1.1
dst:140.116.72.72

src:140.116.72.129
dst:140.116.72.72

140.116.72.72 192.168.1.1

192.168.1.253140.116.72.129

Packet View in Basic mode

src:140.116.72.72
dst:140.116.72.129

src:140.116.72.72
dst:192.168.1.1

140.116.72.72

192.168.1.253140.116.72.129

src:140.116.72.72
dst:192.168.1.1

src:140.116.72.72
dst:140.116.72.129

192.168.1.1 140.116.72.129

Packet View in DirectReply mode

原本在基本模式中，load balancer 需要在 request 

packet 進入 load balancer 和 reply packet 離開 load 

balancer 時進行 address 修改的動作。但是在直接回

應模式，server pool中的 server在收到 load balancer

分配過來的 request packet時，便會進行 address的修

改動作，因此一旦 request被處理完，reply產生後就

可以直接回傳給 client。 

 

這樣將後半部的 packet address修改工作分散交由各

backend server負責的做法，可以降低 load balancer

成為系統瓶頸的機會。考慮像是 Web Server 或是

Proxy Server這類的應用，大部分情況下 reply的資

料量都比對應的 request來得大上許多，直接回應模

式這種在 request packet 處理前就完成所有 address

修改的做法，更是比基本模式中等到 request被處理

完後才在 reply packet上修改 address的方法來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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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許多。 

 

3. 由 SG cluster 建置高可靠度的 Proxy 
server cluster 

 

無論是基本模式，或是直接回應模式，都可適用於

proxy server cluster 的建置，只要將前述說明中

server pool中換成 proxy server就可以了。軟體方面

我們建議使用 squid 這套 proxy 軟體來配合 SG 

cluster。茲將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項條列如下: 

a. load balancer與 proxy server間以 100 Mb/s高速

switch相互連接。 

b. 各部 squid有各自獨立的硬碟作為快取空間。 

c. 將各 squid彼此設成 proxy-only的 sibling，這樣

可以避免各 proxy間的 cache空間重複暫存相同

的資料。 

d. 啟動 Cache Digest，以便能分享彼此間的快取資

料。在這裡我們使用 Cache Digest而不使用 ICP

是因為 Cache透過定期交換資訊的方式，事先得

知其它 server cache的內容，等到進行服務時，

不必如 ICP 要先 query 後才能得知哪個 sibling

有需要的 data object。同時因為 Proxy本身是以

高速網路連接，所以不必擔心 Cache Digest定期

交換資訊所產生的大量資料流造成網路壅塞。 

 

由於整個系統是基於 SG Cluster 所建置而成，所以

不必擔心某部電腦當機造成整個系統的無法運作，

管理上會相對簡單不少。而且當服務需求量增加

時，只要在 server pool加入新的 proxy server即可，

舊有的 proxy 不必廢棄，仍可繼續使用，十分符合

經濟效益。 

 

4. proxy server cluster測試數據 
 
在我們的測試環境中，使用配備如下: 
機器 數

量 
處理器 記憶體 網路卡 

Web 8 Pentium200 32MB Dec 21140 
100Mb/s 

Load 
Balancer 

1 Celeron333 128MB Intel Ether 
Express 
100Mb/s 

Proxy 4 Celeron333 128MB Intel Ether 
Express 
100Mb/s 

Client 5 Celeron333 128MB Intel Ether 
Express 
100Mb/s 

各 proxy server上的 Cache pool設為 1GB 

 

我們所使用的測試軟體是 The Wisonsin Proxy 

Benchmark[16]。這套軟體提供測試 proxy專用的web 

server和 client program，能夠在少量的機器上，同時

執行多個的 web server與 client，以模擬網路大量使

用者的情形來對 proxy server進行測試。我們在每部

Web主機上跑 10個 deamon，8部 Web主機也就是

代表一共 80個網站。而每部 Client主機分別跑 20、

80、140、200 個 client program，5部 client主機總

和相當於分別模擬 100，400，700，1000 client的情

形。以下的數據代表的是在不同條件下, 前 90% 

client 所測得的 response time 的平均值 

 

4.1 不同 server個數對 cluster效能的影響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

av
er

ag
e 

re
sp

on
se

 t
im

e

Clusers with fast load balancer in basic mode

1 proxy only
1 proxy cluster, LB by Round Robin

2 proxies cluster, LB by Round Robin
3 proxies cluster, LB by Round Robin
4 proxies cluster, LB by Round Robin

 
上圖是在基本模式下，proxy server從 1台增加到 4

台的情形，當 cluster中只有一部 proxy server時，反

應要比不使用 cluster 的單部 proxy 來得慢，這是因

為 cluster load balancer本身帶來的 overhead。但是當

cluster 數目增加到 2 時，cluster 的效能便比不用

cluster 的單部 proxy 來得快了，此後隨著 cluster 中

proxy server的增加，效能也越來越好。 

 

4.2 不同的 Load Balancing策略對 cluster效能的影

響 



 5 

0

2

4

6

8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av
er

ag
e 

re
sp

on
se

 t
im

e

Concurrent Connections

Clusers with fast load balancer in basic mode

1 proxy only
4 proxies cluster, LB by Round Robin

4 proxies cluster, LB by PacketFlow
4 proxies cluster, LB by Connection

4 proxies cluster, LB by SystemLoad

 

0

2

4

6

8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av
er

ag
e 

re
sp

on
se

 t
im

e

Concurrent Connections

Clusers with fast load balancer in directreply mode

1 proxy only
4 proxies cluster, LB by Round Robin

4 proxies cluster, LB by PacketFlow
4 proxies cluster, LB by Connection

4 proxies cluster, LB by SystemLoad

 

如上兩圖所示，無論是基本模式或是直接回應模

式，我們發現各種策略效能影響差異沒有很大，不

過 Round Robin這個策略在 connection少時，表現出

較好的效率，但是當 client個數漸增時，效能有漸漸

比其他方式差的趨勢。而 by system load是最差的，

因為 system load 是每 30 秒才更新一次到 load 

balancer 上，以致於 load balancer 不能即時掌握各

server最新的 load分布情形，造成 load可能不平均

分散的現象。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直接回應模式下的反應

時間都要比基本模式來得長。這是因為現在的 load 

balancer本身夠快，因此將 packet轉換的工作由 load 

balancer移到後端的 proxy server時，因為後端 proxy 

server 本身很忙，所以整體的效率反而變差了一點

點。 

 

4.3 不同速度 load balancer對 cluster效能的影響 

為了測試 load balancer 本身變成瓶頸的情形下，直

接回應模式的效能是否較基本模式好，我們將 load 

balancer由 Celeron 333換成一部 Pentium 200的機

器，網路卡一樣是 Intel Ether Express 100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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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我們可以發現，在基本模式下，如果 load 

balancer本身不快，會拖垮整個 cluster的效能，甚

至發生比單一部 proxy server要來得慢的情形。但

是同樣慢的 load balancer改用直接回應模式後，整

個效能大幅提昇，只比使用 Celeron333 作為 load 

balancer的 cluster效能差一點點。換句話說，使用

直接回應模式時，load balancer本身的速度對整個

cluster的影響很小，不會成為 cluster效能的瓶頸。 

 

5. 結論 
在本論文中，我們提出透過我們實驗室發展的 SG 

Cluster 來建立一個具有容錯能力與負載平衡功能的

高可靠度 proxy cluster的方法。並且經由測試數據說

明以下特點: 

a. proxy cluster的效能會隨著 server pool中 proxy 

server個數的增加而提高。 

b. 不同的 load balancing 策略對 cluster 效能的影

響。 

c. 基本模式的 cluster 在 load balancer夠快的情況

下，可以比直接回應模式的 cluster 要來得快。

但是當 load balancer不夠快時，直接回應模式的

cluster會具有較佳的可變尺度能力。 

 

目前這套 SG Cluster 已經被運用在建置台南市市網

中心2的 proxy server cluster，負責整個台南市國中與

                                                 
2 在此感謝台南市市網中心林守仁主任與黃文穗組
長幫忙建置並測試此 Proxy Cluster, 同時也感謝他
們對 SG Cluster 所提供的許多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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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對外的 proxy 連線。採用的是基本模式，整套

cluster一共包含 2台前端的 load balancer與 10台後

端的 proxy server，已運作約一年以上的時間，成效

良好。如果您也想利用 SG Cluster建置 proxy cluster

的話，歡迎您到 http://dslab.ee.ncku.edu.tw/sgcluster/

下載。 

 

6. 參考文獻 
 
[1] K.Thompson, G.Miller, R.Wilder, “Wide Area 

Internet traffic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Proceeding of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Caching, 1998. 

[2] D.Wessels, K.Claffy., “RFC 2186: Internet Cache 

Protocol(ICP), version2”. 

[3] D.Wessels, K.Claffy., “RFC 2187: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Cache Protocol(ICP), version 2” 

[4] Alex Rousskov, Duane Wessels, “Cache Digests”, 

In 3rd International Web Caching Conference, June 

1998. 

[5] V.Valloppillil, K.W.Ross., “Cache Array Routing 

Protocol”, 

http://ds.internic.net/internet-drafts/draft-vinod-carp

-v1-03.txt, Feb. 1998. 

[6] E.D.Katz, M.Bulter, R.McGrath,"A Scaleable 

HTTP server: The NCSA prototype", In Proceeding 

of 1st International WWW Conference, May 1994. 

[7] R.J.Schemers, "lbnamed: A Load Balancing Name 

Server in Perl", In Proceeding of LISA'95: The 9th 

System Administration Conference 1995. 

[8] V.Cardellin, M.Colajanni, P.S.Yu, "Redirection 

algorithms for load sharing in distributed Web 

Server Systems", Distributed Computing Systems, 

Proceeding 19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1999, p528-535. 

[9] O.Damani et al., "Techniques for Hosting a Service 

on a Cluster of machines", Proc. 6th, International 

WWW Conference, April, 1997. 

[10] IBM, "The IBM Interactive Network Dispatcher", 

http://www.ics.raleigh.ibm.com/netdispatch. 

[11] Cisco Systems, "Scaling the Internet Web Servers: 

A white Paper", 

http://www.cisco.com/warp/public/751/lodir/scale_

wp.htm , 1997. 

[12] E.Anderson, D.Patterson, E.Brewer, "The 

MagicRouter: An application of fast packet 

Interposing", 

http://http.cs.berkley.edu/~eanders/projects/magicro

uter/osd-mr-submission.ps , May 1996. 

[13] D.M.Dias, W.Kish, R.Mukherjee, R.Tewari, "A 

scaleable and high available web server", In 

Proceeding of IEEE COMPCON'96, p85-92, 1996. 

[14] A.Bestavros, M.Crovella, Jun Liu, D.Martin, 

"Distributed packet rewriting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caleable server architectures", Network Protocols, 

Proc.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1998, p290-297. 

[15] .S.Pai, M.Aron, G.Banga, M.Svendsen, 

P.Druschel, W.Zwaenepoe;, E.Nahum, "Locality 

Aware Request Distribution in Cluster-based 

Network Servers", Proceeding of the 8th ACM 

Conference on Architectural Support for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Operating Systems. 

San Jose, Ca, Oct. 1998. 

[16] J.Almeida, P.Cao., “Measuring proxy 

performance with the Wisconsin proxy bench 

mark”, Technical Report 1373, Computer Science 

Dep. Univ. of Wisconsin-Madison, 1998. 

[17] Chung-Kie Tung, Song-Rong Tsai, “SG Cluster”, 

http://dslab.ee.ncku.edu.tw/sgcluster/  



 1 

 
 
 
 
 
 

 
 
    摘要 
以「節省成本」、「有效率」方式達成「IP 位

址分配、解決 IP 位址不足」，「架設防火牆維護資
料保密性和安全性」，「節省網路重複存取、增加頻

寬」，一直是『校園網路管理者』思考問題。本文

描述以 Linux架設伺服器，提供 DHCP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NAT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Transparency Proxy三種服
務，可以解決上述問題；特別把過程整理出來，供

學校網管人員參考用。 
 

關鍵字：IP、防火牆、Linux、DHCP、NAT、
Transparency Proxy。 
 
.1前言 
 
服務單位，校園內有二間電腦教室，每間教室

放置四十台學生用電腦、一台教師用電腦和一台

NT伺服器。Server和 client端可以視成一個區域
網路，電腦作業系統是Windows98，在還沒有架
設 Linux  Server前，Windows打開控制台選項「網
路」組態，通訊協定 TCP/IP用的是真實位置：第
一間教室第一台電腦 IP位置是從 163.26..6.51開
始編的，第二間教室第一台是從 163.26.6.101 IP
位址開始編號，「識別資料」工作群組用

『ROOMA』、『ROOMB』，代表二間教室不同名
稱。打開桌面上「網路芳鄰」「整個網路」選項後，

自然地看到電腦教室二個群組，行政單位各處室

群組也可以經由「網路芳鄰」看到。「網路病毒」

開始流竄後，電腦很容易相互傳染，行政網路曝

露在「網路芳鄰」中，沒經授權者也很容易嘗試

去非法存取。 
 

.２解決方案 
 
   可以說問題根本：「電腦設為真實位置 IP」、「行
政、教室用電腦來自同一網段」。 
  為了解決上述的缺點，思考如何從網路管理角

度去解決？兼顧到「最少花費原則」下，我是以二

台伺服器管理「行政網路」、「電腦教室」，主機安

裝「Linux Red Hat版本作業系統」，伺服器提供
NAT(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服務，經分
割後有「行政網路」、「電腦教室」不同「私有網路」

網段。伺服器提供 DHCP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服務，自動分配 client 端所 
 

 
 
 
 
 
 
 
要的 IP。Proxy可以節省網路內電腦重複抓取頻
寬；Transparency Proxy不用麻煩去設定每一台電
腦「流灠器」參數，自動經由 Proxy去控制。Red Hat 
Linux版本有 linuxconf指令，圖形介面，方便地本
機或遠端設定。本文大部分是利用指令 linuxconf
完成，後面則用 ipchains 指令，在「提示符號」狀
態下，其目的是比較『有無設定 Proxy』二者，以
下拿「電腦教室」部分舉例說明。 
 
2.1 Linux 主機的 IP 
 
  Linux主機上有三片網路卡，第一張網路卡所
用到網路位址是真實 IP (圖一網路卡真實網路 IP
位址)，規劃位址 163.26.6.30。 
 
       

 
(圖一網路卡真實網路 IP位址) 

 
  主機上第二張網路卡所用到網路位址，是虛擬

IP(圖二網路卡虛擬網路 IP位址)，規劃位址是「私
有網路」C CLASS網段一個 IP 192.168.18.1。 

 
(圖二網路卡虛擬網路 IP位址) 

主機上第三張網路卡所用到網路位址是虛擬 IP(圖

校園網路架設 Nat、DHCP和 Transparency Proxy實例 

胡家麟 
台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hupaggy@ms38.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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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卡虛擬網路 IP位址)，規劃位址是「私有網
路」C CLASS網段一個 IP 192.168.16.1。 
 

 
(圖三網路卡虛擬網路 IP位址) 

 
2.2 Linux主機 DNS設定 
 
    主機 DNS 是利用網域 DNS伺服主機，所提
供服務，下圖說明 DNS服務要指向網域 DNS主機
163.26.6.1(圖四主機 DNS設定)。 
 

 
(圖四主機 DNS設定) 

            
2.3 Linux主機 GATEWAY設定 
 
     主機閘道器(GATEWAY)設定，則是指向路由
器(ROUTER)，路由器 IP 為 163.26.6.254，(圖四 主
機 GATEWAY設定) 

 
     (圖四 主機 GATEWAY設定) 
 
 
2.4 Linux主機提供的服務 

 
    主機上提供 DHCP 和 FIREWALL服務，指令
Linuxconf增加 DHCP 和 FIREWALL 服務，設定
一開機就要載入 (圖五增加 Linuxconf  Modules)。 
 

 
(圖五增加 Linuxconf的Modules) 

 
2.5 DHCP設定 
 

  DHCP服務是動態給予二間電腦教室電腦開
機所要 IP，一間電腦教室設定網段是192.168.16.X， 
動態 IP從 192.168.16.11開始到 192.168.16.220，
釋放給教室開機電腦 (圖六 DHCP伺服器下第一
個子網段)。 

 
(圖六 DHCP伺服器下第一個子網段) 

另一間電腦設定網段是 192.168.18.X， 動態
IP從 192.168.18.11開始到 192.168.18.220，釋放給
另一間教室開機電腦 (圖七 DHCP伺服器下第二
個子網段)。 

 
(圖七 DHCP伺服器第二個子網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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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張網路卡所完成 DHCP切割網段。(圖八

DHCP網段) 
 

 
 

(圖八 DHCP網段) 
 
可以從下圖看出，DHCP相關設定：DHCP

伺服器釋放 IP時間為一天，閘道器指向 Router 
163.26.6.254(圖九 DHCP參數)。 

 
 

(圖九 DHCP參數) 
 

電腦教室開機後 DHCP伺服器釋放出來的
IP(圖十電腦教室電腦自動取得 IP)。 

 

 
(圖十電腦教室電腦自動取得 IP) 

 
2.6 NAT建立 FIREWALL主機 
 

NAT原理是把電腦真實 IP改作虛擬 IP，送到

NAT主機，將虛擬網域封包來源 IP位址改寫後，
再送離主機到真實網路上。 

FIFIREWALL服務是將二間教室電腦網路封
包過濾，利用 ipchains轉向 (forward) (圖十一轉向 
規則啟動) 到真實網路上放行。 
     
     

 
 

(圖十一 轉向 規則啟動) 
 

電腦教室「私有網域」IP偽裝(圖十二 私有網
域 IP 偽裝) 、(圖十三 另一私有網域 IP 偽裝)，
二圖看出由真實 IP(163.26.6.30)「偽裝」放行「私
有網域」IP。 
 

 
(圖十二 私有網域 IP 偽裝) 

 
 

 
(圖十三 另一私有網域 IP 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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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四說明二間電腦教室已完成 IP偽裝轉向。 
 

 
(圖十四 二間電腦教室 IP偽裝轉向) 

 
2.7 Transparency Proxy 設定 
 
   完成設定主機，當開機後自動提供 DHCP、NAT
服務。指令 ipchains – L 看出，二個私有網域 IP封
包放行到真實網路上 (0.0.0.0 / 0 )。(圖 十五 IP 偽
裝) 
 

 
(圖十五 IP偽裝) 

 
2.7.1 放行封包 REDIRECT 到 3128 埠 
 
   可以由圖 十六看出指令： 
 
ipchains  -A  input -p tcp -d 0.0.0.0 / 0 80  - j 

REDIRECT 3128 
 
是將放行到實體體網路 www  PORT  80，封包轉
向到 PROXY  PORT 3128 上。 
並由指令  ipchains –L  

和圖十四 指令相互比較，看出其封包改變規則。 
 

 
(圖十六 PORT 80  IP轉向到 埠 3128) 

 
 

 
2.7.2 更改 squid.conf  (一) 
 

修改 PROXY  設定檔 squid.conf。(圖十五 
squid.conf修改一) 
#  
cache_peer proxy.mtjh.tn.edu.tw parent 3128 3130 
# 
設定 NAT主機 PROXY服務擷取上層主機。 
 

 
(圖十五 squid.conf修改一) 

 
 
2.7.3更改 squid.conf (二) 
 

修改 PROXY  設定檔 squid.conf。(圖十六 
squid.conf 修改二 ) 
 

 
(圖十六 squid.conf 修改二 ) 

 
2.7.4  NAT主機提供 Transparency Proxy 服務 
 
    嘗試私有網域 client端(IP為 192.168.18.11)
打開流灠器後，LINUX主機目錄 /var/log/squid 
中，PROXY存取記錄檔 access.log  (圖十七 proxy  
記錄檔 access.log  )，得到證明可不用 client端設
定，達成封包改送到 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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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proxy  記錄檔 access.log  ) 

 
 
 
.3後記  
 
    回憶數年前，廠商建置ＮＴ網路環境，常常網
路環境出了問題，經由筆者接手後，只是興趣關

係，看了網管書籍，動手改良學校網路環境。我

不懂很深網路理論，只有「動手做」實務經驗，

在此整理文章，提供出來以作參考。 
 
.4參考文獻 
 
〔1〕 高健智著   Linux 企業級網路應用 ，知城

數位，台北。 
〔2〕 高健智、賴阿福著  隨裝即用 Redhat 

Linux 7，知城數位，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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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速 IEEE1394匯流排傳送 IP 封包 

陳坤璋、趙涵捷 
國立東華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一號 
TEL：(03)8662500 ext 22209 

Email：m9023012@mail.ndhu.edu.tw 
 

摘要 
利用 IEEE1394 高速、隨插即用與自動定址的

方式，與 TCP/IP 結合再一起，把 IP datagram 封裝

與分割，使其能在 IEEE1394上傳輸，再利用MCAP

這個協定，來分配其封包應該使用的通道，使其不

僅能讓 IP datagram 利用 IEEE1394傳送還可以保

證有高速的傳送群播串流資料的能力。 

關鍵字詞：IEEE1394、IP datagram、IP 群播、

MCAP。 

1. 前言 
現在網路世界所須要的資料傳送速度的要求

是越來越快，尤其是對於即時的資料的傳送時所須

要的頻寬更是要求，所以產生許多的傳送資料架

構，例如 SCSI、USB、IEEE1394等，都是為了因

應這種狀況而產生的匯流排架構，其中最是熱門的

架構就是 IEEE1394，在最新訂定的標準，其可以有

1.6Gbps甚至 3.2Gbps，這麼快的傳送速度，若是能

應用於傳送 IP的資料，那將大大提升現今網路的傳

送速度，所以這一篇文章主要是介紹 IP 如何在

IEEE1394匯流排上傳遞。 

 

2.1 IEEE1394介紹 
 

IEEE1394 規格是由 Apple computer Inc.所研

發，做為跟數位式資料做交換的串列匯流排 ( Serial 

Bus) 規格。這個規格係由 IEEE 所帶頭倡導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 

Inc.、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制定出「IEEE Std. 

1394-1995 IEEE Standard for a High Performance 

Serial Bus」。Apple Computer 則以其商標「FireWire」

稱之，另外像是日本新力公司也是自行命名為

「iLink」。 

IEEE1394由 IBM、TI、Sony、Philips等幾家

涵括電腦與消費性電子產品領域的大廠共同發，主

要目的是希望藉由統一的介面規格來整合電腦、消

費性電子產品、通訊設備等三大方面的資料傳輸模

式，所以「IEEE1394」就是一種串列資料的傳輸協

定及聯結系統，希望電腦、家電、通訊產品等都遵

循這個協定以達到相互間資料之交換整合目的，以

期用較低的成本達到目前並列匯流排的效率。 

而 IEEE1394會如此受到各大廠商的青睞，主

要是過去有太多種匯流排的格式，各種規格有其不

同的介面與不同的傳輸速度，對使用者而言實在太

過繁瑣，而且整體而言其速度仍然無法應付現在網

路世界所要求的傳輸量，因此一個統一的規格且傳

輸速度快的匯流排變成相當的重要。因此發展高速

傳輸介面標準 IEEE1394 已成為現今最迫切所須的

解決方案。[1] 

IEEE1394主要的特性： 

 高速：這也是取代部份 USB 的本錢之

一，他最多將可達 100，200，甚至

400megabytes/sec (Mbps)，之後甚至會

研 發 出 1.6 和 3.2gigabits/second 

(Gbps)。 

 同步的支援能力：頻寬分配保證每一項

應用程式都能夠進行，像是 RealAudio

等等，如果像其他的介面就有可能因為

應用程式太多而產稱延遲。 

 安裝方便、使用容易：IEEE1394 支援

隨插即用及熱插拔，在不關機情況下即

可直接加入新的裝置並自動偵測重新

設定系統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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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具經濟效益：將不同的接頭及電線

整合成單一規格，降低設計及設備成

本。 

 自動分配節點位址：一種具有 plug and 

play功能的技術。可自動辨識硬體裝置

的連結位置。 

 最長連接距離達 72m、效能最佳化：單

一纜線可達 4.5m，若連續串連(環狀型)

連接 17個節點，總長即為 72m，但請

注意：IEEE1394 串列匯流排不只可以

做環狀型連接，還可以做樹狀型或星狀

型連接。由於它能管理匯流排的連接網

路型態故可配合連接節點數量來調節

資料封包間的等候時間，促進效能最佳

化。 

 4 位元傳輸與等時( Isochronous )模

式：資料匯流排會意識到 32bit的平行

匯流排，而以 4位元為一單位、採取單

一或區段式的傳送方式。另外。等時模

式則可藉由教小的 overhead 來確保資

料傳輸量。 

 符合 IEEE1212 CSR 規格：IEEE1212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是一種串列匯

流排用的控制、管理、位址分配的規

格。 

 

2.2 IEEE1394的網路架構 
 

IEEE1394的網路架構中有三層協定，分別是實

體層(physical layer)、連結層(link layer)及傳輸層

(transaction layer)，其架構圖如圖 1所示。 

 

傳輸層(Transaction Layer)：用來接收應用層所傳來

的非同步讀寫指示或資料，它也處理可用於暫

存器設定等的 Lock Transaction。傳輸層定義了

要求(require)及回應(response)協定用以實現寫

入(write)、讀取及鎖定(lock)三個基本傳輸動

作。寫入動作是指資料由響應者回傳至要求

者，讀取的動作是指資料由要求者送至響應

者，而鎖住動作是指當資料由要求者傳至反應

者時，反應者將資料鎖住並將其傳回要求者。 

連結層(Link Layer)：用來接收傳輸層所傳來的非同

步指令或資料，另外也接收來自應用層的等時 

(Isochonous) 傳送、或來自串流匯流排管理的

link-on要求等。接收到的指令和資料等隨即放

入封包，再以 1位元為單位轉遞給實體層。 

實體層(Physical Layer)：用來把從連結層以幾位元

為單位傳過來的資料轉換成電氣訊號後，再轉

遞給節點。有關根節點 (root node) 設定等的

匯流初始化以及節點彼此間的協調也都是在

這裡處理。[2][3] 

IEEE1394 可支援兩種傳輸模式，一為非同步

(Asynchronous)傳輸、另一種等時性(Isochronous)傳

輸，所謂的非同步傳輸是指其資料的傳輸是非連續

性的，反應時間較靈敏，具有 CRC 檢測，資料錯

了可重傳，且必須有相對的確認(Acknowledge)，因

其會追蹤資料的傳送與接收是否正確，所以其可應

用在硬碟或是印表機等裝置上。所謂的等時性傳

輸，其資料的傳輸是連續性的，具有 CRC 檢測，

可傳播，不具有回應，因其具有等時性，所以其可

應用在視頻及聲頻之即時傳輸上。一般而言，

IEEE1394的匯流排週期為 125μs± 100ppm。在這

125μs的時間中，等時性傳輸會優先被處理，當 64

個通道被傳送完成後，非同步傳輸才可被處理，如

圖 2所示。 

 
    同步傳輸可支援具時效性的應用領域，將資料

依通道編號廣播 (broadcast) 出去在 125μs之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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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傳送完畢；而非同步傳輸則是將資料傳送到特

定的位址，僅保證安全的資料傳送，但不能保證傳

送的延遲時間。因為 IEEE1394 在同一個介面上同

時提供同步和非同步的傳輸模式，因此傳送即時訊

息的產品 (如視聽產品，影像和聲音要流暢)，及傳

送非即時訊息的產品 (如印表機、掃瞄器等)，就可

以在同一個匯流排上動作。 

    那 IEEE1394可以使用在那理呢 ? 我們可以使

用在一個高速低成本的小公司區域網路，因為小公

司不大，距離短，所以 PC之中可以用 1394連接，

不用網路卡與 Hub，隨插即用，不用設定，夠強吧 ! 

不過在大公司上面，由於 IEEE1394 的範圍沒那麼

大，還是要用網路卡，目前唯一要克服的就是如何

將 IEEE1394 與 TCP/IP 結合在一起。接下來就是

要介紹如何讓 TCP/IP與 IEEE1394結合在一起。 

 

3.1 IEEE1394上傳送 IP封包 
 

接下來是介紹如何利用 IEEE1394標準去傳送

IP的封包。之下定義了MCAP(multicast channel 

allocation protocol)、資料封裝與分割所必須的協

定、資料結構、與編碼方式。[4][5] 

 

3.2. IP連結封裝與分割 
 

所有的 IP datagram (包含廣播、單一傳播、群

播)、與MCAP的廣播訊息/請求訊息等，都要封裝

其資料才能經由 IEEE1394傳送。 

有一些 IP datagram，就像是MCAP 的MCAP

的廣播訊息/請求訊息，就可能會經由非同步的串流

封包傳送。當使用非同步串流封包時，它們的格式

應須遵照由 IEEE1394a所定義的全球非同步串流封

包格式，其格式如下圖 3。

 

[Source_ID]：標示傳送的 Node_ID。 

[Specifier_ID_hi] 與 [Specifier_ID_lo]：標示一個 24

位元的單一識別器。 

所有的 IPdatagram要經由 IEEE1394傳送的

話，都要先封裝其標頭，其下有各種不同的格式，

分別使用於不同用途的封包。若是封包大小不須要

分割，則使用第一種封裝標頭(圖 4)，若是要分割的

則使用第二(圖 5)與第三種封裝標頭(圖 6)。 

 

 

 
[ether_type]：標示 datagram的性質，如表 1。 

表 1. Datagram 性質 

ether_type datagram 

0x0800 IPv4 

0x86dd IPv6 

0x0806 1394 ARP 

0x8861 MCAP 

[IF]：標示不同的狀態 

0為未分割；1為初使；2為最終； 

3為中間。 

[Datagram_size]：整個 IP 資料包的編碼大小。 

[Frament_offset]：標示與初始的 IP 資料包之間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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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dgl(datagram lable)]：此值要與所有被分割的 IP 

datagram的連結值一樣。 

若是一個 IP datagram經由不同的 IEEE1394的

封包傳送，也就是說經過分割的 datagram要重新組

合為同一個資料，則須要經由當初封裝標頭中所加

上的 sourec_ID與標頭中的 dgl所標記的 datagram

記號，整合為當初的 datagram。在整合時會有一個

暫存器去保留尚未合併的封包，直到預設的時間到

或是暫存器空間已滿，才會消除贊存器的資料。或

是當串列序列排重設時，暫存器的資料亦會清除。 

 

3.3 IP 群播 
 

群播的 IP datagram傳送時一樣要封裝才能傳

送。Best-effort 的 IP 群播訊息是使用非同步串流封

包而且其所使用的通道是之前

BROADCAST_CHANNEL 暫存器中的所指定的。

若是傳向 224.0.0.1 和 224.0.0.2這兩個位址的

datagram更是應該要使用這一個通道編號。 

接下來要介紹群播通道配置協定 ( multicast 

channel allocation protocol , MCAP)，這一個協定是

IP 群播訊息發送端與接收端在當使用的通道數量

超過內定值時所使用。MCAP是一個合作式的協

定；不管是群播通道訊息的發送者或是接收者，其 

MCAP 訊息都要像 GASP 封包的一部份資料被傳

送且其封包格式如下圖 7。個別的MCAP訊息不應

該被分割且應該被壓縮在一個串流封包之內。

 

[length]：標示完整的MCAP 訊息的大小。 

[opcode]：0為廣播訊息；1為懇請訊息。 

[message data]：其餘的MCAP訊息提供可變的長度

且應該由零或更多如下圖 8的群集位址描述格

式： 

 
[length]：標示群集位址描述的大小。 

[Type]：只有 1這個值以表示其為群集位址描述。 

[expiration]：若是廣告訊息則會標示一個時間戳

記；若是懇請訊息則忽略之。 

[Channel]、[speed]：這個欄位根據廣告訊息做定義。 

[Bandwidth]：此欄位應為零，留待以後延伸使用。 

[Group_adress]：這個可變長度的欄位應該根據特定

的 IP群播群組的 IP位址下去做調整。 

MCAP訊息只會根據其當下正在使用的本地串

列匯流排傳送資料，接收者會忽略其於的MCAP訊

息而只接收本地匯流排的MCAP 封包。傳送者的

Source_ID已經包含在處理 GASP標頭裡面，這一

個 GASP 標頭是用在處理已封裝的MCAP訊息。

一個MCAP訊息的接收者應該要檢測一下 GASP

標頭裡面 Sourec_ID 中最重要的十個位元，如果這

十個位元不等於 0x3FF或是接收者的 NODE_IDS

暫存器裡最重要的十個位元，則接收者會忽略這一

個訊息。在一個MCAP訊息的定義中，一個通道對

應的擁有者是根據一個MCAP廣告的GASP標頭所

認定的。 

一個 IP_capable 的設備希望去接收到群播的

資料時，首先應該要查明是否在群集位址與通道數

量之間的對映關係，而此通道數量應該要扣除在

BROADCAST_CHANNEL 暫存器中已經指定的通

道。這樣的設備可以遵守在廣播通道中的MCAP廣

播訊息去取得通道的對映關係。 

一個打算群播的接收者可以傳送一個MCAP

懇請要求訊息，這一個訊息是要去要求群播的通道

擁有者在快於下一個十秒的間隔中去廣播廣播訊

息。那MCAP懇請要求的發起者應該限制它們正在

傳輸的速率。在傳送一個懇請訊息之後，那發起者

不應該傳送另一個MCAP懇請要求訊息，直到十秒

的時間過去。 

另一種情況是如果群集位址與其於內定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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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存在一個對映關係時，則一個MCAP的廣播訊息

預期於十秒內會被廣播。根據接收到描述一個或多

個通道間的對應關係的MCAP廣播訊息時，那預定

的群播的接收者可以在預定的通道號碼上接收的

IP datagram，直到時間期滿為止。 

如果群播的廣告訊息被查出指定到相同的群

集位址時，那通道號碼應該由最大的 physical ID的

廣播訊息中取得，而此 physical ID是由 GASP標頭

中 source_ID內至少六個有意義的位元中取得。 

如果在十秒內沒有收到對其特別的群集位址

傳播的MCAP廣播訊息時，沒有群播來源是在對除

了內定值通道的通道動作，此時若不是沒有群播資

料，則是傳送的資料是經由內定的通道傳送。 

    一旦一個群播的接收者已經觀查到一個廣播

訊息對要求的群集位址傳送，則它可以經由內定的

廣播通道或是指定的通道接收資料，但是它應該繼

續監控內定的廣播通道以在時間過後可能更新其

使用狀況。 

    一個 IP-capable的設備希望在除了內定的其他

通道中傳送群播的資料時，應該先要查明是否有其

他的群播來源已經被指定用於這一個群集位址的

通道號碼。 

    如果群集位址的通道對映關係已經存在，則一

個MCAP廣播訊息應該在十秒內被接收到。在這種

狀況下，預定的群播來源可以開始在預定的通道上

交流傳送 IP datagram，且持續傳送直到時間終結為

止。群播來源應該要監控MCAP 的廣播訊息以用

來更新使用通道的時間。 

還有群播的來源應該要週期性的廣播一廣播

訊息以去確定有關於 IP 群播群集位址與通道之間

的關係，用以確保不會有通道的不當使用。此時也

要注意是否群播的群集位址與通道間的對映關

係，以防會有不同的群集位址使用相同的通道，或

是同一個群集位址會使用不同的通道而資料傳送

錯誤。 

由於 IEEE1394的通道數有限，所以對於通道

的管理相當的重要，所以需要周期的廣播廣播訊息

以去確定通道的使用是適當，所以有多餘的通道對

映關係或是有期滿的通道對映關係都要清除，以空

出新的通道供新的應求使用。 

經由匯流排的重設，則所有的通道對應關係會

終止，一切歸零直到有新的要求或是新的廣播訊息

傳送，才會再制定新的通道對應關係。 

要注意一點是 IP-capable 節點，這一項是要滿

足連結的節點都要能夠有處理 IP 封包的能力，還

有要加上有同時管理多個來源的能力與提供接收

與傳送非同時串流資料的能力。 

再來所說的是無狀態(stateless)自動配置位址

這一項，這一點是 IPv4與 IPv6間不同的地方，由

於 IPv4的位址數量是 2的 32次方個，到今日已經

快要不敷使用，所以 IPv4要取得位址是須要由統籌

單位配發且須要由使用者自行去設定，然而 IPv6 

的位址數目是 2的 128次方，足夠所有的設備接有

一個 IP 位址，所以就不須要由統籌單位配發，只

要這台設備連上網路，其就會獲得其上的路由器所

廣播的位址，使用者也不須要去設定。 

IEEE1394是利用 EUI-64定址的方式去定義不

同節點間的位址，這一個定址方式可以使的各個節

點有不同的物理位址，這一個定義方式有點類似現

在網路卡的MAC位址，而 IPv6定址的方式就是利

用這一個物理位址再加上由路由器所廣播的 64位

元預設值而形成 IPv6的位址，所以我們只要有一個

IEEE1394的節點，就可以給它一個 IPv6位址，如

此我們在傳送 IPv6封包時，就可以很容易找到我們

所須要的目標節點，而傳送資料。 

再說到局部連結位址，IPv6的局部連結位址的

格式如下圖 9，我們定義其其前 64位元的預設值為

FE80::/64。 

 
使用芳鄰搜尋的步驟使的 IPv6單點傳播位址

可以對映到 IEEE1394的連結層位址，既然 1394連

結位址(node_ID)無法在通過 1394連結點時保持相

同，所以我們不會用之於連結層位址選擇位址時的

選項；我們會從非同步串流封包的標頭上的

source_ID這一個欄位或是GASP的 source_ID這個

欄位取得連結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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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芳鄰尋找封包的接收者會根據其

source_ID等於 0x3FF或是與接收者的的 node_ID

相同與否再決定是否要接收或忽略這一封包。 

    當連結層為 IEEE1394時，其來源或目標的連

結層位址的選擇上有如下圖 10的格式，

 
[type]： 1為來源連結層位址：2為目標連結層位址。 

[node_unique_ID]：標示其 EUI-64的識別位址。 

    當 1394匯流排重設時其 node_ID會改變，其

對應關係亦會改變。另一方面整體的傳送速度取決

於傳送者與接荍者的能力，其中所有的節點的實際

速度有是決定的關鍵。 

 

4. 未來發展 
     

我們可以有一些想法是可以利用 IEEE1394上

傳輸 IP封包來實現： 

1、 智慧型家庭網路：由於現在智慧型家電越

來越普及，各種家電都希望可以連上網

路，所以可以利用 IEEE1394這一個統一

的介面，使得所有的家電可以串連起來，

行成一個家庭網路，在利用其上傳輸的

IP封包，達成遠端遙控，使得家電在操

控上更加人性化、更加方便。 

2、 儲存式區域網路：由於現在的檔案是越來

越大，有些動則上百MB，此時一個移動

式的儲存設備就有需要，若是我們可以發

展出以 IEEE1394為傳輸介面的網路硬

碟，利用 IEEE1394的高傳輸速度、隨差

即用與自動定址的能力，用區域網路的概

念，使用這一個移動式硬碟，這樣對使用

者來說是相當的方便，在市場上已經漸漸

有這種產品出現，我們可以期待這樣便利

的商品出現。 

現在市面上有許多的匯流排或是傳輸介面，如

SCSI、USB、網路卡等，如果可以使用 IEEE1394

為統一的介面，其上又可以傳輸 IP封包，那我們終

於可以不用再管電腦後面一大堆的排線與不同的

介面，只要一個 IEEE1394匯流排就可以達成各種

不同的須要。 

“透過兩部或以上附有 1394連接埠的電腦, 其

靈活配合 FireNet 1394網路軟體, 便能自由建立一

組 400Mbps高速的網路系統!”，這是一間軟體公司

所提出的口號[6]；或是利用 linux 這一套 open 

source的系統，一樣可以建構出這樣一套高速的網

路系統[7]。我們可以由[8]的模擬結果知，IEEE1394

所表現的品質會比現在所使用的乙太網路好，所以

我們是可以相信利用 IEEE1394傳送 IP 封包將是未

來高速網路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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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DNS為 Internet上最基本的服務之一，它主
要負責主機名稱與 IP間之對應關係的解析服務，
但傳統的 DNS只能將主機名稱對應到固定的 IP，
對於非 24小時連線之撥接或其它以動態方式取得
IP的連線方式如 DHCP、撥接式 ADSL等，因 DNS
本身之 Cache特性，會造成 DNS無法及時反應而
造成資料不正確。 

為了配合動態 IP的使用者之網路連線特性，
我們開發了一個動態 DNS伺服器及 Client軟體以
提供及時的 DNS資料更新及解析服務，讓使用動
態 IP的使用者也能順利架設伺服器對外以固定的
主機名稱提供各式服務。 

1. 前言 

依據資策會電子商務應用推廣中心（FIND）
調查結果顯示，截至 2002年 6月我國網際網路使
用人口數達 808萬戶，寬頻用戶數達 161萬戶，撥
接用戶達 501萬戶。隨著網路使用人口不斷增長同
時，因為 IP資源有限，TWNIC在 ADSL IP位址分
配上有擬定一套配發措施以減少 IP的浪費，而 ISP
自然會將 IP使用的情況反應在價格上以避免 IP的
浪費。因此造成了使用者使用固定 IP的成本較
高，而使用非固定 IP的成本較低，大部分用戶為
節省金錢選擇非固定 IP方案。但非固定 IP的方式
無法長時間保有相同的 IP，對於需要對外提供服
務的使用者似乎只能選擇固定 IP一途。為了解決
省錢與固定 IP優點的兩難，經由 DNS來作為固定
主機名稱與非固定 IP間作為對應是一個解決方
案。 

TWNIC針對申請網域名稱用戶作線上問卷
調查(如圖 1)，所得到的結果顯示有一半以上的使
用者對於動態 DNS有需求，佔的比例最高，主要
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其他的功能需求國內已有很多

廠商或單位可提供服務，動態 DNS相對就比較少。 

因此 TWNIC針對前述情況開發動態 DNS 
client及 server程式以提供此項服務。 

 

圖 1. 網域名稱意見調查結果 

2. 實作方案 

為了要將主機名稱對應到使用者連線後的動

態 IP上，在使用者上線後必須要有一個註冊的動
作將主機名稱與 IP作對應，通常使用一個常駐程
式最方便，只要機器一連上網路，就能將機器現有

的 IP及其主機器名稱送到伺服器端去作註冊動
作，也可避免使用者要手動設定的麻煩及可能的人

為錯誤。 

另一方面，當其他 DNS來查詢動態 DNS時，
要有一個 DNS server來回應，這個 DNS server要
能立即反應使用者的註冊資料，且為了不讓其他

DNS server因 Cache效應而造成主機名稱與 IP對
應的不正確過時資料，這個 DNS回應的 TTL值都
要調整。整體架構如圖 2 

圖 2.動態網域名稱系統架構圖 

2.1 動態網域名稱系統伺服器 

BIND這個軟體有提供動態更新的功能，



windows作業系統也可設定成在取得 IP後自動向
DNS發出動態更新 DNS的指令，但由於這兩者間
的動態更新缺乏認證的機制，無法確認發出動態指

令就是該主機名稱的擁有者，且無法在使用者要離

線時將註冊的資料刪除，因此必須另行使用其他自

行開發的程式來達成動態更新的動作。 

這個動態更新客戶端程式須考慮到下列幾個

情況: 

(1) 主機名稱的認證資料不可在網路上被攔截。 
(2) 離線或關機時要能至伺服器端刪除註冊資料。 
(3) 當不正常斷線而造成來不及到伺服器端將註
冊資料刪除時，伺服器要能查覺並主動刪除註

冊註資料。 
(4) 當電腦因某些原因更改 IP時要能同步更新伺
服器之註冊資料。 

因此在實作上採用下列幾個作法來達成: 

(1) 網路上傳送認證資料時使用單向函數編碼且
每次使用之編碼種子皆不同以防止認證資料

被攔截竊取 
(2) 用戶端程式定時送一個網路封包(heart beat)給
伺服器，讓伺服器知道電腦還在線上，若 server
逾時未收到 client送過來的封包，則 server可
視 client已離線而將註冊資料刪除。伺服器也
可經由這封包了解電腦的部份情況，如 IP是
否有異動等。為了避免其他電腦假冒傳送封

包，必須要有其他的認證機制 

基於電腦與伺服器端的傳輸資料皆十分簡

單，因此大部分的情況下皆使用 UDP的通信協定
以減輕伺服器與網路的負載。 

2.1網域名稱伺服器 

目前網路上使用最廣的 DNS軟體就是 BIND
這個軟體，其穩定度及效率相當不錯，但用來作為

動態 DNS的 DNS server時面臨到一個問題，那就
是動態 DNS的註冊資料變化相當快，每隔一陣子
就會有使用者上線或離線，而 DNS server為了立
即反應就必須要緊接者作重建 zone file資料及完
成 master/slave間的轄區傳送。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使用重新寫一個 DNS 
server程式的方式，將其他 DNS server送來的查詢
封包解開後到資料庫查詢，再將結果轉換成 DNS
封包回應給其他 DNS。但這樣作之後產生的另一
個問題是效率變差了，瓶頸出現在資料庫上，資料

庫的速度遠不及 BIND軟體使用記憶體來存取資
料的速度。因此程式須先作過慮及簡單的 cache功
能以降低資料庫的存取次數來增進效率。 

另一個重要的數字是 TTL值的設定，TTL的
值較大可減輕 DNS server的負載，但又不能讓主

機名稱/IP的資料在其他 DNS server cache太久而
與實際的對應情形不符，也不能將 TTL值設定較
小而影響整個網路的穩定。為了找到一個適合的

TTL值，以 www.twnic.net.tw一個月的 log來分析，
當 TTL為 0(DNS server不作 cache)時會有 5520377
次的查詢次數，TTL設為 15秒時就可減少 90%以
上的 DNS查詢，對於動態 DNS的用戶而言，15
秒的延遲是還可以接受的。 

TTL值(秒) 查詢次數 比例 

0 5520377 100 

5 714721 12.95 

10 596937 10.81 

15 538333 9.75 

20 506066 9.17 

25 480113 8.70 

30 461813 8.37 

35 447201 8.10 

40 435447 7.89 

45 425660 7.71 

50 406257 7.36 

55 388733 7.04 

60 381522 6.91 

120 318663 5.77 

240 274720 4.98 

480 223320 4.05 

960 188750 3.42 

1920 165774 3.00 

3840 148758 2.69 

7680 132994 2.41 

15360 121691 2.20 

30720 112290 2.03 

61440 105565 1.91 

122880 96109 1.74 

245760 89553 1.62 

表 1.DNS TTL值與查詢次數之關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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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DNS TTL值與查詢次數之曲線圖 

目前大部分 DNS的 TTL都是設在一天左
右，與動態 DNS的 15秒 TTL相較，動態 DNS的
網路流量約是一般 DNS的 5倍左右，依 Thompson
在 1997年對 Internet backbone上的流量作量測，
DNS佔整體流量的 2%，依教育部對學術網路流量
的統計分析，大部份的時段 DNS佔整體流量不到
1%，因此部分電腦採用動態 DNS之後所新增的網
路流量對網路的影響不致太大。 

2.3 client端程式 

考慮到目前使用者大部分的使用環境為

windows作業系統，及使用動態 DNS可能都是要
架 server提供服務，而最常被使用來作為 server的
作業系統是 linux和 freebsd，因此就以這三種作業
系統平台作為 client端開發的對象。 

除了 windows的程式需要 GUI包裝外，其餘
的都一樣，由於 client端作的事情不多，程式相當
簡單，主要是作登入及登出及傳送 heart beat封包
的動作，在 unix端編譯出來的程式大小不到 10KB。 

 

圖 4.動態 DNS設定畫面 

程式也考慮到自動更新的功能，可在經由使

用者同意下自動到 server端下載安裝新版的 client
程式。 

為了保持彈性，client端的一些參數可由
server指定，如傳送 heart beat封包的間隔時間等，
server可依據網路品質及 server負載等調整這些參
數。 

3.運作後產生的問題 

經過運作一陣子之後，發現部分版本的 BIND
軟體(如 bind 8.3.0)因程式設計上的 bug在某些情形
下會對其他的 Server作大量重複的 DNS查詢，造
成類似攻擊的情形，雖然 ISC在幾天內出了新的修
正版，也將舊版刪除不再提供下載，但仍有少部分

的 Server已換成有問題的 BIND，因此對這些
Server的回應部分情況要作遞迴查詢的回應以解
決大量查詢問題。 

另有些版本的 BIND在某些情況下，或可能
網路有問題情況下會送出格式不對或封包長度不

對的 DNS查詢，由於這些已經無法還原，只能不
予處理。 

4.分析與結論 

分析八月分第一個星期動態 DNS的上線時
數(圖 5)發現大都在一小時以內，超過 10小時以上
的就很少，這符合動態 IP使用者的網路使用習
性，但在 24小時處有一個小尖峰，可能是部份 ISP
對動態 IP用戶每 24小時強迫斷線有關。對大部分
使用動態 DNS的用戶而言，使用動態 DNS主要的
目的可能還不是在架設 server來提供服務，因為上
線的時間都還不是很長，有在架設 server應該就是
那些 24小時開機的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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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動態 DNS上線時數 

另從使用者上線的時間點來看(圖 6)，上午 8
點上線人數開始增加，下午 4、5點上線的人數就
有些下降，晚上 11時是上線的高峰，上線人數最
少的是在早上 5點。由於動態 DNS client程式設計
成只要使用者上線就會自動登入系統，所以這和一

般的網路流量統計圖的形狀有些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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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動態 DNS上線時間點 

由於網路的普及，動態 DNS的使用情形會越
來越多，基於動態 DNS之上的服務也可能陸續出
來。動態 DNS除了提供動態 IP用戶的一個固定名
稱的即時對應到適當的 IP位址外，也能作其他的
加值服務，例如: 

(1) 在使用者離線時不是回應無 IP對應，而
是回應一個網頁轉址伺服器 IP，讓訪問
者可看到備援的網頁。 

(2) 使用者離線時動態 DNS將送到該主機
的 E-mail轉到另一個 mail server暫存，
待使用連線後再將 mail送給使用者。 

加值服務的變化佷多，可與其他服務結合創

造出更多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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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DNS對於整個 Internet相當的重要，但 DNS

的正確運作必須要仰賴正確的設定，本文針對.tw

之下所有正常使用中的網域名稱，包括有

com.tw、net.tw、org.tw、idv.tw、gov.tw和 edu.tw

作大規模的調查統計，調查內容除了該網域是否

可以正確的被外界查找，還有所有 DNS主機的版

本分布狀況、授權關係、DNS容錯能力以及是否

可被轄區傳送的統計資料，這些資料代表.tw網域

下的 DNS主機的健康狀況，也是整個.tw網域發

展狀況參考資料。 

 

關鍵詞： 

DNS、BIND、網域名稱 

 

1. 前言 

在 IP 的網路世界裡面，每台電腦都必須要

有 IP地址來表示其所在位置，讓其他的人們可以

找到，但 IP位置是一串無意義的數字，對人來說

非常難記憶，於是，一些 UNIX的使用者，就建

立一個主機名稱與 IP 位置的對應表，將 IP 和主

機名稱對應起來﹐這樣﹐用戶只需輸入電腦名字﹐

就可以代替 IP來進行溝通。事實上，這樣的對應

系統至今還是繼續的在使用中，例如 Unix、Linux

系統中的 /etc/下面的 hosts 這個檔案，或者是

Windows 系統裡\winnt\system32\drivers\etc\下的

hosts，就是用這樣的用途。不過這個 HOSTS 檔

是要由手工去維護的，當網路越來越擴張的時

候，要維護這樣的檔案是非常困難的，而且資料

一更新，所有機器上的 hosts檔案都必須要跟著修

改，才能夠正確的運作，這實在是件非常頭痛的

事情，因此才會有 DNS的出現。 

DNS的全稱是 Domain Name System，事實

上它可以說是一個分散式的資料庫，透過委任關

係將各個網域名稱的管理權授與給其管理者。

DNS的結構如圖 1所示，其架構為一個階層式的

架構，最上層的節點被稱為根節點(root)，通常用

一個點(“.”)來表示，而每經過一個節點，都分別

用一個點來分開，因此一個完全合格的網域名稱

(Full Qualified Domain Name: FQDN)將會長得像

www.twnic.net.tw.這樣的形狀。 

然而，整個 INTERNET上的電腦如此眾多，

DNS 系統如何保證兩部電腦不會有相同的網域

名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其中有幾個重要觀

念，第一是網域(Domain)的概念，DNS系統將整

個 INTERNET分為許多的網域，而這些網域再將

他們的網域區分為許多的子網域，只要在每個節

點下面的網域不重複，不論經過幾次的分配都不

會影響整個 INTERNET 上所有網域名稱的唯一

性；第二是授權(Delegation)，所謂授權就是上層

的網域將其下的網域管理權指派給另外一部機器

管理，整個 DNS就是經由複雜的授權關係運作，

這樣的好處是各個網域的維護可以由其自行完

成，不需要額外的告知，其他人便能以相同的路

徑尋找到正確的網域名稱與 IP位置的對應。 

DNS 運作的概念雖然並不複雜，但在設定

上卻相當容易搞錯，INTERNET上許多的應用，

例如 FTP, WWW, EMAIL, VoIP等等，都必須依

賴 DNS 的正確運作才能正常的工作，撇開安全

性的問題不談，有許多的網域的設定是有問題

的，錯誤的設定將會造成該網域無法被別人正確

的查詢，或者是增加網路上無謂的交通，甚至洩

漏出企業內主機的資訊，然而，這些都可以經由

正確的設定來解決。 



本文針對.tw 下所有正常使用中的網域名稱

進行大規模的統計調查，統計一般在設定 DNS

主機時常忽略的項目，並分析其成因及解決方法。 

 

2. 統計項目 

本文針對.tw 網域名稱主機作一系列的檢

測，並將統計結果以不同屬性之網域名稱分別統

計，統計之項目大概區分為 5項，分別為不良的

委任關係、授權錯誤、DNS容錯能力、轄區傳送

以及 DNS主機版本的分布統計。 

 

2.1 不良的委任關係(Lame Server) 

簡單的說會造成不良委任關係的狀況有兩

種，第一種是上層 DNS將該網域的授權給某台機

器，但是這台機器上面卻沒有執行 DNS的程式，

第二種狀況是上層 DNS將網域授權下去，但是到

該機器查找時卻找不到該網域的權威回應

(Authoritative Answer)；不良的委任關係最直接的

影響，就是造成網路頻寬浪費及查詢端主機和

DNS主機的資源浪費，當 DNS主機只有一部時，

更會造成整個網域都查不到的狀況。 

 

2.2 授權錯誤(Delegation Error) 

授權錯誤就是上層的 NS 紀錄與下層的 NS

紀錄不相符，授權錯誤通常代表無效的 DNS 交

通，浪費網路頻寬且拖慢 DNS查詢的時間，也是

Lame Server的發生的源頭，是設定上常忽略掉的

一個部分。 

 

2.3 DNS容錯能力 

這個部分可以分成兩種狀況來討論，第一種

是只有一部 NS的設定，第二種是所有的 NS都

在同一個網段裡；只有一部 NS 被設定時，當這

部機器因為某種原因停掉的時候，將會造成整個

與外界失去聯絡的現象出現，而若所有的 NS 都

放在同一個網段時，當此一網段的網路出現問題

時，亦會造成無法被外界查找的狀況。 

 

2.4 轄區傳送(Zone Transfer) 

轄區傳送錯誤意指整個網域的轄區檔案可

以被其他人任意的取得，雖然轄區資料的洩漏並

不會對該機器或者其他機器上面所提供的服務造

成影響，但有心從事破壞者可以經由猜測得知整

個網域內的機器所在位置以及該機器所提供的服

務，進而針對該目標進行攻擊，是典型的 DNS

設定錯誤。 

 

2.5 版本偵測 

在 DNS的系統中，BIND是最被廣泛使用

的，然而，從 BIND開始發行至今，已發行過了

無數個版本，各個版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漏洞的

存在，經由版本的偵測，可能針對該版本所有的

漏洞進行破壞，若使用者沒有將 BIND 升級

(Patch)至最新版本，駭客可以利用那些已被公

佈的系統漏洞進行攻擊，被破壞之可能性將會大

幅提高，目前 BIND 最新版本分別為 4.9.9、

8.3.3和 9.2.1。 

 

3. 統計資料 

本次針對.tw 之下正常使用中的網域為調

查目標，其中包括有 com.tw、org.tw、net.tw、

gov.tw、edu.tw以及 idv.tw，總數共超過十萬

個網域名稱，除 com.tw數量過於龐大，以抽樣

的方式來作統計，總計樣本數，com.tw 共

30589個、edu.tw共 298個、net.tw共 1099

個、org.tw共 3795個、gov.tw共 1254個以

及 idv.tw共 15869個。分別統計數據如下。 

無法正確查找(Resolve)的網域名稱總計

比例高達 46.43%，見表格  1，其中包含了

30.63%的網域名稱是並沒有設定 NS 紀錄的，

可能原因是使用者先佔著網域名稱，但還沒有開

始使用，也有許多是網路蟑螂等等預先搶佔網域

名稱的行為，但扣除掉此一部份，尚有 15.8%的

網域名稱在 DNS 的設定是錯誤的，且這些錯誤

將造成外界查找此一網域時的錯誤。可能原因在

於許多的網域名稱在申請之後雖然有使用，但並



沒有人在維護，造成這樣的現象，其中 edu.tw

與 org.tw 在這個部分錯誤比例最小，只有

6.71%與 4.08%，表示持續在維護的情況較為

良好。 

在 DNS 容錯部分，去除掉沒有作 DNS 設

定的網域名稱，在所有樣本中的網域名稱有

15.34%只設定一部 DNS 主機，見表格 2，當

這一部主機當掉或者網路出現問題時，將造成整

個網域與外界失去聯絡的現象；而所有的 DNS

主機在同一個網段的比例共有 13.11%，由於許

多使用者都會將機器交給 ISP代管，或者把DNS

主機都設在公司所在網段上，當 ISP 端網路斷

線，或公司網路斷線時，一樣會使得該網域無法

被 外 界 查 找 ， 因 此 一 般 NIC(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會要求使用者設定兩部以

上的 DNS 主機，便是如此的原因。比較之下

gov.tw、edu.tw下的網域名稱，分別有 84.5%

與 45.1%的比例是只有一部 DNS主機的，可能

原因由於 edu.tw 與 gov.tw 一為教育部管理，

一為行政院研考會管理，並沒有要求各網域 DNS

主機的設定要有兩部以上，反觀 TWNIC所管理

的 com.tw、net.tw、org.tw以及 idv.tw在這

一部份的表現較為優秀。 

而在轄區傳送這個部分還看，整體來說，容

許其他人傳讀取整個網域的比例為 45.84%，見

表格 3，此一統計資料為所有的 DNS 主機扣除

掉沒有正常運作的 DNS 主機為樣本空間。有許

多使用者因為轄區內的資料很少，因此不在乎轄

區資料的洩漏，事實上轄區傳送即代表潛在的駭

客行為，駭客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他要瞄準的目標

機器，若是搭配上版本的偵測，甚至可以針對某

一服務上的某個漏洞來進行攻擊，不得不多注

意。然而，轄區傳送的錯誤可以經由修改設定檔

中 option部分的 allow-transfer選項來限制可

以傳送的對象，即可避免此一方面的問題。 

另外，授權錯誤的比例高達 75.4%，授權

錯誤分為兩種，一種是上層 DNS 有設定 NS 紀

錄，而下層卻找不到權威回應(Authoritative 

Answer)，此種狀況會造成不良的委任紀錄

(Lame Server)，而此一問題如果發生於只有一

部 NS 的網域名稱時，將無法被外界所查找，即

使有其他可以查找到權威會應的 NS 主機，亦會

造成不必要的 DNS 交通；而另一種錯誤是下層

有 NS 紀錄，但上層卻沒有設定 NS，這樣的設

定一樣是無效的設定，多設定的 DNS 主機將完

全無法被外界看到，因為從 DNS 查詢的角度來

看，這樣的 NS將根本不存在。 

版本偵測主要針對 DNS系統的版本，主要

為 BIND，共佔了將近六成之多，版本分布狀況

請見表格 4，其中 BIND 4.x 的共佔 2.69%，

BIND8.x 共佔 40.84%，BIND 9.x 的佔了

14.59%，Windows 也是另外一個被廣泛使用

的 DNS系統，共佔了有 14.59%，洩漏版本的

訊息，就等於告訴駭客可能的漏洞，造成潛在的

安全性隱憂；此一狀況可以經由更改 option 中

的 version選項內容來減少被直接得知版本訊息

的現象。目前 BIND 最新版本分別為 4.9.9、

8.3.3 以及 9.2.1，值得注意的是，ISC 已公佈

除非有特別重大的漏洞，4.9.9 的版本將不在更

新維護，也強力建議使用者，如無特殊因素，務

必將 BIND升級至最新版本，已減少可能的漏洞

產生。 

 

4. 結論 

隨著 Internet的蓬勃發展，網域名稱的使用

也越來越廣泛，像是WWW、FTP、Email、VoIP、

Video Conference甚至是遊戲等等的應用，都依附

在網域名稱的正確運作上，而當 IPv6 取代 IPv4

成為主流時，128bit的 IP位置根本就沒有人能夠

記得住，屆時人們對於網域名稱將更為依賴，DNS

階層式且簡單的架構，更讓整個 DNS系統的擴充

更有彈性，像是 Enum 等相關技術的發展，DNS

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可說息息相關，建立一個良好

的 DNS系統，是大家所樂於見到的，盼此文能對

整個.tw 網域下所有的網域名稱達到警惕及教育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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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DNS架構 

表格 1 無法正確查找之網域比例 

 com.tw Edu.tw net.tw org.tw gov.tw idv.tw Total 
無法正常運

作比例 (含
無設定 NS)

39.05% 21.14% 49.95% 20% 35.89% 69.97% 46.43% 

無法正常運

作比例 
17.65% 6.71% 14.29% 4.08% 14.60% 15.41% 15.8% 

 

表格 2 DNS容錯能力比例 

 com.tw Edu.tw net.tw org.tw gov.tw idv.tw Total 
一部 NS 8.51% 45.10% 6.22% 9.93% 84.50% 31.15% 15.34% 
所有 NS 在
同一個網段 

0.76% 24.31% 20.51% 55.84% 12.56% 34.85% 13.11% 

 

表格 3 轄區傳送及授權錯誤比例 

 com.tw Edu.tw net.tw org.tw gov.tw idv.tw Total 
轄區傳送 51.87% 63.74% 78.81% 6.09% 49.03% 39.74% 45.84% 
授權錯誤 83.53% 84.91% 85.96% 7.03% 93.48% 81.07% 75.40% 

 

表格 4 DNS版本分布比例 

 com.tw Edu.tw net.tw org.tw gov.tw idv.tw Total 

BIND 4.x 3.03% 1.45% 4.51% 3.48% 2.52% 0.47% 2.69% 



BIND 8.x 41.64% 50.72% 27.73% 30.62% 15.76% 47.36% 40.84% 
BIND 9.x 13.35% 23.43% 39.38% 12.10% 10.33% 18.47% 14.59% 
Window 23.04% 8.70% 14.03% 21.54% 58.01% 23.30% 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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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域名空間整體規劃與分析 
呂愛琴 徐桂尼 陳文生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aclu@twnic.net.tw  knhsu@twnic.net.tw  wschen@twnic.net.tw 

摘要 

根據經濟部技術處委託資策會 ECRC-FIND

進行的「我國網際網路用戶數調查統計」，截至

2002年 6月底止，我國上網人數已達 808萬人，

相較同年 3月底 790萬人之統計數據，網際網路的

使用率是有逐漸上升趨勢，上網聊天、蒐尋資料、

發送電子郵件等，已變成每日例行性的事務，「上

網架站」、「建立品牌」的宣傳手法，也已完全顛

覆傳統行銷的方式，所以如何給網站取個「好名

字」，打響品牌，變成格外重要了。網域名稱簡稱

域名，雖然每年使用費低廉，但如果有效地運用

她，她是可以帶來許多商機的，不過相對地，若

提供新類型的域名服務，對既有的註冊人也會帶

來淡化的衝擊，故如何規劃.tw域名空間架構，勾

勒整體架構藍圖，作為日後執行運作之準則，實

屬重要。本文試圖由使用者意見、我國現行域名

之發展概況，並探討國際上其他各國之狀況，研

訂域名整體規劃目標、原則，作為域名空間規劃

基礎。在架構上，分別由域名層級結構及域名特

性角度分析，進而整合垂直面及水平面使整體架

構模式更佳完善。最後本文也對現行域名空間相

關政策及未來發展趨勢作建議，期望提供使用者

更大發揮空間，以帶動網際網路蓬勃發展。 

關鍵字：域名空間、預留域名、混合型、ODP  
 
1.前言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在 2002

年 2月與資訊傳真共同舉辦「從全球域名發展趨勢

談.tw開放第二層域名註冊服務」座談會，討論主

題為若開放第二層域名後是否會對現有屬性型域

名帶來衝擊？如何預防爭議?對前項主題，與會人

士分別由消費者、業界、受理註冊單位、行政單位

之立場，提供許多看法意見。主要意見如下：  

1.1開放域名註冊應儘量保障註冊人最大之權益。 

1.2 建議對對開放之域名空間（name space）範圍

做更周延的整體規劃。 

1.3提供註冊程序、爭議處理等相關之整體配套措

施，避免因開放第域名之註冊引起更多爭議

及及混淆。 

1.4現行域名開放方式,建議可分為商業性與非商

業性(具社會正面意義)，前者可有數量上之限

制；後者可站在推廣上，鼓勵申請，並不一

定要有數量上的限制。 

1.5在開放新增第二層域名時，政策流程應透明

化，並可透過召開說明會、座談會之方式廣

納專家學者及民眾之意見。 

1.6不論開放新增第二層域名或泛用型英文，建議

審慎評估再行開放，以避免混淆。 

綜合前述，我們知道，以服務角度觀之，提

供使用者有更多選擇域名機會是有其必要性，但

是否會因而衍生更多的爭議？是否對註冊人權益

有所衝擊？.tw註冊管理機構－TWNIC，確實在研

擬相關政策過程中，是需要審慎地考量，且在評

估之際也需透過多重管道，適切掌握資訊，俾利

決策之參考。 

整體規劃.tw的域名空間，對域名未來發展方

向及註冊服務面之提供，是必要且深具正面意義

的。 

 

2.現行域名空間概況 
依 ISO3166-1 所列出之國家地區代碼

ccTLD，.tw為 Taiwan所使用， 

我國現行開放註冊之網域名稱如表 1所示， 

表 1 我國網域名稱開放類型 

類型 Type 
註冊管理/受理

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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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tw 行政院研考會 

.edu.tw 教育部電算中心 

.mil.tw 國防部 

.com.tw 

.net.tw 

.org.tw 

.idv.tw 

TWNIC / 六家

受理註冊機構 英文 屬性型 

.game.tw 

TWNIC/ Seednet  

(2002年 10月 1

日全面開放註

冊) 

.商業.台灣

(tw) 

.組織.台灣

(tw) 
屬性型 

.網路.台灣

(tw) 

TWNIC / 六家

受理註冊機構 
中文 

泛用型 
xxx.台灣

(tw) 

TWNIC / 六家

受理註冊機構 

 

所謂屬性型係指第二層域名有類別區分，並

開放註冊第三層域名；泛用型則指在.tw下，直接

開放註冊第二層域名。 

目前我國提供之屬性型英文域名有適用公

司、法人之.com.tw、.net.tw、.org.tw，教育單位

之.edu.tw，政府單位之.gov.tw、國防單位之.mil.tw

以及在 2000年 5月推出個人適用的.idv.tw。屬性

型中文域名則有商業.tw、網路.tw、組織.tw。泛用

型中文域名係在 2001年 2月全面開放註冊。依

TWNIC網站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7月底，屬性型

英文註冊量為 12多萬筆、屬性型中文註冊量為 8

萬多筆、泛用型中文註冊量為 2萬多筆。 

在 2001年 12月，為使網域名稱之管理更加開

放，更多人共同參與，讓台灣各類族群能夠擁有

自己屬性的第二層域名，TWNIC網域名稱委員會

決議開放新增第二層屬性型英文域名，其名稱可

由有意加入提供註冊服務行列的法人機構自行取

名。Seednet認為國內遊戲市場正處於急速發展階

段，後續發展力十分看好，故提出針對遊戲族群

的「.game.tw」，此第二層域名，在今年 2月獲網

域名委員會審核通過，將於 10月全面開放註冊。

「.game.tw」是第一個由業界自行命名的第二層域

名，對.tw的註冊服務是一項突破和挑戰。 

 
3.各國域名空間概況分析 
為使.tw域名空間整體規劃更佳完善，了解國

際各國域名發展概況及其發展趨勢是有其必要

性。此次所收集資料對象有已開放新增第二層域

名之國家（澳洲、紐西蘭），及正對域名空間進行

規劃的國家（如美國），除此之外，亦彙整 ISC網

站公佈之 HOST數超過 4萬台國家之域名開放類

型及保留字等相關資料，共計 49個國家，本文僅

針對有提供英文網頁之 35個國家進行資料分類及

彙整。 

在域名註冊服務類型之分類，擬分為屬性型

（指第二層域名有類別區分，並開放註冊第三層

域名）；泛用型（指在 ccTLD下，直接開放註冊第

二層網域名稱）；混合型（指同時開放註冊屬性型

域名及泛用型域名）三種類型，經彙整後，提供

屬性型之國家共計 14個，泛用型之國家共計 7個，

混合型之國家共計 14個。在備註欄，也看出各國

可依照各國之慣習或相關規定，訂定保留字或預

留域名。在彙整資料過程中，發現以前僅提供屬

性型註冊服務之國家，有朝向轉變成混合型模式

之趨勢，以 cn（中國）為例，在今年 8~10月間，

將會開放泛用型英文域名之註冊服務，但此階段

的變動，則需經審慎地評估，方能達成預期效益。 

表 2.各國域名空間分析 

國家 域名類型 備註 

日本(jp) 混合型 第二層及第三層均開放註冊。 

泛用型英文網域名稱就 ASCII

保留字之規定類型為 

 ccTLD及 ICANN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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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的 TLD 

 日本的地域性域名  

-都道府 特徵符號

(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

縣) 

       -市区町村特徵符號 

 都道府 名及政令指

定都市名 

 市中心而且為縣政府

所在地之都市名 

 與 Internet管理組織相

關之名稱 

 與日本語 ASCII互換

會產生混淆的文字 

加拿大

(ca) 

混合型 直接開放第二層註冊但設有

保留字。允許第三層或第四層

網域名稱註冊用戶升級至第

二層網域名稱。 

德國

(de) 

泛用型 gTLD、ccTLD、車排號碼

(GF-HK448)不允許註冊 

英國

(uk) 

屬性型 ccTLD及英國現行 SLD不允

許註冊 

澳洲

(au) 

屬性型 開放新增第二層域名之註冊

服務 

義大利

(it) 

混合型 Geographical、general u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signable)、corresponding to 

Italy(assignable to the state 

Institutions)、gTLD 

美國

(us) 

混合型 Reserved name file 

(http://www.neustar.us/registrar

s) 

荷蘭(nl) 泛用型 共保留 26個名稱(gTLD及

internet相關用語) 

法國(fr) 混合型 禁止註冊與巴黎公約簽署的

國際組織及國家網際網路運

作之用語、Related to public 

order and decency相關用語. 

西班牙

(es) 

泛用型 第二層網域至少 3個字至多 65

個字;域名首尾不得用連字號

“-”;保留字為地名,通稱,網路

機關等 

芬蘭(fi) 泛用型 DN的第一個字應為字母;可用

數字;DN中至少有一個字為字

母 

比利時

(be) 

泛用型 未明確說明保留字範圍 

奧地利

(at) 

混合型 co.at、or.at. 至少一個字

母、.at至少三個字元 

波蘭(pl) 混合型 地區性之域名僅允許相關單

位或地方政府註冊 

瑞士

(ch) 

泛用型 未明確指出保留字範圍 

韓國

(kr) 

屬性型 姓氏為保留字 

紐西蘭

(nz) 

屬性型 開放新增第二層域名之註冊

服務 

蘇俄

(ru) 

混合型 2002年 4月 10日開放泛用型 

屬性型 free 

(com.ru,net.ru,org.ru,pp.ru) 

中國

(cn) 

屬性型  類別域名(ac.cn、com.cn、

edu.cn、gov.cn、net.cn、

org.cn) 

 34行政區域名 

香港

(hk) 

屬性型 保留國碼及政府相關的域名

申請 

捷克

(cz) 

混合型 EDU, GOV, INT, MIL 及 ORG 

reserved for state 

匈牙利 

(hu) 

混合型 保留 gov/org/email/ftp/internet

等特殊字 

新加坡

(sg) 

屬性型 com.sg,net.sg,org.sg,gov.sg,可

提建議開放新增第二層 

希臘

(gr) 

屬性型 數字開放註冊;政府,地方地名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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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

(ie) 

屬性型 申請 corporate name時不得命

名為 legal nature或 generic 

bussiness sector (ex:limited;plc; 

services;shipping) 

印度(in) 混合型 通用字,gTLD不得註冊。 

Sld不得註冊為第三層 DN。 

個人名稱後需加至少兩位數

字(如 vicky88.ind.in)。 

但.in僅提供給 ISP註冊。 

泰國(th) 屬性型 開放公司名稱申請保留第二

層名稱 10 USD/筆。 

馬來西

亞(my) 

屬性型 開放的第二層網域為 com.my, 

.net.my, .org.my, .gov.my, .edu.

my and .mil.my.   

阿拉伯

(ae) 

混合型 開放數字註冊 

烏拉圭

(uy) 

屬性型 開放的第二層網域為 

edu.uy,gub.uy,org.uy,net.uy,mil.

uy,com.uy 

羅馬尼

亞(ro) 

混合型 不得多於 24個字母;開放數字

註冊;域名不得違害風俗 

愛沙尼

亞(ee) 

混合型 相關電腦學術,地方名及

general words(ex.shop.ee)不得

申請為第二層域名名稱 

冰島(is) 泛用型 禁用字 

• net.is,com.is,edu.is,gov.is,org

.is,int.is 

• general gTLD 

(web.is,shop.is..) 

• The name of well known 

ISPs(ftp.is,www.is) 

• 特殊名稱

(internet.is,island.is) 

• 會影響 DNS正常運作的名

稱(一個字元,純數字) 

烏克蘭

(ua) 

屬性型 第二層網域包括 

• General-purpose domains  

• Geographical (local) domains 

多明尼

加(do) 

屬性型 提供數字註冊;域名不得超過

63個字母;保留與政府及網路

機關相關的域名 

 

4.規劃目標 
針對.tw域名空間整體規劃，研擬以下目標。 

4.1規劃合宜的域名空間架構，研議相關配套
措施 

 為讓使用者更了解.tw之域名發展方向，擬對

域名空間作一合理之規劃，此架構可作為未來發

展之藍圖，日後可依實際發展狀況作適當地調

整。對於開放任何類型之域名而言，整體運作流

程之研議，註冊人權益之考量、爭議機制之建立

等均為配套措施中不可或缺之一環。 

4.2提供域名多樣化，各類型間避免產生混淆 
國際上域名近期有衰退之趨勢，故讓新增的

7個 gTLD之成長量顯得格外亮眼。有多數國家亦

在考量是否需追隨此腳步-仿照 gTLD開放新的第

二層，但實際上如何開放，應依各國實際狀況而

定，雖說提供使用者依其業務特性擇定所需之域

名類型是可被考量的，但避免「混淆」、降低「爭

議」確是極具重要性。 

4.3推動域名使用，擴展.tw域名普及率 
域名註冊量可視為國內 internet成長指標之

一，故擴展.tw之註冊量成為 TWNIC重要使命之

一，透過研討會、說明會及教育訓練之方式可讓

一般大眾了解域名在 internet上所扮演的角色，但

如何加速註冊之成長量是值得探討的。 

 

5.規劃原則 
在整體域名空間規劃中，擬掌握若干原則，但

並非所有的原則均適用在任何型態之域名，最重要

的是如何在相關原則間尋求一平衡點。 

5.1區別性 
係指可能會因申請單位及服務對象不同，而

在申請原則及申請程序上而有不同的運作模式，

較明顯的例子為可能針對商業性及非商業性之需

求有不同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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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保障性 
在整體規劃上，期望對原註冊人的權益可得

到適度保障，避免因新註冊服務造成註冊人衝擊。 

5.3整體性 
應對開放之域名範圍有周延的整體規劃，且

需在註冊程序及爭議處理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5.4可塑性 
在規劃上應具彈性，能因應政策而進行調

整，更重要地是，需符合網際網路及域名發展趨

勢。 

5.5需求性 
 域名規劃應以滿足使用者需求為前題。 

 

6.域名空間架構分析 
依前述，TWNIC在 2001年 2月 16日已全

面開放泛用型中文域名註冊服務，故本文.tw域名

空間整體規劃，僅針對英文域名。現擬由域名層級

結構之垂直分析及域名特性之水平分析，分別探討

域名空間之可能架構。 

6.1以層級結構分析 
若以開放註冊之層級觀之，可將域名空間分

為屬性型、泛用型、混合型三種架構。各架構說

明如下。 

6.1.1屬性型－所謂屬性型係指第二層網域名稱有

類別之區分，並開放註冊第三層域名（如 

xxx.com.tw等）。也就是說，屬性型可區分為

二，一為現已開放第二層域名，；一為新增

第二層域名。此架構下僅開放第三層域名之

註冊服務，使用者可在現有屬性類別下選擇

申請符合公司或個人特性之第三層域名或有

興趣擔任受理註冊機構之單位，可提出新的

第二層域名，提供其下第三層供大眾申請註

冊。圖示如下。 

屬性型

現已開放第二層域名 新增第二層域名

開放第三層域名註冊服務 開放第三層域名註冊

圖 1. 屬性型

 

6.1.2泛用型－所謂泛用型係指在ccTLD下,直接開

放註冊第二層網域名稱（如 xxx.tw）。也就是

說此架構除現已開放第二層域名外，其他均

可全面開放第二層域名供大眾申請註冊。圖

示如下。 

泛用型

全面開放第二層域名註冊

圖 2. 泛用型

 
6.1.3混合型－所謂混合型係同時擁有屬性型及泛

用型之架構，也就是除現已開放第二層域

名外，同時提供新增第二層域名申請之管

道，但在此需明確規定新增第二層域名申

請範圍，在此範圍內之域名可透過所規定

的程序進行申請，除此範圍外，其他將全

面開放第二層域名註冊。 

混合型

現已開放
第二層域名

全面開放
第二層域名註冊

開放第三層
域名註冊服務

圖 3. 混合型

新增
第二層域名

開放第三層
域名註冊服務

開放第三層
域名註冊服務

 
6.2以域名特性分析 
擬將域名依其特性分為限制註冊類、行政/教

育類、商業性質類、非商業性質類，各類說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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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示。 

 

6.3整合架構分析 
結合層級結構之垂直分析與域名特性之水平

分析，在將目前我國域名註冊服務現況納入考

量，域名空間架構之分析，可分為下列三種模式。 

圖 4.屬性型模式示意圖

現有屬性型

行政/

教育
非商業性

商業性

限制註冊

 

6.3.1屬性型模式 

 此域名空間分為 5類，除限制註冊類不提供

申請註冊外，其他均提供第三層域名註冊服

務。除現有屬性型外，行政/教育類、商業性質

類及非商業性質類，可視為現行新增第二層域

名之狀況，即只要業者有意願可自己取名。 

現有屬性型

全面開放

限制註冊

圖 5.泛用型模式示意圖

 
6.3.2泛用型模式 

    此域名空間分為 3類,但基於現行政策面之考

量，因新增第二層域名政策已在執行，故建議

不採此模式。 

現有屬性型

行政/教育 商業/非商業性

限制註冊

全面開放

圖6.混合性模式示意圖

 
6.3.3混合型模式 

就.tw域名整體環境而言，在顧及已實施域名

註冊政策前題下，混合型應屬最理想的模式， 

此模式將域名空間分為五類，最主要的精神在於

所謂全面開放係指 ccTLD下直接開放第二層域名

註冊服務（如 xxx.tw）；而在行政/教育類、商業/

非商業性質類下是開放第三層域名註冊服務，故

在此前題下，如何界定行政/教育類、商業/非商業

性質類之預留域名（Reserved name）範圍，係為

運作順暢關鍵所在。 

目前我國對行政區、政府機關、教育單位及

所謂地通用字（generic term）、各行業類別等，均

類別名稱 說明 

現有屬性型 目前已開放註冊.tw下之二層域

名，.com.tw、.net.tw、.org.tw、 

.idv.tw、.edu.tw、.gov.tw、.game.tw等 

限制註冊類  技術禁用字－也就是域名需符合

RFC1035之規定，字元長度需介

於 2~63bytes之間，且需為純文數

字（A~Z、a~z、0~9），另”－”不

得置於字首及字尾，字串中不得

連續出現兩個以上的”－”符號。 

 ISO3166-1所列出之國家地區代

碼 ccTLD 

行政/教育類 此類與行政區、政府組織、教育單位

或與國家主權相關之域名，一般而言

此類域名擬由權責單位負責，在我國

建議由行政院研考會及教育部負責提

供資料。 

商業性質類 此類純屬商業性質，就其申請單位及

服務對象，均為以商業利益為導向。 

非商業性質

類 

此類域名以非營利性質為主，原則上

申請的單位，需能明確地與商業行為

區分，而其申請之動機及服務項目，

可為推廣藝術活動、宗教、政治、公

益活動、教育及學術研究等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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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英文標準化之建立，故對此部份，本文嘗試

提出建議及作法。 

 行政/教育類 

建議由權責單位行政院研考會、教育部分別

針對有關行政區及政府機關名稱、教育類學

校名稱，考量其可行性及實用性提列預留清

單。 

 商業/非商業性質類 

此類之預留域名之界定，係可參酌 google網

站（http://www.google.com）所提供 ODP（Open 

Directly project）與線上英漢辭典進行交叉比對。

ODP為一網頁目錄，其為樹狀結構，只要對此目

錄有興趣，則可自由下載資料，目前全球有許多

入口網站及搜尋引擎都以此目錄為主要核心（如

Netscape Search, AOL Search, Google, Lycos等），

目前經交叉比對後共計 1萬 4千個英文字左右。 

 

7.結論 
各國應視國內實際狀況，並參酌國際趨勢規

劃最佳化之域名空間整體規劃。針對此 TWNIC於

今年 4月邀集熟稔國際域名發展趨勢、諳域名運作

系統實務、商標領域專長及與域名事務相關單位

成立.tw域名空間整體規劃小組，研擬.tw域名空間

之類別及適用對象，並提出各階段開放註冊建議

方案。在政策形成之前，整個流程應透明化，並

建立多重溝通管道，廣納各界意見，冀政策符合

多數人需求。除此之外，為使域名註冊運作更順

暢，也將適度地推動現有域名空間相關政策，朝

程序更簡單，資格更開放之目標前進並加速與國

際接軌，提昇國際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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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網際網路便利許多人的生活,其中WWW(World 
Wide Web)服務更是最重要的服務,而網站定位

連結與搜尋相關技術一直以來均被廣泛討論,經由

研究改進,從原本以 IP定位連結網站,而後透過

DNS定位連結使得尋找及記憶網站位址更有系統

及有理可循,而國內進一步推行的中文網域名稱,則

是完全由使用者需求之角度出發;在商業上,公司商

標名稱與網域名稱結合,成為網路上的”門牌”,更添

商機及蓬勃電子商務;關連式的記憶改變了使用者

的使用習慣也使得資迅傳達與取得更為便利;而更

人性化及簡單易用的整合網域名稱之 KEYWORD

服務便應運而生,對於初接觸網路或電腦的使用者

而言,要記住一長串的 URL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而域名整合型 KEYWORD搜尋服務(以下簡稱”整

合型 KEYWORD服務”)便能解決這樣的問題,只要

知道關鍵字,便等於找到了網站,方便且實用。 

 

2. 摘要 
 
本篇論文最主要為整合型 KEYWORD服務之介紹,

並說明其解析運作構想與技術架構,及整合型

KEYWORD服務之未來展望..等重點。 

關鍵詞:  

整合型 KEYWORD服務 

 

3.說明 
3.1簡介. 

 

”KEYWORD”顧名思義便是”關鍵字”之義;輸入關

鍵字便可導向至站台首頁,若搜尋導向失敗則輔以

進一步搜尋機制之服務,而整合網域名稱則稱為” 

域名整合型 KEYWORD搜尋服務”則是針對網域

名稱發展之整合加值型服務。 

 

3.2整合型 KEYWORD服務與現行搜尋引擎
機制的差異: 

 

也許有人會問到整合型 KEYWORD服務和搜尋引

擎有何不同?同樣以搜尋網站為目的,差異在那裡

呢?以下列表比較(請參考表 1) 。 

專屬搜尋
web介面

直接於網址
列輸入

輸入介面

直接搜尋使
用者登錄資
料庫

導向keyword
server作解析
後查詢dns作
重導向

傳送

使用者登錄資
料庫

網域名稱
registry資料庫

查詢資料庫

列出有登錄
之網站供使
用者選取

直接連接至
目的網站,若
有keyword
相同者則列
出供使用者
選取

搜尋資料庫
有符合項目

列出包含及
相似搜尋字
串之網頁供
使用者選取

列出包含及
相似搜尋字
串之網站供
使用者選取

搜尋資料庫
若沒有符合
項目

搜尋引擎系統

Keyword
服務

項
目服

務

表 1.整合式KEYWORD服務與現行搜尋引擎機制的差異

 

以使用方式來觀, 整合型 KEYWORD服務與搜尋

引擎提供的服務並不相同,一般搜尋引擎主要搜尋

項目有二,一是為網站搜尋,為搜尋曾主動登入搜尋

引擎資料庫站台為主,若搜尋不到則轉以網頁搜尋,

以比對網頁內容與欲搜尋關鍵字之相似程度後,將

相似程度符合的網頁列出,而整合型 KEYWORD

服務則是以網域名稱為單位及搜尋目標的導向連

結服務,由表中可知雖然均是搜尋服務,但兩者不論

在使用定位與技術層面上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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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既有 keyword服務比較 

 
以下列出目前提供 KEYWORD服務之單位比較列

表(請參考圖 2) 。 

KB buffer

KB buffer

IE內部

IE內部

獨立的tool

攔截點

ˇˇˇ台灣TWNIC

ˇˇˇ大陸CNNIC

ˇˇ台灣左邊科技

ˇˇ大陸3721

optional,(亦有
Server架構方案)

ˇ韓國netpia

下載軟體keyword整合
IDN

提供者名稱

表 2.KEYWORD服務提供單位之比較

 

表中 KEYWORD服務提供者,韓國 netpia與大陸

3721及左邊科技並沒有整合網域名稱服務,而解析

方式除了 netpia之 client端程式為一獨立的查詢工

具外,其它提供者均為 plugin至瀏灠器功能,但針對

輸入字串之攔截點 3721及左邊科技之方案為於 IE

內部攔截,而 TWNIC與 CNNIC之攔截點則是以攔

截內部 KEYBOARD BUFFER方式運作,再送往

KEYWORD SERVER處理,在其服務本質上亦有所

分別,netpia及 3721與左邊科技因為並無整合網域

名稱註冊,故其資料庫為使用者自行登錄,故其運作

方式與搜尋引擎方式較為相近,其服務易因為註冊

者數量不多而使得服務無法達到搜尋預期效果;而

TWNIC及 CNNIC因整合網域名稱註冊故針對

KEYWORD服務較能提供完整的資源與資料,可知

將 KEYWORD服務定位成為網域名稱的加值擴充

服務可收致最大效益。 

 

3.4 整合型 KEYWORD服務分析 

 
”KEYWORD”機制則可與網域名稱註冊資料庫相

結合,如此網域名稱的註冊者可以在註冊後便可享

受整合式 KEYWORD服務的方便,以網域名稱為

單位,對於欲直接搜尋站台的使用者而言是更直觀

的搜尋方式,以下說明整合式 KEYWORD服務之

特點、實現、原理與運作方式:  

 

3.4.1整合式 KEYWORD服務之特點 

3.4.1.1 與網域名稱結合,提供中英文 KEYWORD

簡名搜尋,做到區域性查詢,及資料唯一性,以收斂

搜尋增加搜尋之正確性。 

3.4.1.2 簡化輸入:不限制符合 URI或 URN語法結

構。 

.3.4.1.3 提供繁簡等效的服務。 

 

3.4.2與網域名稱註冊結合之作法 

3.4.2.1 將 KEYWORD服務與泛用型中文網域名

稱(*.tw)結合,註冊泛用型中文網域名稱者即擁有

KEYWORD之記錄,例如:若註冊”台網中心.tw”之

泛用型網域名稱,則”台網中心”即為其 KEYWORD

記錄。 

3.4.2.2 英文 KEYWORD之記錄為申請「.com.tw」 

「.net.tw」 「.org.tw」 「.idv.tw」 「.gov.tw」 網

域名稱者共同擁有。 

3.4.2.3 如此可完成一次註冊,多元服務的目的。 

 

3.4.3 整合型 KEYWORD服務使用方式: 

在網址列輸入無協定之字串,意即沒有「.」之中英

文字串或者沒有「.tw」「.cn」「.台灣」 「中國」 之

中文字串(包含繁簡體);可以不用輸入「http://」及

「.tw」 即可以連結該網站;例如輸入 「台網中心」,

鍵入關鍵字後由 KEYWORD SERVER搜尋 DN註

冊資料庫,若尋找到相符的網域名稱則加入WWW.

查尋DNS後連結至網站,若無法搜尋目標則轉導入

域名資料庫再搜尋,依相似程度列出相似之網域名

稱由使用者以點選 HYPER LINK直接連至目地網

站,其中尤其以與目前 TWNIC推出的泛用型中文

網域名稱合併使用最為符合使用者便利的需

求,DN註冊資料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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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
server DNS

只有一筆keyword
記錄

不只一筆ketword記

錄或查詢失敗

IE網址列
送出keyword字串

圖1. 整合性KEYWORD服務解析示意圖

 

查詢結果

3.4.4. 整合型 KEYWORD服務技術 

可以下兩種方式實現: 

3.4.4.1  server直接解析的架構: 

目前瀏灠器多會將無特定協定之字串導向另一台

搜尋的主機,例如微軟的 IE會將字串導至

http://search.msn.com.tw,而若希望無特定協定之字

串可以由 KEYWORD服務解析,在不安裝 client的

狀況,由使用者將 dns設定,指向特定 dns,而於此 dns 

server中則將 search.msn.com.tw記錄指定成

KEYWORD SERVER的 ip,如此只要使用者無特定

協定的字串便會「送錯」至,KEYWORD SERVER

解析,之後經比對網域名稱註冊資料庫;如果為查詢

結果為單一筆記錄則直接作轉址動作,如果為有多

筆記錄,則列出可能的網址供使用者選擇,如果查詢

均沒有記錄則嘗試加尾碼或字首查詢,雖有不必下

載安裝 CLIENT端軟體之優點,但此種侵犯他人權

利之作法,並不可行(請參考圖 2) 。 

server直接解析示意

由keyword server
解析處理

DNS 

Keyword server(Webserver)

CGI 程式

a.如果查詢記錄為單一筆

直接作轉址動作

b.如果為多筆記錄

則列出可能的網址

c.如果都沒有

則嘗試加尾碼或字首查詢

DataBase

(BIG5)
以“台網中”為例

以“台網中心”為例

網址列鍵入keyword
傳送至search.msn.com.tw

查詢

<查詢特定DNS server><以IE為例>
導向

圖2. 整合性KEYWORD以SERVER直接解析示意圖

 

 

.3.4.4.2  CLIENT/SERVRER架構 

透過 USER自行安裝 CLIENT軟體,之後由 USER

於網址列輸入欲查詢字串後,CLIENT透過攔截

KEYBOARD BUFFER的方式將查詢送往

KEYWORD SERVER解析(KEYWORD SERVER

使用WEB SERVER方式)依KEYWORD解析規則,

組成查尋字串,查尋DNS如果為查詢結果為單一筆

記錄則直接作轉址動作,否則比對資料庫,如果為有

多筆記錄,則列出可能的網址供使用者選擇,如果查

詢均沒有記錄則嘗試加尾碼或字首查詢若仍查詢

失敗,則導回檢索網頁以提供 USER協助查詢(請參

考圖 3) 。 

Keyword client/server解析示意

Keyword server(Webserver)

DataBase

(BIG5)
以“台網中”為例

以“台網中心”為例

網址列鍵入keyword
經Client傳送搜尋字串

<透過client傳送查詢>

由client程式解析導向

Keyword server

DNS query

CGI 程式

a.如果查詢記錄為單一筆

直接作轉址動作

b.如果為多筆記錄

則列出可能的網址

c.如果都沒有

則嘗試加尾碼或字首查詢

圖3. 整合性KEYWORD服務CLIENT/SERVER解析示意圖

 

 

3.4.5 server直接解析之架構與 client/server架構之

優缺點 

SERVER直接解析之架構之優點在於不需下

載 CLIENT 端軟體 ,但其缺點在於需指定特定

DNS 伺服器並更改原瀏灠器導向,此作法必惹非議,

故實際上並無法實行。 

.     針對 CLIENT/SERVER架構其缺點便是要由

USER下載 CLIENT軟體並安裝,其優點為不需更

改作業端電腦的設定,對於一般使用者較不會有設

定上的問題,且在不輸入 http之狀況下,能相容於

防火牆環境,不會產生 8bit 之問題,透過安裝

CLIENT方式可輕易達成處處可用的好處,故以此

方法較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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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整合型 KEYWORD服務未來發展期望 

朝向打破區域性查詢,進而與合作地區建立共

同資料庫,及共通搜尋規則及機制使 KEYWORD

服務能擴大搜尋及服務範圍,例如兩岸四地同為華

人地區,若整合型 KEYWORD服務可以作到兩岸

四地可互查,對使用者而言將是一大福音,而技術上

可以朝兩方向思考: 。 

3.4.6.1以搜尋關鍵字加上目地碼,也就是例如:若輸

入”台網中心”則查詢本地資料庫,若加上目的碼例

如:”台網中心.CN”則導向大陸之 KEYWORD 

SERVER搜尋(請參考圖 4) 。 

整合型 Keyword服務互通架構構想之一
(以兩岸四地為例)

TW

CN

HK

MO

Keyword
client

目的碼

圖4. 整合式keyword服務互通構想一之示意圖  
 

3.4.6.2建立共通資料庫及區域資料庫,然後以搜尋

共通資料庫為主,例如輸入”台網中心”則搜尋共通

資料庫,若輸入”台網中心.TW”則搜尋本地之區域

資料庫(請參考圖 5) 。 

共通
資料庫
Global

Global

區域資
料庫
(.TW)

Global

區域資
料庫
(.CN)

Global

區域資
料庫
(.HK)

Global

區域資
料庫

(.MO)

Keyword
client

不加目的碼

加
上
目
的
碼

整合式Keyword服務互通架構構想之二
(以兩岸四地為例)

圖5. 整合式keyword服務互通構想二之示意圖  
 

訂立標準 KEYWORD解析規則與 URI格式,

使得發展整合型 KEYWORD服務能有所依從,並

開發 KEYWORD解析 API, 提供搜尋引擎廠商納

入搜尋內容,使得整合型 KEYWORD服務與現有

搜尋引擎機制結合,將可實現一完整之網路搜尋方

案。 

.因同一個英文 KEYWORD記錄常因對應到

不同之 SLD而必需導向搜尋網頁畫面由使用者以

選取方式連結,故若能訂立英文 KEYWORD記錄

唯一性之解析規則,將可使得英文之 KEYWORD

記錄能完成直接導向目的網站之目標。 

 

 

若說網域名稱是網路上的門牌,整合式 KEYWORD

服務便可說是一本編彙完整的地址電話簿,讓上網

瀏灠更為輕鬆容易, KEYWORD服務與網域名稱

之整合方能成為真正便利之服務,而整合式

KEYWORD服務以 CLIENT軟體對應KEYWORD 

SERVER架構來實現最為適合,若未來能建立跨區

域搜尋機制,建立搜尋標準及規則,必能使整合式

KEYWORD服務機制能更強大及更增使用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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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二層網域名稱發展規劃與分析 
舒心慧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 
s897909@mail.yzu.edu.tw 

 
摘要 

 
隨著使用者投入網際網路使用的進展迅速，網

域名稱的需求也隨著暴增，目前的網域名稱已經漸

漸不敷使用，對於新網域名稱需求的呼聲也水漲船

高，因此本文以現有網域名稱不敷使用之狀況以及

國內目前首度開放新網域名稱.game.tw為背景，探
討台灣未來新增網域名稱之方向。 
本文主要內容在於分析國外網路名稱開放原

則以及新增第二層網域名稱現況，並敘述其所使用

之分類原則，繼而分析國外模式是否適用於台灣之

網域名稱發展方向，分析新增網域名稱時應重視之

方向，並提出建議作為台灣開放第二層網域名稱走

向之政策參考。 
關鍵詞：第二層網域名稱，社區利益，TLD，2LD。 

 

1. 前言 
 

世界各國對於網域名稱的發展方向通常依循

網際網路位址與名稱分配單位（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以下稱 ICANN）
的腳步前進，從目前 ICANN 以及其他世界各國對
於網域名稱的發展狀況進行觀察後，發現大部分國

家皆朝向新增第二層網域名稱的方向前進。ICANN
於 2000年 11月 26日新開放了 7個第二層網域名稱
1，其他國家好比澳洲，雖未正式開放新第二層網域

名稱，但也已經進入申請階段。台灣在 2002 年 7
月 1日也開放.game.tw申請。隨著網路用戶數日益
增加，相對於網域名稱的需求也跟著升高。我國的

網際網路用戶數在今年也達到了７９０萬人2，有

35%上網率。而除了因為人數上的增加致使網域名
稱需求增高，也因為網域名稱的搶註情況，使得許

多網域名稱無法被適用在需要者的手上。因此開放

新的第二層網域名稱，非但可以因應眾多使用者需

                                                 
1 ICANN，「New TLD Program」，
http://www.icann.org/tlds/ 
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我國網際網路用戶數

達790萬人—DSL本季用戶數破百萬，穩居我國寬

頻上網主流技術的寶座」，

http://www.find.org.tw/0105/howmany/howmany_dis
p.asp?id=41 
 

求，尚可讓搶註者失去原本搶註所可能得到的利

益，使得網域名稱利用趨於正常發展。    
而一個新的網域名稱之開放通常要做諸多的

考量，並從商業面、技術面甚至社會面去分析，評

估此網域名稱是否有其開放的必要，好比美國開

放.areo，在台灣是否有其必要性就值得商榷。而開
放新的網域名稱固然在技術上容易建立，並且能減

輕網域名稱資源緊張的狀況，但是有人也認為這樣

將會造成顧客的混淆，並且容易有剽竊商標、增加

網際竊盜的危險3。因此探討是否開放更多的新網域

名稱不可不甚。 
因此以下本文將首先簡介國外網域名稱型

態，並將其已開放之第二層網域名稱和台灣做一比

較，在去除與台灣目前已開放之相同第二層網域名

稱後，將所有台灣未有的第二層網域名稱套用在台

灣的社會環境當中，進而分析這些網域名稱是否適

用於台灣的社會環境當中。 
在本文中將選擇 ICANN、澳洲、紐西蘭、中國

等國家目前的網域名稱現況做一說明。 
 

2. 各國現況探討 

 
以下本文將簡介各國現況，去除掉目前國內已

經有的第二層網域名稱(例如 com、org、net)後，將
各國已開放之網域名稱列表整理，列出國外已有

的、或有人提出申請或說明的第二層網域名稱。首

先簡介網域名稱型態，見下表。 
表 1. 網域名稱型態簡介 

屬性型 指第二層網域名稱有類別之區分，並

開放註冊第三層網域名稱。 

泛用型 指在 ccTLD下，直接開放註冊第二層

網域名稱。 

混合型 指同時有開放註冊屬性型網域名稱

及泛用型名稱。 
  資料來源：TWNIC網域名稱規劃小組 

 

 

                                                 
3 ICANN.tw，「建立新頂級網域名稱」，
http://www.icann.org.tw/Resource/faq1.htm#gt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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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CANN 
   

ICANN所採取的網域名稱型態為混合型，即同
時有開放註冊屬性型網域名稱及泛用型名稱。另外

在網域名稱的申請上他們採取 Sponsored 以及
Unsponsored作為區別，簡單的說，Sponsored就是
提出申請者必須是組織或者組織當中的代表，將來

負責此網域名稱的運作，而此網域名稱通常服務特

定的範疇，好比.museum、.areo 等，必須考量是否
有其社區利益以及需求者；而 Unsponsored 的網域
名稱通常是 ICANN 評估是否符合世界趨勢與潮
流，不需要有特定的團體來發起。 
而 ICANN在 2000年 11月時新增了 7個第二

層網域名稱，分列如表 2： 
表 2. ICANN異於台灣之網域名稱 

ICANN 

已開放 
未開放但有人提出申請

或較具體說明者 

TLD名稱 類別 TLD名稱 類別 

.aero Sponsored  .sex 

.biz Unsponsored  .xxx 

.coop Sponsored  .game 

.info Unsponsored  .health 

.museum Sponsored  .kids 

無詳細說明 

.name Unsponsored  

.pro Unsponsored  
族繁不及備載 

本研究整理 
 「.areo」提供給全球的航空社群，只要證明再
航空社群當中的會員身分，即可申請購買

「.areo」。4 
 「.biz」的功能近似於「.com」，僅提供給商業
用途使用，較「.com」更有區別性。5 

 「.coop」僅提供給無法在.com註冊的合作社
以及相關組織、同業工會等使用。6 

 「.info」為一個沒有限制申請資格的 TLD，開
放給商務、市場、商標擁有者、個人以及組織

申請，目的在於只要任何人有資訊或是想法想

要傳遞給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利用「.info」。7 
 「.museum」提供給博物館使用，只要在全球
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認證的博物館、博物館組織或是個

                                                 
4  Societe Internationale de Telecommunications 
Aeronautiques SC, (SITA)，http://www.nic.aero。  
5 NeuLevel，http://www.neulevel.biz/。 
6 DotCooperation, LLC，http://www.nic.coop。 
7 Afilias, LLC，http://www.nic.info。 

人博物館皆可以申請，目的在於讓博物館能夠

增加他們的可見度並且在網路上擁有一個身

分。8 
 「.name」提供給個人使用，以申請者之姓名
為 domain name，因此將運用第二、三層網域
名稱（好比某人叫 Peter Moegan，則他申
請.name的網址為 www.Peter.Morgan.name），
本身為非商業性質使用，未來可能發展與數位

身分結合的 TLD。9 
 「.pro」提供給律師、醫師、會計師以及其他
專業人士使用，需具有合格證照者才得以申

請。10 
在 ICANN 中尚有許多其他被提出申請但是沒

有被採用的 TLD 名稱，好比「.sex」、「.xxx」、
「.health」… 等等，可參考 ICANN網頁資料，對於
所有申請者提出之網域名稱有詳細整理11。有許多

社會人士認為也許可以透過設立.sex 或.xxx，將成
人網站集中管理，但 ICANN 現階段仍未通過.sex
的設立；在美國對於「性」的態度其實已經比台灣

開放許多，但 ICANN現階段仍未開放.sex類網站，
顯見仍有此舉是否會促長色情的顧慮。另外也有人

提出.kid，但若沒有強勢的管制，或許也會被有心
人士利用變成色情網站，反而違反.kid的設置立意。 
 

2.2 澳洲 
 
  澳洲所採取的網域名稱型態為屬性型12，其管

理單位為 auDA（.au Domain Administration Ltd）13。

澳洲的第二層網域名稱分為兩類，「Open」以及
「Closed」，「Open」類的第二層網域名稱開放給所
有符合資格的候選人申請，好比.com.au、.net.au﹔
而「Closed」類則為有明顯定義之社區利益者，申
請 者 必 須 肩 負 網 域 名 稱 管 理 的 責 任 ，好

比.edu.au、.gov.au。和 ICANN的網域名稱分類做比
較的話，可以發現澳洲的「Open」性質同於 ICANN
的「Unsponsored」，「Closed」則同於 ICANN 的
「Sponsored」。 

                                                 
8 Museum Domai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http://www.nic.museum。 
9 Global Name Registry, LTD， 
http://www.nic.name。 
10 RegistryPro, LTD，http://www.nic.pro。 
11 TLD Application Lodged，2 October 2000，
http://www.icann.org/tlds/tld-applications-lodged-02o
ct00.htm，ICANN對於開放申請新網域名稱後，對
於所有申請名稱的整理。 
12 即第二層網域名稱有類別之區分，並開放註冊第
三層網域名稱。 
13 auDA網頁 http://www.auda.org.au/，於 2001年九
月經由 ICANN認可，負責.au網域名稱之運作，為
一非營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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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澳洲一直到 2002 年 7 月 1 日為止一共有十
個第二層網域名稱，去除與台灣相同的第二層網域

名稱以後分列如表 314： 
表 3. auDA異於台灣之網域名稱 

AuDA 

已開放 
未開放但有人提出申請或

較具體說明者 

TLD名稱 類別 TLD名稱 類別 

.asn.au Open .club.au Closed 

.csiro.au Closed .university.au Closed 

.conf.au Open .uni.au Closed 

.info.au Open .research.au Closed 

.med.au Closed 

.emb.au Closed 

.catholic.au Closed 

 

.law.au Closed 
本研究整理 

 「.asn.au」主要提供給「協會」使用，包括法
人組織協會、政治團體、工會、體育、其他特

殊愛好的俱樂部以及不同類型組織的合作協

會。 
 「.csiro.au」為排外型的第二層網域名稱，僅
提 供 給 全 民 科 學 與 工 業 研 究 組 織

（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CSIRO）的成員使用。 

 「.conf.au」為澳洲新的第二層網域名稱，目
前尚未開放申請，主要提供給研討會以及展覽

會使用。 
 「.info.au」為澳洲新的第二層網域名稱，目前
尚未開放申請，其目的與 ICANN「.info」相
同，開放給商務、市場、商標擁有者使用。 
另外目前尚有其它第二層網域名稱提出，好

比.university.au，但分析其設立目的似乎與.edu.au 
近似，僅只為了標榜大學之發展而將.university.au
由 edu.au中獨立出來，似乎沒有其必要性。另外諸
如.law.au、.med.au..等等，或許有其可設立之必要，
端視澳洲當局對於社會利益的觀點為何。 
 
2.3 紐西蘭 

 
紐西蘭所採取的網域名稱型態與澳洲一樣為

屬性型，但是紐西蘭對於第二層網域名稱的管制並

未如同 ICANN或是 auDA一樣分為兩類，在

                                                 
14 參考資料來源：auDA，Australian Domain 
Names:An Overview， 
http://www.auda.org.au/docs/auda-overview.pdf。 

「Principles Governing Second Level Domains 
Within .nz」15一文中提到申請者在提出每一個

domain name的申請要求時，都必須要清楚的陳述
其相關的公共利益，提出具體的社區利率說明，詳

細說明為什麼此社區需要此第二層網域名稱，並且

此社區利益不得和過去已有的第二層網域名稱之

社區利益重疊。而新申請之網域名稱需經過網路投

票之後超過70%的投票者贊成才得以進入下一步的
申請程序（但至少需有 200人參與投票）。 
而紐西蘭一直到 2002年 5月為止一共開放了

10個第二層網域名稱，並且提出兩個新的網域名稱
接受投票。 

表 4. Internetnz異於台灣之網域名稱 

Internetnz 

已開放 有人提出申請者 

TLD名稱 TLD名稱 

.ac.nz .maori.nz 

.co.nz .bank.nz 

.cri.nz 

.gen.nz 

.iwi.nz 

.mil.nz 

.school.nz 

 

本研究整理 
 .ac.nz提供給第三級的教育機構和組織。 
 .co.nz其實就如同.com一樣，但其寫法少了一
個「m」而已。 

 .cri.nz僅提供給「Crown Research Institutes」
使用。 

 .gen.nz提供給沒有辦法歸類於其它第二層網
域名稱的個人或是組織使用。 

 .iwi.nz由區域毛利當局授權託管，僅提供給傳
統的毛利部落使用。 

 mil.nz僅提供給紐西蘭政府的軍事單位使用。 
 .school.nz提供給首要、次級學校、預備學校
以及相關組織使用。 
InternetNZ在網頁當中說明他們開放了四個

有特殊社區利益的第二層網域名稱，分別

為.cri,、.govt（在前文中未提到，等同於.gov，提供
給各級政府單位使用）、.iwi 以及.mil.，申請登記這
些網域名稱者必須符合此網域名稱的特殊社區利

益，否則都將被屏除在外。 

                                                 
15 The Internet Societyof New Zealand，「Principles 
Governing Second Level Domains Within .nz」，
2002，
http://www.internetnz.net.nz/dns/2nd-level-domains/2l
d001204princip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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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外還有提出申請的兩個新第二層網域名

稱.bank以及.maori，前者因為沒有通過網路公投的
70%同意門檻，因此已經被否決；後者得到 91.7%
的同意票數，目前進入下一步的討論程序當中。 

 
2.4 中國 
 
中國的網域名稱型態為混合型，目前開放泛用

型中文網域名稱、屬性型中文網域名稱、頂級通用

中文網域名稱及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而目前中國

開放法人可以直接申請註冊 CN以下的二級域名。
在原有的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當中又分為兩類，分

別為類別型域名以及行政區域型域名，見表 5。 
表 5. CNNIC異於台灣之網域名稱 

CNNIC 

已開放 

TLD名稱 類別 TLD名稱 類別 

.ac 類別型域名 .bj 等 34種 行政區域名 
本研究整理 

 .ac適用於所有科學研究機構。 
 另外有.bj等 34個行政區域名。 

 

3. 臺灣應該採取何種域名型態？ 
 
在前文敘述當中可以發現，大部份國家的網域

名稱都還保留第二層網域，而根據調察 ISC網站公
佈的 Host數超過 4萬台的國家網域現況中得知16，

在 34個有提供英文網頁的國家當中，有 14個國家
提供混合型網域名稱17；7 國提供泛用型網域名稱
18；13國提供屬性型網域名稱19。 
究竟臺灣應該採用那屬性型網域名稱才方便

管制或是應該站在全面開放的角度採取泛用型？

抑或採用日本以及加拿大等國採取混合型的方式

發展？以下本文首先將分析各種類型的優缺點，進

而探討那一種方式較適用於臺灣目前環境。 
 泛用型網域名稱之優缺點 

1. 優點：使用泛用型網域名稱其目的在於促進
市場之開放，朝商業利益導向發展，能讓網

域名稱更加多元化，不再受限於固定之第二

                                                 
16 
http://www.isc.org/ds/WWW-200201/dist-bynum.html 
17 日本、加拿大、義大利、美國、法國、奧地利、
波蘭、蘇俄、捷克、匈牙利、印度、阿拉伯、羅馬

尼亞、愛沙尼亞。 
18 德國、荷蘭、西班牙、芬蘭、比利時、瑞士、冰
島。 
19 英國、澳洲、韓國、紐西蘭、香港、新加坡、希
臘、愛爾蘭、泰國、馬來西亞、烏拉圭、烏克蘭、

多明尼加。 

層網域名稱的侷限。 
2. 缺點：由於全面開放第二層網域名稱，網路
使用者將無法再簡單的由網址來判斷類

型，而失去第二層網域名稱以後，雖然命名

不受限，但實際上是相對的失去許多可用的

網域名稱。好比 apple.com.tw、apple.net.tw、
apple.org.tw… 諸如此類的網域名稱將在採
用了泛用型網域名稱以後只剩下 apple.tw。 

 屬性型網域名稱之優缺點 
1. 優點：屬性型網域名稱的優點在於一目瞭然
的類目，以及詳細分類後將可提供出比泛用

型網域名稱更多的可用網域名稱選擇。在管

理上也將比泛用型有系統。 
2. 缺點：其缺點在於第二層網域名稱可能不足
以滿足申請者的需求，申請者條件很無法被

歸類到任何一個網域。因此若僅有很少數的

第二層網域名稱，將會造成網路使用者因無

法滿足其需求而降低網路的使用率，而網站

申請者也因無適當第二層網域名稱可使用將

將降低其設置網站意願。 
 混合型網域名稱之優缺點 

1. 優點：綜合前兩者優點，申請者若無法在既
有的屬性型網域名稱當中找到適合的類目

申請，即可利用泛用型網域名稱。 
2. 缺點：在實施混合型網域名稱之前，若無法
設置夠多的屬性型名稱，則將淪為與泛用型

無異，而在將來若想要在設置屬性型名稱，

則在事前必須預留許多的保留字，否則將無

法以此字來設置第二層網域名稱。 
目前台灣的網域名稱為屬性型，而目前台灣的

網域名稱管制單位 TWNIC 在英文網域名稱的管理
上也仍持續以屬性型為管理方式。實際上若站在促

進網路自由發展的角度，則應該採取泛用型或是混

合型為管理方式。但是若欲採用泛用型網域名稱，

應該在台灣網域名稱(.tw)一開始發展時即施行，目
前以現況來看，台灣想要轉變成泛用型的話就必須

在.com.tw、.net.tw、.org.tw… 之間作出協調，如同
前文所提到的泛用型缺點，apple只有一個，如果在
原本的各第二層網域名稱當中大家都用 apple，那在
轉 為 泛 用 型 時 勢 必 只 有 一 各 單 位 可 以使

用.apple.tw，在這各例子當中也許因為 apple是一各
馳名商標，所以最後會屬於蘋果電腦公司，但若其

他和商標無關的網站名稱被爭奪時，可能就必須用

註冊日期來決定最後的 xxx.tw屬於誰。 
因此在現階段若轉型為泛用型網域名稱，將造

成轉換上的混亂，也必須制定許多過渡時期的規

則，好比類似中國大陸的「CN 之下二級域名開放
方案草案及說明」20，明確規定禁用字以及馳名商

標的管制方式，以及對於原有不同的網域名稱升級

                                                 
20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關於徵求 CN二級功能
變數名稱開放方案意見的通告」，2001年 6月 15
日，http://www.cnnic.net.cn/news/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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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若域名相同時的解決方式。 
而若欲使用混合型網域名稱，則必須設定許多

保留字，以防未來無法在設置第二層網域名稱。因

此本文認為，在現階段的台灣網域名稱型態上，可

繼續保留屬性型方式，但為了彌補不如泛用型開放

性的缺點，可多開放第二層網域名稱，如此一方面

有較容易管制與分類的優點，另一方面也不至於無

法滿足申請者需求。 
 
4. 臺灣的新第二層網域名稱之開放 
 
本研究於前文中提到，若台灣持續以屬性型網

域名稱作為管理方式，則可以以多開放新的第二層

網域名稱作為彌補不如泛用型名稱的開放性。但實

際上要開放一個新的網域名稱，最重要的考量是，

他是否符合了一定的社區利益 community interest。 
 
4.1 新增第二層網域名稱時之考量要項- 
community interest以及大環境需求 
 
在 ICANN 的網頁文件當中提到，申請者可申

請 Sponsored 與 Unsponsored 兩類的新第二層網域
名稱，因為「Sponsored」類的 TLD 屬於專門性質
的 TLD，因此需要有一個倡議團體來代表此特殊的
社群，也因為其屬於較小範圍的社群使用，因此在

申請時必須要明確說明其設置目的以及設置的利

益(也就是其社區利益)。 
 不但在 ICANN 提出申請時需要說明社區利
益，另外在澳洲申請「Closed」類網域名稱者也需
要說明其社區利益；紐西蘭雖然並未像 ICANN 或
澳洲一樣將網域名稱分為一般大眾或是專門社群

使用，但也要求申請者在申請書說明其社區利益，

並且此社區利益不得與其他現存的網域名稱之社

區利益重疊。 
 但在台灣的網路環境當中究竟有哪些社群需

要由 TWNIC准許其設置 Sponsored或是 Closed型
的網域名稱，恐怕也難以簡單界定。因為社區利益

的範圍太廣，可能在於物質層面也可能在於精神層

面，一個社群的社區利益是否足以特別為之設置一

個網域名稱，也須由多方面考量。 
因此唯有以開放申請的方式，有需求者自然會

向有關主管機關進行申請，而本文於此建議，在申

請書當中必須要求說明其社區利益以及此網域名

稱之設置利益，然後甚至可以效法紐西蘭的模式，

一開始可採用網路公投方式，超過固定人數投下贊

成票數時才得以進入審查單位的內部審核程序，由

網路使用者來衡量此新網域名稱是否有存在的價

值。與此網域名稱有社區利益之使用者必定傾全力

發動網路活動參與投票，如果有超過人數的贊成票

數，則初步證明此網域名稱被需求，倘若人數過少

或無法得到贊同，則未來就算開放此網域名稱，使

用者也會很少而失去其設立意義。 
 而另一方面應考量的角度為評估大環境之需

求，如何才能健全網路之發展、促進社會經濟之繁

榮應是考慮要點。並且首要應先考慮現有網域名稱

是否有擴張之需求，好比.com 是否可再為其擴增
出.biz、.org 是否可增加.asn 或.coop 等等都是可供
考慮之方向。 
 
4.2 臺灣需要那些新網域名稱 
 
目前台灣有許多的網路社群，藉由觀察網路社

群的發展現況，我們可以初步的知道有哪些議題或

資訊是台灣網路使用者較為需要的。以 Yahoo!奇摩
為例，目前其網路家族共粗分為 14 大類，再依
ICANN以及 auDA對於新申請網域名稱的分法再分
為一般類以及特殊學科類，學校社團、偶像明星、

親朋好友、星座命理、交誼情感、地方采風等可被

歸類於一般類當中，社會人文、休閒娛樂、商業金

融、寰宇學術、醫療保健、電腦通訊、藝術文化、

運動體育則歸為特殊類。前者較接近於網路交誼，

因此屏除與討論範圍當中。後者屬於較有組織以及

有專門學科背景者，其社區利益較有焦點，有共同

需求者可能也較多。 
於此再回頭看看前文當中各國已提出的新網

域名稱，本文歸納台灣新增網域名稱或可參考的方

向： 
1. 在 ICANN當中屬於 Unsponsored類以及澳洲

的 Open類的，在其設立之初即因為其符合全
球網路發展趨勢，可開放給全民申請，故台灣

也可以考慮設置相同的網域名稱，好比

說.biz、.info、name、.asn、.conf..等等。但其
中較具有爭議性的應暫緩，好比說.pro。 

2. 而在Sponsored以及Closed部分為具有特殊學
科或為特殊團體者，因此必須詳加考慮台灣是

否有相同的設置環境以後才能考慮開放。好

比.areo，台灣就沒有和國外一樣的環境足以支
持.areo的設立。 

3. 歸結 ICANN以及澳洲兩者新開放之網域名稱
名稱來看，其實仍以建設整體大環境為首要，

對於具有特殊社區利益之網域名稱開放仍持

較謹慎之態度，因此國內不妨先考慮整體經濟

環境之發展，以開放促進商業繁榮之網域名稱

為首要。 
4. 另外也可以考慮與澳洲一樣，若國內有特殊的

龐大組織，可考慮為其設置所需的網域名稱，

如同澳洲的.csiro 專為提供給全民科學與工業
研究組織所設置。 

5. 在紐西蘭因有特殊原住民毛利人，因此特別為

此設置了.iwi供給毛利部落使用。台灣也有特
殊的原住民存在，或也可為台灣原住民設置有

特殊意義的網域名稱。 
6. 參考國內產業的發展方針，好比說目前台灣促

進遊戲產業發展，因此開放.game.tw，如果想
促進旅遊產業發展，亦可開放.travel.tw等等。 

7. 可為無法歸類.com 之非營利組織以及無法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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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於.org之社群規劃新域名。好比可為醫學保
健團體規劃.med，或為非法人之組織團體開
放.coop之類域名。 

 
5. 結論與建議 

 
目前國內 TWNIC 對於新網域名稱之開放處於

初步嘗試階段，在今年 7月 1號開放登記之.game.tw
為國內第一個新開放的網域名稱，未來應該會繼續

朝國際間陸續開放新網域名稱的趨勢發展。但是究

竟要開放哪些網域名稱，是值得商榷的。 
在網域名稱型態上目前台灣採取屬性型之管

制方式，雖然有利於網域名稱之管制，但若無法開

放更多的新域名，將無法滿足申請者之需求，因此

應該加快開放之腳步，鼓勵社會團體與大眾有需求

者踴躍向管制單位提出新域名之申請，並且在審理

過程當中廣徵社會大眾之意見，才是健全目前國內

網域名稱發展的途徑。未來更可採行混和型方式，

除保留字以外全面開放第二層網域名稱之登記，以

促進網域之利用，健全網路之機制。 
另外觀察國外的發展趨勢來看，其實有三個開

放之大方向可資參考：1.首先開放有大環境之需求
者、2.為原有且不敷使用之網域名稱擴增新網域名
稱、3.最後開放特殊利益族群之網域名稱申請。因
此在國內管制機構高呼應重視 community interest
之同時，不妨先開放一般性需求之網域名稱以滿足

大眾需求，再回頭過來為其他有特需社區利益之小

眾設立網域名稱。並且站在促進經濟發展的角度來

看，應該努力健全網路上的商業環境，開放.com之
延伸域名以滿足申請者之需求，另外更針對國內經

濟發展之重點產業為之規劃新域名。 
而在其他普羅大眾的需求上，無法由單一管制

單位或少數專家學者為大眾決定其需求，應採用廣

徵社會意見之方式以知悉社會大眾之需求而設立

某部分屬於有特殊社區利益之新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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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ETF IDN WG在研訂 IDN標準協定的範圍是
定義在規範國際性（Internationalized）共同的需求
部分，屬於區域性（Localized）的需求則未納入 IDN
標準協定的基本架構。中文域名之異體字互通的需

求依照 IDN WG的定義，是歸類為區域性的需求。 
 
本文主要是探討如能研擬適當的中文域名異

體字互通的機制，對於因為中文異體字可能引起中

文域名申請時的爭議，以及使用中文域名時可能導

致混淆的情形，則有可能將此類中文域名爭議及混

淆的情形儘可能降至最低。 
 

關鍵詞：國際化域名、中文域名、繁簡互通、異體

字互通、國際化域名管理方針、域名專用中文字碼

對照表 
 

Abstract 
 

This paragraph describes your major work 
corresponding to in your paper. 

 
Keywords: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Chinese 
Domain Name, Traditional/Simplified Chinese 
Domain Name, Chinese Variant Domain Name,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Administration 
Guideline, Domain Name Purpose Used Chinese Code 
Point Mapping Table,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Administration Guideline 
 
1. 前言 

 
Internet自建立以來隨著電腦及網路的環境的

蓬勃發展而日漸普及，對一向以英文來定義的網域

名稱的 Internet環境，也因為非英語系的網路使用
人口日益增加，逐漸形成對國際化域名 IDN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的使用需求。 

 
制定 Internet 相關技術標準的組織 IETF（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於 2000年成立 IDN 
WG（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Working 
Group），進行 IDN 的需求定義，以及基於 IDN 的
需求來定義 IDN 標準協定等之相關工作。目前
IDN WG 是以 
IDNA-NAMEPREP/STRINGPREP-PUNYCODE這

四篇 draft作為 IDN 標準協定的基本架構，這四篇
draft目前已由 IDN WG提交至 IESG，俟通過後即
將成為未來 IDN標準協定的基本架構。 

 
IETF IDN WG在研訂 IDN標準協定的範圍是

定義在規範國際性（Internationalized）共同的需求
部分，屬於區域性（Localized）的需求則未納入 IDN
標準協定的基本架構。中文域名之異體字互通的需

求依照 IDN WG的定義，是歸類為區域性的需求。 
 
因為中文異體字可能引起中文域名申請時的

爭議，以及使用中文域名時可能導致混淆的情形，

如果能研擬適當的中文域名異體字互通的機制，則

有可能將中文域名爭議及混淆的情形儘可能降至

最低。 
 
2. 中文域名異體字互通之需求 

 
根 據 IDNA-NAMEPREP/STRINGPREP- 

PUNYCODE 之 IDN 標準協定的基本架構的定
義，未來 IDN標準是以 Unicode字碼為應用基礎。
目前被一般大眾普遍使用的作業系統及中文系統

環境，也大多提供具有可以同時輸入如繁體字、簡

體字、異寫字等異體中文漢字的使用環境，也就是

說一般使用者可以很容易的輸入某一個字的繁體

字、簡體字、異寫字等異體中文漢字。然而 Unicode
字碼表主要是中文漢字的集合，不論是屬於用在中

文、日文或是韓文中的漢字，在 Unicode中都是集
合在 CJK共同的一個字碼表，但並沒有針對其間中
文異體字彼此的關係作明確而完整的定義，這樣的

情形將致使未來在使用中文域名時，必然會因為一

般 Internet 使用者不容易由使用者端的中文輸入環
境正確地輸入已註冊的中文域名，因此無法正確解

析中文域名，而導致不能順利以中文域名使用網路

資源。另一方面，如果各種異體字組合的中文域名

分別被不同的註冊人註冊，則容易造成中文域名的

註冊爭議以及中文域名識別上的混淆。 
 
以一個四個字的中文域名「臺灣大學」為例，

其中「臺」與「台」互為異體字，「灣」的異體字

為「湾」，「學」的異體字有「學」、「斈」兩個字。

「臺灣大學」這個中文域名基本上可以有 12 種輸
入的組合：「臺灣大學」、「臺灣大学」、「臺灣大斈」

「臺湾大學」、「臺湾大学」、「臺湾大斈」、「台灣大

學」、「台灣大学」、「台灣大斈」、「台湾大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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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大学」、「台湾大斈」。 
 
以這個例子來說，關於中文域名繁簡對照之基

本需求可以從註冊、解析、顯示三個層面來說明。

註冊中文域名時，註冊者不需分別輸入 12（即
2*2*3）筆異體字組合之中文域名，只需於註冊組
合中的一筆中文域名時，即可同時保護所有對應的

智慧財產權。解析中文域名時，讓使用者只要是輸

入與原註冊中文域名有異體字對應關係的組合之

一，即可以正確訪問到原中文域名所指之網路資

源。顯示中文域名時，依然能夠依使用者之中文系

統環境正確顯示中文域名。 
 
3. 中文異體字的對照關係 

 
中文異體字的對照關係包括異寫字、異構字之

間的關係，繁體字及簡體字之間的對照關係亦為中

文異體字之間對照關係的一種。 
 
中文異體字的對照關係基本上可以歸納為 4

類： 
(1) 一對一 
(2) 一對多 
(3) 多對一 
(4) 無對照關係 

 
3.1 一對一 

 
一對一的中文異體字的對照關係基本上是與

語意及上下文無關的、精確的、雙向的對照關係。 
 
例如： 
(1) 過  过 
(2) 鈞   
(3) 測   

 
3.2 一對多 

 
一對多的中文異體字的對照關係基本上也是

與語意及上下文有關的、單向的對照關係。主要的

原因是在有些場合中可能有無法成立雙向對應的

情形，例如與上下文語意有關、作為姓氏用的時

候、年代或是文化認知差異等因素。 
 
例如： 
(1) 參  参、叁 
(2) 餘  余、  
(3) 濱  滨、浜 

 
3.3 多對一 

 
多對一的中文異體字的對照關係基本上也是

與語意及上下文有關的、單向的對照關係。主要的

原因也是在有些場合中可能有無法成立雙向對應

的情形，例如與上下文語意有關、作為姓氏用的時

候、年代或是文化認知差異等因素。 
 
例如： 
(1) 髮、發   
(2) 乾、幹  干 
 

 
3.4 無對照關係 

 
沒有繁體字、簡體字、異寫字等異體字之間的

對照關係。這一類型是佔大多數。 
 
例如： 
(1) 技 
(2) 冷 
(3) 送 

 
4. 域名專用中文字碼對照表 

 
中文字集相當龐大，由於時代的變遷中文字自

古至今的用字與定義，會因為時間的演變而有所差

異或增減，或是因為書寫習慣的約定成俗，造成字

體上點撇之差或是簡化筆劃等等的改變，因此使得

中文異寫字、異構字、繁體字及簡體字之間的對照

關係相當複雜，學術研究界對這方面的研究與討論

也相當廣泛，要提出一個定義完整的中文異體字對

照關係，是一個相當龐大與繁複的工作。 
 
但基於中文域名異體字互通以減少混淆與爭

議的特定目的，如果能提出一個特定目的與範圍的

域名專用中文字碼對照表，針對常用字範圍或是明

顯易造成混淆的字，規範一個基本的、專用的對照

關係，預期可以將中文域名因異體字可能引起的混

淆與爭議情形有效降低。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近期已邀集我國

中央研究院、國立中央大學、行政院主計處、台北

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等單位，籌組成立「域名專用

中文字碼對照表工作小組」，並於今（2002）年 6
月向經濟部中央標準檢驗局提出了一個域名專用

中文字碼對照表標準(草案)，後續俟完成審查等程
序將成為 CNS國家標準。這個域名專用中文字碼對
照表標準亦可作為後續國際上討論的依據。 

 
4.1 對照表欄位定義 
 

域名專用中文字碼對照表(草案)中定義了對照
表的 3個欄位： 

(1) 主體字： 
得用以註冊中文域名的中文字碼。 

(2) 對照字： 
可與主體字一對一對應的簡化字或異寫

字，就中文域名而言，對照字可替代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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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字而在域名解析時具有等同效用。 
(3) 相關字： 
主體字除對照字之外的異體字。 

 
4.2 對照表字碼來源 
 

(1) CNS 14649-1 所規定的 CJK 認同表意文
字區塊： 
字碼範圍為：4E00-9FA5 

(2) CNS 14649-1 所規定的 CJK 認同表意文
字擴充 A區塊： 
字碼範圍為：3400-4DB5 
 

4.3 對照表各欄位字碼範圍 
 

(1) 主體字： 
具有 T來源的所有中文字碼。 

(2) 對照字： 
具有G來源而不具有 T來源的中文字碼， 

(3) 及雖具有 T 來源但依對照字選字原則指
定之中文字碼。 

(4) 相關字： 
所有可做為主體字的異體字者，但不包含

已被選為對照字者。 
 
4.4 對照表例舉及應用範例 
 
下列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域名專用中文字碼對照

表以及應用在中文域名異體字互通的方式。 
 

表 1. 域名專用中文字碼對照表舉例 
主體字 對照字 相關字 

說(U+8AAA) (U+8BF4) 説(U+8AAC) 

乾(U+4E7E)  
干(U+5E72) 
亁(U+4E81) 

幹(U+5E79)  
干(U+5E72) 
榦(U+69A6) 

髪(U+9AEA) (U+53D1) 髮(U+9AEE) 

發(U+767C) (U+53D1) 彂(U+5F42) 
(U+767A) 

 
如 果 註 冊 一 個 中 文 域 名 主 體 字 「 說

（U+8AAA）.tw」時同時將對照字「 （U+8BF4）.tw」
放 進 DNS zone file ， 則 可 以 同 時 以 「
（U+8BF4）.tw」得到與「說（U+8AAA）.tw」的
相同解析結果。但為了避免域名的混淆及爭議，則

域名註冊服務提供者可以提供進一步的註冊服務

來處理相關字「説(U+8AAC).tw」，例如提醒使用者
相關字「説(U+8AAC).tw」可能造成混淆，可由註
冊人判斷或決定，是否需要同時賦予相關字域名與

主體字域名對等的關係，也就是於解析時有等同結

果的效用，以避免被他人註冊而造成爭議，此類的

註冊服務亦提升了域名註冊服務的附加價值。 
 

<註> 
TWNIC 預定於今（2002）年 9 月底送交一版修訂
之域名專用中文字碼對照表(草案)予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版本更新的目的是期望更符合需要的目的及

效用。這一版與 6月份送交的版本主要的差異有： 
 
1. 對照表欄位由 3欄進一步細分為 5欄： 

(1) 註冊用字： 

對照表字碼來源中的所有中文字碼，為得用

以註冊中文域名的中文字碼。 

(2) 第一對照字： 

對照表字碼來源中，具有 T來源且可於域名
解析時與註冊用字有等同效用的中文字碼。 

(3) 第二對照字： 

對照表字碼來源中，具有 G 來源且可於域
名解析時與註冊用字有等同效用的中文字

碼。 

(4) 相關字： 

對照表字碼來源中所有與註冊用字及其對

照字有異體字關係的中文字碼。 

(5) 提示字： 

對照表字碼來源中所有與註冊用字及其對

照字可能相關的中文字碼。 
 
2. 對照表字碼來源縮小為： 

CNS 14649-1所規定的 CJK認同表意文字區塊，
字碼範圍為：4E00-9FA5 

 
3. 註冊用字的範圍擴大： 
為因應國際化使用之需求，原主體字調整為註冊

用字，註冊用字的範圍也由原定義之 T來源的所
有中文字碼，擴大為對照表字碼來源中的所有中

文字碼。 
 

5. 國際化域名管理方針（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Administration 
Guideline） 

 
中文域名異體字互通在台灣、大陸、香港、澳

門等主要使用中文的地域皆有共通的需求，此需求

在 Internet 協定標準製定組織 IETF 的 IDN 工作小
組以及 CDNC、JET等組織皆有非常深入的討論，
在未來 IDN標準通過後，如果中文域名異體字互通
的需求不能獲得適當的解決，gTLD 的註冊服務提
供者所提出的中文域名註冊服務，則必然在國際間

造成中文域名的混淆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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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九次 JET 曼谷會議中由大陸 CNNIC、台

灣 TWNIC、日本 JPNIC以及韓國 KRNIC等代表聯
合提出國際化域名管理方針（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Administration Guideline），期望能藉
由此 Guideline 所定義之地域性異體字表結構以及
註冊演算法，降低 IDN註冊服務開放後可能引起的
混淆與爭議。 

 
5.1 地域性異體字表（Locale character 

variant table） 
 
每個語言地域（language locale）可以提出所需

之地域性異體字表。 
 

5.1.1 地域性異體字表欄位定義 
(1) Valid code point： 
允許註冊的字。 

(2) Recommended (preferred) code point： 
與註冊字對照之建議字。 
可以是一個或是多個字。 
如果沒有對應之Recommended code point
則為 null。 

(3) Character variant： 
與註冊字相關之所有異體字。 
可以是一個以上。 
有可能不在允許註冊字的範圍。 

 
5.1.2  IDN註冊演算法 

(1) 將 IDN作 nameprep的處理。 
(2) 檢查 IDN 是否符合每個 language的有效
範圍。 

(3) 以排列組合或是結合由註冊者選擇的方
式找出每個 language 的 preferred variant 
的集合： 
將 preferred variant與原註冊之 IDN一起
放進 zone file。 

(4) 以排列組合的方式找出每個 language 的
reserved variant的集合： 
reserved variant不放進 zone file。 
reserved variant 如經 active 才放進 zone 
file。 

 
6. CDNC之地域性異體字表 

 
由 CDNC（Chinese Domain Name Consortium）成
員：大陸 CNNIC、台灣 TWNIC、香港 HKNIC、澳
門 MONIC 等，基於共通的中文域名異體字互通需
求，以及期望達到預先避免國際化域名可能引發的

中文域名混淆與爭議，將搭配國際化域名管理方針

聯合向國際提出 CDNC之地域性異體字表。 
 
6.1  CDNC之地域性異體字表例舉及應用範

例 
依據國際化域名管理方針所定義之異體字表結

構，下列為台灣、大陸、香港、澳門四個語言地域

的地域性異體字表舉例： 
 

Preferred code point Valid 
code 
point TW CN HK MO 

Characte
r Variant 

說 
(U+8AAA
) 

說 
(U+8AAA
) 

 
(U+8BF4) 

說 
(U+8AAA
) 

說 
(U+8AAA
) 

說 
(U+8AA
A) 

 
(U+8BF4
) 
説 
(U+8AA
C) 

 
(U+8BF4) 

說 
(U+8AAA
) 

 
(U+8BF4) 

說 
(U+8AAA
) 

說 
(U+8AAA
) 

說 
(U+8AA
A) 

 
(U+8BF4
) 
説 
(U+8AA
C) 

乾 
(U+4E7E) 

乾 
(U+4E7E) 

干 
(U+5E72) 

乾 
(U+4E7E) 

乾 
(U+4E7E) 

乾 
(U+4E7E
) 
干 
(U+5E72) 
亁 
(U+4E81) 

幹

(U+5E79) 
幹

(U+5E79) 
干

(U+5E72) 
幹

(U+5E79) 
幹

(U+5E79) 

幹 
(U+5E79) 
干 
(U+5E72) 
榦 
(U+69A6
) 

干

(U+5E72) 

干

(U+5E72) 
乾

(U+4E7E) 
幹

(U+5E79) 

干

(U+5E72) 

干

(U+5E72) 
乾

(U+4E7E) 
幹

(U+5E79) 

干

(U+5E72) 
乾

(U+4E7E) 
幹

(U+5E79) 

干 
(U+5E72) 
乾 
(U+4E7E
) 
亁 
(U+4E81) 
幹 
(U+5E79) 
榦 
(U+69A6
) 

髪

(U+9AEA
) 

髪

(U+9AEA
) (U+53D1) 

髪

(U+9AEA
) 

髪

(U+9AEA
) 

髪 
(U+9AE
A) 

 
(U+53D1
) 
髮 
(U+9AEE
) 

發

(U+767C) 
發

(U+767C) (U+53D1) 
發

(U+767C) 
發

(U+767C) 

發 
(U+767C
) 

 
(U+53D1
) 
彂 
(U+5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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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767A
) 

(U+53D1) 

發

(U+767C) 
髪

(U+9AEA
) 

(U+53D1) 

發

(U+767C) 
髪

(U+9AEA
) 

發

(U+767C) 
髪

(U+9AEA
) 

發 
(U+767C
) 

 
(U+53D1
) 
彂 
(U+5F42) 

 
(U+767A
) 
髪 
(U+9AE
A) 
髮 
(U+9AEE
) 

 
 
依據國際化域名管理方針所定義之 IDN 註冊演算
法，如果註冊一個中文域名「說（U+8AAA）.TLD」
時，同時會將「 （U+8BF4）.TLD」放進 DNS zone 
file，也就是說中文域名「說（U+8AAA）.TLD」
與「 （U+8BF4）.TLD」可以同時得到相同的解
析結果，而「説(U+8AAC).TLD」則先作為保留，
如果經過 active則可以放進DNS zone file作為允許
相同的解析結果。 
 
舉另一個例子，如果註冊一個中文域名「

(U+53D1).TLD」時，因為「 (U+53D1)」字因語
意的不同，有可能對應「發(U+767C)」字或是「髪

(U+9AEA)」字，如果直接放進 DNS zone file或是
保留都不恰當，此時則以結合由註冊者選擇的方式

較為恰當。如果註冊者選擇「發(U+767C)」字，則
將「 (U+53D1).TLD」及「發(U+767C).TLD」放
進 DNS zone file，「彂 (U+5F42).TLD」及「
(U+767A).TLD」則先作為保留，如果經過 active則
可以放進 DNS zone file 作為允許相同的解析結
果，至於沒有被註冊者選擇的髪(U+9AEA)則釋放
出來給他人註冊。 
 
7. 結語 

 
中文域名異體字互通的需求不僅是台灣、大陸、香

港、澳門等的需求，亦是國際化域名開放註冊後，

對於異體字引起國際域名混淆與爭議必須要解決

的問題。但由於中文字的字數龐大，字與字之間的

語意以及對照關係繁複，中文域名異體字互通的可

行性還可能受各種因素的影響： 
（1） 異體字表對照關係是否在域名註冊範圍內

足夠完備。 
（2） 異體字表的對照關係是否符合註冊人之使

用習慣。 
（3） 國際化域名管理方針是否為國際間管理

（ICANN）及標準（IETF）組織接受。 

（4） CDNC 之地域性異體字表是否廣泛地為國
內外域名註冊服務提供者所採用。 

（5） 是否有良好而完整的工具協助管理者維護

註冊資料庫以及 DNS zone file。 
 
如果從國際化域名管理方針的地域性異體字表結

構、IDN註冊演算法到 CDNC之地域性異體字表這
一貫的規範與機制能夠環環相扣，則不但可以實現

中文域名異體字互通的需求，預期還能夠有效降低

因為異體字引發的中文域名混淆以及爭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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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傳統的網路管理多半採用 client/server 主從式

架構，但其效率及擴充性卻受到諸多限制。由於網

路架構日趨龐大，網路應用及需求不斷更新，如何

快速地更新與散播新的管理政策將是亟待面臨的

問題。本論文研發並實作一應用多重移動式代理人

（multiple mobile agents）之網路管理系統，將各個

網路管理功能整合至多個移動式代理人中，以提供

一可靠且具效率的網路管理環境。本系統以 Web 

為介面，提供網路拓撲狀況顯示、ATM 虛擬通道之

自動探索，以及移動式代理人之派送功能。網路管

理者可經由派送各式代理人來完成各項網路管理

工作。 

1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由於網路技術的發展，網路應用服務之需求亦

日益增加，加上現今網路的架構也越趨龐大，因此

網路的管理也越來越重要。傳統的網路管理多半是

以 client/server 主從式架構來進行，但實際上其效率

及擴充性卻有所限制。當網路環境由於需求提升而

進行擴充時，網路管理系統所要進行的管理工作亦

隨著網路的成長而日益繁重[1]，網路的錯誤（faults）

也變得更難以偵測。當網路發生錯誤時，網路管理

系統必須能準確地從錯誤訊息判斷出錯誤之所

在，並進行網路除錯工作。而在管理或除錯過程中

所產生的管理訊務對網路資源的影響，亦是必須探

討的問題。由於網路可提供多種不同的服務，且為

能因應不同網路服務的需求，網路管理與效能評估

的策略亦可能經常變動，因此如何快速地更新與散

播新的管理政策或機制亦是新一代網路管理即將

面臨的挑戰。 

為了以彈性、分散、主動、智慧、效率等目標

來規劃新一代的網路管理模式，本論文以多重移動

式代理人為基礎[2][3]，發展新一代的網路管理系

統。藉由移動式代理人之代理以及移動的特性，讓

使用者派送各式代理人到各個指定的管理節點，並

依據使用者的要求完成各項網路管理工作。多重移

動式代理人所具備的智慧及主動的特性，以及其分

散式執行的架構，將能使網路管理工作更有效率的

進行。由於網路錯誤之判斷等工作並非單一代理人

即可完成，可能需要多個代理人共同協調進行，因

此多重代理人之技術，將可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本論文於國家實驗網路（National Broadband 

Experimental Networks，簡稱 NBEN）[4] 上實作一

應 用 多 重 移 動 式 代 理 人 之 網 路 管 理 系 統 

（ Web-based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with 

Multiple Mobile Agents Support，簡稱  WNMS/ 

MMA），將網路管理工作規劃為數種不同的代理

人，以供管理者派送並進行網路管理工作。由於代

理人具備任務導向的特性，將可取代管理者需要隨



 

 

時注意工作進度的麻煩，同時亦可保證工作不被連

線中斷等因素而導致工作失敗 [5]。此外亦可節省

傳統網路管理時所佔用的連線資源 [6]，更有效地

運用網路頻寬資源。由於本系統以移動式代理人為

基礎，分散系統的工作至其他節點，可達到負載平

衡之效，減少因處理大量資料而造成的嚴重系統負

擔 [7]。 

2 WNMS/MMA 之系統設計之系統設計之系統設計之系統設計 

本系統實作於 NBEN 網路上，因考量管理系統

使用上的便利性及擴充性，乃引用移動式代理人技

術，並以此為基礎進行網路管理系統之建構工作。

目前 NBEN 上共有十二個網接中心（GigaPOP），

若要達成本系統之整體執行環境，則必須在各個

GigaPOP 處建置一部信賴主機（trusted host），用以

提供移動式代理人的執行環境，如圖一所示。圖二

即為每個 GigaPOP 獨立被管單元之架構。此外本

系統將再設置一部具有 Web 伺服器、資料庫以及

移動式代理人執行環境之工作站，作為此系統的網

路管理中心伺服器。使用者可經由網頁瀏覽器連上

此伺服器以進行網路管理工作，而不同的網路管理

功能則分別實作於各個不同的代理人，以供使用者

運用。本系統所具備之功能如下： 

1. 將網路架構以圖形化的方式顯示於操作介面。 

2. 透過圖形介面之點選即可獲知 ATM 交換機之

資訊。 

3. 進行身份認證，防止非法入侵及盜用。 

4. 具有移動式代理人之派送功能，使用者亦可指

定代理人之工作路徑。 

5. 提供系統與代理人間的溝通機制及通訊協定。 

6. 可使用移動式代理人進行 OID 之查詢。 

7. 可使用移動式代理人進行自動探測 PVP/PVC

之連線。 

8. 對完成工作之移動式代理人支援其對線上使

用者回報資料之機制。 

由於系統以 Web 為介面進行運作，因此由使用

方式的層面來分析，此架構具有兩個部分：使用者

端（customer side）及系統端（system side）。使用

者端僅需具備支援 Java 執行能力之網頁瀏覽器即

可，而系統端包括管理系統所提供的所有功能及服

務，因此可再分為兩個部分：其一為圖形化的使用

者介面，將經由網頁伺服器以 applet 的形式讓使用

者下載執行，提供使用者與伺服器互動溝通的功

能；其二為網路管理系統伺服器，提供網路資訊獲

取、代理人派送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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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在遠端登入 WNMS/MMA 系統伺服

器，並發出移動式代理人派送之請求，當代理人循

序移動到各節點並完成所需工作後，將工作結果帶

回 WNMS/MMA 伺服器，並轉送給使用者介面以圖

形化的方式呈現，其流程如圖三所示。 

在系統的分析方面，系統功能架構包含 (1) 使

用者介面模組提供使用者登入系統伺服器及管理

的介面、(2) 身份認證模組提供使用者身份辨認以

及權限管理、(3)系統及網路資訊模組提供系統及網

路相關資訊之取得能力、(4) 代理人派送模組提供

代理人之工作派送及管理功能，以及 (5) 系統訊息

處理模組。此外還需要兩個資料庫的支援：(6) 系

統暨網路資訊資料庫，用以儲存合法的使用者資

料、NBEN 網路節點之基本資訊，如各 GigaPOP 之

基礎資料與位置資訊等，以及 (7) 移動式代理人元

件庫，用以儲存各種不同功能的移動式代理人，以

供系統運用。 

圖四為使用者介面模組之分析設計，為了配合

並發揮移動式代理人之特性，採用 event-driven 的

方式運作，並具有派送移動式代理人之功能，讓使

用者可透過此功能派送各式移動式代理人進行各

項 工 作 。 當 使 用 者 登 入 系 統 後 ， 可 經 由

WNMS/MMA 伺服器中的系統與網路資訊取得模

組獲得各項網路相關資訊。此模組之分析設計如圖

五所示，其流程圖如圖六所示。當使用者欲派送代

理人進行工作時，則交由代理人派送模組負責，其

分析設計如圖七所示，圖八則為代理人派送模組之

運作流程圖。 

由於篇幅有限，僅挑選系統中較為重要之模組

加以敘述，其餘系統相關模組將不在此多作敘述。 

3 系統實作系統實作系統實作系統實作 

本系統之管理伺服器提供四種主要服務，分別

為 Web 伺服器、資料庫、支援 Java 之執行環境，

以及移動式代理人系統。Web 伺服器提供使用者介

面之  applet 下載介面以及其他相關資訊觀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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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兩個資料庫提供系統之基本資訊及存放移動式

代理人；Java 執行環境提供移動式代理人系統平台

之運行；移動式代理人系統提供派送代理人以及與

代理人通訊之介面。由於網路管理模組（Network 

management modules）必須仰賴移動式代理人系統

所提供與代理人通訊功能，因此網路管理模組亦於

移動式代理人平台上執行。使用者利用網頁瀏覽器

將前述之 GUI user interface 模組經由 Web伺服器下

載後，建立一連線登入管理伺服器，並透過網路管

理模組進行各項作業。 

本系統中用以架設網管系統伺服器之個人電

腦配備為 Intel Pentium !!! 450MHz，記憶體容量為

128MB，硬碟儲存空間為 10GB，作業系統為

Microsoft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 使 用

Apache1.3.19 為網頁伺服器，資料庫系統則採用

MySQL 3.23.33，系統之開發主要以 Java 程式語言

撰寫而成，在探測網路方面則使用 C 語言來撰寫

ICMP 之相關程式碼，移動式代理人系統則採用

IBM 所開發之 Aglets 系統。此外，由於本系統除作

業系統外，所採用的軟體皆有發行 UNIX 版本，因

此本系統可輕鬆的轉換至 UNIX 系統下提供服務。 

本系統發展了三個移動式代理人，分別為（1）

監測代理人（monitoring agent）：提供 GigaPOP 基

本資訊之查詢能力、（2）SNMP 查詢代理人（SNMP 

query agent）：可經由使用者指定移動路徑，並依序

取得 SNMP OID 相關資訊，以及（3）PVC 自動探

索代理人（PVC auto discovery agent）：可經由單一 

GigaPOP 所獲得的 PVC 資訊，自動探索出完整的 

PVC 路徑。 

圖九為本論文所開發之管理系統介面，當使用

者將滑鼠移動到各個節點時，系統會自動顯示簡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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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當使用者點選節點時，系統將自動派出監測

代理人以取得該 GigaPOP 的資訊，如圖十所示。使

用者亦可使用 SNMP 查詢代理人來獲取 GigaPOP

的 OID 資訊，如圖十一所示。使用者首先指定移動

式代理人的路徑，SNMP 查詢代理人便會依照指定

的路徑依序查詢指定的 OID 並傳回結果。若使用者

欲獲知整條 PVC 之連結設定狀態，可經由監測代理

人所取得的所有 PVC 資訊列表，並選擇所要探索的

PVC 連線，交由 PVC 自動探索代理人進行探索，

如圖十二所示。 

4 結論與展望結論與展望結論與展望結論與展望 

為了因應網路環境快速發展所衍生的各種管

理問題，本論文於 NBEN 上實作一應用多重移動式

代理人之網路管理系統，結合 WWW 的便利性，

以及移動式代理人的智慧及效率，架構出一具有彈

性及主動特質的網路管理模式。而本系統使用移動

式代理人技術，更能有效地分散網路管理工作，避

免管理伺服器的工作量超出系統負荷，進而保障網

路管理系統的持續運行，以便隨時監控網路狀態，

保證網路的傳輸品質及可信賴度。 

本論文所實作之系統及所發展之多種移動式

代理人，已充分展現移動式代理人的特性。未來將

發展具備更多功能與特性的移動式代理人，以提供

更多樣化，更具有效率的網路管理服務。管理者可

透過不同代理人之搭配運用，打造出適合的網路管

理模式。本論文所發展之系統可應用於其他網路

上，提升網路管理的效能及對整體網路的掌控能

力，減輕網路管理者的工作負擔，進而提供更優質

的網路傳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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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雖然目前Web-Based 網路管理架構解決了傳統

TCP/IP 網路管理中使用平台的限制，但網路管理者

仍須時常參照 MIB RFC 文件以瞭解 MIB 資訊的定

義，然而這些 RFC 文件是冗長且不易閱讀。本研究

藉由 XML 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以 Web-Based 網路

管理架構為基礎，設計並實作一個方便的網路管理

工具。此結合 XML 技術之 Web-Based 網路管理工

具主要包含了XQuery Agent和XNMP Agent兩個元

件。XQuery Agent 提供了一個方便且有效的 MIB 
RFC 文件瀏覽機制供網路管理者瀏覽、查詢 RFC
文件。XNMP Agent 則提供了 SNMP 與 XML 間的

協定匣道（Gateway）機制，並結合網路管理監測

工具與 MIB RFC 文件瀏覽機制達到網管資訊整合

的目的。 
關鍵詞：Web-Based 網路管理、TCP/IP、MIB、RFC、
SNMP、XML。 

Abstract 
Nowadays, although the widely adopted 

web-based network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eliminates the platform limit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CP/IP network management, it is still necessary for a 
network manager to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of MIBs 
by referring to RFC documents. The MIB definitions 
in a RFC document, defined by ASN.1 macros, are not 
easy to read due to their unstructured features. 

Our research aims to propose a more effective 
web-based network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by 
util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XML. The proposed 
XML-based network management tool consists of two 
major components: XQuery Agent and XNMP Agent. 
XQuery Agent provides an easy and effective MIB 
RFC browsing mechanism, which is achieved by 
translating MIBs into XML documents. XNMP Agent 
is a protocol gateway between SNMP and XML/HTTP. 
The integration of XQuery agent and XNMP agent is 
also provided to facilitate network management tasks.    
Keywords ： web-based network management 、
TCP/IP、MIB、RFC、SNMP, XML. 

1. 前言 
由於網路需求急速增加，網路設備不斷的擴充

以及許多標準的定義不斷推陳出新，使得網路世界

越來越複雜，網路管理者往往無法有效的達到網路

管理。 

傳統的 TCP/IP 網路管理中，網路管理者使用

特定的網管應用程式透過 SNMP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1]通信協定對被管理設備中

的管理資訊庫（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簡稱

MIB[2][3]）進行存取的動作以取得網路資訊，一般

而言，管理應用程式從被管理設備所取得的值為網

管標準所預先定義的特定參數值，因此網路管理者

必須熟悉 MIB 中各被管物件在網管標準中所定義

的語法語意方能運用這些資料進行網管工作，這些

MIB 的定義以 RFC (Request For Comments)文件呈

現。RFC 文件是以純文字的格式儲存，網管人員需

常參照這些 RFC 文件以了解 MIB 定義資訊。由於

MIB 標準會隨著新的網路技術與設備出現而逐漸

增加，因此有效的管理與存取 MIB 資訊便愈顯重

要。 
近年來Web-Based 應用對網路管理應用影響深

鉅[4]。結合了 WWW 技術之後的網路管理系統，

同時消除了地點和平台的限制。管理者只要使用瀏

覽器，不論於何種平台上，皆可監控並管理網路設

備，而瀏覽器本身也都已具有處理文字、語言、圖

形、檔案管理和安全管理的功能，可以提供更方便

的機制。 
儘管如此，Web-Based 網路管理的功能仍有其

不足的地方。由於管理應用程式所傳回來的網路資

訊有時是參數值的型式，因此儘管已經加上 HTML
標籤，但對於管理者而言仍較不具親和力，往往必

須查閱相關的 RFC 文件才能獲得相關的定義，這是

非常費時且不合乎效益的。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一種可

擴展的標籤語言，能夠補足 HTML 功能上的不足。

由於 XML 可以讓使用者依需要自行定義所需的標

籤，因此除了資料的呈現外，還可以做到資料的處

理，像是資料的整合、重複使用和資料過濾等，可

以彌補目前 Web-Based 網路管理所遭遇的問題，我

們希望能將 XML 的好處充分運用以改進目前

Web-Based 網路管理的方式。 

2. 相關研究 
目前有關使用 XML 技術的 Web-Based 網路管

理研究，分述如下。 
[5]中所提出之 Bilingual Agent，可同時溝通

HTTP 及 SNMP，研究中亦實作一 Web-Based 網路

管理系統，並提供一簡單的 MIB-Browser 瀏覽 MIB
資訊。但是除了 MIB-Browser 並未提供完整的 M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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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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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MIB物件之XML標籤 

圖 3. SEQUENCE標籤 

定義查詢功能之外，由於該系統並未使用 XML 技

術，使得網管資訊只能以 HTML 方式呈現於網頁

上，使用者介面較無彈性，且所取得之網管資訊亦

無法立即參照 MIB 定義。 
    [6] 中主要討論以 XML 修飾 SNMP MIB，提供

一方便的 XML-MIB 編輯程式，並結合 Web-Based
網路管理架構，以強化 MIB 模組在網管工作上的應

用及較佳的呈現方式。由於該研究並沒有提供自動

把 MIB 轉換為 XML 格式的功能，因此雖然將

XML-MIB 結合網管工具，增加了額外的功能，但

卻無法適用於一般的網路設備，只能針對具有特定

XML-MIB 之設備才能進行管理。此外，該研究也

並未結合網管工具與 MIB 定義，達到網管資訊的整

合。 
    [7] 中所提出的 XSNMP 是一個以 Web 為介面

的網路管理系統。研究中 XSNMP 以 XML 文件取

代 SNMP 訊息，作為與被管理設備間的溝通格式，

提升網管效率。研究中雖以 XML 取代 SNMP 訊息

作為溝通的格式，但其網管資訊僅只是資料的網頁

呈現，且未提供 MIB-Browser 的機制，因此並未完

全發揮 XML 的功能，整合網管資訊和 MIB 定義。 
 
3. 系統架構 

本系統主要分為兩個元件，分別為 XQuery 
Agent 和 XNMP Agent，如圖 1。 

XQuery Agent 是利用 XML 技術提供網路管理

者以 XML 格式閱讀 RFC 文件，以方便瀏覽、尋找、

萃取 MIB 物件。使用者亦可上傳其他 RFC 定義文

件，經由本系統自動轉換為 XML 文件之後呈現。

由於 XML 本身是屬於樹狀的結構，因此文件內容

的查詢上可以使用索引值，不但能夠提供較強的查

詢功能，也較有效率。 
XNMP Agent 是藉由 XML 技術，不僅提供管

理者對於網管資訊有效的處理，並以良好的視覺化

方式呈現給管理者。另外，結合 XQuery Agent 文件

瀏覽機制，當系統傳回管理資訊時，一併將相關的

RFC 文件內容提供給管理者，強化管理的便利性。 
 

 
 
 
 
 
 
 
 
 
 
 
 
3.1. XQuery Agent 

3.1.1. 定義 MIB 物件之 XML 格式 

MIB 物件的定義包括了物件名稱 (Object 

Name) 、物件資料型態 (SYNTAX) 、存取權限

（ACCESS）、實作狀態（STATUS）、文字描述

（ DESCRIPTION ） 以 及 物 件 識 別 碼 （ Object 
Identifier）。 

我們自訂 MIB 中每一物件的父節點標籤名稱

為<OBJECT-TYPE>，其子節點標籤名稱分別為

<SYNTAX> 、 <ACCESS> 、 <STATUS> 、

<DESCRIPTION>，由於物件名稱與物件識別碼可

視為此物件的索引值，因此將其列入父節點標籤

<OBJECT-TYPE>的屬性當中，分別為{NAME}以及

{OID}，如圖 2。 
 
 
 
 
 
 
 
 
 
因為物件識別碼另一個經常被使用的表示方

式為數字型態，因此在<OBJECT-TYPE>標籤中另

外增加了另一個屬性{OID_NUM}以表示物件識別

碼。{SHOW}屬性為 YES，是表示此物件未來在瀏

覽器檢視 MIB 時是要呈現出來的。 
除了 MIB 物件的 XML 標籤制訂之外，我們另

外也訂定了<SEQUENCE>與<SYNTAX_INT>兩個

標籤。 
在 MIB 中某些物件的資料型態是「SEQUENCE 
OF」，其所對應的為一表格（table）。舉例來說，

udpTable 物件的資料型態為「SEQUENCE OF 
UdpEntry」，因此表格中的 SEQUENCE 記錄了

UdpEntry 底下兩個子物件 udpLocalAddress 和

udpLocalPort 的資料型態，分別為 IpAddress 和

INTEGER (0..65535)。 
所以我們定義父節點標籤<SEQUENCE>的屬

性值{NAME}為 UdpEntry，其子節點標籤定義為

<ITEM>，屬性值{NAME}分別為 udpLocalAddress
和 udpLocalPort，標籤內容則為其資料型態，即

IpAddress 和 INTEGER (0..65535)，如圖 3。 
 
 
 
 
 
 
 
MIB 中某些物件的資料型態為「INTEGER」，

並以數字對映出該物件相關資訊。列如 ifType 物件

的資料型態為「INTEGER」，並列出 32 種介面卡的

型態以及其所對應的數值 1 到 32，因此我們設計

<SYNTAX_INT>標籤，ifType 為父節點標籤中屬性

[NAME]的值，其 32 個子節點標籤屬性{NAME}的
值分別為其介面卡型態名稱，標籤內容則為該介面

卡型態所相對應的整數，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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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SYNTAX_INT標籤 

圖 5. XML格式之MIB物件 

圖 6. 利用XML DOM讀取XML文件流程圖 

圖 7. 透過HTTP傳遞之網管查詢指令

XM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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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網管資訊之XML格式 

 

 
 
 

3.1.2. 提供 MIB 模組轉 XML 文件機制 

由於 Perl 語言提供強大的字串處理能力，因此

我們以 Perl 為撰寫 MIB 模組轉換為 XML 文件的程

式語言工具。 
首先將格式為純文字形式的 MIB RFC 文件中

有效的資訊拆解出來，轉為 MIB module，再套用上

述所訂定的 XML 標籤規則，將有效的資訊一一放

入特定的標籤當中，轉為一 XML 文件，讓此一 MIB
之 XML 文件得以有組織的呈現出來，原本純粹屬

於呈現的文字也成為有用的資訊，如圖 5。 
 
 
 
 
 
 
 
 
 
 
 
 
 
 
 
 
 
 
 
3.1.3. 利用 XML 提供 MIB 物件定義瀏覽、查

詢功能 

已轉換為 XML 文件之 MIB 模組瀏覽方式，以

樹狀目錄結構呈現於瀏覽器中，針對各個節點，可

以點選瀏覽其相關資訊。在查詢功能方面，主要可

以依據以下幾種方式，以瀏覽該物件之相關定義： 
 依物件名稱查詢 
 依物件識別碼查詢 
 依關鍵字查詢 

轉換為 XML 格式的 MIB 模組，是透過 XML 
DOM 物件模型，視覺化地呈現於瀏覽器上。 

在客戶端 HTML 網頁中，我們使用 JavaScript
程式碼，利用 ActiveX 物件建立 XML DOM 物件，

並載入該 MIB 模組的 XML 文件。我們可以將此

XML 文件視為一樹狀結構，並利用所提供的 API
介面來對 XML 文件內的資料作存取，以顯示在

HTML 的網頁當中，如圖 6。 
 

 
 
 
 
 
 
 
 
 
 
 
 
 

3.1.4. 提供 MIB RFC 文件上傳及轉譯功能 

XQuery Agent 提供了一些常用的 MIB 模組資

訊，例如 MIB-II、Bridge-MIB 等等。這些 MIB 模

組資訊已轉換成 XML 文件格式，透過 XML DOM
物件模型呈現於瀏覽器上供管理者瀏覽、查詢。 

若管理者想要瀏覽之 MIB 模組不存在時，使用

者可以於客戶端上傳其他 MIB 模組原始的 RFC 文

件檔案，XQuery Agent 會先從 RFC 文件萃取 MIB
模組，然後將其轉換為 XML 文件，再回傳呈現至

客戶端的瀏覽器上。 
 
3.2. XNMP Agent 

3.2.1. 定義以 XML 為基礎之網管通信協定 

本研究定義以 XML 為基礎的網管通信協定。

網管查詢指令仍是由客戶端透過 HTTP 的方式向網

路伺服器送出並執行 CGI 程式，如圖 7。至於傳回

的網管資訊則轉換為 XML 格式，得以做有效的應

用。 
 
 
 
 
 

<XML>標籤為根節點，表示此為一 XML 的格

式。其子節點標籤有二，一是<OID>標籤，代表所

查詢之物件識別碼。另一為<VALUE>標籤，表示以

此一物件識別碼向該設備所查詢網管資訊的值。當

被管理設備傳回網管資訊時，我們將該查詢的物件

識別碼放入<OID>標籤的內容中，其傳回的結果則

放入<VALUE>標籤的內容，如圖 8。 
 
 
 
 
 
 

http://163.25.148.186/cgi-bin/xnmpget.cgi?host=203.7
1.2.70& OID=1.3.6.1.2.1.1.3.0&comm=public 

<XML> 
    <OID> 1.3.6.1.2.1.1.3.0 </OID> 
    <VALUE> 55 天 2 小時 27 分 45 秒 </VALUE>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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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ser 
圖 9. XNMP Agent運作方式 

圖 11. MIB Browser 

圖 12. 物件識別碼的切換 

圖 10. 結合 XML技術之 Web-Based網路

管理工具  

3.2.2. 提供 SNMP 與 XML 間的協定匣道機制 

XNMP Agent 為一 SNMP 與 XML 間的協定匣

道（Gateway）機制，可同時溝通 SNMP 與 XML。
使用者由客戶端仍是透過 HTTP 向網路伺服器送出

網管查詢指令，待網路伺服器中的 XNMP Agent 接
收並透過 SNMP 向被管理設備取得網管資訊的同

時，便將此一網管資訊加上 XML 標籤。已轉換成

XML 格式的網管資訊，利用 XML DOM 物件模組

透過 HTTP 傳送回客戶端，配合 JavaScript 程式碼

將可達到視覺化的效果並呈現於瀏覽器中，如圖 9。 
 
 

 
 
 
 
 
 

3.2.3. 結合 MIB RFC 文件瀏覽機制以整合網

管資訊 

以 XML 技術為基礎之 Web-Based 網管監測工

具的主要目的是結合XQuery Agent及XNMP Agent
以整合網管資訊。雖然網管資訊之結果是以 XML
格式傳回客戶端，但 MIB 中的參數定義何其多，管

理者不太可能知道每一個參數值所代表的意義。假

設我們要取得網路設備中介面卡的資訊，但 ifType
物件中定義了 32 種的介面卡型態，當客戶端接收

到系統所傳回來的參數值時，管理者往往很難得知

其參數值所代表的意義為何。此時，管理者唯一能

做的就是參考 RFC 文件了。 
為了簡化管理者的管理工作，當 XNMP Agent

回傳網路資訊時，會同時結合 XQuery Agent，將該

網管資訊連同其相關定義一起傳送至客戶端的瀏

覽器上，管理者便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所取得之網路

資訊所代表的意義為何。若管理者還想進一步知道

其他相關的物件資訊或定義時，仍能夠很方便的透

過 XQuery Agent 來查詢，如此一來，便達到了資訊

整合的目的。 

4. 系統實作 

結合 XML 技術之 Web-Based 網路管理工具主

要 分 為 兩 個 介 面 ， 分 別 為 MIB-Browser 和

XNMPGET，如圖 10。 
 

 
 
 
 
 
 
 
 
 
 

4.1. MIB-Browser 
MIB-Browser 提供使用者瀏覽 MIB 資訊以及

MIB 中物件定義的查詢功能，如圖 11。 
 
 
 
 
 
 
 
 
 
 
 
 
 

4.1.1. 瀏覽 MIB 模組 

最上面的框架中分別有 Select MIB、Look up 
by、Input、Upload File 功能列。於 Select MIB 下拉

式選單中可以選取所要瀏覽的 MIB 模組。以圖為

例，我們選擇了 MIB-II（RFC-1213）模組，因此在

左邊的框架中以樹狀結構呈現此一 MIB 模組的結

構，清楚的顯示出各物件之間的關係。 
    當我們將樹展開並點取物件時，右邊的框架便

以表格的方式呈現該物件的定義。這樣的表現方

式，不僅淺顯易懂，管理者在瀏覽時亦一目了然，

簡化了傳統瀏覽 RFC 文件時的不方便。 
由於物件識別碼的表達方式常用的有兩種，因

此在表格中物件識別碼的顯示部分為按鈕，管理者

可依需求在兩者間自行切換，如圖 12。 

 
 
 

若該物件的資料型態為 INTEGER 且有數字對

應其相關定義時，該 SYNTAX 欄位的內容則為一

按鈕，按下按鈕時會出現一新的視窗以表格的方式

將其 SYNTAX 中所對應的數字和定義呈現出來，

如圖 13。 

圖 13. SYNTAX 之 INTEGER 對應表格 
 

XML/HTTP 

XNMP  
Agent 

Managed 
device

SNMP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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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顯示SEQUENCE 

圖 15. XNMPGET 

圖 16. XNMPGET查詢結果 

在左邊框架中的樹狀結構除了顯示了整個

MIB 的物件之外，也呈現了 SEQUENCE 的資訊。

點取左邊框架中 SEQUENCE 選單下的物件後，右

邊的框架便會呈現一表格，包含了該物件的所有子

物件名稱以及子物件的資料型態，如圖 14。 
 

 
 
 
 
 
 
 
 
 
 
 
 
 
 
4.1.2. 查詢 MIB 物件 

MIB 物件的查詢方式，主要可分為以下四項： 
 依物件名稱查詢—輸入欲查詢的物件名

稱，如 ifType，系統便顯示該物件的相關定

義表格。 
 依 RFC 文件所呈現的物件識別碼查詢—輸

入欲查詢的物件識別碼，如 system 2，系統

便顯示該物件的相關定義表格。 
 依數字型態的物件識別碼查詢—輸入欲查

詢的物件識別碼，如 1.3.6.1.2.1.1.7，系統便

顯示該物件的相關定義表格。 
 依關鍵字查詢—輸入欲查詢的關鍵字，系統

便會尋找欄位內容中含有此關鍵字的物

件，並將其定義表格一一列出。 
 

4.1.3. 上傳 RFC 文件檔案 

Select MIB 選單中若沒有管理者想要瀏覽的

MIB 模組時，管理者可以自行上傳該模組的原始

RFC 文件檔案，當系統接收到檔案時，便會自動將

其轉換為 XML 文件，並將此 XML 文件以樹狀結構

呈現於視窗左邊的框架中。 

4.2. XNMPGET 
XNMPGET為一向被管理設備查詢網管資訊的

工具。XNMPGET 結合了 MIB-Browser，提供了更

強大、更方便的使用介面，簡化了以往管理者繁複

的網管工作程序，如圖 15。 
當 我 們 輸 入 Host 、 Object Identifier 和

Community 並按下確定之後，右上方的框架便會顯

示我們向該設備查詢的物件識別碼以及該網管資

訊。若管理者所查詢之物件識別碼的值為一參數，

且管理者想知道該參數所代表的定義時，可以按下

Value 欄位中的按鈕，該參數值所代表的定義便會

顯示於一新的視窗中。 

 
 

此時，若管理者想進一步知道此物件識別碼的

定義為何，亦可按下 Object Identifier 欄位中的按

鈕，該物件識別碼的定義便會顯示在右下方的框架

當中，如圖 16。 
 
 
 
 
 
 
 
 
 
 
 
 
 

 
 
 
5. 結論 

結合 XML 技術的 Web-Based 網路管理工具，

主要是提供一個簡單且具親和力的介面，讓網管人

員能夠更方便的進行網管工作。它不僅提供了便利

的 MIB RFC 文件的瀏覽查詢機制，更將其與網管

工具結合，整合網管資訊，大大的強化了網管能

力，並降低了進行網管工作時的不便利。 
    本系統所提出的 XQuery Agent，成功地將冗長

難閱讀的 MIB RFC 文件轉換為 XML 格式的文件，

以適當的表現方式呈現出來。目前雖然也有一些網

站將 RFC 文件轉換為 XML 文件提供瀏覽，但在呈

現的方式上都只是 XML 文件的本身，並無法讓管

理者很容易的閱讀。XQuery Agent 除了提供較視覺

化的呈現方式，讓管理者可以很容易的對 RFC 文件

內的 MIB 模組內容進行瀏覽之外，更提供了對 MIB
物件定義內容的查詢功能，讓 RFC 文件不僅是文字

的呈現而已，而是有用的資料。 
    XNMP Agent 除了對被管理設備進行網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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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取，將網管資訊轉換為 XML 格式以適當的方

式呈現之外，更結合了 XQuery Agent，讓管理者在

獲取網管資訊的同時，也能夠得知該資訊的意義。

這樣的整合，網管人員可以省去不必要的查詢時

間，簡化繁複的網管工作，亦可以第一時間掌握完

整的網路資訊。 
    因此，結合 XML 技術的 Web-Based 網路管理

工具，簡化了網管人員所困擾的 RFC 文件之外，更

提升了網管工作的效率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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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網路拓樸偵測之問題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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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Topology Discovery 可以說是網路管理中一個

重要的技術，在管理或規劃網路環境的時候必須要

先了解網路的 Topology。Topology 的資訊可以由支

援 SNMP 的網路裝置上的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MIB)中取得，但實際的情況往往無法如我們

預期，所以我們無法保證可以從 MIB 中取得我們需

要的資料。另外，由於傳統的 Topology Discovery
架構無法應付網路日漸擴大的需求，分散式的

Topology Discovery 架構也就因應而生。分散式的架

構固然改進了集中式架構的缺點，但是由於偵測節

點變為多個，也衍生出原本在集中式架構下所沒有

的問題，所以本篇論文著重於探討這些問題的成因

及解決方案。 
關鍵詞：分散式、Topology Discovery、SNMP、MIB、
網路管理。 
 
1. 前言 
 

要探討 Topology Discovery 之前，我們必須瞭

解什麼是 Topology， Topology 或稱為 Topology 
Map 可以說是網路架構的拓樸圖形，它通常有幾個

部分所組成，包含：節點(node)、網路(network)、
連結(link)。節點可能包含我們管理的工作站、網路

的基礎設備(如：集線器、Switch、Router)、或是存

在網路當中的電腦主機或工作站，連結就是表示節

點與節點之間的連線情況，而 network 通常用來代

表內部、外部網路或是不同網路架構的概括圖形，

如圖 1 所示。 
 

Host

Network

Switch

Host Host

HostHost

HostHostHost

Hub

Switch

Router

 
圖 1. Topology 的示意圖 

 

Topology 的資訊可以讓網路管理者在網路的

管理及未來的規劃時有更多資料可供參考。管理者

可以很清楚透過 Topology Map 知道網路目前的狀

況，比如連線正常的線路用綠色表示，黃色表示有

異常，紅色則表示連線中斷。Topology Map 可以用

來表示問題發生的點、可以顯示出網路的流量的瓶

頸、也可以提供基本的檢測。Topology Map 可以輔

助管理者去做些相關的設定，更可以在拓展網路規

模或改變網路架構時的依據及參考。 
在網路成長的越快，所形成的網路也越來越大

時，如何有效的偵測出網路的 Topology 變得越來越

困難也越來越重要，所以我們必須瞭解 Topology 
Discovery 所遭遇的問題，以及思考如何改進的相關

方法。 
 
2. Topology 資訊的取得方式 
 

Topology 資訊的取得方式主要可以歸為兩

類，一類是透過 SNMP 取得 MIB 中與 Topology 相

關的資料，作為建立 Topology 圖形的依據。另一類

是不透過 MIB，而是利用其他網路相關工具偵測所

需的相關資訊。由於 MIB 可以正確反應出網路的設

定與組態，所以此類方法只要能順利存取到網路裝

置上的 MIB 資訊時，大多可以在短時間內而且正確

地建立網路的Topology，所以我們在此不多做介紹。 
在不透過 MIB 的方式，可以藉由一些網路的

相關工具，如 ping、traceroute、DNS 相關的程式，

或是自行利用 ICMP 協定撰寫的工具程式，透過一

些演算法及測試取得的資訊進而產生 Topology ，
此類的方式屬於比較花費時間，而且所得到的資料

可能比較不完整。底下針對幾種工具做些簡要的說

明： 
 
 ICMP 相關程式 

利用 ping 所發出的 ICMP echo request 訊息及

所回應的 ICMP echo reply 訊息，可以用來確

定哪些 IP 位址是存在且網路可以連接到的。

而 ICMP address-mask request/address-mask 
reply 訊息可以用來得到某個 IP 位址所設定的

netmask 長度，可以用來判斷哪些 IP 屬於同一

個子網路。另外也有一些 ICMP 相關的訊息可

以提供資料做為參考。 
 
 traceroute 程式 

traceroute 程式可以找出來源到目的端所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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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 Router 的順序，可以讓我們判別哪些

IP 是接到哪些 Router 上。traceroute 程式的原

理是發出 IP 標頭 Time To Live(TTL)欄位依序

為 1、2、3…的封包，當封包經過 Router 時，

Router 會將 TTL 減一，當 TTL 歸零的時候，

Router 會傳回一個 ICMP Time-Exceeded 的封

包到發出 traceroute 的來源端，告訴來源端此

封包尚未傳送到目的端。由以上陸續得到的結

果便可以得到傳送到目的端依序經過的

Router 列表。 
 
 DNS 相關程式 

利用 DNS 的相關程式，如：nslookup、dig 等

程式，來查詢 IP 位址對應的 Domain Name 名

稱，以上得到的資料可以做為某些判斷的依

據。另外大部分的 DNS Server 都會接受”zone 
transfer”這個命令，然後回傳每某個 Domain
下的所有主機列表，這種方式快速又正確，不

過並不完整。 
 
由於有些情況下並沒有辦法使用 SNMP 協定

取得 MIB 的資訊，比如該網域的網路裝置並非在

所管轄的範圍內，所以並沒有權限可以存取。也可

能是該網路裝置並沒有支援 SNMP，或是管理者為

了某些考量將 SNMP Agent 關閉。所以許多時候，

我們都必須要使用這種以 ping、traceroute、以及

ICMP 相關技術組合而成的替代方式來偵測

Topology。 
 

3. 分散式偵測架構 
 
目前 Topology Discovery 的架構大概可分為兩

類，一類是集中式，另一類是分散式。簡單來說，

集中式的架構就是整個系統只存在一個偵測點，所

有的偵測及管理工作都由一個節點負責。而分散式

的架構則存在多個偵測節點，依據所考量的因素不

同分配工作或是協同工作。當網路的架構變大時

候，利用集中式的架構來做 Topology Discovery 有

幾個缺點：偵測較大網路的 Topology 將會花費很長

的時間；為了偵測網路的 Topology，大量的相關訊

息的傳遞會增加網路的負擔；另外利用 SNMP UDP
封包來傳輸資料的方式並不可靠，傳送的訊息可能

會遺失。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才有人提出相關的分

散式網路管理架構，而分散式的 Topology Discovery
便是屬於分散式網路管理中的一部份。 

分散式網路管理架構[1][2]包含幾個部分，如圖

2 所示，一個是網路管理的控制端(Network 
Management Console)，多個網路管理主機(Network 
Management Server)，通常簡稱為 NMS，然後還包

含一些被管理的網路裝置。 

NMS

NMSNMS

Router

Router

Router

Router

Router

Router

Router

Management Console  
圖 2. 分散式網路管理架構 

 
4. 問題與影響 
 

目 前 不 管 是 集 中 式 或 分 散 式 Topology 
Discovery 所存在的問題，大部分都是因為無法取得

MIB 中完整的資訊所造成，我們將問題分述如下。 
 
4.1 Alias Problem 
 

每個 Router 都有多個以上的連接 Port 或稱為

Interface，而由 traceroute 結果所得到的經過 Router
列表，事實上只是進入該 Router 所經過的某個

Interface(另一個 Interface 為出 Router 時經過，但

traceroute 的結果只得到進入的那個 Interface)。由於

偵測點放置的位置的不同，可能經過的 Interface 也

不同，所以同一個 Router 可能以不同的 Interface 呈

現出來。當無法從 MIB 中取得 Router 的所有

Interface 的資訊時，不同的 Interface 將無法得知分

別屬於哪個 Router，造成 Router 跟 Router 無法正確

識別，這就是所謂的 Alias Problem。而我們無法單

純的由 IP 位址或 Domain Name 名稱來判別這兩個

Interface，因為 Interface 屬於不同的子網路或網路，

IP 位址跟 Domain Name 的設定也可能差異很大，

無法從命名中找出相似的地方作為識別。不過有某

些少數情況，網管人員會將不同的 Interface 位址對

應到同一個 Domain Name 上，這樣的結果就有助於

我們做 Router 和 Interface 的分辨。 
 
我們可以從底下 traceroute 的兩個不同結果看

出其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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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raceroute 結果比較 
由 140.113.2.211 traceroute 到 140.114.87.11 
traceroute to 140.114.78.11 (140.114.78.11), 64 hops 
max, 40 byte packets 
 1  Adm-Gw5326-p567.NCTU.edu.tw 
(140.113.2.254)  0.805 ms  0.752 ms  0.711 ms 
 2  140.113.53.22 (140.113.53.22)  0.844 ms  
1.223 ms  0.990 ms 
 3  140.113.251.114 (140.113.251.114)  1.175 ms  
1.206 ms  1.099 ms 
 4  edge1-core1.nthu.edu.tw (140.114.1.6)  1.505 
ms  1.280 ms  1.892 ms 
 5  route87.cs.nthu.edu.tw (140.114.87.254)  
1.437 ms  2.617 ms  30.845 ms 
 6  magpie.cs.nthu.edu.tw (140.114.78.11)  2.021 
ms  1.844 ms  1.443 ms 
由 140.114.79.227 traceroute 到 140.114.87.11 
traceroute to 140.114.78.11 (140.114.78.11), 30 
hops max, 38 byte packets 
 1  route79.cs.nthu.edu.tw (140.114.79.254)  
0.692 ms  0.486 ms  0.508 ms 
 2  magpie.cs.nthu.edu.tw (140.114.78.11)  0.432 
ms  0.407 ms  0.368 ms 
 
第一個 traceroute 由 140.113.2.211 traceroute 到

140.114.78.11，得到 140.114.78.11 所連接的 Router
為 140.114.87.254 。 第 二 個 traceroute 由

140.114.79.227 traceroute 到 140.114.78.11，得到

140.114.78.11 所連接的 Router 為 140.114.79.254。 
事實上 140.114.87.254 及 140.114.79.254 為同一

Router 的不同 Interface，因為 traceroute 起點的不

同，才會產生這樣的差異。如果單純由 traceroute
的方式來判斷該 Host 或 Subnet 連接在那個 Router
之下，位於不同位置的 traceroute 將可能會得到不

同的結果。而不同的結果將會使 Router 的識別或是

同一 Router 的 Interface 的合併顯得困難。 
 
4.2 合併不同的 Topology 
 

這在分散式架構以及不考慮透過 SNMP 方式

取得 Router MIB 資訊的情況時，經由不同的 NMS
所得到的 Topology 的資料可能不同。所謂資料的不

同是指 Topology 中所得到的 Router 的 IP 位址不

同，因為以不同的 NMS 觀點，Router 也可能以不

同的 IP 位址(或稱為不同的 Interface 位址)表現出

來；另一個是 Topology 中所得到的某些 Router 實
際上就不相同。會產生以上的不同，主要可能是底

下兩點原因所造成： 
 

 traceroute 所經過的路徑相同，但經過 Router
的 Interface 不相同。這邊的路徑相同是指經過

相同的 Router 列表，但經過的 Interface 不同。

比如說， 140.114.78 這個 Subnet 會經過

140.114.78.254 這個 Interface，而 140.114.79
這個 Subnet 會經過 140.114.79.254 這個

Interface，而 140.114.78.254 與 140.114.79.254

卻是屬於同一個 Router，這就是之前所提到的

Alias Problem。 
 
 traceroute 所經過的路徑不同，意即由測試端

到目的端經過不同的路線、不同的 Router。 
 

會有以上的差別，主要是因為偵測節點放置位置的

不同，所得到的偵測結果也不同。另外這也跟 Router
中 Routing Table 的設定有關。因為無法識別是

Interface 的不同或是 Router 的差異，這樣的結果造

成無法順利合併多個不同結果所得到的 Topology。
舉例來說，如果所得到的資訊不足夠用來合併的

話，原本在 Topology 圖形上應該為一個 Router 的
圖形，將會變成兩個或多個以上，因為 Router 的

Interface 會被誤認為是另外的 Router。 
我們可以利用某些方法來嘗試合併不同的

Topology，比如利用 Domain Name Service (DNS)所
記載的 IP 位址與 Domain Name 的對映設定，有時

會有多個 IP 位址對應到同一個 Domain Name 的情

況，利用此一資訊將可以輔助 Topology 中 Router
的合併。不過這方法的成功機率並不高。 

 
4.3 單向的路徑 
 

Topology 中得到的連結不一定都是雙向的，所

謂雙向的路徑是指由節點 A 到節點 B，跟由節點 B
到節點 A 都是經過相同一條路徑。而單向的路徑，

是指由節點 A 到節點 B 來回經過不同的路徑。一般

Topology 中的連線(Link)，往往只能表示單方向的

路徑，也就是由偵測端的觀點所測試得到的路徑。

更簡單的說，我們由節點 A traceroute 到節點 B 所

經過的 Router 列表，並不表示由節點 B traceroute
到節點 A 也是經過相同的 Router 列表，Topology
圖形上的連結往往只是表示單向的連接情況而已。 
 
4.4 遺漏節點及連結 
 

在集中式的環境下，由於只使用單一個偵測節

點，所以偵測得到的路徑圖，皆是由偵測點為根節

點(Root)所形成的樹狀結構。這樣的方式將無法偵

測到節點與節點之間可能存在的連結。而在分散式

偵測方式下，雖然有多個偵測節點，但一個待測的

IP 範圍可能被各偵測節點依照其設定管理網域的

不同所分割處理。而依照一般的設定組態，偵測節

點往往只負責偵測所在的鄰近網域，所以得到的

Topology 通常是附近網路的連接狀態而已，如此還

是可能遺漏了某些存在於網域與網域之間的連結

或節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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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A

Domain B

Probe Host

 
圖 3. 遺漏節點及連結的範例 

 
這個問題在傳統的集中式架構就存在，只是在

集中式的方式下並無方法可以全面解決這個問

題。而在分散式的環境下，因為我們可以選擇不同

的偵測來源，如此可以有機會找到未發現的連結，

不過分散式的架構依然沒辦法保證可以找出所有

的節點與連結，但是我們卻可以利用分散式的特

性，盡可能找出所有可能存在的連結。 
 
5. 解決方案 
 
5.1 Alias Resolution 
 

要解決 Alias Problem 問題，可以利用 Router
對 ICMP 協定處理的特性來做，當 Router 要傳送出

ICMP 的封包時，它會使用特定的 Outbound 
Interface 位址作為封包的發出位址。假設已知某個

Router 有兩個 Interface 分別是 I1與 I2，對這兩個

Interface 個別傳送一個 UDP 封包到未使用的 Port，
該Router會回傳兩個 ICMP Port Unreachable的封包

回來，我們可以檢查該 ICMP 封包的來源位址，該

來源位址可能會是同一個位址 I3，也有可能會是 I1

或是 I2或是其他。透過這種技巧，可以嘗試分辨不

同的 Interface 是否屬於同一個 Router，這就是 Alias 
Resolution [4]。而我們稱這種 Router 回傳的 ICMP 
Port Unreachable 封包的特殊 IP 位址為 Port 
Unreachable Return Address，為了方便引用，我們

將此簡稱為 PURA。 
我們針對國內的學術網路幾個區段，做了一些

Alias Resolution 的測試。首先偵測出每個網路區段

有哪些存在的 IP 位址，假設每個 IP 所在的 Subnet
大小皆為 24bits，且 Default Router 的位址在

x.y.z.254，比如：140.112.1.254、
140.112.2.254…140.112.254.254 以此類推。針對已

存在的 Router Interface 做 Alias Resolution 測試，得

到該 Router 的 Port Unreachable Return Address，比

對 PURA 跟待測 Router 的 IP Address，得到下列表

2 的結果。 
表 2 中 Router Interface 的數目是由偵測所有可

能存在的 Gateway 位址，所得到的一個實際存活

(Alive)的數目，此一數目只是我們所預估可以量測

的 Interface 總數，並非代表該網路區段下實際所有

Router 累計的 Interface 總數。而 PURA 與原位址不

同的數目，是表示我們對某 Interface 位址送出測試

封包，而回應封包上的來源位址與測試的 Interface
位址不同的總數。比如說，我們對 140.112.1.254 這

個 Interface 位址送出測試，而回應封包上的來源位

址為 140.112.205.6，我們便稱此 PURA 位址

140.112.205.6 與原測試位址 140.112.1.254 不同。 
 

表 2. Alias Resolution 的測試結果 
網路區段 Router 

Interface 數

目 

PURA 與原位

址不同的數目 
不同位址的

百分比 

140.112 180 74 41% 
140.113 128 30 23% 
140.114 140 26 19% 
140.115 72 44 61% 
140.116. 54 44 81% 
140.117 140 26 19% 
140.118 46 46 100% 
140.119 117 115 98% 
140.120 64 62 97% 
140.121 75 56 75% 
140.122 118 104 88% 
140.123 51 47 92% 
140.124 79 76 96% 
 
由表 2 的實際試驗得知，大部分的 Router 會回應與

待測 Router Address 不同的 Port Unreachable Return 
Address，某些網路區段所回應不同位址的比率也相

當高，不過有些 Router 會回應 127.0.0.1 這個 Local 
Loopback 特殊位址必須忽略。藉由 Alias Resolution
這個方式可以較成功的合併多數的 Router 
Interface。 
 
5.2 Source Route 的路徑偵測 

 
利用已經偵測出的 Router，我們可以用 Source 

Route 的方式[4]來偵測出其他可能的網路連結。在

利用這個方法之前，首先必須要測試哪些 Router 有
支援 Source Route 的功能，我們可以透過已知的

Router 傳送一個 Source Routed UDP 封包到隨機選

取的一個 Target Router，如果該 Target Router 回傳

ICMP Port Unreachable 的封包回測試端的話，那就

表示該 Router 支援 Source Route 的功能。 
圖 4 為 Source Route 路徑偵測方法的參考

圖。我們以圖 4 的例子來做說明，假設我們已知有

Router 1、Router 2 以及 Router 3 這三個 Router 存在

網路上，我們依序對每一個 Router 做 Source Route
相容性測試，得到 Router 3是一顆支援 Source Route
的 Router，然後我們利用 Source Route 的方式指定

traceroute 的封包經過 Router 3 再到待測的 Host A，
如此會得到一條由 Router 3 經過 Router 2 在到 Host 
A 的新路徑，這就有別於不使用 Source Route 選

項，由 Router 1 經過 Router 2 再到的 Host A 的路

線。如此便可能的偵測出網路上某些未發現的連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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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Host

Source-route capable Router 3

Router 1

Path to 
A

Source-route Path to A

Host A

Router 2

 
圖 4. Source Routed 路徑偵測 

 
但是經過實際的試驗，目前似乎只有極少數比例的

Router 正常支援 Source Routing。根據相關的研究

指出，Source Route 的方法同時存在一些問題，比

如有的 traceroute 結果會遺漏掉幾個 Hop，有的

Router 都會忽略 Source Route 的選項或是會將此類

型的封包作其他處理，有的 Router 在處理這方面的

程式不太正確，例如封包的 TTL 並不會正常遞減。

以上的種種問題，造成沒有辦法很完全且順利的利

用此種方法偵測出未發現的網路連結，不過此方法

倒是可以做為相關的參考。 
 
6. 結論 
 

在無法利用 SNMP/MIB 的方式取得 Topology
的情況時，分散式的 Topology Discovery 由於多個

偵測節點的關係，以不同偵測節點為觀點所得到的

資料也可能不同。總結來說，分散式下的環境下主

要存在兩個比較大的問題，一個是不同 Topology 合

併的問題，而另一個是遺漏一些未發現的節點與連

結的問題。 
針對於合併不同 Topology 所發生的問題，我

們可以透過 DNS 對應的資訊，或是使用 Alias 
Resolution 的技巧來嘗試辨識及合併相同的

Router。這樣可以在沒有 MIB 資訊時，建立出比較

完整且正確的 Topology 圖形，另外我們也可以盡可

能的由固定由某 NMS 的觀點來作某些偵測的動

作，讓所得到的資料盡量單純，這樣也可以減少產

生不一致的資料，讓合併的工作更順利。而在遺漏

未發現的節點與連結的部分，我們可以嘗試用

Source Route 的路徑偵測方式，找出可能的未發現

連結，但在分散式的 Topology Discovery 環境下，

仍然沒辦法保證可以找出所有存在網路上的節點

與連結，這個跟 NMS 分佈的範圍跟數目有關。但

是如果設計出某些方法，讓不同偵測節點間資訊交

換的更完整，在適當的分配不同 NMS 所偵測的範

圍，將可以盡可能的找出所有存在網路間的節點與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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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路管理工作常需要較為專精的知識，然而大

部分的單位普遍缺乏專精的管理人員，因此管理工

作常需依賴設備廠商的協助。在網路管理工具中，

MRTG[1]是常見的網路流量統計工具之一，我們利
用MRTG的基本圖形繪製功能，發展一套網頁式的
前端管理者使用介面，透過各廠牌、各類型網路設

備專屬管理資訊MIB的收集，提供網路管理者一個
友善的操作介面，經由選單的點選輸入，即可化繁

為簡地讓MRTG顯示需要的設備狀態，使得網路設
備管理資訊的擷取更為容易，也讓缺乏網管專業知

識的管理者也可以迅速掌握網路狀態。 
關鍵詞：網路管理、人機介面 
 

Abstract 
 

Network administrators need much network 
management knowledge to administrate their 
networks. However, the employment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who are qualified in skill is difficult. 
Therefore, they always need the networking vendors 
to assist them to manage the networks. We use the 
popular network traffic graphic utility - MRTG - to 
develop a web-based preprocessing system. We put 
many networking vendors’ enterprise MIBs into our 
database. The network administrators can use this 
friendly web tool to select appropriate models and 
functions of the device. Our system modifies the 
MRTG configuration file automatically. Even though 
the network administrators do not have professional 
skill, they still can manage their networks very well. 
Keywords: Network Management, User Interface. 
 
1. 動機 

 
由於網際網路發展迅速，上網人數快速增加，

各單位均普遍架設網路系統，提供各項網路服務，

在逐漸資訊化、網路化後無形中對網路傳輸品質及

故障排除的時限要求上逐漸加重。然而網路的管理

人才並未因此普及，許多單位的網路管理工作必須

依靠設備廠商的協助，或者採購昂貴的網管軟體，

才能有效管理網路環境。即使如此也常常遺漏許多

系統重要資訊，經常透過使用者的反應才驚覺設備

發生什麼問題，管理成效十分有限。 
 

網路管理工具種類數量繁多，功能也差異頗

多，MRTG是其中最常見的軟體之一。透過簡單的
設定，MRTG可以定期擷取設備的介面流量，自動
產生統計圖表與相關網頁連結，讓網路流量的監控

更為簡便。然而MRTG安裝與使用雖然便利，但是
其設定檔案必須要管理人員自行設定，對較缺乏網

管專業智能的人員來講，還是不易使用，也不能發

揮 MRTG 更多的管理能力。再者既然 MRTG 可擷
取特定MIB資料繪製統計圖表，除了流量統計的常
見應用外，應該可利用來顯示設備特殊的 MIB 資
訊，諸如 CPU負載情況、系統環境溫度等等。 

 
因此我們收集並整理眾多網路廠商，包括

Cabletron [2]、Cisco [3]、D-Link[4]、Enterasys [5]、
Extreme [6]、Nortel [7]等公司的專屬MIB資料，擷
取有用的MIB與機種、功能的對應關係，儲存在資
料庫內。接著利用MRTG此非常普及的免費軟體，
設計一個前端處理系統，透過網頁式的選單方式，

自資料庫內擷取所收集的各項管理功能，管理者僅

需要選擇欲管理的設備廠牌、機種並輸入 IP位址，
即可自動修改MRTG的相關設定檔案，進一步產生
圖形化的管理資訊出來，如此讓一般較缺乏網管專

業知識的管理人員，也能容易管理其網路環境。 
 
2. 系統架構 
 

本系統的架構可以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為各

家網路廠商的管理資訊 MIB 的收集整理及 MRTG
流量圖形化系統的基本建置；第二為MIB管理資訊
資料庫的建立與維護；第三則為網頁介面之前端處

理系統。整個系統架構如圖 1所示： 
 

Enterprise MIB

Status
Monitoring

MRTG
PreProcessingInput

MRTG
Configuration

 

MIB

 
圖 1.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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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管理資訊與MRTG系統 

 
各網路設備管理資訊的收集是本系統較為辛

苦的工作項目。MIB資料來源除了直接由廠商網站
上搜尋下載外，在網站內找不到的則嘗試透過

E-Mail 方式向相關人員索取。另外在整理 MIB 資
訊時，也不是所有 MIB 皆適合 MRTG 的使用。因
為 MRTG 是根據所擷取的 MIB 數據來繪製圖形
的，因此除了流量外，其他的MIB值要繪製成圖形
的必須是 Counter或 Integer類型的資料才能應用，
其他類型如 String等則無法使用，因此在整理過程
中需要特別注意數值的型態。 

 
即使 MIB數值可以用 MRTG來加以顯示成圖

形，但是 Counter及 Integer類型則仍需要進一步區
分出來，原因在於 Counter 是屬於累加的資料型
態，必須與前一次擷取數值相比較，才能得到正確

的使用量，一般網路介面流量均屬於此類型態；相

反的 Integer則與前一次擷取的數值無關，常見的系
統 CPU 負載、機箱環境溫度等大多屬於此類的型
態，為讓 MRTG 能正確顯示結果，在 MIB 資料整
理時也需要將資料型態加以區隔出來。 

 
MRTG本身是屬於 Public Domain免費性質的

管理軟體，具有跨平台的特性，在許多 Linux系統
內，甚至已包含在系統軟體集內。MRTG利用標準
的 SNMP網管協定，預設每五分鐘就去擷取指定的
網路設備MIB資料，之後再將所偵測到的數值匯集
起來，進一步製作成統計圖表。 

 
MRTG主要程式採用 Perl所撰寫，因此必須要

有 Perl語言的環境，才可順利架設與使用MRTG軟
體。我們的測試平台是在個人電腦的Windows 2000
環境下使用，可以使用的 Perl系統包括 CPAN/GNU
的標準Win32版 Perl [8,9]外，還有 ActiveState公司
的 ActivePerl [10]可供選擇。除了Windows環境外，
我們也在 RedHat Linux上測試亦能正常執行，因此
作業平台並無特別的限制。 

 
2.2 MIB管理資訊資料庫 
 

 MIB 管理資料庫是本系統的運作核心，透過
資料庫的儲存與管理，讓管理資訊的功能可以持續

累積。本系統的建置目的係希望提供網管新手一個

便利的操作介面，透過選單的選擇便能利用MRTG
圖形化功能來管理網路設備，另外又希望擴展

MRTG的管理功能，因此本系統收集多廠牌、多類
型網路設備的管理資訊，儲存於 MIB 管理資料庫
內，提供使用者快速且方便的去點選所要偵測的網

路設備流量，進而加以管理。相對的，如果所要偵

測的網路設備沒有在此資料庫中，亦可在找到對應

MIB資訊後新增到此資料庫中。 
 

另外本系統除了一般網管軟體所提供基本的

介面流量統計外，亦可查看各設備的健康狀態：CPU
負載狀況、Memory 使用狀況、電源供應器狀態、
系統環境溫度、散熱風扇狀態等。不管是 MIB II
還是 Private MIB，只要管理資料庫有的便能提供管
理使用。 

 
在資料庫的建置上，我們歷經數次的調整更

改，初期的資料庫只有一個表格，如表一所示。 
 
表 1. 資料庫表格欄位 

欄位 說明 
Serial 序號 
DeviceType 設備型態 (Router/Switch) 
Vendor 生產廠商名稱 
Model 機種編號 
Function 功能簡述 
MIB MIB OID值 
DataType 資料型態(Counter32/Integer32) 
Operation MIB附加運算公式 
Remark 說明與註解 

 
表格中 DeviceType 欄位用來區隔設備的類

型，利用代碼方式表示為 Router、 Switch、
Multi-Layer Switch、HUB等設備型態；Vendor欄位
則說明此MIB是哪個廠牌的網路設備；Model註明
機種編號；Function則為此MIB的功能簡述，使用
者據此來選用想查看的管理資訊；MIB欄位則儲存
MIB OID 資料，用來插入 MRTG 設定檔中，請
MRTG 軟體定期擷取該 MIB 數據繪製統計圖表；
DataType儲存資料型態為 Counter抑或為 Integer，
據此修改MRTG的 Options參數，才能顯示正確的
狀態圖表來；Operation 部分則考慮某些 Enterprise 
MIB需要另外套用公式計算，方能擷取出真正的所
需的數據，因此MRTG擷取的數據還需根據此欄位
運算後，才能開始繪製圖表。 

 
此資料庫欄位中，由於只有一個表格，在收集

並整理MIB資料逐漸新增到資料庫後，發現資料庫
的筆數增加速度十分迅速，究其原因發現因操作介

面希望使用者輸入設備之廠牌及機型編號，而同一

廠牌的機種型號可能種類繁多，雖然某個管理資訊

的MIB值，並無機種的差異，但因資料庫欄位的要
求，因此造成同一MIB資料必須配合機種編號重複
許多份，無形中資料庫內容變的十分龐大，而事實

上重複情況十分嚴重。再者，資料庫表格內容過於

龐大，而不幸又僅有一個表格，因此在搜尋過程

中，事實上還是要逐一讀取檢查過濾，找出所要的

廠牌、機型過濾出對應的管理資訊後，才能再讓使

用者進一步選擇所需要的功能，效率差了許多。 
 
經過檢討後，我們重新修改資料庫的欄位與其

關係，將表格 DeviceType、Vendor、Model 等欄位

 2



另外獨立出額外的表格，以加速使用者選單資料的

搜尋與擷取。另外為了減少資料庫相同功能、相同

MIB OID卻因機種編號不同而需重複的筆數，利用
機型特殊關鍵字”Any”取代原有的機型欄位，因此
只要是適用某廠牌、某類型所有機型的管理功能，

便只要一筆資料即可，讓資料庫的筆數大為降低。 
 
系統實作的過程中，初期完全在Windows平台

環境下，MIB資料庫系統架設在MS SQL Server環
境中，網頁的設計則使用 ASP語言設計，平台的限
制十分嚴重[11]。在第二版本的設計上，則全部改
用 Perl 語言撰寫所有相關的 CGI 與資料庫管理功
能，網頁也改用標準 HTML 語法，因此也可支援
Unix環境下使用本系統。 

 
2.3 網頁介面之前端處理系統 

 
 此前端處理系統以網頁為操作介面，在設計之

初便預設使用中較缺乏網路管理的知識，因此在主

要功能上區分為幾個獨立的項目：MRTG與 Perl功
能簡介與安裝介紹，提供使用者可以學習有關

MRTG的一些基本安裝概念與管理；選單功能則本
系統為主要的功能，透過選單的使用，選擇擬管理

監控的網路設備之功能；最後的管理者介面則提供

管理人員維護MIB資料庫用。圖 2為第一版本系統
操作流程，圖 3則為改良後的主功能畫面。 

 

MRTG及其他之功能

MRTG:簡述
Perl:簡述

  說明:................
...................
...................
....................

YES

NO

MRTG
下載

Perl
下載

c:\Program Files\RTG>

確定

項目:.................
品牌:.................
型號:.................
查詢功能:.............
IP:(自   行   輸    入)

確定

項目:.................
品牌:.................
型號:.................
查詢功能:.............
IP:(顯 示 輸 入 之 IP )

觀看流量圖

修改其他IP

MRTG流量圖修改說明

確定

Index 說明 路徑

各狀態選項 顯示結果

MRTG流量圖修改說明  
圖 2. 第一版前端處理系統操作流程 

 

 
圖 3. 前端處理系統主功能 

 
MIB選單功能的使用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標

準MIB II的管理功能，包括介面流量、Collision量
等常見資料，另外一類屬於 Enterprise MIB的特殊
功能。第一類的標準MIB II沒有廠牌、機種的專屬
特性，只要支援 SNMP協定的網路設備，皆已提供
此項 MIB OID，因此沒必要還要儲存到 MIB資料
庫中。當使用者需要此選項時，透過 snmpwalk 及
snmpget功能，利用 ifNumber先查出有多少網路設
備介面、再直接擷取設備的 ifDescr欄位資料轉成，
網路介面名稱的選單，提供使用者選擇所需要統計

的網路介面，此部份提供可監控的 MIB OID 包括
ifOperStatus 、 ifInOctets 、 ifInUcastPkts 、
ifInNUcastPkts 、 ifInDiscards 、 ifInErrors 、
ifOutOctets、 ifOutUcastPkts、 ifOutNUcastPkts、
ifOutDiscards、ifOutErrors等。 

 
特殊功能選單的操作並不困難，首先需要點選

設備的廠牌及型態，根據使用者的輸入資訊，再到

資料庫中尋找出符合此兩條件的機型編號，顯示在

第二個欄框中讓管理者再次點選適合的機種編

號。有了廠牌、型態及機型編號資訊後，再由資料

庫中符合此三條件的管理功能，組織成選單供使用

者再次點選，此選單中已取出各項功能所許需的

MIB值，因此管理者只要選擇所需的管理功能後，
輸入網路設備的 IP 即可自動修改 MRTG 的設定檔
案，開始網路設備的資訊收集。圖 4為此特殊功能
選單的操作畫面： 

 

 
圖 4. 功能選單 

 
當使用者輸入完成，在異動MRTG設定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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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5所示會先顯示相關資訊，確認後並用 snmpget
功能查詢該 IP 設備是否支援此 MIB OID，正確無
誤才開始修改MRTG設定檔，以便免管理者錯誤輸
入，浪費系統資源。完成修改MRTG設定檔後，還
需修改MRTG主要入口畫面，新增一項統計連結，
方面管理者由單一入口網頁，即可檢視所有監控中

的管理資訊。 
 

 
圖 5. MIB輸入確認 

 
3. 結語與未來展望 

 
網路管理工作需要較專業的知識，然而人才卻

十分不足，許多單位的網路管理工作必須依靠設備

廠商的協助，或者採購昂貴的網管軟體，才能有效

管理網路環境。透過本系統所提供的前端服務介

面，經由選單選擇方式，管理者唯一需要輸入的資

料為 IP 地址，便可自動整合 MRTG 的功能，產生
一個MIB數據的狀態網頁出來。網路管理工作，尤
其是重要設備的健康狀態之偵測變得更為方便，對

網管知識的要求就變得不這麼重要了。我們希望能

將此系統提供給國內各級學校使用，尤其是經費及

管理人才較缺乏的中小學，能夠建構一個較為有效

的網管環境。 
 
本系統雖然蒐集多個廠牌、機種之專屬管理資

訊 MIB，但專屬 MIB 之取得仍有許多不足之處，
有些廠牌如 Foundry的MIB資料一直法順利取得，
因此所能適用的環境便受到限制，未來需要持續蒐

集才能逐漸擴展管理適用範圍。 
 
本系統所雖然以資料庫架構設計，擴充彈性很

高，然而在蒐集到新的MIB資料並解讀整理後，尚
未能提供有效、自動化功能的輸入機制，仍然需要

管理者來手動新增，未來擬發展自動更新的機制，

以類似防毒軟體 LiveUpdate的做法，定期到特定網
站更新資料，即可擴充所知的設備之管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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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交換器的價格逐漸降低，使用交換器來建

構區域網路已經相當普遍；如果每一台電腦都直接

連到交換器，那麼網路管理者將能透過網路管理的

一些技巧，取得實際設備的連接的狀況；我們稱之

為實體拓樸（physical topology）。透過實體拓樸圖，
網路管理者將能夠知道那一台電腦連到那一台交

換器上的那一個連接埠，也能監視該埠的流量狀況

及控制該埠的啟用與否。本文描述以 Linux、PHP
及 PostgreSQL所建構的網路管理系統，並利用簡單
網路管理協定（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取得交換器上之思科網路自動發現協定
（cisco discovery protocol; CDP）及擴張樹協定
（ spanning tree protocol; STP）等管理資訊庫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MIB），整理得到區
域網路的實體拓樸圖，可提供網路管理者解決網路

問題時有利的參考資訊。 
 

關鍵詞：網路管理、實體拓樸、PHP、SNMP 、CDP、
STP。 

 
1. 前言 

 
網路拓樸資訊對於網路管理者是一項非常重

要的資訊，無論是網路建置、規劃、網路效能管理

或是網路錯誤狀況的排解，網路拓樸資訊都能直接

而且有效地提供網路管理者整體性的網路架構與

狀態。 
目前在區域網路架構方面，由於第二層交換器

的價格不斷降低，而且交換器在效能與安全性方面

都比集線器來得優越，目前內部網路（intranet）的
架構已逐漸調整成單一路由器配合交換式網路的

架構，多部交換器堆疊或透過中繼（trunk）連接在
一起並切割數個虛擬區域網路（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 VLAN），以追求較佳的網路效能，交換器
之下，便直接連接到端末的電腦或設備；與過去用

路由器（router）切割網段，用集線器來連接端末設
備已經有很大的不同；這使得我們能利用交換器所

記錄的資訊來偵測端末設備的連接位置，也就是所

謂的實體拓樸圖。另外交換器與 VLAN的架構使得
同一個子網路的設備可以分屬於不同的交換器。 
傳統網路拓樸探索（topology discovery）的方

法[1-3]大部分只能提供邏輯上的拓樸圖（logical 
topology），畫出單位內部以路由器、子網路、終端
網路設備三個元件為主的拓樸圖，由於交換器的運

用，這個拓樸圖已經不能提供正確的設備實體連接

的狀況。 
目前大部分的網路設備都提供了 SNMP[5-6]

以協助管理及監視設備本身的狀況，網路設備將網

管資訊記錄在 MIB [7]中，本文即介紹利用 SNMP
取得交換器上的 CDP[4]與 STP 資料，整理得到區
域網路的實體拓樸圖，可提供網路管理者解決網路

問題時有利的參考資訊。 
 

2. 相關研究 
 

2.1 網頁描述語言 PHP 
 
PHP是一個伺服器端、跨平台的超文字連結語

言（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及嵌入命
令稿語言（embedded scripting language）。大部分的
語法很類似 C、Java和 Perl。其發展的目的在允許
網站的發展者快速地撰寫動態的網頁。PHP 獨立於
瀏覽器；是伺服器端語言，PHP程式碼在伺服器端
執行，結果送給瀏覽器，在瀏覽器中檢視原始檔，

看不到 PHP的程式片段 [8]。 
PHP 從 1994 年就開始發展，目前發展到 PHP 

4，更加入 Zend Engine，以提昇整體運作的效能。
另外可以搭配 Zend的編譯器，將 PHP程式加以編
譯，可以有效保護程式原始碼及提昇運作效能[9]。 

PHP 經過適當的組態及編譯，能夠支援資料
庫、SNMP、Graph及 Socket的操作。圖 1為 PHP
在WWW伺服器上執行網管程式的架構圖。 

 
圖 1. PHP執行網管工作示意圖 

 
2.2 主機偵測技術 

 
主機偵測技術依黃耀文[10]的區分有下列幾種

方法： 
（1） Ping Sweep 
（2） Non-Echo ICMP Sw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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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CMP Error Sweep 
（4） ICMP Broadcast Sweep 
（5） TCP and UDP Sweep 
其中只有「Ping Sweep」及「TCP Sweep」能

提供較高的可用度，為通用的主機偵測方法，其他

方法只能用在 TCP/IP 實作完整的網路設備，並不
適用在大量偵測整個網路主機可到達的狀況。 
「Ping Sweep」的方式主要送出 ICMP的回應

請求封包（ICMP Echo，Type 8）給待測主機位址，
如果收到一個 ICMP的回應回覆封包（ICMP Echo 
Reply，type 0），那麼我們便認定該主機位址是在網
路上並且可以到達的。 
「TCP Sweep」的方式則是利用 TCP連線前先

進行「三段式交握」的原理，傳送一個「SYN」封
包到待測主機位址上的任何一個服務埠，如果該主

機的服務埠的狀態是開啟的（listening），我們將可
從這個目標收到一個「SYN ACK」回應。如果該主
機的服務埠的狀態是關閉的，我們將收到一個

「RESET」的回應封包。 
由於 PHP不提供 ICMP相關的函式，所以在本

研究中，我們利用了 PHP 所提供的 Socket 函式中
的 fsockopen()的功能，利用「TCP Sweep」的原理， 用
fsockopen()送出 TCP的封包，設定逾時參數為 0.01
秒，試圖與目標主機的某個服務埠連線，如果能完

成連線，表示目標主機可到達，如果接收到目標主

機的錯誤訊息（通常是 ICMP封包，表示服務埠不
存在等訊息），那麼我們也可以知道目標主機是可

到達。如果過了設定的時間（timeout，逾時），或
者收到鄰近路由器所傳回的錯誤訊息（目標網路不

可到達），我們便可判斷目標主機不可到達。利用

這個方法，也可以達到偵測主機的效果，而且

fsockopen()函式提供逾時參數，配合待偵測網路的
狀況，我們可以設定適當的逾時參數，以提昇主機

偵測的效率。 
 

2.3 網路層的拓樸探索 
 
網路層的探索[1-3][11]可以從路由器的 MIB、

DNS、ICMP及 traceroute程式[12]等資訊來獲得。
路由器的MIB包含了 system、interfaces、ip等群組，
由 ipAddrTable得到指定給路由器介面的 IP位址，
ipRouteTable 得到路由器所設定所學習的路徑表，
ipNetToMediaTable 暫存了路由器上 IP 位址與網路
卡位址（MAC address）的對照表。 

taceroute程式則通常被用來判斷到網路的另一
端末設備所需經過的路由器或閘道器。在本系統中

則利用其原理來取得網管伺服器所在子網路的預

設路由器位址。 
網路層的探索一般都從掃瞄給定的網路區段

開始，這種方法的缺點是比較沒有效率，本系統假

設內部網路所有路由器均支援 SNMP，能夠提供子
網路的資訊，利用 SNMP取得路由器上子網路及路
由的資訊，再根據子網路範圍逐一偵測，對於某些

IP範圍較大的單位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偵測效果。本

文所運用的演算法如圖 2所示。 
 

 
圖 2. 路由器與子網路探索演算法流程圖 

 
2.4 鏈結層拓樸技術 

 
賴信良[13]提出一個鏈結層拓樸結構自動搜尋

演算法，其演算法主要先利用 ICMP偵測某一子網
路內所有的 IP位址，然後將有回應的設備的 IP位
址存於串列，再取得子網路中所有的支援 SNMP的
設備，利用其 MIB 中的 sysServices 資訊來判斷設
備是屬於鏈結層或網路層的設備。並從支援 SNMP
的設備中取得相關的 MIB 值，由於先前已經用
ICMP 偵測過全部 IP，會使得子網路內的交換器學
習到有回應 IP設備的MAC位址，透過分析每個鏈
結層設備所學習的MAC位址，抓取學習最多MAC
位址的設備當作最上層設備，然後逐步探索，配合

交換器MIB的 dot1dTpFdbTable中MAC與 port的
對應表，我們可以得到該子網路的鏈結層拓樸圖。 

 
2.5 擴張樹協定 

 
Guo[14]提出了一個利用 STP[15]取得鏈結層拓

樸的演算法；透過交換器上的 dot1dStpPortTable，
參照路由器上的 ipNetToMediaTable，可以瞭解與交
換器鄰接的其他交換器的 IP 位址，其 STP 資料如
圖 3所示。 

 

 
圖 3. 擴張樹協定的資料 

 
在 MIB-2（RFC-1213） [7]及 BRIDGE-MIB

（RFC-1493）[16]提供了我們探索鏈結層網路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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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資料。圖 4顯示了 STP在 BRIDGE-MIB中關
於 dot1dStpPortTable的定義，它提供了我們取得交
換網路拓樸的資訊。 

 
dot1dStpPortEntry OBJECT-TYPE 
    SYNTAX  Dot1dStpPortEntry 
    ACCESS  not-accessible 
    STATUS  mandatory 
    DESCRIPTION 
            "A list of information maintained by every port 
            about the Spanning Tree Protocol state for that port." 
    INDEX   { dot1dStpPort } 
    ::= { dot1dStpPortTable 1 } 
 
Dot1dStpPortEntry ::= 
    SEQUENCE { 
        dot1dStpPort   INTEGER, 
        dot1dStpPortPriority   INTEGER, 
        dot1dStpPortState   INTEGER, 
        dot1dStpPortEnable   INTEGER, 
        dot1dStpPortPathCost  INTEGER, 
        dot1dStpPortDesignatedRoot  BridgeId, 
        dot1dStpPortDesignatedCost  INTEGER, 
        dot1dStpPortDesignatedBridge BridgeId, 
        dot1dStpPortDesignatedPort  OCTET STRING, 
        dot1dStpPortForwardTransitions Counter 
    } 

圖 4. BRIDGE-MIB中有關 STP的部分[16] 

 
2.6 思科網路設備自動發現協定 

 
每個 CDP 相容的網路設備會定時傳送訊息給

通用的群播位址 01:00:0C:CC:CC:CC，在同一個廣
播網域的所有設備會收到這樣的訊息，圖 4為使用
tcpdump 程式所取得的 CDP 封包的訊息。每一個
Cisco 的設備靠收集這樣的訊息便可以互相發現彼
此的存在[17]。 

 
13:43:36.400000 CDP v2, ttl=180s 
         DevID 'sw9' 
         Addr (1): IPv4 140.132.30.9 
         PortID 'FastEthernet0/8' 
         CAP 0x0a 
        [!cdp] 

圖 5.  tcpdump擷取的 CDP訊息 

 
每個 CDP相容設備收到 CDP訊息時，會將其

中關於設備識別碼（ device ID）、設備能力
（capabilities）、平台（platform）和傳送者的埠號
識別碼（port ID），儲存在 MIB 中[18]，可以透過
SNMP來存取。圖 2.8顯示了透過 SNMP取得 Cisco
交換器內部儲存的相鄰交換器資訊。 

 
[cbc@jupiter cbc]$ snmpwalk 140.132.30.11 public .1.3.6.1.4.1.9.9.23.1.2.1.1 
enterprises.9.9.23.1.2.1.1.3.27.1 = 1 
enterprises.9.9.23.1.2.1.1.4.27.1 =  Hex: 8C 84 1E 09 
enterprises.9.9.23.1.2.1.1.5.27.1 = "Cisco Internetwork Operating System 
Software .IOS (tm) C2900XL Software (C2900XL-C3H2S-M), Version 12.0(5.2)XU, 
MAINTENANCE INTERIM SOFTWARE.Copyright (c) 1986-2000 by cisco Systems, 
Inc..Compiled Mon 17-Jul-00 17:35 by ayounes" 
enterprises.9.9.23.1.2.1.1.6.27.1 = "sw9" 
enterprises.9.9.23.1.2.1.1.7.27.1 = "FastEthernet0/22" 
enterprises.9.9.23.1.2.1.1.8.27.1 = "cisco WS-C2924C-XL" 
enterprises.9.9.23.1.2.1.1.9.27.1 =  Hex: 00 00 00 0A 
[cbc@jupiter cbc]$ 

圖 6. 透過 snmpwalk指令取得 CDP MIB 

 

透過網路設備對 CDP的支援，我們可以擷取網
路上所有的設備內所儲存的 CDP資料加以整理，便
可以得到整個網路設備實體連接的拓樸圖。 

 
3. 系統架構與實驗環境 

 
3.1 系統架構 

 
本系統架構區分為軟體架構及硬體架構。軟體

架構區分為六個子系統模組如圖 7；分別為網路層
探索、鏈結層探索、應用層探索、組態管理、流量

監視以及系統工具等六個子系統模組。各模組均以

PHP完成，各子系統之間的關係如圖 8。 
 

 
圖 7. 系統軟體架構圖 

 

 
 圖 8. 各子系統之間的關係 

 
而系統硬體主要由網管伺服器及一般電腦所

組成，在網管伺服器上安裝網頁伺服器、圖形函式

庫、SNMP函式庫、資料庫管理系統及本系統的程
式組，由一般電腦開啟瀏覽器連上網管伺服器上的

網頁，透過網管伺服器來探索網路、查詢資料、管

理網路及偵測網路。網管伺服器為一般個人電腦，

CPU為 Pentium 500，記憶體 512MB，相關系統軟
體需求表如表 1。 

表 1. 系統軟體需求表 

項目 軟體名稱 版本 
作業系統 Red Hat Linux 7.2 (Enigma) Kernel 2.4.7-10  
網頁伺服器 Apache 1.3.20-16 
網路管理函式庫 ucd-snmp 4.1.2-8 
資料庫管理系統 postgresql 7.1.3-2 
繪圖函式庫 gd 1.8.4-4 
網頁描述語言 php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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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實驗環境 

 
系統實驗環境基本架構如圖 9，僅為主要架構

的示意圖，並非實際連接的狀況圖。主要架構由

Cisco 可路由式交換器連接校內各節點的 Cisco 
Catalyst Series各型交換器，再由各交換器連接電腦
或先連接集線器再連到電腦。 
我們主要管理的對象為本校防火牆內的網

路，屬於 Class B 級的網路位址，並依管理需要，
切割成多個 Class C的網路。 
 

 
圖 9. 實驗網路基本架構圖 

 
4. 系統功能 

 
4.1 網路層探索 
 
依 2.3 節所述演算法，將路由器與子網路及子

網路所屬的網路設備以樹狀圖表示如圖 10。 

 
圖 10. 網路層探索結果 

 
4.2 以 CDP探索網路 

 
CDP 探索演算法如圖 11 所示，任意取得一個

鄰近 CDP相容設備的 CDP資料，並從資料中取得
相鄰設備的 IP，再取得其 CDP 資料，依此類推，
我們能得到圖 13的結果，整理圖 12的資料，我們
採用樹狀圖的方法來表現交換器之間連接關係（如

圖 13）。 
 

 
圖 11. CDP探索演算法 

 

 
圖 12. CDP探索結果 

 

 
圖 13. 以樹狀圖表示交換器之間的連接關係 

 
4.3 以 STP探索網路 

 
要利用 STP來取得鏈結層的拓樸，首先要取得

網路內所有交換器的 IP位址，其方法是利用 SNMP
嘗試取得網路內所有設備的 dot1dBridgeAddress，
如果目標設備能回應，我們便判斷目標設備為交換

器。 
取得網路內所有的交換器之後，我們可以進一

步取得交換器中關於 STP的資料；MIB中包含 STP
的物件為 dot1dStpPortEntry，我們將取得的 STP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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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後依圖 14所示的程序整理後[14]，我們便可以得
到交換器之間的連結情形。 
圖 15 顯示的是系統所取得整個網路擴張樹的

部分資訊，這個表顯示了交換器的那一個埠連接到

其他交換器的那一個埠上。圖中已利用路由器上

ipNetToMediaTable的資料將MAC轉換為 IP以利識
別。 
圖 16 以樹狀方法來表現交換器之間的連接情

形，比較與 CDP所取得的結果，主要差異在於 CDP
只適用 Cisco設備或其相容設備。 

 

 
圖 14. STP探索演算法 

 

 
圖 15. STP探索結果 

 

 
圖 16. 以樹狀圖表示交換器之間的連接關係 

 
4.4 取得交換器上的轉送表 

 
透過 4.2 及 4.3 節所介紹的方法，我們能夠很

快取得內部網路交換器之間的連接關係，接下來，

我們可以逐一取得每部交換器 MIB 中的轉送表
（dot1dTpFdbTable）來加以分析，以瞭解該交換器
所連接的網路設備（如主機或是電腦）。將該轉送

表 的 MAC 位 址 參 照 路 由 器 上 所 取 得 的

ipNetToMediaTable，我們便能知道該交換器所連接
的設備狀況。 
圖 17 顯示交換器轉送表的範例，圖中已將

MAC位址轉換成 IP，無法查表得知 IP者，則以空
白顯示。 

 

 
圖 17. 透過轉送表取得交換器連接設備資訊 

 
圖 18顯示本系統所提供輸入 IP查詢其所在交

換器的那一個埠的功能。 
 

 
圖 18. 查詢網路設備所在交換器 

 
4.5 組態管理與流量監視 

 
系統也提供部分組態管理功能（如圖 19）及流

量監視的功能（如圖 20），能支援簡單的交換器埠
啟用與否的設定、Cisco設備 VLAN[19]的設定及依
設定自動定時擷取交換器上的流量並提供查詢及

繪製流量圖等；未來可結合流量監視功能，配合網

管政策，自動開啟或關閉某些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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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組態管理畫面 

 

 
圖 20. 流量管理畫面 

 
5. 結論 

 
一般的網路管理系統的拓樸搜尋多著重在網

路層上，但是目前網路的架構多以交換器配合虛擬

區域網路的設定，不再依靠路由器來切割網域，在

網路層的探索，只能得到少量的路由器和大量的網

路設備，無法清楚瞭解真正的網路架構，本研究試

圖著重在鏈結層的探索，除了利用思科專屬的思科

網路設備自動發現協定外，也試圖從擴張樹來取得

鏈結層的拓樸訊息，並以資料庫來組織所有的資

訊，能夠提供網管人員實體拓樸的資訊，當發現任

何問題時，能夠很快找出問題點以思考問題的解決

方式。 
另外，本系統目前在鏈結層的拓樸探索部分僅

支援思科的思科網路設備自動發現協定及標準的

擴張樹協定，未來希望能累積各種廠牌網路設備拓

樸發現的知識，以增加系統在拓樸上的能力。 
本研究提供發展內部網路管理系統的雛型，系

統結合了網路管理人員的知識、網路資料庫、PHP、
瀏覽器來提供方便的系統操作介面；也提供了在網

路管理研究上一種可用的架構，可利用系統來實作

及探討網路安全政策與自動化網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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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由於電腦科技的蓬勃發展，以往可能只出現

在桌上型電腦的技術紛紛被廣泛應用在生活中的

各個層面，當然，也被應用在我們最熟悉的家庭環

境中。過去，家中的家電都是需要人力分別獨立操

作，如今隨著電腦科技的發達，已經可以使用內嵌

的微電腦管控，人們可以更有效率的使用它們。但

是仍然需要一個簡易的整合機制來有效管控所有

的家電，在本研究中，我們利用行動代理人（Mobile 

Agent）的技術結合簡易網路管理協定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簡稱 SNMP)的管

理方式提出簡易的管控架構，讓在遠端的使用者可

以簡單的使用無線或有線的裝置來管控家中的資

訊家電。 

關鍵詞：行動代理人、簡易網路管理協定、資訊家

電 

 

Abstract 
Due to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PC 

technologies are widely adapted to many areas in our 

daily life, including home environment. In the past, 

home appliances needed to be operated manually. 

Nowadays, they can be controlled by embedded 

microprocessors, which make usages of them more 

efficiently. However, there still need simple 

integrating mechanisms to control all in house 

appliances. A simple control model for information 

appliance combining mobile agent and SNMP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Base on this model remote, 

users can easily control information appliances at 

home through wired or wireless devices. 

Keywords: Mobile Agent,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 Information 

Appliance. 

 

1. 前言 
 

電腦科技已經深入我們的生活，許多日常使用的家

電，如電視、冷氣等等，都已嵌入微處理機來執行

許多功能。雖然它們都已具有執行複雜功能的能

力，但顯然的，仍需一套簡單的系統有效的將它們

整合利用以充分發揮其功能。本研究提出以行動代

理人（Mobile Agent）的技術結合簡易網路管理協

定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簡稱 

SNMP)的管理方式的資訊家電簡易管控機制。 

 

2. 文獻探討 
 
2.1 行動代理人 

 

行動代理人顧名思意就是一個具備移動能力的代

理程式，行動代理人在執行時並不侷限在固定設備

中，它可以透過網路移動至另一設備中執行[1]其

任務。從圖1可以了解行動代理人之概念。 

 



 
圖1. 代理人運作模式 

 

行動代理人 從Host A 發送 到Server A，與Server 

A 中之應用程式做溝通。行動代理人中會儲存在

host A時所設定的一些參數與資訊，隨著程式碼 

帶到另一台電腦中處理，並且再把處理後的資訊與

況態存在行動代理人中，然後繼續發送到其他節

點，直到完成工作回到自己的電腦中。 

從實際應用的角度來看，為何要使用行動代理人技

術，它在應用上有何利基？以下列出使用行動代理

人的優點[2]： 

1. 降低網路資料傳輸負載：將資料在遠端主機進

行運算，然後將結果送回本地主機，是行動代理人

運算求值的方法。無需將大量資料從伺服器端送到

用戶端執行運算，亦無需數次的訊息往來才能達成

一項任務，利用行動代理人系統確實可降低網路擁

塞問題。 

2. 在既有之通訊協定上層實作：在分散式系統中

當要進行資料交換時，每部主機必須擁有各自的程

式碼來實作進出的資料，才能進行資料通訊。行動

代理人可以與遠端主機在既有的通訊協定上層，建

立通道來進行資料通訊。因為是在既有協定上實

作，所以在程式開發上更有效率，並且可以運用該

協定上已經發展成熟的安全防護機制，將更有安全

保障。 

3. 非同步且自主的執行：行動代理人可以讓使用

者透過行動網路派遣代理人之後，即可切斷連線，

然後等到該代理人在遠端主機上自主地執行並且

產生結果之後，才再次連接網路將結果送回使用者

的行動設備，達到非同步傳輸的目的。 

4. 動態的環境調適：行動代理人可以感應外在的

執行環境並自主地調適其行為。在分散式系統中，

多元行動代理人的設計，可以將多個代理人分散至

各主機中，以最佳化的組態配置來解決特定的問

題。 

5. 具有異質系統調適的本質：網際網路透過共通

的協定來進行全球的通訊，但是電腦系統從作業系

統或是硬體的觀點來看，它們基本上是不同性質

的。相同的軟體不易在不同的電腦硬體或是不同的

作業系統上皆能運作。而行動代理人是建立在傳輸

層之上，它只依賴所處的執行環境，可以說提供最

佳的條件讓系統進行整合。 

6. 功能強固且容錯性高：行動代理人具備感應周

遭不利環境並自主地作出即時反應的能力，利用它

可以很容易地建構功能強固並且容錯性高的分散

式系統。假如存在一部主機中的代理人，發現它所

處的主機將要關閉，那麼代理人管理系統將會通知

所有存在這部主機的代理人，然後派遣這些代理人

至其他的主機執行其預定完成的工作。 

 
2.2 簡易網路管理協定 

 

簡易網路管理協定（SNMP）[3]是一種用戶端與伺

服端的通訊協定， 它指的其實是網管管理者與代

理人間的通訊協定。一個SNMP網管系統的主要元

件有三： 

(1) 網管管理者(Manager) ： 負責執行網管軟體，

接收、儲存、分析和顯示來自網管代理人的資訊。 

(2) 網管代理人(Agent)： 負責即時、連續的擷取

網路設備上的資訊，紀錄於其本地管理資訊庫中，

並回應網管管理者之請求。 

(3) 管理資訊庫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MIB)： 階層性的紀錄一些對應於被管理裝置的屬

性及狀態被管理物件（Managed Object）的資訊。

有些MIB物件群組（group）描述協定的屬性如

UDP、TCP和IP等協定。還有一些群組是為了某類

網路裝置而定義的， 如router、switch等裝置。

SNMP主要元件的關係， 如圖2所示： 

 



 

 

圖2. SNMP元件關係圖 

 

SNMP也是一種請求與回應的通訊協定。SNMP預

設使用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 當作載送它的

下層通訊協定， UDP是和TCP屬於同層的協定，

和TCP相較之下，UDP提供較高速、但較不可信賴

之非連接導向（connectionless）的資料傳輸服務。 

也就是說UDP既不事先與對方建立連線，也不偵測

傳輸過程可能引入的錯誤，沒有瑣碎的握手、認

可、重送等動作， 所以在同一網路環境之下， UDP

的效率較TCP高。可靠度(reliability)並非UDP考量

的因素， 因為一般每一個請求都會有回應， 如果

SNMP應用程式未收到回應，會再次提出相同的請

求。SNMP在datagram中所傳送的請求與回應訊

息，稱之為通訊協定資料單元(protocol data unit， 

PDU)。這些訊息允許網管管理者用來請求管理資

訊， 並且適時修改管理資訊；也讓網管代理人回

應網管管理者的請求，以及將不正常的狀況通知網

管管理者。在RFC-1157中定義了五種SNMPv1的

PDU： 

(1) get-request： 網管管理者請求獲知物件的屬性。 

(2) get-next-request： 網管管理者請求找出下一個

物件並允許搜查整個管理資訊庫。 

(3) get-response： 網管代理人對網管管理者之請求

作出回應。 

(4) set-request： 網管管理者請求修改被管理物件

值。 

(5) trap：當有異常狀況發生時，網管代理人不待請

求主動發出此PDU給網管工作站，向其報告。 

網管管理者會定時使用get-request向每個被管理的

設備之網管代理人要求回報狀況，而網管代理人則

使用get-response將本身的狀態回應給網管管理

者。這種定期詢問稱之為輪詢(polling)。輪詢可減

輕網管代理人的負擔，因為只有在網管管理者要求

回報狀況時， 網管代理人才需要回應。trap是當預

先設定好的事件發生時，網管代理人即發送trap給

網管管理者，不用等到網管管理者的輪詢。網管管

理者收集自各網管代理人處報告之資訊，經由分

析，可發出set-request給某些網管代理人請求改變

其MIB中被管理物件之值，進而可能改變網路設備

之設定達成管理之目的。 

 
2.3 資訊家電 

 

根據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對資訊家電(Information Appliance)所

提出的定義為[4]： 

「針對特定用途且具互動的資訊存取功能的設

計，可負擔而易於使用的裝置。」資訊家電最主要

的特色是具功能性、品質穩定、可靠性及易於使

用。由Roy Want等對資訊家電裝置的調查，認為裝

置的功能是為了特定的目的所發展出來的，它可增

加使用者的效率，節省使用者的時間，如洗衣機和

洗碗機就是一個例子。但獨立的裝置可不像桌上型

電腦一樣具有通訊、處理資訊、展示的能力，一方

面電腦成本太高，另一方面使用者只需要幾個簡單

的功能，並不需要用到運算能力強、具大量儲存能

力的電腦來控制。因此，一種具有低耗電高效能

（Low Power high-performance）CPU、可提供特定

功能與資訊存取能力的裝置被發展出來。內崁有此

種CPU的裝置稱之為”資訊家電”。 

資訊家電在家庭網路的應用可分為下列幾個方向： 

(1) 多人同時連網 

提供家庭多台上網機上網，包括了無線連網技術的

結合，不需要複雜的接線施工，即可讓家中的多台

上網機輕鬆連線，共享網路資源。 

(2) 能源與儀表管理 

結合電力、水力、瓦斯等家庭能源的管理機制，使



用者可直接透過能源儀表裝置了解目前家庭能源

使用狀況，而電力公司、水力公司則可透過家庭網

路裝置了解目前能源的使用刻度，結省人力抄表的

成本，且更為精準。 

(3) 保全服務 

將家庭防盜系統、火警警示系統與保全業的安全防

護結合，提供使用者更安全的居住環境。 

(4) 設備監視與控制服務 

提供家庭設備的狀況及使用狀態，對於使用者外出

時，可隨時透過遠端服務來對資訊家電作控制。 

(5) 病患與老人看護服務結合 

網路攝影機查看家庭的現狀，更可結合醫療服務

網，提供病患或老人看護服務。 

資訊家電在這股網路熱潮下創造許多商機，然為了

符合未來市場的需求，必須面臨更多整合設計上的

挑戰。 

 

3. 行動代理人結合簡單網路管理協定 
 

以行動代理人的架構來進行網路管理[5]，可以將

傳統的被動式網路管理提升為主動式的網路管

理。管理者可以將不斷輪詢被管理者的工作，交由

被管理者端的設備端監視器來執行，由設備端監視

器定時至管理資訊庫中查詢被管理設備的狀態，並

主動產生行動代理人向管理者端送出正常回報之

訊息；而在故障或是預設的事件發生時，也可以透

過行動代理人通知管理者端。使用行動代理人來建

構一個分散式網路管理系統，提供了減低網路交通

量、降低管理者端的負擔、提高網路系統的擴充性

和彈性及將被動式的網路管理提升為主動式的網

路管理等優點。大部份的網路設備都具有SNMP 

代理人和管理資訊庫，網管管理者透過與SNMP網

管代理人的溝通，對管理資訊庫的資料進行管理。

為了降低頻繁溝通所帶來的資料流量，我們可以讓

行動代理人一次攜帶多個網路管理的服務要求，當

遷移至一個節點後即由代理人執行環境及提供服

務的模組直接與行動代理人溝通，由行動代理人取

得服務要求，完成後再將所有的結果交由行動代理

人送回。在傳統的網路管理架構中，管理者和被管

理者必須經過多次的溝通才能完成多個服務要

求，若利用行動代理人架構進行網路管理，則管理

者和節點間只需要一次溝通即可[6]，如圖3所示。

雖然節點和實際的被管理者間仍需要進行多次溝

通，但是可以把資料流量侷限在區域範圍內，不致

對整個網路構成影響，也減短了資料傳輸所耗費的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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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行動代理人結合簡單網路管理基本架構 

 

4. 以行動代理人結合 SNMP管理資訊家
電 
我們提出利用行動代理人的技術結合SNMP的管

理方式的資訊家電簡易監控架構，讓在遠端的使用

者可以簡單的使用無線或有線的裝置來監視與控

制家中的資訊家電。如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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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行動代理人結合SNMP管理資訊家電的架構 



首先在每個資訊家電之嵌入系統中建立一個該家

電所對應之管理資訊庫，其中包含各類家電共通之

被管理物件群組，也包含該類家電專屬之被管理物

件群組，方法參照[7][8]。再由安裝網管管理者之

機器，使用行動代理人，透過有線或無線網路，遵

循SNMP協定，達成監控資訊家電之目的。 

 

4.1 安全性的考量 

 
針對家庭網路的安全威脅，我們建議使用簡單的安

全機制，例如應用Hashing技術來提供家庭網路的

安全性[9]。圖4中的防火牆，其可為簡單的軟體或

是硬體防護，主要功能是替家庭網路過濾一些基本

的攻擊與入侵動作，為家庭網路做第一層的基本把

關。使用者在client 端對家中的資訊家電執行遠端

監控的步驟如下: 

(1) 使用者輸入userid(id)、request、 password(pw) 

到 client 端 ， client 計 算 idpw_digest =hash 

(id ,pw)，並比對 idpw_digest 與預先儲存的

idpw_dugest，若符合則作下一步。 

(2) client 端產生一個random values(rc)並送出id、

request、rc 到管理者，管理者驗證request 是否為

可接受的控制，如可接受則做下一步的動作。 

(3) 管理者產生一個random values(rs)並把它回傳

給client 端。 

(4) Client 端產生one-time auth_tokenvalues, 

auth_token=hash(idpw_digest,rc,rs,request) 

(5) Client 端送出id 和auth_token 到管理者，管理

者檢查auth_token，方法為管理者自行計算

auth_token，並與所收到之auth_token比對，若符合

則做下一步。 

(6) 管理者檢查使用者權限，並執行可接受的控制

動作。 

如此一來，可以確保家庭網路中的資訊家電不被非

法的使用者侵入，妨害隱私及家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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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家庭網路安全控管步驟 

 

4.2 監控能力 

 

考慮使用部份之 RMON (Remote MONitoring)群

組，將其納入為管理資訊庫之一部份，可簡化建立

資訊家電管理資訊庫之工作。RMON 為網際網路

工程任務編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制定之標準管理資訊庫，專用為對網路設備

作遠端監控。網路管理者在所管理的每一個 LAN

安裝且啟動一個 RMON Probe，並藉由改變其網路

介面卡 (Network Interface Card， NIC)的模式

(Promiscuous Mode)，專門負責收集、統計及分析

該子網域內所有經過該 Probe的封包及流量，再傳

回處理過的資訊給管理站台。不再針對每一設備作

輪詢，可減少 SNMP 對每一代理人輪詢取回原始

資料(Raw Data)值，所造成不必要的網路流量。行

動代理人可以結合 SNMP 中代理人和 RMON 的

Probe功能來對家庭網路中的資訊家電做更有效率

的監視與控制。例如，可以讓行動代理人監測煙霧

感測器，遇到異常的狀況時可立刻回報管理者，管

理者可以立即啟動警報系統，並通知在遠端的使用

者。 

 

4.3 權限控制 

 

家庭成員可依不同的需求設定自己有權限控制的

設備。所謂的權限控制是指對資訊家電的控制權



限。透過 SNMP 的架構，來設定使用者對資訊家

電的控制權限，讓適當的使用者做適當的事，上層

的管理者應依不同的角色授予不同的存取權限；當

行動代理人機制中的行動代理人伺服器與 SNMP 

代理人通訊中，即可依不同角色的管理者，相對應

於 MIB 中的部份授權被管理物件，亦就是不同

MIB view，行動代理人在遊走於不同設備時，亦只

能取得該取得的資訊，以避免有心人士從中竊取資

訊。例如，使用者外出時可利用手中的行動裝置，

如 PDA，登入家中的管理系統，此時，管理者會

根據此使用者的使用權限來提供所需的服務，透過

CCD攝影機監看家中的情況。 

 
5. 結論和未來展望 

 

隨著資訊家電的增多，每個家電皆有其特殊的

功能與獨立運作的特性，目前尚少有完整功能性的

整合方案，且有諸多不便。因此，如何讓家電設備

能有效溝通並在功能上做互動性的整合，並提供資

訊家電整合性的管理機制，以提升使用的便利性，

確保居家生活安全，為未來推展家庭網路重要的一

環。本研究提出一個結合行動代理人與簡易網路管

理協定管理來監視與控制家庭網路中的資訊家電

之模型。未來希望能持續此研究，將其實作出來，

並希望能加強安全控管之研究（參考[7]及[10]）。

更希望此研究能收拋磚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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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於實現一套分散式自動化網路
設備檢測系統，其運用 CORBA分散式網路元件整
合運作的概念，結合了自動化網路設備檢測儀

(IXIA1600)來進行大量的網路設備成品之自動化
效能測試。本系統可以同時受理多個受測機台之測

試，把重複測試的工作完全自動化，以期大幅增進

網路設備效能測試之效率、減少所需測試時間、讓

產品在高生產率之下亦能兼顧產品的品質，使企業

網路得以穩定運作。 
 
關鍵字: CORBA ，ORB， 一致性測試，網路通訊

協定檢測，網路設備效能測試 

 
1. 簡介 
 

近來由於企業網路(Enterprise Network)的快速
成長，使得網路設備 (Network Devices)如交換器
(Switches)，路由器(Routers)之市場需求量愈來愈
大。各網路設備製造商為確保自家產品在市場上的

競爭力，對於產品的品質 (quality)與生產率
(Productivity)之要求將更加嚴格，在市場需求量快
速增加的趨勢下，如何讓產品在高生產率之下亦能

兼顧產品的品質？實機測試( Device Under Testing)
是保障產品品質最重要的關卡;它是在包含各個不
同的狀態下，根據以往經驗及實際需求所制定的規

格書，以網路通訊協定交通產生器(network traffic 
generator)[1]產生個種不同的網路環境，來給予受
測機臺(IUT)最嚴厲的測試。這樣的測試可以讓測
試人員真正了解受測機臺的功能運作正常度以及

耐力承受極限。由此可知，如何使網路設備產品於

出廠前之軟硬體和品質測試的工作符合時效性

(Time-critical Tasks)，遂成為一重要課題。 
經由本文分析網路設備產品測試流程: (1) 網

路通訊協定在網路協定程式設計人員規劃和撰寫

之後，(2) 接著是測試人員實施測試工作，即執行
程式並且偵測程式錯誤(Debugging)，之後，(3) 測
試人員將偵測結果轉給程式設計人員作為修改程

式之依據，(4) 設計人員依據偵測結果來修改程
式。發現到產品測試過程將近 90%皆由人為操作，
其中待測設備之組態設定(Status Configuration)的
時間就已耗佔大半，於此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間。目

前再者，目前施測人員對於同時測試之受測機台數

目，亦有一定的限制，故在此距時效性的測試工作

上，可以思考更有效率的作法。 

本文的目的，就是以 CORBA網路元件為基礎
執行分散式網路測試，並且達到一致性測試[2]，
同時整合效能測試流程自動化[3]，如此測試的執
行工作可以不侷限在 server本機，也可在各個 client
端實施。而且以物件導向為概念構成的系統方便測

試流程的建檔及維護。另外，本系統減少大部分不

必要的重複測試動作，只需要執行測試程式直到結

果全部輸出為止。進而節省測試人員的時間及人力

成本，並且真正測試出受測機臺的實際效能水準，

達到產品品質的有效保證。 
本文測試的主題訂定為有防止廣播風暴功能

的交換機在廣播風暴下的執行效能，乃是因為大部

分的交換機是以處理網路通訊協定第二層的訊息

傳送為主，而 Layer2 的封包處理又以大量廣播封
包壅塞於交換機緩衝區為最難解決之問題。故吾人

以比較關閉及開啟交換機防止廣播風暴功能兩者

處理大量廣播封包下的執行效能為測試主題，將兩

者結果和 RFC 規格書的規格細項做比較，並且觀
察是否符合 RFC 的規格要求及測試人員本身對於
交換機韌體的標準要求。 
本文與網路設備測試中心合作建置軟硬體自

動化測試，使用網路交通產生器 IXIA1600內附的
通訊協定測試產生語言[4]，也就是 IXIA-API中的
C++語言，來產生符合測試 RFC 規格書中對受測
裝置中通訊協定的測試標準。因為目前大部分的中

小企業仍以使用交換機(switch)為主，故這裡接受
測試的網路設備是交換機，尤其是著重屬於 OSI
網路通訊協定第二層的交換機(Layer2 switch)。  
本論文的架構如下：首先將概述網路測試運作

流程，以及 CORBA 的簡介[5]。然後本文會詳述
分散式網路設備測試系統設計。並且針對自動化測

試的部份，實作出一個測試系統，並於第五章展示

出此系統的功能測試與效能測試的虛擬碼。最後，

我們會對 CORBA 之分散式網路設備自動化整合
檢測系統作出一個結論。 

 
2. 網路設備自動化測試 
 
2.1 網路測試概述 

網路分為 3個不同層次︰網路設備層、網路系
統層和網路應用層。網路測試也要對應這 3個不同
的層次來進行。 

2.1.1 網路系統測試 



網路系統的規劃驗証測試主要有 2個方式：軟
體模擬和實際模擬。 

所謂軟體模擬就是在實際系統建立之前，用軟

體的方式建立網路系統的模型，類比實際網路的運

作，透過設置不同的參數，來分析要建立的網路系

統的傳輸量上下限、封包轉送時間、QoS(Quality of 
Service) 等等。例如使用專用的網路測試設備對產
品進行測試，如專用的性能分析儀器 SmartBits 
2000、IXIA 1600等。本文即採用 IXIA1600來作
為自動測試軟體發展平台。 

實際模擬則是指建置一個較小的網路，採取加

重負載的辦法來測試其極限，以分析要建立的實際

網路是否能達到需求標準。網路系統性能的測試是

指透過對網路系統的被動監測和主動測量確定系

統中站點的可達性、網路系統的傳輸量上下限、傳

輸速率、頻寬利用率等等，並發現系統的連接和系

統配置的問題，確定網路瓶頸，發現網路問題。 

2.1.2 網路應用程式測試 

網路應用程式測試實際上是測試網路系統對

應用程式的支援程度，如 VoIP功能，直接的問題
就是網路中的交換機和路由設備能否有效地支援

語音傳輸、能支持多大的語音傳輸流量、多少個語

音通道、是否支持 QoS以及對其他功能的影響等。 

2.1.3 網路設備測試 

網路設備的測試主要包括功能測試、穩定性和

可靠性測試、一致性和互操作性測試以及性能測試

等幾個方面。網路設備功能的測試是要驗証產品是

否具備了設計方案中的每一項功能。可靠性和穩定

性的測試一般采取加重負載的辦法來評估和分析

設備在長時間、高負載情況下的營運能力。一致性

測試驗証產品的各項功能是否符合標準，互操作性

測試目的是考察一個網路產品是否能在由不同廠

家的多種網路產品互連的網路環境中很好地工

作。本文採用網路設備一致性測試。 

2.2 網路設備測試規格標準 

網路測試首先要遵從網路標準，例如對乙太網

交換機的測試，要全面驗証產品對 IEEE 802.3、
IEEE 802.3u、IEEE 802.3z、IEEE 802.1p、IEEE 
802.1Q、IEEE 802.3x 等的支持。 

2.2.1 BMWG 

為了使性能測試有一個公平一致的評定準

則，IETF 專門有一個工作組，叫做標準方法工作

組，全名為(Benchmarking Methodology)簡稱為

BMWG [6]，這個工作組的主要任務是為網路設備的

性能測試定義了一系列的標準術語和方法，如傳輸

率上下限、延遲率、封包遺失率、封包轉送率等等，

每一個名詞都有嚴格的定義，然後 BMWG 會更進一

步對在這些技術上建置的系統與作業流程提出建

議。並針對對這些建議加以描述成測試規格;再制

定對這些測試進行過程的完整方法;最後提出了對

測試結果及相關報告。並透過 RFC 公布。 

 

2.2.2 RFC2544 及 RFC2889 

從 BMWG製定的 RFC及草案中，可以看出他們

的一個制定測試方法準則。一般先針對被測對象製

定一套專有名詞，然後用這套專有名詞對被測對象

定義測試的方法。    

BMWG最先製定了 RFC1242，在這個 RFC中
對網路設備性能基準製定了一套術語，然後在與之

配套的 RFC 2544[7]中製定了對網路設備互聯基準
的測試方法。  

RFC 2544中討論並定義了一組可以用來反映
網際網路性能特性的測試，此外還描述了報告測試

結果的具體格式。  

本文參考 RFC 2544 的網路設備具體測試方
法。針對所有被測的網路設備;稱為互聯網路設備
（Network Interconnect Device），做測試的系統性
描述，從被測設備與測試設備的設置，一直到測試

結果的記錄，都提出了完整的規格。 

2.2.3 交換機測試項目 

交換機作為企業網路的核心連接設備，它的性

能是保障企業網路速度的主要標準。本文使用網路

交通產生器 IXIA1600對受測交換機之防止廣播風
暴功能做交換機性能中的 3項主要指標進行測試。  
   進行性能測試的主要依據是 RFC2544 和
RFC2889[7]，其中 RFC2889 是專門為測試交換機
所制定的測試規格。  

 
2.2.3.1 Fully meshed throughput: 

作為衡量交換機性能最重要的指標之一，I/O
效能的高低決定了交換機在沒有 Frame loss 的情
況下發送和接收封包的最大速率。在測試時，我們

在滿負載狀態下進行。該測試配置為一對一

(one-to-one)。  
2.2.3.2 封包遺失率(Frame loss) 



該測試決定交換機在持續負載狀態下應該轉

發，但由於缺乏資源而無法轉發的訊框的百分比。

訊框丟失率可以反映交換機在過載時的性能狀

況，相對於廣播風暴等不正常狀態下交換機的工作

情況 frame loss rate具有明顯的差別。 
     

2.2.3.3 封包轉送率(forwarding rates) 

該測試在測驗交換機在不丟訊框的情況下能

夠持續轉發數據訊框的數量。 

2.3 廣播風暴(broadcast storm) 
 

 本文選用廣播風暴測試作為測試系統初期達
成測試目標，並擬以發送 ARP 封包作為廣播風暴
測試。 
所謂廣播風暴(broadcast storm)[9]是指不希望

發生大量網路廣播封包，同時壅塞在要經由網路傳

送到所有的網路區段。一般而言，廣播風暴會因佔

用大部分的網路頻寬，造成網路訊息的逾時。 但
是 Layer 2 的 Switch 並無法有效的阻絕廣播域
(Broadcast Domain) ;如 ARP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及Win95/98 中大量使用的 NetBEUI協定
均大量使用廣播封包。因此就算是 Layer 2 Switch 
以VLAN (Virtual LAN)的方式(虛擬網路)將經常要
通訊的群組構成一廣播域(Broadcast Domain)來試
圖降低 broadcast 封包對網路層的影響，但仍無法
完全避免廣播風暴問題(同一個 VLAN間仍會產生
廣播風暴)。 
為防止廣播風暴發生，影響整體網路效能，故

發展一種協定讓 Layer 2 的網路設備(Bridge、
Switch)不會因實體線路接成迴圈而造成影響，共
原理是應用最小擴張樹（Spanning Tree）的演算
法，將每一個 Layer 2設備定 cost，先根據 cost選
擇一個 Switch為 Root，依演算法使整個網路設備
間不會造成迴路，並自動 block造成迴路的接線，
如此一來，就能避免廣播風暴的產生。本文就是要

發展 Layer 2 的網路設備之防止廣播功能的自動
化測試程式。 

 
2.4 通訊協定一致性測試 
 
   所謂通訊協定一致性測試是要測試出一個實
作出來的產品(implementation)是否與他原先依據
設計的規格(specification)相同，由於不確定建置完
成的軟體是否和通訊協定規格符合，故必須使用一

些方法驗證，而這個驗證的過程，就稱為通訊協定

一致性測試[10]。 
   本文要測試的通訊協定已經被寫成韌體並且燒
錄在交換機內部晶片。而一致性測試的內容及標準

是以 RFC2544及 RFC2885為測試準則。 
 
2.5 自動化測試對測試效率的影響 

 
   本文重要的精神之一就是自動化，如序論所
述，測試時間的節省，對於一個專業的網路設備測

試中心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通常受測的網路

設備動軋上百台，如果自動化測試流程沒有建立，

相對的測試過程的時間及人力成本就要增加許

多，反之，如果測試流程以然完整建立，節省的成

本不言可喻。 
 

3. CORBA 分散式網路元件 
 
3.1 CORBA簡介 
   OMG （Object Management Group ）由十一間
包括了3Com 、 IBM 、SUN 、HP 、DEC 、
Philips …等等公司在一九八九年合作開始而成立
的非營利性組織。CORBA的目的在推廣物件導向
（Object-Oriented ）之觀念及使用，並致力於加強
軟 體 的 可 攜 性 （ portability ） 再 利 用 性
（reusability ）、以及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 ）
等。 
   CORBA(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顧名思義，是一種把程式的基本單
位看成物件，並且接受服務要求的概念[11]。基本
上 ， CORBA 為 三 層 式 (three-tier) ， 分 散 式
(distributed) ，以client-server的型態在運作的組
織，這樣的結構可以滿足以物件為單位而且分散在

網路各個地方隨時接受服務的請求。另外，請求服

務的物件和服務請求的物件的角色可以互換，讓

client和server立足點平等。 
   在CORBA的定義中，Server object的程式內容
必須使用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 (IDL) 編譯
之後包覆起來，client object亦同。CORBA在IDL
編譯的同時 client會產生 stubs server端會產生
skeletons。Stub 為client 端有效地建立及發出要求
的一種機制， Stubs 將 Client 端的請求包裝
（marshal ）成CORBA 的型式，之後再傳送給
ORB ，skeleton 是在CORBA 物件實作中接受要
求的機制，當要求抵達目的地物件時，server ORB 
及skeleton 合作拆封（unmarshal ）此要求，將這
個要求還原成原來的格式，然後送給負責的物件處

理。這樣的好處是使各個物件之間溝通的語言可以

是相同的，如此可節省大量的程式開發時間，而且

可以同時進行多個服務運作。換句話說，這是

CORBA最重要也是應用於本文的最大因素。 
   而各個物件之間的溝通要依靠一個非常重要的
物件服務請求的中介機制，稱為ORB (Object 
Request Broker)。ORB主要的工作是藉由提供client
端的要求讓server端了解其物件的位置和物件的實
作，執行的狀態及物件通訊機制。而ORB工作的方
式可分為static invocation和dynamic invocation兩
種，static invocation是透過編譯時期ORB提供相關
的interface 呼叫欲使用的server object， 而dynamic 
invocation分為Dynamic Invocation Interface (DII)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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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Skeleton Interface (DSI)。DII允許client不
用編譯stub便可叫用要求，而DSI允許server在執行
時期再將叫用動態繫結即可。 
 
3.2 CORBA流程 
 
如圖一所示: 
 

 
 
 
 
 
 
 
 
 
 
 
 
 
 
 
 
 
 
 
 
 
 
 
 
 
 
 
 

圖一 CORBA機制運作流程 
 

(1) client端使用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 (IDL)
指定server interface。 

(2)用IDL compiler編譯撰寫完成的IDL description， 
並產生和client端可程式之連接介面，client端的
stubs，及server端的skeletons 在進行這個步驟的
同時，亦可以把產生的interfaces 註冊到”已完成
介面的容器”(interface repository)裡以備未來有
再度被使用之可能。 

(3)建置server端程式。 
(4)用IDL compiler編譯server端程式成執行檔並且
連結server端的skeletons 。此執行檔可以經由
CORBA接受其他函式的叫用。 

(5)把建置好的 server 端在註冊到”已完成建置的
容器”implementation repository，並指定server名
稱， 擬定發出的指令launch command，啟動模
式activation mode， 以及被使用和處理的權限

and launch and access permissions。 The server is 
now available for activation。 以備被使用之可能。 

(6)建置 client端程式 Implement the client。並同時
撰寫需要叫用到之 server object 端的函式，在此
因為 CORBA具有互相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
故 server object 端的函式並不限定必須使用
server端的語言撰寫。 

(7) 用IDL compiler編譯client端程式成執行檔並且
連結client端的stub。 

(8) 執行client端程式， 他會使用 ORB 去 繫結 
server object 其中包含物件參照  (object 
reference)。 

(9) Client端程式開始使用物件參照經由 ORB叫用
server object的函式。 

 
4. 自動通訊協定檢測系統架構規格 
 
4.1 系統開發環境 
 
    本測試系統開發環境以 IXIA 網路交通產生
器，Telix SALT-script，及 Layer2switch 為主，用
IXIA 的測試程式開發環境來開發效能及一致性測
試工作。 
 
4.1.1 IXIA 網路交通產生器 
 
本文運用網路交通產生器 IXIA- traffic 

generator為測試程式開發環境，它提供高效能，多
埠同時產生大量網路封包，並且可就結果輸出做分

析。以下為其功能概述: 
(1) 16 Card Modules:共有 16個插槽，每個插槽最
多可以容納四個埠，每一個埠為 10/100mbps 傳
輸量本文程式使用到 2 埠。 

(2)封包傳輸種類:從 layer2~layer3 的各種封包傳
輸種類皆備，而封包傳輸形式分為 unicast， 
broadcast，multicast 為主，本文使用 broadcast
封包傳輸形式。 

(3)作業系統平台 :作業系統支援 windows95，
windows98 及 windows2000，本文程式使用
windows98為作業系統平台。 

(4) IXIA Explorer 應用軟體:IXIA Explorer應用軟
體為架設在 IXIA1600，作為圖形使用者介面
(GUI)，方便測試人員用此介面做封包傳輸設定
以及接收測試結果(傳回封包數量)，本文使用此
介面來接收測試結果。 

 
4.1.2 Telix 
 
   TELIX[12]是一種終端機介面的通訊軟體，使
用在 DOS和Windows作業系統，它提供了整合
的通訊功能。一般此軟體會用在 BBS(Bulleting 
Board System)撥接通訊上，或是 RS-232的硬體
控制上，本文使用此軟體經由 RS-232來作為交



Protocol/ 
Model 
Behavior 
Sequence 
Transcorder 

Switch 
Behavior 
Sequence 
Database 

Performan-
ce Test 
compiler 

Perfomanc
eTest 
Execution 
Engine 

Test 
Compari- 
son 
Machine 

Yes 

Test 
Result 

Test 
Result 
Databas
 

Update 
Switch 
Behavior 
Sequence 
from Client 

Fit to 
standard 

Protocol 
Specificat
-ion 

Protocol/ 
Model 
Behavior 
Specificati- 
on 

no 

APP&SALT 

HARDWARE 

IxServer 

IxHAL 

IxHAL 

換機的 console介面，控制受測機臺韌體的運作。 
使用 TELIX 主要是因為其中更包含了特殊的

script 語言，方便使用者依照自己的需求，設計自
動執行的巨集程式。而可以撰寫與通訊有關軟體，

並且內建大量的函數方便程式寫作的 SALT(Script 
Application Language for Telix )就是本文會使用到
的語言工具之一。 
 
 
 
 

 
 
 
 
 
 
 
 
 
 
 
 
 
 
 
 
圖二 自動通訊協定檢測系統架構 

 
4.2 IXIA系統架構 
 
可參考圖二，其架構由上所述: 

 
(1)C++APP:將建置完畢的測試序列檢測軟體架設
在 IXIA1600網路交通產生器的最上層，以收取
整合之效用。  

(2)Telix:使用 Telix 終端機介面的通訊軟體中
SALT-script所附的鍵盤 I/O動作的錄製功能。將
交換機功能操作流程鍵入鍵盤並且錄製下來成

為.slt的 script檔案，經過編譯之後，成為可執行
副檔名為.slc的檔案，並且放在 C++主程式的子
目錄底下，以供程式呼叫使用。 

(3)IxHAL:是用來接收上層應用程式的 C++程式語
言指令，並且轉換指令為硬體了解的機器命令語

言的應用程式介面。 
(4)IxHAL:是協助將收取到的指令設定資訊暫存在

Buffer 內，直到接收到上層要轉換這些資訊到
IxServer，才會做自動傳輸的工作。 

(5)IxServer:這是藉於控制網路交通產生器的電腦
和網路交通產生器本身的伺服器，用來控制兩者

之間的指令運作及資料流通。 
(6)HARDWARE:也就是指 IXIA1600硬體主體，協
助最終的測試產生的機器。 
 

 

5. CORBA 之分散式自動化網路設備檢測

系統設計與實作 
 
5.1 自動通訊協定檢測系統設計流程 
首先描述此測試系統所需之軟體，及硬體設

備，併輔以圖形架構之規劃來了解完整自動測試的

流程概要，自動測試流程主題初期以測試交換機的

防止廣播風暴功能有無正常運作。 
 

 
 
 
 
 
 
 
 
 
 
 
 
 
 
 
 
 
 
 
 
 
 
圖三 自動通訊協定檢測系統之功能模組與工

作流程示意圖 
 

測試程式以防止網路廣播風暴功能關閉及開

啟兩種模式測試各個不同等級的訊框處理能力。接

下來便以虛擬碼的方式實現測試程式的演算法，以

玆了解;詳細流程由上圖三所示。 
受測的通訊協定可以先使用流程圖的格式先行

大略描述出來，藉此方式可以讓使用者自己了解將

要進行的測試的通訊協定的詳細規格。 
(1)通訊協定測試程序撰寫:可以用方才描述的規格
撰寫承 C++的程式並且要注意一定要使用 IXIA
提供的 API 函式庫，以及結果比較的
STL(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中的”MAP<>”函
數[13]也要包含在標頭內以供編譯。 

(2)編譯自動化測試程序:這裡使用 IXIA 所提供的
程式編譯器(compiler)來執行編譯，編譯過程中
須把將使用到的 SALT-script先行使用Telix的編
譯器編譯完成之後，以供主程式使用。 

(3)測試執行引擎:在測試執行階段，首先必須把產
生出來的測試序列轉換成為可在 IXIA1600 執行
的 C++程式碼，這個部分是剖析器(parser)的工



作，再來就轉換到 IXIA1600 的硬體部分，進行
測試序列正式執行的工作。 

(4)通訊協定模組行為描述:另一方面，必須把實際
受測機台的所有行為詳細的條列出來，並且用

EFSM的語法(c or psudo code)來表示，這樣的做
法才以利下面的通訊協定序列資料轉換的步

驟，並且儲存方式教不複雜。 
(5) 測試比較機制:最重要的一致性測試的精髓所
在，也就是測試序列比對部分，必須要由這樣的

一個測試比較機制來執行，當比較結果不符合規

格要求時，就使用事先在 Client 端寫好的 Telix
的 SALT-script的執行檔經由 CORBA的 ORB到
Server 端代替人工操作交換機的 console 介面待
自動操作調整完畢後再實施一次交換機防止廣

播風暴的效能測試及一致性測試，重複此步驟直

到達程規格要求的標準之後才跳出程式。這裡使

用 STL(Standard-Template-Library)中的”MAP<>”
函數資料結構來實施比較功能。 

(6)測試結果產出:最後執行測試序列比較的結果將
展現於表格上面，並且儲存到資料庫裡以供參

考。 
 
5.2 CORBA分散式元件應用於網路設備自動
化測試 

根據 CORBA的架構，我們可以在撰寫分散式
網路設備自動化測試的時候很方便的就應用到物

件導向的特性，本文首先要把 server端的發展成執
行測試流程的主體程式，功用包括執行(1) switch
效能測試程式(2) Telix 終端機軟體調整 switch 程
式，並隨時接受 client端的服務請求的參數。另外，
把 client端的發展成定義測試流程的介面並且按照
下列測試流程作自動測試:使用Telix終端機軟體調
整 switch待測功能參數�switch效能測試�是否符
合標準�再次使用 Telix終端機軟體調整 switch待
測功能參數|輸出結果。然後把 client-server兩端的
interface 先用 IDL(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定
義好，然後再由 interface 編譯器(這裡使用 Inprise 
公司的VisiBroker)編譯出 server 端及 client端的下
層網路部分的程式;流程概要如圖四所示。 

把CORBA分散式元件概念和自動通訊協定檢
測機制整合應用可以增加下列優點，在自動化方

面，因為已經把所有可能需要人工操作的部分事先

以軟體程式妥善規劃完成，所以測試流程可以中途

不間斷，一氣呵成，比以前部分人工測試要來的快

速，簡化測試程序，並且節省測試時間，有效提昇

測試效率。 在控制流程方面，由於採用分散式元
件於網路上，對於測試程式的執行可以非常彈性

化，例如從最簡單的一個完整的測試流程對一台受

測 switch 到同時對多台受測 switch(測試機台數目
就是 Ixia網路交通產生器 port數目)。未來更可以
以此系統為基礎，發展多個完整測試流程對多台受

測 switch作測試。另外，由於本系統係以 CORBA
分散式物件導向為概念構成，故所有撰寫完成的測

試元件皆可以清晰簡單的程序排列組合成千變萬

化的完整測試程序，對於測試人員的工作實在省力

不少，在測試經驗傳承及規格的建立更是助益良

多。 

  
 

  
 
 
 
 

 
 
 

 

 

 

圖四 CORBA 之分散式自動化網路設備檢測
機制運行架構 

 

6. 結論 
 
本文提出了一個以 CORBA分散式網路元件整

合交通產生器 IXIA1600為主的自動化網路設備測
試環境，不但結合了原有的效能測試的功能，且讓

測試流程控制可以不侷限於某主機，彈性高。另

外，測試程序的物件化讓測試程式之撰寫及維護容

易許多，以及加上了符合使用者導向的一致性測試

功能，讓測試人員能夠在短時間內以高效率的方式

取得該受測網路設備的效能數據及資訊。而且是自

動化操作，節省企業對於測試的時間成本至少 30%
以上。 
在未來本系統雛形未盡完善之前，還有發展的

空間，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在以 Telix終端機
軟體來控制網路設備的自動化過程，本文是把各個

網路設備的操作執行狀況事先錄製完成的方式，在

主程式執行過程中再使用，但是亦可以程式產生器

的方式自動產生。第二，儲存在資料庫裡的數據及

資料可以發展成知識管理系統，使資料可以更有效

的被運用以增加此系統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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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網路發展的迅速，相關網路上的應用也急
速的增加，對於單位網路管理者而言，如何跟上科

技進步的腳步，及網路的維運管理，無疑是個嚴重

的考驗。而相關網路行為分析及管理設備的採購，

對單位而言亦是一個沉重的財政負擔。故在此我們

試著以低成本之 PC 來建置及達成單位網路管理目
標之可行方案 - 『網路管理系統』。 

我們實際設計、發展了此系統，配合長時間的

實際上線運作測試及效能分析，證實此系統可以有

效降低網路維運及管理成本，減少在日常運作的人

力負擔。可有效管制網路濫用之行為，並阻止盜用

IP之行為，提供更好、更公平的網路環境。 
關鍵詞：即時流量管制、IP盜用、DNS管理。 
 
1. 前言 

 
隨著網路發展的迅速，相關網路上的應用也急

速的增加，對於單位網路管理者而言，如何跟上科

技進步的腳步，及網路的維運管理，無疑是個嚴重

的考驗。而相關網路行為分析及管理設備的採購，

對單位而言亦是一個沉重的財政負擔。 
以私立逢甲大學電機工程學系而言(以下簡稱

電機系)，所遇到的問題主要有下述兩點： 
 勸導 IP/FQDN註冊，配合度太低，亦無
強制性，且常有 IP盜用之問題，無法有
效制止。 

 對於濫用網路資源之行為無法偵測，亦
無法管制。 

故電機系以低成本之個人電腦(PC)為硬體設
備，FreeBSD[1]作業系統為發展平臺，發展電機系
之『網路管理決策系統』。目標是計劃發展一網路

管理之『專家系統』，將專業的網路管理知識、技

能與經驗建構在系統上。透過程式化的自動分析判

斷，做成回饋的管理控制，以避免管理的知識隨人

事更動而無法保留。並將網路日常的監測管理，化

成自動化的機制，減少網路管理人員的負擔。這樣

的系統，我們稱之為『網路管理系統』。 
 

2. 設計原理及考量 
 

2.1  準備工作 

 
    考量電機系所使用之網路設備(hub或 switch)
並非全部支援網管功能(SNMP)，無法透過 SNMP
之方式取得 IP與所使用之網路埠對應關係，且顧慮
到 IP/FQDN之註冊管理。故電機系一開始即針對全
系使用者，分配所使用之指定 IP，並做使用者基本
資料普查，詳載所使用 IP、FQDN、實驗室，及
Mac Address等基本資料，做為網路管理系統運作
之重要參考資料。爾後網路管理系統均依照此資料

查核。對於不實填寫、不願填寫的使用者及異常的

網路使用，其網路流量即會被限制於電機系內部，

而無法穿透網路管理系統存取校內外資料，以避免

影響一般使用者的權益及整個網路之正常運作。 
   
2.2  系統架構 
 
 
 
 
 
 
 
 
 
 
 
 
 
 

圖 1. 原始網路架構圖。 
 
    電機系如圖 1所示，原本僅以一 CAT 5 UTP 網
路線與校園網路主幹相連，以一 switch 串接其他
switch及 hub供全系使用，包含一般使用者及電機
系之伺服器。 
    在此原始架構下，所從事任何網路之分析與統
計相當有限，且無法做有效之管制。若有盜用 IP，
或是 IP設定錯誤導致 IP相衝，均必須花費大量時
間及人力，將網路線一一拔除測試，方有可能找出

始作俑者。 
    故在原有架構上，增加一台 PC主機作為網路
管理系統主機，以 FreeBSD為作業系統，安裝兩片
網路卡，啟用作業系統內建之封包橋接轉送功能

(Bridge Mode[2])連接校園網路主幹及電機系內部

往校園主幹 

伺服器群 
DNS、Mail

一般個人

電腦使用

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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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以發展網路管理系統，如圖 2所示。 
 
 
 
 
 
 
 
 
 
 
 
 
 
 
 

圖 2. 網路管理系統網路架構圖。 
 
2.3  系統程式組成 
 
    網路管理系統程式由下列兩大部份組成，整合
起來達成網路管理系統目的： 

 Policy enforcement part(Daemon) 
系統背景執行程式： 
1.  ARP Detector 
2.  IP Flow Counter 
3.  Intrusion Detector 
4.  Efficiency Analyst 
 Policy management part(Web-based) 
網頁顯示及設定程式： 
1.  線上 IP/FQDN/Mac Address等設定 
2.  流量統計等資訊公告 
3.  效能分析 

   
2.4  ARP Detector/lock 
 
    電機系並非全部的網路設備均具有 SNMP功
能，故無法透過 SNMP功能將 IP、Mac Address 及
網路埠(房間)間之對照表直接建立。故利用在一開
始的使用者資料普查建立 IP、Mac Address之關係，
寫入網管主機自身之 ARP table ，並設定其固定不
得修改。再透過對 IP及Mac Address的監測，判斷
IP及Mac Address 之配對，記錄 IP及Mac Address 
之關聯性，做為 IP及Mac Address 之歷史異動記
錄。 

IP及Mac Address 監測是依據 RFC 826 - An 
Ethernet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3]，針對電腦所
發出之 ARP封包，透過程式分析來建立 IP及Mac 
Address 間之對應關係。 
 
2.5  IP Flow Counter 
 
    FreeBSD有內建防火牆(firewall[4])功能，除了
基本的功能之外，尚額外提供了流量限制的功能

(dummynet traffic shaper)可以針對特定 IP 限制連
線速度。 

    一般防火牆之設定及使用通常是以拒絕列表來
避免外來之不友善連線攻擊。本網路管理系統則是

採用另一種實作的方法－『允許 IP連線』，即使用
者基本資料普查時有登錄之 IP才在防火牆設定允
許通過。 
若是登錄不實或是無登錄即會被限制在防火

牆範圍內而無法穿透網路管理系統主機存取校內

外網路資訊。 
    再來是利用 FreeBSD 的內建防火牆在防火牆，
在規則符合並轉送 packet時，會以累積的方式，記
錄轉送 packet 數目及大小。利用此特性，只要定期
將防火牆的規則一一列出，即可計算出各 IP的流
量。 
    計算出的流量，若超過設定之警告流量(電機系
目前設定為 500MB/每日)，則利用 FreeBSD內建防
火牆 功能限制其連線速度，而若超過禁用流量(電
機系目前設定為 600MB/日)則直接以刪除 IP 允許
連線通過的防火牆規則，達成禁止使用之目的。 
  
2.6  Intrusion Detector 
 
    網路上之網路攻擊形形色色，為保護電機系內
部網路，網管主機針對特定的攻擊模式將會有所反

應，例如過濾內部 Nimda 病毒(由 apache log分析
後關閉 IP連線)，或是關閉外部 port scan  IP連線
等。 
 
2.7  線上 IP/FQDN/Mac Address設定 
 
    系統運作有很重要的一項資料就是電機系的
使用者基本資料普查，在運作後可預期會遇到資料

勘誤及新增移除的問題，而實際上也確實有此需

求，故撰寫了這部份的程式，以如圖 3的網頁方法
顯示及修改 IP普查資料。 

 
 

圖 3. IP/FQDN/MAC設定畫面 
 

    網頁採用 SSL連線、帳號登入、以及限制來源
IP 方式，避免網路竊聽，及冒用等安全性問題。 
 
2.8  流量統計資訊公告 

 
統計當日全系之流量，做出前二十名排行榜，

如圖 4，以利觀察出異常使用行為。系統會自動依
據設定的流量限制做出警告限速及禁用斷線之處

置，公告於網頁上，並做成歷史記錄，可以供作日

往校園主幹 

伺服器群 
DNS、Mail等 

一般個人

電腦使用

者群

網路管理系統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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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查詢、統計之用。 
 

 
 

圖 4. 流量排行 
 

3. 系統實作 
 
為實作出本系統，電機系以一 PC做為發展平

台，其主要配備如下： 
 CPU：  Intel Celeron 933 
 RAM： 512M PC133 
 HD：   WD 20G 7200RPM 
 NIC：  Intel 82550  x 2 

    其作業系統為 FreeBSD 4.6-RELEASE，安裝
apache、MySQL，以及 php 等程式提供網頁及資
料庫應用。 

 
3.1  FreeBSD Kernel Configure 
 
    必須在安裝好系統後將圖 5之選項加進 kernel 
configure file 後，重新編譯核心(kernel)，以啟用
FreeBSD內建之防火牆、限制連線速度，及封包橋
接轉送功能。 
 
 
 
 

圖 5. Kernel Configure 
 
3.2  FreeBSD Boot Setup 
 
要啟用封包橋接轉送功能必須在新核編譯完

成後，視採用的網路卡不同，將對應的裝置名稱寫

入開機設定檔中(/etc/rc.local)。如圖 6所表示，因為
我們是用兩片  intel 的網路卡，故寫入 fxp0 及 
fxp1。 
 

將下列內容加進 /etc/rc.local 中 
 
 
 

圖 6. Boot Setup 
 
3.3  FreeBSD Firewall Setup 
防火牆設定是先將有註冊 FQDN 的 IP 以允許

通過的方式列出規則，最後再將預設規則定為禁止

連線。而一個網域一進一出就要 2項規則，校內流
量及校外流量分別計量就需要 4項規則，但是因為
逢甲尚有學生宿舍區是採用 private IP,故為避免將
學生宿舍區流量誤判至校外流量尚需要額外的兩

項規則。故每個 IP共需要 6項規則。 
 
 
 
 
 
 

     
圖 7. 防火牆新增允許規則 

 
參考圖 7 新增設定，在此我們舉 140.134.28.8 

這個 IP為範例來說明該如何設定這 6項規則。 
1008、2008、3008、4008、5008 及 6008 這五

個號碼代表的是加進防火牆規則項目的數碼，數碼

越小越先比對(First Match)。每個防火牆的數碼由兩
組數字組成，頭 1碼及後三碼兩組，先說後三碼的
意義，它代表這個數碼是針對那個 IP。 
    頭 1碼目前我們用 1、2、3、4、5及 6來分別
代表流向校園、流向宿舍、流向校外、校園流入、

宿舍流入及校外流入等六個意義。 
換言之 1008代表的是 140.134.28.8 這個 IP流

向校園的允許規則，而 1008 正是此允許規則的數
碼。依此類推，則 3125 則是代表 140.134.28.125
流向校外的允許規則。 

 
 

  
 
 
 
 

圖 8. 防火牆允許規則說明 
 

而參考圖 8 之防火牆規則察看在 1008 之規則
上，顯示了 161 及 22257 兩個數字，1008看法及
代表意義如前所述，161 就是累積至目前的封包
數，22257 就是封包的大小。整項規則來看，就是
140.134.28.8 流入校園的流量，累積有 16個封包及 
22257 byte 大小的流量。 
以此類推，5008數碼之後的 1149及 98307 代表意
義就是 140.134.28.8 自宿舍流入的量為 1149個封
包，累積流量為 98307 byte。 
    透過特殊設計的防火牆規則，將可輕易的檢視
出特定 IP或所有 IP在一段時間內之累積流量，唯
此量是累積的，要計算流量就必需算出現在之累積

流量，扣除上一次計算時的流量差額才是單位時間

的流量。而計算的週期就取決於負載及網路使用

量，週期越長，負載越輕，而頻率越高則更精準。

目前考量到系統負載及使用者的使用行為，我們是

採 2分鐘計算一次。 

Options IPFIREWALL 
Options DUMMYNET 
Options BRIDGE 

sysctl –w net.link.ether.bridge_cfg=fxp0,fxp1 
sysctl –w net.link.ether.bridge=1 
sysctl –w net.link.ether.bridge_ipfw=1 

ipfw add 1008 pass all from 140.134.28.8 to 140.134.0.0/16 bridge 
ipfw add 2008 pass all from 140.134.28.8 to 172.0.0.0/8 bridge 
ipfw add 3008 pass all from 140.134.28.8 to any bridge 
ipfw add 4008 pass all from 140.134.0.0/16 to 140.134.28.8 bridge 
ipfw add 5008 pass all from 172.0.0.0/8 to 140.134.28.8 bridge 
ipfw add 5009 pass all from any to 140.134.28.8 bridge 

1008   161  22257    140.134.28.8 to 140.134.0.0/16 bridge 
2008 1126 500995    140.134.28.8 to 172.0.0.0/8 bridge 
3008    25   2120    140.134.28.8 to any bridge 
4008    21   3389    140.134.0.0/16 to 140.134.28.8 bridge 
5008  1149  98307    172.0.0.0/8 to 140.134.28.8 bridge 
6008    14   1664    any to 140.134.28.8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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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問題與討論 
在設計網路管理系統時，我們預期是要做到下

列的目標： 
 例行的管理維運自動化。 
 對於 IP、FQDN，及Mac Address等做管制。 
 網管系統效率的監測。 

 
4.1  系統成果 
 
我們定義連線至逢甲校外為『對外連線』，連

往逢甲校內或是學生宿舍區為『校內連線』。考慮

校內主幹頻寬及區網中心對流量的政策[5]、『每日
流量配額』，及『使用頻寬與流量成反比』的觀念，

故對於對外連線我們採流入或流出達 500BM/天 
時警告，達 600MB/天時禁用；警告是限制對外連
線速度，而禁用則是關閉其對外連線，無法存取校

內外資源。 
除了流量檢查機制外，尚將每日之全系流量利

用 RRDTool[6]做成時間流量圖並存查，如下圖 9。 
 

 
圖 9. 每日系流量統計 

 
圖 10是舉某因流量過量遭警告及禁用的 IP其

時間流量圖，由圖中可以看出當流量達警告值整個

流量被限制在一定的速度後才被禁用。這樣在達到

警告值後，該使用者仍可以繼續使用網路，而不至

於馬上斷線。 
 

 
圖 10. IP時間流量圖 

 
對於 IP及Mac Address 誤用或盜用採即時切

斷自電機系之對外連線。對於對外網路攻擊行為亦

是即時切斷自電機系之對外連線。反之若是有對電

機系不友善之網路行為亦為即時以防火牆封鎖該

不友善者來源 IP。 
    我們系統設計成自動禁用(亦即清除該 IP允許

連線的防火牆規則)，而每日重新設定所有允許連線
的防火牆規則，達到自動啟用之目的，減輕日常管

理之負擔，及避免禁用後忘了啟用之窘境。 
 
4.2  每日流量配額 
 
學術研究之用途應優先而不該有所限制，而非

學術研究之用途，則應盡量避免其濫用網路資源。

惟在目前的設備下，並沒有辦法即時地去分析所有

流經的封包所構成的涵義為何，而且現今之 Peer to 
Peer 應用大量使用，更增加內容分析之困難。故在
無法決定流量內容之性質時，我們傾向以流量之大

小做為是否濫用網路之依據，且網路頻寬是共享

的，也不應由單一使用者全面佔用，故採日流量配

額做為我們的流量管理政策。對於真正有學術用途

之應用，亦可設定其不受本系統之管制。 
 
4.3  IP及Mac Address管制 
 
由電機系使用者基本資料普查記錄，再透過

ARP封包的監看來偵測 IP是否依照指定 IP設定，
是否有盜用或誤用。 
例如 DNS主機之 IP為 140.134.28.1 ，而其

Mac Address 為 00:0c:ca:30:00:cc。若是在 ARP 封
包監看時發現此Mac Address 設定 IP不為
140.134.28.1，是 140.134.28.2則將 140.134.28.2 之
IP連線關閉。若是發現該Mac Address 並無登錄在
IP普查資料中，則關閉該Mac Address 所設定之 IP
連線。 
上述兩作法可避免 IP設定錯誤及 IP盜用問

題，雖然在電機系網路內部仍無可避免會有衝突，

唯關閉其對外連線，使其無法連外，不得不換回指

定的 IP。 
然而，這樣的做法亦衍生出另一問題，若有人

惡意相衝 IP，將使系統將所有相衝之 IP關閉，影
響到原本使用者之正常使用。故在 IP及Mac 
Address 禁用時會額外記錄當日此Mac Address 禁
用之 IP，當此Mac Address 又更換 IP，系統偵測到
時，將禁用新設定之 IP，再參考舊的歷史記錄將前
一個因此Mac Address 禁用之 IP啟用。 
 
4.4  系統效率 
 
我們發展出想要的功能後，接著要探討的就是

系統的運作效率問題。在封包橋接轉送、通過 IP
的防火牆規則比對，以及流量計算等都需要時間。

若是達成了管理的目標卻要延遲個 10秒或 20秒，
這樣的系統也稱不上可行。故我們定義了下列參數

做為系統效率的評估量測標準。利用MRTG[7] 的
功能將結果產生連續的圖表，以利分析比較，判斷

系統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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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負載： 
將 CPU平均 1分鐘及 15分鐘之負載，每五
分鐘取樣後以百分比作圖。 

 
 平均轉送封包數： 
由網路卡的狀態讀出五分鐘內流過的封包

數目，單位為 pkt/5min，將單位化為 pkt/sec
後作圖(亦即除 5*60)。 
 
 平均轉送流量： 
由網路卡的狀態讀出五分鐘內流過的流

量，取得量之為 byte/5min，化成 bit/sec後
作圖(亦即除 5*60後再乘 8)。 
 
 平均轉送率： 
將實際收到的封包數除實際傳送出去的封

包數後，以千分比作圖。 
 
 平均轉送延遲時間： 
延遲時間是一個重要考量，這部份需要精密

的儀器做測量，在無法借得儀器之狀況下，

我們改以利用 ping 的方式預估延遲時間。 
 
 
 
 
 
 
 
 
 
 

圖 11. ping 的方法 
 
以圖 11來看, G 代表電機系之 Gateway， 

B是我們做的網管系統,而M代表在網管系統下之
主機。透過同時M ping G (回應時間T mg )及 B ping 

G (回應時間T bg )兩者時來計算延遲時間。若無 B

存在，則T mg  將等同於T bg，今因為 B有T delay  

的延遲時間，故 

T mg  = T bg  + 2 T delay          (1) 

亦即我們要求的  

T delay  = (T mg  – T bg ) / 2         (2) 

 
為了減少誤差，B及M均啟用網路校時以確保

同一時間進行 ping，而 ping 的回應時間去掉最小
值及最大值後取平均。 
為了方便比較 CPU負載、轉送封包數、轉送流

量、轉送率及轉送延遲時間彼此的關聯，故在同一

時間截取下圖 15至圖 16比較，可以看出，最重要
的轉送率及延遲時間均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圖 12.系統負載 

 

 
圖 13.轉送封包數 

 

 
圖 14.轉送流量圖 

 

 
圖 15.轉送率圖 

 

 
圖 16.轉送延遲時間圖 

 
4.5  管理問題 

 
在實作中我們發現這樣的架構將整個電機系

連線的存活依靠在此網路管理系統主機上，一旦網

路管理系統主機不能正常工作，則全部使用者的網

路連線即出問題。故網管人員必須注意網路管理系

統主機是否有當機或故障。 
 

5. 結論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以 PC 當成作業平臺，來管

制電機系流量，並管制 IP/MAC Address/FQDN 使
用，提供一個低成本的網路連線監測及流量節制系

統解決方案。同時本系統也具有防火牆功能，保護

B G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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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免受網路攻擊所苦，且將有異常之網路使用者

限制在內部網路。 
而為了將底層運作狀態及統計數據展現供管

理者參考，我們也撰寫了一個網頁做為網管系統管

理及公告之界面，可以將許多資訊(包含系統運作效
率)統一放置於網頁之上，以供作查詢及監控。 
此系統目前已經大部份建置完成(請參考網址 

http://bridge.ee.fcu.edu.tw/Mgr)，並實際上線操作。
根據過去的運作、統計、觀察，及記錄，此一系統

之可靠度極高，除了因跳電導致網路卡損毀外，並

無運作中當機之現象；並且可以確實做到即時流量

監控及節制，和避免 IP相衝問題。此外，還具有低
成本建置即有令人滿意的運作效率、降低網路管理

上之負擔、以及節省人力及時間等等優點。 
我們往後將持續發展備援系統之建立，以便故

障發生時能自動切換，進一步避免一旦網路管理系

統主機當機或斷線時造成之全面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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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網路資源的有效管理與

運用，一直都是十分重要的課題。網路流量收集與

分析的工具已日趨成熟，但大部分此類工具的系統

架構，多將收集與分析的工作集中在同一台主機

上。當病毒肆虐或在網路流量較高的主幹上，此類

系統架構常有擴充性不足的情形發生，使得正常的

收集與分析工作無法順利進行。因此在本論文中，

我們提出了一個分散式計算的架構，重新實作流量

分析程式，以依照需要將某一網段或某些特定封包

的流量資訊，即時傳送給其他專屬的資料分析伺服

器。此方式可將流量收集與分析的負載，分散至多

個伺服器，以有效提高流量分析品質。另外，我們

嘗試將此分析所得的資料，做初步的流量管制應

用。換言之，我們將分析出具有異常流量的主機資

訊，回饋給路由器，以自動進行限速的設定，並主

動通知主機使用者改善。我們以此實做出的系統進

行實驗，證明這個自動調整流量的方式，能有效改

進網路管理品質。 
 

關鍵詞：分散式流量分析，Netflow，流量限制，降
速。 
 
1. 簡介 

 
由於網際網路不斷發展，連結上網際網路的機

器數量以驚人的速度成長，而一般的區域網路中連

接的主機也在不斷的增加。隨著主機數量的增加，

網路的流量亦自然隨之提高，而如何分析網路的使

用情形，以善用網路資源，便成了十分重要的課

題。通常為了計算網路上的流量，許多網路中心都

會架設流量伺服器，以收集網路上流量的資訊[2]；
之後再根據此流量資訊進行詳細的分析，以找出網

路上發生的一些異常狀況[1][3][9][10]。根據不同的
異常狀況，管理者可以再設計不同的處理方式以因

應之。這些網路流量統計可以用來做為網路計價的

依據[12][13]，也可以用來分析網路的特性[8]。例
如，[4]就以流量研究出網路的一些不正常的使用狀
況，而 [7] 則提出了利用網路流量來進行被動式的
資訊流行為偵測。 

 
目前這些網路流量分析的工作，多藉由收集流

量資訊的主機來執行。對於流量不大或是網路規模

較小的單位而言，單一主機的架構或許足以應付；

但是當網路流量成長到一定的程度時，要在同一部

機器上同時收集並計算網路流量，就會顯得有些吃

力。例如，網路上發生病毒、 spam、或是想要即
時將流量資訊存入資料庫以便稍後分析時，大量的

運算將會拖慢這台伺服器，甚至發生來不及運算的

情況。 
 
為了解決上述的狀況，在本論文中，我們提出

了一個分散式流量分析系統架構，以將某一網段或

某些特定封包的流量資訊，即時傳送給其他專屬的

伺服器上。在文獻上，已有許多流量資訊收集與分

析的系統被提出來，其中多數是以單一主機收集

Netflow 功能所提供的流量資訊；其中在[6]可以找
到以 C語言實做的這一類流量收集程式。為了達到
分散式流量處理的目的，我們必須將單一主機收集

到的流量資訊傳送到一個以上的流量分析主機。為

此，我們重新實做了收集 Netflow 流量的程式。如
此一來，我們不但能有效降低接收路由器封包的伺

服器之負載，同時也可以即時針對一些異常的網路

行為或主機執行更詳盡的流量分析。 
 
過去在網路管理（特別是學校宿網的管理）

上，對於即時流量過大的主機，所採取的制裁手段

通常是「鎖卡」（禁止該主機連上 Internet）。這個
處理的方式最有效也最直接，可以即時阻止網路頻

寬被該主機大量佔用。雖然管理者可以事先以 
E-mail 通知該主機的使用者，不過由於鎖卡後剝奪
了該主機的上網能力，因此一旦該主機的使用者沒

有在事前收到 E-mail 就被停止連上 Internet 的能
力時，該主機的使用者可能認為網路出了問題，以

致無法連通 Internet，因此也無法透過網路瞭解該
主機無法上網的原因。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論文

提出了一個比較折衷的處理方式。我們根據分散式

流量分析，對於流量過大的主機採取降速（降低該

主機使用網路頻寬的速度）的措施，並將降速的資

訊即時於網上公布。此時由於只是上網的速度變慢

了而不是再也無法連接網路，因此該主機的使用者

可以很快的察覺到異狀，並且透過網路查知該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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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已被限速，而採取必要的補救措施。如此一

來，將可以同時保障該主機與同一網段底下網路使

用者的權益。以下謹就分散式流量資訊收集及即時

限速的方式進一步提出我們的作法。 
 

2. 分散式網路流量資訊的收集 
 

2.1 系統架構 
 

路由器是網路封包的交換中心，因為網路上的

訊息需靠路由器的傳送以達到目的地。因此，在適

當的路由器上，我們可以有效的收集到網路上的流

量資訊。一般而言，常見的流量資訊收集架構如圖

一所示[1]。此流量收集架構，屬於集中式架構。圖
中的 Netflow 伺服器負責收集路由器送出的封包
資訊，同時該伺服器也負責路由器封包的分析運

算。這個架構適用於規模較小而且網路負載較輕的

網路，用來做統計計價或偵測網路異常使用現象。

然而，對於區域網路中心而言，除了需要分析自己

的流量資訊外，也必須一併分析底下所連接網路的

流量，因此所需處理的資料量極大。這些流量資訊

的大小，可以大到每十分鐘數百萬位元組之多。為

了避免佔用過多的磁碟空間，我們常會以即時壓縮

的方式處理接收到的流量資訊。如果我們同時想在

這部 Netflow 伺服器上即時進行流量資訊分析，則
必須將此壓縮的流量資訊作解壓縮後方能進行。即

時運算與分析這麼大的流量資訊將會使得該伺服

器的負載提高，甚至發生漏接路由器所送出流量封

包的情況。如果同時又遭受病毒的攻擊（例如不斷

以小封包偵測可攻擊的 web 伺服器），流量的資訊
就更可觀了。為了解決這種情況，同時使用資料庫

來儲存經過計算後的即時流量資訊，我們提出了圖

二所示的分散式流量分析架構。 
 
根據圖二的分散式的流量分析架構，我們可以

發現這個架構與[1] 所使用的流量收集方式最大的
差別在於 Netflow 伺服器上只執行了一個 Netflow 
Dispatch Daemon，這個 Daemon 負責即時收集路由
器送傳送出來的流量資訊，同時它可以根據使用者

需求將一些特定流量資訊透過網路傳送給遠端的 
Netflow Data Collector 上。由於這些 Netflow Data 
Collector 所收到的流量資訊屬於篩選過的特定流量
資訊（如下一小節說明），因此流量資訊較小，有助

於稍後的分析與計算。 
 

2.2 流量資訊的格式 
 

Netflow 是由 Cisco 所提出的專屬技術規格
[5]，因而所傳送出來封包的內容也受到該規格的規
範。我們所重寫的分散式流量分析程式，僅擷取了

Netflow 規格中的部分必要欄位，所抓取出來的資訊
欄位如圖三所示。 

 
我們所收集的流量資訊與[1]不同之處在於分散

式流量資訊少了資訊流發送端路由器介面編號與資

訊流接收端路由器介面編號。對於流量分析而言，

我們並不在意所分析的流量流經路由器那一個介面

編號(interface number)。 
 
我們已實做完成此一分散式流量資訊收集與分

析系統，並完成了初步的實驗測試。為了縮短系統

開發所需要的時間，此系統雛形係以 Perl 語言[11]
撰寫，以簡化程式開發時間，換取執行上的效率。 

NetFlow
Server

Router interface 1

interface n

interface z

Daemon

 
 

圖一、集中式流量資訊的收集 
 

 NetFlow
Dispatch
Daemon

Router
interface

Packet ExportInterface

interface

Netflow Packet   Export
NetFlow
   Data
Collector Packet

DataBase

NetFlow
   Data
Collector Packet

DataBase

 
 

圖二、分散式流量資訊的收集 

 

Destination
IP

Address
Protocol Packets Octets

Source IP Address：資訊流的來源端 IP 位址。
Destination IP Address：資訊流的接收端 IP 位址。

Protocol：資訊流所使用的通訊協定。

Source Port：資訊流發送端程式所使用的埠號。

Destination Port：資訊流接收端程式所使用的埠號。

Packets：資訊流等於多少個封包。

Ocets：資訊流的大小。

Source
IP

Address

Source
Port

Destination
Port

 
圖三、所收集的特定流量資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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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者上網速度的限制 
 
網路是一個開放式頻寬共享的環境，任一位連

上網路的使用者，都期望能盡可能地使用網路的頻

寬。由於網路的頻寬是固定的，因此在同一時間內，

如果大家同時競相使用網路頻寬，則必有排擠效

應。使用到較少網路頻寬的使用者甚至會以為網路

變慢或故障了。網路管理者最不希望發生的事，便

是在同一網段上有人架設非法的各式網站。由於架

站的伺服器是以背景的方式來執行，因此只要頻寬

許可，這個架站的伺服器最有希望使用較多的網路

頻寬。倘若發生了這種情況，同一網段內的使用者

將會發現網路變慢了。如果這個網段又是以集線器

(hub)來串接，則碰撞(collision)的效應，將使網路變
慢情形更加嚴重。 

 
為了找出使用過量網路頻寬的使用者，我們可

以藉由分散式流量統計來完成。我們將特定網段的

流量資訊匯出到某一部 Netflow Data Collector 上，
同時在這部伺服器上詳細分析流量資訊，以找出過

量頻寬的使用者。當我們找到了使用過多頻寬的機

器時，為了避免同一網段上的使用者受到影響，我

們通常會採取的手段是「鎖卡」，以切斷該部機器上

網的管道，使其與網際網路隔絕。這個方式可以解

決了同一網段上其他使用者上網速度慢的問題，但

卻不見得可以透過網路通知到使用者進行改善。因

此，在這裡我們提出的另一個以「降速」為主的解

決方式。由於我們不斷即時計算網路流量，一旦發

現有機器開始佔用大量的網路頻寬時，我們的流量

統計伺服器就可以開始即時監控該主機接下來的動

作。如果此主機一直都使用過量的頻寬，我們就會

主動地限制該主機可以使用的網路頻寬大小。 
 

3.1 系統架構 
 
為了達成即時自動降低使用者佔用大量網路

頻寬的動作，我們所採用的網路架構，如圖四所

示。圖中的多個 Netflow Data Collector 持續接收
Netflow Dispatch Daemon 所傳送出來的流量資
訊，並即時計算流量資訊。一旦發現有使用者過量

使用網路頻寬時，立即將流量過大的使用者 IP 記
錄下來，然後再依據路由器所需要的設定方式加以

封裝，透過網路傳送到路由器上。而路由器除了為

底下串接的使用者傳送一般封包外，還會根據

Netflow Data Collector 所送過來的指令，對需要降
速的主機，進行限制頻寬的降速動作。降速是透過

路由器的設定達到的。由於資料流速檢查需要路由

器上的 CPU 執行額外的計算，因而加重路由器的
負載，因此限速的主機數量需有所限制。以實驗中

的 Cisco 6509路由器而言，由實際的經驗得知當需
要被降速的 IP 在不超過 100 個的情況下，路由器
的 CPU 負載仍可低於 10 %，因此額外的計算負
載仍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雖然上述的降速設定是針對主機 IP而做的，但 

比較嚴謹的說法應是根據 MAC 位址來降速。只是
目前實驗的環境是宿舍網路，而我們宿舍上網的先

決條件是必須由住宿生上網登記 IP與MAC位址的
對照關係。在這種情形下，由於 IP位址與MAC位
址是一對一的關係，所以在這裡執行的降速動作對 
IP 與 MAC 位址而言是相同的。 

 
3.2 降速演算法 
 
就目前而言，一般的區域網路都屬 Ethernet的

網路環境，串接的方式多為以集線器(hub)串連。因
此以下我們將以 Ethernet為例說明。對一個網路上
的主機而言，需要被降速的原因包含以下兩點：第

一、當使用者所使用的流量超過 Ethernet 頻寬的一
定比例(例如 30 %，則初始流量上限為 10Mbps * 
30%= 3 Mbps)；第二、當該主機或許由於受到病毒
感染，而不斷地在網路上傳送攻擊性的小封包，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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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限制使用者網路頻寬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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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網路連線降速之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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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網路上到處充斥著一些沒有機器回應的封包資

訊。兩個原因只要其中之一成立，便構成了降速的

起始條件。 
 
本研究所用的降速演算法，如圖五所示。假設

某一主機 i 的即時流量經過計算後為 fi。我們首先

檢查該主機 IP是否存在於被降速表格中。如果是，
則系統就會一併計算該主機被降速後的頻寬上限

hi；否則將 hi設定為該主機之初始流量上限 hmax。

如果該系統超量使用頻寬(fi>hi)，則我們會把該系統
的超量計數器(ci)增加，以得到連續超量的次數。如
果 ci未超過連續超量次數上限 cmax，則系統目前毋

須改變設定；但是如果 ci 大於或等於 cmax, (ci >= 
cmax)，則表示這個 IP 連續超量使用網路頻寬。此
時系統會將頻寬上限再度打折(hi=max(hmin, hi*r), 
0<r<1, r是速度調降的比例)，並將此降速資訊格式
化成路由器可以接受的格式，再傳給路由器以即時

執行降速的動作。 
 
假設目前即時收集的主機流量顯示該 IP 未超

量使用頻寬上限，則超量計數器(ci)可以歸零，並且
系統會針對該 IP 是否已經被降速而採取必要升速
措施。換言之，hi=min(hmax, hi/r), 0<r<1。如果 hi = 
hmax，則代表該主機已升速至起始速度，此時我們

可以將此 IP從限速表中剔除。 
 

3.3 實際範例 
 
我們架設了一台測試用的主機來驗證我們所提

出架構的可行性。我們在這部主機上架設了一個 
FTP 伺服器，然後透過網路中的其他台主機不斷地
從這台 FTP 伺服器上抓取資訊，以造成這部測試
主機過量使用網路頻寬的條件。經過 Netflow Data 
Collector 計算後發現該主機的行為異常，因此需降
速以限制頻寬。我們將降速的條件格式化後，傳送

給相對應的管理路由器上，再由路由器根據降速條

件執行相對應的降速動作。 
 
圖六是我們實驗結果的圖形輸出。圖六中的 Y

軸表示每十分鐘該主機的流入與流出量(藍色代表
流出量而綠色表示流入量)，X 軸則為時間。圖六
中的主機(IP:140.119.xx.xx) ，在 15:00 與 16:00 一
小時內不斷地流出資訊，平均每十分鐘的流量都大

於  400 MB(等於  400 * 8 * 10^6/600 = 5.33 
Mbps)，當我們所設計的系統發現這個狀況時，在 
16:00 通知相對應的管理路由器進行降速的動作。
從圖六看出該測試主機從 16:00 之後每十分鐘的
資料傳出量已經小於 25 MB ( 25 * 8 * 10^6/600 = 
0.33 Mbps)，這部主機的資料傳輸量已明顯地降低。 

 
4. 結論 
 
分散式流量統計的優點在於可以將接收到的

流量資訊計算分散到一個以上的主機，而不必侷限

於  Netflow 伺服器的運算能力，同時能夠降低
Netflow 伺服器的系統負載。除了減低系統負荷
外，也能較輕易做到異質性的資料分析工作；例

如，可以為特定網段或某一部主機，採取不同方式

的流量計算方式。這種分散式流量統計，對於流量

極大的區域網路中心而言，十分重要。它可以將所

串接的連線單位事先分類，然後分別將流量資訊傳

送到不同的  Netflow Data Collector 上作個別計
算，以避免因資訊量過大而發生無法即時運算的問

題。 
 
網管人員在面對使用者過量使用網路頻寬

時，除了將該超量主機隔離外，還可以根據需要即

時地降低該主機可以使用的頻寬。本論文便提出了

這樣一個即時降低流量上限的方法。網路存取的速

度在降速後會變慢，如果該主機的使用者此時也在

線上操作這部主機，他將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差異

性。這個作法的優點是讓該使用者在仍可上網的情

況下，透過網路瞭解自已經過量使用網路資源，並

且尋找解決之道。 
 
本文中所建立的分散式流量分析機制，是根據

來源端與目的地端的 IP 位址來分析流量，降速的
動作則交由路由器來執行。這樣的作法多少會加重

路由器的負載。由於需要被降速的 IP 是以存取表
單的方式交由路由器來循序執行，因此當表單越大

時，路由器的負載也會增加。所以如何決定一個適

合的表單大小，以不嚴重影響路由器效能，將是一

個有待後續實驗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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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狀況及連通記錄系統之建置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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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要偵測的網路節點(Router 或 ATU-R)及
WWW主機，每隔 5分鐘輪流送出 10個由小而大
的 ICMP ping 封包[1]，其 packet size 依序為
128,228,328.....1028 bytes，系統記錄回應數，並計
算其連通率(連通率＝回應數/10*100%)，即可秀出
連線狀況，接著利用 mrtg工具程式[2]，把網路節
點和 WWW 主機的連通率，分別當做流入量和流

出量，將結果輸出成為圖形化的連通記錄。 
本文描述台南市網如何建置連線狀況及連通

記錄系統(http://ping.tn.edu.tw/)，以及利用該系統搭
配 MRTG 和 NetFlow 系統，來協助下游連線單位
網路除錯的實際作法，供其他單位參考。 
關鍵詞：連線狀況、連通記錄、ping、mrtg。 
 
1. 前言 
 
民國 88年七月，中小學以 ADSL連上 TANet

以後，台南市網建置一套初期的連線狀況系統

(http://ping2.tn.edu.tw)，每隔 5分鐘 ping一次學校
的 atu-r、router、gateway、dns 等 IP ，將結果呈
現在網頁，做為網管老師或中華電信查修人員網路

除錯的參考。 
 
初期的連線狀況系統，對於市網的網路管理相

當有幫助，它提供了兩個即時資訊：(一)下游連線
單位的網路通不通？(二)如果不通，可能的斷點在
那裡？有了這兩個基本的即時資訊，市網就可以主

動來協助連線單位解決網路的問題。 
 
但是初期的連線狀況系統存在著以下的問題： 
 

1. 系統送出的 ping 封包，大小只有 28 bytes，當
網路上傳或下載接近滿載或網路連結狀況不佳

時，較小的 ping 封包仍可能可以正常通過，換句
話說，網路擁塞或網路品質不佳等狀況，有時無法

在系統中顯示出來。 
2. 系統去 ping的是 IP address，而不是主機名稱，
因此萬一連線單位的 dns掛掉，系統並不會顯示該
連線有問題。 
3. 系統只提供即時資訊，沒有圖形化的介面供管
理人員瞭解該線路長期的連線記錄，諸如出問題或

恢復正常的時間點、整體的線路品質… 等資訊。 
 

針對以上的三個問題，筆者嘗試去建置台南市

網新的連線狀況與連通記錄系統，可以有效彌補初

期連線狀況系統之不足，從 2002/4/4啟用至今，對
市網的網路管理幫助頗大。 
 
2. 原理與作法 
 
1. 系統送出 icmp echo request給遠端主機，如果遠
端主機回應正確的 icmp echoed reply，則系統判定
該遠端主機可以到達(reachable)。 
 
2. Perl[3,4]的 Net::Ping模組，可以讓系統送出不同
data size的 icmp echo request給遠端主機。如果輸
入的遠端主機不是 IP address，Net::Ping模組會先
去詢問 dns，將主機領域名稱轉換為 IP address，再
去執行 ping的動作。 
 
3. ping.pl程式設定讓 data size從 100 bytes開始，
每次增加 100 bytes，共 10次，再加上表頭之後，
也就是分別送出大小依序為 128,228,...1028 bytes
的封包給遠端主機。系統記錄遠端主機的回應數，

加以計算其連通率(連通率＝回應數/10*100%)，再
將結果輸出到網頁，輸出格式摘錄如表 1。 
 
4. 每隔 5分鐘， mrtg工具程式透過 getok.pl程式
取得當時的網路節點連通率、WWW主機連通率、
運作時間、設備名稱等四個值，當作一般 mrtg 工
具程式向網路設備取得的流入量、流出量、運作時

間、設備名稱等四個值，以此畫出每日、每週、每

月、每年的連通記錄圖表，輸出範例如下圖 1。 
 
忠義國小連通記錄 
上次統計更新時間: 2002八月 6日,星期二, 10:47, 
設備名稱 'tn_ping.9'，已運作時間: 25 days, 17:52. 
每日 圖表 (5 分鐘 平均) 

 
每週 圖表 (30 分鐘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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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圖表 (2 小時 平均) 

 
每年 圖表 (1 天 平均) 

 
 

圖 1. 台南市忠義國小連通記錄 
 
5. 以 ADSL連線為例，選擇 atu-r當作網路節點，
則連通記錄中的綠色區塊代表 atu-r的連通率，藍
線代表WWW主機的連通率。在網路並不擁塞的
狀況底下，如果 atu-r的連通率長時間未達到 100，
代表線路品質不佳；如果WWW的連通率低，則
可能是連線單位的 router、dns、WWW主機或是區
域網路有問題，應做進一步檢查。 
 
3. 工作平台與程式 

 
台南市網的連線狀況及連通記錄系統是一台

PC，配備為 PentiumIII-933 的 CPU、256MB 的
RAM、1顆 20GB的 IDE硬碟、一張 100Mbps的
Intel-82559 網 卡 ， 作 業 系 統 使 用 FreeBSD 
4.4-RELEASE[5]，程式使用 Perl來撰寫。 

 
主要程式 ping.pl和 getok.pl的流程如下： 

ping.pl－讀取檔案 hosts => 按照 hosts的內容輪流
去 ping網路節點和WWW主機 => 將回應結果輸
出到網頁，並記錄在 hosts.ok檔案。 
getok.pl－讀取檔案 hosts.ok => 比對編號 => 依
序送出網路節點連通率、WWW主機連通率、運作
時間、設備名稱等四個值。 

 
其中檔案 hosts 記載要觀察連線單位的編

號、網路節點及 WWW 主機的領域名稱等資料。

另有一小程式 cfgmaker.pl協助產生 mrtg工具程式
所需的設定檔，相關程式原始碼和 mrtg 工具程式
的安裝及使用方法等細節，稍做整理後，將會放在

http://www.tn.edu.tw/sammy/ping/setup.htm供參考。 
 
程式相當簡單，只存取檔案，並沒有動用到

資料庫，因此只要能執行 perl的平台應該都可以使
用。其中遇到比較麻煩的問題是，因為 perl 的
Net::Ping模組的 timeout設定，是在取得主機的 IP 
address 之後，才開始計時，所以一旦連線單位的
dns掛掉時間大於其設定的 ttl值，此時不管是否有
設定 timeout，程式均會停留約 1~2 分鐘等待 dns
的回應！成大電機所董仲愷先生[6]建議筆者使用
eval才解決了這個麻煩，請參考表 2摘錄的 ping.pl

程式中的”判斷回應與否子程式”。 
 
另外為了瞭解台南市網對外的連線狀況，筆

者選擇教育部、成大、HiNet、台南縣網等四個單
位來做市網對外的連線狀況與連通記錄。考慮外界

可能會判定每 5 分鐘送出 10 個不算很小的 icmp 
ping封包是個不當的行為，程式設定每次對外送出
的封包只增加 10 bytes，而不是 100 bytes。 

 
4. 結果 

 
4.1 對外 建置台南市網對外連通狀況之後，可以
只看一個網頁(http://ping.tn.edu.tw/out.html)，就瞭
解市網到成大、市網經成大到教育部、市網經成大

peering到 HiNet、市網經成大到台南縣網的即時連
線狀況，相當方便。附帶一提的是，系統建置初期，

發現台南縣網的 WWW 連通狀況不是很好，因此

建議縣網對區域網路做個檢查，後來負責維護縣網

的廠商有找出問題所在，於是縣網的連通率就幾乎

都是 100%了。類似的狀況也出現在台南市內部幾
個WWW連通率長期處於 70~90%的學校，可能的
話，這些學校都應該對區域網路做個檢查。 
 
4.2 對內 台南市網內部的連線單位都是以 ADSL
連上市網，主要出現的狀況有以下幾種： 

 
4.2.1 線路中斷 
成功國小在 8/8晚上 21:00左右斷線，至隔天上午
9:30重開 atu-r後恢復連線，其連通記錄如下圖 2 
 
成功國小連通記錄 
上次統計更新時間: 2002 八月 9 日, 星期五, 15:52, 
設備名稱 'tn_ping.7'，已運作時間: 28 days, 22:56. 
每日 圖表 (5 分鐘 平均) 

 
圖 2. 台南市成功國小連通記錄 

 
4.2.2 網路擁塞 
文元國小在 5/16上午出現連通率低的情況(圖 3)，
搭配即時流量分析(圖 4)來看，可以知道原因是流
出滿載造成網路擁塞。 
 
文元國小連通記錄 
上次統計更新時間: 2002五 16日, 星期四, 16:01, 
設備名稱 'tn_ping.115'，已運作時間:61days, 22:23. 
每日 圖表 (5 分鐘 平均) 

 
圖 3. 台南市文元國小連通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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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元國小即時流量分析 
上次統計更新時間: 2002五 16日, 星期四, 16:00, 
設備名稱 'TN_7513'已運作時間: 26 days, 23:14:00. 
每日 圖表 (5 分鐘 平均) 

 
圖 4. 台南市文元國小即時流量分析 

 
造成網路擁塞的原因很多，可能是主機被攻擊、被

入侵、中毒、放置不當資料供外界下載，也可能只

是正常存取的行為而已。因為台南市網已建置

NetFlow系統，接下來就可以針對異常的線路做進
一步的計算，筆者發現，大部份出現網路擁塞的學

校，都只是學校的一台主機的流量異常就會造成。

解決方法是找出異常的主機 IP，然後請學校網管
老師對該主機進行檢查。 
 
4.2.3 線路品質不佳 
龍崗國小在 7 月中旬~8 月將近三週的時間，出現
連通率低的情況(圖 5)，搭配即時流量分析(圖 6)
來看，可以發現其流量並不高，也就是網路並不擁

塞，在這種情況底下，出現 atu-r連通率低的現象，
就可以要求固網業者想辦法來改善。 
 
龍崗國小連通記錄 
上次統計更新時間: 2002 八月 8 日, 星期四, 18:07, 
設備名稱 'tn_ping.36'，已運作時間: 28 days, 1:16 
每日 圖表 (5 分鐘 平均) 

 
圖 5. 台南市龍崗國小連通記錄 

 
龍崗國小即時流量分析 
上次統計更新時間: 2002 八月 8 日, 星期四, 18:10, 
設備名稱 'TN_7513'，已運作時間: 49 days, 1:02:20. 
每日 圖表 (5 分鐘 平均) 

 
圖 6. 台南市龍崗國小即時流量分析 

 
4.2.4 其他 
atu-r連通率達 100%，但是WWW主機連通率低的
學校，其原因可能是學校的 router、dns、WWW主
機或是區域網路有問題所造成。 
 
如圖 1 所示，忠義國小的 WWW 連通率低，經查
是學校遭雷擊之後，router 和 atu-r 之間的連結、
WWW主機等兩個問題所造成。 

如圖 7所示，大港國小WWW將近一週無法連通，
經查原因是大港國小的 dns掛掉所造成。 
 
大港國小連通記錄 
上次統計更新時間: 2002 八月 8 日, 星期四, 18:12, 
設備名稱 'tn_ping.200'，已運作時間: 28 days, 1:21. 
每週 圖表 (30 分鐘 平均) 

 
 

圖 7. 台南市大港國小連通記錄 
 
 
5. 結論與建議 

 
網路出問題的原因很多，線路中斷、網路擁

塞、線路品質不佳、學校的 router 或 dns、WWW
主機甚至區域網路，都有可能會造成使用者連線的

困難，本系統最大的優點是能將存在上述問題的線

路即時以紅色標示出來，提醒管理人員去做進一步

的檢查。 
 
縣市網下游的連線單位很多，而且大部份的連

線單位都沒有網管人員的編制，只是由學校的一般

教師來兼任，一旦發生連線上的問題，常常不知道

如何處理。縣市網建置連線狀況及連通記錄系統之

後，一方面可以提供即時連線狀況的資訊，立即標

示出有問題的線路，如果再搭配 MRTG、NetFlow
等系統，就能儘快協助該連線單位找到原因來解

決；另一方面連通記錄也可以成為線路品質不佳的

証據，進而向固網業者要求改善。 
 
本系統對一個連線單位，每天送出的 icmp 

ping封包大約是 3 Mbytes，在寛頻網路的時代，這

個量並不會成為網路的負擔。建議各縣市網可以考

慮建置連線狀況及連通記錄系統，方便瞭解縣市網

對外、對內的整體網路狀況；教育部電算中心也可

以利用類似的方法，建置 TANet 骨幹線路各區網
之間的連通狀況，做為各單位網路除錯的參考。 

 
6. 參考文獻 

 
[1] 資訊工業策進會中文化部門譯, W. Richard 
Stevens原著, ”TCP/IP Illustrated, Volume1”, 
p85~p117, 和碩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台北, 1999. 
[2] The Multi Router Traffic Grapher (MRTG) is a 
tool to monitor the traffic load on network-links. 
(http://people.ee.ethz.ch/~oetiker/webtools/mrtg/) 
[3] 李 國 熙 譯 , Randal L. Scbwartz & Tom 
Cbristiansen Foreword by Larry Wall原著, ”Perl學
習手冊(Learning Perl 2/e)”, 美商歐萊禮 , 台北 , 
1999. 



 4 

[4] 李國熙、許建發譯, Larry Wall, Tom Christiansen 
& Randal L. Scbwartz 原著 , ”Perl 程式設計
(Programming Perl 2/e)”, 美商歐萊禮, 台北, 2000.  
[5]FreeBSD development team 
(http://www.freebsd.org) 
[6] http://turtle.ee.ncku.edu.tw/~tung/ 

 
 
 
 
 

 
 

表１. 台南市網內部連線狀況及連通記錄摘錄 

台南市網內部連通狀況  更新時間：2002年 08月 06日 09時 57分 
連通記錄 單位 ATU-R IP 連通率(%) WWW主機 連通率(%) 

1 民德國中 10.162.32.6 100 www.mtjh.tn.edu.tw 100 
2 建興國中 10.162.32.10 100 www.csjh.tn.edu.tw 100 
3 公園國小 10.162.32.14 100 www.gyes.tn.edu.tw 100 
9 忠義國小 10.162.32.34 100 www.cies.tn.edu.tw 0 

19 崇明國中 10.162.32.74 90 www.cmjh.tn.edu.tw 70 
34 省躬國小 10.162.32.130 100 www.sges.tn.edu.tw 100 
35 喜樹國小 10.162.32.134 90 www.ssps.tn.edu.tw 90 
36 龍崗國小 10.162.32.138 100 www.lgps.tn.edu.tw 100 
37 西門國小 10.162.32.142 100 www.hmps.tn.edu.tw 100 
38 漁光分校 10.162.32.146 100 www.yges.tn.edu.tw 0 

(www主機連通率區分為三種情況：100%、90%、80%以下；分別以綠色、黃色、紅色表示) 
 
 

表 2. 判斷回應與否子程式 
 

# check the node or host is reachable or not 
sub okornot() { 
my ($p, $ret, $evalerr); 
$p=Net::Ping->new("icmp",5,$_[1]); 
eval { 
   local $SIG{ALRM} = sub { die "alarm\n" }; # NB: \n required 
   alarm 5; # set eval timeout for 5 seconds 
   $ret=$p->ping($_[0],2); # thing to do 
   alarm 0; 
}; 
$evalerr=1 if ($@);                  # eval error, it means timeout 
$p->close(); 
 
if ($evalerr) {  # DNS timeout? 
   return(0); 
} elsif ($ret==0) { # host dead ? 
   return(0); 
} else { # ping ok 
   return(1); 
} # end if 
 
} # end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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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部目前正積極推動新世代寬頻骨幹網

路，使各級學校以更高速的頻寬連接至 TANet 骨
幹。為了有效利用新世代寬頻骨幹，防止不當的網

路行為，要求各級學校在申請加入之前，都必須完

成網路流量統計排行榜的要求。目前大專院校幾乎

都使用 Cisco 網路設備，許多網路流量統計軟體
也都是建構在其專屬的 netflow 機制上。對於規模
較小的中小學而言，它們沒有 Cisco 設備所提供
的 netflow 機制，所以這些軟體也都無法使用。如
果採用市售的流量統計軟體，高昂的價格也成為沈

重的負擔。再者，大部分的流量統計軟體都需要資

料庫的輔助，所以也需要功能較強的電腦才能勝

任。為了解決這些學校的流量統計需求，我們開發

了一套網路流量統計系統，它不需要太高的電腦效

能即可完成簡易的流量排行工作，也不需要使用 
netflow 的功能來搭配就可獨立完成，並且這套系
統完全不需要資料庫，僅需要作業系統及網頁伺服

器即可運作，因此幾乎所有常見的系統 (Linux、
FreeBSD、Solaris、Window 98/2000) 都可以使用。
本文中，我們除了說明整個系統的開發架構外，也

說明如何將此系統用於實際的流量統計。對於一些

急欲加入新世代寬頻骨幹的學校，只要按照本文的

說明進行網路流量統計系統的建置，即可達成教育

部所訂定的要求。 
 
關鍵字：網路流量、流量統計。 
 
1. 前言 
 
 為了提昇台灣學術網路的速度，並且希望能以

較低的成本獲得更高的頻寬，教育部放棄了原先的 
ATM 網路架構，改採  Gigabit Ethernet 為主的 
MAN 網路架構。其目標為大專院校都能以 
Gigabit Ethernet 的方式直接連上 TANet，而中小
學亦能以 Fast Ethernet 的方式連接。網路速度的
提昇固然得以節省使用者的傳輸時間，獲得更大的

使用效能，但相對地也更容易地傳遞不當資訊，產

生不當的網路行為。為了有效利用新世代寬頻骨

幹，防止不當的網路行為，教育部訂定了一些使用

規範及要求，各級學校必須完成這些規範及要求才

得以申請加入新世代網路骨幹。這個使用規範之立

意非常好，但是其中有二個要求卻不容易作到：一

是防治不當網路資訊，二是完成網路流量前三十名

統計排行。 
 
 對於教育部所訂定的要求，如果有具體的作法

或準則，各級學校都非常樂意配合。但是當此要求

是一項困難、甚至沒有完善的解決方案時，這個要

求只不過是增加各級學校網管人員的負擔罷了。例

如：對於不當網路資訊的防治，至今都沒有完善的

解決方案，也沒有徹底杜絕的可能。目前雖然已有

一些防治色情資訊的網路管制設備問市，但是這些

設備仍是以 URL 為主的過濾器，只能防治網頁的
瀏覽，對於一些非標準協定 (Port 80) 的地下網
站，就沒有過濾的效果。再者，如果沒有定時更新 
URL 的資料庫，也無法杜絕新增的色情網站。當
然，最大的問題仍然是經費的考量，這類商品的價

格大約都在數十萬元左右，對於中小學仍是個沈重

的負擔。如果僅是針對 URL 的過濾，其實是不必
採購這類的商品，只要使用 Squid Guard[6] 就可
以達到相同的功能，但哪些 URL 必須過濾、哪些 
URL 可以放行，這卻是問題所在。若是教育部能
提供不當資訊的網址，以及建置過濾機制的步驟，

相信各級學校都能完全配合。 
 
 同樣地，對於網路流量的統計，這個問題教育

部也沒有提供一個參考建置方案，必須讓各級學校

自行找尋解決辦法。目前已有部分大專院校完成了

網路流量的統計，也提供了網路流量統計的程式，

但是這些流量統計都是建立於一個前題下：使用 
Cisco 的網路設備並且使用專屬的 netflow 機制
作統計。如果學校沒有採用 Cisco 網路設備或者
該網路設備不提供 netflow 數據統計，這些程式就
沒有任何幫助。如果能提供一種簡單、通用的流量

統計建置方案供各級學校使用，相信各級學校也一

定樂於配合。 
 
 在 TANet 2001 研討會中，我們曾提出了一種
網路流量統計的建置策略[1]，該流量統計的前題就
是以通用為主要考量，不限定於 Cisco 的網路設
備，也不需要 netflow 的支援，一般的網路設備都
能使用。除了通用的考量外，歷史的追溯能力、任

意的統計區間、即時的報表產生是另外的訴求重

點，所以整個系統就變得較為複雜。如果只要完成

校內流量前三十名的統計排行，使用該程式的部分

1 



功能就得以完成。 
 
 我們把原來的系統作了大幅的簡化，僅針對主

機流量排行作統計，並且放棄了即時運算的能力，

改採背景定時計算、定時報表產生的方式，使得整

個系統變得非常單純。簡化後的系統對於硬體的要

求也更低，相對地也減低了建置成本。 
 
 為了讓中小學在進行網路流量的統計排行

時，能夠有個建置的參考依據，我們提供了一套簡

易型的網路流量統計建置機制，不僅提供整個系統

的原始程式，同時也提供各種平台的可執行檔。各

級學校只要按照本文的說明進行建置，都可以完成

流量排行的統計工作。 
 
 在接下來的章節裡，我們將說明建置網路流量

統計所採用的網路架構。整個程式的開發重點，我

們將在第三節說明，對於有興趣作進一步研究或開

發的人員得以更順利地接續工作。在第四節中，我

們將一步步地說明系統設定步驟以及參考的設定

範例，網管人員只要按此步驟就可以完成網路流量

的統計排行。最後，我們在第五節中作簡單的結論。 
 
2. 網路架構 
 
 我們的網路流量統計系統是採用封包擷取的

方式，計算出實際的網路流量。這種方式與傳統的

網路監聽技術一樣，都需要將封包擷取系統直接連

接在網路上。如果要統計學校對外的網路流量時，

就必須放置於學校對外出入口。一般中小學典型的

網路架構如圖 1 所示，此時可以加裝集線器以Ｔ
接的方式接上封包擷取系統 (如圖 2)。或者，如果
所使用的 Core Switch 具有 Span (Switched Port 
ANalyzer) 功能時，也可以利用 Span 功能將封包
重導至 Monitor Port，讓封包擷取系統直接讀取網
路封包 (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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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典型的校園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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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利用集線器連接網路流量統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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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利用 Switch 的 SPAN 功能連接網路流量

統計系統 
 
 須注意的是，圖 2 的連接方式一定要使用集
線路，不可以改用 Switch，否則網路流量統計系
統將無法讀取網路傳輸封包。 
 
 擔任網路流量統計系統的電腦硬體要求並不

高，只要一般等級的電腦加上一張網路卡即可。軟

體方面也只需要安裝一般的作業系統  (Linux、
FreeBSD、Solaris、Windows98/2000) 及網頁伺服
軟體 (如 Apache)。記憶體的需求也不大，64MB 
應已足夠一般中小學的使用環境 (如果校內大量
使用 Private IP，則需要較大的記憶體)。至於硬碟
的容量，如果只保持七天的記錄資料，一顆 3GB 
的硬碟都已足夠放置整個系統及統計資料。 
 
 我們的系統共分為二部分，一個是封包擷取系

統，隨時監聽網路傳輸，並且以一分鐘為一個統計

單位，將每分鐘的統計結果寫入硬碟的檔案中。另

一個是資料統計系統，以定時的方式在背景計算，

將置於硬碟的統計資料作累計及排序，再將結果以 
HTML 格式的檔案置於網頁目錄中。 
 
3. 系統架構 
 
 要從網路上擷取封包並不是件困難的事，只要

利用 libpcap[2] 程式庫即可輕易達成。該程式庫原
先是在  Unix 系統發展，現在也已經移植到 
Windows 平台[3]，使得封包擷取系統的開發變得
更為容易，也具有更高的可移植性。 
 
 抓取到網路封包後，我們就應該針對 Layer 
2、Layer 3、Layer 4 的通訊協定進行封包分析： 
1. Layer 2 封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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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我們只關心學校至  TANet 的網路封
包，而這些封包絕大部分的型態都是 Ethernet 
Version 2，所以我們只需要把 Type 0800 的封
包讀取即可。至於 ARP、RARP 封包並不會
造成 TANet 的流量，可不予理會。 

2. Layer 3 封包分析： 
 在絕大部分的情形下，學校至 TANet 的網路
封包都是 TCP/IP 傳輸協定，為了簡化問題，
我們也只讀取這部分的封包。在分析之後，可

以得知該封包的型態 (TCP、UDP、ICMP) 以
及來源位址 (SrcIP) 與目的位址 (DstIP)。 

3. Layer 4 封包分析： 
 如果所得到的封包是 TCP 或 UDP 封包，就
可以再進一步取得該協定的通訊埠號 
(SrcPort、DstPort)。 

 
 根據上述封包的分析，我們可以整理出下列的

表格 (如表 1)： 
 

表 1. 網路流量統計表 
流

水

號 

封

包

型

態 

校

內

電

腦 
IP 

校

內

電

腦 
Port 

校

外

電

腦 
IP 

校

外

電

腦 
Port 

流

入

量 
Bytes 

流

出

量 
Bytes 

流

入

量 
Pkts 

流

出

量 
Pkts 

1          
2          
3          
⋯          

 
 每當我們抓取一個網路封包時，就將結果填入

表格： 
 
1. 封包型態可區分為 ICMP、TCP 及 UDP，其
它型態的封包則可以忽略。 

2. 按照學校所分配的網路位址作為範圍，若網路
封包的來源位址或目的位址屬於學校所配置

的位址範圍，即視為校內電腦，否則即為校外

電腦。 
3. 每一個封包都會產生一個 Packet 的流量及若
干 Bytes 的流量，至於該流量屬於流入量還
是流出量，就按照封包來源位址及目的位址作

判斷： 
 (1) 若來源位址是校內電腦且目的位址是校

外電腦，屬於流出量。 
 (2) 若來源位址是校外電腦且目的位址是校

內電腦，屬於流入量。 
 (3) 若來源位址與目的位址均屬於校內電

腦，此屬於內部流量，可不予計算。 
 (4) 若來源位址與目的位址均屬於校外電

腦，此情形不應該發生 (亦不予計算)。 
4. 填入資料時，按照封包型態、校內電腦 IP、
校內電腦  Port、校外電腦  IP 及校外電腦 
Port 作依據，若五個欄位都相同時，則把流量

加入相對的欄位，否則就建立一筆新的資料

項。 
 
 上述表格會隨著時間而增長，為了保持良好的

效能以及統計的精確度，最好不要將統計時間拉得

太長。建議可以以一分鐘為單位，將每分鐘的統計

結果寫入檔案中，這樣統計的表格就不會過大。由

於我們完全不使用資料庫，所以上述表格必須以 C 
語言的「結構」或 Pascal 語言的「紀錄」留存於
記憶體中。為了提高效能，建議採用「高度平衡二

元樹」作為表格的增加與累計。 
 
 如果要簡化程式，也可以將表一作些刪減 (如
表 2)： 
 

表 2. 簡化後的網路流量統計表 
流水號 校內電腦 

IP 
流入量 
Bytes 

流出量 
Bytes 

流入量 
Packets 

流出量 
Packets 

1      
2      
3      
⋯      

 
 簡化後的表格只保留校內電腦 IP 位址作為
索引欄位。由於學校所分配到的 IP 位址不多，表
格的處理也變得非常容易，只要建構一個固定大小

的陣列，每個校內電腦 IP 位址都配置一個資料
項，就可以快速地將統計資料累計到表格中。如此

即可省去「高度平衡二元樹」的撰寫，又可提高整

個程式的執行效能。 
 
 至於要採用表一標準型式的流量統計方式，還

是要採用表二簡化後的流量統計方式，則有不同的

考量重點。簡化後的統計方式可以讓程式變得非常

簡單，開發時程可以縮短，也可以使用更低階的電

腦來執行，但是缺點是所提供的訊息較少，只能完

成校內電腦的流量排行。如果僅要完成教育部所指

定的要求，使用這項簡化後的統計方式就已足夠。

反之，使用標準的統計方式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開

發程式，困難度也比較高，但相對地可以提供較多

的資訊，不僅可以提供校內電腦的流量排行，也可

以提供網路協定分佈、校內外主機互傳排行⋯等重

要資訊。 
 
 我們可以利用系統的 Cron Table 以定時的方
式啟動資料統計系統，把先前所收集到的資料作整

理與統計，再將結果以 HTML 的格式輸出。 
 
 統計時，只需給予統計的起訖時間，統計程式

就自動到檔案堆裡讀取相對應的統計檔，並進行表

格的合併。由於這部分屬於背景程式，沒有 
Real-Time 運算的壓力，所以可以很單純地一個個
檔案進行累加。這種統計方法雖然不是很理想，但

是對於每日排行、甚至每週排行都已足夠。 

 3 



 
4. 建置範例 
 
 按照上述的原理，我們撰寫了二支程式：

recorder 與 reporter，分別用來處理封包的擷取及
資料的統計。在使用彈性的考量下，我們提供了一

個設定檔以滿足不同的使用需求。為了方便系統的

安裝，我們也提供了各種平台的 tar ball 檔案，供
使用者直接安裝。以下，我們就以 Linux 系統為
例，說明如何建置一套簡易型的網路流量系統。 
 
4.1 系統安裝 
 
 系 統 安 裝 非 常 簡 單 ， 只 需 要 在 
/usr/local/nm-lite/ 目錄下解開 tar ball 即可，參考
指令如下： 
 
 mkdir -p /usr/local/nm-lite 
 cd /usr/local/nm-lite 
 lynx 
http://cc.shu.edu.tw/~nm/download/nm-lite-lin
ux-1.1.1.tar.gz 
 tar -xvzf nm-lite-linux-1.1.1.tar.gz 
 

4.2 系統設定 
 
 在  /usr/local/nm-lite/etc/config.nm 檔案中具
有許多設定項目，其參考內容如下： 
 
[global] 
recording_dev  = eth0 
log_dir  = /usr/local/nm-lite/log 
raw_dir  = /usr/local/nm-lite/spool/raw 
realm   = 10.0.0.0      ~ 10.255.255.255 
realm   = 172.16.0.0    ~ 172.31.255.255 
realm   = 192.168.0.0   ~ 192.168.255.255 
realm   = 192.192.148.0 ~ 192.192.159.255 
vip    = 10.0.0.0       ~ 10.255.255.255 
vip    = 172.16.0.0     ~ 172.16.255.255 
umask_dir  = 0700 
umask_file  = 0600 
TopN    = 30 
field_inbyte  = on 
field_outbyte  = on 
field_totalbyte = off 
field_inpacket = on 
field_outpacket = on 
field_totalpacket = off 
field_avg_inbyte = on 
field_avg_outbyte = on 
field_avg_totalbyte = off 
table_sort_inbyte = on 
table_sort_outbyte = on 
table_sort_totalbyte = off 
table_sort_inpacket = off 
table_sort_outpacket = off 
table_sort_totalpacket = off 
table_sort_ip = off 
report_title = <head> 
report_title = <title>世新大學網路流量統計</title> 
report_title =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big5"> 
 report_title =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tyle.css"> 

 report_title = </head> 
 report_title = <h1>網 路 流 量 統 計 
 report_title = <img 
src="http://cc.shu.edu.tw/cgi-bin/Count.cgi?df=nm-l
ite-general.dat|comma=T|chcolor=T" 
align=abscenter></h1> 
 
 現在針對各項參數作細部說明： 
1. recording_dev 
 指定抓取封包的網路卡介面名稱。這個介面卡

的名稱就是由 ifconfig 指令所顯示出來的界
面 (不含 ip-alias 虛擬界面)。在 Linux 系統
中，第一張網路卡名稱即為 eth0。 

2. log_dir 
 指定系統紀錄檔的目錄。程式執行時如果遇到

問題 (如檔案毀損)，就會將結果輸出於這個目
錄中。 

3. raw_dir 
 指定原始紀錄的存放目錄。這個目錄也就是封

包擷取程式所產生的統計資料檔，會按照

「年、月、日、時」的方式建立子目錄，再把

每分鐘的統計檔案放在相對應的目錄中。 
4. realm 
 指定學校所使用的 IP 範圍。如果學校所配置
的 IP 位址不是連續的範圍，就以多個敘述來
指定。若學校校內同時啟動 Private IP，本程
式也可以將其紀錄下來。 

5. vip 
 指定不列入統計項目的 IP 範圍。或許某些特
別人物或某些特定因素不能將某些 IP 列入
統計時，就利用此參數把該 IP 位址的流量過
濾掉。 

6. umask_dir 
 指定資料目錄的存取權限。在產生原始紀錄檔

案時，建立目錄所使用的 umask。 
7. umask_file 
 指定資料檔案的存取權限。同上，但此處為檔

案的 umask。 
8. TopN 
 指定報表的輸出量。也就是產生排行榜的數量 

(0 代表無限制)。 
9. field_xxxxxx 
 指定各欄位的輸出與否。我們提供了 Bytes、

Packets 的統計，包含流入、流出及總量、平
均量等資訊。 

10. table_xxxxxx 
 指定各表格的輸出與否。這是按照不同欄位排

序後的輸出結果。 
11. report_title 
 可修改輸出報表的表頭。利用這個功能，可以

讓報表具有不同的背景或外觀。 
 
4.3 啟動封包擷取系統 
 
 啟動封包擷取系統的方法非常簡單，只要鍵入

「/usr/local/nm-lite/bin/recorder -b」即可。其中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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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代表以 daemon 執行。為了讓系統開機後也能
自動載入執行，請將上述指令加入 /etc/rc.d/rc.local 
檔案尾端。 
 
4.4 啟動資料統計系統 
 
 在  /usr/local/nm-lite/bin/ 目錄下的  reporter 
程式可以將流量紀錄檔整理成 html 檔案輸出，可
以使用「reporter [5min | 10min | hour | day | week | 
month | year]」來統計最近五分鐘、十分鐘、一小
時、一日、一週、一個月、一年的統計結果，也可

以使用「reporter starting_time ending_time」來指定
統計的起訖時間。 
 
 我們可以利用「 crontab -e」來編輯  Cron 
Table，讓系統固定每五分鐘、一小時、一日、一
星期都更新一次，其內容如下： 
 
1,6,11,16,21,26,31,36,41,46,51,56 * * * * 
/usr/local/nm-lite/bin/reporter hour > 
/usr/local/nm-lite/html/hour.html 2>&1 
1 * * * * /usr/local/nm-lite/bin/reporter hour 
> /usr/local/nm-lite/html/last-hour.html 2>&1 
1 * * * * /usr/local/nm-lite/bin/reporter day > 
/usr/local/nm-lite/html/today.html 2>&1 
1 0 * * * /usr/local/nm-lite/bin/reporter day > 
/usr/local/nm-lite/html/yesterday.html 2>&1 
1 0 * * * /usr/local/nm-lite/bin/reporter week 
> /usr/local/nm-lite/html/week.html 2>&1 
1 0 * * 0 /usr/local/nm-lite/bin/reporter week 
> /usr/local/nm-lite/html/last-week.html 2>&1 
 

4.5 建立流量網頁 
 
 請在系統的網頁目錄下，以 symbolic link 在
主 網 頁 目 錄 下 建 立  lite 鏈 結 ， 指 向 
/usr/local/nm-lite/html 目錄，然後在該目錄下建立 
index.html 檔，內容如下：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big5"> 
<title>世 新 大 學 網 路 流 量 排 行 榜</title> 
</head> 
<body bgcolor=#EBC79E> 
<h1>世 新 大 學 網 路 流 量 排 行 榜</h1> 
<ul> 
<li><a 
href="http://nm.shu.edu.tw/lite/hour.html">最 
近 一 小 時 排 行 榜</a> (每 五 分 鐘 更 新) 
<li><a 
href="http://nm.shu.edu.tw/lite/last-hour.htm
l">前 小 時 排 行 榜</a> (每 小 時 更 新) 
<li><a 
href="http://nm.shu.edu.tw/lite/today.html">
最 近 一 日 排 行 榜</a> (每 小 時 更 新) 
<li><a 
href="http://nm.shu.edu.tw/lite/yesterday.htm
l">昨 日 排 行 榜</a>  (每 日 更 新) 
<li><a 
href="http://nm.shu.edu.tw/lite/week.html">最 
近 一 週 排 行 榜</a>  (每 日 更 新) 

<li><a 
href="http://nm.shu.edu.tw/lite/last-week.htm
l">上 週 排 行 榜</a>  (每 週 更 新) 
</ul> 
 
4.6 系統測試 
 
 在 啟 動 封 包 擷 取 系 統 之 後 ， 於 
/usr/local/nm-lite/spool/raw/ 目錄下就會產生「年、
月、日、時」的子目錄，並且在最底層的子目錄會

以每分鐘的速率產生流量統計檔案。另外，在 
/usr/local/nm-lite/html/ 目錄內也會以五分鐘的速
率更新網頁檔案。在產生網頁檔案後，就可以使用

瀏覽器去觀察流量統計的結果 (如圖 4)。 
 
 由於我們的流量統計系統採用封包擷取的方

式進行統計，或多或少都會有封包漏失的情形，只

要封包漏失的情形不算大，都算是合理的範圍。若

要測試封包的漏失量，可以使用另一台電腦以 
Sniffer[5] 軟體進行比較，以判斷其資料的差異
性。或者，也可以使用 MRTG[4] 的流量統計圖作
為比較，看看流量大小的曲線是否合理。 
 
 在進行比較時，須瞭解不同系統的一些差異

性，例如：我們的系統只統計校內通往校外的交互

流量，校內電腦互傳所產生的流量不納入統計。如

果使用 Sniffer 或 MRTG 的流量統計，則可能將
所有的網路流量都納入計算。另外，不同系統對於

網路封包的長度計算方式可能也不太一樣，例如：

是否以 Layer 2 的封包長度作計量，還是以 Layer 
3 的封包長度作計量？若以 Layer 2 的封包長度
作計量，其封包表頭及表尾的 CRC 檢查碼是否納
入計算？若以 Layer 3 的封包長度作計量，是否只
計算 Payload 長度，還是連同表頭一起計算？不
同計算的基準都會造成計算上的差異。 
 
 本校目前使用一台 Pentium III 700MHz 的電
腦作為流量統計系統，該電腦主要負責即時的流量

統計運算，所以系統效能要求比較高，配有 1GB 
的記憶體及 70G * 2 的硬碟。我們在該電腦上順
便執行這套簡易型的網路流量統計系統，一切都非

常順利。本校所配置的 IP 範圍共有 12 個 Class 
C 網段，並同時啟用 16 個 Class B 網段，所以 IP 
範圍並不算小。 
 
 目前我們僅完成 T1 的連接測試，並且已正試
上線使用，更高的速率則因為缺乏適當的環境無法

進行。但是根據使用的經驗判斷，這樣的系統就算

用於 Fast Ethernet 的環境下仍是游刃有餘。至於
在 Gigabit Ethernet 的環境是否仍能正常的運作，
這就是個未知數。如果真的無法應付，我們將考慮

採用階層式的統計架構來解決這個統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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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簡易的網路流量統計結果 
 
4.7 歷史回溯與系統維護 
 
 由封包擷取系統所產生的每分鐘統計資料會

存放於 /usr/local/nm-lite/spool/raw/ 目錄下，這些
資料並不會自動刪除。保留這些資料的主要目的是

為了提供歷史回溯的功能。如果網管人員有需要，

隨時可以使用  reporter 程式對歷史資料進行統
計。除了流量統計之外，網管人員還可以利用這些

資料作進一步的分析，以得到更多、更有用的資

訊。當然，如果網管人員不需要保留歷史資料，也

可以自行設定 Cron Table，定時將過期的資料刪
除。 
 
5. 結論 
 
 我們所開發的簡易網路流量統計系統只需要

使用一台普通的個人電腦就得以完成，其硬體配備

也不用太高，非常適合於中小學的校園環境使用。

網管人員只要按照本文的建置範例進行建置，就可

以完成教育部所訂定的網路流量統計排行的要

求。對於有進一步研究興趣的人員，我們也提供了

系統開發的相關資料，並且提供原始程式[7]，相關
人員可以藉由這些資訊作更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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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可 程 式 控 制 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使用軟體程式替代硬體配線，無論在硬
體成本、用人成本及維護管理上都佔有相當大的

優勢。本論文以可程式控制器(PLC)為控制平台，
透過網路達到遠距量測與監控。文中描述如何將

PLC透過 TCP/IP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 
Internet Protocol)在網際網路(Internet) 作遠距控
制，以檔案傳輸協定(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 
作遠距離線量測，以 RS485 在廠區內作分散控
制。透過網際網路解決空間的限制，可以更有效

的進行資源整合，應用 PLC穩定、易用且經濟的
特性，不管提供協助研究實驗設備之實際量測及

推廣到工業用途，將 PLC的應用邁向更新里程。
本文架構不在系統具有何功能，而是要強調在以

模組的建構達到遠距整合功能，使此技術應用的

擴散更具效益，對產業的貢獻更為直接。 

關鍵詞：PLC、TCP/IP、FTP、分散式，遠距量
測、網際網路。 

1、前言  

隨著機械和其它設備在工廠自動（Factory 
Automation）領域中，多種整合快速變化的影響，
設計省時、省力、自動化的控制是必然的趨勢。

在自動控制領域裡，目前以 PLC為主要控制器居
多，其由單機控制、多機連線再到遠距整合控制，

要達到的目的不變，但所使用的方法卻日新月異。 
因此 PLC 透過網路連結以整合電腦管理在區域
網路型的工廠與辦公室、大樓樓層間，或在網際

網路作跨縣市連線、甚致兩岸三地間，作公司與

工廠現場資訊蒐集即時監控[10]，以達運籌管理

系統整合，在網路化時代此需求將會日趨迫切。

由於受到設備對外連接界面不一，如何蒐集製造

現場的生產資訊一向都為企業工廠管理的禁區。 
遠距監控與 PLC 應用的文獻回顧方面，

D.Kolokotsa[1] 利用 PLC 與 PC 及區域網路連
結控制遠端建築物之能源分配，D.J. Dougall [2] 
用 PLC 及 個人電腦連結及一些簡單的應用，
Alison Hart [3] 描述倫敦相當深且量大的地下水
源使用 PLC 控制幫浦群之實際用途。W. Hu, A.G. 
Star and A.Y.T. Leung[4] 提出兩種有關 PLC控制
器偵錯裝置，T. F. Al-Khudairy [5] 設計 VMEbus 
之可程式控制器。 
本文 PLC 網路控制即在建構此以通訊為主

的分散式介面，此介面乃強調模組化，將集中式

的配線假構改變成分散式的省配線模式，再轉換

成上網模式，以達分散式 PLC和網際網路連結，
致使 PLC 迅速將製造現場的資訊透過網際網路
送到公司的資訊管理系統。PLC以 RS485為多機
連線，透過乙太網路上網(Ethernet)與 PC 結合，
經 TCP/IP 功能達到遠距類比量測(AD)，使區域
自動化控制達到網際網路監控功能[8]；此應用在
網路化時代將會日趨成熟，更為廣泛，而促其達

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為模組化，也就是簡單化、專

業化及低價化。 
 
2、PLC簡介   

在歐美國家早期的自動化機械，其控制部

門，是由繼電器、按鈕開關、計時器、計數器及

感測開關等所構成，以達到控制目的。但是大約

在 1968年美國最大的汽車工廠，推出的汽車款式
愈來愈多，在生產線上，為應付各種款式的控制，

其控制器經常面臨需要修改的情況，而且計時器

或計數器也無法達到同步操作，有鑑於此，便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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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可程式控制器，英文原名為（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簡稱 PLC，用來取代傳統繼電
器控制配電盤，配電盤控制是傳統的控制方式之

一，其動作要求利用配線將控制元件與驅動機構

一邏輯關係結合在一起，以達到控制與驅動目

的，配電盤控制器設計上極為方便、簡潔，然而

對於功能要求稍複雜或動作要求稍多，傳統配電

盤方式控制器將會因大量的配線而顯得體積龐大

及無效率，同時成本增加維修亦困難。因此，如

何將汽車生產線自動化，開啟電腦除了商業、科

學外的另一個重要用途。 
歸納電腦可程式控制器所提供的優點： 

1. 以軟體程式替代硬體配線易於設計及修改。 
2. 控制器大部分由軟體程式取代維護檢修容易。 
3. 對於惡劣環境使用具有較高的可靠性。 
4. 體積與所佔的空間較小。 
5. 可電腦連線做訊息傳遞及資料收集。 
而可程式控制器是一種數位電子裝置，使用

記憶體儲存程式指令，用以執行邏輯、順序、計

時、計數及算數等控制機械或程序的特定功能。

經由數位、類比輸出/輸入模組控制各種各式的機
械或流程。由於微處理器技術進步，可程式控制

器加入了人機介面功能、演算與通信功能等，使

可程式控制器更彈性化與功能化，也由於 COMS
的技術不斷的進步，記憶體容量的增加，於是程

式控制（Process control）的工廠亦大量使用可程
式控制器，並與電腦連線，結合圖控系統，作更

完善的監控系統圖面。 
可程式控制器的設計不僅省去繁雜的配線工

作，同時也讓控制器的設計工作性質起了很大的

變化。我們從表一可程式控制器與傳統繼電器控

制盤功能比較即可看出端倪。 

3、TCP/IP網路在 PLC分散量測上應用 

3.1 集中式 PLC配線 PC監控     

在圖 1 中所建構的是一般架構 PLC 連接機
台、馬達、感應器等，以 RS232連接人機操作界
面，再經 RS232與上層電腦(如個人電腦，PC)做
資料收集交換。在多台設備互動式控制時，會以

大型 PLC 為主控，或以多台中型 PLC 經 PC 作
PLC間批次命令互傳執行的工作。若將圖 1集中
配線式的架構改以如圖 2. 分散式 PLC網際網路
量測監控除了達到圖 1功能外，其應用的領域更
為擴大，而在軟體應用技術上更為簡單且在硬體

成本方面會更低 (價格是與三菱 PLC 系統及

CC-Link模組比較)。   

3.2 分散式 PLC網際網路量測監控       

圖 2 的 PLC控制量測乃是要以 PLC為主控
制平台，採 RS485(以一對多的通訊架構)分散式
架構控制下一層的連接設備，以 RS232(非平衡訊
號以一對一通訊)連接 e-Scope 控制器(為一台具
FTP-Server 功能、6 個曲線視窗的類比資料收集
器)以取得其類比量測資料作為 PLC 內的控制參
數；PLC再將內部資料透過 e-Scope的 FTP-Server
功能給網路上其它電腦下載。 

3.2.1 PLC對下層通訊控制   

PLC對下層以RS485對分散模組作類比量測
(AD)與數位輸出入(DIO)控制，每一分散模組均
有其通訊位址(稱 ID)，各分散模組間均以二線式
並接連接到 RS485 主控器，RS485 主控器以
RS422(平衡訊號以一對一通訊)連接 PLC。PLC
採用三菱 FX2N 16MR機型[6] [7]。 

3.2.2RS485主控器 

RS485主控器主要機能為主動將PLC內的控
制結果依 PLC 記憶體位置轉送到各分散模組
内，再將各分散模組的類比輸入值、數位輸入狀

態依 ID值存入對應的PLC記憶體位置，如此PLC
即可獨立執行內部程式，控告週邊的分散模組，

而不用寫任何通訊程式。 

3.2.3分散模組   

此模組可由 AD 模組與 DIO 模組組成。AD
模組為研華公司的 ADAM400 系列產品[10]，可
選用溫度輸入模式(感應器為 Pt-100、Pt-50,T/C)、
電壓輸入、4-20mA 電流輸入。DIO 模組為易訊
公司的省配線 IO模組，可為 8 Input/8 Output或
24 Input/24 Output。若分散模組間無法配線，而
現場有乙太區域網路線，則也可以用串列連網器

(RS232/RS485轉 Ethernet)連接即有網路系統，使
原有RS485資料透過區域網路與遠端RS485分散
模組通訊。 

3.2.4串列連網器    

此模組的功能是將 RS232、RS485、RS422
的訊號轉成 Ethernet 訊號，在區域網路上階通訊
協定可選用 TCP/IP 或 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協定[9]，此模組採用四零四科技公司的
DE311產品，其在 Ethernet訊號端通訊速率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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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 或 100M bps(baud per second)。此 DE311可
具有點對點通訊(Pair Connection mode)、主從通
訊(Client/Server mode)，或主機模式(Host mode)。
本文架夠採用 Pair Connection mode，故需一次用
二台 DE311，此模式只是利用即有區域網路的線
路設備，對二台分散模組間的資料通訊是完全透

通的。 

3.2.5 人機界面    

為一台觸控式螢幕，在其螢幕上設計圖型按

鍵等元件畫面，將此圖示元件與所連接的 PLC的
記憶體狀態作對應，利用 RS232的通訊達到控制
的操作面板功能。此採用 Pro-face 的 GP-2301S
機型。 

3.2.6 PLC連接 e-Scope     

PLC 再以 RS232 連接一台類比資料記錄器
(e-Scope)。e-Scope為一台可獨立運作的類比訊號
記錄器，可以把量測的 AD 資料傳入 PLC 內，
e-Scope亦為一台類比資料收集的 FTP-Server，可
供網路上使用者登錄下載即時量測資料。e-Scope
除了具有傳統紙張畫筆式記錄器功能外，還有 6
個趨勢圖螢幕顯視窗，取代記錄器的筆與紙，可

對量測資料依年月日時分秒記錄量測值作存檔，

或即時列印。對所設定的量測值過高或過低可以

經數位輸出(DO)作控制而達到自動回授控制。在
網際網路功能上，使用者在登錄 e-Scope 
FTP-Server 時，以檔案方式觸發所指定的量測通
道(AD Channel)存檔再作即時下載功能。e-Scope
與 PLC連線上，PLC程式師可將 e-Scope當作一
台分散式 AD 模組，不用寫連接程式即可讀取
e-Scope各通到 AD值。PLC亦可將內部資料透過
e-Scope，將資料存檔在 FTP-Server的 IC式硬碟
內，再以 FTP功能傳送給登錄的電腦。在網際網
路的遠端監控電腦就可以FTP功能將本系統的資
料完全整合。此 e-Scope 模組為易訊網控公司的
DL201產品。 
 

3.2.7 TCP/IP   

在 e-Scope 或串列連網器連接區域網路、網
際網路時均採用 TCP/IP協定，因 TCP/IP採連線
導向的協定，能確保資料在不穩定的網路通訊中

安全的把資料傳達另一端。此協定機制對自動化

的工業控制是非常重要的，自動控制講究穩定與

時效；不像以人操作的界面可由人判斷通訊成功

否，可在通訊失敗時再次操作。 
4、結論   

以 FX2N PLC 為例，就控制軟體開發角度，
FX2N PLC 原廠已提供非常完善的工具與擴充
週邊模組，但在硬體的分散模組與連接網際網路

上均較為專用封閉，以過去到目前此類產品所訂

價位與電腦週邊比較均高出數倍之多；而 PLC軟
體語言比起電腦語言(如 C，VB，DELPHI)均非
常容易且 PLC核心系統穩定。因此就軟體開發與
人才訓練以 PLC 軟體系統為主，硬體以 PLC 為
主控平台，在網路通訊模組上採用工業用電腦週

邊模組。如此在 PLC分散量測系統應用推至網際
網路上，即可達到開發容易，擴接具彈性，建構

成本低；在推廣上因人才獲得容易，對產業應用

就更具擴散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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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可程式控制器與傳統繼電器功能之比較 

可程式控制器 傳統繼電器控制盤 
1.控制內容彈性大 
2.配線少、體積小、可靠度高 
3.設計及製作時間短、維護檢修容易 
4. 可電腦連線及自動化 
5.需累積經驗較少 
6設計容易統一、標準化 
7可預作運轉模擬、修正檢查 
8需較高級控制技術基礎 
9程式化設計，製作成本幾乎不隨功能 
複雜而增加 

1.不易更改設計 
2.配線多、體積大、可靠度低 
3.設計及製作時間長，量產、檢修較麻煩 
4. 不易電腦連線及自動化 
5有豐富經驗者較佳 
6設計不易統一、標準 
7無法預作運轉、試車 
8只需簡單控制技能即可 
9. 開發、製作成本隨功能複雜急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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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PLC集中式 PLC配線 PC監控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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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在於探討網路拓樸探索界限問題，並提

出可能之界限規則來設計網路拓樸探索演算法，以

進行網路拓樸探索界限機制之研究。近年來，已有

一些學者提出有關網路拓樸探索方式，然而我們發

現這些現有的網路拓樸探索方式缺乏有效的界限

機制來規範正確的探索範圍，導致網管人員所得到

的網路拓樸是一個部份殘缺或多餘累贅的情況，也

因此增加了網管工作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因此，本

研究依據常見網路架構之特性提出三個有效的界

限機制，用以改進目前網路拓樸探索方式，以增進

探索程式的執行效率與探索範圍的正確性。 
關鍵詞：網路拓樸探索、界限機制、網路管理 
+
本篇論文之研究由國科會計劃補助，計劃編號： 

NSC 90-2213-E-260-026-. 

Abstract 

     In the recent years, several network topology 
discovery algorithms have been proposed.  However, 
we found that these network topology discovery 
algorithms did not consider how to precisely bound 
the discovery only within the networks interesting for 
the network administrator.  As a consequence, the 
discovered topology information is usually only parts 
of networks to be managed. The discovered topology 
information may contain a lot of redundant and 
useless networks and nodes beyond the managed 
network. Considering the common topology features 
of most existing networks, we will propose three 
boundary rules as follows: (1). Domain boundary (2). 
LAN/WAN boundary (3). IP address exclusive 
boundary.  Based upon the above boundary rules, we 
will propose some more efficient network topology 
discovery algorithms. Our algorithms have the 
advantage to precisely bound the discovery area. 
Keywords: topology discovery, boundary, network 
management 
 
1.前言 

由於網路的快速成長，網路的互連日趨複雜，

使得網路變的愈來愈龐大，而網管人員有責任去維

護網路設備的正常運作，以維持網路的服務品質。

但面對如此龐大且複雜的網路環境，要能有效管理

網路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因此如何去得到一個

適當的網路拓樸資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傳統的網路拓樸探索方法利用 ICMP（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1]通訊協定，對某一網

域的節點利用 Ping的方式來詢問其是否存在，並不
斷對網域的每個節點重複執行 Ping這個動作，將正
常運作的節點記錄下來以描繪出網路的拓樸架

構。此種方式雖可把網路探索出來，但所花費的時

間成本卻非常多。因此一般拓樸探索程式均會利用

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2]
到已知的網路設備去讀取與網路拓樸相關的資

訊，主要包括 SNMP 網管資訊庫（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MIB）[3]中的路由表（Routing 
Table），藉由路由表的路由資訊，可以一步一步去
了解子網路的存在與其連結情形。 
  利用SNMP 進行網路拓樸探索並非創新的觀
念，然而現有的網路拓樸探索方式卻沒有深入探討

如何提供一個有效的界限機制來規範正確的探索

範圍，導致網管人員所得到的網路拓樸常是一個非

網管人員所需要的網路拓樸架構。本研究認為目前

網路拓樸探索方式必須要有一個適當的界限機制

（Boundary Heuristic），並透過這些界限機制讓拓樸
探索程式能更精確且有效率的找到所需要的網路

拓樸架構，我們將以 TCP/IP網路環境為研究對象，
提出一些網路拓樸探索的界限規則，網管人員可利

用這些界限規則改進網路拓樸探索的正確性，進而

減輕因網路拓樸探索所造成額外的網管工作負擔。 
本研究針對界限機制的觀念提出多個界限規

則，並設計一主要界限機制拓樸探索演算法，將所

提之界限規則附加於此演算法中，其分別為節點領

域名稱比對、區域與廣域網路分界和 IP 位址排除
法。節點領域名稱比對是利用 DNS Server所提供之
服務機制去詢問節點其領域名稱，藉由其領域名稱

來判斷節點所在網域是否為探索範圍。區域與廣域

網路分界則是在進行拓樸探索時，除了可發現有哪

些子網域存在之外，並可探索其網路的連結方式，

藉由此區域與廣域網路判斷來決定探索範圍。IP位
址排除法則是一般網路的連結方式是由多個子網

路匯集於一點再與其它類似的網路互連，其網路架

構類似一個樹狀的階層式架構，因此我們只要指定

一個或少數幾個不屬於探索範圍之 IP 位址作排除
之動作，當探索程式發現包含這些 IP位址之網路即
停止探索工作。 

 
2.網路拓樸探測原理 

  探測一個網路拓樸最常採用的技術是利用

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的方
式去取得 MIB管理資訊庫的資料，因為 MIB裡存
放了各個網路設備本身的路由資訊（即 Routing 
Table），Routing Table記錄了 IP位址的目的地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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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及下一個轉送的路由器 IP位址，藉
由這些資訊我們可以概略的描繪出網路的拓樸。 
 
2.1 簡單網路管理協定 

  由於網路上的設備種類繁多，不同廠商的網管

系統有不同的協定，而 SNMP網路管理協定則是一
個開放的網路管理協定，可以讓網路設備容易的去

交換網路管理資訊。SNMP是一個遵循網路標準規
格的網路管理協定，SNMP 第一版在 1990 年 5 月
由 RFC 1157所定義完成，在 RFC 1441到 RFC 1452
中，則是提供較 SNMPv1更多安全性方面的擴充，
發展成 SNMPv2 [4]，SNMPv3也於近年被提出。目
前，各網路設備仍以支援 SNMPv1為主。 
  SNMP 管理模式定義了兩種管理實體
（Management entities），一類是網路管理工作站
（Network Management Station, NMS），另一類是代
理工作站（Agent），所謂網路管理工作站是一部具
有資訊處理能力的電腦，在上面執行網路管理軟體

（Manager），用以監控所管轄的網路元件（Network 
Element）。所謂網路元件是指網路上的硬體設備，
例如：路由器、橋接器、伺服器或終端機等設備，

並在上面執行中介軟體（Agent）記錄網路元件的運
作情形，並負責接受網路管理工作站所下達的指

令，調整其運作方式。其運作情形如圖 1所示。 
 
 
 
 
 
 
 
 
 
 
 

圖 1. SNMP網路管理模式 
 

2.2管理資訊庫 

  由於不同的網路設備因廠商不同有其不同的

特性，而網路管理工作站需要一個共通的標準介面

來讀取網路設備的網管資訊，而管理資訊庫則是將

各個網路設備相關的網管資訊儲存起來，與網際網

路協定相關的 MIB 樹主要是定義在 MIB-II
（RFC1213 [3]），其資料架構是一個樹狀結構。 
管理資訊庫類似一個資料庫，負責儲存所有網

管相關的訊息，管理資訊庫之網管資訊均以物件的

方式呈現，由於相關的網管物件數量龐大，為能唯

一辨別每一網管物件，SNMP採用與目錄服務相同
的物件識別機制，即每個網管物件均定義了一個物

件識別碼（Object Identifier, OID），一個物件之 OID
記錄了該物件在一個樹狀圖中的位置。如圖 2 所
示，每一項資料對應至樹的一片樹葉，相關的資料

形成一棵子樹，由上而下，依照相關的組織、特性

形成整棵樹。樹上的每一個節點都會被賦予一個特 

圖 2. MIB的樹狀結構 
 

定的整數號碼，當我們找尋某一個節點時，則由樹

根開始尋找，例如我們要尋找 interface這個節點，
則需經由 iso(1)到 org(3)到 dod(6)到 internet(1)到
mgmt(2)到 mib-2(1)到 interface(2)，因此 interface物
件的 OID便為 1.3.6.1.2.1.2。 
 
2.3 MIB-II的相關拓樸應用 

MIB-II[3]是一個標準的MIB資料庫，因為一般
來說只要是支援 SNMP 的網路設備大都有支援
MIB-II，而 MIB-II 主要是定義在 1.3.6.1.2.1，共包
括十個群組（Group），其資料如表 1所示： 

表 1. MIB-II十個群組 
群組 物件 ID 說明 
System MIB-2 1 系統描述 

Interface MIB-2 2 介面卡資訊 
At MIB-2 3 網路位址的轉換表 
Ip MIB-2 4 IP路由的資料 

Icmp MIB-2 5 ICMP I/O統計 
Tcp MIB-2 6 TCP連結參數與狀態 
Udp MIB-2 7 UDP傳輸統計 
Egp MIB-2 8 EGP傳輸狀態 

Transmission MIB-2 10 傳輸媒體資料 
Snmp MIB-2 11 SNMP訊息統計 
 
對於拓樸探測而言，我們最主要使用到MIB-II

裡所包含的 interface 群組和 ip 群組。 interface 
Group包含 interface Table，interface Table可以告訴
我們這台 Router 每一個 Port 的使用情形。在 ip 
Group，我們可以取得 Routing Table、ip Address 
Table和 ipNetToMedia Table。Routing Table記錄了
不同的 IP位址要從哪個節點轉送出去，ip Address 
Table 則記錄了節點介面的 IP 位址資訊，而
ipNetToMedia Table則告訴我們 Router目前鄰近節
點的 IP位址與實體位址資訊。底下則將相關拓樸探
索所使用到之 Table欄位資訊作一說明，如表 2、表
3、表 4所示。 
傳統探測一個網域最主要的方法是去取得

Routing Table，因為 Routing Table記錄了不同 IP位

  

 MIB 

 

.....
MIB 

MIB 

SNMP 
Agent 

SNMP 
Agent 

SNMP 
Agent 

NMS 

NMS 

Internet 

ccitt(0) iso(1) joint-iso-ccitt(2) 

org(3) 

dod(6) 

internet(1) 

directory(1) mgmt(2) experimental(3) private(4) 

mib-2(1) 

interface(2) at(3) ip(4) icmp(5) 

root 

syste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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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的目的地網域及其傳送的方向。因此，當我們得 
表 2. Interface Table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說明 
ifIndex INTEGER 介面卡編號 
ifDescr DisplayString 網路介面的描述 
ifType INTEGER 網路介面型態 

ifPhysAddress PhysAddress 介面卡的實體位址 
ifOperStatus INTEGER 網路介面運作狀態 

 
表 3. Routing Table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說明 
ipRouteDest ipAddress 路由位址的目的地 

ipRouteIfIndex INTEGER 介面卡編號 
ipRouteNextHop ipAddress Next Hop的 IP位址 

ipRouteType INTEGER 路由的型態 
IpRouteProto INTEGER 使用的通訊協定 
IpRouteMask ipAddress 路由位址的Mask 

 
表 4. ipNetToMedia Table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說明 

ipNetToMediaIfIndex INTEGER 介面卡編號 

ipNetToMediaPhysAddress PhysAddress 
直接相連機器的

MAC位址 

ipNetToMediaNetAddress IpAddress 
直接相連機器的 IP

位址 

ipNetToMediaType INTEGER 
ipNetToMedia的型

態 
 

知一個路由器的 IP位址時，我們可以透過路由的型
態（ipRouteType）來得知與此路由器相連的子網域
（subnet），當 ipRouteType值為 direct，表示目的地
網路  (ipRouteDest)與此路由器相連，另外當
ipRouteType 的 物 件 值 indirect 時 ， 而 此 時
ipRouteNextHop所記錄的節點必是與此路由器相連
的其它路由器 IP 位址，因此我們可以藉此來得知
路由器彼此相連的情形，並可查詢此路由器的

ipNetToMedia Table，因為它記錄了與此路由器直接
相連主機的 IP位址，透過此種方式重複對路由器去
讀取 Routing Table跟 ipNetToMedia Table的資訊，
即可得到整個網路的拓樸架構。 
 
2.4 相關網路拓樸探索技術 

  我們首先針對目前所使用之拓樸探索技術做

一分析與整理[6-12]，了解這些拓樸探索方式之原
理及其優缺點。目前探索網路拓樸的方式最主要使

用到四種技術： 
1. SNMP網管通訊協定：一般網路設備如路由器、
橋接器或交換器均支援 SNMP網管通訊協定，這
些設備會將網路管理資訊以符合 SNMP 通訊標
準的方式儲存於MIB資訊庫中，讓網路管理工作
站透過 SNMP 的方式至遠端存取 MIB 資訊。此
種方式是探測一個網路拓樸最常使用之技術，但

SNMP具簡單的身份驗證機制，於管理站執行之
探索程式必須知道網路設備之社群名稱

（Community Name）才能順利讀取MIB資訊。 

2. ICMP通訊協定：探測某一節點是否存在我們均
會使用 Ping的工具程式來判斷，此種利用 ICMP
通訊協定所設計之 Ping 程式可以用來協助探索
某一網路有哪些節點存在。此種方式適用於缺乏

SNMP MIB資訊之網路環境，因一般探索程式會
至MIB讀取 ipNetToMedia Table來判斷目前所存
在之節點，但此資訊也僅止於最近有通訊行為之

節點，為了能正確找出網路拓樸，仍會搭配 SNMP
與 ICMP通訊協定來尋找網路。雖然利用 Ping的
方式可正確找出網路節點，但 Ping程式對一個不
存在的節點其必須等待 Time Out 的時間卻非常
多，因此對一個只有少數節點存在的網路進行

Ping的方式會影響執行效率。 

3. Traceroute技術：Traceroute[5]利用 IP通訊協定為
避免無窮迴圈所定義的 TTL（Time To Live）欄
位所設計，主要是探索發送端到目的端的連結路

徑，以藉此了解網路拓樸資訊。當已知所有 IP
位址之範圍，便可從網管系統所在節點對其它節

點進行 Traceroute 探測，最後將所得結果進行整
理便可得到整個網路拓樸資訊。但利用此方式對

作兩點進行一次 Traceroute 之代價很高，執行效
率是一大問題。 

4. DNS技術：DNS Server包含了其網域上所有的名
稱和相對應的 IP 位址，除此之外，我們也可向
DNS詢問某一領域的所有主機名稱，藉此服務可
得知所探索的領域有哪節點有註冊領域名稱及

其 IP位址，來概略得知網路探索範圍。但此方式
對未向 DNS Server 註冊之節點可能無法得知其
網路的存在，且許多 DNS Server均會因為安全的
考量關閉詢問所有領域名稱之功能，因此，目前

較少利用此方式去詢找網路拓樸。 
 
2.5傳統探索網路拓樸之界限機制 

  了解目前所使用之拓樸探索技術及其基本原

理，可將重點針對本研究所提之界限機制上，雖然

一般拓樸探索方式並沒有具體指出其所採用之界

限機制，但我們從一些學者之演算法分析可整理成

以下幾種目前所採用之界限方法： 
1. IP 位址列舉法：即列出所有待探索網路之 IP 位
址，此種方式為最精確的方法，但當所欲探索之

IP位址不可得或不足時，採用此種方式所找出之
網路拓樸可能並不完整。但此方法可用來衡量其

它界限機制之精確性，越接近此方法所探索出來

之網路拓樸其精確性越高。 
2. Hop 數限制法：此方法預先設定所探索之 Hop
數，並由網管系統所在網路中心位置向外進行拓

樸探索，當探索範圍所經過之 Hop數超過預先設
定值便停止探索工作。但此方式只有在網管系統

位在網路正中心時才可恰巧找到我們所要的網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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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節點數限制法：預先設定所要探索之節點數目，
並由網管系統所在網路為中心向外進行拓樸探

索，當所找到的節點數目超過系統設定值便停止

進行探索工作。但此方法並不考慮網路探索範圍

之正確性。 
 
3.網路拓樸探索演算法設計 

  以下我們將針對所提之界限規則分別設計拓

樸探索演算法，首先我們先提出一個與界限規則獨

立的具界限機制拓樸探索演算法，然後再針對我們

所提之界限規則，分別敘述其演算法，這些界限規

則包括節點領域名稱比對、區域與廣域網路分界和

IP位址排除法等機制。 
 
3.1具界限機制拓樸探索演算法 

  具界限機制拓樸探索演算法主要有一界限規

則（BoundaryHeuristic）來規範所探索的網路。具
界限機制拓樸探索演算法顯示於表 5。此演算法針
對每一新發現的子網域進行界限判斷，如果所探索

之子網域符合網路探索範圍，探索程式則會將此子

網域納入 SunbetList (此列表會紀錄符合條件之子
網域)，並取得此網域內之節點，若所探索之路由器
為 SubnetList網域內之節點 IP位址，則會將此路由
器加入 RouterList作為下一個探索之 Router。 
表 5 之界限機制拓樸探索演算法使用九個函

式，其功能說明如下： 
1. default_Router():讀取本系統之 default Router。 
2. add_element():將 Router存放至 RouterList。 
3. get_element():取出 Router 並移除此 Router 於

RouterList。 
4. get_direct_connected_subnet():將直接相連之子
網域存放至 candidateSubnetList。 

5. isInScope():判斷子網域是否為探索範圍。 
6. addSubnet():將符合之子網域存放至 SubnetList。 
7. find_all_devices():尋找子網域目前所存在之節
點。 

8. find_next_hop_router():將下一個轉送節點之
Router存放至 RouterList。 

9. isInSubnet():將符合探索範圍之 Router 存放至
RouterList。 

 
表 5 所示之界限機制拓樸探索演算法是由執行

拓樸探索所在節點之預設路由器(default Router)逐
步向外擴張尋找網路拓樸，它會先取得此 Router之
相連子網域，並將它存放至 candidateSubnetList（此
列表記錄所有未判斷之子網域），再藉由本演算法

所設計之界限規則對所有子網域作一判斷，若所得

之子網域屬於探索範圍則會存放至 SubnetList，並
對此一子網域去取得其內部節點，接著將相符合於

網域內之路由器存放至 RouterList（此列表記錄尚
未探索之路由器），最後將 RouterList所存放之路由
器逐一重複上述步驟去取得其相關拓樸資訊，即可

產生所要探索之網路拓樸架構。 
 

表 5. 具界限機制拓樸探索演算法 
BEGIN 

dr = default_Router ( ) ;  
add_element ( dr, RouterList ) ; 
While ( ! empty ( RouterList) ) do {  

r = get_element (RouterList) ; 
candidateSubnetList = 

get_direct_connected_subnet ( r ) ;  
foreach s in candidateSubnetList { 

if ( isInScope(s, BoundaryHeuristic)); 
addSubnet(s, SubnetList); 
find_all_devices ( s ) ; 

} 
R = find_next_hop_router ( r ) ; 
foreach nhr in R do { 

if (isInSubnet(nhr,SubnetList)); 
add_element ( nhr, RouterList ) ; 

} 
} 

END 
 

函式 isInScope()中之 BoundaryHeuristics 為界
限規則，藉由表 5所示之演算法可了解一個具有界
限機制的網路拓樸探索是如何執行，以下為方便闡

述我們所提之界限規則，我們將只描述與各界限規

則相關的演算法步驟，即從尚未執行界限判斷的子

網路串列中(candidateSubneList)，找出符合界限規
則 之 子 網 路 並 將 之 放 至 另 一 子 網 路 串 列

(SubnetList)，以下針對每一界限機制演算法做一介
紹與說明。 

表 6. 節點領域名稱比對之演算法 
foreach s in candidateSubnetList { 

D=find_all_devices ( s ) ;  
foreach node in D { 

hostname = getDomainName ( node ) 
if (hasNoDomainName(hostname)) next; 
if ( isInDomain(hostname,DomainName)) { 

add_subnet ( s, SubnetList )  
} 
else { 

add_subnet (s, ExcludeSubnetList) 
} 

} 
} 
SubnetList=SubnetList ∪ 

(candidateSubnetList−ExcludeSubnetList); 

3.2 界限機制 1 - 節點領域名稱比對 

  節點領域名稱比對主要是由給定之領域名稱

（DomainName）來規範所探索的網路。此界限機
制可讓網管人員只針對欲納管的網域進行拓樸探

索。表 6之演算法預設條件是先給定一個所要搜尋
的領域名稱，並將路由器所探索之相連子網域及網

域內節點加以分析，針對每個網域下之節點至 DNS 
Server 詢問其領域名稱，若所得之領域名稱與所要
搜尋的領域名稱相符，則會將此節點所在之子網域

納入 SubnetList（此列表會記錄符合條件之子網
域）；如果所得之領域名稱不屬於所要探索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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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即為其它之領域名稱，則將此節點所在之子網

域納入 ExcludeSubnetList（此列表會記錄不符合條
件之子網域），重複上述步驟之節點領域判斷，最

後再將 candidateSubnetList與 ExcludeSubnetList所
記錄之子網域作比對，並將相符合之子網域移除於

candidateSubnetList，最後再與 SubnetList聯集即為
所要探索之子網域。 
 
3.3 界限機制 2 -區域與廣域網路分界 

  一般而言，網管的工作範圍常在區域網路的環

境，例如校園網路或企業內網路，因此，網路拓樸

探索範圍也多會侷限在區域網路內，當我們在進行

網路拓樸探索時，除了可發現哪些子網路外，並可

探索這些網路的連結方式，用以決定網路拓樸之界

限。針對區域與廣域網路分界界限機制，我們提出

兩種探索方式，說明如下。 
 
3.3.1介面型態辨識 

  MIB資訊庫包含了 Interface Table，而 Interface 
Table記錄了被管理物件之介面特性，而本演算法則
利用 Interface Table之介面型態（Interface Type）來
判斷網路連結型態為區域網路或廣域網路。此界限

規則在於探索以區域網路方式建立之企業內部網

路為主，因此演算法會先給定一已知區域網路型態

列表（LanTypeList），它記錄所有要探索之區域網
路型態，當所探索到之子網域其對應之介面型態屬

於區域網路時，則會將此子網域納入 SubnetList。 
表 7演算法包括函式 getRouterInterfaceIndex、

getInterfaceType 和 isLan，getRouterInterfaceIndex
是取得Routing Table中某一目的地子網路其所對應
之網路卡介面編號，此一介面編號即為介面表

(interface Table) 中 介 面 卡 編 號 (ifIndex) 、
getInterfaceType則是取得子網域其介面編號之對應
型態(ifType)、isLan則是將介面型態與 LanTypeList
作比對，以判斷其型態是否為區域網路。 

 
表 7. 介面型態辨識之演算法 
 
 
 
 

 
 
 
 
 
3.3.2子網路遮罩辨識 

  由於interface Table中的 ifType所記錄的種類
繁多，因此在判斷其型態為區域或廣域網路並不容

易，且有時會發生此一型態並不存在，這些原因都

會造成拓樸程式執行上的錯誤；為了進一步改進此

一原因，我們發現除了藉由 interface Table 之分析
外，也可利用 Routing Table其子網路的遮罩(Subnet 

Mask)來推測區域或廣域網路，一般而言，用來連
結區域網路與廣域網路的介接存取網路較小，所以

其子網路遮罩較大，藉由其切割子網域的大小來得

知其網域之連結方式。 
  表8之演算法主要是由 Subnet Mask來判斷，
當一個 C級網路其切割之網域超過六個子網路時，
其子網路的遮罩必須設為 255.255.255.240，即最後
一個 byte大於 224，則此介面卡之連接型態必為廣
域網路；反之如果所切割之網域小於六個子網路

時，其子網路遮罩必定設為 255.255.255.224 或其
它，亦即最後一個 byte小於或等於 224時，而此型
態的介面多為區域網路。 
表 8之演算法包括函式 getRouterInterfaceIP和

getMask，getRouterInterfaceIP會取得其相連之子網
域、getMask則是取得其子網路之遮罩。 

 
表 8. 子網路遮罩辨識之演算法 

 
 
 

 
 
 
 
 

3.4界限機制 3 - IP位址排除法 

一般網路的連結方式是由多個小網路匯集於

一點再與其它類似的網路連結，其網路架構近似樹

狀的階層式架構。當所探索的網路近似樹狀架構

時，可使用 IP排除法排除不屬於探索範圍之 IP位
址，且這些 IP位址所屬的網路必須直接與所欲探索
的網路相連，即為此樹狀網路之父節點網路，當拓

樸探索程式發現包含這些 IP位址之子網域時，便停
止對此網域進行探索。 

表 9. IP位址排除法之演算法 
foreach s in candidateSubnetList { 

nId=getNetId(s); 
nMask=getNetMask(s); 
isObv=false; 
foreach obvIP in ObviateList { 

if (nId = = (obvIP && nMask))  
isObv=true; 

} 
if (! IsObv) { 

add_Subnet(s, SubnetList); 
 find_all_devies (s) ;   

} 
} 

 
表 9之演算法會存在一資料列表（ObviateList）

儲存一個或少數幾個不屬於探索範圍的 IP位址。並
假設 candidateSubnetList 所記錄之相連子網域為所
要探索之網路，每取得一個所要排除之節點即會判

斷其所在網域為何，當此網域與所要搜尋之子網域

foreach s in candidateSubnetList { 
rIfIndex=getRouterInterfaceIndex(s); 
rIfType=getInterfaceType(rIfIndex); 

if (isLan(rIfType, LanTypeList)) { 
add_Subnet(s, SubnetList); 

} 
} 

foreach s in candidateSubnetList { 
rIP=getRouterInterfaceIP(s); 
ipRouteMask=getMask(rIP); 
if (ipRouteMask <= ‘255.255.255.224’)  

add_Subnet(s, Subnet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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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合時，即排除此節點所在網域，重複針對排除

之節點所在網域做判斷，只要探索之網域不存在所

要排除之子網域，即可將此子網域納入 SubnetList，
並尋找此網域之節點資訊。 
  此演算法會使用到getNetId和getNetMask兩個
函式，getNetId是取得 Routing Table所記錄之相連
子網域、getNetMask 取得其相連子網域之網路遮
罩，將排除之節點與其網路遮罩做”And”運算，判
斷排除之子網域是否與相連之網域相同，如果相符

即移除此網域於探索範圍。 
 
3.4界限機制之比較分析 

  上述所提之界限規則主要在於提供一個更有

效率的探索方式去尋找網路拓樸，其分別為節點領

域名稱比對、區域與廣域網路分界和 IP 位址排除
法，且各界限規則因網路環境的不同均有其適用範

圍，我們針對演算法之描述將各界限規則整理成如

表 10所示。 
表 10. 界限機制之比較分析 

區域與廣域網路 
分界 

 

節點領域

名稱比對 介面型態

辨識 

子網路

遮罩辨

識 

IP位址
排除法 

預設

條件 
設定一領

域名稱 

存在一區

域網路型

態列表 
無 排除節

點位址 

界限

機制 領域名稱 介面型態 子網路

遮罩 
節點 
位址 

適用

範圍 

針對某一

或多個網

域名稱做

拓樸探索 

1.單一 LAN所組成
的 Intranet網路 

2.校園網路 

階層式

網路 

 
4. 結論 

  一般進行網路拓樸探索時，最快的方法即是至

MIB管理資訊庫中讀取網路拓樸相關資訊，藉由這
些資訊的分析來產生網路拓樸架構，但一般拓樸探

索程式卻很難進一步去正確規範所探索的範圍，因

此所得到的網路拓樸有可能並非是網管人員所需

之網路。因此本研究有鑑於此，針對目前網路的相

關特性提出一些有效的界限規則，藉由這些界限規

則來改進目前網路的拓樸探索方式，以進一步正確

找出所要探索的範圍。 
  本研究所提之拓樸探索演算法均是以集中式

的方式向外擴展去尋找網路拓樸，但當所探索的網

路範圍很大時就會有一些問題產生，例如搜尋時間

成本的增加或大量訊息的傳遞造成網路的負載

等，因此，就有學者[13]提出分散式的網路拓樸架
構，利用分散式的網路技術去搜尋網路拓樸，其方

法是在網路上配置多個網路管理伺服器在不同的

網路去執行拓樸探索工作，最後再將各管理伺服器

所探索之資訊做一結合形成網路拓樸架構，但如何

讓網路管理伺服器能各職所司，適當的找到其管轄

範疇的網路即停止探索工作以避免管轄重疊，這有

賴運用界限機制來達成，因此，本研究所提之界限

規則可結合於分散式網路管理技術，讓網路管理伺

服器能採用各界限機制之特性在不同的網域內進

行探索，以明確的規範所探索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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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採用最新的網頁技術 ASP 來發

展一套高安全性的遠距監控系統，藉以達到居家安

全及家電自動化的目的；網頁是目前最受人歡迎的

人機介面，而 ASP 則是未來全球資訊網設計網頁
的主流，而將 ASP 和監控的技術相結合，可以使
系統獲得四項優點，其一、結合網際網路可以達到

遠距監控的目的。其二、ASP具有高保密性，可增
加系統的安全性。其三、ASP不會因使用不同瀏覽
器，而得到不一樣的監控結果。其四、ASP具有良
好的擴充性。 

本 系 統 係 採 用 最 新 的 網 頁 技 術 改 良

WWW-Based圖形監控系統，以增加系統的安全性
及擴充性，並發展一套 ASP 監控程式產生器，來
協助使用者快速地建立監控網頁，並自動調整系統

的參數以取得較佳的監控響應時間，實驗的結果則

製成圖表以得到較佳的參數值。 
關鍵詞：ASP、遠距監控、WWW-Based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use Active Server 
Pages（ASP）techniques to develop a novel remote 
monitoring control system. The system can monitor 
and control and finishes the purpose to live safe and 
home appliance automation. Web pages are a favorite 
user interface currently and ASP techniques dom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WWW. Hence, integrating ASP 
and monitoring systems will obtain four advantages. 
Initially, integrating web techniques have higher 
securities. Hence the security of monitoring systems 
can be improved. Then, using different browsers can 
not present different results if using ASP techniques 
develops web pages. Finally, ASP techniques have 
better extensity. 

This system uses a novel technique of web 
pages-ASP to improve our WWW-based monitoring 
system. We have developed an ASP program 
generator to aid users rapidly construct monitoring 
web page. Furthermore, we adjust the parameter of 
the system to obtain a better response time for 
monitoring and use illustration to present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order to obtain better values 
of system parameters. 

Keywords: ASP、remote monitoring、WWW-Based. 
  

1.前言 
 
台灣地狹人稠，人口集中在都市，高樓普遍集

中在都市型態區域中，生活品質的提昇對人們而言

已經成為最基本的要求，工商綜合大樓的興建風起

雲湧，智慧型工商大樓也因應而生，也成了高度都

市化的重要指標，如國內的金融世貿大樓及台北火

車站的地下街與週邊商業大樓等，但是目前這些智

慧型大樓仍以傳統式的監視器再應用大量的人力

來監控大樓內所有的設施，並且委請僱用大量的保

全人員對上述區域，進行巡邏以保障大樓內設施及

居家安全，但是最近幾年保全人員素質的低落導致

無法有效正確的執行應有的居家安全及保障使用

者設施的任務，而且在監視器下，個人的隱私可以

說毫無保障，因此家居保全業有逐漸勢微的趨勢；

隨著網路的興起，在電腦的運作下，不僅為居家保

全興起了一線的希望，而且隨著網際網路的流行，

各種電腦網路的運用如雨後春筍般的相繼出爐，如

書信文件的傳送[1]，多方通話、遠距學習、遠距
教學[2]等，但是國內有關家電自動化的運作方式
卻只能透過電話來控制家電設施，因此在西元

1999年我們在國科會計畫中提出以WWW的瀏覽
器來遙控家電用品[3]，此種控制方式雖然較傳統
以電話來遙控家庭電器的方式為佳，而且可以很容

易的達到雙向溝通的目的，尤其良好的人機介面可

作更多的監控任務，但是缺乏保密性及擴充性為該

系統最大的缺點，也因此我們構思如何改善在網路

機制下監控居家保全及自動化家電設備。 
以目前網際網路的普及性而言，智慧型大樓和

自動化工廠也應具備遠端監控的功能[4]，但是現
有廠商所發展的監控軟、硬體產品雖多，但價格昂

貴，更需要植入網路機制，才能達到真正的自動

化，除了價格較昂貴外，國內一般監控系統普遍還

存在以下的缺點： 
（1） 擴充性不佳：如果監控系統要增加新

的功能，必須修改原有的程式，然後

將修改後的程式編譯成為執行檔，才

能達到監控的目的。 
（2） 保密性較差：網頁所使用的腳本在瀏

覽器上可以看得到原始碼，因此缺乏

保密的功能。 
（3） 瀏覽器不同所支援的功能即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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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只能處理較小的資料量。 
因此我們提出以 ASP技術來控制硬體，因為

在 ASP 技術下可以很容易的達到保密的功能；我
們首先在 Windows 2000 NT 上架設 WWW 伺服

器，且設計一套 ASP 硬體監控程式產生器，以增
加監控系統的功能，最後結合資料庫的技術來增加

系統資料量的處理，以達成監控居家安全及自動化

家電的目的，希望在不久的未來將此套系統實際應

用於智慧型大樓及產業界，以提昇工廠自動化的能

力；在此套系統中我們使用多執行段的觀念來設計

藉以提高視窗應用軟體的執行效率使視窗真正達

到多工的目的，並使監控伺服器的效能達到最佳化

的狀態，以提高監控的功能。 
 
2.文獻回顧 
 

軟體的再應用可以說已經成為目前世界的主

流 ， 其 中 有 兩 大 分 支 分 別 為 COBRA 及

OLE/COM，COBRA[5, 6]是由美國學術界與工商業
界所共同制定的，而 OLE/COM 則是由 Microsoft
公司所制定以文件為中心的人機介面，利用此項資

源，電腦可以很容易的整合視窗系統，最近幾年

Microsoft公司積極發展 DCOM使其 OLE/COM能
夠具備跨平台的功能，目前已足以和 COBRA相抗
衡，其中使用MFC架構出的 Framework應用程式
來設計視窗應用程式，更是具備了以文件為中心的

第三代人機介面；在 Web 中提供了不同的運作模
式，且整合了不同領域的資源，如資料庫、教學等，

也因為 Web 的技術不斷的推陳出新，HTML 的標
準目前可以說已不敷使用了，因此微軟推出了一系

列Web的技術與產品，如Windows NT Option Pack 
中的 IIS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網站伺服器
與MTS（Microsoft Transaction Server）確立了多層
式Web的平台架構；在 SQL Server 的技術下，使
資料庫更容易使用與管理，執行的效率更好；過去

主從式架構的設計與 Web 相關技術並無法做出整
合性的設計，而在 Microsoft 公司推出 Web 
Computing 的概念後，利用 IIS 與 ASP （Active 
Server Pages）的結合，構成如圖 1所示的階層式
Web 結構，將主從式架構與 Web 有效的結合，
使網站可以做出更多樣化、更豐富的內容；在網

際網路客戶端與伺服端應用程式中，ASP提供了
內建的元件以協助使用者開發程式，因此我們選

擇以 ASP 為基礎，來開發設計一個以互動式網
頁為主的圖形監控系統，並運用多執行段的技巧

以提供監控的功能，並使視窗的應用真正多樣化，

達到真正多工的目的，也使得監控伺服器的效能達

到真正最佳化。 
 

ASP 

資料庫伺服器 

MSMQ 

文件 

圖
控
瀏
覽
器

 

SQL Access 

Server 

HTTP 

IIS 

ODBC 

MTS 

 
 

圖 1、階層式Web架構 
 

目前 ASP技術已漸漸成為Web的主流，但大
多數的應用都偏向於網頁的規劃，到目前為止仍沒

有看到監控程式的應用，而其他相關監控系統方面

的研究相當多，如實驗室監控軟體 Lawview 等，
而在國內將 ASP 實際運用在實務中的有林正敏教
授的以 ASP 製作一套技術士技能檢定線上測驗系
統，透過線上測驗的模式，使用者可以相當快速的

判斷測驗結果的對錯與否，並能夠瞬時得到正確的

解答；在國外由 G.Q. Huang等教授在 1999年提出
透過遠端網路瀏覽器下單（世界各地），經由伺服

端電腦（香港）分析並儲存於資料庫後，由工廠（中

國大陸）針對需求量變更產能，以快速生產供應給

客戶的監控系統[7]。 
本系統即透過網際網路發展一套兼具遠距監

控及除錯功能的監控系統，由控制器來了解居家監

控環境，再經由電腦監控軟體，可以操作家中的電

器設備及了解家中是否遭外物入侵等，並下指令要

求變更電器動作模式或發出警報，因 ASP-Based
監控系統具備高度的保密性，除了操作者外，其他

外在的破壞性的指令均無法施行，因此提供給使用

者一套高保密性的遠距監控網路系統。 
 

3.系統架構 
 

本系統採用目前最新的動態網頁的技術來發

展一套遠距居家保全及家電自動化的系統，透過網

際網路的發展，使監控系統達到全面性的遠距監

控，圖 2為本系統的方塊圖，主要包含遠距圖控主
機，伺服主機，硬體部分採用 USB 控制器、感測
器、迴路、相位控制電路等連接家中的感測器及電

器設備於監控主機上透過Netscape或 Explore可以
達成遠端監控的目的。  



 3 

                  遠距監控主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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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ASP-Based圖形監控系統方塊圖 
 

本系統係採用Windows 2000 Server作為作業
平台，透過個人電腦搭配 USB 控制器經由網際網
路將居家保全及電器設備連接在一起，當感測器偵

測到居家有外物進入時，感測器的訊號即經由 I/O
將訊號送至監控伺服中心，並且存入資料庫系統

中，而 ASP 技術來控制硬體設備的方式大致上可
以區分為以下三種： 
（1） 呼叫IO.DLL：但此種方式只能夠使用在電

腦主機上的介面卡所連接的硬體裝置。 
（2） 使用OLE Automation 技術：直接呼叫提

供此功能的 I/O控制伺服器，如 RS485伺
服器或雙介面伺服器，此種方式雖然可以

用 DCOM技術使得監控主機和 Web主機
分開，但是很難做到與主機執行的監控軟

體並存。 
（3） 使用資料庫技術：因為ASP 程式可以提

供很強的資料存取能力，只要修改伺服器

並定期將最新的資料存入資料庫或至資料

庫中取得，即可達成控制及命令硬體裝置

的狀態。 
我們是以第三種方式來設計本系統，利用

Web 跨平台的能力，可在視窗平台下啟動瀏覽
器，並到 WWW伺服器上擷取監控文件，使用者
可利用滑鼠以點選方式，執行 CGI程式直接遙控
遠端的硬體裝置，並可利用 CGI程式來蒐集受控
裝置的狀態，而 CGI程式是以ASP程式利用OLE 
Automation來和 I/O伺服器溝通，其中 I/O伺服
器是用來執行硬體的監控任務，而 I/O 伺服器的
軟體則以資料庫的方式來存取，此一做法將客戶端

的監控程式和伺服端的 I/O控制程式完全地分開，
可以增加軟體的模組性，並強化軟體的維護工作。 

本系統透過近接開關、紅外線感測器、溫度

感測器等，檢測出受控體或受控系統的現況，並

將 I/O訊號傳給控制器，並將訊息傳遞給伺服端

的電腦主機，伺服端主機則將訊號儲存於資料庫

中，並透過網頁將受控體的圖形呈現出來；而監

控者可於 Client端（遠端）透過現有的瀏覽器，
經由 Internet的連結到 Server端去觀看受控體所
傳回的訊號與現況，並可從 Client 端下命令，經
Internet 由 Server 端將訊號傳給控制器，直接對
受控體作控制，如此即形成一遠端監控系統；以

下就本系統的架構分析如下： 
（1）硬體的架構：本監控系統的硬體設備，可分

成下列四個部份： 
一、 電腦主機：監控系統的主機，必須具備快

速的執行速度，因此本系統採用 PⅣ，記憶
體則使用 128M Bytes，以滿足圖形畫面快速
切換的最基本需求，使其獲得更快的反應速

度，也可達到及時監控的目的。 
二、 控制器：控制器是負責連接感測器與負載

的設備，將所收集到的 I/O 資料傳給電腦，
本系統是使用 USB控制器，因為 USB通用串
列匯流介面除可省卻週邊裝置繁複的驅動程

式外，並具有自動偵測與即插即用的功能與高

速傳輸速度的特性。 
三、 感測元件：感測元件可以說是整個系統的

五官，而控制電路或電腦就是利用感測器來

了解受控體的狀態，在本系統中我們使用的

感測裝置包括： 
（一） 磁簧開關：接通或中斷電路的一種

開關，安裝在房間或走廊旁的門窗

上，一旦開啟這些入口便將訊息傳給

控制器。 
（二） 紅外線感測器：發射紅外線至接收

器，當光線被隔阻時，不管時間多

短，均會傳遞訊息給控制器的一種裝

置，安裝在開門裝置上，一旦開啟大

門便會觸發。 
（三） 溫度感測器：當溫度高於所設定的

溫度時會觸動控制器的一種裝置，

我們將此種裝置安裝在各房間及大

廳的天花板上。 
（四） 控制電路：本系統配合光耦合電晶

體，隔離 USB 控制器的元件，避免
控制電路受外界突波或雜訊的影

響，導致控制電路不正常運作或損毀

電腦。 
（2）軟體的架構： 

本系統之軟體架構是以 Web 2000 Server為
中心，它包含了 HTML資料庫、以及用 ASP程
式所寫的交談式遠端控制網頁，經由 I/O伺服器
來達到控制硬體的目的，本系統的軟體架構如圖

3所示，主要由以下六部分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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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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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圖形監控軟體 

介面伺服器 

USB控制器 

Windows 2000 

 
圖 3、ASP-Based監控系統軟體架構 

 
一、 Windows 2000作業環境：在Windows 2000 

Server 系統上安裝 IIS（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作為監控系統的網站伺服器（Web 
Server），在此系統下架設 IIS網站伺服器，
所以 ASP可以在Web Server上使用，使用
者可以從瀏覽器中，開啟在伺服器上任意

一份監控文件，當文件被開啟時同時會啟

動相關的 ASP程式，經由這些 ASP程式至
I/O 伺服器中取得相關的硬體裝置之狀

態，然後再將此份文件傳送給瀏覽器，此

時使用者即可以監看或使用滑鼠來改變硬

體設備之狀態。 
二、 圖控編輯器：在本系統中我們開發一套自動

圖控編輯器，以提供使用者規劃房屋及電器

設施監控畫面，每一個監控畫面均可擺設監

控元件或視覺化元件，監控元件係指一般的

輸入與輸出信號(如 DI、DO、AI及 AO)，視
覺化元件的主要功能為美化監控畫面，使使

用者能在活潑生動的監控畫面下愉快的操

控監控設備，其中監控元件與視覺化元件均

儲存在 I/O伺服器中，經由監控主機讀取使
用。  

三、 圖控瀏覽器：為了達到監控程式與硬體設備

的無關性，因此將監控程式中與硬體有關的

程式全部集中在 I/O伺服器中，亦即僅保留
圖形監控畫面，而在這兩個重要程式中必須

使監控任務達到一致性，例如：因為監控需

求必須有兩部電腦同時監控同一個 I/O設備
時，此時兩部電腦在同一時間操作改變同一

個 I/O 設備時可能會造成彼此不協調的現
象，此時可藉由使用資料庫中 Transaction技
術來避免此一困擾的發生；另外主機的圖形

監控畫面資料均全部儲存在電腦中，使得在

更改畫面的操控上更具有彈性。 
四、 具 USB介面的驅動程式：使用 USB通用串

列匯流介面，除可省卻週邊裝置繁複的驅動

程式外，並具有自動偵測與即插即用的功能

與高速傳輸速度的特性，USB軟體結構如圖
4 所示使用者可以在視窗環境下從原始碼中
以 Visual C++或其他語言來撰寫執行程式並
利用 API 資料庫來呼叫WDM Driver，另外
使用者亦可在網際網路的瀏覽器中利用

ActiveX Control（.OCX）來控制 USB介面，
因為在 .DLL 中的每一樣操作的功能均可
在.OCX 中執行，而且上述的功能亦可同時
以執行檔（.EXE）或 HTML來呼叫，而 API
資料庫則提供 USB 介面執行輸入、輸出及
致動以便執行更精確的控制，而 WDM 
Driver 提供更多基本的介面至 Windows 
Kernel，當USB插入電腦USB埠時 Firmware 
Loader即負責載入韌體以驅動USB控制器。 

 
User application 

API Library 

WDM Driver 

HTML w/Script 

Internet Brower 

ActiveX Control 

Firmware Loader Windows Kernel 

Hardware 

 

圖 4、USB控制器的軟體架構圖 

 
五、 I/O伺服器：I/O Server是用來扮演軟硬體間

溝通的橋樑，專門負責與控制器及 I/O設備
進行溝通，本系統使用Microsoft Visual Basic 
6.0 專業版中所具有的 ActiveX 元件來設計
I/O伺服器，經由特定的物件介面以及 Client
端與Server端事先定義好的操作順序所製作
而成的；而伺服器的應用程式則是使用

ActiveX EXE/DLL，其優點是在網際網路的
主從式架構之間可利用 OLE Automation 來
交換與分享資料；因為本系統的 I/O伺服器
是採用物件導向設計而成，其類別名稱定義

為Monitor，而每一個 I/O伺服器包括了許多
控制器類別（Controller Class），每個控制類
別除了包括控制名稱屬性外，更可以包括許

多 I/O物件，大致可分成類比 I/O物件（AIO 
Object）和數位 I/O物件（DIO Object）。 

六、 ASP 呼叫 I/O 伺服器：本系統的 WWW 伺
服器，是以Window2000 NT搭配 IIS，而所
有相關的監控文件一律採用 ASP來設計，利
用ASP所撰寫的程式來呼叫 I/O伺服器並取
得 I/O的資訊，並將資訊傳送給瀏覽器；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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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網頁的技術最大的差異為 ASP 文件
係在伺服器端執行，其保密性除了比較高

外，而且容易與資料庫連接，另外 ASP所提
供 Application與 Session物件，使得變數的
生命週期延長，因此可設計多樣化的遠端監

控應用程式。除此之外，ASP更具有可使用
JScript 和 VBScript 語言、可配合 CGI 程式
使用、有效率、與瀏覽器無關等優點。 

（3）系統功能： 
本系統具備以下功能： 
一、 Windows 2000的平台下操作，並利用網路

發展出一套人性化的監控系統。 
二、 利用網際網路系統作硬體的 I/O。 
三、 以 ASP技術設計網頁，使本系統具備高安

全性。 
四、 使用一部監控主機可以同時監控由不同的

感測器或電腦所監控的設備中各個不同的

流程。 
五、 採用 USB通用串列匯流介面，除可省卻週

邊裝置繁複的驅動程式外，並具有自動偵

測與即插即用（Plug-and-Play ）的功能與
高速傳輸速度的特性。 

六、 使用資料庫作為監控資料的設施，並以定

時傳輸的方式作為監控的信號依據，使得

本系統同時具備記憶性的功能，可以與原

始資料相比較，並提供歷史資料以供查

詢，亦可當成分析資料的來源。 
七、 因為可以直接從監控畫面下命令，因此操

作相當簡單。 
八、 可進行遠距及區域同時監控的功能，並可

達到一致性的目的。 
 

4.系統雛形 
 

使用者可以從瀏覽器中，開啟在伺服器上某

一份監控文件，當文件被開啟時會啟動相關的

ASP程式，經由這些 ASP程式至 I/O伺服器中取
得相關的硬體裝置之狀態，然後再將此份文件傳

送給瀏覽器，此時使用者可以監看或使用滑鼠來

改變硬體設備之狀態。 
（1） 先進入本系統之首頁，如圖5所示，

經輸入密碼確認身份後，即可進入程

式執行畫面，如圖6所示。在畫面左
上角有六個按扭，分別是「ESC」、「定
時」、「HELP」、「感測器狀態」、「設
定界面卡」、「切換控制鈕」。從畫面

中您可看到外型華麗，包含庭園的房

子，在房子上隱藏著許多的控制點，

諸如：大門、車庫的鐵捲門、窗戶...
等等，以窗戶為例，當磁簧開關偵測

到窗戶被打開時，電腦螢幕畫面上的

窗戶也會同時被打開。 
（2） 經由電腦螢幕直接來控制家電用

品，諸如：電風扇、電燈等。每一個

裝置控制器皆可做四段的速度調

變，本系統目前總共可提供控制15
種裝置的控制器，本範例的程式畫面

將受控物−房子，規劃成五個房間，
包含客廳、主臥室、客房、廚房、車

庫等。每個房間都包含三個控制裝

置，可分別控制電燈及風扇與門窗，

因此整間房間剛好可以控制15個裝
置，另外亦有8個監控迴路，可連接
各種感測器元件，可隨時監控房子，

做好安全措施。 
（3） 而當使用者利用滑鼠選擇房子大門

之後，大門會打開進入另一個畫面，

即為圖7所示。您可以看到一個擺滿
家俱的客廳之外觀，您可以利用滑鼠

直接控制電燈的亮度，以及電風扇的

運轉速度，電燈和風扇皆可作四段變

速的調變，而當使用者改變電燈或風

扇的狀態時，畫面上的物體也會同時

變化。在客廳的畫面上，總共有包含

五個大門，從左而右分別是進入主臥

房、客房、廚房、離開(到外面)、及
進入如圖8所示車庫等。 

 
 

圖 5、ASP-based監控系統-檢查密碼 
 

 
 

圖 6、ASP-based監控系統開始的執行外觀 
 



 6 

 
圖 7、進入客廳的監控畫面 

 

 
圖 8、進入車庫的監控畫面 

 
5.結論 
 

本系統改善了目前國內監控系統的缺點，而

且因為使用Windows 2000 Server作為作業系統的
作業環境，不但可以免除自行開發作業環境的困

擾，而且可以節省系統的製作成本，未來希望透過

網際網路能夠提供給工廠機械自動運作的功能，形

成完全自動的監控系統，進而奠定未來智慧型自動

遠距監控系統的基石。 
 

6.謝誌 
 

首先，要感謝學校的提供經費全力配合，以

利本研究的進行，最後，要感謝所有參與本研究的

學生林玉祥、林宣仲、李協旻，藉由他們不斷地努

力，才能成功地完成本系統。 
 

7.參考文獻 
 
[1] 曾黎明、陳奕明、賴彥甫、楊政遠、蔣立身，

「網際傳真上的自動化多媒體公文排版及傳

遞系統」，一九九六年分散式系統技術及應用

研討會論文集，pp. 363-365, May 1996。 
[2] 林盈達、賴源正、余維哲、李嘉晃，「A Distance 

Desktop Distance Teaching System,」，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pp. 197-204, March 1997。 

[3] 林正敏、 曾相彬、練舜鎮，「Web-based 圖形
監控系統」，第十二屆全國自動化科技研討

會,4304D-5,90 年 5 月 25 日。Conference, pp. 
396-402, 1998. 

[4] T. Yurtserver, Y. Chan and N. G. Pierce, 
“Graphical Manufactoring Monitoring System,” 
IEEE/SEMI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nference, pp. 156-161 (1997). 

[5] K. i. Kusunok, I. Imai, H. Ohtani, T. Nakakawaji, 
M. Ohshima, K. Ushijima, “A CORBA-Based 
Remote Monitoring System for Factory 
Automation,”IEEE/SEMI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oring Conference, pp. 
396-402 (1998). 

[6] R. A. Whiteside, C. M. Pancerella and P. A. 
Klevgard, “A CORBA-Based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 Proc. Of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1997. 

[7] G. Q. Huang, M. Mak, K. L. Nie, “Web-based 
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 (FM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Vol. 37,  pp . 177-180, 
October 1999. 

 
 



 1 

校園電腦教室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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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hclin, ua}@cs.nthu.edu.tw 

 
 

摘要 
 

校園電腦教室的安全漏洞是管理者關心的問

題，為了防止電腦教室內的網路資源被當作犯罪的

工具，本篇論文探討什麼樣的管理方式最適合於校

園內的電腦教室，並實作出一套 Web-based的管理
系統。該系統能檢查使用者的身分並利用 SNMP[1]
控制網路埠的存取，同時記錄使用者在存取網路資

源的時間。透過上述的認證機制，不但可以強化電

腦教室的安全管理，還可以有效率的管理教室內的

電腦設備。 
關鍵詞：電腦教室、SNMP、網路安全、網路管理。 
 
1. 前言 
 

隨著學術網路的發展，在校園內取得網路資源

越來越方便，這對資訊教育的普及化是一件好事，

但不可否認的，這樣的便利性可能使學術網路成為

網路犯罪者的溫床。環視整個校園網路，可以發現

電腦教室是一個相當顯而易見的死角，電腦教室提

供了網路資源、電腦設備，這樣的環境足以讓犯罪

者恣意在電腦教室進行網路犯罪之行為。犯案之

後，執法單位循著 IP最終也只能找到電腦教室，無
法找出元兇。  

除了電腦教室這個死角以外，學校圖書館也存

在相同的問題，圖書館為服務筆記型電腦的使用

者，在館內提供網路埠予使用者使用。圖書館開放

範圍廣及一般社會大眾，比起限制進出的電腦教

室，圖書館對於網路犯罪者有著更大的方便性。  
絕大多數的大專院校對於電腦教室的安全防

護都相當地薄弱，主要是因為電腦教室設立的宗旨

為提供學生使用電腦及網路資源，過度的防護將會

降低其便利性與自由度。本篇論文首先對此問題深

入研究，演繹出一套適合電腦教室的安全管理方

式，並且在兼顧系統穩定性與功能性的原則下實作

出一完整的系統。該系統不但強化了電腦教室的安

全管理，附帶的也提供一機制能讓管理者更有效率

的管理電腦教室內的電腦設備。 
 
2. 解決方案 
 
首先，我們討論以下幾種管理網路資源的方法，並

逐步發展出最適合校園電腦教室的解決方案。 
 

2.1 Firewall Filter 
 

在企業的 Intranet 裡，通常都有建置對外網路
的防火牆，同時也建置了對內網路的防火牆，其原

理乃是將網路的流通集中於一點，如此便可在此點

上做安全的防護控制，如圖 1所示。例如在公司的
內部網路只開放 HTTP對外之連線，其他如 FTP，
Telnet 等封包到了防火牆就會被過濾掉。此策略不
但可防止員工不當地使用網路資源，同時也有效地

封鎖外來的入侵者。但其缺點就是降低了網路資源

的使用自由度，如果在校園電腦教室內套用此一策

略，只開放電腦教室的 HTTP使用，這將會犧牲學
生的使用網路的便利性，所以這個管理方法雖然對

Intranet很有效，卻不適合實施於校園網路。  
 
 
 
 
 
 
 
 
 
 

圖 1. Firewall Filter 
 
2.2 Client Side Login 
 

這個方法類似 Unix 系統的登入機制，在使用
電腦之前使用者必須先從 Client端電腦向 Server執
行登入手續，Server 認證通過才允許使用者去使用
Client 端電腦，如圖 2所示。此方法最大的好處就
是將原本可匿名的電腦教室變成了非匿名的環

境。在這種非匿名的環境下，使用者的的活動記錄

都記錄在 Server中，每個 IP在什麼時候由誰使用，
管理者都可以清楚的掌握。  

在實作面上，我們必須先在 Client端電腦安裝
一隨開機而啟動的常駐程式(以後簡稱此常駐程式
為 Daemon)，使用者可透過此 Daemon向 Server做
登入(出)的手續，而 Daemon 可接收來自 Server的
命令去封鎖或釋放 Client端電腦。  

這個方法首先需面對程式跨平台的挑戰，每種

作業系統都得需要開發一套個別的 Daemon 程式，
Client 端電腦的作業系統更換時，可能必須更換
Daemon 程式，或開發新的 Daemon 程式。此外還
有一個嚴重的問題，一旦使用者將 Daemon 程式關
閉或移除後，這套系統就形同虛設了。 

 
Intranet 

Firewall 

Internet 

FTP, Telnet 

HTTP 
HTTP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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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Client Side Login 
 
從這個解決方案我們歸納出一個在電腦教室

網路安全管理上的重要原則，那就是得讓電腦教室

成為一個「非匿名的環境」。電腦教室之所以會成

為犯罪的工具，主要就是因為大部分電腦教室不會

對使用者做記錄，因此犯罪者就可以不留痕跡的在

電腦教室內進行網路犯罪行為。所以接下來我們會

繼續探討如何將電腦教室建立成一個「非匿名的環

境」。  
 

2.3 Client Side Login plus Switch Control 
 

上一個解決方案的主要缺陷在於使用者可能

將 Client端電腦的 Daemon 關閉或移除。基本上會
進行此動作的 User已經可能有不軌的意圖，為了防
止該使用者可能接踵而來的網路犯罪行為，Server
必須在偵測不到 Daemon 時執行配套措施。而之前
曾提過，網路犯罪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網路資源，

關閉網路資源便如同釜底抽薪般地隔絕網路犯

罪。對於電腦教室內的電腦而言，網路資源就可由

網路交換器（Switch）直接控制，一旦關閉了 Switch 
port，該 Switch port 所連接的電腦便失去了網路資
源。  

因此我們衍生自上一節的解決方案，在 Server
部份增加控制網路資源以及主動偵測 Daemon 的機
制。當使用者關閉或移除 Client 端電腦裡的
Daemon，那麼 Server就會因為偵測不到 Daemon，
而關閉 Client端電腦所連接的網路埠，以防止匿名
的網路犯罪，如圖 3所示。  

 
 
 
 
 
 
 
 
 
 
 
 
圖 3. Client Side Login plus Switch Control 
 
 
 
 

這樣的解決方案讓電腦教室在 Daemon被移除
後仍然可有效控制網路資源的使用，但對於電腦教

室的實際管理上，還是有著一些缺點。在實際的運

作上，Daemon 程式將成管理者額外的負擔，每次
為電腦重新安裝作業系統時就需安裝一次 Daemon 
程式。當使用者回報某電腦的網路連線有問題時，

管理者需檢查是否是之前的使用者關閉或移除了

Daemon 程式。所以 Daemon 程式是這類解決方案
裡的瓶頸。而且在某些只提供網路埠，不提供電腦

的機構，如圖書館等，我們無法要求使用者在他的

筆記型電腦安裝 Daemon程式以登入到 Sever，如此
一來「非匿名的環境」就無法維持了。 
 
2.4 Gateway Login 
 

大多數校園的電腦教室裡，會在教室入口做一

個身分確認的程序，有的採人工確認的方式，有的

則是用機器刷卡來確認。這個確認程序所留下來的

資料通恰好可以用來建立「非匿名的環境」。

Gateway Login 的解決方案如圖 4所示。  
首先我們在電腦教室的入口安裝一部電腦，在

該電腦上執行一監控程式(以後簡稱此監控程式為
Monitor)，並且讓該電腦連結兩部條碼機 (Barcode 
Reader)，以接收使用者登入及登出的識別碼資料。 

使用者登入時，使用者出示含有識別條碼之證

件（如學生證），透過 Barcode Reader 將條碼送到
Monitor，Monitor 會顯示教室內可使用的電腦供使
用者選擇，接著 Monitor 將認證資訊送至 Server，
Server 認證通過後開啟對應的網路埠，於是使用者
就可以進入教室使用所選擇的電腦。  
 使用者在離開電腦教室時，同樣要透過

Barcode Reader 刷一次證件，Server收到使用者登
出訊息後，就關閉使用者所使用的網路埠，使用者

便完成登出的手續。  
 在使用者登入與登出的這段時間內，系統會記

錄使用者用了哪個 IP，因此就可以維護電腦教室的
非匿名性。除此之外，我們不用再關心 Daemon 程
式開發及安裝的問題，教室內的 Client端電腦不需
安裝任何程式，因為這套方法已經將控制存取的目

標從 Client端電腦轉移到網路埠上，所以就算是只
提供網路埠的場合，如圖書館等，這套解決方案仍

然可順利運作。  
 這個解決方案除了提供電腦教室更安全的管

理，附帶的也讓管理者在管理電腦設備時更有效

率。在這個解決方案裡，由於 Server分配電腦給使
用者是一對一，使用者一旦發現所分配的電腦出了

問題，為了使用另外一台電腦，使用者需回到入口

重新進行登入手續，並通知管理者設備損壞之狀

況。如此一來管理者便可以瞭解電腦設備的損壞狀

況，並且透過管理界面記錄下來，有效率地掌握電

腦教室內的設備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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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Gateway Login 
 
3. 電腦教室管理系統架構與特色 
 
 本章節主要描述整套我們所設計實做的電腦

教室管理系統系統的架構與特色，這套系統採用

Gateway Login 的解決方案。整個系統分成 Gateway 
Side與 Server Side兩個部分。Gateway Side的特色
為 Web-based，而 Server Side 的特色則是引入了
Fault Tolerant機制。在此之前，我先簡介整套系統
的硬體部署圖  。  
 
 
 
 
 
 
 
 
 
 
 
 
 
 
 
 
 

圖 5. 系統硬體部署圖 
 

如圖 5所示，Server Side是由兩部 Server與電腦教
室的 Switch所組成，其中一部 Server為 Master，另
一部 Server 為 Slave，兩者執行的系統是一樣的，
只是在組態上的設定不同，這是為了 Fault Tolerant
機制而設計。而 Gateway Side是由一部 PC與兩部

Barcode Reader組成，Gateway Side與 Server Side
之間的聯繫則是透過 Web Interface。  
 
3.1 Gateway Side Feature  
 
 Gateway Side 的系統功能根據使用者的權限
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的使用者層級是櫃檯人

員，系統開放的功能為控制教室的網路狀態與提供

使用者登入登出的介面。登入登出的流程已在之前

提過，本系統提供了手動與自動的登入方式，手動

登入可以讓使用者自己選擇其所要的座位，而自動

登入則由系統依跳位的方式分配座位給使用者，除

了單一使用者登入外，我們也考慮到群組登入的狀

況，允許整間電腦教室的借出。而第二層次則是電

腦教室的管理者，其權限可以更新電腦的設備狀

態，編輯電腦教室的地圖，並且可以調閱使用者與

電腦設備的歷史記錄。編輯地圖的目的是為了建立

電腦實體與教室內位置的對應圖，系統便可以依照

此地圖，以教室為單位在螢幕上呈現電腦的位置分

布圖，這個機制可以幫助管理者清楚地掌握所有教

室內的使用狀態，而使用者也可以更快速的找到自

己可使用的電腦。第三層次屬於系統管理者權限，

其權限可以變更系統設定、管理系統帳號、以及資

料庫的操作。  
 在設計 Gateway Side 系統時有一個要求，就
是不要讓 Gateway的電腦做多餘的安裝或設定。因
此我們將系統設計為 Web-based，管理者只要利用
Browser連上 Server，便可以控制系統。Web-based
系統固然有免安裝的好處，但同時也帶來了幾個開

發上的問題。  
 
3.1.1如何讀取 Barcode Reader 
 
 在 Gateway 的電腦裝設有兩台 Barcode 
Reader，一台負責 Login(PS2 Port)、另一台負責
Logout(COM Port)。PS2介面的 Barcode Reader讀
入條碼後會自動轉碼傳回 Gateway電腦，其流程與
直接使用鍵盤輸入沒有兩樣；但 COM Port介面就
需要有背景程式負責讀取 COM Port 進來的識別
碼，而單靠 Browser是無法存取系統的 I/O Port。  
 於是我以 Signed Java Applet技術，開發一個
Barcode Reader Daemon能夠讀取到 COM port 的輸
入。於是當管理者一登入系統，Daemon 同時就會
被下載與啟動，附在 Browser上的 Daemon 會像背
景程式一般，監聽由 COM Port讀入的識別碼，並
且將識別碼包裝成 HTTP Request傳送到 Server。  
 
3.1.2 Server與 Gateway的同步問題  
 
 在本系統裡，允許在 Gateway Side 安裝多部
電腦，當其中一台電腦作了一個動作，其他電腦必

須同步更新資料。除此之外，前面所提的登出的

Barcode Reader Daemon由於是在背景執行，所以當
它發出 HTTP Request時，本機的Browser也必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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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以便更新 Gateway Side PC上的 Browser畫面。 
但是在 HTTP的模式下，只有當 Client發出 Request
時，Server才會傳回 Response [2]；換言之，  Server
無法主動地將訊息傳送到 Client，要一直等到 Client
端下次發出 Request時方能將訊息傳給 Client。很明
顯地，這將對Web-based的系統造成 Server與 Client
之間資料不同步的問題。 
 針對此問題，我們利用 Java Applet技術開發
了一個 Refresh Daemon，此 Daemon也是在管理者
登入系統後同時被下載與啟動。此元件能建立

Socket 連線到 Server Side 的 Refresh Server。當
Server Side 的狀態有了改變，Refresh Server 便會
Poll Gateway Side的 Refresh Daemon，接著 Daemon
再透過 Java Script通知 Browser去重新載入網頁以
得到最新的 Server狀態，  如圖 6所示。  
 
 
 
 
 
 
 
 
 
 
 

圖 6. Status Synchronization 
 
 解決了上述兩個問題後，Gateway Side系統便
可以充分發揮其 Web-based的特性，免去管理者安
裝與設定的手續，在一個 Browser畫面上完成所有
的操作。這也是近年來軟體發展的趨勢，將使用者

所需要的服務都搬到Web 這個平台上，而 Web不
足的功能再利用 Java Applet或 ActiveX來補齊。  
 
3.2 Server Side Feature  
 
本系統為 3-tier架構，如圖 7所示，前端為 Gateway 
Side PC，後端為 Database，而聯繫此兩者的便是介
於其中的 Server，因此 Server是由各式各樣的元件
組合而成，有負責產生 HTTP Response的元件，也
有負責存取資料庫的元件，以下是 Server內主要元
件的簡介。 
 
3.2.1  Server Architecture 
 
 首先我開發出下列可獨立運作之元件，之後再

將這些元件包上一層 Web 存取介面，Web Server
便可以透過這一層介面去控制元件。雖然這樣做在

開發上比較耗時，但將來一但要改變 Server架構，
例如以 Native Socket Server取代 Web Server，這些
元件將都可以輕易的移植。各元件之說明如下：  
 
 
 
 

 
 
 
 
 
 
 
 
 
 
 
 
 
 
 
 
 
 
 
 
 
 
 
 
 
 
 

圖 7. Server Architecture 
 
■ Room Monitor 
  具備 Login與 Logout機制，監視並控制目前電腦
教室內所有電腦的使用狀況。包括電腦是否在使

用、使用者身份、網路埠開啟與否。  
■  Switch Port Controller 
此元件利用 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控制 Switch上的連接埠是否要開啟。 

■  Computer Device Manager 
  記錄電腦教室內的所有電腦設備狀態，如 CPU，

HD等設備。並負責存取 Database裡的 Computer 
Device Table。  

■  Service Log Manager 
管理電腦的使用紀錄，包括使用者登出登入的時

間、使用者身份、電腦 IP等。並負責存取 Database
裡的 Service Log Table。  

■  Maintenance Log Manager 
  管理電腦的維修紀錄，包括維修時間、維修設備
的種類、維修者等。並負責存取 Database 裡的
Maintenance Log Table。  

■  Map Manager 
 管理教室內電腦與實體位置的對應表。 
■  Database Analyzer 
  分析 Database裡面的紀錄，提供統計的數據給管
理者，如電腦使用率、設備損換率等。 

■  HTTP Simulator 
 負責向 Slave Server發出模擬的 HTTP request。  
■  Asynchronous Storage 
  一旦 Slave Server當機，Client Simulator會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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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時間內的 Database變化存放於此。 
■  Refresh Server 
當 Server Side 狀態改變時，此元件會負責通知
Gateway Side的 Refresh Daemon。  

 
3.2.2  Fault Tolerance 
 
 一套完善的系統，必須同時考慮到 Fault 
Tolerance 的問題。本系統的策略便是使用兩台
Server，這兩台 Server 執行的系統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在系統組態上其中一台設定為 Master，而另外
一台則設定為 Slave。對 Gateway Side 而言只需連
線至 Master Server，當 Master Server出了狀況時，
管理者只要將 Browser 連到 Slave Server，並透過
Web介面將其組態改成Master模式，整個系統便可
繼續運作。 
 這樣的機制簡單而有效，在實作上最需要克服

的問題便是 Server跟 Server間的資料同步化。由於
Gateway對 Server的聯繫全是以 HTTP通訊，因此
我們在 Server端開發一個可模擬 HTTP Request的
HTTP Simulator，當 Master Server收到 Gateway的
HTTP Request時，會通知 HTTP Simulator複製此
Request並同樣透過 HTTP傳送到給 Slave Server。
如此一來，Master Server收到的命令，Slave Server
也同樣會收到，因此我們就能將兩台 Server的內部
狀態同步化。以上的流程是在兩台 Server都正常運
作的情況下，而當 Slave Server 出了狀況，或是
Server 之間的網路連線中斷時，我們便得採取另外
一套措施，讓 Slave Server在未來可以完整地修復
資料庫。  
 
 
 
 
 
 
 
 
 
 
 
 
 
 
 
 
 
 
 
 
 
 
 
 
 
 
 

當 HTTP Simulator無法將 HTTP Request傳送
到 Slave Server時，Master Server則會進入 Database 
Recovery 模式，將該時間點之後的 Databas e變化暫
存到一個Asynchronous Storage，等到 Slave Server
連線恢復後，Master Server再把這個 Asynchronous 
Storage傳送過去，讓 Slave Server可以修復這段時
間所遺失的資料庫記錄，確保 Server間 Database的
一致性。  
 
4. 結論 
 

本篇論文指出了校園網路安全的潛在危機，

並實作出一套解決方案，在實作的過程中也討論

了一些系統同步化的議題，包括 Gateway 與
Server 之間的同步，Server 與 Server 之間的同
步。除此之外，本系統也運用 SNMP有效率的控
制網路資源。本系統除了可在校園內的電腦教

室、圖書館使用外，也適用於其他提供網路服務

的場所，例如網路咖啡廳等，實際上，本系統業

已在清華大學計算機中心內運作。  
 

5. 參考文獻 
 
[1] Essential SNMP / O’REILLY 

[2] Java Servlet Programming / O’RE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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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異質性網路整合之研究 
(A Multi-Location Campus Network with  

Provision Multi-Service) 
 

 龔旭陽 1、林美賢 1、吳哲一 1、蔡光榮 1、王央城 2 
1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2國防大學校務發展室 

E-mail: {kung, mslin, joey, kjtsai}@mail.npust.edu.tw 
 

摘 要 
展望二十一世紀的來臨，全球經貿朝向自由

化、多邊化方向發展，隨著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後，為迎接教育市場全球化的挑戰，大學的
經營即將面臨國際挑戰趨勢，為提昇競爭力，各大

學間逐漸成立校際聯盟及跨校合併風潮，希望能透

過校際合作或跨校整合，有效運用原有的教育資

源。本論文以跨校合併為其研究對象，針對各校區

原有的校園網路及教育資源整合作一深入探討，目

的在建立各校園間異質性網路整併，進而提出一套

實際可行的架構。在此論文中我們提出一套多工架

構作為建構整合型校園網路的標準，使各校區分別

具有高效能(High Performance)、安全(Security)之校
園骨幹網路及多功能性 (Multi-function)之校園網
路，此整合型校園網路，我們稱之為 HPSM (High 
Performance, Security, and Multi-function)網路，其設
計目標是在建構一跨越廣域網路(WAN)之虛擬校園
網路(Virtual Campus Network)，有效的達到學術整
合服務、資源共享的實質效益。此外本論文以國內

某四所分佈於不同縣市、不同性質的學院為研究合

併的對象，作為跨校網路整合建置研究專案，以確

實驗證研究方法之可行性。 
關 鍵 詞 ： 異 質 性 網 路 整 合 (Integration of 

Heterogeneous Networks)、虛擬私人網
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負載
平衡(Load Balance)、負載共享(Load 
Sharing) 

1. 前言 
因應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國外名

校挾其優勢來台設校，國內大學校院可能面臨招生

的競爭壓力，加上教育部在政策上鼓勵大學校院整

合資源，因此各大學為提昇競爭力，並配合區域發

展的需求下，進行校際合作、策略聯盟與同區域或

同性質的校院合併，以有效運用原有的教育資源，

進而全面提昇教育品質追求大學的卓越發展。 
在校際合併的風潮下，針對跨校網路資源的整

合而言，由於各校區地理位置、網路規模與環境、

以及所需的網路應用服務可能有相當大的差異，因

此整合之困難度與複雜度會相對的提高，故合併的

過程需有完善的規劃，才可達到預期的效益。基於

上述之考量，本論文將探討各校區校園網路資源整

合之關鍵議題，並針對合併後的新大學規劃以建構

一整合各校區校園網路之高效能網路。在本論文

中，我們將以國內分布於 A與 B縣市的某四所學院
A1、A2、B1與 B2為研究對象，其中學院 A1與學
院 A2位於 A縣市，而學院 B1與學院 B2則位於 B
縣市，此四所學院的學校性質具有互補性，合併後

將成為一個更具規模、資源更充裕及更具競爭力的

大學。我們將此四所網路性質各不同及不同性質的

學院，合併為某 Y大學之校園網路建置策略作為研
究專案，進以確實驗證我們所提之整併策略與架

構。 
我們所設計的校園網路整併架構與系統稱之

為 HPSM (High Performance, Security, and Multi- 
function)整合型校園網路，設計原則與目標為(1)高
效能之中央骨幹網路：在此我們提出五種可行的專

線建置架構，包括匯集 ISP網路、星狀網路、環狀
網路、提昇 TANet 頻寬以及多協定標籤交換式
VPN；(2)安全及穩定之校區校園骨幹網路：將針對
整合後校園網路之安全機制及網路頻寬管理機制

作深入的探討，其中安全機制包括防火牆之安全保

護與 DMZ(De-Militarized Zone)區之隔離保護，其中
網路頻寬管理機制包含負載平衡(Load Balance)、負
載共享(Load Sharing)以及流量控管等；(3)提供多功
能 (Multi-function)之區域網路：其功能包括遠距教
學 (Distance Education) 與 多 媒 體 服 務 品 質
(Multimedia QoS)、及校園行動式服務 (Campus 
Mobile Services)等。HPSM的建構策略是配合原有
的校園網路架構，配合最新的網路技術建構出跨校

區之整合型校園網路，並將四校現有資源有效整

合。除保持原有的校院特色外，並發揮跨校院及專

業領域之整體教學、研究及服務成效，以達到教育

資源共享的目的。 
在此論文中之第二節將介紹 HPSM 跨校整合

型校園網路骨幹之設計，第三節介紹校園網路安全

機制與頻寬管理之規劃與設計，第四節中將介紹多

功能校園資訊網路之建構，最後第五節為結論與展

望。 

2. HPSM跨校整合型校園網路骨幹之設計 
HPSM網路骨幹為針對合併後的Y大學規劃與

建構一跨越區域，且整合各校區校園網路，使其成

為一跨廣域區網(WAN)的 Intranet，進而達到高效能
與安全之虛擬校園網路(Virtual Campus Network)環
境。HPSM網路骨幹之設計重點為各校區專線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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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地理位置分析、網路故障時的備援機制與各校

區間校園資訊傳輸的安全性。我們歸納出三項基本

原則： 
(1) 各校院校園網路變動最小。因原四校區為獨立
院校，各自擁有獨立的校園網路運作架構，所

以在設計上儘量保持原校園網路拓樸與運作效

能，取其優點並修正其缺點，補強不足之處。 
(2) 安全性高的傳遞機制。為防止資料遭到竊取或
惡意的破壞，設計時加入了目前熱門之 IP VPN
及MPLS VPN等安全機制，以加強整體校園資
料傳遞的安全性。 

(3) 多功能與穩定性高的網路傳輸。因應未來的教
學目標及校務行政需求，已朝向遠距教學及多

媒體系統來發展，導致頻寬需求越來越大，而

四校院為各自獨立的校區，在網路拓樸的設計

上，必須考量其區域性、網路的傳輸量及備援

等因素，方可達成多功能與穩定性高的校園網

路。 
我們所提出了五種跨校整合型校園網路專線

建置架構，如圖 1所示，其建置架構依網路是否具
有安全機制之功能面可分為：(1)具虛擬私有網路
1(VPN)，(2)無虛擬私有網路兩大功能。依網路拓樸
面而言，其建置架構可分為五種架構：(1)專線匯集
於 ISP 網路，(2)星狀網路，(3)環狀網路，(4)提昇
TANet 頻寬，以及 (5)多協定標籤交換式 VPN 2 
(MPLS VPN)，就其適用的建構環境與優缺點作一
分析與論述。 
(1) 專線匯集於 ISP網路 
所謂專線匯集於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的作法，是透過 ISP公司所提供專線服務，將用戶
端位於各地的傳輸終端點以專線的方式匯集到 ISP
位於各地區的機房，經由 ISP 內部網路的路由設
定，使用戶端位於各地的傳輸終端點能夠串接成一

個私有的專線網路，並且能夠選擇性地享有 ISP公 

                                                 
1 虛擬私有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VPN)[8]，是利用 Internet 

Protocol (IP)的技術，在 Internet公眾數據網路上建立屬於自己
的私有數據網路，由於 IP網路的擴充性良好，所使用的加密
技術是標準的 IPSec (IP Security)方式[6, 9]。IPSec結合了加密
(Encryption)、認證(Authentication)、密鑰管理(Key Management)
以及數位檢定(Digital Certification)等安全標準，具有高度的保
護能力。IPSec標準協定提供 DES(Data Encryption Standard)
與 3-DES 的加密功能以及非對稱式的密鑰管理，並提供私有
鑰匙(Private Key)與公開鑰匙(Public Key)，因此建立端點連結
及資料傳輸時的安全保護，讓使用者能夠利用公眾網路骨幹

做私人網路資料傳輸，並防止私人的資料在公眾網路上被竊

取。  
2 多協定標籤交換( (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 MPLS）為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所定義之架構，其目的在
於解決現有網路上所面臨的問題，包括網路傳輸速度、擴充

性、服務品質(QoS)以及網路資源管理等問題[11]。由於傳統
的 IP 封包傳輸方式是依 IP 位址來傳遞資料，而在 MPLS 架
構下傳輸封包是依據封包上之標籤(Label)來傳遞，因此 IP表
頭在封包進入 MPLS 網路之起點時只需分析一次，而中繼路
由則根據標籤所顯示之參數值，包括目的地地址、QoS 以及
資料型態等參數來決定封包要走的路徑。 

具 VPN 功能

無 VPN 功能

架構一:專線匯集 ISP 網路

架構二:星狀網路

架構五:多協定標籤交換式VPN

架構四 : 提昇 TANet 專線頻寬 MPLS

VPN

IP-Based

Fire
wall-B

ased

功能面

  拓樸面

安全面 架構三 :環狀網路

 
圖 1.  Y大學網路整併策略圖 

司所提供的各項網路加值服務，例如：QoS、VPN
及MPLS等項服務。 
由於網路專線服務是由 ISP公司所提供，因此

可以加入MPLS網路加值服務，所以此架構的功能
包括：(1)無MPLS功能，是利用 Leased line access，
而四校區流量經由 ISP，且各自保留原 TANet專線
頻寬，以及(2) 含 MPLS 功能將可提供 QoS、L2 
switching、Traffic Engineering、Integrate IP、ATM
以及 VPN 等高效能與安全性機制[11]。如圖 2 所
示，此架構是利用 ISP所提供的專線服務，將四間
校區各拉一條專線連結到 ISP公司，由 ISP公司來
提供四間校區串接連結的功能。四校區各自保留原

來 TANet之連線作為各自之對外連線，因此此拓樸
架構提供高度之備援性(Redundancy)，假設其中一
條網路連結路徑故障，資料還可以透過另一條路徑

抵達目的地是最可靠的一種網路。其次透過 ISP公
司來連結，為因應下一代寬頻品質服務，利用MPLS
技術來提昇四校區間的傳送效率，並且配合需求而

定可加入 IP VPN或MPLS VPN的服務，以提昇四
校區間資料傳遞的效率與安全性。 

A 1校區  
A縣市  

A 2校區  
A縣市  

B 1校區  
B縣市  

B 2校區  
B縣市  

T 3  / S T M 1 T 3 / S T M 1  

T 3  / S T M 1 T 3  / S T M 1  

T 1  

T 1   

T 1  

T 1  

IS P V P N  

TA N et 
台灣學術網路

TA N et 
台灣學術網路

T 3專線 / 
S T M 1 
T 1專線   
圖 2. 專線匯集於 ISP網路架構圖 

(2) 星狀網路  
本架構將各分校網路連結到中央的網路核心

形成星狀(Star)拓樸[2]，如圖 3所示透過 ISP公司建
立專線以 A1 校區為網路核心，並將其他三校區專
線集中至網路核心來統一控管，而網路核心連結至

TANet之專線為高頻寬(例如：STM1)，將三校區校
園網路流量皆匯集至網路核心後，再透過 STM1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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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連結至 TANet，而其他三校區保留其原本 TANet
專線作為備援。由於專線必須從各分散點連回中央

的網路核心裝置，因此本架構是最容易管理的拓

樸，而故障的專線只會影響其所連結區域網路，對

於其他的區域網路不會受到影響，因此網路檢修也

因為侷限於該連結端而變得簡單許多。此外此架構

之功能為各校區間 VPN 服務經網路核心傳送，使
得各校區間與網路核心建立 VPN 服務，並形成資
料安全遞送機制，經由資料的加密以及解密遞送，

以達校園資訊安全。此架構之功能與優點為統一控

管和集中管理，因將四校園間的網路專線集中於某

校區，有助於提昇網路管理政策的一致性且減輕其

他校區(邊端)網路管理的負擔，而其缺點是網路核
心的網路流量及管理負擔很重。 

 A2校區 
A縣市 

A1校區 
A縣市 

B1校區 
B縣市 

B2校區 
B縣市 

T3/STM1  

T3/STM1 T3/STM1  T1 
T1  

  TANet  
台灣學術網路 

T1  

T1  

T1專線 
STM1專線 

STM1 

T3專線/ 
STM1 

 
圖 3. 星狀網路架構圖 

(3) 環狀網路 
透過 ISP 公司單純將四校區建立相互連結專

線，如圖 4 所示，成為一個環狀(Ring)的校園網路
架構[2]。A縣市校區由 A1校區作為主要連結點來
連結 TANet，而 A2 校區再連結至 A1 校區上
TANet，原本各自的專線則作為備援用。B 縣市地
區的院校則由 B1 校區作為主要連結點連結
TANet，B2校區連結至 B1校區上 TANet，而原 B2
校區連結 TANet的專線則作為備援用。校區間跨縣
市專線則由 A縣市 A1校區連結至 B縣市 B1校區
(採 T3/STM1 專線)，而考量跨縣市專線的建構成
本，A縣市 A2校區連結至 B縣市 B2校區僅採 T1
專線。若未來考慮網路效率及備援機制，則可建立

Full-Mesh架構，使網路彈性更大。 
本架構在各校區間建立相互連結的專線，使其

校園網路形成環狀(Ring)拓樸，整體來看構成一個
迴路(Loop)，當網路中任一連結點故障時，其路由
路徑會改成反向繞行迴路，因此不會影響到校園間

資料的傳輸，具有高度的容錯能力。此架構之主要

功能為： 
(1) 具有負載分享(load share)的機制。因任一校區皆
有兩條對外的專線可以連結至另外兩個校區，

所以當某一對外專線的流量負載太大時，則可

以立即透過另一條對外的專線將流量導向另一

校區，以達到負載分享的目的。 
(2) 整合區域性校園網路流量。針對具有區域性的

的校區，將其校園網路連結至所屬的縣網中心

上 TANet。 
(3) 具有安全及穩定的校園。各校區間皆建置

VPN，使各校園互為加密的虛擬私有網路，可
以達到 Campus Intranet的功能，提供足夠的網
路頻寬及具安全性高的校園網路，可滿足各項

的校園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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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環狀網路架構圖 

(4) 提昇 TANet專線頻寬 
如圖 5所示，將四間校區原有的 TANet連線直

接提昇為 STM1，透過 TANet來傳送四校區間校園
資訊。並於各校區間建立點對點的 VPN 服務，執
行對資料的加密/解密，達到資料安全遞送機制。此
架構之功能為直接提昇各校 TANet連線頻寬，其優
點為變動性最小且最節省經費，但缺點為受限於

TANet的頻寬且網路效能穩定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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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提昇 TANet專線頻寬 

(5) 多協定標籤交換式 VPN網路 
多協定標籤交換式(MPLS)主要是因應下一代

寬頻品質服務網路，應用 ATM Switching 之標籤 
(Label)概念，藉由 Label 的引入，以提昇網路的
Explicit Route、Load Sharing、Multipath等功能效率
進而加速整個網路之運作[6,9,11]。MPLS網路架構
如圖 6所示，一個MPLS網路係由 Label Switching 
Router (LSR)所組成的，即圖中所示之 PE routers 
(edge LSRs) 和 P routers (core LSRs)，其中 LSR具
有處理 LDP (Label Distribution Protocol)及相關
MPLS 技術規格能力的路由器。而 CE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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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 routers則屬於客戶端的邊界路由器，主要作
為客戶端對外連接 Internet的 router。當使用者封包
由客戶端的 CE routers送出到達 ISP的 PE(Provider 
Edge) routers時，此時封包表頭在 PE routers處會被
加入一個標籤，再送進 ISP的MPLS網路，因此具
有MPLS能力的 PE及 P (Provider) routers，則只需
將記錄 router的標籤，透過查詢標籤表，轉換成外
出的標籤，然後傳送到下一個 router，根據服務性
質及網路效能決定應走的標籤交換路徑 LSP 
(Label- Switched Path)，快速地將封包送達目的邊端
的 PE routers，此時 PE routers將封包標籤移除並還
原成原始封包，再送入目的客戶端的 CE routers，
完成整個封包的傳送過程。 
由於 MPLS 為下一代寬頻網路的重要標準之

一，因此MPLS VPN[8]網路架構架構如圖 6所示，
利用 ISP所提供的專線服務，四校區各拉一條專線
連結到 ISP公司，再利用 ISP公司所提供MPLS VPN
的服務，來實現四校區間資料傳輸之安全性並可提

高傳輸效能。 

 

A1校區 
A縣市 

A2校區 
A縣市 

B1校區 
B縣市 

B2校區 
B縣市 

P 

P 

P 

P 

PE 

PE PE 

PE 

ISP MPLS VPN service 

CE

CE 

CE 

CE 

T3/STM1 

T1  T1 

T1 

TANet 
台灣學術網路

T3/STM1 

T3/STM1 T3/STM1 

T3專線/ 
STM1 

T1專線 

TANet 
台灣學術網路 

T1  

 
圖 6. 多協定標籤交換式 VPN網路 

針對本文所提出的五種整合型校園網路骨幹

架構，分別整理出其優缺點，如表 1所示。 

表 1. 四校區網路整併架構優缺點比較總表 

拓樸類型 優、缺 點 比 較 

優 
點 

(1)建構容易。 
(2)管理及維護由 ISP公司負責。 

架構一 
專線匯集於

ISP網路 缺 
點 

(1)需額外支付 IP VPN的服務費用，
所需經費較高。 

(2)透過 ISP傳遞資訊，安全性在某些
狀況下無法掌控。 

優 
點 

(1)比架構一的自主及安全性較高。
(2)容易達到統一控制和集中管理。

架構二 
星狀網路 缺 

點 

(1)VPN設定複雜。 
(2)網路核心的網路流量及管理負擔
很重。 

架構三 
環狀網路 

優 
點 

(1)比架構一的自主及安全性較高。
(2)比架構二有較高 VPN傳輸效能。
(3)獨立的環狀網路安全高，有較佳
的備援機制。 

 缺

點
(1) VPN設定較複雜。 

優

點

(1)各校區網路變動性最小。 
(2)專線建構成本低，不需額外 

Intranet專線。 
(3)各校自行維護及管理網路，分散
管理負擔。 

架構四 
提昇 TANet
專線頻寬

缺

點

(1)由 TANet直接串接各校區，安全
性差。 

(2)不易達到整合型校園網路效益。
(3)容錯性與備援性差。 

優

點

(1)透過 L2 switch遞送，使用 L3骨
幹，傳輸效能佳。 

(2) IP擴展度高，提供 QoS功能， 
路由路徑設定容易。 

(3)對外的網路維護及管理由 ISP來
負責。 

架構五 
多協定標籤

交換式 VPN

缺

點

(1)ISP目前尚未完整提供MPLS 
VPN服務。 

(2)不同 ISP MPLS相容性有待商榷。

3. 網路安全與頻寬管理之規劃與設計 
由於網際網路的普及化，使得電腦病毒與駭客

可以透過網路作為迅速散播的途徑與入侵的管

道，進而造成大量電腦資料的損毀及網路嚴重的癱

瘓等問題，因此在校園網路中網路安全機制的建置

更顯得其重要與迫切。此外在有限的校園網路頻寬

中常有不合法的網路應用服務被大量地的使用，例

如違法的 FTP站所造成的大量資料傳輸，使得網路
頻寬負載的流量不平衡，進而造成網路的壅塞，所

以必須擁有一套有效的頻寬管理機制來改善此情

況[1,5]。因此在此節中，我們將針對安全機制及校
園網路頻寬管理機制之建置策略作深入的探討。 

3.1 安全機制建置策略 
本論文所提出的安全機制建置策略，除了在第

二節所論述的 VPN 架構外，同時包括防火牆之安
全保護、防火牆之負載平衡(Firewall Load Balance)
與 DMZ 區之隔離保護等功能。我們所規劃之校園
內部網路架構如圖 7所示，其主要功能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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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新校園網路安全機制與頻寬管理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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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火牆3的安全保護。在校園安全機制中，防火

牆[4]是校園網路第一道安全的防線，由於目前
四校區所使用的防火牆規格尚未統一，且均採

用軟體式防火牆而不是硬體式，可能會產生包

括四校區防火牆規格不相容所造成的管理困

難、以及軟體式防火牆可能無法負荷未來四校

區間大量的資料傳輸等問題，因此在四校區防

火牆整合方面，必須採用硬體式且規格相容的

防火牆，以便於管理並同時能提供高效能的安

全防護。 
(2) DMZ 區的隔離保護。在所謂的 DMZ (De- 

Militarized Zone) 隔離區的架構，其運作方式為
外部網路進入校園內部進行網路資料存取時，

若是存取一般公用伺服器(例如 Web Server 及
FTP Server)的資料，則直接導入 DMZ中存取；
如果不是一般公用伺服器(例如校務行政系統
伺服器)，則此時必須通過防火牆的認證後，再
導入伺服器群區(Server Farm)中或特定主機中
進行存取，因此 DMZ 之架構規劃，將可有效
提昇校園網路的安全性。 
此所提出之校園網路安全機制與頻寬管理架

構的優點，為導入新的架構之後並不會大幅度的改

變現有的校園網路架構，因此在四校區網路整合之

後，並不會增加原先四個校區之網管人員的負擔，

此架構將可讓校園內部的機密資料及校園中所有

的伺服器受到安全的保護，提供校園網路使用者一

個安全的網路使用環境。 

3.2 校 園 網 路 頻 寬 管 理 (Campus Network 
Bandwidth Management) 
網路頻寬 [3]分配不平均與網路流量如何導

流，是校園網路管理的一大挑戰，因此我們利用網

路頻寬管理器以訂定頻寬管理方針和法則，讓有限

的網路頻寬達到最有效地應用。針對以上目標，我

們提出三種頻寬管理策略來達到提昇網路效能，分

述如下。 
(1)  負載平衡(Load Balance)。負載平衡係指網路上
的流量能夠自動地的導流，進而達到有效地分

配流量與善用網路資源。在本文中，我們利用

負載平衡器設備來提供流量平均分享的效果，

將可避免以往使用「輪替式」(Round Robin)所
產生的網路壅塞問題。此外如圖 7 所示，防火
牆(Firewall)以及伺服器群區(Server Farm)都同
時具備負載平衡的效果，防火牆的負載平衡是

利用上下兩台負載平衡器使得網路的流量分別

導向左邊或右邊的防火牆中，負載平衡器會自

動偵測那一部防火牆的流量負載較輕，新的流

量將自動導入負載較輕的防火牆，進而達到左

                                                 
3 防火牆(Firewall)：由一種單一系統或多個系統所組合而成，它
可用於廣域網路及區域網路之間以隔絕有心人士外來的入

侵，當使用者欲透過網路來存取遠端資料時，利用 Firewall
系統建立一些封包過濾、限制或轉換目的位址等機制，以達到

安全防護的作用，亦可以防止某種程度的入侵及偵測非法存取

等服務並提供安全性認證。 

右兩邊防火牆的負載平衡，使得整體網路效能

提昇。另外在下方的負載平衡器會把即將送往

伺服器群區的流量，自動導流到負載較輕的伺

服器，進而達到伺服器群區之負載平衡的效果。 
(2)  負載共享(Load Sharing)。對外連線的負載共
享，是在對外路由器中設定路由繞送方針與法

則，例如設定.com之流量連往 ISP之專線，而
送往其他校區之流量則連往四校區之專線，如

此將可以大幅提昇整體網路的流暢性。如圖 7
所示，對外路由器所連結之對外專線，包括

ISP、其他校區以及 TANet，因此校園對外的流
量在經過對外路由器時，會依照其目的地往規

定的對外專線傳送，避免送錯目的地的情況發

生。 
(3)  流量控管(Commit Access Rule)。其作法是利用
對外路由器或負載平衡器中的所提供的流量控

管(Commit Access Rule, CAR)功能。如圖 7所
示，在本架構中是由負載平衡器來擔任流量控

管的工作，並針對不同性質的網路應用服務給

予適當的頻寬與控管。流量控管功能針對常會

導致網路壅塞，進而造成其他重要的應用程式

服務無法獲得足夠頻寬，例如傳輸大量資料的

FTP 或夾帶大型檔案的 E-mail，限制其使用頻
寬上限(Usage limitation)，以避免其佔用太多頻
寬與造成網路壅塞，進而保證校園對外專線的

網路傳輸品質。 
在新的校園網路架構中加入以上三種頻寬管

理策略之後，將可達到：(1)對外連線是透過對外路
由器來提供負載共享，以及(2)內部網路則是利用負
載平衡器來做到流量控管與負載平衡，進而達成整

體流量的導流與頻寬的控管，使得此校園網路架構

具備專業分工、安全以及高效能之優點，可大幅地

提高校園網路之網路效能。 

4. 多功能校園資訊網路服務之設計與建置 
由於未來的網路服務日益多元化，我們在此提

出整合多功能校園資訊網路服務之設計與建置策

略，以滿足未來校園網路服務使用者需求。所提出

的多功能校園資訊網路服務包括：遠距教學與多媒

體服務品質、視訊會議、校園行動式服務(Campus 
Mobile Services)、與校務資訊系統(例如電子公文與
網路選課等)，由於多功能資訊服務之建置策略一
致，因此我們將針對遠距教學與校園行動式服務為

例，作一說明與論述。 

4.1 遠距教學與多媒體服務品質 
藉由遠距教學系統的建置，將可達到各校區教

學資源共享的目標，同時也具備節省教育成本的好

處。其架構如圖 7所示，遠距教學伺服器可分散於
各校區或放在某一校區，再將各校區中可跨校區選

修的課程製作成線上教材，各校區的學生可以連上

位於校園網路中的遠距教學伺服器 (Distance 
Education Server, DE Server)，在登入遠距教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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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即可開始瀏覽其選修的課程內容以及和其他

同學作學習的互動。 
在此我們所建置的遠距教學系統 (Distance 

Education System, DE System)的功能包括：(1)採非
同 步 式 (Asynchronous) 教 學 以 及 同 步 式

(Synchronous)教學。利用遠距教學系統，學生上課
時間不再受到教學時間的限制，隨時都可上網瀏覽

其選修的課程教材，進而提供一個不受時空限制的

線上學習(E-Learning)環境；(2) 結合文字、聲音、
影像以及視訊，所構成的互動式多媒體教學平台，

再結合網路分化式服務 (DiffServ)與整合式服務
(IntServ)，並利用群播 (multicast)通訊，以滿足使用
者多媒體服務品質(QoS)之要求。 

4.2 校園行動式服務(Campus Mobile Services) 
由於具有無線與行動式(Wireless and Mobile)校

園網路[10]已經是目前的主流趨勢，因此本論文提
出一校園行動式服務(Campus Mobile Service, CMS)
架構，此 CMS 架構的目標在使校園網路中的使用
者，不必再受到線路的限制，即可在校園中任何地

方隨時上網，進而營造出無線上網的校園環境。

CMS架構如圖 8所示，分為兩類服務功能： 
(1) 近端服務。在 IEEE802.11b 或是藍芽 (Blue  

Tooth)的無線通訊標準下[7]，在校園中使用者
可利用個人數位助理器(PDA)或筆記型電腦
(Notebook, NB)，經由無線網卡、藍芽模組及遍
佈在校園內的無線集線器(Access Point, AP)與
校園網路連結，可在校園中任何地方隨時上

網，進而實現無線上網的校園環境。 
(2) 遠端服務。如圖 8 所示，假設校園中的使用者
位於無線集線器的涵蓋範圍之外，則個人數位

助理器或筆記型電腦可利用手機的 GPRS 模組
[12]，連結到基地台(Base Station)，中間經過大
哥大電信業者的行動交換中心(Mobile Switch 
Center, MSC)，再連結到 Internet上，並且可以
透過 Internet和校園網路作連結。 

Core Switch

校園網路
基地台

 
Access Point

 N oteb ook  

Mobile Phone
(GSM/GPRS 手機 )

個人數位助理器
(PDA)

電信業者

MSC     網際網路

遠端服務

TANet

近端服務

  

 
圖 8. 校園行動式整合服務網路 

 

5. 結論與展望 
本論文是以國內四所區域不同、性質互補的校

院合併成 Y大學的校園網路規劃為例，首先分析與
評估各校區現有之校園網路架構與運作情形，提出

各校區校園網路改善解決架構，且針對網路管理問

題進行探討分析與因應評估後，我們提出 HPSM 
(High Performance, Security, and Multi-function)網路
架構，設計原則與目標為：(1)提供高效能之中央骨
幹網路、安全之校園網路以及一個具擴展性、行動

性之整合型校園網路；(2)統合各校區校園網路(防
火牆)安全機制，以防止駭客惡意的破壞、資料被竊
取以及因電腦病毒所造成網路癱瘓；(3)提供校園網
路頻寬管理策略以達成整體流量的導流與頻寬的

控管；(4)提供具服務品質之多媒體系統服務，以及
群播與行動式功能之網路傳輸服務。依據 HPSM網
路架構以及所提之網路管理與安全建置策略，希望

建構一個具有高效能、安全與多功能服務之整併式

校園網路，以藉由各校資源的結合而達到整合服

務、資源共享的合作效益，並以此跨校整合型校園

所建構的成功專案成果，作為未來其他學校整合、

合併時的參考範例。 

致謝： 此計畫由國防大學支援，計畫編號
NDU-090-002，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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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非對稱數位用戶迴路（Asymmetrical Digital 

Subscriber Line，簡稱 ADSL）已因其所具備之高

頻寬與具競爭力之價格而廣泛為各級學校、機關，

甚至家庭所採行。目前的 ADSL 架構中，若多個

使用者要經由同一條 ADSL 線路，僅能透過單一

網路服務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簡稱

ISP）上網，因為目前整體網路架構中並無任何機

制可以分送資料。本論文設計並實作一存取管理伺

服器（Access Management Server，簡稱 AMS），讓

不同的使用者可以各自使用自己的 ISP 帳號，經

由同一條 ADSL 線路上網。這可應用在學校的宿

舍網路中，讓同學們各自使用自己的 ISP 帳號而

經由同一 ADSL 線路上網。 

1.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非對稱數位用戶迴路（ADSL）近年來發展相

當迅速，全國各大專院校、中小學、政府機關、公

司企業，甚或家庭均採用該技術連線上網。ADSL 

接取網路利用現有的雙絞銅線，在不變更接取線路

及用戶端架構的前提下，加上先進的調變技術，即

可提供非對稱性的高傳輸速率，由於其速率是傳統

語音撥接接取網路的數十倍，因此極適合作為高頻

寬需求之多媒體傳輸，在現今的寬頻網路環境中佔

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圖一為典型的 ADSL 接取網路之架構圖，

ADSL 的設備分為用戶端與局端兩部分。用戶端的

設備稱為 ADSL Terminal Unit - Remote (ATU-R)，

負責將用戶的資料封裝成非同步傳輸模式 

(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簡稱 ATM) 之細胞 

(cells)，再傳回局端。局端的設備則為  ADSL 

Terminal Unit - Central office (ATU-C)，負責將 

ATU-R 所傳送來的  ATM Cells 解開。因為 

ATU-R 與 ATU-C 為一對一之配置，為了有效利

用機房之空間與方便管理，乃將多個 ATU-C 整合

至一機架，稱為數位用路迴路接取多工器 (DSL 

Access Multiplexer，簡稱 DSLAM)，負責將多個 

ATU-C 所接收的資料匯集至背後的骨幹網路，目

前此骨幹網路多以 ATM 為主  [4]。ATU-R 與 

ATU-C 之前均有一分歧器 (Splitter)，其功能為將

語音與資料的訊號分別過濾出來，並且傳送至對應

的網路。 

在圖一的 ADSL 網路架構下，用戶端只需要

一 ATU-R 即可讓位於 LAN 內的所有使用者透

過此設備經由局端連上 ISP 的路由器，經過帳號

與密碼的認證 (authentication) 後即可上網。然而

此架構僅能提供用戶端連接的所有使用者利用單

一的 ISP 帳號上網，如圖二所示。這對一般的家

庭用戶而言已足敷使用。就以 ADSL 於宿舍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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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用而言，雖然目前已有許多大專院校學校對在

校外租賃的學生提供 ADSL 連上校園網路的服

務，這多半是由電信業者提供 ADSL 線路，而以 

TANet 作為 ISP。由於宿舍網路內各式應用之種

類繁多，訊務量也幾乎維持於滿載狀態，每每影響

校園網路或 TANet 之流量甚鉅，因此其管理向為

各校電算中心之極大挑戰。也因之亦有專家倡議將

宿舍網路委外，交由某一 ISP 業者負責宿舍網路

之管理工作。 

由於各 ISP 之網路接取帳號的費率不斷下

降，且對學生有特別優惠，各級學生或其家庭擁有 

ISP 網路接取帳號之比例日漸提高。有鑒於此，本

論文對宿舍網路之管理提出另一種解決策略：由所

有住宿生共用數條 ADSL 線路並一起分擔線路費

用，而連網方式既非透過現有的 TANet，亦非由

單一 ISP 負責，而是由各住宿生使用各自擁有的 

ISP 網路接取帳號連上 Internet。但此解決策略則

須於傳統典型的 ADSL 網路架構中，額外增加一 

ADSL 存 取 管 理 伺 服 器 （ ADSL Access 

Management Systems，簡稱 AMS），用以讓每一個

使用者使用各自的 ISP 帳號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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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典型的典型的典型的典型的 ADSL 接取網路接取網路接取網路接取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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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圖三為將傳統典型的 ADSL 網路架構中額外

增加一 AMS 伺服器後之架構。AMS 伺服器可供

使用者輸入網路接取帳號之名稱及密碼後，將之轉

送至該網路接取帳號所屬的 ISP 進行認證。認證

成功即將該使用者與適當的 ISP 建立連線，此後

即可根據其申請的服務給予保證的頻寬或服務的

限制。在此架構下，僅需增購 AMS 伺服器而不

須對各種典型的 ADSL 裝置做任何大幅度的修

改。 

由圖四可瞭解整個 ADSL 系統環境與 AMS

伺服器在整體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AMS 伺服器

主要分為四大部份：客戶端的 Web Server、存放

資 料 的  Database Server 、 系 統 運 作 中 心 的

Controller 與 IP Firewall。我們可將 Web server 視

為進入 AMS 伺服器的入口，透過網頁的連結與

表單的傳送，將使用者要求的資訊傳遞給 

Database server 及 Controller，並與之溝通，再將

回覆的訊息呈現給使用者，並將需要處理的資料送

到 Controller 內部。Controller 可視為整個 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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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圖四圖四圖四  AMS 伺服器之架構圖伺服器之架構圖伺服器之架構圖伺服器之架構圖 



伺服器的系統運作中心，接收到來自 Web 的連線

請求後，經由認證伺服器（Authentication Server）

至 ISPs 進行使用者的身份確定。若認證通過，則

啟動 IP Firewall，讓使用者的封包可以傳送出去，

進行連線上網的動作。若未通過認證，則回傳訊息

至使用者端，讓使用者掌握自己的連線狀態。同

理，當使用者欲中斷連線時，也是經由同樣的程

序。 

Controller 在 運 作 時 所 需 要 的 系 統 需 求

（system requirement）為：系統核心（kernel）必

須支援  IPFW、每個  ISP 需有專屬網路介面

(Network Interface Card) 對應，並且需要有管理者

權限（root permission）。圖五為 Controller 之執

行流程，其中  IPFW 用來過濾（filter）並記錄

（record）使用者的封包，並在使用者連線時決定

使用者的封包應該往那個 ISP 傳送。若使用者在

連線狀態，則將封包轉送至對應的 ISP，反之則將

封包擋下。而 IPFW 本身也有以 packet 為單位的

計量功能，因此亦可用之進行流量統計的功能。 

3. 系統實作系統實作系統實作系統實作 

在本論文之 ADSL 接取網路環境中以 Cisco 

676 作為 ATU-R，DSLAM 則採用 Cisco 6200。

一臺 Cisco 6200 在 option module 插滿的情況下

可支援至最多 80 個 ADSL 的實體連線。而 Cisco 

6200 的 Uplink trunk 採用 ATM module 接至一

台 FORE ASX-200 ATM Switch，讓 Cisco 6200 連

至 Internet。Cisco 676 除了提供與 ATU-C 的接取

線路連接的服務外，它本身便是一台 Router，還

可由用戶設定而以網路轉址（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簡稱 NAT）的方式運作，如此便不用

擔心網路位址不夠用的問題。Cisco 676 內部的傳

輸介面為高速乙太網路，提供  10Base-T 和

100Base-TX 自動切換的介面，對外的連線速度則

視 DSLAM 提供之速度而定。 

在實作中以兩台 Cisco 676 分別連接兩台筆

記型電腦，用以模擬具備兩個使用者群的兩台

ATU-R。兩台筆記型電腦分別透過兩台不同的 

ATU-R 經由 DSLAM 將資料傳至 ATM Switch。

我們以一台具有 ATM 介面卡之 PC 連至 ATM 

Switch，以接收傳送而來的 ATM Cells。AMS 伺

服器以  PC 作為實作平台，作業系統採用 

FreeBSD。FreeBSD 不但穩定，且大多數需要用到

的支援功能及程式都能在 FreeBSD 上找到，並方

便、快速的架設起來。伺服端（Server Side）程式

以 C 作為開發語言。在模擬多重 ISP 的部份則採

用 Pseudo ISP（PISP）的方式。Controller 中所採

用的認證方式，是直接將資料包裝在 IP 封包裡，

再送到 ISP 認證。本系統則可針對每個使用者提

供不同服務，因此使用者需提供足夠的認證資料才

能上網。 

本系統之實作分為兩部份：客戶端（Client）

提供介面予欲利用 AMS 連線服務的使用者；管

理者端（Manager）則主要針對管理使用者資料的

管理者。圖六為使用者的歡迎畫面，填入帳號與密

碼方可使用 AMS 系統。圖七為使用者可以使用的

功能，包括更改會員資料、更改所填入的 ISP 資

料、申請連線至 Internet，以及申請離線等。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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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IPFW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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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Controller 之執行流程之執行流程之執行流程之執行流程 

 



為管理者的 Web 介面，包括更改使用者的資料、

查尋線上的使用者，與管理者資料的修改等。 

4.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論文主要以 ADSL 接取網路為基礎，對宿

舍網路提出另一種介於既有的由 TANet 介接及

改由 ISP 委外管理的 ADSL-based 宿舍網路架

構。在此架構下，宿舍網路之住宿生可各自使用自

己的 ISP 帳號，而經由同一 ADSL 線路上網。本

論文設計並實作一 AMS 伺服器，對使用者及管

理者分別提供 Web-based 的使用介面與管理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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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整合第二條對外網路線路連線方式之研究 
黃文聖 

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 
wensheng@mail.lkjh.chc.edu.tw 

 

摘要 
 

隨著網路資源的蓬勃發展，網路在中小學教學

上的應用也日趨普遍，原有連線到 TANET的頻寬

已不敷使用，因此申請 TANET以外的第二條對外

網路連線並整合兩條網路線路頻寬的需求就因而

產生。本文研究出以 1.兩條獨立、2.Proxy分流、3. 

第三層交換式集線器分流、4.頻寬分享器分流的解

決方式，運用現有設備並添購價格合宜的設備，有

效整合兩條對外網路頻寬，提供一些具體的可行方

案供各中小學參考。 

 

關鍵詞：整合網路頻寬、靜態路由表、負載平衡、

Proxy分流、IP分享器。 

 

1.前言 
 

隨著網路資源的蓬勃發展，網路在中小學教學

上的應用也日趨普遍，從單純的網路資料搜尋，線

上學習與討論，到多媒體互動資料之傳輸，各中小

學原有連線到 TANET的頻寬已不敷使用，因此各

中小學尋求 TANET以外的第二條對外網路連線的

需求就因而產生。但由於中小學普遍經費有限，無

法像大專院校一樣購置價格昂貴的先進設備來整

合兩條對外網路頻寬。本文試圖研究如何運用中小

學現有設備並添購價格合宜的設備，有效整合兩條

對外網路頻寬，以發展符合實際現況及需求的可行

方案。 

 

2.第二條對外網路線路連線種類 
 

以目前寬頻的市場而言，適合學校的對外連線

方式有二： 

 

2.1 ADSL 寬頻上網 

 

ADSL 目前為寬頻上網的首選，在連線品質及

穩定性都能維持一定的水準，只是必須距離電信機

房５公里內，因此有少部分學校無法申請使用。 

ADSL除在速度上分為 1.5M 768K 512K 三種

下載速度外，連線方式尚區分為： 

多個固定 IP的 Router模式：適合須額外架設多

個網站之需求。 

一個固定 IP的 Bridge模式：適合架設單一網站

之需求，透過 IP分享器可架設網站並提供多人同

時上網。 

需要撥號的 PPPoe模式：適合不需架設網站的一

般用戶使用，亦可透過 IP分享器提供多人同時上

網。 

目前中小學已有一條 TANET的對外連線，所

有網站均以學術網路的 IP架設，第二條網路線路主

要為增加下載的頻寬，故不須選擇使用有固定 IP

的 Router或 Bridge模式，只需申請一般撥號的

PPPoe模式，透過 IP分享器內建的撥號功能，即可

24小時連線，滿足基本需求。 

 

2.2有線電視雙向寬頻上網 

 

若學校距離電信機房５公里之外，就無法申請

使用 ADSL，有線電視雙向寬頻上網就是成為最好

的選擇，雖然有線電視寬頻上網的頻寬是採用共享

的分式，頻寬視該時間有多少使用者而定，無法維

持一定的品質，但因學校主要的使用時段為上班時

間，此時段並不會有太多使用者上網，因此頻寬不

見得會比 ADSL小。學校只要藉由 IP分享器連接，

一樣可以增加網路頻寬。 

 1 



3. 寬頻上網的利器──IP分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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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連接上第二條網路線路，無論是撥接式的

ADSL及有線電視雙向寬頻上網，都需要一個撥接

的動作才能上網。以往我們必須另設一台裝有兩片

網路卡的電腦做網路撥接的動作，再將網路頻寬分

享給其他電腦使用，不但架設與維護管理麻煩，而

且必須浪費一台電腦來作此簡單的工作。近來廠商

則順應此需求開發一款 IP分享器的產品，提供寬頻

上網所須之常用功能，用Web介面就可以輕易上手

使用與管理，使人們能夠輕鬆地連上寬頻網路，價

格約在 3000元上下，經濟實惠。因此本文以下介

紹的連線方式都以 IP分享器作為連接第二條對外

網路線路的工具，以減低網路管理人員的負擔。IP

分享器主要的功能如下： 

提供支援 ADSL（固接/PPPoE）及 Cable 網路連

線功能，並在連線中斷時自動重新連接。 

支援 NAT並內建 DHCP伺服器，最多可提供 253

個內部虛擬 IP供電腦使用。 

支援虛擬主機伺服器，使內部虛擬 IP電腦也能當

伺服器。 

支援網路存取控制，透過設定限制特定電腦的使

用權限。 

 

4.如何整合兩條對外網路線路 
 

以下就中小學現況，發展出四種有效整合兩條

對外網路頻寬的可行方案，分述如下： 

 

4.1兩條獨立 

 

A.概念： 

原來 TANET線路接電腦教室及網路伺服

器，新增一條透過 IP分享器接行政用電腦，彼此

獨立運作。其中一條斷線時再手動將內部虛擬 IP

電腦接在一起，以保持網路暢通。 

 

 

 

B.架構圖： 

 

 

 

 

 

 

 

 

 

圖 1. 兩條獨立架構圖 

 

C.做法： 

原來 TANET線路先接網路伺服器，電腦教室

的電腦再透過 NAT（Router已內建此功能）以

內部虛擬 IP方式接在一起。 

新增一條網路線路透過 IP分享器接行政用電

腦，行政用電腦 IP亦用與電腦教室電腦同一區

段的內部虛擬 IP，但不重複。 

平時獨立運作，一條斷線時再手動將內部虛擬

IP電腦接在一起，從正常的線路出去，以保持

網路暢通。 

 

D.所需設備及經費： 

一個 IP分享器約 3000元。 

 

E.優點： 

架設及維護簡單方便，容易管理使用。 

 

F.缺點： 

平時兩條線路獨立運作，未能充分整合可用頻

寬。行政用電腦要使用校內網路伺服器，反而

要繞外面網路一圈。 

若接網路伺服器的 TANET線路斷線，將行政

與電腦教室等內部虛擬 IP電腦接在一起時，校

內網路伺服器反而無法使用。 

 

 

 

HUB 

真實 IP、虛擬 IP電腦 

IP分享器 Router 

HINET TANET 
WWW 

虛擬 IP電腦 



4.2 Proxy 分流 

 

A.概念 

當電腦讀取網頁資料時，會先到 Proxy要求

讀取資料，Proxy上裝兩張網路卡，依 IP區段指

定靜態路由表(Static Routing Table)，指定哪些 IP

區段要走哪一片網路卡(即哪一條線路)。如此只

要使用的電腦上有設定 Proxy，這樣就可以使用

兩條網路線路的資源。 

 

B.架構圖 

 

 

 

 

 

 

 

 

 

圖 2. Proxy分流架構圖 

 

C.做法 

首先要確定 Proxy伺服器的各項網路設定值，

主要如表 1： 

表 1. Proxy伺服器網路設定值 

 第一片網路卡 第二片網路卡 

IP 163.23.66.199 192.168.1.253 

NetMask 255.255.255.192 255.255.255.0 

DNS 163.23.66.193  

Gateway 163.23.66.254 192.168.1.254 

註：第二片網路卡因接 IP分享器，故為內部虛擬

IP，此段虛擬 IP不可與原校內的虛擬 IP 

172.20.1.0 172.20.2.0區段重複。 

先只裝一片網路卡，將 Linux架起來，設定第

一片網路卡的資料，並先將 Proxy 服務（即

Squid）安裝好，詳細設定待稍後再設。由於

Linux各版有若干差異，細節部分請自行參考所

用版本之書籍。 

系統安裝好之後，關機將第二片網路卡裝上，

重新開機後，將會自動出現第二片網路卡的設

定畫面（註：DNS部分還是設原來的校內的

DNS）。若沒出現，我習慣先進入 X-Window再

執行 netcfg 來設定網路卡的設定值，視窗畫面

很容易瞭解。 

指定靜態路由表。目前我們的設定是台中區網

的 IP才走原來的線路，其他都走第二條線路，

因為台中區網（中興大學）負責的區域太大，

因此連線到 TANET的速度不快。 

台中區網主要的網段有 140.120.0.0/16(16

代表 Netmask的 32bit中有連續 16個 1，即

255.255.0.0)、140.128.0.0/16、163.17.0.0/16、

163.22.0.0/16、163.23.0.0/16。 

TANET HINET 
WWW Proxy 

IP分享器 Router HUB 因此指定靜態路由表的寫法如下：（最後的

163.23.66.254為第一條線路的 GateWay，

192.168.1.254為第二條線路的 GateWay，請自

行更改） 真實 IP、虛擬 IP電腦 
route add –net 140.120.0.0 netmask 255.255.0.0 gw 

163.23.66.254 

route add –net 140.128.0.0 netmask 255.255.0.0 gw 

163.23.66.254 

route add –net 163.17.0.0 netmask 255.255.0.0 gw 

163.23.66.254 

route add –net 163.22.0.0 netmask 255.255.0.0 gw 

163.23.66.254 

route add –net 163.23.0.0 netmask 255.255.0.0 gw 

163.23.66.254 

route add –net 172.20.1.0 netmask 255.255.255.0 

gw 163.23.66.254 

route add –net 172.20.2.0 netmask 255.255.255.0 

gw 163.23.66.254 

route del default gw 163.23.66.254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254 

可將以上指令加到 /etc/rc.d/rc.local 檔案

的最後，如此一開機就會自動執行這些指令。 

其中特別要注意的是校內的 172.20.1.0及

172.20.2.0的虛擬 IP區段，也要設定走第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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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卡，因為 Router的內建 NAT是將真實 IP

和虛擬 IP設在同一個介面，當內部虛擬 IP連

接同一介面的真實 IP時，並沒有經過 IP轉換，

而是直接以虛擬 IP連接，因此 Proxy會將虛擬

IP的要求將從預設的 Gateway回應（即第二片

網路卡），如此內部虛擬 IP就會收不到回應。

所以必須加上 172.20.1.0及 172.20.2.0這二行，

若貴校不是如此就不用加。 

設定Proxy可用範圍。修改 /etc/squid/squid.conf 

的設定檔，不要設 parent、sibling 以免又走回

原線路，只要增加允許存取的網域，先在 acl 

CONNECT method CONNECT 之下加上以下

三行，其中 lkjh、lkjh1、lkjh2為代號可自取，

後面為 IP區段。 

acl lkjh  arc 163.23.66.193/255.255.255.192 

acl lkjh1 arc 172.20.1.0 

acl lkjh2 arc 172.20.2.0 

然後在 http_access deny all 之”前”加上以

下三行： 

http_access allow lkjh    （allow 後面的代號要

和上面相同） 

http_access allow lkjh1 

http_access allow lkjh2 

再執行 /etc/rc.d/init.d/squid reload 指令重

新載入新設定即可。 

只要使用的電腦有設此 Proxy，讀取非台中區

網網站資料時，你就會發現第二條線路的燈號

在閃爍，那就完成設定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將每台電腦設 Proxy為

proxy.lkjh.chc.edu.tw，然後在 DNS上設定該

Proxy的 IP，若很不幸的該 Proxy掛掉了，只要

修改 DNS中 Proxy的 IP，設成是 3128 Port的

Proxy伺服器就可以使用。彰化縣學校可用的

Proxy 伺服器 IP 有： 

彰化縣網 proxy.chc.edu.tw(163.23.200.1) 

中興大學 cache1.nchu.edu.tw(163.28.80.40) 

中興大學 cache3.nchu.edu.tw(163.28.80.26) 

台中縣網 proxy.tcc.edu.tw(163.17.40.2) 

教育部  proxy.edu.tw(163.28.4.1) 

 

D.所需設備及經費： 

一個 IP分享器及架設 Proxy伺服器個人電腦

一部約 30000∼40000元，視電腦等級而定。 

 

E.優點： 

Linux＋Proxy伺服器架設方便，軟體免費，

經濟實惠。 

 

F.缺點 

只有透過 Proxy讀取的服務才能藉由 Proxy分

流。 

其中一條斷線無法自動轉換，但可以透過撰寫

程式自動判斷來達到自動轉換的功能。 

此 Linux伺服器此預設路由由第二條線路的 IP

分享器出去，故外面無法連線到此部電腦，無

法提供服務給外面使用，只能提供內部使用。 

 

4.3 第三層交換式集線器分流 

 

A.概念： 

第三層交換式集線器本身具備 Router功能，

後面接著原來的 Router一點以及新線路透過 IP

分享器的一點，除可設定靜態路由表指定不同 IP

區段由哪一點連出去外，其中一條斷線時還可自

動切換備援（並非所有廠牌都有自動備援功能）。 

 

B.架構圖： 

 

 
TANET WWW HINET 

 

 

 

 

 

 

 

圖 3. 第三層交換式集線器分流架構圖 

 

NAT(IP分享器)

真實 IP電腦 

IP分享器 Router 

第三層交換式集線器 

虛擬 IP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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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做法： 

第二條線路透過 IP分享器連接，IP分享器內部

指定為校內真實 IP的一點，如 163.23.66.253。 

第三層交換式集線器本身的 IP亦指定為校內

真實 IP的一點，如 163.23.66.252。 

將兩條對外線路都接到第三層交換式集線器

上，如此這部第三層交換式集線器就接了兩個

Gateway點（253及 254）。再以其操作介面設

定若干個靜態路由表指定不同 IP區段由哪一點

連出去。設定方法同上一節 Proxy分流之設定

原則。 

設定第三層交換式集線器的預設路由為第二條

線路的 Gateway點，如 163.23.66.253，再設第

二個備援路由為原來的 Router的 IP，如

163.23.66.254。 

校內電腦欲使用此服務，需將自己電腦本身的

通訊閘（Gateway）改為第三層交換式集線器的

IP即可，如﹔163.23.66.252。如此連線到外面

時，就會由第三層交換式集線器幫電腦決定走

哪一條線路。 

原來架設在 Router上的 NAT因通訊閘就是原

來 Router的 IP，故無法更改及使用此服務，必

須另外獨立架設 NAT，將內部虛擬 IP另外分出

來。 

 

D.所需設備及經費： 

二個 IP分享器及第三層交換式集線器（國

產）約 40000元。 

 

E.優點： 

平時可依靜態路由表指定分流，其中一條斷

線時還可自動切換備援。 

 

F.缺點： 

內部所有真實 IP電腦必須一個一個分別更改

其通訊閘，較為費時。 

原使用 Router上 NAT的內部虛擬 IP電腦無法

使用此服務，須另購 IP分享器或架設 Linux伺

服器以提供 NAT功能，並更動網路架構將內部

虛擬 IP電腦獨立出來一個電路區段，不見得每

個學校都能順利更動。 

 

4.4 頻寬分享器分流 

 

A.概念： 

頻寬分享器除具有如同第三層交換式集線器

的設定靜態路由表及自動備援功能外，還具有負

載平衡的功能，可視兩條線路不同頻寬設定不同

的流量比例。但頻寬分享器以下接的電腦一定要

是內部虛擬 IP，若要架設真實 IP網站必須獨立於

頻寬分享器之上，如此便無法使用到頻寬分享器

的功能。 

 

B.架構圖： 

 

 TANET HINET 

 

 

 

 

 

 

 

圖 4. 頻寬分享器分流架構圖 

 

C.做法： 

第二條網路線路直接連上頻寬分享器的WAN 

Port，頻寬分享器內建如同 IP分享器一般的各

種連接寬頻網路線路功能。 

另一個頻寬分享器的WAN Port在接上原來的

Swith Hub，並指定為校內真實 IP的一點，如﹔

163.23.66.253。 

再以頻寬分享器的操作介面設定若干個靜態路

由表指定不同 IP區段由哪一點連出去，或指定

兩線路負載平衡之比例。 

校內真實 IP電腦還是連接原來的線路，校內虛

擬 IP電腦則要改連接到頻寬分享器的 LAN 

Port，虛擬 IP的區段需在頻寬分享器內設定好。 

頻寬分享器 HUB 

真實 IP電腦 

Router 

WWW 

虛擬 IP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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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所需設備及經費： 

頻寬分享器約 50000元。 

 

E.優點： 

平時可依靜態路由表指定分流，或指定兩條

線路負載平衡之比例。其中一條斷線時還可自動

切換備援。 

 

F.缺點： 

真實 IP電腦無法使用此服務。 

必須更動網路架構將內部虛擬 IP電腦獨立出

來一個電路區段，連接至頻寬分享器的 LAN 

Port，不見得每個學校都能順利更動。 

 

5.比較與結論 
 

以上四種頻寬整合方式各有優缺點，各校可視

其現況、需求、經費及網管人員能力，選擇適合的

方式，以下表 2.將此四種整合方式做一概略性的比

較，以提供各校做為選擇時的參考。而其共同的特

點就是，在新增第二條對外網路連線後，整體頻寬

增加許多，以MRTG網路流量分析圖來看，5分鐘

平均流量由原來的最大約 400k bps，提昇至約 2000k 

bps，使得校內電腦上網速度大增，學生在使用網路

查資料與學習時，由於等待時間的減少，大大提高

學生使用網路的興致。如此順利達到增加網路使用

頻寬，以因應網路學習時代的需求。 

 

6.參考文獻 
 
[1] 林義誠等。2001。數據專線與 ADSL專線的分

工合作──致理技術學院負載平衡的應用。網

路通訊雜誌。120期。頁 71-74。 

[2] 張英傑。2000。指揮網路交通的網路負載平衡。

網路通訊雜誌。110期。頁 87-90。 

[3] 張騰元。2000。第二條 ADSL的架設及使用方

法。http://netlab.kh.edu.tw/document/小港國小

ADSL/adsl2_1.htm。 

 

 

表 2. 四種頻寬整合方式的比較 

整合方式 兩條獨立  Proxy分流 交換式集線器分流 頻寬分享器分流 

所需經費（約） 3000元 30000元 40000元 50000元 

分流效果 無 佳 佳 佳 

架設技術層次 低 高 高(註 1) 高(註 1) 

維護管理 容易 容易 容易 容易 

備援能力 差 差(可由程式解決) 好 好 

需要更動網路架構 不需要 不需要 需要 需要 

電腦需要更動設定 不需要 設 Proxy 改 Gateway 改為虛擬 IP 

限制與缺點 無法充分整合頻寬 限 Proxy服務 NAT要另外架設 真實 IP無法使用 

註 1：架設及設定通常在購買硬體設備時直接由廠商負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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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宿網管理包括 IP之申請與開通、Domain Name 之
賦予和流量的管制，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利用靜態

ARP(Static ARP) 之 IP與MAC對應的特性鎖定用
戶，並以 expect 公用程式透過自行開發的 IP 申請
管理系統即時的對網路設備下達設定指令，除可節

省繁瑣費時的書面申請外亦能節省管理人力。另外

經由分析流量統計資料庫，對於流量過大或異常的

用戶也能做即時有效的管制。經過實測，這套系統

不但能處理 IP申請開通、更換、管制，同時也一併
解決了阻止因電腦中毒而產生的攻擊行為以及

MAC Flooding 攻擊所造成合法用戶無法上網等情
形。 
 
關鍵詞：宿網管理，靜態 ARP表，MAC Flooding， 
Expect 
 
1. 簡介、 
 
宿舍網路的管理一直是各校網路管理者最頭痛的

一環，由於住宿學生人數甚多且經常會有變化，造

成不論是 IP 位址的申請與開通及流量控管都成為
網管人員不小的工作負擔，如果網管人力充分，或

許還會每日或每週定期檢視記錄，執行所訂定的管

理政策，若是人力不足，就常會有無為而治的情況

發生，讓宿網發生地下網站充斥，合法用戶權益受

損的現象。另外，宿網電腦常因中毒而發動攻擊，

除被攻擊的電腦外，網路也可能癱瘓[1]，為了避免
這種情況發生，良好的網管系統絕對是必要的。 
    對於宿網中電腦是否能上網之管理，目前的做
法大致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直接控制集線器或交換

器各個連接埠，透過開通或關閉相對的連接埠達到

控管的目的，這一種做法無法防止使用者利用其他

連接埠上網的情況，同時若多人共用同一個連接埠

也會有一人違規多人受罰的情形[2]。第二種做法是
利用第三層交換器的 ARP表中的靜態記錄將 IP位
址與網卡卡號（MAC 位址）鎖定，同時將未分配
的 IP 位址所對應之網卡卡號都設成某一預設值(如
全部為 0)，如此可讓未經申請的用戶無法上網，達
到管制的目的，這種做法可以防止使用者盜用他人

IP位址的情形，唯一的問題是必須配合適當的第三
層交換器，因為以本校為例，宿網共有 5個 class C
的網段，合計 1265 個可用網址，所以該第三層交
換器必須可以接受這個數目的靜態 ARP記錄數。 
在考慮公平性與有效性，我們決定採用第二種

做法來發展一套全自動化的網路申請暨管理系

統，藉以簡化及加速申請程序，讓使用者可以隨時

透過可上網的電腦申請 IP 並可即時取得授權，同
時，管理者也可以輕易地透過瀏覽器施行開通，停

權及移除用戶的動作。另外我們所使用的方式可在

略為修改後管理不同的網路設備，並不需要知道設

備之 SNMP 的MIB。 
考量建置成本及未來的發展性，我們決定在

Linux 為基礎的系統上發展這個即時自動化宿網管
理系統，為了要達到管理的目的，並依照本校實際

狀況和未來全校性 IP 申請暨網路管理自動化的理
想，我們做了以下的規劃： 
1. 使用者一律透過校務行政系統上網申請，由於
該系統需要登入才可進入，因此可以確認身份

並審核用戶是否為住宿生。 
2. 即時申請、即時授權。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
必須利用互動式應用程式並交由電腦即時自動

化處理。 
3. 為了方便管理，宿網 IP與 Domain Name 採固
定對應制，以簡化管理工作。 

4. 所有申請介面一律採用易操作的 Web 介面開
發。 
在接著下來的內容中，我們將詳細介紹所開發

的系統，第 2節中我們將討論在本篇論文所用到的
一些相關理論與系統，第 3節則說明我們的系統設
計與架構，實作內容的探討將列在第 4節，第 5節
為結論與心得。 
 
2. 相關理論與系統 
 
2.1 ARP表 
 
ARP 是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的縮寫， 它是
用來解析網路裝置的 MAC位址。因為 MAC位址
是區域網路內傳送封包所需的識別資訊，因此，在

傳送封包之前必然會使用這個協定。對乙太網路而

言，網路上每部裝置的 IP與MAC 位址對應關係是
由每部網路裝置自行紀錄。因此，當要取得某一裝

置的MAC位址時，必須直接向該裝置詢問。 
假設在同一個所謂 Collision Domain的 A電腦

要傳送 IP封包給B電腦時，首先要發出ARP request
廣播封包。此時在該網域中所有的電腦都會收到此

一封包。ARP request除了包含 A電腦本身的 IP位
址與MAC位址外，也會紀錄要解析對方(即 B電腦)
的 IP位址。 

B電腦可由 ARP request封包中得知 A電腦之

即時自動化宿網管理系統 
 

包蒼龍*、胡中強、蔡懷中、黃郁娟 
大同大學電算中心 

tlpao@ttu.edu.tw*, cchu@ttu.edu.tw, hctsai@ttu.edu.tw, yuhuang@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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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和MAC位址，因此 ARP reply封包不必使用廣
播的方式，而是採用直接在乙太網路封包表頭中指

定目的位址為 A電腦的 MAC位址。ARP reply封
包中最重要的就是 B電腦的MAC位址。所以當 A
收到 ARP reply封包後便完成 ARP解析的動作。依
據上述的過程，我們可以知道 ARP request 只能在
資料連結層做廣播，不會通過網路層。 
當設備完成每一筆 IP/MAC位址的解析後便會

將結果儲存在自己 ARP表中供後續使用，以免重覆
向同一對象要求位址解析，這些由 ARP request 所
學習到的記錄稱之為動態記錄。當管理者已知某裝

置的 IP/MAC位置對應關係後，可經由手動方式將
資料加入 ARP 表中，這種方式產生的記錄稱之為
靜態記錄。一般動態 ARP 記錄可經由簡單的指令
(Flash)就可清除，然後設備會重新學習取得 IP/MAC
對應並建立新的記錄，而靜態 ARP記錄則要靠手動
的方式一筆一筆的建立與清除。值得注意的是，ARP
表中一個 IP位址只能對應到一個MAC位址，但一
個MAC位址可對應到多個 IP位址，同時靜態記錄
的優先度比動態記錄要高，也就是說，一旦某個 IP
位址所對應到之 MAC 位址被設定到靜態記錄中
後，該裝置將不會去學習該 IP位址的MAC位址，
因此即使有一部網路裝置宣稱該 IP 位址有新的
MAC位址時，該設備也不會去更新 ARP表。 
在目前以純 IP為主流的網路環境中，封包跨越

設備自身所處網域的工作通常是以第三層交換器

來完成，其架構如圖 1所示，在這種架構下，該第
三層交換器會存有所有其下所接 PC 之 IP 與 MAC
位址的對應表，當有一個封包要由外部網路傳送給

其下所接的一部 PC 時，第三層交換器會在將這個
封包往下送出前以該目的地 IP位址的MAC位址取
代封包中之目的地MAC位址(第三層交換器收到該
封包時，封包中之目的地 MAC 位址為第三層交換
器自己的MAC位址)，封包由第三層交換器往下送
出後，目的地的電腦網卡會發現封包中之 MAC 位
址為自己的，此時它就會將該封包收下，完成封包

傳送的程序。因此，若在第三層交換器中的 IP/MAC
對應有錯誤或與目的地 IP的MAC位址不符，目的
地電腦將無法收到任何由外部傳過來的封包。 

依據以上所述的特性，我們可以先對第三層交換器

下達指令，將所有 IP對應之MAC手動設為某一預
設值(例如用 00：00：00：00：00：00)，使用者完
成申請程序之後，再透過程式將該 IP的MAC值寫
入第三層交換器的 ARP表中，如此，除了完成申請
之使用者外，其他使用者因沒有正確的 IP/MAC存
在於第三層交換器之 ARP 表靜態記錄中，所以該
電腦將無法收到需要透過第三層交換器傳送的封

包。透過這種機制，我們可以利用靜態 ARP記錄決
定其下的電腦是否可以上網。 
 
2.2 Expect公用程式 
 
要進行網路設備管理的工作，我們通常是使用網管

軟體或自行開發軟體利用 SNMP 網路管理協定來
進行，或是透過 telnet 以遠端登入的方式為之，
SNMP雖然擁有很多優點(標準規格、廣受支援、具
備良好擴充性及高度可攜性、提供分散式的管理存

取)，但在運用上仍有一定的門檻，即使遵循 RFC
官方文件規格，在最適合的系統中開發，仍可能受

到挫折，所以有很多的網管人員依然喜歡使用遠端

登入的方式去管理設備。 
然而以 telnet 遠端登入後，所有的操作都以互

動的方式進行，也就是使用者會依據設備的回應輸

入下一步的指令，設備則在執行命令後回應一些訊

息，如此循環直到完成預計工作為止。如何讓這個

程序可以自動化呢？我們用的解決方案是利用一

個公用軟體 Expect來完成[3,4]。 
    Expect 是一個以 TCL 為基礎的自動化互動公
用程式，通常可以在 Linux、Unix 等類似的 OS 中
安裝與使用，透過 Expect我們可以編輯一個批次執
行的命令稿，將程式在互動過程中，系統所回應之

提示字元當成已知的預期，再依據實際該回應的字

元送出，如此就能省去人工作業，達成自動化的目

的。 
    Expect有三個基礎指令: Send、Expect、Spawn，
表 1所示是一個 Anonymous FTP 自動登入程序。
在該命令稿中，spawn 將啟動一個系統的程序，本
例中是啟動 ftp用戶端，通常 ftp進一系統後會出現
一個提示回應，其中含有 Name 的字樣，expect 指
令是該程式期待有何種字元組合出現，若符合則執

行下一指令，否則將一直等候到逾時或使用者中斷

時停止，當發現預期字元組合後，透過 send指令將
回應的資料送出，注意送出字串的後面必須加

上’\r’，否則設備將不會執行該命令。interact 則使
程式進入互動模式執行，此時使用者即可接手繼續

操作。 
 
2.3 PHP與MySQL 
 
透過瀏覽器連上網站進行資料查詢或交易，已變成

目前應用系統開發的主流，要能夠建置一個成本

低、功能強又有簡單好用介面的應用系統，我們需

要有一個可以產生動態網頁的伺服器端解譯程式 

. . . . . . . . 

PC’s 

. . . . 

 

第三層交換器 

第二層交換器

或集線器 
第二層交換器

或集線器 

圖 1. 純 IP網路架構 

P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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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xpect程式範例 
     
 
 
 
 
 
 
 
 
 
 
 

 
及資料庫伺服器，為了達到上述目標，我們選擇了

以 Linux為基礎的伺服系統，利用 Apache HTTP伺 
服器搭配 PHP伺服器端描述語言以及MySQL資料
庫伺服器來建構這個系統。 
 PHP 是一種伺服器端的描述語言及其解譯器
的統稱[5,6]，可以用來開發動態網頁，由於它是免
費又功能相當強大好用，且其開發與維護是由全球

網路社群中一群優秀的程式師來為之，因此目前有

非常多的網站是利用 PHP來開發，這可由數量相當
多的參考資料或書籍看出。 

MySQL 資料庫伺服器則是另一個相當好用又
免費的公用軟體，它的效能相當高且易於維護，可

以處理大量的資料，在我們的系統中，我們將利用

它來儲存 IP和MAC位址以及申請者的相關資料。 
由於相關參考資料相當豐富，這裡我們不擬繼

續深入探討 PHP及MySQL的使用，但由於在這個
網路管理系統中我們會需要用 PHP 來呼叫外部程
序，執行 Linux系統中的程式，我們將在後面說明
如何達成這項工作。 

 
3.、系統設計與架構說明 
 
我們所規劃的系統包含申請與管理系統兩部分，申

請系統是讓學生上網申請 IP 位址以及檢視或修改
申請資料，其流程如圖 2所示。管理部分則是讓網
管人員可以經由瀏覽器透過簡單的操作處理管理

的工作，這個系統還可利用外部程式檢測特定 IP
的電腦是否已上線，讓管理工作更加方便，其流程

如圖 3所示。 
我們目前設計的申請程序是學生透過學生校

務行政系統登入後，點選電算中心的宿網 IP申請選
項，畫面中有詳細說明如何取得MAC 地址，當使
用者點選線上申請宿網 IP位址的連結時，會跳出一
個新的視窗，程式並從學藉資料庫中取出與申請學

生相關的資訊，如此可減少使用者重複輸入資料，

並進一步確認申請者的身份，防止不相關人士進入

系統干擾系統的正常運作。 
當申請者登入系統時，程式先會比對該使用者

是否已經申請過，若尚未申請過，則直接進入申請

系統，若已完成申請，則顯示其所申請的資料並允

許使用者自行修正 e-mail、聯絡電話。若要修改

MAC 位址則必須刪除後重新申請，若需第二組 IP 
位址時則要到電算中心以書面方式提出，再由管理

員透過管理介面登錄至資料庫中，以免申請者任意

申請造成 IP位址不足。 
在申請畫面中，學生須填入網卡的MAC 地址

及選擇所住樓層及聯絡電話，並檢查其他個人資料

是否有誤，當確認後，程式將在所選網域中的 ipmac
資料表中找出未被分配之 IP 位址並顯示在網頁
上，告知申請者所分配到的 IP 位址，且利用 expect
程式將 MAC 位址與所對應的 IP 位址登錄至第三
層交換器的靜態 ARP 記錄，經以本校宿舍網路測
試，當申請者按下確認動作時，該筆資料立即傳送

到第三層交換器上，即時完成申請登錄及開通的動

作。 
本校共有兩棟大樓合計十個樓層做為宿舍，我

們大致上是以每兩層樓規劃一個 class C網段，合計
共 5個 class C網段，雖然我們可以由資料庫中取得
學生住宿的房號，但由於住宿生資料庫是由學務處

在維護，資料的更新會有時差，如果直接使用，可

能會在開學或換到不同樓層時無法適時取得正確

網段的 IP位址，進而影響到學生使用網路的權益，
所以我們採用讓學生自行選擇所住樓層，系統再依

其所選樓層提供正確的網址，這種做法可能的漏洞

是有學生會要其他沒有電腦的住宿同學為其申請

第二個 IP位址，但在以工程學系為主的本校，由於
幾乎每個學生都有電腦，這個問題應該不大。 
為了避免未申請的用戶可以上網，在第三層交

換器上所有未被註冊的 IP 位址所對應的 MAC 位
址都設定為 00:00:00:00:00:00，這樣可以避免未完
成申請程序的用戶任意選用 IP 而讓第三層交換器
將其MAC位址存到 ARP表的動態記錄中。本校宿
舍的網路共有 1265個可用 IP位址，也就是不論有
多少位申請者，ARP 表中都會有這麼多筆靜態記
錄，在實際使用上，交換器的效能似乎並未受到太

大的影響。 
在實作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另一個可以用來

保護網路設備的方法，在圖 1中，第三層交換器下
所接的第二層交換器都會有一個 IP 做為遠端管理
之用，這也使得設備本身可能會被入侵或受到攻

擊，我們的做法是也替這些設備設定靜態 ARP 記
錄，平常這些設備的 IP位址都被設成停權狀態，當
我們要進行管理工作時再將其開通，處理完後立刻

又將其停權，如此，這些設備所面臨的攻擊威脅只

侷限於其下所接的電腦，外界的電腦將無法檢測到

這些網路設備，從而避開外界的攻擊。 
管理方面是配合管理者的控管層級，對宿舍網

路申請者做管理，管理者利用Web介面連接上管理
主系統，目前具備的功能有： 
宿網管理：可以執行新增、修改、停權及刪除使用

者或其資料；修改部份可修改使用者的 MAC 位
址、IP位址，e-mail及聯絡電話。 
用戶管理：可以新增管理者或更改管理者權限。 
變更密碼：可以變更管理者密碼。 

#!/usr/bin/expect 
spawn ftp $argv 
expect "Name" 
send "anonymous\r" 
expect "Password:" 
send "kirk@ttu.edu.tw\r" 
inte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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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同步：可將資料庫中的記錄存入第三層交換器

中，由於並未將 ARP表的資料存入第三層交換器的
永久記憶中，一旦交換器斷電後再恢復時，需透過

這個功能完成重新設定。 
新增使用者：可幫欲申請第二組 IP 位址者輸入相

關申請資料。 
在資料庫的規劃方面，我們使用了兩個資料

表，一個是記錄管理者資料的表格，另一個是記錄

網址資料的表格，由於前者較為單純且可能依各組

織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不在本篇論文探討的範

圍。 
網址資料表我們命名為 ipmac，其欄位主要包

括 ip3、ip4、mac、loginid、renew與 inhibit，其他
還有一些可有可無之使用者相關資料如用戶姓

名、電話和 e-mail等。因為宿網的 5個 class C網段
前兩碼都相同，因此不需要記錄，ip3及 ip4分別記
錄 IP位址中的第 3碼及第 4碼，mac則是記錄使用
者之網卡的 MAC位址，loginid則是記錄使用者登
入校務行政系統的帳號，以做為使用者識別符號，

renew 則是在每學期開學時讓學生可以申請保留原
IP位址，inhibit則是記錄該筆資料是否停權中。 
 
4、實作 
 
實際運用架構如圖 3所示，主要有 Layer 2 Switch、
Layer 3 Switch (Cisco 3550)、Core Switch、Router
等網路設備，管理伺服器為安裝 Linux之機架式伺
服器，資料庫採用MySQL，Web Server為 Apache
搭配 PHP。 
系統初始化時，我們先將網址資料表填入所有

可用的 IP位址(ipmac資料表中的 ip3及 ip4)，mac
部分全部填入’000000000000’，inhibit 填入’0’代表
可開通，其他欄位則設為空白，共計有 1265 筆資
料。若以記憶空間的考量，這種處理並不是很好，

因為會有很多永遠不會用到的記錄存在，但由於每

筆資料的資料量並不大，全部設進去之後可以簡化

管理程式的設計，因此這種設定方式有其價值。 
整體運作大致可分為三部份，首先，使用者透

過校務行政系統上網申請，經認證後導入宿舍網路

申請系統，申請者填入網路卡卡號(MAC)，確認後
系統自動選擇一組尚未被使用之 IP 位址，同時呼
叫外部程式執行 Expect 控制 L3 SW(A)，完成
IP/MAC 對應，此時該組 IP 位址已經完成開通手
續。 
第一次實施前，我們先將第三層交換器中所有

的靜態記錄刪除，並且將即時設定靜態記錄的功能

暫時停用，讓學生有一段時間可以隨意選用一個在

一段做為申請網址專用的 IP位址中的 IP上網，當
系統指定一個 IP位址給申請者時，申請者即可將其
電腦的 IP位址變更，待申請期限結束後，管理者按
下資料同步的選項後，系統即將 ipmac資料表中所
有的 IP與MAC資料寫入第三層交換器中，管制機
制於焉啟動。 
往後在每個學期初，我們先將 ipmac表中全部

的 renew欄位設成’0’，要求所有住宿學生進入系統
進行續租的動作，當學生完成續租動作時，該筆記

錄中的 renew欄位會被設成’1’，如此可讓住宿生續
用原來的 IP位址。當續租登記期限過後，所有未完

管理者 

ipmac 
資料表 

宿網管理 
用戶管理 
變更密碼 
資料同步 
新增使用者 

登出 

身份判斷 

圖 3. 管理系統流程 

 

學藉 
資料庫 

是否申請過 修改或刪除 

申請系統 

確認 ipmac 
資料表 

是 

否 
資
料
回
存 

登出 

使用者 

圖 2. 申請系統流程 

填寫申請資料 



 5 

成續租的記錄會被清除並還原成預設值，未續租的

使用者將無法再使用原 IP位址，若要上網，就必須
要借用其他同學或校內公用電腦等可以連到管理

系統的電腦提出申請新 IP。新住宿生可以在住進去
之後立刻提出申請，不過有可能會發生沒有 IP位址
可用的情形(不再住宿的舊住宿生資料仍在資料庫
中等待續租)，此時必須等到續租登記期結束，未續
租的資料被清除後再提出申請。 
 
 
 
 
 
 
 
 
 
 
 
 
 
 
 
 
 
 
 
 
 
 
 
 
 
 
    在實作的過程中我們面臨了一個惱人的問
題，因為通常網路設備用來儲存設定資料的記憶體

容量並不大，所以一旦設定多筆靜態 ARP記錄後，
目前的設定值將無法被儲存起來，因此若設備重開

機，所有未儲存的設定值將無法自動恢復，ARP記
錄我們還可以用同步的方式重建，其他的設定值就

必須再次地以手動方式輸入，一個解決的方法是若

要變更設備之設定，先將設備關機再重開機，變更

並儲存設備之設定後再執行 ARP 記錄同步的動作
即可。 
為了要能即時地設定靜態 ARP記錄，我們必須

在 PHP 程式碼中呼叫外部 expect 的命令稿，透過
expect 設定 ARP 表的命令稿我們命名為 setiparp，
必須要被設定成可執行。該命令稿的內容會和使用

的設備有極大的關聯，我們使用的設備為 Cisco 
3550 第三層交換器，程式碼如表 2 所示，用小括
號括起的斜體字部份是密碼，需依所設定之密碼修

改。 
   我們的申請及管理系統是以 PHP 來開發，在
PHP 程式碼中若要呼叫外部程式可透過 exec()來完
成，表 3所示為 PHP程式利用 setiparp外部程式的
程式片段。 

5、結論 
 
這個自動化宿網管理系統目前已在運作，所有需要

的程式碼都是自行開發完成，這個系統除了第三層

交換器外並未用到昂貴的設備，管理用伺服器是用

一般等級的個人電腦即可，作業系統及相關的伺服

軟體都是使用自由軟體，至於第三層交換器必須具

備至少足夠容納所需的 IP 位址數的靜態ARP記錄
(一個 class C會有 253筆記錄)，總之，這個系統建
置的成本並不很高。 
  有了這樣的一個系統，可以減輕管理工作之負
擔，同時也可達到全面性 IP位址管理的目的，對於
使用者盜用他人 IP及私設網站也能有效防止，同時
也讓中了像 Nimda或 Code Red病毒的電腦在管理
者執行停權動作之後即無法攻擊他人，另外經實測

似乎也可有效防禦 MAC flooding 攻擊造成的無法
上網現象。 
 
 

表 2. setiparp 命令稿 
 
 
 
 
 
 
 
 
 
 
 
 
 
 
 
 
 
 
 

 
 
 
 
 
 

表 3. PHP呼叫外部程式片段 
 
 
 
 
 
 
 
 
 
 
 
 

setiparp 
#!/usr/bin/expect 
set ip [lindex $argv 0] 
set mac [lindex $argv 1] 
spawn telnet 140.129.1.6 
expect "Password:" 
send "(password)\r" 
expect "Switch>" 
send "en\r" 
expect "Password:" 
send "(enhance-password)\r" 
expect "Switch#" 
send "config term\r" 
expect "Switch(config)#" 
send "arp 140.129.$ip $mac arpa\r" 
expect "Switch(config)#" 
send "exit\r" 
expect "Switch#" 
send "exit\r" 

// 設定 
$IP = ’37.2’; 
$MAC = ’0080.7824.10b3’; 
exec(“/usr/local/bin/setiparp $IP $MAC”);
….. 
// 歸零 
$IP = ’37.2’; 
$MAC = ’0000.0000.0000’; 
exec(“/usr/local/bin/setiparp $IP $MAC”);
….. 

 

伺服器群 

Core SW 

L3 SW(C) 

Router 

TANet 

L2 SW 

圖 4. 設備架構圖 

L3 SW(A) L3 SW(B) 

. . . . 
L2 SW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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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用程式 expect是一個在網管方面非常好用的
工具，我們目前還用它來進行超量用戶停止網路使

用權的工作(設定 Router上的 ACL)。事實上，當與
unix系統中的 cron伺服軟體搭配，幾乎所有可用遠
端登入進行的網管工作都能改成以批次模式自動

地完成，要應用到哪些工作以及是否可以用得很有

效率，就視網管人員的功力而定了。 
由於全校性 IP 的管理也可用類似的方式完

成，差別在於會有一些固定 IP位址的伺服器及透過
DHCP 取得 IP 的電腦存在待處理，因此未來我們
將持續發展，以期完成一個全校性 IP配發與管理之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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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承大同大學基礎研究案編號 B91-I05-028 之
支持得以完成，特此誌謝。另外要感謝政治大學電

算中心的同仁所提供有關第三層交換器 ARP 表的
技術資料，有了這些資料，讓我們能更迅速有效地

完成此一系統。 
  
6、參考文獻 
 
[1] 陳伯榆。2001。從 Code Red癱瘓學術網路看校
園網路主機管理問題。TANET2001：中正大學。 
[2] 蔣安平、史明輝、嚴天俊、潘東名、黃顥樺、
王元凱、邱瑞科、林宏彥。2001。全程即時自動化
宿舍網路申請暨管理系統。TANET2001：輔仁大學。 
[3] Don ibes, Exploring Expect A Tcl-based Toolkit for 
Automating Interactive Programs, 1st Edition. 
UK,  December 1994. 
[4] Marcel Gagne, ”Linux系統管理：使用者手冊”, 
凌客誌。Vol.3, pp. 40-44, January 2001.  
[5] 彭武興。2000。PHP聖經。迪茂。台北。 
[6] 趙啟志。2000。PHP4+MySQL完整自學方案。
博碩。台北。 
 



 1 

宿舍網路管理系統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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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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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宿舍網路的管理一直是所有學校的校園網路

管理上的一個重大議題，為了解決本校的宿舍網路

管理問題，所以建置本系統將對宿舍網路建立使用

者資料及使用管理，並對內部所使用之虛擬 IP研發

出一套管理系統，確實監控到使用者實際使用的

IP，防止非法使用，以利宿舍網路流量之管理及控

制。 

關鍵詞：宿舍網路、網路管理、Netflow、流量管理 

 
1. 前言 
 
    台灣學術網路由教育部主導在民國 79 年 7 月

起，在台灣地區的各個教育及研究機構所共同建立

之全國性教育研究網路，主要支援台灣所有教育研

究機構的電腦網路使用及資源分享，以提供各單位

機構快速通訊的目的。台灣學術網路的主要的服務

的對象是各級學校教職員工生、政府與民間教育機

構人員，一般而言使用者是不需要再付任何網路費

用，因此使用率極高。而大專院校更是充分使用台

灣學術網路的單位，各大專院校利用台灣學術網路

做學術研究、學術交流和使用網際網路上的所有資

源，所以網路資源的公平分配、防止網路犯罪和維

護網路安全成為網路管理的工作。在大專院校中的

宿舍可以說是一個會一天二十四小時高密度使用

網路的地方，因此各個大專院校都不得不重視宿舍

網路的管理。 

 

2.動機與目的 

 
2. 1動機 
以本校流量收集的結果宿舍網路流量約佔校

園網路流量30%至 40%[1]，宿舍網路管理儼然成為

校園網路管理中重要的一環。本校舊的宿網申請流

程是使用者填寫宿舍網路申請單至出納組繳費，將

繳費證明單交給宿舍網路管理員，宿舍網路管理員

管再依使用者寢室的網路線插上網路設備(如圖

一)。如此無法對宿網的使用者作監控，導致對各寢

室的網路節點的使用無法過濾，常造成單一節點單

一人申請卻多人使用，造成宿網的管理的一個死

角。加上因校內的 IP有限下所以使用虛擬 IP供宿

舍內部使用，再經過路由器的網路位址轉換功能

(NAT)[2]轉換後成為校園內某一段真實 IP，但路由

器的轉換不是以單一虛擬 IP 對單一真實 IP，而是

多個虛擬 IP 對單一真實 IP，所以只能追查到轉換

後的真實 IP，而對其所實際使用的 IP 卻無法追查

到，造成對宿舍網路管理上很大的困難點。自九十

一年二月本校宿舍更新成 10/100MB 的交換器後，

因為新交換器有新增可針對各網路連接埠限制進

出的網路卡卡號，所以修改宿網申請流程為使用者

填寫宿舍網路申請單至出納組繳費，將繳費證明單

交給宿舍網路管理員，宿舍網路管理員上網輸入使

用者的資料後，再依使用者的資料到所在的網路設

備上輸入者用者的網路卡卡號完成網路節點開通

的動作(如圖二) 。因為有這一個基本的控管功能

後，所以開始要研發一套完整的宿網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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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舊申請流程圖 

 

 

圖二 新申請流程圖 

 
2.2目的 

 
本系統將針對每一個宿網使用者做流量的監

控，對於超量使用或不當使用網路者依本校宿舍網

路使用規範[3]辦理，達到宿網管理的機制，並提昇

管理效率。 

建置宿網管理系統可以完成的事項: 

(1). 流量監視功能。 

(2). 紀錄宿網使用者的基本資料功能(如網卡卡

號、使用的 IP、使用者的基本資料等) 。 

(3). 定時開通使用者的網路。 

(4). 對於超量及不當使用者作鎖卡功能。 

(5). 有 IP對 IP的紀錄功能。 

(6). 產生總流量、超流名單、前十大通訊協定名單

的報表功能並以Mail的方式傳給網管人員。 

(7) . 備份流量和紀錄檔的功能。 

(8). 提供使用者作個人流量查詢、即時流量查詢。 

(9). 提供超流名單查詢。 

 

3.系統設計及建置 
 
    本系統在設計上是採用模組化的設計方式，每

一個模組均可為一獨立的系統作業，亦可以透過資

料的存取，成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如圖三)。 

 

 
圖三 系統架構圖 

 
3.1宿網使用者介面模組 

 

    宿網使用者介面模組主要是提供一個 Web 介

面的操作系統，讓使用者在校內只要有電腦可以上

網路就可以操作，系統所使用是微軟的 Windows

系列的作業系統，所以程式語言及應用程式都是在

Windows環境下開發。本系統提供的服務分成兩個

部分(如圖四)。 

 

 
圖四 宿網使用者介面模組 

 

3.1.1 宿舍網路管理員使用介面 

 

    在舊的申請流程中，宿舍網路管理員在收到繳

費證明單後，將資訊節點插上網路設備就完成整個

申請流程。但在管制宿舍網路使用者上卻沒有任何

的資料可以用，所以管理宿舍網路的第一步是建立

使用者的資料，開始將宿舍網路的使用者的基本資

料如姓名、寢室號碼、使用的 IP、網路卡卡號等資

料，建立一個資料庫作為宿舍網路管理的根本。所

以修改申請流程在使用者將繳費證明單的一聯交

給宿舍網路管理員後，宿舍網路管理員會將使用者

的資料建檔以便管理。為了方便資料的輸入、修

改、查詢，所以必須提供一個Web介面的系統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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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運用，所以這一個部分就是在建立一個提供

宿舍網路管理員在做資料輸入、修改、查詢等介面

(如圖五)。因此利用 ASP 程式[4]加上 SQL Server

資料庫架設的一個Web介面。 

 

 
圖五 宿舍網路管理員使用介面 

 

3.1.1 宿舍網路使用者使用介面 

 

    此部分是提供宿舍網路使用者查詢網路使用

量及宿舍網路最新訊息公告的服務(如圖六)，其中

流量查詢的服務是利用 ASP 程式透過 ODBC 和宿

網流量分析模組的資料庫連結，供使用者查詢流

量。 

 

 

圖六 宿舍網路使用者流量查詢介面 

 

3.2 宿網交換器控制模組 

 

區域網路是提供使用者最根本的基礎網路環

境，在區域網路中網路設備的交換器及集線器之網

路連接埠與使用者有著最相近的關係，往往所有網

路使用事件的發生，都必須要追溯到使用者端的源

頭。因此，網路管制應採取區網、骨幹、網際網路

等多層次架構，把網管觸角延至網路使用埠上，所

以在建立完整準確的宿舍網路使用者的基本資料

的資料庫，記載每一個使用者 IP、MAC、寢室號碼、

資訊插座編號等資料後，就可採取管制使用者在最

初端的策略，進行使用者網路埠自動禁用措施，避

免再蔓延流竄[5]。所以本校在更新宿舍網路的交換

器後開始開發控制新的交換器的程式。本系統使用

微軟的Windows系列的作業系統，以 VB [6,7]為開

發程式，並依交換器內建所提供的 Telnet管理功

能，開發可直接 Telnet進入交換器內管理交換器的

程式(如圖七)。所開發的程式分成兩個子系統，一

個是定時執行特定功能程式，另一個是提供管理者

手動個別控制交換器，這兩個子系統提供了不同的

功能。 

 

 

圖七 宿網交換器控制模組 

 

3.2.1 宿網定時管理系統功能 
     這一個子系統主要是管理者可以自行設定每
日定時自動執行下列特定功能(如圖八)： 

(1). 每日定時開通使用者網路節點。 

(2). 每日定時將超流的使用者限制其使用網路。 

(3). 每日定時產生宿舍網路的使用報表(如圖九)。 

(4). 每日定時將使用報表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傳送給 

管理者。 

(5). 每日定時備份宿網收集分析模組的 Log資料。 

(6). 每日定時備份宿網使用者介面模組的使用者基 

本資料。 

(7). 提供管理者做流量及 Log查詢。 

 

 
圖八 宿網定時管理系統主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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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每日宿網使用報表 

 

3.2.2 宿網管理系統功能 
    這一個子系統是提供管理者在做定時自動控

制宿舍網路交換器外，也可以利用本系統針對特定

的交換器或使用者等下列功能(如圖十)： 

(1). 開通使用者網路節點。 

(2). 修改使用者的網路卡卡號。 

(3). 刪除交換器的網路卡資料。 

(4). 備份宿網使用者介面模組的使用者基本資料。 

(5). 針對特定的使用者做控管。 

 

 

圖十 宿網管理系統主選單 

 

3.3 宿網流量收集分析模組 

 

    這一個模組開發的核心是以 Cisco 的路由器所

提供的 Netflow[8]流量紀錄功能，再針對此功能開

發分析程式(如圖十一)。步驟如下： 

 

圖十一 宿網流量收集分析模組 

3.3.1 設定路由器 
    對要紀錄的網路埠做 Netflow 設定(如圖十

二)，並設定要送出的目的主機的 IP和通訊 Port(如

圖十三)。完成以上的設定後路由器會定量送出

Netflow的封包到流量收集主機。 

 

 

圖十二 Netflow的網路埠設定 

 

 

圖十三 Netflow的送出目的設定 

 

3.3.2 收集程式開發 

 

    經設定完畢的路由器會開始定量地送出

Netflow 封包，封包是以 UDP 的通訊協定傳送出

Netflow 格式的封包，封包的格式有分成幾種不同

的版本，依路由器的種類不同會支援不同版本的封

包格式，本校宿舍是使用 Cisco的 2600系列的路由

器可支援版本一和版本五的 Netflow 封包格式，而

我們所使用的是版本一的 Netflow 封包格式，版本

一的封包格式可分成封包的標頭格式(如圖十四)和

資料的格式(如圖十五) 。本系統使用 Linux作業系

統，開發收集程式均在此作業系統上執行，並使用

Perl程式語言[9]的 Socket網路模組，開發將路由器

送出的 Netflow 封包擷取下來，並依 Netflow 封包

的資料格式、取出我們所需要的資料如來源 IP、目

的 IP、下一個節點的 IP、來源的通訊 Port、目地的

通訊 Port、流量數等資料儲存下來。在初期原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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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封包的程式中有加上分析的程式部分，但在執

行後發現宿舍在晚上六點到凌晨三點是流量漸增

及最大的時段(如圖十六)，因為 Netflow的封包是以

UDP的通訊協定傳送，故系統在這段時間會有漏掉

封包的問題。後來發現是當路由器送出大量Netflow

封包時，而系統又有分析程式在執行，因此來不及

將 Netflow 封包擷取下來，導致漏掉封包而造成流

量計算不完整，為解決此問題所以另在一台主機上

開發分析程式。 

 

 
圖十四 Netflow封包的標頭格式 

 

 

圖十五 Netflow封包的資料格式 

 

圖十六 宿舍網路單日路由器送出封包分布圖 

 

3.3.3 分析程式開發 

 

    本系統主機也是使用 Linux作業系統和 Perl程

式語言並安裝 Mysql 資料庫伺服器[10]，開發分析

程式。利用 Perl的 Ftp的網路模組[9]，下載流量收

集主機的資料，並在Mysql資料庫伺服器中建立存

放 Log紀錄檔的 log資料庫和存放每個宿網使用者

使用網路流量的 flow資料庫，以天為單位，存放不

同的資料表。分析流量收集主機的資料時，將每一

筆資料放入 log資料庫(如圖十七)，再將每一筆資料

的來源 IP、目的 IP、下一個節點的 IP 比對分析是

否為宿舍網路使用的 IP分成流入流出後，累計流量

存入 flow 資料庫(如圖十八)，完成資料分析及儲

存，提供其他模組存取使用。 

 

 

圖十七 log資料庫的資料 

 

圖十八 flow資料庫的資料 

 

3.4 系統整合各模組 

 

    在完成各個模組建置後，開始要整合各個模

組，而系統的整合主要是透過各個模組間的資料存

取，成為一套完整的宿舍網路管理系統。 

 

3.4.1 宿舍網路收集分析模組與宿舍網路交換
器控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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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宿舍網路交換器控制模組中的宿舍網路的

使用報表、超流限制使用者和流量與紀錄查詢都用

VB程式透過Mysql的 ODBC存取宿舍網路收集分

析模組之Mysql資料庫的資料，整合了利用宿舍網

路的使用量來監控宿舍網路使用者，並對超量使用

者限制其使用網路達到控制宿舍網路。 

 

3.4.1 宿舍網路收集分析模組與宿舍網路使用
者介面模組 

 

    宿舍網路使用者介面模組中提供使用者做流

量查詢的功能，是用 ASP程式透過Mysql的 ODBC

存取宿舍網路收集分析模組之 Mysql 資料庫的資

料，整合兩個模組讓使用者可以查詢資料。 

 

3.4.1 宿舍網路交換器控制模組與宿舍網路使
用者介面模組 

 

    宿舍網路交換器控制模組中要開通使用者網

路節點的功能，需要使用者的基本資料才可以針對

使用者所在的節點做開通工作，所以用 VB程式透

過 ODBC存取宿舍網路使用者介面模組之 SQL 資

料庫的使用者基本資料，完成使用者網路節點開

通。 

 

4.結論 
 
    在本系統的建置完成後，經實際正式執行後，

大量減少人工方式的宿舍網路管理工作，並加強了

宿舍網路的控管功能如下： 

(1).在節點開通上，直接定時自動開通節點，改善以

人工輸入使用者網路卡卡號到交換器中。 

(2).系統可以直接統計每一個 IP 流量和使用紀錄，

改善 NAT轉址對映的問題。 

(3).系統可以直接監控每一個使用者，不會因為同一

個節點多人共用造成相互影響。 

(4).提供了完整的使用紀錄，使管理者可以更了解宿

舍的使用狀況。 

所以管理者利用以上的功能，每天可以透過報表了

解宿舍網路的使用狀況，如果要進一步了解詳細的

使用狀況，可以透過查詢的方式使管理者進一步管

理宿舍網路，幫助管理者更有效管理宿舍網路，並

增進了宿舍網路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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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校園網路資訊系統規劃與建置 
廖元當 

國立花蓮高工資訊科 
lwd@cc.phlvs.hlc.edu.tw 

 
摘要 

 
本文主要是探討教育部推動「TANET」到中

小學之後，為因應各學校之需求，校園資訊系統在

選擇、規劃、建置與管理上，能夠以最佳之經濟效

益及易於管理維護為目的下，將校園內現有的各獨

立處室單位資訊系統，整合成一個完整且相互資源

共享的資訊系統，以提高行政作業流程效率，並達

成九年一貫課程資訊融入各學科的數位化教學環

境。 
關鍵詞：校園資訊系統、九年一貫。 

 
1.前言 

 
近幾年資訊教育實施「中小學學生上網」和「校

校能上網，班班有電腦」的理想後，校園網路結合

了校內電腦資源，對外經由台灣學術網路(TANet)
與網際網路(Internet)，對內使用校園區域網路，提
供資訊資源共享與交流。然而資訊設備淘汰率偏

高，中小學更換設備經費不比大專院校充裕，影響

校園網路之發展。本文中筆者以服務之花蓮高工校

園網路規畫，提供些網路規畫與管理的意見分享。 
 
2.校園資訊系統分析 

 
建立一完善校園網路環境，首應對校園資訊有

所了解，依據其產生的對象及資料類別，可依學校

各處室單位分析如下： 
 
（1）學生學籍資料：含基本資料、成績、獎

懲、出勤、輔導紀錄等。資料包含每學年初新生入

學及學年末畢業生畢業，學期中轉入轉出學生資

料，學期末學業及操行成績必須輸入，還有不定期

的獎懲及輔導紀錄，各處室都需要輸入相關資料。 
 
（2）教師及班級課表資料：含學期初課表、

公假之排定兼代課、事假之調補課等資料。資料包

含學期開始前所排定之教師授課科別、時數、以及

班級時數，學期中教師的代課、調課與補課，亦會

產生資料變動。 
 
（3）教職員工人事資料：含基本資料、獎懲、

職等、薪等、健保、勞公保等資料。資料包含教職

員工初次任職登錄，每年需對職等、薪等、健保、

勞公保等資料更新，還有不定期的獎懲紀錄，主要

由人事室獨立完成。 

（4）圖書館圖書資訊：備有圖書資料庫，提
供線上圖書查詢，借還書電腦化，讓學生利用班級

讀書會時間，分享書籍閱讀心得報告。亦可使用網

路讀書會，上網傳遞讀書心得交流。 
（5）輔導室學生輔導及心理測驗資料：包含

舉辦心靈成長活動資料整理，及對於輔導行為異常

學生定期紀錄，供導師參考。 
 
（6）教職員工薪資資料：含薪資、福利互助

金、勞公保、健保、帳戶等資料。資料始於教職員

工初次任職之時，每年需對薪資、健保、勞公保等

資料更新。主要由總務處出納組完成，每年需配合

人事室的各項資料連動更新。 
 
（7）學校財產資料：含校地、校舍、建築設

施、教學設備。資料始於設備財產採購之時，期間

的使用及維護紀錄，以及達到報廢年限時的報廢紀

錄及處理方式都需詳細紀錄。 
 
（8）年度活動資料：如教務處每學期不定期

舉行抽考、國語文競賽等；訓導處每學期不定期舉

行壁報比賽、運動會、球類聯誼等，都需將相關資

料整理登錄。 
 
（9）學校電子佈告欄資料：隨時公告各處室

最新消息，可供師生查詢、張貼意見反應，如圖 1
所示。 

 

 
圖 1.電子佈告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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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會計資料：含年度計劃、核定經費、各
單項每月執行進度計劃及實際執行情況。資料始於

編列年度計劃之時，之後上級核定經費，規劃各單

項每月執行進度計劃，並記錄其實際執行情況。 
 
3.校園網路資訊系統規劃理念 
 
（1）校園網路資訊化的組織：目前各中小學

大部分都設有資訊組長統籌學校網路管理，小學校

則由其他科老師兼任網路管理，高雄市則是執行祕

書一職負責。本校花蓮高工設有資訊小組，成員計

有註冊組長兼任、資訊科主任及資訊科老師一員，

負責學校網路規劃運作及維護。 
 
（2）系統管理架構：有分散式及集中式兩種。

集中式管理主要是將所有的資料都放置在一部 
Server 中，所有的資料維護與更新的工作也都由特
定的管理者來負責，人力負擔較重。分散式管理通

常是由一部工作站主機做為主要的 Server，在各單
位部門內再新設工作站或個人電腦來架設自己工

作環境的 Server。（蔡顯明，1995）。 
根據先前校園資訊系統分析中，學校各處室資

訊種類繁多，集中管理施行上有困難，故本校採用

分散式管理，但全校性的主要服務 Server，如
WWW、FTP、DNS、MAIL等則由專人負責管理。 

 
（3）網路架構評估：校園資訊系統的建置，

除了必須考慮到使用者的需求層面之外，同時也要

考慮整體網路環境架構、設備及管理的層面。本校

校區寬廣，各科建築物之間尚有一段距離，且各處

室間資料傳遞更新頻繁，初期以同軸電覽連接，經

費許可下再更換為光纖。對外頻寬各以一條 T1及
ADSL連接花蓮縣縣網中心，並採用Windows 及
Unix作業系統架設各 Server。 
 
4.校園網路資訊系統建置 
 
校園網路資訊系統規劃完成後，隨即展開建置

工作，以校園網路為硬體骨幹，校內分三大區域網

路，如附圖 4所示，主要包括： 
 
（1）行政電腦區網：須經防火牆保護資料。

教務處學生資料之處理，包括學生學籍、學業成

績、獎懲、德性成績、實習成績之處理，與訓導處、

實習處同步作業。其他處室單位資訊交流亦頻繁，

全部劃為同一區域網路。 
 
（2）學校各科區網：亦連結到各科辦公室及

教學電腦教室工場，由科內架設自己工作環境的 
Server，各科伺服主機則多以Windows及 Linux作
業系統架設為主，方便各科電腦維護負責人管理及

應用。同時鼓勵科內教師使用電腦命題及處理學生

成績。 
 

（3）電腦教室區網：為負責全校性電腦教學，
如計算機概論課程等，每一班級教室由動態 IP分配
有二個網路位址，可連接學校或外界之WWW站
台，以獲取更多的校園資訊或網路訊息，學生亦可

利用課餘時間瀏覽網際網路尋找資料。 
 
（4）全校性服務主機：以 UNIX建立學校自

己的WWW、DNS、MAIL、FTP等伺服系統，分
配全校師生每人 E-mail帳號與網頁空間，鼓勵教師
善用網路資源融入各科教學。學校內的伺服主機分

述如下： 
WWW（全球資訊網—www.phlvs.hlc.edu.tw ）：

負責學校簡介、各處室資料連結、網路資源、學校

網頁最新訊息公告等。 
DNS（網域名稱伺服

器—dns.phlvs.hlc.edu.tw ）：負責領域名稱與 IP位址
的對應轉換，本校兩台 DNS分為主要及備用伺服
器。 

E-MAIL（電子郵件—cc.phlvs.hlc.edu.tw ）：於
相關電腦課程中教授內容，培養學生上網繳交作業

及溝通聯絡他人之能力，並陸續辦理教師相關資訊

教育訓練，傳授教導 Email使用知識。 
Proxy(網頁代理主機─

proxy.phlvs.hlc.edu.tw)：負責連結經常性網站資料下
載和備份，以供使用者先由 proxy中下載所需資料。 
 
5.校園網路資訊系統管理 
 
5.1系統管理 

 
全校性的主要服務 Server，如WWW、FTP、

DNS、MAIL等則由資訊專責人員管理。中小學常
受限於經費，設備更新緩慢，當校內單一伺服器的

使用者快速增加時，效能就會開始降低，速度開始

減慢，雖然可以由硬體方面進行擴充，例如增加額

外的處理器、記憶體、更快的硬碟⋯ 等方法來提
昇伺服器的工作效率，但當硬體效能已提昇至極

限，而無法再繼續負荷接下來的工作時，負載平衡

(Load Balancing)是已知最可行的解決方案（陳振
男，2000）。 
江高舉，王瑞琦（2000）所謂負載平衡就是將

原本集中於單一伺服器的服務需求，在使用者不覺

察的情況下分散至多台伺服器去執行，本質上是屬

於分散處理，但較特別的是管理者可只對某些指定

埠(Port number)實施負載平衡；例如WWW主機經
常有人去瀏覽網頁，及負擔沉重的代理伺服器

（Proxy Server），由於必須經常做網站資料下載和
備份，以供使用者先由 proxy中下載所需資料，因
此頻寬流量大，這時可利用多台具有負載平衡功能

之伺服器組成叢集，若其中有一伺服器當機，其餘

伺服器仍可繼續運作使服務永不停歇，故可兼做容

錯處理。目前較易於中小學實施之負載平衡解決方

案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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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indows 2000 Advanced Server所內附的負
載平衡程式。 

(2).利用 Layer 3 switch本身所內建之負載平衡
功能。 

(3).利用 Linux所提供之負載平衡套件，可供網
管人員依學校狀況，擇一採用。 

 
5.2電腦教室管理 
 
有的學校採用再生卡管理電腦教室及網址用

DHCP、NAT方式管理。本校以資訊科為例，將電
腦工場 PC內硬碟分割為三部分，系統開機區、軟
體區、資料存取區，另有一Windows 2000 Server
主機存放各任課老師教學環境安裝的軟體。當系統

毀損或上機考試重新設定環境時，可用 Ghost主控
台對所有機器做發射資料動作，由網路啟動電腦系

統開機區，再自動安裝軟體區，工場內所有電腦環

境十分鐘設定完成，既快又有效率。而學生使用電

腦前後，均須做身分登入登出動作，此錄登系統由

科內吳國柱老師設計，電腦使用狀況統一由 Server
記錄保存，上課教師可隨時掌握電腦教室維護及學

生不當使用情形，一切控管「網路化」，不用再浪

費時間、紙張填寫電腦保養紀錄卡，可節省人力。

如圖 2及圖 3所示。 
 

 
圖 2.工廠管理登錄系統畫面 

 
圖 3.工廠使用記錄畫面 

 
5.3防毒管理 

 
電腦病毒種類繁多，其危害影響亦不可輕忽，

最有效的防治方式是從教育著手，教導同仁和學生

不要隨便下載不明軟體，並安裝防毒軟體，定期更

新電腦中的病毒碼。本校防毒策略是架設一台

Windows 2000主機，安裝 NORTON ANTIVIROUS
企業防毒軟體，設定每天更新一次病毒碼及防毒引

擎。全校其他電腦也安裝 NORTON防毒軟體，並
設定為校內主機代管，每天中午利用大家休息時

間，防毒軟體主機自動檢查更新全校電腦中病毒碼

及防毒引擎，不用每台電腦都上網更新而佔用頻

寬，減輕電腦維護工作。 
 

5.4行政各處室電腦管理 
 
學校定期舉辦電腦研習活動，供校內教職員進

修，鼓勵大家積極運用電腦文書處理之便利性處理

公務資料，推動公文電子化，舉凡行政會報資料、

開會通知、研習活動等相關資料皆盡量以電腦處

理。由於每位行政人員所使用的軟體都不相同，如

學生成績處理系統、出缺席獎懲系統、會計系統、

人事系統、學校財產管理系統等，平時應將軟體及

資料備份成光碟，電腦方面問題可請校內資訊小組

做技術支援。 
 
6.結論 
 
校園網路資訊系統規劃的成功，除了能滿足使

用者獲取資訊之需求外，還能進一步提高使用人數

及使用率。由於資訊科技進步日新月異，軟硬體汰

換率高，而中小學設備更新經費有限，校園網路效

率的提昇自然有限，但我們仍可設法解決此困境，

如文中負載平衡方法，就是一例。在既有的網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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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規畫，除了要以合乎需求、高擴充彈性、最佳經

濟效益及易於管理維護為目標外，還要配合有經驗

之網管人員，慎選可靠、技術豐富的廠商以完成網

路系統。 
本校校園網路資訊系統以校園網路架構為基

礎，校園內相關資訊為中心，涵蓋行政處室單位、

各科教學、學生活動等，提供校內外使用者單向或

雙向的資訊交流。校園網路資訊系統在規劃、建置

與管理上，必須考慮到校園文化、學校特色、資訊

環境、網路架構、資訊提供者與使用者特性，才能

建構出適合整體校園環境教與學的網路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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