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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架構管理、課程單元編輯、課程題庫管
理、隨堂測驗與線上測驗管理、學生學習
評估六大子系統以及學生端的課程單元學
習、學習歷程紀錄代理程式、課程單元瀏
覽歷程紀錄代理程式、隨堂測驗系統、線
上測驗系統、補救教學產生系統六大子系
統子系統，老師端的系統作業環境是屬於
視窗型的應用程式，在學生端的作業環境
則是瀏覽器。在接下來的各小節中，將就
老師端與學生端的各子系統之實作介面做
詳細說明。

摘要

遠距教學課程編輯與學生評估系統，
是一個兼具遠距教學上課程編輯與學生評
估的系統，這套系統解決了學生管理、課
程架構管理、課程單元設計、題庫建立、
線上測驗與隨堂測驗的舉辦、學生學習評
估與個人適性教材的提供等功能的系統，
希望藉透過我們所提出的系統來解決目前
遠距教學中所碰到的問題與迫切待解決的
問題，讓老師能夠輕鬆的設計遠距教學課
程來減輕老師負擔，而學生也能夠透過老
師所設計出的遠距教學課程學習到老師真
正想要傳達給學生的知識。

3.1 老師端的系統
老師端系統所包括的子系統有下
列六個子系統，而其主畫面如圖 3.1
所示：

關鍵詞： 遠距教學，瀏覽器介面教學系統，虛擬
大學，遠距教學評估，遠距教學教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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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遠距教學課程編輯與學生評估系統是
一套應用在非同步網際網路遠距教學上的
一套系統，它的提出是為了提供給老師一
套簡易的課程設計並兼具學生評估的系
統，老師可以透過本系統進行課程的編
輯，學生的管理、課程架構的分析、輔導
課程的編製、題庫設計、舉行測驗以及評
估學生表現，而學生能夠透過本系統進行
課程學習、隨堂測驗、線上測驗、輔導課
程學習、補救課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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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老師端系統主畫面
l 學生資料管理系統
老師對於學習其課程學生的管理
是透過學生資料管理系統介面，來進
行，利用此一介面老師可以新增、刪
除、修改學生的資料，並且可以利用此
一介面管理所有的學，當老師選擇某一
個學生時，系統還會快速的將此學生的
一些學習資料統計出來提供老師作為
參考，而這些資訊包含有學生對此課程
的總學習時間、第一次登入此課程的時

系統實作

目前遠距教學課程編輯與學生評估系
統中的各個系統，大致已有初步的成果，
這系統包括了老師端的學生資料管理、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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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最後一次登入此課程的時間、最長
學習課程單元的時間、最短學習課程單
元的時間以及平均每個課程單元學習
的時間，老師也可利用此工具了解更深
入的學生學習狀況，包括每一個課程單
元的學習紀錄以及課程單元物件的瀏
覽紀錄。
l 課程架構管理系統
當老師進入課程架構管理系統主
介面時，系統會將其課程首頁顯示出
來，當老師點選課程首頁後，系統會將
課程中由連結按鈕所建立的課程單元
結構以樹狀顯示出來，當老師要對課程
建立輔導課程時，老師可以切換到輔導
課程設定模式，利用此介面，老師可以
新增、刪除、修改一個輔導課程，當老
師設定完輔導課程的基本資訊後，可以
回到課程架構模時來進行新增或刪除
輔導課程中課程單元，在此介面中老師
可以透過課程架構視窗中的課程結構
窗格，選取課程單元，而在輔導課程的
窗格中選擇一個課程單元以告知系統
所要加入的課程單元在輔導課程單元
中的串列位置，系統隨後會將這些資訊
紀錄到課程資料庫中。
l 課程單元編輯系統
課程單元編輯介面為老師操作之
系統介面功能最多且較為複雜的一個
介面，此一介面是提供給老師一個編輯
課程單元的介面，老師要對一個課程單
元進行維護，包含新增、刪除、修改其
相關屬性設定：這些設定包括此課程單
元四否為課程首頁、最短要求的學習時
間、最長的有效學習時間、計算課程單
元為學習通過或不通過的隨堂測驗與
物件瀏覽的比例權重，可以透過課程單
元資訊維護工具進行維護。

設計所要加入的文字物件內容，包括字
型大小、字型顏色、文字粗、斜體，完
成設定後，系統會將此文字物件加入課
程單元，而此文字物件可以在課程單元
的編輯過程中隨時透過問自物件編輯
工具進行修改；圖片物件編輯模式，老
師可以透過圖片物件編輯視窗選擇、預
覽圖片來源，並將圖片加入課程單元，
而在課程單元的編輯過程中也可隨時
更換圖片物件；按鈕物件編輯模式，老
師可以透過按鈕物件編輯工具設定按
鈕物件的提示文字，並設定此一聯結按
鈕式要連結課程中的其他課程單元，還
是要連結到一個課外的參考連結，而這
些設定在編輯過程中仍可隨時的修
改；聲音物件編輯模式，老師可以透過
聲音物件編輯視窗選擇聲音、聆聽所選
取的聲音檔，滿意後加入到課程單元網
頁，也可在編輯過程中隨時更換聲音檔
來源；影片物件編輯模式，透過影片物
件編輯視窗，老師可以自由的選取影片
檔，預先觀看影像檔的內容，並且將影
片加入到課程單元，如不滿意，可以隨
時的更換影片檔。
以上的每個物件除了上述的編輯
功能外，也可變更其大小及位置，其大
小、位置除了可透過拖曳的方式來作修
改外，也可透果設定其寬度、高度、距
視窗左上角之寬度與距視窗左上角之
高度來進行設定，並可以設定此物件是
否在學生學習時要對學生的瀏覽行為
做偵測，老師可以透過此課程單元編輯
系統很輕鬆的設計出具有評估功能的
課程單元。
l 課程題庫管理系統
在課程題庫管理系統中的系統介
面可依照題目的類型而分為三種不同
模式的介面，而在三種模式切換時不變
的介面是題庫的基本資訊，這些基本資
訊包括：題目的來源是由哪個課程單

當老師對載入的課程做編輯時，此
介面提供五個不同的課程單元物件給
老師，讓老師進行課程單元的設計，這
些物件編輯模式包括：文字物件編輯模
式，老師可以透過文字物件編輯工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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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目前題庫中各類型題目的數量統
計，統計的資料還會分別依照題目的類
別、總數分別統計，而這三種模式的介
面可提供給老師作為課程題庫的管
理，第一種介面模式是選擇題編輯模式
介面，是屬於選擇題的編輯作業；第二
種介面模式為是非題的編輯模式介
面，第三種介面模式為填充題的編輯模
式介面；在這三種介面模式中，老師可
以利用這些介面新增、刪除或修改題
目，而題目的編號是由系統自動給定，
老師只需確定其題目的課程單元來源
以及題目的內容即可，在填充題的編輯
介面較其他介面不同的是，老師需用特
別的符號讓系統了解所要學生填入的
資料是在題目的哪個位置。
l 線上測驗管理系統
線上測驗管理系統共包含兩種模
式介面，而老師要舉辦一個線上測驗
也只需利用三個步驟來設定：測驗的
基本資訊、測驗範圍中的課程單元以
及將題目加入測驗即可完成。
l 學生學習評估系統
在學生評估系統中系統會顯示三
種評估的結果，這三種結果會形成三
種學生評估系統介面，分別為學生問
題表
（View A）
、學生課程單元表（View
B）、課程單元問題表（View C），老
師 可 以利 用這三個介面所提供之資
訊，來評估學生、課程單元、題目在
課程中的表現，進而提供日後教學上
修正的參考，另外透過系統所提供之
資 訊 ， 利 用 我 門 所 提 出 之 SPC
Table(Student-Problem-Course Table)
為理論基礎，學生可以有系統自動產
生的補救課程做複習。

圖 3.2 學生端系統主畫面
l 課程單元學習系統
當學生進入課程單元學習系統
後，會開使用課程單元學習系統介面
進行學習，在這個介面的上方會有由
學習系統伺服器所產生的工具列，這
些工具列是提供給學生使用其他系統
功能的捷徑，課程學習單元會要求學
生按照老師所設計的課程流程進行學
習，如果學生為按照老師所規劃之流
程進行學習，則系統會強制將學生登
出 系 統， 而在學生使用此介面學習
時，其背後之代理程式，會記錄學生
的瀏覽行為以及課程學習的時間，以
提供系統作學生評估時的依據。
l 隨堂測驗系統
隨堂測驗系統會於學生學習該課
程單元超過最短要求學習時間後開始
運作，並且會每隔一段最短要求學習
時間運作一次，此介面運作後，會取
得系統的焦點，也就是學生若不回答
此題目，則無法在進行其瀏覽學習動
作，當學生送出答案後，系統會與資
料庫中紀錄的正確答案做確認，並將
學生回答的結果紀錄到資料庫中，並
回覆學生的回答結果讓學生了解其回
答的答案是否為正確。
l 補救教學產生系統
當學生進入補救教學系統後，首先
會看到所有相關於此課程的老師輔導
課程與補救教學，學生可以選擇其中
之一的老師輔導課程與補救教學進行
學習，當學生選擇輔導課程進行學習
時，系統會跳出新的瀏覽視窗供學生
學習輔導課程，而這個新視窗會取得
系統的焦點，待學生學習關閉輔導課

3.2 學生端的系統
學生端系統所包括的子系統有下
列六個子系統，系統主畫面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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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學習視窗便結束學生輔導課程，而
補救教學的教材是來學生評估系統評
估後的結果，這個結果會以課程單元
為單位提供給學生做補救複習，學生
可以從系統為每一次測驗學生評估結
果所準備之補救教學課程單元中選出
一個進入複習的介面，進行複習，這
些課程單元是系統透過評估後所得出
之學生在此測驗範圍中表現的較差的
課程單元。
l 線上測驗系統
線上系統測驗的介面是讓學生參
加與課程相關之測驗，藉以了解學生
對於測驗範圍中的課程單元的了解程
度，當學生進入此系統，系統首先會
將此課程中的所有測驗的資訊列出，
這些資訊包括：測驗的名稱、測驗開
始時間、測驗結束時間、測驗允許最
後進入的時間與測驗的時間，當學生
選擇其中符合目前時間條件的測驗進
入測驗模式，系統會開啟新的測驗視
窗，此時測驗正式開始，系統會開始
倒數剩餘的測驗時間，而學生必須在
此規定之時間完成作答，如果學生在
時間倒數完畢前回答完所有問題，可
以先行將答案送至伺服器中之系統，
系統在收到學生回答測驗的結果後，
會與資料庫中的正確答案做確認，最
後將學生的測驗結果，回覆給學生。

在遠距教學上，提供老師一套課程設計與
課程管理的系統，並且透過網際網路提供
的快捷性及互動性，讓學生透過簡單的瀏
覽器來進行遠距教學課程的學習。
由於系統易於操作而且不需要任何程
式設計與網頁設計之基礎，因此大幅的降
低了老師設課程的時間與精力。此外，對
於學生學習時資訊的搜集，以及利用關聯
式資料庫進行相關資訊收集，讓學生不只
是盲目的在網頁中瀏覽，而是透過評估的
機制，讓學生能夠真正的學習到課程中所
要傳遞的智識。在遠距教學課程編輯與學
生評估系統中，是以實際遠距教學上所需
要的各個系統進行設計，而這些系統也都
是一個遠距教學系統所應具備的，這套系
統的實作部分已經大致完成，並且實際讓
學生學習利用本系統所設計出之教材，系
統也根據個別學生的學習結果以及考試結
果產生針對個別學生的補救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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