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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最近幾年隨著網路技術的成熟，網路學習已成為重要的學習趨勢，學習者

只要透過網際網路便可以隨意地不受限於時間與空間地學習，同時由於網

路學習具有高度的獨立性，可以進行個別學習，因此與傳統的教學方式只



能依大部分的學習者去設計教學的內容與進度有很大的不同。目前傳統的

遠距學習系統，大多為靜態系統（Static System）即學習之內容或學習流程

之安排是事先設計好的劇本，可容改變的幅度不大，因此無法完全適應所

有學習者的個別需求。 然而如果要在傳統的系統上為每位學習者準備不

同的教材與流程，在實做上有很大的困難，首先由於每位學習者的學習能

力都不盡相同，老師無從得知每個人的學習能力而事先製作好適合該學習

者閱讀的教材內容，再者由於學習者的多樣性可能導致所需製作的內容與

流程過於龐大與複雜。因此我們提出了一套動態的適應性（Dynamic 

Adaptive）網路學習系統來解決這個問題。本系統的教材內容符合 SCORM

標準，並且可以依照學習的能力與需求來適應性調整呈現的內容，並提供

學習品質（Quality of Learning）的保證。此一系統的實現主要分成兩個層

面，分別為學習能力的預測與分析，以及教材的適應性呈現。  

摘要

(英)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technologies of Internet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started to consider “learning via the 

Internet” or “E-learning” as one of the major approaches to knowledge. 

Learners can learn via the Internet which frees them from limitations of space and 

time. Meanwhile, as E-learning enables a higher degree of individuality--i.e. learners 

can learn according to their individual needs--it differs greatly from traditional 

pedagogy where the one-size-fits-all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schedules are always 

implemented.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distance learning systems are known to be 

“static.” In a “static system,” learning content and procedures are always pre-

planned and very few modifications can be made. Therefore, systems of this kind 

still fail to successfully meet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learners. However, due to 

different learning abilities of individual learners,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in practice 

for teachers to prepare different kinds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procedures in any 

traditional teaching systems.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that are: Firstly, it is not easy 

for a teacher to foreknow each learner’s learning abilities and accordingly prepare 

the most appropriate teaching materials. Secondly, even if teaching materials are 

designed by individual students’ abilities, a wide variety of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will potentially result in oversized content and complicated teaching 

procedur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have established a dynamically adaptive E-

learning system. In addition to fulfilling every standard of the “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 (SCORM),” this system also guarantees the quality of 

learning by providing adaptable content to suit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learners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abilities. This system is displayed in two facets: One is the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of individual learning abilities and the other is the 

adaptability of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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