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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行政院在2002年提出兩兆雙星中的數

位內容產業將預期地在我們未來的生活扮

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本專案為致力於建置

低成本和高互通性的數位學習解決方案，

其中包括目前熱門的 SCORM 數位學習標

準、網路服務和同步串流等技術，以期能

提供學術界另一個數位學習解決方案。 
 

關鍵詞：數位學習標準、同步串流、網路

服務、多媒體教材、教材編輯工具 
 
Abstract 
 

The Executive Yuan has been 
developed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s in 
2002, the digit content of plans will 
expectab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life 
in the future, so this project devoted 
ourselves to constructing a low cost and high 
interoperability solution, including several 
hot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standard of 
SCORM, Web Services and synchronous 
stream etc. We expect to offer another 
solution of digit study to the academia. 

 
Keywords: SCORM、Synchro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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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行政院在2002年提出國家重點發展計
劃，其中的兩兆雙星的兩兆即光電和半導

體，希望在 2007 年各達到 1兆的產值，而
雙星即數位內容產業和生物科技產業，因

此數位內容產業將會在我們未來的生活預

期地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八大數位內容產業中，數位學習、

數位影音應用、網路服務、內容軟體等為

企業或學術機構在員工教育訓練或遠距教

學的需求下，建置相關數位學習平台系

統。因此本專案體認到數位內容產業在未

來將創造超乎預期的商機和影響，且眾多

商業化數位學習平台系統導入成本昂貴和

數位內容互通性的問題，遂結合目前熱門

的數位學習標準和網路服務技術，製作符

合數位學習標準的多媒體教材組件，並透

過網路服務平台進行互通與使用，以期提

出對前述問題的可行解決方案。 
  
三、文獻探討 
   
（一）數位學習現況 
     
近年來，隨著網際網路蓬勃發展及寬

頻網路盛行，電腦輔助教學與網路結合便

構成了網路數位學習 [5]。許多的大專院校
建立學習管理平台 （Learn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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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LMS）予其師生使用；愈來愈多

的老師也逐漸結合傳統上課和網路教學來

發展更多元的教學策略，開發更多樣化的

學習教材，進而提供學生更佳的學習環境

和更彈性的學習方式。[2]。 
 

數位學習為人們帶來了許多便利，

如：沒有時空的限制、學習教材多樣性、

個別化的學習環境等優點 [7]，然而，在大
力推動數位學習之際，還是常常遇到教材

重複開發、教材共享、教材移轉等問題 
[4][10]。 

 
為了解決數位學習所面臨的這些問

題，有許多的數位學習標準被提出來[1]，
下面將針對數位學習標準作說明與介紹。 

 
（二）數位學習標準 
 
在國際間，對於網路學習環境的規範

上，已經提出多種網路教材的標準規格，

但是仍有其潛在的問題，即是彼此之間缺

乏完善的對應與共通性[8]，相關組織名稱
如表 3-1所示[12]，相關數位學習標準優缺

點分析如表 3-2所示[11] [16]。 
 

表 3-1 組織名稱對照表  
組織

名稱 組織全名 

AICC 
CMI 

Aircraft Industries Computer-Based 
Training Committee 
Computer Management Instruction 

ARI- 
ADNE 

Alliance of Remote Instructional 
Authoring and Distributed 
Networks for Europe 

CELTS Chinese e-Learning Technical 
System 

IEEE 
LTSC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Learning Technology Standards 
Committee 

IMS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LMML Learning Material Markup 

Language 
SCORM 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 
ULF Universal Learning Format 

 
表 3-2 國際數位學習標準之優缺點分析  

教材

標準 優 點 缺 點 

高度操作性。 

簡易重組教材。 

對於課程的設

計與教學文件 
的格式太多。 

AICC 
CMI 

利用文字檔簡

易交換資料。 對於課程結構

規格過於簡單 
ARI- 

ADNE 
良好之教學標

準架構與豐富

的編輯工具。 

未明確定義教

材結構。 

具有多國語言

的特性。 

IEEE 
LTSC 

廣泛地被採用。 

某些分類元素

之宣告無法做

更深入的延伸

與分析。 
教材標準之制

定與規劃相當

完善。 

IMS 

制定的

Metadata被廣
泛採用。 

偏向概念次的

提出。 

擴充容易。 低階的媒體物

件加入不易 
結構內容穩固。 使用的便利性

不足。 

LMML

內容彈性大。 著重於教材內

容之標記。 
CELTS 定義與分類清

楚。 

未對教材內容

Metadata作深
入定義。 
無測試的標準。統合現有各大

國際標準。 
建立一套可行

的實際範例。 

SCORM

系統架構完整。 

使用者無法動

態的選擇教材。

偏向單純將傳

統教材作標記。
教材中的題

型、評分設計詳

盡。 

ULF 

具有認證機

制、分級機制與

編目機制。 

和其他標準包

裝理念不同，因

此教材轉換困

難。 
 
 
（三）SCORM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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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Advanced Distributed Learning）

刻意將 SCORM 建構成一個放諸四海皆準

的標準，其最終目標為使日後數位學習開

發軟體具可得性（Accessibility）、可適性
（Adaptability）、經濟性（Affordability）、
耐 久 性 （ Durability ） 、 互 通 性

（ Interoperability ） 、 重 複 使 用 性

（Reusability）等共通性 [12]。 
 
在以往的網路教學中，各 LMS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之間架構
不同，對於課程資訊之定義亦不盡相同，

因此若要將原有教材移植至其它平台中使

用，有許多執行上之困難。為解決以往各

學習平台間因為資料規格不一所造成之教

材無法重複使用之問題，SCORM 提出

CAM（Content Aggregation Model）模型作
為制定學習教材元件的標準[2]。 

  
SCORM的 CAM教材觀念，包含了三

種要素：Content Model，Metadata及Content 
Packaging。 
 
1. Content Model: 
 
在Content Model的內容類型有教材資

產（Asset）、共享內容物件（Sharable Content 
Object， SCO）及內容組織（ Content 
Organization）等三項，分述如下 [3][7]： 

 
（1）教材資產（Asset）：是指可以由Web
流覽器讀取的檔。例如文字檔、HTML、
圖片檔等，是構成學習物件 (Learning 
Object)最基本的單位，如圖 2.4 [13] 

 

 
圖 2.4教材資產 

 
（2）共享內容物件（SCO）：SCO就是各
種 Asset 的集合，因此是一份獨立的教材

（Instructional Material），是 LMS可以派
送（Delivery），追蹤（Track）及實現互
操作的最小單位。如圖 2.5 [13]。 
 

 
圖 2.5 共享內容物件 

 
（3）內容組織（Content Organization）：
定義一個內容結構，用來整合學習資源

（SCO）組成一個較複雜的學習單元，如
圖 2.6 [13]。 
 

 
圖 2.6內容組織 

 
2. Metadata: 
 
在Metadata檔案則是透過XML來描述

教材的資訊；透過 Metadata對教材及其元
件的描述，我們可以進一步管理課程的資

源 [3]。 
 
3. Content Packaging 
 
在內容包裝（Content Packaging） 使

用 檔 名 一 致 的 Manifest 檔 案 
（imsmanifest.xml）來包裝教材和課程，透
過 XML 來描述教材元件和課程編排架

構，我們只要將該課程輸出成 SCORM 的
Content Package，支援 SCORM的 LMS就
能夠解析其 Manifest 檔案，將該課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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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達成教材共享之目的[3]，圖 2.7 [13]
即為 Content Packaging概念圖。 
 

 
圖 2.7 內容包裝概念圖 

 
（四）網路服務 
 
    網路服務（Web Services）是以 Internet
為基礎，透過 XML 來定義、描述與查詢來

自動地溝通與呼叫應用程式與應用程式之

間的標準 [15][18][20]，其使用標準如下： 
 
1. 可延伸標記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是具有跨平台、一致性、
完整性的資料描述文件格式。 
 
2. 簡單物件擷取協定（ 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SOAP），以 XML為基礎
傳輸的檔案格式，透過 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傳送訊息，將不受防火

牆限制和應用程式之間作業平台等問題。 
 
3. 統一描述查詢與整合（ 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 
UDDI），為提供使用者在 Internet 動態搜
尋其他網路服務的機制。 
 
4.網路服務描述語言（Web Services 
Description Language, WSDL），為定義網
路服務的語言，讓服務提供者所提供服務

之介面和呼叫方式。 
 
    網路服務架構與運作方式主要是由三

種關鍵角色所組成，分別是服務提供者

（Service Provider），服務仲介者（Service 
Broker ） 和 服 務 需 求 者 （ Service 
Requester），服務提供者將欲提供的網路

服務向服務仲介者註冊並公告，當服務要

求者需對網路服務時，會到服務仲介者搜

尋適合的網路服務；當找到所需要的服務

時，即透過 URL（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s）將服務提供者提供的服務連結起

來，如圖 2.8所示 [19]。 
 

 
圖 2.8 網路服務架構圖 

 
（五）多媒體教材 
 
所謂媒體（Media）即是文字、圖表、

影 像 、 聲 音 或 動 畫 等 。 而 多 媒 體

（Multimedia）則是包括運用至少二種以上
的媒體來表達欲呈現的內容 [6]。所謂教材
（Material）是根據一定學科之任務，編選
和組織具有一定深度和範圍之知識技能體

系 [11]，因此多媒體教材即是根據某一學
科知識技能透過媒體呈現的內容。 
 
（六）網路教學 
   
    在網路教學模式中，結合串流影音輔

助教學和動態載入網頁課程以呈現的瀏覽

過程為效果最佳 [14]。 
 
 
四、研究方法 
 
    本專案為致力於建置低成本和高互通

性的數位學習解決方案，遂建置下列系統

來達成目的： 
 
（一）製作多媒體教材組件系統 
     
    所謂組件（Assembly）本專案定義是
可互換、可溝通和具有獨立性的教材。因

此，根據文獻探討中提到的多媒體教材定

義，多媒體教材組件即為製作影音教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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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透過網頁方式呈現的共享檔案。 
 
   根據文獻探討中提到的網路教學模

式，本系統設計一套以輔助目前教學模式

情境下進行多媒體教材組件製作的系統。

其中可分為下列三種方式： 
 
1. 傳統教室：即透過架設攝影機做全場攝
影的機制。由於目前無論手持式行動裝置

的攝影方式或是大型 DV 攝影機的裝置儲
存容量都因為價格昂貴而有所限制，以致

於在攝影時間上造成不便，因此本系統設

計允許攝影機直接透過 USB（Universal 
Serial Bus）接頭傳輸到電腦，原因是對於
全場攝影而言，攝影機通常會固定在一個

地方，所以透過電腦擁有大量的儲存裝置

可解決裝置儲存容量不足的問題。透過電

腦截取攝影機的串流影片技術與其他系統

有重要的關連。 
 
2. 傳統教室（使用單槍）：在傳統教室使
用單槍上課即是將教師事先準備的投影

片，透過單槍投影到電子屏幕上。因此本

系統允許使用者結合投影片的檔案和攝影

機兩種媒體，達到把整個教學情境完整、

真實地以教學影片的方式保存起來。 
 
3. 電腦教室：目前通常必須在電腦教室上
課的課程可分為電腦相關軟體或操作教學

和語言學習，通常教師會透過全體廣播的

方式操作一連串的教學過程，然後再由學

生們練習和討論，因此教師必須有效地控

制教學時間和學生們操作過程所需要的時

間，然而往往兩者無法兼顧的很好。因此

本系統允許教師可以將教學的操作過程保

存起來（無論是軟體的操作或是播放影

片、聲音等），儲存成串流影片。當教師

欲加入醒目的提示在其操作畫面時，可啟

動本系統內建的電子白板功能，進行全螢

幕的繪製動作，包括筆刷、形狀和文字等

多功能操作。 
 
（二）串流影片後製系統 
 
    透過多媒體教材組件系統所完的串流

影片，可直接匯入本系統進行後製的處

理。在後製的過程中，可分為剪輯、合併、

快照和嵌入字幕檔等功能，如下說明： 
 
1. 剪輯：使用者可設定匯入的串流影片中

欲刪除的片段時間，支援多重刪除片段設

定，並提供預覽模式快速觀看初步剪輯結

果。 
 
2. 合併：使用者可匯入一個以上的串流影

片，本系統會依序排列在剪輯視窗，進行

剪輯或其他操作。 
 
3. 快照：當使用者透過預覽模式時，可切

換快照面版，本系統會自動地根據目前播

放時間截取播放中的影像，截取的影像可

輸出為圖檔，支援大部份的圖檔格式

（BMP、JPEG、PNG、GIF、TIF）。 
 
4. 嵌入字幕檔：使用者可透過字幕對話框
輸入字幕文字，並可以操作滑鼠進行拖

曳，動態地調整字幕時間的長短和時間在

剪輯視窗的位置。 
 
（三）影音同步串流傳輸系統 
 
透過多媒體教材組件系統所完成的串

流影片，系統會自動地輸出為符合串流格

式的影片檔案。本系統採用微軟在同步串

流技術上建議使用的 Windows Media 
Services，建置多媒體伺服器，透過本系統
將影片檔案輸出成進階串流格式（Advance 
Stream Format，ASF），並動態地以持續性
HTTP 連線和伺服器進行串流傳輸，同時伺

服器端會透過網路服務同步發佈串流（網

路服務系統請參閱之後的說明），並在串

流傳輸過程即時的保存，以進行非同步的

瀏覽，如圖 4.1所示。 
 

Internet

Client

Databas
e

Multimedia 
Server

Client

Client

Web 
Server

SOAP / 
HTTP

HTTP

SOAP / 
HTTP

MMS /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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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串流媒體傳輸示意圖 
 
    在同步串流傳輸時，多媒體伺服器會

透過驗證機制處理會員/訪客等權限，詳細
說明請參閱網路服務系統。 
 
（四）建置符合 SCORM 標準的數位教材

系統 
 
    本系統實作符合ADL所發佈的國際數

位學習標準 SCORM 2004（即 SCORM 
1.3），透過本系統的圖形化操作介面，使
用者可以根據樹狀階層結構，依序將教材

的順序由上到下編排，使用者可透過滑鼠

拖曳樹狀節點，指定教材編排的順序。當

教材編排完成後，即可使用封裝精靈把指

定的教材封裝成符合 SCORM 標準的壓縮
檔（ZIP [4]）。 
 
在教材封裝過程中，本系統會自動分

析樹狀階層結構，動態產生 SCORM 標準
規範的 imsmanifest.xml 檔案；在輸出的檔
案中，樹狀階層轉換原則為每一個專案檔

（第一層節點）視為一個 organization，節
點名稱視為 title，每一個專案檔所屬的節
點數視為不同的 item，每一個 item對應到
一個 resource，不同 item之間和 organization
的順序自動加入符合 SCORM 標準中的循
序和導覽機制，如圖 4.2所示。 
 

 
圖 4.2 SCORM 之Manifest檔案結構 

 
（五）結合多媒體教材組件之網路服務系

統 
 
    本系統透過 Web Services 結合 Web 
Server 和 Multimedia Server 的訊息溝通，
Web Server和後端 Database進行紀錄和驗

證每位造訪使用者（會員）的資訊，當使

用者傳送 HTTP 通訊協定進行同步串流現

場直播時，Multimedia Server 會先透過
HTTP向Web Server要求使用者資訊，當
回傳結果後，Client即可直接向Multimedia 
Server 進行串流傳送；當有 Client 進行串

流傳送時，其他的 Client 可透過 MMS
（Multi Media Server）通訊協定進行觀看

同步即時串流，如圖 4.1所示。 
 
五、研究成果 
 
（一）製作多媒體教材組件系統 
 
    在啟動多媒體教材組件系統時，系統
會自動偵測目前作業系統周邊的視訊和音

訊裝置，並自動啟動第一個裝置；系統啟

動後，可以設定欲錄製串流的螢幕大小、

串流影片的每秒框頁速率、輸出的檔案名

稱、啟動電子白板視窗、顯示快速面板和

啟動現場直播等功能當設定完成後，可點

擊開始按鈕，即可開始錄製串流影片，點

擊快速面板停止按鈕即停止錄製，如圖 5.1
所示。 
 
    本系統亦支援多重圖檔轉換成影片的
功能和錄製音訊的功能，透過切換面版至

圖檔串流和音訊串流，使用者可指定欲加

入的圖檔或設定的音訊裝置，即可快速製

作多媒體教材組件。 
 

 
圖 5.1 多媒體教材組件系統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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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串流影片後製系統 
 
    在啟動串流影片後製系統後，可點選

匯入串流影片進行剪輯、合併、快照和加

入字幕檔；點選建立字幕，可操作滑鼠進

行拖曳字幕到適當的位置，當完成串流影

片編輯後，可點選儲存串流，輸出編輯過

後的串流影片，如圖 5.2，圖 5.3所示。 
 

 
圖 5.2 串流影片系統後製系統操作介面 

 

 
圖 5.3 串流影片系統字幕產生範例 

 
（三）影音同步串流傳輸系統 
 
    本系統結合 Web Server 和 Web 
Services進行傳輸和同步串流運作，以跨平

台的呈現方式動態地產生現場直播清單，

使用者可直接連接網站後，點選現場直播

清單，即可觀看目前現場直播的使用者，

並支援匿名方式發送同步串流，如圖 5.4
所示，使用者點擊現場直播清單上的點擊

後，即可觀看影音同步串流，最長延遲時

間為 10秒鐘。 
 

 
圖 5.4影音同步串流傳輸系統操作介面 
 
（四）建置符合 SCORM 標準的數位教材

系統 
 
    在啟動 SCORM 數位教材系統後，首

先開啟新專案檔，接著點擊匯入按鈕，將

所需要封裝的教材匯入到左邊的樹狀階

層，並適當地建立新教材資料夾進行分類

管理。使用者可透過滑鼠拖曳的方式移動

部分或全部的節點以完成教材循序與導覽

的編排，如圖 5.5所示。當使用者完成教材
的編輯後，可點選封裝教材選單，封裝精

靈會自動地將教材封裝成符合 SCORM 教
材標準的壓縮檔，如圖 5.6所示。 
 

 
圖 5.5 SCORM 數位教材系統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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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SCORM數位教材系統封裝精靈畫面 
 
本專案亦建置由 ADL 所發佈的

Sample Run-Time Environment，驗證由本
系統封裝精靈所產生的壓縮檔是否可正確

地載入到 LMS 系統，圖 5.7 為顯示透過
Sample Run-Time Environment載入本系統
產生的壓縮檔後，所建立的樹狀結構與圖

5.5 在教材編輯階段的樹狀結構完全符

合，驗證本系統符合由 ADL 所制定的
SCORM 數位學習標準。 
 

 
圖 5.7 Sample Run-Time Environment 
載入本系統壓縮檔後的畫面 

 
六、結論與未來展望 
 
    透過對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詳細說

明，相信對於本專案為致力於建置低成本

和高互通性的數位學習解決方案有了深入

的了解，目前本專案與長榮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合作，對台南縣地區的國民小學以重

點推廣的方式開設教師在職進修已經為期

二個循環，共四學分的課程，因此本系統

是經過驗證的，無論是在數位教材或是系

統的穩定度方面，都符合精確性且為期三

個月的測驗，相信能提供學術界值得信賴

的另一個數位學習解決方案。 
 
    本專案未來將結合更多的人力和物

力，對國際數位學習標準進行更深入的探

討和研究，並同步開發更具商業價值的多

媒體系統，以期結合和吸引更多學界的先

進一同為數位內容產業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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