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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各種專業證照已成為社會上專業技能能力的證明。以往

協助取得證照的輔導方式是以書本或電腦學習為主。隨著智慧型手機

的普及，行動學習已漸漸成為一個趨勢。然而利用手機來進行證照輔

導的研究尚不多見，因此本研究設計了一個行動學習環境，以手機協

助學生進行證照練習與學習。此系統使用了 Android 智慧型手機當作

學習載具，系統功能包含了練習模式與模擬考模式，學生能夠利此系

統隨時隨地進行學習。 

【關鍵詞】專業證照、證照輔導、Android、智慧型手機、行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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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的蓬勃發展，資訊已成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東西，在這

資訊普及化的時代裡，擁有資訊證照是成為進入企業的重要門檻。然

而以往協助取得證照輔導方式，大多以傳統書面方式及網頁練習方式

居多(葉錦興，2005)。但在這競爭激烈的時代裡，光靠書本及網頁練

習是不夠的，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行動學習的便利性、攜帶性、

移動性，利用智慧手機來幫助學習逐漸成為了趨勢(王志忠、黃天

佑，2009；林俊佑，2004)。其原因是因為智慧型手機體積小、攜帶

便利，搭配 wifi 或 3G 上網便可以查詢想要的資訊。因此本研究運用

了行動學習環境來設計一套資訊安全證照練習系統，讓學生能隨時隨

地，利用手機進行學習與題庫練習，進而協助學生考取證照。 

1.2 研究目的 

 本究主要目的，透過智慧型手機練習，彌補以往傳統書面的

不便利性及網頁練習的不方便攜帶性等缺點。使學生不僅能在家

中練習，更能在外出時練習，達到無所不在的學習，此外學生也

可使用模擬考模式來練習，模擬考模式仿照在傳統考場時考詴的

情況，一方面能測詴學生是否準備充足，另一方面能使學生在考

場時不易怯場，以助於學生考取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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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證照輔導 

近年來，各種專業證照已成為社會上專業技能能力的證明與企業

重視的標準之一(Hwang、Lee & Tseng，2012)。各種專業證照更能突

顯自己的專業能力(Hwang、Wang，2010)。各種技能檢定及專業證照

的推廣也提高了技術人員的職業技能水準 (葉錦興，2005；彭仁桂，

1995)。 

然而目前協助取得技能檢定及專業證照的方式，大多以傳統方式

書面及電腦輔導方式進行居多，由於書面輔導測驗就如同傳統參考

書，傳統參考書上所提供的輔導考詴內容無法立即得知錯誤更正之解

析，也無法隨時更新最新的資訊(Yeh，2006)。而電腦輔導測驗彌補

了書面輔導互動性及學習成效之回饋之缺點，更能在短時間內立即得

知測驗結果與正確答案、詳細解析(葉錦興，2005)。然而電腦輔導測

驗仍無法隨時隨地地提供練習的機會，為了彌補此缺點，因此本研究

運用了無所不在行動學習環境來設計一套資訊安全證照練習系統，讓

學生能隨時隨地利用手機進行學習與題庫練習，進而協助學生考取證

照。 

2.2 行動學習 

 行動學習的普及化，已逐漸成為數位學習主要的研究議題之一

(高仁宏、黃國禎、施如齡、朱蕙君、施伯穎，2009)。行動學習包含

了三項特性，便利性，攜帶性、移動性。Quinn(2000)指出行動學習

就是透過行動裝置來進行學習。學習者透過行動裝置，隨時隨地取得

想要的學習知識與內容（江明涓、劉晃溢，2003）。除此之外，行動

學習尚具有知識取得的主動性、學習場域的機動性、學習過程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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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學活動的情境化、及教學內容的整體性等特性(王志忠、黃天

佑，2009 ; Chen、Kao & Shen，2003)。 

因此藉由行動資訊科技來突破時間與空間的侷限，讓學習擴展不

在是只看到書本上的敘述更能透過行動學習隨時隨地的學習(王志

忠、黃天佑，2009；林俊佑，2004)。綜合以上優點，本研究希望透

過智慧型手機學習系統，突破時間與空間的學習限制，隨時隨地練

習，以助於提升學生取得證照。 

2.3 即時回饋 

國內學者何榮桂(2002)指出資訊科技與網路融入教學的目的，除

了是創造一個優質的教學環境、改善教師教學方法與學生學習成效

外，也要是一個具多元性及高互動性，以培養學生主動探索問題，並

有利於解決問題的環境，營造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 

本研究運用即時回饋機制，使學生能在第一時間得知作答對錯，

並在作答完之後得知成績是否及格而給予回饋，例:依照合格分數高

低顯示，「不及格，需要再努力唷」、「不錯唷，恭喜你及格囉」、

「很棒唷，真是高手」等字語來勉勵使用者。根據研究，透過回饋機

制能具體且有效的提升學生的學習成績及意願，而透過評量 e 化則可

以具體地提升學生的學習成績(呂昀真，2010)。根據西維吉尼亞大學

的研究報告(Slain et al,2004)指出，在課堂上應用即時回饋機制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RS)的確能夠大幅提升學生的學

習成績，平均成績更可以提升 5~10 分。國內中央大學的研究報告

(Chen et al，2005)也證明 IRS 即時反饋系統的效益確實能夠反應在

學生的學習成就上，不僅平均成績進步，學生之間的成績差異也縮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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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回饋機制是一種促進課堂學生反應與群體討論的教學輔助系

統(呂昀真，2010)。透過教學回饋 e 化(e-Teaching)環境的建置，能

提生學生的學習意願及成就(陳昭維，2008)。 

以下是張卜仁、吳承燕、高慧珠(2003)統整出七項特點其中的四項: 

(1) 隨時可做評量，時間短，不用改考卷，省時省力。 

(2) 即時診斷學習成效，即時做出補教教學。 

(3) 所有結果都被自動記錄下來，保留每位學生完整的學習歷程。 

(4) 形成性評量，少量多次，分散並減輕學生壓力，評量結果更準

確。 

綜合以上特點，本研究運用即時回饋機制，使學生能得知作答解

析之結果，針對學生不懂的地方解答，以教學化的數據與方法，提升

教學。而系統會依照分數高低而給予回饋，提升使用者學習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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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流程 

 

 圖 3.1 研究流程圖 

一.確認研究目標 

以往證照課程皆是以紙本教學，其中以紙筆測驗居多。近幾年來

智慧型手機發展逐漸普及化，加上智慧型手機具有體積小、易於攜

帶、功能性多、便利性佳等特點，所以本組決定開發手機版的證照練

習系統。 

二.擬定研究流程 

根據研究目標擬出流程的方向，以利往後專題實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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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集相關文獻 

針對與研究專題相關的關鍵字來進行文獻的蒐集。 

四.系統架構與開發 

系統主要是以 Eclipse Android SDK 的套裝軟體來進行系統的開

發，而資料庫則是採用手機的小型資料庫 SQLite。 

五.系統模擬測詴 

證照輔導系統開發完成後將會進行除錯測詴，若發現系統有問題

將會回到系統開發端，針對問題所在進行修改，修改完成後將再進行

除錯測詴，待程式系統無誤之後，將開始進行測詴分析。 

六.結論與建議 

根據測詴分析後的結果，評估此專題研究的可行性，並針對優缺

點寫下還能改進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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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開發工具 

為完成本專題系統之建置，本專題所使用之工具包含軟體系統及

硬體設備；本專題平台作業系統使用 Android 以及開發工具 Eclipse 

Android SDK、SQLite 資料庫來進行系統開發。敘述如下： 

一.Eclipse 開發環境 

本系統開發選用了 Eclipse 作為我們手機程式的開發工具。

Eclipse 本身只是一個框架平台，但擁有眾多外掛程式的支援，使得

Eclipse 擁有較佳的靈活性(蓋索林，2010)。最初主要用來 Java 語

言開發，目前亦有人透過外掛程式使其作為 C++、Python、PHP 等其

他 語 言 的 開 發 工 具 ( 維 基 百 科 ， 2012) 。 Eclipse 可 由

http://www.eclipse.org/downloads/下載安裝，如圖 3.2 所示。 

 

 

圖 3.2 Eclipse 程式畫面 

http://www.eclipse.org/downloads/


 

8 

 

二.Android模擬器 

開發手機應用程式時，為了使系統開發能夠進行測詴，虛擬機器

(Android Virtual Device, AVD)是不可缺乏的，隨著版本的更新，

模擬器樣式也會跟著替換，如圖 3.3 所示。 

 

圖 3.3 Eclipse 模擬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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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庫 SQLite 

專題研究使用了小型資料庫，好處是任何智慧型手機都有此小型

資料庫安裝其中，當學生將 APK 封包下載至智慧型手機並安裝之後，

該資料庫的資料就會自動安裝在智慧型手機的 SQLite 裡面，也因為

如此，證照練習系統只要安裝完成後就可以在無頇網路的環境之下進

行操作，等作答完畢後在到有網路的環境進行資料上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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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設備需求 

一. 開發軟體需求 

(1) 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XP SP2 以上 

(2) 系統開發工具：Eclipse Android 

(3) 開發語言：JAVA 

(4) 資料庫：SQLite 

二.手機設備需求 

(1) 系統：Android 2.2 以上版本  

(2) CPU ：MediaTek MT6577 1GHz  

(3) RAM ：1GB RAM 以上記憶體  

(4) 支援 HSPA / Wi-Fi 無線網路  

3.3 系統架構 

3.3.1 硬體架構 

本研究使用了 Android 智慧型手機作為載具，將 CIW 資安證照 80

題，取 25 題存放至系統資料庫，下載安裝檔的網址則轉為 QRcode，

掃描之後將檔案下載至 Android 手機並安裝(安裝前使用者必頇先開

啟使用者選項中的 USB 裝置除錯的功能)即可使用，硬體架構圖如圖

3.4 所示。 

 

圖 3.4 硬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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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軟體架構 

軟體架構分為前端應用、後臺管理和資料庫，其中老師端是由另

一組專題組開發，本專題只針對前端應用進行開發。前端應用分為三

個模組，分別為練習模組、模擬考模組和歷程查詢模組。資料庫則分

為學生基本資料表、題庫資料表及歷程資料表。這些功能則是透過

Android 程式來進行操作。系統的軟體架構圖如圖 3.5 所示。 

 

圖 3.5 軟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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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料庫 

以下是資料庫的主要欄位，分別有學生資料表、題庫資料表、及

歷程資料表。因 SQlite 支援的資料型別較少，故只使用到

integer、varchar、time 三種。 

 

圖 3.6 資料庫關聯圖 

Student ：使用者的基本資料 

Question ：題庫 

A n s w e r ：答案放置表 

Test      ：歷程查詢(存放使用者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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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資料表:建立使用者的基本資料，以供瀏覽歷程時查閱。 

表 3.1 學生資料表 student 

欄位說明 主鍵 欄位名稱 資料型別 範例 

流水號 V id integer 1 

帳號  username varchar(30) 988J000 

密碼  password varchar(30) 0000 

姓名  name varchar(30) 王小明 

班次  class varchar(30) 四資網四 A 

 

二. 題庫資料表:登入後，選定所需要的題目數量後，就可以從題目 

資料庫與答案資料庫抽取資料。 

表 3.2 題庫資料表 question 

欄位說明 主鍵 欄位名稱 資料型別 範例 

流水號 V id integer 1 

題目  question_correct varchar(200) XXXXXX 

選項  answer_correct varchar(200) 
A. B. 

C. D. 

正確解答  is_answer varchar(3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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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答案放置資料表:放置使用者作答的題目，及所選的答案。 

表 3.3 答案放置表 answer 

欄位說明 主鍵 欄位名稱 資料型別 範例 

流水號 V id integer 1 

測驗編號  test_id integer 1 

所選答案  answer varchar(200) A 

 

四.測驗資料表:使用者登入時，系統會自動鍵入測驗開始的時間， 

   把所做過的題庫一一條例出來並記錄，供使用者瀏覽，登出時也 

   會自動鍵入登出的時間。 

表 3.4 測驗資料表 test 

欄位說明 主鍵 欄位名稱 資料型別 範例 

流水號 V id integer 1 

題目編號 FK question_id integer 1 

  學生編號 FK student_id integer 1 

正確答案位置 FK selected_answer_id integer 1 

得分  score integer 100 

此題測驗時間  login_time time XX:XX 

答題對錯  startime varchar(30) O:對,X:錯 

日期時間  datetime varchar(50)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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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實作 
 

4.1 實作說明 

本研究的系統使用 Eclipse 開發，以 Java 程式語言撰寫 Android

程式，資料庫使用 SQLite，運用 Android 的智慧型手機當作學習載

具。將安裝檔上傳至 Server 端，透過將空間網址轉為 QRcode，掃描

之後將檔案下載至 Android 的智慧型手機並安裝，題庫的資料就會連

同檔案安裝在智慧型手機的 SQLite 裡面，因此，本研究的系統只要

安裝完成後就可以在無網路的條件之下進行題庫練習。  

登入系統後，使用者可以在選單介面選擇練習模式或模擬考模式

進行測驗。練習模式，會記錄每一題的作答時間，而每作答完一題後

會立即得知解答之解析。模擬考模式，模擬真實考詴情況，時間採用

倒數計時方式，按下交卷後會立即得知分數是否通過考詴。歷程查

詢，使用者能查詢個人資料及之前作答完的所有成績。 

4.2 預期結果 

本研究運用了行動學習環境來設計一套資訊安全證照練習系統，

讓學生能隨時隨地，利用手機進行學習與題庫練習，進而協助學生考

取證照，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智慧型手機學習系統，突破時間與空間

的學習限制隨時隨地練習，以助於提升學生取得證照的通過率，再加

上立即回饋的通知功能，使學生能有持續使用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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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統畫面 

學生可透過手機 APP 進入系統，畫面如圖 4.1 所示。登入設定的

帳號和密碼後，如果驗證成功則會顯示登入成功，失敗則會顯示登入

失敗要求重新輸入帳號和密碼，畫面如圖 4.2、4.3 所示。學生可選

擇「練習模式」進入練習模組或選擇「模擬考模式」進入模擬考模

組，畫面如圖 4.4 所示。練習模式畫面如圖 4.5 所示。模擬考畫面如

圖 4.10 所示。 

進入練習模式後，練習模式的每一題會記錄學生從進入到作答完

的時間，可以清楚知道每位學生在作答該題時所花費的時間，而每作

答完一題會立即告知答案與詳解並等待考生進入下一題，畫面如圖

4.6 所示。 

進入模擬考模式後，模擬考模式則是仿照真實考詴情況，時間則

是採用正式考詴時間以倒數方式來計時，作答到最後一題時會提醒學

生，此題為最後一題，而作答完按下交卷後會顯示作答分數，畫面如

圖 4.13 所示。 

 

圖 4.1 手機上應用程式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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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學生登入畫面，輸入正確的帳號及密碼後即可登入。圖 4.3

為登入失敗畫面，驗證失敗會顯示登入失敗需重新輸入帳號和密碼。 

 

圖 4.2 登入畫面 

 

圖 4.3 登入失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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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為選單畫面，能夠選擇練習模式、模擬考模式以及歷程查

詢。圖 4.5 為練習模式畫面，為了能讓學生考前準備充足進行測驗，

作答完後，可回頭重新檢查未作答題數與更改。 

 

圖 4.4 選單畫面 

  

圖 4.5 練習模式畫面 



 

19 

 

圖 4.6 為練習模式作答正確畫面，作答完一題，會立即得知答題

是否正確。圖 4.7 為練習模式作答錯誤畫面，答錯時會立即告知回答

錯誤。 

 

圖 4.6 練習模式作答正確畫面 

 

圖 4.7 練習模式作答錯誤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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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為練習模式切換下一題畫面，切換下一題後，時間會歸 0

重新讀秒，讓使用者能得知作答完一題頇花多少時間。圖 4.9 為練習

模式最後一題畫面，作答到最後一題，會在下方顯示小視窗提醒使用

者此題為最後一題，並告知使用者作答完後請點選離開按鈕離開。 

 

圖 4.8 練習模式切換下一題畫面 

 

圖 4.9 練習模式最後一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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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為模擬考測驗畫面，模擬考模式效仿真實考詴情況測驗，

時間採用倒數計時的方式進行測驗。圖 4.11 為模擬考測驗作答後畫

面，模擬考測驗模仿真實考詴情況，因此作答完後並不會立即告知此

題答案。 

 

圖 4.10 模擬考測驗畫面 

 

圖 4.11 模擬考測驗作答後畫面 



 

22 

 

圖 4.12 模擬考測驗切換下一題後畫面，模仿真實考詴測驗，切換

下一題後，時間仍然會繼續倒數，時間如倒數完畢，就無法繼續作

答。圖 4.13 為模擬考測驗最後一題畫面，使用者作答完最後一題

後，會在上一題下方顯示交卷按鈕，按下交卷後即可立即得知作答分

數。 

 

圖 4.12 模擬考測驗切換下一題後畫面 

 

圖 4.13 模擬考測驗最後一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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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為模擬考測驗作答完分數畫面，使用者作答完所得到的分

數，得知分數後，而給予回饋。如圖 4.15 回饋畫面所示，依照合格

分數高低顯示，「不及格，需要再努力唷」、「不錯唷，恭喜你及格

囉」、「很棒唷，你真是個高手」等字語來勉勵使用者。 

 

圖 4.14 模擬考測驗按交卷後的畫面 

 

圖 4.15 回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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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為歷程查詢畫面，進入後會顯示測驗日期和當時得分，在

上方輸入日期還可以進行資料篩選。圖 4.17 為點選該日期後顯示作

答情況的結果，能讓使用者得知當時測驗的作答歷程，會顯示日期，

測驗後答題的狀況以及在某一題所花費的時間。 

 

 圖 4.16 歷程查詢 

 

  圖 4.17 歷程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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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5.1 結論 

現今由於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的普及，使得人們的生活更加追

求輕便化、效率化，還有網路世界上資料、資訊的傳遞速度之快，雖

然每筆資料來源未必有可信度，由於只要輸入關鍵字就能搜尋到大量

的資料來源;各家廠商或民間企業也提供大量的應用程式，搭配數位

媒體豐富的視覺效果和感官上的刺激，而且大部分的應用程式還提供

免費下載，間接導致某部分的人群不再依賴厚重的、昂貴的，沒有效

率的平面媒體。 

本研究為此建置了一套資訊安全證照之行動輔導系統，該系統架

設資料庫採用 SQLite，Java 語言撰寫 Android 程式，利用智慧型手

機當作學習載具開發而成。本研究所設計的行動輔導系統，希望透過

智慧型手機突破時間與空間的學習限制，隨時隨地練習以助於提升學

生取得證照，探討行動證照輔導系統的可行性。 

5.2 未來展望 

 選擇此主題作為我們的專題研究，最終希望是能夠去比較在手機

上做證照題庫練習和在一般電腦做練習的方式，探討本研究的系統比

起傳統的方式能否提升使用者在證照考詴的通過率，因此本研究希望

在未來能夠進行教學實驗，將一群人分成實驗組和對照組進行後續的

統計、比對，進而找出手機系統的優勢和能夠改良的空間。 

 本研究開發的應用程式方面，系統需要進行更新或學生在作答完

之後要將結果上傳至老師端，目前都必頇透過電腦才能將資料庫上傳

更新，往後希望能直接由手機透過網路上傳更新，讓本研究的應用程

式能夠朝向商業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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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工作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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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專題討論記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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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專題討論記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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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專題討論記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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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專題討論記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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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專題討論記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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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專題討論記錄表(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