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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It has three times a semester, totals are six
times for the whole year. But the number of
freshman is too much, and the learning
service center can't offer enough staff. The
head of group need to made a roll call every
day, and every semester needs to redistribute
groups.
In the situation without electronization,
examples of distributed groups and made a
roll call, these works is doing by manual
now.
It's a heavy load for center, also not
transparent and needs to spend much time.
After an interview, we know more abou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center, then designs on
this system. It let learning service center can
offer more service for students, and made
the information more transparent and
convey more faster.This system is include :
Made a roll call. Distributed groups. Export
information. Settled for results of study.
Offer to the freshman , head of group and
the staff of center. The capability will be

服務教育是本校特色，也是本校新生
必修的課程，每學期有三期，共六期。
但是新生人數眾多，而服務教育組的人力
資源有限，小組長每天都要點名，而每一
期都要重新編組。在沒有電子化的情況
下，編組、點名…等，這些工作目前都是
由人工作業來完成。
這對服務教育組來說是個龐大的負
擔，也非常不透明化且需要花費很多時
間。經過訪談後，了解了服務教育組的需
求，而設計出這套系統，讓服務教育組能
使用更多的人力資源來服務學生，也使資
訊透明化且能更迅速地傳達。本系統包
括：點名、編組、文件輸出、成績結算，
提供新生、小組長、服務教育組人員使用。
依照使用者的不同，能使用的功能也會有
所不同。
關鍵詞：服務教育組、點名、編組。
Learning service is a feature and also a
required course for freshman of my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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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可能教學大樓的時候人比較多，所以
就會分成較多的區塊，但是人比較少時，
區域就會分得比較少，在訪談之後，服務
教育組則認為最需要e 化的部份是評分
表，因為目前評分表是用紙本，佔空間，
要搜尋起來也是令人頭痛的問題，且不易
保存，如果未來改成e 化之後對於保存文
件、資料方面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different by users.
Key Words: Learning service, roll call,
distributed groups.
一、 緣由與目的
由於目前服務教育組的編組、評分
表、點名這些的業務工作仍然是使用人工
作業，在一年級進行服務教育課程時，就
覺得服務教育組的資訊十分的不透明化且
傳統，例如服務教育的評分標準不透明
化，各掃區的清潔要點及要求也依各小組
長而定，並未公開透明的讓所有參與的學
生們瞭解。而在瞭解參與服務教育工作，
擔任小組長、區隊長的同學們的日常工作
之後，更發現各項業務以及作業，例如點
名、編組名單、分數……等都採用人工，
隨著資料量的日益增加，也為他們帶來許
多的不便，比方說每期的編組、出席跟分
數的問題，而在文件的保存上也有很大的
風險，在學校目前許多處室以及業務都已
經進入e 化的情況下，服務教育組的尚未e
化也顯得作業時效比較冗長，所以本組決
定對於本校服務教育組的相關業務進行e
化作業，目的在於提高服務教育組的作業
效率。
在確定題目之後，本組認為必須先瞭解服
務教育組本身對於業務e 化的看法，所以
決定訪問在服務教育組中的組長，以便瞭
解他們對e 化的看法以及需求，而在進行
訪談之後，本組得到以下結果：服務教育
組認為點名作業e 化之後效率的提高程度
也許會不如預期顯著，但是在資料彙整方
面，可以比以前來得快。在評分表方面e 化
對於作業上的好處在於分數的計算以及統
整上有很大幫助，不用像之前一樣手寫手
算且填多張表格，較以前方便許多。而在
編組人數分配的部份，會有區域變動的問

二、 系統介紹
2.1開發工具
1.程式語言：PHP Script Language
Version 5.2.6
2.網頁軟體：Dreamweaver
3.架站軟體：Apache HTTP Server
4.資料庫管理：
MySQL Database Version 5.0.51b
phpMyAdmin Database Manager Version
2.10.3
2.2系統設計
本系統以Apache HTTP Server為前端處理
器，再以PHP程式處理用戶端的要求，再依
據使用者的要求至資料庫尋找資料，然後
再以網頁呈現。資料庫裡建立了學生資
訊、掃地區域、小組長及編組等資料表。
2.3系統流程
服教人員可藉由本系統快速編組及整合資
料，並配合簡單明瞭的操作介面輸出文件
及成績結算，學生方面可由網路登入查詢
打掃區域及出缺席狀況，小組長及老師則
可以上傳點名成績及上課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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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方法：
＜第一期＞
1.將各班依其班級人數進行
泡沫排序。
（1）先從最小值遞增到中
值，再從最大值遞減到中值。
（2）將最小值和最大值先分
配，並分配在一起。
（3）固定先分配 4 個最小值
的班級和 4 個最大值的班級，
這邊只看班級人數，不看男女
比例。
（4）由中值部分的班級去調
整各區男女比例。
2.再將分配各教區的班級學
生打散。
＊依照各教區需求組別數去
分組，隨機將學生分配進入，
這邊的優先分配條件是此教
區學生人數的男女比例。
＜第二期＞
將教區的分配優先順序反
轉，原為第一教區→第二教區
→ 第三教區→外掃區。【反
轉】外掃區→第三教區→第二
教區→第一教區。
分配的組別數一樣從最
大值和最小值的班級優先分
配，依教區優先序的改變來挑
整學生掃到不同教區的機率。
＜第三期＞
對教區分配的優先序進行隨
機選取，也就是分配的順序由
隨機函數去調整。
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共通點為
兩個依班級人數遞增和遞減
排序的泡沫排序及判斷學生

系統流程圖

2.4 編組系統
1.先列出小組長人數，使用
者輸入的組別數不能超過小
組長的人數。
2.列出新生的男女生比例提
供給使用者參考。
3.統計班級總數和平均班級
人數。
4.使用者須自行輸入四個教
區各分別需要的組別數。
5.依使用者的輸入，估算出
該區域需要的人數和大約班
級數及顯示出估計人數與實
際人數的誤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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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待過那些組別。
＜第四期＞
將各區小組長區域更換或是
重新分配，條件為不與上學期
區域重複。
學生部分的分配回到第一期
的規則，新增條件為不與前三
期待過的組別重覆。
＜第五期＞
回到第二期的規則分配，條
件為不與前四期待過的組別
重覆。

組數
[16.61][36.51][37.44.45.48]
2.將教區分配順序逆向改成
由外掃區先分，第一次配的內
掃區變成外掃區的機率變高。
EX：原第一教區是
[16.61]+[44]
二次分配後→
第一教區：
[37.48] 。
第二教區：
[36.51]+[45] 。
外掃區：

回到第三期的規則分配，條
件為不與前五期待過的組別
重覆。

[16.61]+[44] 。
三、系統比較

各教區分配：
例如：各班人數

3.1 實作與現況比較，優於現
況的特點：
（1）編組耗費的時間大幅降
低。
（2）有效管理資訊，使資訊
透明化。

[16.51.48.45.44.36.37.61]
1.先進行遞增排序
[16.36.37.44.45.48.51.61]
2.將最大值和最小值放在同
一組

（3）容易備份，避免損毀或
遺失。
（4）學生可查詢出缺席狀
況。

[16.61][36.37.44.45.48.51]
3.假設需要 5 個班級
[16.61][36.51][37.44.45.48]
（選取中值）
如果中值有兩個，便選取較
符合男女比例的班級。
如果中值只有一個，便將中
值的前一個和後一個也加入
選取，選取較符合男女比例的
班級。

3.2 本系統與 96 年資管系畢
業專案之比較，部分功能優於
他們的功能，特點如下：
（1）編組系統 e 化，不必浪
費大量的人力資源在編組上。
（2）利於學生查詢出缺席狀
況和成績。

[16.61]+[44] [36.51]+[45]
第二期之後排序：
1.保留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分

四、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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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論與實務， 前程文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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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9]長榮大學網站

本專案讓服教人力資源更為
節省，不需要純手工去編組導
致時間上的浪費，提昇了工作
便利性。但是仍有一些功能的
增加，使本系統更完整。
1.區域平面圖的查詢部份，
可以和 Google earth 結合成
3D 導覽圖，並且在 3D 導覽圖
標上各個掃地區域，透過
Google earth 的技術，讓使用
者可以快速地導覽掃地區域
的所在位置。
2.點名方面，以手機為主，
把已編組學生資料匯入手機
裡點名，讓小組長在一周結算
同學出缺席情況時，可以很快
地把資料傳給服教人員，不耽
誤他們在算每週成績的時間。
3.把每一個掃區的掃除用具
和清潔用品的初始數量，編到
本系統，這樣就能正確統計出
每期掃具使用量，並且妥善管
理掃具，以致於不浪費資源。

http://www.cjcu.edu.tw/zh_tw/
[10]服務教育組網站
http://www.cjcu.edu.tw/servi
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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