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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b-MDS 
目的  

多向度評量法是一種多變量分析模式，利用人們對一群事物間的相對關係

(距離)資料，建構出一個多向度認知座標空間，由此空間中各事物間的相對關

係，可使吾人更明確地瞭解人們對這些事物的認知情況。 

以全球資訊網為平台的多向度評量法具有分佈廣泛、操作簡單、跨平台及可

含影像、聲音、文字、動畫等多種資料的優點。經由本系統，設計師能在WWW

上依照自己的需求來設計相似性或偏好性研究的MDS問卷，然後透過在WWW

上進行問卷調查、自動蒐集問卷調查的結果、最後再經由ALSCAL來分析，並

以Java Applet或Dynamic HTML來顯示分析之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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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問卷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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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程式碼  
1. HTML、JavaScript 
<HTML> 
<TITLE>Similarity Questionnaire Creater</TITLE> 
<HEAD> 
<!--杜建興的問卷產生程式╴相似性部份, '97,02,28初版，'97,06,08修訂八版//-->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 
//Name of Questionnaire 
parent.examplewin.document.open (); 
parent.examplewin.document.write ("<HTML><BODY BGCOLOR=#ffffff>"); 
parent.examplewin.document.write ("<CENTER><FONT SIZE=+2>Q</FONT>uestionnaire<FONT 
SIZE=+2>P</FONT>review <FONT SIZE=+2>W</FONT>indow</H2></CENTER>"); 
function titlename (form) 
{ 
nametxt = form.quename.value; 
parent.examplewin.document.write ("<HTML><BODY BGCOLOR=#ffffff>\n"); 
parent.examplewin.document.write ("<CENTER><H2>" + nametxt + "</H2></CENTER><P>"); 
 } 
//Description of Questionnaire 
function description (form1) 
{ 
decrtxt=form1.descript.value; 
parent.examplewin.document.write ("<H5>I. Description of Questionnaire</H5>"); 
parent.examplewin.document.write ("<BR>\n"+ decrtxt + "<P>"); 
} 
} 

2. Perl 
 
$|=1; 
#告訴CGI應用程式要以HTML的格式輸出, 記得一定要有兩個\n換行的字元哦, 這樣程 
#式才不會出錯 
print "HTTP/1.0 200 ok\n"; 
print "Content-Type:text/html\n\n"; 
 
# 在perl語言中如果要取得CGI環境變數, 要用$ENV{'CGI環境變數'}的方式來取得CGI環 
# 境變數以標準輸入(STDIN)的方式將 CONTENT_LENGTH 長度的標準輸入字串存在純量變 
# 數$query_string中.  
$size_of_form_information=$ENV{'CONTENT_LENGTH'}; 
read(STDIN,$query_string,$size_of_form_information); 
print "<html>\n"; 
print "<body bgcolor=\"ffffff\">\n"; 
 
#將 Form 所傳來的變數名稱及變數內容存入陣列 
 
@key_value_paires = split(/&/,$query_string); 
 
$i=0; 
foreach $key_value (@key_value_paires) 
{  
  ($key,$value)=split(/=/,$key_value); 
  $value=~ t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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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s/%([\dA-Fa-f][\dA-Fa-f])/pack ("C",hex($1))/eg; 
  $var[$i]=$key; 
  $var_value[$i]=$value; 
  $i=$i+1; 
}; 
 

3. 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cgic.h" 
#include "gd.h" 
#include "gdfontl.h" 
#include "gdfonts.h" 
 
int cgiMain() { 
   int size=640, black, white, dblue, red, i, j, k, num, u, v, resizex1, resizey1, resizex2, resizey2, begin, end; 
   int mapxa[100], mapya[100]; 
   float xa[100], ya[100], coef[100], maxx, minx, maxy, miny, sw, sh, dx, dy,  coex, coey, orinx, oriny, 
secx, secy, xxx=0, yyy=0, coorx1, coorx2, coory1, coory2; 
   char title[100], gifpath[100], gifs[100], crdpath[100], namepath[100], htmlpath[100], datap[100], 
datapath[100], mapf[100], mapgif[100], pid[10], gifpid[10], gifhtml[100], maphtml[100]; 
   char nums[4], begins[4], ends[4], stin[6], stinx[6], stiny[6], jj[3], cor[8], coor[20]; 
   char stimu[100][20], disp[6], qstr[1000], coorx1s[20], coorx2s[20], coory1s[20], coory2s[20]; 
   char dim1[]="Dimension 1", dim2[]="Dimension 2"; 
   FILE  *crdf, *namef, *outf, *in_gif, *gifhtmlf; 
   gdImagePtr im, out; 
   gdPoint points[3]; 
 
/* output the header */ 
   cgiHeaderContentType("text/html"); 
   fprintf(cgiOut, "<HTML VERSION=\"2.0\">\n"); 
   fprintf(cgiOut, "<HEAD>\n"); 
   fprintf(cgiOut, "<TITLE>WebMDS: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on the World Wide Web</TITLE>\n"); 
   fprintf(cgiOut, "</HEAD>\n<BODY>\n<H1 ALIGN=\"CENTER\">WebMDS</H1>\n"); 
   fprintf(cgiOut, "<H3 ALIGN=\"CENTER\">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on the World Wide 
Web</H3>\n<H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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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民國 84年 9月到 87年 6月(第一版，SGI版本)，民國 90年 10月將
SGI版本移植至Window 2000版本 

??參與人員 

1. 台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陳玲鈐教授 

2. 台灣科技大學工管系周碩彥教授 

3. 台灣科技大學工管系陳湘林(第一版的Web-MDS的CGI程式) 

4. 台灣科技大學工商業杜建興(Web-MDS的問卷產生器) 

5. 台灣科技大學工管系林詩偉 

 

??本人工作內容 

1. 將陳湘林的CGI程式(原本在SGI上的機器上執行)移植至Widows 2000平台 

2. 擴充杜建興的Web-MDS的問卷產生器，以產生Fuzzy的相似性及偏好性問卷。 

3. 將原本分散的各個系統連貫起來(含SGI及Window 2000版本)。 

4. 實作加入Fuzzy的Web-MDS系統(包含問卷的產生，受測資料的搜集分析與分

析，資料的顯示) 

 

??開發工具及環境 

1. 作業系統為SGI IRIX 5.2 及Window 2000 

2. 在SGI上的WWW Server為 Apache，在Window 2000上則為IIS 5.0 

3. JavaScript 

4. HTML，Dynamic HTML 

5. C 

6. Perl  

7. Fortran 

 

??操件流程 

1. 註冊及登入 (圖1、圖2、圖3、圖4、圖5) 

2. 問卷產生器及問卷上傳至Web Server  (圖6、圖7、圖8、圖9、圖19、圖20、

圖21)－以偏好性問卷為例(相似性，Fuzzy偏好性、Fuzzy相似性方式亦同) 

3. 搜集資料 (圖10、圖11、圖12) 

4. 分析資料 (圖13、圖14、圖15) 

5. 顯示資料(圖16、圖17、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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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註冊畫面 

 

圖 2：註冊成功畫面 

 

 

圖 3：註冊失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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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登入系統 

 

 

圖 5：登入系統後可以執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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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將刺激物的圖檔上傳 

 

 

圖 7：製作Web-MDS偏好性問卷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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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製作完成的Web-MDS偏好性問卷 

 

 

圖 9：製作完成的Web-MDS偏好性問卷上傳至We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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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問卷上傳至Web-Server後，可供受測者上網連結來填寫問卷 

 

 

 
圖 11：問卷填寫不完全時，系統會提供錯誤訊息給受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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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受測者填寫完成之後的感謝語 

 

 
圖 13：執行Web-MDS分析時，會先將可分析的問卷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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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分析時，需先填寫一些分析選項 

 

 
圖 15：經過MDS軟體分析之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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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用Java Applet來表示結果 

 

 

圖 17：改變顯示的範圍之後，重新繪製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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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8：用Dynamic HTML顯示資料 

 

 
圖 19：Fuzzy偏好性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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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相似性問卷 

 

 
圖 21：Fuzzy相似性問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