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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功能操作說明

1. 課程相關資訊設定及公開

2. 教學助理設定

3. 公告欄

4. 網路教材

5. 討論板(留言板)

6. 線上討論園地

7. 同步教學教室

8. 作業管理、測驗管理 (含公告、題目匯入、建立作業/測驗/問卷、繳交、批
改、回饋、催繳)

9. 問卷管理 (結果檢視及匯出)

10. 上網學習時間、次數等紀錄與統計

11. 測驗、作業成績等紀錄與統計

12. 優秀作品開放觀摩

13. 同儕互評



課程相關資訊
設定及公開



1. 教室環境  左方下拉式選單選擇課程(班級)
2. 選完課程(班級)  點右方 辦公室

備註:課程(班級)尚未點選前，辦公室的連結不會出現



3. 教師辦公室  課程管理  課程設定  開始上課時間、課程結束時間
時間一定要設定，學生才看的到本課程



4. 教師辦公室  課程管理  課程設定  設定完時間要按儲存



5. 課程管理  課程簡介  課程介紹／課程安排／教師介紹  編輯



以上填入之內容如同各位老師在學期初繳交之課程大綱

6. 課程介紹 將課程名稱、授課教師、學分數、上課時數、學習目標、
進度安排與大綱、授課方式、評量方式、使用書籍或參考書籍
填入表格內 儲存



以上填入之內容如同各位老師在學期初繳交之課程大綱

7. 同步驟4，進入課程安排  將每週上課內容填入表格內  儲存



8. 同步驟4，進入教師介紹
將教師姓名、學歷、經歷、專長、著作…等資料填入表格內儲存



教學助理設定



1.進入e-Learning數位學習平台



2. 從左方”我的課程”中點選”課程”



3.”課程”點選完畢後，點擊右方”辦公室”



4.進入”人員管理”
5.點擊”設定助教”
6.點擊”新增授課助教”



7.輸入學生學號或是教職員代碼
8.點擊”儲存”、 ”完成”



公告欄



1.進入e-Learning數位學習平台



2. 從左方”我的課程”中點選欲公告之”課程”



3.”課程”點選完畢後，點擊右方”辦公室”



4. 進入”教師辦公室”
5. 點選”教室管理” 
6. 點選”討論版管理”
7. 點選”課程公告版”



8. 點選”張貼”



9. 將欲公告之內容輸入”標題、本文”
10. 點擊左下的”張貼”



11.如需在公告中附加檔案，可點擊右下方的”瀏覽”



12.公告完成
學生在教室環境中學習互動區的議題討論
課程公告板裡可閱覽公告



網路教材



1.進入e-Learning數位學習平台



2. 從左方”我的課程”中點選”課程”



3.”課程”點選完畢後，點擊右方”辦公室”



4. 點選”課程管理” 
5. 點選”學習路徑管理”
6. 點選”新增”



7. 設定”標題”
8. 點選”瀏覽”



9. 點擊右上方的”上傳檔案”
10.點選”瀏覽”



11.選擇要上傳的檔案開啟舊檔



12.點選”上傳檔案”



13. 點選”完成”



14. 點選”存檔””確定”
15. 學習路徑設定完成(即完成教材上傳)



討論板
(留言板)



1.進入e-Learning數位學習平台



2. 從左方”我的課程”中點選”課程”



3.”課程”點選完畢後，點擊右方”辦公室”



4. 進入”教室管理”
5. 點選”討論板管理”
6. 點選”課程討論板”



7. 點選”張貼”



8. 將欲討論之內容輸入”標題、本文”
9. 點擊左下的”張貼”



一、平台功能及說明-討論板(留言板)

10.如需在討論板中附加檔案，可點擊右下方的”瀏覽”



11. 完成討論板設定
學生在教室環境中學習互動區的議題討論
課程討論板裡可進行討論



線上討論園地



1.進入e-Learning數位學習平台



2. 從左方”我的課程”中點選”課程”



3.”課程”點選完畢後，點擊右方”辦公室”



4. 進入”教室管理”
5. 點選”討論室管理”
6. 點選”同步討論室”



7.老師端進入聊天室，可與同時間在討論室之學員
進行文字討論



8.學生端從教室環境-學習互動區-線上討論中
進入聊天室，可與同時間在討論室之學員及
老師進行文字討論



同步教學教室
(討論室、會議室)

老師端



老師端進入同步教學教室前
請準備以下工具：

1. 耳機或喇叭(必備)
2. 麥克風(必備)
3. 視訊鏡頭



1.進入e-Learning數位學習平台



2. 從左方”我的課程”中點選”課程”



3.”課程”點選完畢後，點擊右方”辦公室”



4.進入教室管理影音互動設定設定”會議名稱”
選擇臨時性或永久性會議 點擊”建立新會議”

(1)臨時性會議：會議內容將不會紀錄在Adobe Connect錄影列表中
(2)永久性會議：會議內容將會記錄在在Adobe Connect錄影列表中

教師可於錄影列表中自行決定是否刪除或留存



5.會議室(同步教學教室)建立成功



6.確認聲音輸出、麥克風收音、攝影(視訊)鏡頭圖示是否為
開啟狀態(綠色表示開啟，白色表示未開啟）

7.確認皆開始後，點擊左上方的會議中的錄製會議-開始錄影(音)



8.完成同步教學後，請務必記得點擊左上方的會議中的
結束會議-完成錄影（音）



同步教學教室
(討論室、會議室)

學生端



學生端進入同步教學教室前
請準備以下工具：

1. 耳機或喇叭(必備)
2. 麥克風(必備)
3. 視訊鏡頭



學生進入同步教學教室步驟

1.進入e-Learning數位學習平台



2. 從左方”我的課程”中點選”課程”



3.進入校園廣場公共交談點擊”進入討論室”



4.會議室(同步教學教室)進入成功



5.確認聲音輸出、麥克風收音、攝影(視訊)鏡頭圖示
是否為開啟狀態(綠色表示開啟，白色表示未開啟）



作業、測驗、問卷
公告

(等同公告欄功能)



1.進入e-Learning數位學習平台



2. 從左方”我的課程”中點選欲公告之”課程”



3.”課程”點選完畢後，點擊右方”辦公室”



4. 進入”教師辦公室”
5. 點選”教室管理” 
6. 點選”討論版管理”
7. 點選”課程公告版”



8. 點選”張貼”



9. 將欲公告之內容輸入”標題、本文”
10. 點擊左下的”張貼”



11.如需在公告中附加檔案，可點擊右下方的”瀏覽”



12.公告完成
學生在教室環境中學習互動區的議題討論
課程公告板裡可閱覽公告



管理
- 作業、測驗、問卷





匯入題庫前，需先建置題目檔案(CSV檔)

CSV 說明1



CSV 說明2



實際建題說明-用excel 建置CSV檔
1. 使用e-Learning手動匯入題庫excel檔
2. 請將題型、答案、題目、答案1~4貼在相對應之欄位(白色底之欄位)
3. 後方合併欄位已設定公式將會自動帶出完整之題目格式



實際建題說明-用excel 建置CSV檔
4. 綠底、黃底、橘底的框內文字請勿更動!!!
5. 複製合併中已經自動帶出的題目（如下圖）



實際建題說明-用excel 建置CSV檔
6. 開另一空白新的excel檔
7. 將方才複製的文字貼入此檔案(貼上選項請選擇值或符合目的格式設定-如下圖所示)



實際建題說明-用excel 建置CSV檔
7. 點選檔案另存新檔存檔類型：ＣＳＶ（逗號分隔）
8. 選擇儲存位置設定檔案名稱儲存





1.進入e-Learning數位學習平台



2. 從左方”我的課程”中點選”課程”



3.”課程”點選完畢後，點擊右方”辦公室”



題庫匯入 (以測驗管理為範例)

1. 進入測驗管理 → 題庫維護
2. 點選 匯入



3.點”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開啟舊檔
4. 格式選擇CSV
5.點選“匯入”

題庫匯入 (以測驗管理為範例)



6.會出現”匯入結果”表示成功

題庫匯入 (以作業管理為範例)



題庫匯入
ⅰ.作業管理之題庫，請仿照上述6個步驟進行測驗之題庫匯入

ⅱ.問卷管理之題庫，請仿照上述6個步驟進行測驗之題庫匯入





維護-作業、測驗、問卷 (以作業管理為範例)

1. 進入 作業管理 作業維護 點新增



維護-作業、測驗、問卷 (以作業管理為範例)
2. 設定作業名稱、作答說明/師長叮嚀、點擊發布、設定開放作答時間、

關閉作答時間、設定是否以附檔作答、設定是否開放觀摩
補充說明：開放作答日期可設定未來日期，老師就不用再找時間上網開放作答

3. 點下一步



維護-作業、測驗、問卷 (以作業管理為範例)

4.點挑選題目，進
行作業或考試或
問卷題目挑選

5.請依題型來搜尋
題目，先勾選是
非或單選或多選
等，勾完後請按
開始搜尋

6.搜尋結果會出現
在下方，接著勾
選欲出題之題目

7.勾選完題目後，
點選取

8.選取完後，
點下一步



維護-作業、測驗、問卷 (以作業管理為範例)

9.題目配分
ⅰ.每題配分都相同，直接點平均配分，就會跳出視窗輸入每題配分
ⅱ.每題配分不相同，先將配分相同之題目先行勾選後，點指定分數，就會跳

出視窗輸入每題配分



維護-作業、測驗、問卷 (以作業管理為範例)

10.存檔前－作業預覽
ⅰ.可先檢視設定之答案是否有誤:點顯示答案
ⅱ. 確認無誤後，點完成+存檔



維護-作業、測驗、問卷 (以作業管理為範例)

11. 點儲存  代表完成一份作業或考卷或問卷建置



維護-作業、測驗、問卷 (以作業管理為範例)

複製至其他同科目之班級
勾選欲複製之考卷 點擊左側的“複製“



維護-作業、測驗、問卷 (以測驗管理為範例)

複製考卷或作業至其他同科目之班級
勾選班級  點擊右側上方的“複製“ 完成複製考卷或作業



ⅰ.測驗管理之維護，請仿照上述11個步驟進行測驗之題庫匯入

ⅱ.問卷管理之維護，請仿照上述11個步驟進行測驗之題庫匯入

維護-作業、測驗、問卷 (以作業管理為範例)





1.進入e-Learning系統
2.點擊”個人區”  ”我的作業”  ”繳交作業”
3.點擊”開始作答”





作業管理/測驗管理/問卷管理  作業批改/試卷批改/(問卷)結果檢視



作業管理之批改及回饋
批改時可設定優秀作品開放給學生觀摩



測驗管理之批改及回饋



問卷管理之結果檢視 (可匯出excel檔)





作業、測驗、問卷 - 催繳

若該生有作業或測驗或問卷未填寫，一進入系統，就會自動提醒學生需要
繳交作業或測驗或問卷的時間



上網學習時間、次數
等紀錄與統計



1.人員管理到課統計



備註：登入次數、上課次數、張貼篇數、討論次數、閱讀頁數操作方式同此步驟

2.點選要觀看學生之閱讀時數分鐘數，會顯示該生的
閱讀時數細項



測驗、作業成績等
紀錄與統計



1.成績管理  成績管理
(1)可進行單一作業或測驗的成績管理
(2)可手動新增成績



2.成績管理  成績總表
(1)可匯出excel檔
(2)可調整每次測驗或作業的比重
(3)可查看成績組距圖表



優秀作品開放觀摩



優秀作品開放觀摩

教師在批改時，可設定優秀作品開放給學生觀摩



優秀作品開放觀摩
學生可在個人區中的我的作業中看到教師指定之優秀作品進行觀摩



同儕互評
（優秀作品）



1.進入e-Learning數位學習平台



2. 從左方”我的課程”中點選”課程”



3.”課程”點選完畢後，點擊右方”辦公室”



4. 進入”教師辦公室”
5. 點選”教室管理” 
6. 點選”討論版管理”
7. 點選”新增”



8. 設定”議題”、 ”討論板主旨” 、 ”啟用/關閉時間” 
建議可以”作品名稱+優秀作品同儕互評”當作議題名稱

9. 點選”儲存” 



學生端
1.學習互動區  議題討論  選擇議題



2.點擊張貼 輸入標題、本文後再按張貼



滿意度統計



問卷管理之結果檢視 (可匯出excel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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