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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網路教學平台進行教學，對老師而言是一大挑戰。學校推行單位除了要導入一套新的教學

平台，也要協助校內教師使用該系統。但是，老師的資訊程度不一樣，著作財產權的問題也影響

平台的運作，導致教學平台的推行並不如預期順利。本研究以銘傳大學教學平台導入為個案。歸

納出老師在教學平台上不想使用的原因及老師在平台使用的困難度。另外，透過問卷的方式了解

老師最常使用的是哪些功能。本研究期望透過本個案的經驗分享，提供給日後想要推行的學校或

機關ㄧ個參考。 

 

關 鍵 詞：網路教學平台、網路教學、著作權、 滿意度、數位教材 

 

Abstract 

Teaching on e-Learning platform is a challenge for faculty. The school authorities concerned not 

only bring in a new instructional system, but they also assist faculty to use it. However, it does not go 

smoothly as expected due to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faculty computer literacy and copyright issues. In 

this study, the case is about Ming Chuan University brining the instructional platform into campus. We 

try to understand faculty’s satisfaction with the functions of instructional platform, system interface and 

supports from school administration. The platform functions most frequently used by faculty are 

examined as well. In this case, we hope that we can provide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for othe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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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網路教學的概念與軟硬體設備已經推行很長的一段時間。隨著資訊科技的普及化，教師與學

生對數位化學習的概念越來越成熟，對網路教學的接受度也越來越高。網路教學突破了許多傳統

教學方式的限制[3]，無論在國內外都已蔚為ㄧ股新興的潮流，並且成為二十一世紀教學與學習

環境之必然趨勢[6]。為了提倡數位學習，教育部在學分與學位的政策上，也有鬆綁的措施。2001 

年 5 月教育部頒布「專科以上學校實施遠距教學作業規範」，規範課程運作方式，且認可實施遠

距教學學分數最多為畢業總修學分之 1/3。至 2005年 5 月修訂上述規範，認可實施遠距教學學

分數最多為畢業總修學分之 1/2，並增列試行「遠距教學學位在職專班」[14]。 

網路教學的最大特性來自於授課者與學習者能不受空間與時間的限制進行學習，再加上資訊

科技日新月異，使得教師們的課程內容越來越多元化，讓學習者在學習上更能有效率的吸收知

識。教育部於民國八十八年開始開放國內大專院校設置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因此國內各大專院

校紛紛建立了專屬的網路教學平台，方便老師在網路上開班授課。此外，許多在職人員因工作需

求，期望能再次進入校園在職進修。但是往往因為工作忙碌，而無法達成此願望。因此目前有幾

所大學紛紛開設了網路碩士學分班。讓這些想在職進修的同學們，也能透過網路的方式達到進修

的目的。在現今網路發達、軟硬體設施完善的資訊社會裡，讓人類在學習上變得更容易了。從「世

界是平的」書中體會到透過網路的學習讓知識變得更無國界，網路學習與教學也是一個必然的趨

勢。 

2. 文獻探討 

    網路教學的教學模式越來越多元化了。有部分老師為因應時代的潮流；漸漸改變傳統教學的

模式。產學界為了符合老師需求及使用上的方便，不論在教學系統上或是平台上，應用也越來越

多元化。每個學校為了提升教學品質，都不惜花費成本和人力在網路教學這個領域上。在系統的

建置上，每個學校都各有所好，但是在基礎架構上，都會遵從 SCORM的標準來進行建置。這樣

的作法可使得未來在做系統升級或轉換時，其風險成本能降到最低。本文獻探討將從網路教學定

義、網路教學模式與教學平台等方向進行文獻探討。 

2.1 網路教學定義 

何謂網路教學?江松茂於 2007年“華文線上神學教育遠距教學指引”網站上談到，網路教學

是指所有的教學活動都是透過網際網路來進行。網路教學不可能像傳統教室進行面對面的

學習，也不可能如空中大學一樣，每隔兩三週，進行課程面授。而網路教學的教學方式包

含了同步與非同步兩種方式。非同步的教學方式包括：電子郵件（Email）、新聞討論組

（Newsgroups and Bulletin boards）、討論室或聊天室（Chat room）與WWW（World Wide Web）

[2]。簡單的說，教師與學生都不用到傳統的實體教室去上課，只要透過網路連上網路教室，

ㄧ樣可以上課、修學分，拿到學位[10]。很多人都以為遠距教學即為網路教學，其實這個

觀念是錯誤的。雖然網路教學也有遠距離的學習，但是此兩者是有差異性的，我們只能說

網路教學是遠距教學中的一種學習方式而已。 

2.2 網路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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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大專院校科系相當多元化，各科系的教材內容需要的環境與模式也都不一樣。在網路教

學的環境中，雖然帶來了高科技與多媒體的輔助，但是因為教學需求的多樣性，因此教學的模式

與科技技術必須找到ㄧ個能互相兼顧與配合的平衡點，才能使得教學者與學習者能擁有更好的學

習環境。網路教學概念帶來的不只是科技上的應用，更是將網路科技應用融入到「教與學」的方

法中。在網路的教學中，首要目標為建立互動性，除了學生與教學系統的互動外，更強調學生與

學生、學生與教師之間的互動性[9]。近年來有不少學者均針對網路教學模式進行研究。以下針

對常見的網路教學模式進行說明： 

(一) 網路合作學習 

隨著網路的普及化，學生之間可以透過網路的即時互動來合作學習課程，完成網路上合作

學習的目標[13]。孫春在、林珊如(2007)歸結出以下四項網路合作學習的特色，作為發展學

習網站的導引： 

(1) 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 

    江文慈(2006 )指出主動學習之精神在於讓學生從事學習活動，透過多元互動的方式來學

習。學生不只是簡單的聽與背記知識，他們必須發展學科的概念與技巧，能思考、分析與

評論，並進一步運用所學。主動學習需要學生自發產生策略知識，它會影響到學習者整套

的認知學習過程。[1]在網路上進行「合作設計」性質的專題，將可在人際網絡、創意激盪、

實作整合各方面提升學生的主動性[9]。 

(2) 模擬學習(Simulation-based learning) 

    所謂模擬式學習即為透過以模擬真實的情境與環境，讓學習者能夠安全的、較低成本

的、但是又處與於類似真實情境與環境內，操作其訓練與學習相關議題[4]。也就是說，學

生除了擁有好的學習方法外，還要在網路上提供適宜的模擬軟體工具，讓學生能在虛擬環

境中進行真實的學習，以幫助學生達到「做中學」的目標[9]。 

(3) 互動與互創學習(Interactive and Inter-creative learning) 

在互動方面，除了課程內容相關的教學設計，還需強調合作學習之引導，以網路為媒

介協助學習社群的建立，達到學生成員互動的效果。在互創方面，網路科技所帶來的互動

環境除了能紀錄創造思考的歷程外，也能鼓勵學生在合作中達成創造的目的，在觀摩別人

的創造作品中相互激勵創造的內在動機[9]。 

(4) 累積學習(Accumulative learning) 

利用網路與資訊科技的特色將學習的歷程及結果持續累積，並同時將個人的學習心得

與歷程檔案都保留下來，隨時複習或增修。同學之間可觀摩成品與互相評論，使所學能相

互激盪，同時提高知識的深度與品鑑能力[9]。 

(二) 專題導向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與問題引導學習(Problem-Based Learing) 

(1) 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 Based Learning）： 

此乃具體發揮建構主義理念的一種學習方式，其目的在解決學習者不能活用知識之現

象。為解決這項使得教學績效不彰的難題，其主要的做法是藉由知識或技能的專題，統整

不同的學科領域，安排複雜的作業，設計出能增進學習動機、發展後設認知策略、以及合

作學習的情境，使學習者不僅能學到解決問題的知識、能力，也能學到如何應用知識[12]。 

(2) 問題引導學習(Problem-Based L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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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引導學習是提供發現的結構，以協助學生內化學習並更有理解力。問題引導學習提供

的教學模式為學生主動學習的方式，學生彼此說出自己的意見，而非透過老師，他們主動管理

許多自己的活動。在班級裡，老師負責引導學生學習，提供空間以增進學生的獨立性和創意[5]。 

2.3 網路教學平台 

目前各大專院校都在推行網路教學平台，為了提高老師使用平台的意願，一定要非常謹慎

的選擇教學平台，平台功能的完整性和使用的容易度是推行網路教學平台成功與否的一項關鍵

因素。在平台的選擇上，大致可分為三種：自行開發、向廠商購買或承租教學平台[7]。自行開

發的好處是有較高的彈性，可以依需求量身訂做，而且還能與校務行政系統結合。向廠商購買

的好處則是能節省學校的開發成本[11] [8] 。學校可以依自己的預算及能力選擇適合自己的教

學平台。以教學者與使用者的觀點來看，教學平台對網路教學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其

所包含的功能對教學者而言，有如教室裡的黑板、教具，因此在設計上有些基本功能與要件更

是不可忽略。 

    另外，洪靖雅(2003)研究提到，在推行遠距教學的過程裡，在教學平台的部分常會遇以下2

個問題： 

(1) 缺乏專業人員的支援 

(2) 私立學校的資源有限，在平台的建置上容易受到限制 

   這些問題都是在推行過程中比較容易遇見的問題，銘傳大學在教學平台的選擇上，採用

Freeware 的 Moodle教學平台系統，它的好處如前面所提到，學校本身可以依照學校的需求

量身訂做，在同時也可以和校務行政系統做進一步的結合。 

 

3. 研究方法 

    自從教育部開放承認大專院校網路教學課程學分後，許多學校在這短短的幾年間，紛紛更換

教學平台。各校在平台的選擇上，會因為成本因素或是推動上的問題而有不同的考量。本研究主

題主要是希望透過個案研究深入發現網路教學系統在導入時經常會遇到的問題。因此在研究設計

上會分成教師與學生兩種角度來進行研究與調查，首先在教師的面向，採用問卷與深度訪談的方

式進行資料蒐集。由於在網路教學環境中，要評核師生的互動性比較困難，只能從活動紀錄或是

網站上的內容，來判斷師生互動情形。所以希望透過深度訪談與問卷的方式，以教師的觀點出發，

網站的內容分析做為輔助，從不同資料來源進行分析，以獲得更深入的瞭解。另外，由於學生人

數眾多，再加上教學平台中各項教學活動的主導權大都掌握在教師的身上，若要由學生的觀點來

評估教學系統的導入，實在難以服眾。因此，學生的使用意見會以問卷的方式來進行調查，並作

為本研究調查的輔助資料。 

 

3.1 研究架構 

   傳統的教學模式雖然多樣化，但是因為有實體的“教室”、真實的“學生”、 “同學”、與“老師”，

因此在教學與學習氣氛的營造上相對於虛擬環境是比較容易的。以「討論教學」為例，老師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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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學生討論的狀況與進度，並能在短時間內將學生討論出的結果或問題給予解答或引導。但在

虛擬環境中，因為學生上線的時間點不一定，再加上討論時間較實體上課所給予的時間長，因此

所激發出學生的想法與答案也會有所不同。除了教學模式多樣化外，各校學系種類也相當多元

化，教學模式的應用上也相對的非常不一致，因此導入教學平台將會面臨許多的問題。而這些問

題也將是本研究即將要探討的主題。 

    銘傳大學全校師生使用此網路教學平台已有多年之久。在導入這幾年來，老師對於教學平台

已經有些想法，本研究將分別針對「老師」與「學生」進行問卷設計。「學生」問卷的重點在使

用平台學習的看法、平台使用的滿意度。「老師」問卷的重點分為三個面向來進行調查，依序為：

功能滿意度、介面操作使用滿意度和行政支援滿意度。關於老師與學生問卷設計的概念如下圖

3-1所示： 

 

 

 

 

 

 

 

 

 

 

 

 

圖 3-1   老師與學生問卷設計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3.2 研究問題 

過去這幾年來，各大專院校都在提倡教學平台。在校的老師也希望學校能提供完整又符合其需

求的資訊科技來協助教學。原則上，教學平台的推行理應非常順利，但是，綜觀國內各大學的

推動情形卻不如想像中那麼順利。本研究針對此原因提出了四個研究問題： 

(1) 教師不使用教學平台的原因？ 

(2) 教師使用教學平台的困難度為何？ 

(3) 使用教學平台的教師，大部分都使用哪些功能？ 

(4) 教師對學校行政支援滿意度為何？ 

      針對以上四點問題，本研究會從問卷蒐集與推行經驗一一說明，並提出建議，期望透過本

個案的經驗分享，提供給日後想要推行的學校或機關ㄧ個參考與建議。 

3.3 個案背景 

教師 

學生 

功能使用滿意度 

行政支援滿意度 

教學活動設計與 
師生互動滿意度 

介面與系統使用 
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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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自 2006年一月開始正式導入 Moodle教學平台。為了快速推廣教學平台，其採用

的策略為：凡是只要在本校有開課的老師與課程，其在教學平台上都會有帳號與課程空間。在

學生部分則是全部加入為教學平台的使用者。在硬體設備上，為了鼓勵老師使用教學平台，因

此老師並無硬碟空間的容量限制。另外，每學期的上課資料都會幫老師保留下來，方便在下學

期上同樣課程的同一位老師可沿用或修改其資料。 

    在尚未導入教學平台前，學校的資訊網路處提供全校老師許多網路上的應用服務，例如：網

路硬碟、電子郵件、FTP等應用服務。這些服務是希望能方便老師透過這些應用服務來做教學上

的應用，如教材分享、作業繳交。這樣的服務在學校已推行一段時間，老師在使用上也已經得心

應手，因此，當要導入要學平台時，第一個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讓老師能將這些零散的應用服

務全部轉移到教學平台上。 

    導入初期，為了讓全校老師都能了解該校已經有教學平台，開始針對全校教師進行教育訓

練。但老師的參與度並不高，線上使用更是寥寥無幾。因此決定針對各系老師採用“全面性”的

教育訓練方式，並委託全校各系主任幫忙，系秘書安排老師訓練時間，方便訓練者到各系上進行

教育訓練，這樣的訓練場次在導入初期高達 20場。另外，由於每場教育訓練的時間有限，因此

訓練內容除了對平台與數位學習的基本介紹外，另一項訓練重點是：如何將數位教材上傳到平台

上，以及如何出作業與批改學生作業等功能，這些功能都是老師在平常教學上常用來教學或與學

生互動的教學方法，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吸引老師使用本教學平台。 

 

3.4 研究設計 

一、 資料蒐集的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方法以「深度訪談」、「問卷調查」為主，「網站內容觀察」則為本研究之

輔助資料，主要在於觀察受訪者過去在教學平台的使用狀況。 

(1) 深度訪談 

本研究將採取一般性訪談來蒐集資料，根據本研究的目的，訪談大綱以下列五個方向

來進行： a.了解教師與課程的背景；b.師生教學互動的媒介；c.學生之間的互動媒介；d.學

生與教材媒介的情形；e.教學互動的困難與建議。訪談對象分成兩個類型，一類為「完全沒

有使用過教學平台的老師」、另一類則為「有使用過教學平台的老師」。 

(2) 問卷調查 

在本研究個案中教學平台以正式執行與運作，但又為了顧及其他還沒開始使用教學平

台的學生與教師，因此本問卷的發放方式將採行紙本問卷與電子問卷，兩種方式進行。在

樣本的區別上，因為老師與學生的觀點與想法不同，再加上平台的主控權與教學設計都來

自於老師，所以本研究分別為教師與學生設計不同的問卷，期望透過問卷調查暸解該校老

師與學生對於學校推行教學平台使用的滿意度。 

(3) 網站內容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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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內容觀察的主要對象為「有使用過教學平台」的三位老師。在進行深度訪談之前，

會先徵得教師同意，觀看授課老師過去ㄧ年在教學平台的使用情形，以方便做更深入了解。

網站內容觀察的重點有下列幾項： 

i. 在平台使用的功能有哪些 

ii.  教師與學生之間有無互動情形 

iii.  學生與學生之間有無互動情形 

3.5 研究範圍、樣本與時程 

一、 研究範圍 

銘傳大學自 1997年起即開始開設多門“同步遠距教學”課程。為了因應老師與各校學

生的溝通及交流，因此自行開發了一個簡單型的教學平台提供老師與助教做為班級經

營的管道。自 2003年起開始開設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主要對象為重補修和通識教

育的學生。老師、學生不需要到校上課，可透過學習平台學習相關選修課程，唯有期

中考與期末考前到學校參與面授課程。近年來，銘傳大學數位學習平台不只是應用在

非同步教學上，同時更擴展到一般的傳統課程，各系所教師都必須在自己的教學平台

上進行課程活動，並將課程內容以數位化的方式呈現在教學平台上。目前，大部分的

教師在教學平台上最常使用的功能為課程教材下載與討論區兩種；其它功能的使用率

上，則視各系教學需求而定。由於教學平台只有一套而全校各科系教學方式又如此多

元化，所以本研究可探討的範圍非常的廣。因此本研究的範圍則以全校師生為對象來

進行研究。 

二、 研究樣本 

(1) 深度訪談樣本 

本研究深度訪談的對象則是選擇來自四個性質完全不同的課程。 

(2) 問卷調查樣本 

在數位學習平台上最重要的使用者為老師與學生。老師是教學平台課程中的「管

理者」，負責教學活動、提供訊息和評核學生的表現。而學生是處於被動的參與

學習課程活動，對於教學平台的使用也會有不同的想法。因此在問卷的設計上

將分為「老師」與「學生」兩種問卷來發放。 

3.6 資料分析方法 

一 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以套裝軟體 SPSS進行統計分析。本問卷對信度分析，以 Cronbach’s α 內部一

致性來進行量表的信度分析；在效度分析上，以採建構效度來做效度分析。 

二 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敘述統計中的「次數分配」、「描述性統計」與複合樣本的「次數分配」、「描述性

統計」作為分析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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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4.1 深度訪談結果 

一、 有使用過教學平台的教師 

    從”有使用過教學平台的教師”的訪談中發現，老師最常使用的功能是檔案上傳及教材

分享、作業檔案上傳、公佈欄、討論區和學生活動紀錄。受訪的老師認為，教學平台所提供

的功能讓他們在收作業或批改作業變得更方便，與學生互動機會也增加了。另外，在觀察老

師平台使用狀況的部分，發現部分教師會利用「討論區」的功能，拋出一個主題以「專題式

討論」的方式讓學生進行討論。或是以「Wiki」來出分組作業，並利用「Wiki」的特性來達

到「網路合作學習」的教學。 

    在學校行政上的支援裡，受訪老師都有參與學校所提供的教育訓練課程，只有一位教師

認為教育訓練沒有幫助，主要原因是在訓練的過程中沒有實際操作練習，因此容易忘記。其

他受訪老師，則是認為教育訓練是有幫助的。另外，在學校行政上所給予的支援，三位老師

都認為足夠，但是有教師提出，操作手冊最好能提供英文版，方便提供外籍老師使用。另外，

還希望能製作ㄧ份不是具有功能導向的操作手冊，而是一個具有完整流程的操作手冊。 

 

二、沒有使用過教學平台教師 

“沒有使用過教學平台教師”在教材使用上大部分都為電子檔與書籍。在教材分享方

面，如果有著作權上的問題，則是透過教室所提供的”實物投影機”或是”投影機”投射給學生

觀看。若是沒有著作權上的問題，則是透過學校所提供的網路硬碟给學生下載教材。在學

生作業繳交方面，老師均採用書面繳交。此外，老師認為這樣的方式，不但方便且容易批

改。至於沒有使用教學平台的原因，則是部分教師擔心著作權問題，因此不敢將資料放上

網。另外，大部分的資料，在指定的課本和講義中都有了，因此沒有使用教學平台。其他

教師則是因為所教授的課程，因為教材的檔案過大，不方便上傳。學生在交作業方面，透

用紙本繳交作業比較方便批閱，而且可圈出錯誤並寫註解。 

4.2 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樣本來自 A 校全校師生。問卷發放狀況以電子問卷與紙本問卷兩種。問卷發放時間

自 2008年 4 月 16日至 2008年 5月 9日止。樣本收發情形如表 4-1： 

表 4-1   本研究樣本收發情形 

 回收問卷 無效問卷 有效問卷 

教師問卷 105份 15份 90份 

學生問卷 325份 23份 302份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一、 教師基本資料分析 

(1) 教學平台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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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平台的使用情形的調查發現，受訪者裡高達 7成以上的教師都有使用教學平

台。其中以資訊學院、法律學院與通識教育中心此三個科系，有一半以上的教師幾乎

天天使用教學平台。 

(2) 作業與教材分享 

在作業部份，老師透過「紙本作業」和「教學平台」來回收作業使用的比例最高。在

教材分享方面，老師大部分都是透過教學平台來分享，其次為網路硬碟功能。 

二、 學生基本資料分析 

從回收學生樣本所分析出來的資料，有高達 94%的學生都有使用教學平台。但是

使用頻率上，ㄧ半的學生一個禮拜大概使用 1~4次。會有如此差異主要原因為老

師是教學平台的主導者，會時常上網放置教材或出作業等活動，而學生是處於被

告知的角色。所以兩者使用頻率之調查結果會有差異。 

 

4.3 研究問題結果分析 

一、 教師不使用教學平台的原因 

在這次針對教師問卷調查中，多位老師對於沒有使用教學平台的原因有些自己的想法與

原因。下列的資料是老師沒有使用的原因整理： 

1. 平台所提供的功能不符合教學的需求。 

2. 不知如何使用教學平台所提供的功能。 

3. 操作介面不好用且太複雜。 

4. 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的問題而不敢使用。 

5. ㄧ個學期同類型的課程有多門，相同的教材要重複好幾遍放置感覺太麻煩、有負擔。 

6. 平台課程經營方式比傳統方式來的繁重。 

7. 目前課程還不需要。 

二、 教師使用教學平台的困難度為何 

有三成的老師對於教學平台的各項操作，都覺得不容易操作。只有少數的老師覺得教學

平台容易操作。在教學平台所提供的功能上，大部分老師都認為平台所提供的功能有符

合他們的需求，僅有少部分老師覺得並沒有符合他們的使用需求。 

三、 使用教學平台的教師，大部分都使用哪些功能 

在這次的調查中，發現老師們最常使用的功能是：「上傳檔案及教材分享」與「作業上傳」，

其次為公佈欄與討論區。至於其他功能，也有少部份的老師也開始嘗試在使用。因此當

老師熟悉教學平台後，也會開始摸索其他功能，老師對教學的使用度也會相對的提高許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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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師對學校行政支援滿意度為何 

在這次的問卷調查中發現，有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對於 A 校教育訓練的推動與技術人員的協

助都感到滿意。但是仍然有少部分的受訪者並不認同。在前面的深度訪談中，受訪老師有

提到，在教育訓練時，因為沒有給予適當時間的練習，所以在剛開始使用時，會有操作上

的困難。 

5.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從本個案的分析資料來看，發現老師不願意使用平台的原因，主要與法律因素、功能介面操

作與教學上感到負擔等因素有關。因此本研究針對上述原因，從法律面、系統面、教育面、心理

面和行政面等五個面向提出幾項建議與看法： 

(一) 法律面：一般而言，教師最擔心所使用的教材若是透過教學平台是否會有著作財產權問題。

因此學校或是系上可以協助老師與書商或是相關的教材提供的廠商合作或簽訂數位教材使

用同意書。協議內容可以針對只要教師在沒有商業行為下，可以透過該校教學平台提供其

教材供學生上課使用。 

(二) 系統面：許多教師在推展的初期，都有興趣參與。但是因教學平台的功能項目太多了，所

以容易讓老師覺得系統不好使用。因此系統介面盡量在設計方面不要太複雜。教學平台設

備方面，盡量配合老師教學需求，例如：檔案上傳無硬碟容量的限制。另外，教學平台要

有備援機制，若是機器設配出問題，能立刻還原資料。這樣才不會讓老師對系統失去信心。

另外，教學平台最好能與學校的校務行政系統做結合，老師在往後批改成績或是整理相關

學生紀錄會更方便。使用意願也會提升。 

(三) 教育面：每個系統在導入初期都會針對使用者進行教育訓練，若是主導單位沒有強制執行

或是使用者對議題內容沒有興趣，一般而言使用者都不會主動參與。因此為了能讓大部分

的老師了解系統與功能，最好能得到系主任支持與請求各系秘書幫忙，盡量安排在系上老

師可以全員到齊的時間，進行授課，例如：系務會議時間。在功能上面，盡量先挑選簡單

且常用的功能供老師使用，以帶入老師進入系統的第一步。 

(四) 心理面：每個使用者在使用新系統時，均會感到不知所措。若是在導入初期能安排一位專

門做技術詢問人員及教學助理，協助老師使用系統。老師恐懼的心情會減緩許多。 

(五) 行政面 ：學校也可以透過如：舉辦線上教學設計比賽、獎金制度…等獎勵方式，讓老師多

多參與平台運作。另外也可結合「數位教學設計師」來協助老師進行數位教學。讓整個數

位教學平台的推行能更加完善，老師對於數位教學的概念也會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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