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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大學院校追求校園教學卓越的目標下，如何運用當前網際網路及數位化的科技優

勢，來輔助教師從事教學活動，並提供學生不受時空限制的自我學習環境，是實現優質教

學與學習活動不可或缺的關鍵。網路教學可打破時空限制，將教學活動延展至課堂外，而

實現網路教學則有賴於一個完善的校園數位教學平台。本文旨在探討在校園全面推動數位

化教學後，針對平台的使用情形加以統計與分析所獲得的具體成果，期能作為其他校園推

動建置校園數位教學平台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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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chieve teaching excellence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ow to make use of modern 

Internet and digitizing technologies to assist teachers in giving their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provide self-learning environment not limited by time or space for students has become a vital key 

to success. Internet-based education can break the time and space limits of a classroom and extend 

learning activities beyond the classroom. However, to perform Internet-based educ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a well-built e-learning platform.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usages and the 

achievement that has been made by the e-learning platform. Hopefully, this paper can avail other 

campuses for futur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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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追求教學卓越的目標下，各個大專院校無不極力思考如何提供更多的教學資源來協

助老師進行教學活動，同時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以利學生的學習活動，以追求教與學活動

的卓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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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課程授課，教師受限於課堂的環境，僅能以板書或其他輔助教具來進行教學活

動，學生更受限於教室的空間和課程進行的時間，僅能利用上課的時間進行課程的學習，

而課後僅能利用教科書和課堂所記下的筆記來複習課程的內容。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和數位化技術的快速發展，如何將當前科技應用在教學活動上，

以打破教學活動進行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讓教學活動得以延展至課堂之外，可隨時、隨處、

隨意的進行教學和學習活動，則是推動教學卓越最佳的策略。 

網路教學可以打破傳統教室的空間和時間限制，讓學習活動可以方便的在教室之外透

過網際網路來進行。網路教學可略分為同步教學和非同步教學兩類。同步教學可透過網際

網路將教室與其他教學空間連接，是一種授課空間的延展，有著較佳的師生互動，卻也有

個時間上的限制。非同步教學，則是一種教學的輔助機制，教師可以在教學網站上提供各

種課程素材，學生可以隨時透過網際網路取得課程的相關資訊，如：課程講義、作業、測

驗、課程討論等，進行主動自我學習。在[1]中詳述如何規劃與建置校園數位教學平台，而

在本文中，我們將針對平台的使用情形加以統計與分析為主要探討議題。 

我們將以銘傳大學所使用的Moodle[2]數位教學平台為例，在第二節中探討如何針對平

台的使用情形加以統計與分析，之後在第三節呈現在校園全面推廣後所獲致的成果，最後

在第四節呈現本文的結論。 

2. 數位教學平台使用排行統計數位教學平台使用排行統計數位教學平台使用排行統計數位教學平台使用排行統計 

我們首先考慮應該以哪些項目來做使用量的統計，就初期推廣時期，主要是以教師上

傳教材檔案至Moodle數位教學平台為主，後來更進一步針對建置線上資源與建置各項活動

量來做統計。我們必須先瞭解Moodle數位教學平台是如何紀錄這些項目的，因此我們首先

針對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的檔案結構與資料表做分析，以下針對目前我們使用的 Moodle 

v1.8版所做的統計項目進行說明。 

1) 檔案：在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中，系統是依據每個課程各別建立一個目錄存放課

程中所有的檔案，包含使用備份功能所產生的備份檔案與學生所繳交的作業檔案，

我們主要是計算教師放置教材的數量，所以在統計檔案數目上，只要將 moddata 與

backupdata這兩個子目錄排除後，計算該課程目錄內的檔案數量即可。 

2) 線上資源（recourse 模組）：在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中，所有的線上資源都記錄在

mdl_resource 這個資料表中，所以只要計算出每個課程在該表中出現的資料比數即

可。 

3) 作業（assignment 模組）：在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中，所有的作業都記錄在

mdl_assignment 這個資料表中，所以只要計算出每個課程在該表中出現的資料比數

即可。 

4) 測驗（quiz模組）：在Moodle數位教學平台中，所有的測驗卷都記錄在 mdl_quiz這

個資料表中，所以只要計算出每個課程在該表中出現的資料比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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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討論文章（forum 模組）：在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中，我們如果要針對討論區中的

文章數做統計，就必須查詢 mdl_forum_discussions與 mdl_post這兩個資料表，先從

mdl_forum_discussions資料表中挑出課程的討論區 id，再挑出該討論區 id在mdl_post

所出現的資料比數即可得知該討論區中的文章數。 

6) 意見調查（choice 模組）：在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中，所有的意見調查都記錄在

mdl_choice這個資料表中，所以只要計算出每個課程在該表中出現的資料比數即可。 

在實作部份，為了不影響效能，我們每天針對每個課程僅做一次的查詢，產生文字紀

錄檔，每一行記錄了課程的 id、開課單位、課程名稱、教師名單、檔案數、線上資源數、

作業數、測驗卷數、討論文章數等資訊，這部分前置作業程序我們使用 Perl[3]語言撰寫，

後端再以 PHP[4]語言撰寫動態網頁讀取之前所產生的文字紀錄檔，並依照我們所想要的統

計方式以網頁的方式呈現結果。另外，利用此方式亦可在後端顯示統計結果時，將多套

Moodle數位教學平台的個別產生文字紀錄檔加以合併計算。圖 1為銘傳大學 97學年度下學

期的全校統計，我們將該學期的課程統計資料加以彙整。除此之外，我們亦依照各課程的

開課單位加以彙整而呈現出的系所統計資料如圖 2 所示，在此圖中，我們依照公式 1 來計

算每個系所的分數做為評比依據，圖 3則為各系所的詳細統計資料。 

 

圖圖圖圖1 線上教材線上教材線上教材線上教材全校全校全校全校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圖圖圖圖2 線上教材系所統計線上教材系所統計線上教材系所統計線上教材系所統計 



 60 

 

 

圖圖圖圖3 線上教材線上教材線上教材線上教材各各各各系所統計明細系所統計明細系所統計明細系所統計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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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果與討論成果與討論成果與討論成果與討論 

經過兩年的系統建置、開發和調整，配合教學計劃的努力推廣，包含不定期舉辦教師

研習、實施教學助理制度以協助教師建置數位教材、獎勵數位教材建置優良的教師、透過

舉辦教學平台命名活動來引起學生注意等，我們獲致相當成果。 

從圖 1來看，全校課程完成建置數位教材比例已達 81% 以上。在數位教材方面內容，

我們鼓勵教師提供多元化的教材，除了常見的課程講義和投影片之外，也希望老師提供其

他與課程有關的網頁資訊，更希望老師鼓勵學生使用討論區，也建議老師利用平台繳交作

業，可以方便學生作業資料的保存與再利用，甚至可以運用線上測驗的方式來加速測驗的

進行與回饋，同時也方便學生考試後的再練習。 

圖 4是 97學年度下學期的線上教材各項建置比例統計，從統計中可以看出，課程檔案

是最常見的數位教材類型，此外不少課程也提供了其他線上資源。從 98年 3月 4日起，已

建置檔案與線上資源的課程數占 50%以上，表示大多數的課程仍就以檔案、文字/網頁說明

或是網頁超連結的方式呈現數位教材。至今，已經有超過 30%的課程使用線上討論區來和

學生互動。至於線上作業的繳交，可能受限於課程特性是否合適以電子檔繳交作業，因此

使用情況偏低，僅有 24%的課程有使用此功能。在線上測驗方面，因為需要老師事先建立

題庫，而且必須在電腦教室授課，學生方能進行線上測驗，因同時受限於上課環境以及題

庫的建置，僅有約 4%課程有使用線上測驗。而意見調查方面，此功能可以搭配即時反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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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系統（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RS）使用，不過亦受限於上課教室是否有適當的設備

來配合，所以僅有 1%的課程有使用。 

而在使用量方面，我們創造了單日使用達 22,000人次以上的使用紀錄。圖 5為 97下學

期的系統登入人次統計圖，從這個圖形中我們可以發現，使用人次明顯集中在周一至周三，

整體使用人次呈現亦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比較特殊的是，在 4 月 2 日至 4 月 4 日之間，這

段時間剛好是銘傳大學放春假的時段，可是登入人次仍維持每日 10,000 以上，顯見假日時

間仍有不少使用者上線使用此數位教學平台。圖 6則以周為單位統計 97下學期的系統登入

人次，從這個圖形中我們可以發現，在開學後第四周的登入人次已超過 100,000次，使用的

情況相當良好。 

 

圖圖圖圖4 各項建置比例統計各項建置比例統計各項建置比例統計各項建置比例統計 

 

 

圖圖圖圖5 每日每日每日每日登入登入登入登入人次統計人次統計人次統計人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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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6 每每每每周周周周登入登入登入登入人次統計人次統計人次統計人次統計 

4.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文旨在探討銘傳大學在全面推動Moodle數位教學平台後，針對平台的使用情形加以

統計與分析所獲得的具體成果。 

歷經兩年的建置與發展，這個數位教學平台已經達成全校有超過 81%的課程在平台上

提供數位教材，也有超過 30%的課程建置有師生互動的討論區。而這樣一個使用規模，也

讓我們所建置的校園數位教學平台面臨種種的考驗，特別是系統的效能以及系統的穩定

度，更考驗著使用者這對這樣一個以開放原始碼為基礎的校園數位教學平台的信任度。我

們期望這樣一個平台的使用情形統計與分析，可以做為其他數位教學平台建置與推廣者的

參考。 

5.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 王金龍、賴守全、郭文曲、陳信宏、徐佩徽，「校園數位教學平台之規劃與實現」，台灣

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 2008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97年 12月，頁 307~313。 

[2] Moodle, http://moodle.org/ 

[3] Perl, http://www.perl.org/ 

[4] PHP: Hypertext Preprocessor, http://www.php.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