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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數位學習已成為各大專院校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同時更是教師專業發展一個

不可或缺的推手。銘傳大學推動 Moodle 平台已行之有年，頗具成效。本文將銘傳大學推動

數位教學平台的經驗與心得彙整，共分成五大主題，包括數位教學平台推行歷程、數位教

學平台推行之資源發展、數位教學平台曾遭遇之困難、數位教學平台建置成果、以及數位

教學平台之未來展望。最後以推行數位教學平台至目前為止的反思做為總結。 

 
關鍵字：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數位學習 

 

1. 數位教學平台推行歷程 

數位教學平台的推動，必頇先由推動學校 e 化開始。在銘傳大學校務行政、學術研究、

教學事務與服務輔導 e 化逐年提高的比率下，本校開始進行數位教學平台的推行。本校數位

教學平台系統的推動單位包括了教務處以及資訊網路處，教務處負責網路教學活動的推

動，並透過各種可能的方法鼓勵老師提供多樣化的課程內容；資訊網路處則以負責維護系

統平台之穩定性，以及提高平台與造訪者的互動性為主要業務。在這兩個單位積極努力的

推動下，銘傳大學數位教學平台於九十五學年度下學期開始啟用，到目前為止，已經成為

學全校師生教學活動上一個不可或缺的平台。 

如何將教學平台推廣到全校教師，是各校面臨最大的問題。本校數位教學平台推行的

方法，首先是在學校的行政會議上，將 Moodle 教學平台系統介紹給行政以及教學各系所的

單位主管，取得政策推行的支持後，再進一步推展至全校教師。在全校的教師會議中，介

紹 Moodle 教學平台給全校教師，並鼓勵教師使用。由於考量到教師不熟悉操作介面，因此

針對教材如何上網，以及如何公開教學資源給學生等基礎活動，舉辦各系所相關教育訓練。

根據統計，在推行的初期總共舉辦了 30 餘場的教育訓練給各系所的教師參加。讓教師對於

Moodle 的基本功能有所了解後，教師便會開始嘗試去使用。當教師使用了一段時間後，自

然會發覺使用教學平台對授課的方便性，因此會去思考使用更進階的功能。此時，再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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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舉辦幾場各式主題的深入教學，其中包括討論區之學習、社群經營、線上作業、線上考

試、HotPotatoes 進階語文測驗、問卷調查、工作坊之同儕互評以及 IRS 即時回饋系統互動

性教學等，讓教師對數位平台系統更加上手。 

本校數位教學系統平台的規劃考量，從無到有的建構過程中，主要考量因素有四點。

第一，建置維運經費。建置初期考量採用商用教學平台或者是免費自由軟體的關鍵因素，

在於商用教學平台的費用相當昂貴，所以本校決定採用 Moodle 的自由軟體系統。第二，系

統功能和可塑性。除了考慮費用的因素之外，數位教學平台系統是否能夠配合學校發展的

特色，或者是否能夠自行客製化來修改，也是一項重要的考量因素。第三，系統的效能和

穩定性。系統能夠快速且穩定的運作，是成功推展的主要關鍵。Open Source 自由軟體因為

經過非常多人的測試及使用，穩定性自然是不成問題。第四，數位內容的保存備份。Moodle

教學平台本身即具有異地備援機制，並且能夠將內容轉換為 SCORM 標準格式，以利備份。 

2. 數位教學推行之資源發展 

數位教學平台要能夠成功的推行，學校所提供的 e 化資源是非常重要的。以學校的 e

化資源來輔助數位教學平台的推行，更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下將針對本校輔助教

學平台的資源做一介紹。 

2.1 數位系統整合環境 

本校在 20 年前，即奉李校長的指示將全校的系統數位化，並全部整合在一起。每個校

區都成立主控室，負責全校網路、電話、視訊、以及有線電視系統的整合。在這樣基礎建

設的架構之上，逐步將 e 化校園的概念推行出去。整體的 e 化校園，是結合了各種的相關系

統及技術，包括了入口網站、電子郵件、虛擬教室、即時通訊、線上視訊會議系統、學習

管理平台、行事曆以及網路存取等。整合 e 化校園環境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1 數位系統整合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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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校教室 100%全面 e 化 

推動數位學習除了有良好的教學平台之外，校園 e 化教室的支援，更是輔助數位教學的

一大助力。所謂的 e 化教室，就是教室內的基本配備，必頇包括多媒體個人電腦、手寫螢幕、

單槍投影機、電動投影螢幕、擴音系統與網際網路等。在教室全面配有 e 化設備的結果，不

但提昇教學品質，更免除師生借用教具之不便，大大地提升使用數位教學平台的意願。截

至目前為止，本校台北校區有 89 間、桃園校區有 191 間、基河校區有 33 間，共計有 313

間 e 化教室。 

2.3 支援數位教學之設備 

數位教學平台提供一個師生互動的管道，然而，數位多媒體教材更能夠吸引學生使用

數位教學平台的興趣。為了讓教師能夠很方便地製作多媒體教材，本校提供了多媒體教材

製作的環境，包括虛擬攝影棚、遠距專業教室、視訊會議系統、WebClass 教學影音製作平

台等，能夠在『專屬互動視訊溝通網路』概念下，嘗試以最低的建置與維運成本，提供師

生及各合作單位製做出各式各樣的多媒體教材，如圖 2 所示。 

 

圖2 數位系統整合環境 

2.4 獎勵優良教師參與網路課程 

數位教學平台推行的成功與否，教師占了極重要的部分。為了鼓勵教師使用數位教學

平台，本校採用獎勵的方式，來引起教師使用教學平台的興趣。本校訂定了幾項評分的標

準，包括數位教材檔案數、教學資源數、班級課程經營如討論區、線上作業、線上測驗等。

從系統各項的評比積分中，推薦優秀教師名單給各系院，再由系所主管依據平時教師教學

之觀察，遴選獲獎教師，頒發獎狀及獎金。獲獎教師需提出如何利用教學平台輔助教學，

做為其它教師之教案範例，以及提出平台於教學使用上之優缺點，有助於未來發展及改善

教學平台之參考。 



90 

 

3. 數位教學平台曾遭遇之困難 

本校採用 Moodle 線上教學平台已經有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

有些是屬於 Moodle 系統本身的問題，有些則是與校務行政系統搭配或是客製化的問題。本

章主要討論我們所遭遇的問題，以及如何解決問題。 

3.1 介面問題 

由於 Moodle 系統對於中文的支援能力較不完善，導致中文檔名及中文目錄在系統中會

出現問題，造成使用者的困擾。例如，教師上傳了一個以中文命名的目錄，事後發現無法

將他刪除。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本校資訊網路處透過程式修改，將中文化問題加以修正，

以符合使用者的使用習慣。另外，關於外籍師生語系介面的問題，雖然 Moodle 系統提供多

國語系，但一般匯入的課程名稱僅使用中文，造成外籍師生的使用障礙。解決這個問題的

方法，就是當操作語系非中文時，則選擇顯示英文課程名稱，並將英文相關課程與國際學

院課程皆強制設定使用英文介面。同時，在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的首頁操作介面，以雙語

並陳。 

3.2 統計與監控問題 

在統計方面，Moodle 系統本身並沒有提供任何統計的功能，因此管理者無法瞭解平台

的使用情況，並從而評估數位教學平台推行的成效。為了克服這個問題，首先先從 Moodle

系統的資料庫結構開始了解，一旦知道資料庫中各欄位的定義之後，便可以自行撰寫報表

程式，統計各個課程各項教學活動的相關數據，以便瞭解系所的推動狀態。至於監測方面

的問題，由於穩定的系統運作是系統得以推展成功的重要關鍵，因此必頇要建立一個完善

的監控機制，定期監控網頁伺服器與資料庫伺服器所使用的記憶體大小或占用 CPU 資源等

硬體效能，以了解是否有系統資源不足的情況發生。 

3.3 運載與效能問題 

Moodle 系統不斷地推出新的版本，有時在版本升級時，新舊系統之間的程式碼可能不

完全相容。為了克服升級上的問題，必頇一一針對新版程式做修正，當新舊程式架構差異

較大時，修正程序將更為複雜。例如在 1.8 版新增了角色功能，使得無法從 1.6 版順利升級。

因此，採用的做法是利用單一入口登入，但新舊版本分離的方式，讓使用者在登入後，可

自由在新舊版系統間取得所需課程資訊。在效能的方面，當同時上線人數增加時，資料運

載量激增，要維持穩定且快速的效能品質，是一項極大的挑戰。我們利用調校系統參數來

提高可同時連線數，並增添伺服器數量，以及利用 cookie persistence 功能的負載平衡交換

器，平均分配連線使用者。而在資料庫作業系統方面，由於前端 Web 伺服器數量增加，同

一時間連線到資料庫伺服器的數量也相對增加，據統計，當超過 1000 個以上的 TCP 連線數

時，資料庫發生不預期無法正常運作的情形會增加。經過反覆測試發現，改採 Solaris 10x86

做為資料庫伺服器的作業系統有較佳的效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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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整合問題 

教學平台與校務系統是師生平時最常使用的系統，如果沒有建立單一登入系統，使用

者需要重覆的登入動作，將會造成使用者的排斥效應。因此必頇將這兩大系統整合，做到

登入程序單一化，同時，在建立教學平台時，亦省去重新建立帳號的麻煩。而這部份的工

作，由於各校的校務系統不盡相同，因此必頇客製化的量身訂做。另外，學校推行的

E-portfolio 系統，最主要是要展現學生在校的求學歷程，幫助學生設定求學目標並自省，亦

讓未來雇主了解學生在校多元的傑出表現，當然也必頇要將系統整合，讓教學平台中擁有

學習歷程資料，將使得教學平台的功能更加的完善。 

3.5 智慧財產權問題 

教師準備數位教材時，大多採用書上範例或是投影片檔案，容易不小心觸犯智慧財產

權。為避免教師有這方面的顧忌，由學校統一與 Pearson、旗標、碁峰等七大書商簽署授權

合約，教師採用該書商做為教科書者，可使用該書商出版之數位教材、題庫等內容，放在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上，不會有侵犯智慧財產權的疑慮。 

4. 數位教學平台建置成果 

本校推行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已經有一段時間，圖 3 中顯示歷年來各項教學活動執行

之百分比。每個學期都有三千多門課在 Moodle 教學平台上進行，而教師教材上網的比率也

逐年升高，截至目前為止，本學期教材上網率已達 71.20%。依照這樣的進度推估，在學期

末時，教材上網率一定可以達到 90%以上。圖 4 為歷年來各項活動的統計圖。 

 

圖3 各項教學活動執行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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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各項教學活動統計圖 

5. 數位教學之未來展望 

數位教學平台是目前各學校正在極力推廣的教學方式，每個學校獨立的推行是一件非

常辛苦的工作。因此，未來希望朝向跨校合作，聯合各校舉行年度 Moodle 系統研討會，積

極從事跨校課程及技術合作。各校可以發揮自己的特色，同時可以進行資源共享，藉以提

供教學設計之專業培訓，以達到教材、作業、考試之無紙化。 

銘傳大學推行數位教學平台從 95 年至今雖已頗具成效，但享受豐碩果實的同時我們更

應居安思危、深入思考。數位教學平台的推展，並不是購置平台就結束了，教師們的協力

配合才是成功的要素；教學平台升級，也不僅是添購硬體即可，技術的研發才是核心的要

點；在推廣教學平台方面，更非全面使用就成功了，快速的維運才是恆久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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