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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適合初期使用 iLMS 的老師，將教學中最常使用到的基礎功能 (教材上傳、線上作業) 以容易上
手的步驟呈現。此外，老師可以針對課程需求參考相關的應用 (學生交作業、Seminar 的教學應用)，提
升教學品質的同時也累積數位教材。

1. 教材上傳
iLMS 中教材的呈現可以用附件或文件的方式，附件的好處是上傳與下載的步驟最簡單，直接點選就能
下載教材；文件的方式則可以紀錄閱讀狀況、提供教材專屬的討論區，方便老師管理並分享至其他課程。
[呈現範例] 使用附件: http://lms.powercam.cc/course/75
使用文件: http://lms.powercam.cc/course/77
PowerCam 教材範例: http://lms.powercam.cc/course/82

2. 線上作業
iLMS 的線上作業支援各種格式的檔案上傳，操作十分簡單，不僅可以解決過去以 ftp、e-mail 繳交作
業的困擾，更提供許多方便的機制協助老師管理作業，例如: 繳交狀況、線上批改、作業解答、給回饋、
作業交流觀摩等。
[呈現範例] http://lms.powercam.cc/course/78

3. 研討會(seminar)
研討會
的教學應用
透過課程活動，將每週 演講/報告 的主題、檔案、講者等資訊，透過表格式或主題式的呈現方式，幫助
學生了解每週的主題和規劃。
[呈現範例] 表格式: http://lms.powercam.cc/course/86
i 主題式: http://lms.powercam.cc/course/83

4. 參考連結
線上範例與參考步驟: http://lms.powercam.cc/course/74
影音教學: http://www.powercam.cc/ch/3
iLMS 線上教學網: http://blog.powercam.cc/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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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登入系統並進入課程
■ 登入系統
安排各項課程功能前，請先登入線上教學系統
1. 點選網站右上方的 [登入]
2. 輸入使用者帳號及密碼 (請參考 lms.nthu.edu.tw 首頁的說明)

■ 進入課程
登入成功後，會自動進入 [我的學習首頁]
1. 在 [我的課程] 下方會列出這學期選修的課程 (如右圖所示)
2. 點選課程名稱即可進入課程 (如下圖所示)
課程畫面左方為 [課程功能]，右方為課程活動內容 (含公告)
教師可依教學需求於此新增教材區、作業區或安排課程活動等…
註: 點選 [課程說明] 可做課程的相關設定，如設定助教或課程首頁

第一次進入為未新增內容的空白畫面
教師可於此依照教學需求新增教材區、作業區
或安排課程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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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礎功能
■ 教材上傳
教材上傳是數位學習平台最常被使用的功能，為此，iLMS 設計出非常簡易的方式來滿足教材上傳與管
理的需求，可以有效解決過去以 html、blog 或自行架站的諸多困擾 (如通常只能單純的放靜態文件、連
結易遺失、搜尋不便、權限設定、伺服器穩定性與資料安全等)。
下圖是進入課程首頁的畫面，左方為課程功能，上方是最新的課程公告，我們建議老師可以透過 [新增
活動] 開設教材區，方便學生一進入課程即可看見教材。教材的呈現可以用附件或文件的方式，附件的
好處是上傳與下載的步驟最簡單，直接點選就可以下載教材；文件的方式則可以記錄閱讀狀況、提供教
材專屬的討論區，並方便老師管理及分享至其他課程。

最新課程公告

課程功能區

教材區

以附件的方式上傳教材
以附件的方式上傳教材
1. 進入課程後，點選 [新增活動]，填寫標題 (例如: 教材區)、內容留白或簡單描述
2. 點選 [附件] 後按 [上傳]，選擇欲夾帶的檔案 (可按 Ctrl 或 Shift 一次選取多個檔案)
3. 完成後關閉 [上傳附件] 視窗，並點選確定

教材(
教材(附件)
附件) 排序的小技巧
因為附件會依檔名排序，建議檔案以 “日期_名稱” 或 “章節_標題” 命名 (如: 0406_現代詩鑑賞)

[附註]
後續管理 (新增/刪除) 教材的步驟如下:
1. 點選 [教材區] 的 [編輯]
2. 點選 [附件]，按 [上傳] 選擇欲上傳的檔案，或勾選已上傳的檔案執行刪除
3. 完成後關閉 [上傳附件] 視窗，並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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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件的方式上傳教材
以文件的方式上傳教材
1. 進入課程後點選 [新增活動]，填寫標題 (例如: 教材區)、內容留白或作簡單描述
2. 點選 [新增內容/新增教材]
3. 填寫標題，輸入教材內容或摘要資訊 (若有附加檔案，點選 [附件/上傳]，選擇欲夾帶的檔案)
4. 點選確定，即可完成上傳
5. 後續若要新增教材請重複步驟 3 – 5

[附註]
新增教材後，該份教材右邊會出現三個圖示，供老師做進一步的管理
代表重新編輯；

代表刪除教材；

代表移動教材的前後位置

以刪除教材為例，步驟如下:
1. 點選該份教材的 ，會跳出右邊這個視窗
2. 勾選 [一併刪除該份教材]，會連帶刪除 [上課教
材] 裡的檔案；若沒有勾選，只會刪除活動內容
中的連結，並不會移除 [上課教材] 中的檔案。
3. 點選確定，即可刪除教材

PowerCam 教材上傳
除了靜態教材外，建議搭配 PowerCam 進行上課同步錄影 (錄影的步驟請參考附件) 並直接上傳至
iLMS 中，上傳步驟如下:
1. 開啟 [PowerCam/上傳]
2. 確認 [標題、作者] 資訊
3. 輸入 [網址、帳號與密碼]
4. 按 [更新] 傳回有上傳權限的 [課程列表]
5. 選擇欲上傳的課程分類 (下拉選單)
6. 點選 [開始上傳]
7. 進入到剛才上傳的網站與課程中的 [上課教材]，
即可閱讀所上傳的 PowerCam 講解
註: 若需將教材建立至 [課程活動] 中，
請在上傳完畢後以 [新增內容/連結站內資源]
功能建立連結。

如果希望課程首頁的進入點為 [上課教材]，可依下列步驟改變課程進入點
呈現範例: http://lms.powercam.cc/course/82
1. 點選 [課程說明]
2. 點選 [課程資訊 / 編輯]
3. [進入點] 設定為 "上課教材"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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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作業
iLMS 的線上作業支援各種格式(含多媒體) 的檔案上傳，操作十分簡單，不僅有效解決過去以 ftp、e-mail
繳交作業的困擾，更提供許多方便的機制協助老師管理作業 (例如: 繳交狀況、催收、線上批改、作業
解答、給回饋、作業交流觀摩等)。
下圖是進入課程首頁的畫面，左方為課程功能，上方是課程公告，建議老師可以透過 [新增活動] 開設
作業上傳區，方便學生一進入課程即可看見各個作業的繳交期限和內容。
註: 老師在首頁建立的作業會自動收錄在課程功能的 [作業] 裡

課程公告

課程功能
作業上傳區

建立作業的參考步驟如下:


新增線上作業

1. 進入課程後，點選 [新增活動]，填寫標題(例如: 作業上傳區)、內容可以留白或簡單描述
2. 點選 [新增內容/新增作業]
註

3. 填寫標題，選擇屬性( )、繳交期限，內容作簡單描述，若有附件，點選 [瀏覽] 選取檔案
4. 點選確定，即可完成
註: 屬性分為個人作業和分組作業，其中分組作業建立後會連帶出現在小組專區裡，由該組組長上傳。


閱讀、
閱讀、批改作業

1. 於課程首頁 [作業上傳區] 選擇欲批改的作業
2. 點選 [已交名單]，會顯示目前已繳交的作業 和 學生/組別
3. 點選作業標題，可以閱讀該 學生/組別 的作業內容
4. 閱讀完後按 [評分]，輸入該學員的成績及評語
5. 按 [上一份] 或 [下一份] 可以繼續批改其他作業
註: 助教也有批改權限

7



催收

1. 於課程首頁 [作業上傳區] 選擇欲催收的作業
2. 點選 [未交名單]，會顯示目前尚未繳交(或是沒有透過平台) 的學生或組別
3. 點選 [催收]，輸入標題及內容
4. 完成後按 [確定]，系統會自動寄發催收信給學員


公佈作業解答

老師改完作業後，可以將參考答案公布在平台上，建議操作步驟如下:
1. 於課程首頁 [作業上傳區] 點選該份作業旁的

(編輯圖示)

2. 點選 [瀏覽] 上傳參考解答的檔案，若要直接在線上呈現，可於 [描述] 中輸入文字
3. 完成後按 [確定]
解答公佈後，可於 [最新公告] 提醒學生觀看，操作步驟如下:
1. 於課程首頁點選 [新增公告]
2. 標題填上資訊 (如: OO 作業解答已公佈，請點選該項作業 下載/觀看)，內容可留白
3. 點選 [確定]，即可在 [課程公告] 中看到此訊息
[FAQ]
Q: 如何處理紙本的作業(或是沒有透過平台繳交的作業) ?
A: 在作業的 [未交名單] 名單中，可以按 [輸入紙本成績]，給予成績及評語。
Q: 作業可以分組嗎?
A: 可以，在新增作業時將屬性設定為分組作業，(細節請參考建立分組作業的文件)
Q: 學生可以上傳影音多媒體作業嗎?
A: 可以，除了一般影音作業外，可搭配品質更好的 PowerCam，只要簡單一個步驟就可以上傳至 iLMS
中，非常方便 (細節請參考 PowerCam 使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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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應用
■ 學生交作業的應用
由於教材製作與分享的門檻大幅降低，讓許多的應用變為可行，以數位教材為例，過去通常由老師來完
成，但由於時間有限且對教材品質的要求，產出通常很有限。若換個方式，將上課內容、案例探討等相
關主題當成作業，讓同學分組去蒐集、討論、思考、整理並報告 (PowerCam 錄影)，學生從參與中學習，
除了有更好的學習效果外 (學生真正了解，因為要懂才講得出來)，也可以訓練學生好的簡報技巧並體驗
知識產出的過程，同時，這些作業所累積的數位資料，無形中將成為老師專屬的教學與研究知識庫。
為了協助有興趣的老師導入過程更順利，我們提供以下的參考步驟。

老師依需要指定

老師引導學生討論、提問報告小組可參考

或 同學自訂題目

建議內容修正後重新整理報告並上傳

分組訂題目

重新整理並上傳

上台簡報
透過 PowerCam 錄影
或預錄簡報於報告時播放

步驟一、
步驟一、 分組訂題目
以兩三個學生一組，題目依課程需求由老師指定(如教科書或參考書中的補充內容、案例探討等)或讓同
學自訂(自由發揮的空間)。分組是相當關鍵的步驟，因為可以讓同學間互相討論、激盪想法，並從中培
養團隊合作的經驗或默契。執行方式如下:


新增小組專區

1. 點選課程功能中的 [小組專區]
2. 點選 [新增分組梯次]，填入內容後按 [確定] (內容可以描述題目資訊)
3. 進入所建立的梯次，點選 [新增組別]，填入小組名稱後按確定(重複此步驟可新增各小組)
4. 建立組別後，點選 [動作/組員] 來新增各組成員(含設定組長)


建立小組作業上傳區

1. 點選課程功能中的 [作業]
2. 點選 [新增]，填寫作業標題(如期中報告)、描述內容後，在屬性中選擇 [小組作業]
[FAQ]
Q: 如何幫助學生有規劃的完成作業，克服拖延的問題?
A: 學生都有把事情拖到最後一刻才做的特性，助教可以監督學生逐步完成作業，例如要求報告前三週
給小組分工名單、前兩週繳交作業大鋼、前一週上傳 PowerPoint 文件等(可於 [小組專區] 的討論區
呈現，並訂定明顯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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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步驟二、 上台簡報
學期中老師可以每堂課保留 30 分鐘讓同學報告，並透過 PowerCam 錄影，過程中老師從單向為主的教
學模式轉換成引導的角色，針對內容、投影片設計等給予回饋。在過去的經驗中，學生常從開始的抱怨
到做出興趣與成就，且因為 Internet 有相當豐富的資訊，所報告的內容常超乎預期的精彩，不僅學生學
得更好、更有興趣，也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執行步驟如下:
1. 學生上台報告
2. 以 PowerCam 現場錄製報告內容並上傳 (參考附件 PowerCam 使用教學)
3. 如果採預錄的方式 (通常品質會更好)，可以將預錄簡報先上傳至 [小組專區] 方便同學觀摩
註: 其他補充的檔案(如 doc, pdf) 可以在上傳後用附件方式處理
若前兩個步驟執行順利，老師可以更上一層樓往步驟三努力。
步驟三、
步驟三、 整理並重新報告、
整理並重新報告、上傳
藉由老師與同學間的現場或線上互動，老師可以要求報告小組針對回饋的建議來修正內容並重新錄製報
告，這個步驟對學生的學習相當有幫助，因為可以強迫學生面對過去的不足並做改進。除此之外，所產
出的數位內容品質也相對較高，透過歷屆的累積，成為相當有價值的教學資源。執行步驟如下:
1. 請同學針對報告作討論並列出具體建議，提供修改方向給該小組 (課堂中或線上討論)

註

2. 新增期末報告作業上傳區 (步驟與前面的 建立小組作業上傳區 相同)
3. 小組根據建議作修正並重新錄製報告，將完成後的報告上傳至小組作業區
4. 助教將這些檔案整理歸納在 [課堂整理]，形成有系統的數位教材
註: 我們建議老師可以開放作業觀摩以利討論的進行 (於新增作業時設定)
[FAQ]
Q: 如何克服線上討論參與度的問題?
A: 一般而言學生不會主動討論，老師可以強迫或鼓勵的方式，例如，每個同學必須發表或回應一篇討
論，不討論就當掉… 等威脅。
Q: 如何引起學生動機，認真參與期末報告?
A: 建議提高期末報告 (PowerCam 錄影 + Word 報告) 的成績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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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 Seminar 的教學應用
iLMS 可以利用課程活動的功能來滿足 Seminar 的教學需求，透過 [新增活動] 將演講/報告的主題、檔
案、講者等資訊建立在課程專區裡，幫助學生在學期初就能了解每週的主題和規劃，非常清晰且直覺。
呈現的方式可分為主題式或表格式，主題式的好處是最新的主題放在顯眼的位置，也可以直接在課程首
頁閱讀相關的文字內容；表格式則清楚的讓學生對整學期的課程一目了然，搜尋資料很方便。
以主題的方式呈現 Seminar 課程活動

講師、演講等相關文字介紹

點選後可閱讀教材


新增課程主題及內容

每週建立新的主題、講者簡歷及摘要，新主題會呈現在舊的上方，建立後也可點選 [編輯] 來修改內容。
1. 進入課程後，點選 [新增活動] 並輸入標題
2. 在 [內容] 填上講師、演講等相關文字介紹後，按 [確定]
3. 如果有附件 (演講/報告 PPT、Word 等)，可以點選 附件/上傳 夾帶檔案到該主題中


連結 PowerCam 影音教材

參閱附件 [上傳 PowerCam 影音教材] 先將檔案建立在 [上課教材] 中，並依照下列步驟連結該份檔案。
1. 於步驟一新增的課程主題中點選 [新增內容/連結站內資源]
2. 在 [文件] 中尋找該份教材檔案，點選連結符號後即可離開視窗
3. 測試連結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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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格的方式呈現 Seminar 課程活動

連結講師網站或介紹



點選後可閱讀教材

建立課程活動表

建議老師先以 Word 製作課程活動表，表格寬度約 18 公分，並輸入日期、講者者、主題、教材等資訊
1. 進入課程後，點選 [新增活動] (標題省略)，在 [內容] 輸入課程活動表或 Schedule 的文字
2. 將準備好的活動表(Word 檔，可由網站下載範例) 複製並貼到 [內容] 上，檢查無誤後，按 [確定]
註: 建立課程活動表後，老師可以點選 [編輯] 隨時更新內容或連結其他資訊


建立 演講/
演講/報告 的描述

在演講前，建議透過 [上課教材] 的方式建立演講資訊 (演講者簡歷、摘要等)。
1. 點選課程功能中的 [上課教材]，並按 [新增]
2. 輸入演講標題，在 [內容] 填上演講者簡歷與摘要
3. 如有參考檔案，點選 [附件] 後按 [上傳]，完成後按 [確定] 即可
4. 建議在首頁公告處提醒同學觀看新增的資訊


在課程活動表中連結 演講報告 資訊

建立 演講/報告 的描述後，可於課程活動表連結演講資訊
1. 點選課程活動表的 [編輯]
2. 建立連結
- 在欄位中輸入文字 (例如: 講解、教材)，並將文字選取
- 點選

(連結鍵)，於視窗中的 [連結] 貼上教材網址，按 [插入]

3. 點選 [確定] 並測試連結是否成功
註: 建立並上傳 PowerCam 教材請參閱附件，上傳影音教材後執行此步驟可連結該份影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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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PowerCam 使用教學
■ PowerCam 簡報錄影
由於 PowerPoint 非常容易使用且呈現的效果相當好，已經廣泛應用於各類的教學活動中 (如上課教
學、學生交作業、專題或論文報告等)，這些簡報內容通常都是知識經過整理後的精華，但很可惜的，簡
報結束後通常只能留下 PPT 檔案，最重要的講解過程卻無法有效保留，然而透過 PowerCam，只需下列
步驟就能有效地將知識記錄下來:
1. 開啟 PowerPoint 簡報
2. 檢查麥克風音量 (執行 PowerCam/設定/一般)
3. 選擇欲講解的投影片

4

4. 按紅色錄影鈕開始簡報與錄影
(過程中不需改變使用習慣，換頁會自動分段)

3

5. 按 "ESC" 結束簡報與錄影
6. 重複步驟 3-5 繼續錄影
(新講解會接在之前講解的後面)

■ 上傳 PowerCam 影音教材
老師可以透過 PowerCam 錄製演講或報告內容，並用很簡單的一個步驟將高品質的影音檔案上傳至
iLMS 的上課教材中，操作步驟如下:
1. 開啟已錄製的教材專案 (執行 project.fsp)
2. 點選 [PowerCam/上傳] (下拉的工具選單中)
3. 確認 [標題、作者]
填寫 [網址、帳號與密碼]
4. 點選 [更新] 傳回有上傳權限的課程列表
5. 選擇要上傳的課程

5

4

6. 點選 [開始上傳]
註: 若需將教材建立至 [課程活動] 中，請在上傳完畢後
以 [新增內容/連結站內資源] 功能建立連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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