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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資訊科技及網際網路之發展，已影響人類學習活動之進行。台灣地區開設數位學

習課程的大專院校已有 60 多所，學分課程數超過 1,700 門，修課人數近 12 萬人次；

已設置近 14 個網路學習系所。數位學習認證之目的在確保學習品質，促進社會大眾

對數位學習的認同；透過數位學習認證制度，可以提升學生參與數位學習之意願，進

而落實終身學習之理念。1台灣地區於 2006 年正式發布實施「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試辦申請及審核作業要點」及「數位學習認證作業申請須知」，並且同步實施數位學

習課程及教材認證。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為爭取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之申請，自 2007 年 9 月起開始準備數位學習課程之認證，本文擬就筆者個人之參與

經驗，分析比較海峽兩岸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之做法，並對圖書資訊學門未來之教學

設計提出建言。 
 

關鍵字：數位學習、數位課程認證、台灣 

壹、前言 

資訊科技及網際網路之發展，已影響人類學習活動之進行。台灣地區開設數位學

習課程的大專院校約有 60 多所，學分課程數超過 1,700 門，修課人數近 12 萬人次；

已設置近 14 個網路學習系所。教育部同時提供約 300 名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員「數位

學習規劃師」、「數位教學設計師」、「數位媒體設計師」、「數位學習素養基礎認

                                                 
1教育部數位學習認證作業申請須知（修正草案），2007 年 5 月 1日。
http://ace.moe.edu.tw/form.php，2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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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等課程，期能培訓數位學習規劃、數位教學設計、數位媒體設計等人才，協助各

校數位學習之推動。2 
數位學習認證之目的在確保學習品質，促進社會大眾對數位學習的認同；透過數

位學習認證制度，可以提升學生參與數位學習之意願，進而落實終身學習之理念。3台

灣地區於 2006 年 3 月 2 日正式發布實施「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試辦申請及審核作

業要點」及「數位學習認證作業申請須知」，並且同步實施數位學習課程及教材認證，

為數位學習的推動邁入新的里程碑。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為爭取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之申請，自

2007 年 9 月起開始準備數位學習課程之認證，本文擬就筆者個人之參與經驗，分析

比較海峽兩岸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之做法，並對圖書資訊學門未來之教學設計提出建

言。 

貳、台灣地區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之做法與內容 

教育部認證中心為提升台灣數位學習之品質與競爭力，積極建立數位學習之認證

與評鑑標準，以確保數位學習的品質，並提供學習者選擇的參考依據。公立或已立案

之私立大專院校得就其以網路教學所開發使用之學位、學程或學分課程，向數位學習

認證中心提出認證申請。 
課程認證自評內容包括： 

(一)、學習活動設計：1.科目說明、2.維持學習動機、3.提供學習指導、4.師生互

動、5.學習者與教材互動、6.同學互動、7.學習評量。  
(二)、教學管理：1.科目基本資料管理、2.學習過程記錄、3.學習成果統計、4.科

目評鑑、5.教學效力、6.與教務系統整合。  
(三)、系統服務使用者訓練：1.使用者訊練、2.教師使用服務、3.學習者使用服務、

4.線上輔助。  
其指標項目如下：4 

一、向度一：學習活動設計 
(一) 科目說明 

課程網頁能具體： 
1-1-1 清楚的說明科目宗旨、學分數、及學習目標三者。 
1-1-2 呈現單元架構，並依週次說明學習活動及進度。 
1-1-3 說明各種考試、作業、及學習參與等成績考評的方式與比率標準。 
1-1-4 清楚指出學習對象及其學前能力兩項。 

                                                 
2數位學習發展現況，http://english.moe.gov.tw/public/Attachment/67711125171.doc，2008/2/22。 

3教育部數位學習認證作業申請須知（修正草案），2007 年 5 月 1日。
http://ace.moe.edu.tw/form.php，2008/2/7。 
4教育部遠距教學交流暨認證網， ＜http://ace.moe.edu.tw/form.php＞，2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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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清楚說明教學活動性質及學生參與學習活動的方法。 
1-1-6 敘明本科目與其它科目間的關係，並建議未來繼續學習的方向。 
(二) 維持學習動機 

課程在教學過程中： 
1-2-1 大多有提示學習目標、學習舊經驗、或破冰活動等引起學習動機之活動。 
1-2-2 不同的學習階段中，各單元主題大多能運用適當教學策略使學習者維持動機，

並以案例研討、客座講員、角色扮演、討論會、媒體練習等教學策略，滿足學

習者成就感。 
1-2-3 所設計的教學活動的方式、內容大部分能與學習者工作或生活應用相關。 
(三) 提供學習指導 

課程所使用的教材： 
1-3-1 能涵括所有的教學目標。 
1-3-2 除了品質優良和份量合宜的知識內容外，還包含有：學習目標、章節結構圖、

重點提示、自我評量等協助學生學習的策略。 
1-3-3 大多有清楚的重點提示說明。 
1-3-4 大多有提供生動的實例或個案以說明或印證科目的內容。 
1-3-5 教學互動過程及自我評量的回饋中，大多能對學生及時提供有效學習方法(如學

習的步驟、解題要訣、或再度學習某特定單元的說明等)的建議。 
1-3-6 每一教材畫面及影音檔播放中，均能顯示該主題的學習總份量。 
1-3-7 課程中提供 9 篇以上內容豐富的科目補充教材。 
1-3-8 課程教學中，提供固定的線上學習輔導(e-tutor)人員的服務。 
1-3-9 課程有建議適當的學習流程，且教材有提供學前的安置評估(前測)。 
1-3-10 課程教學互動過程中，配合不同的學習目標有提供五種以上合宜的教學活動方

式。 
(四)學習者與教材互動 
1-4-1 課程教材的各單元均有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 
1-4-2 課程教材對所提供的練習或課後活動，均能提供及時、適當的回饋。 
1-4-3 課程教材內容中，大部分單元提供充分的外界網路資源。 
1-4-4 課程教材採多層模組架構，學習者可以自行選擇學習教材的路徑。各週單元教

材可再細分為二層以上的教材模組，供學習者自行選擇學習路徑，可以依自己

需要選擇教材模組的順序或是否反覆學習。 
1-4-5 學習者可以在學習教材模組時製作線上筆記。 
(五)師生互動 
1-5-1 課程網站中，提供詳細有用的授課教師介紹資訊(含研究內容的連結等)及課業輔

導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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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教師大體上能在二天內回應課業輔導電子信箱學習者的問題，並提供良好的回

饋。 
1-5-3 課程討論園地平均每週有二個以上的議題，學生平均每週至少有一次發言，教

師平均每週至少有二次發言。 
1-5-4 教師公告「線上辦公室時間」，每週一小時以上登入上網，供學習者線上與教師

即時互動。 
1-5-5 師生互動時，學生經常（達十次以上）提出學習目標相關的討論議題。 
1-5-6 課程教學中，提供師生面對面的教室教學或座談活動。 
(六)同學互動 
1-6-1 班級網站中，提供同學的姓名、電子信箱、及自我介紹的個人網頁等資訊。 
1-6-2 建立以主題分類的線上討論園地：課程網站中，除提供線上課業討論園地外，

另有專供學生社交互動的線上園地。 
1-6-3 學習者間線上互動能緊扣科目內容的學習。 
1-6-4 使用合作學習策略，融入於課程教學活動：課程依性質適時且充分採用合作學

習策略。 
1-6-5 提供線上學習者的相互呼叫機制：課程提供線上學習者的相互呼叫機制，且曾

多次使用過。 
1-6-6 學習者間有面對面的互動活動，且有活動紀錄者。 
(七)學習評量 
1-7-1 評量方式及題目能配合教學目標與教材內容：課程的評量方式符合課程性質，

且評量題目能涵蓋全部的教學目標與教材內容。 
1-7-2 針對各項評量活動提供清楚的說明。 
1-7-3 提供作業公告與繳交的機制：課程有提供穩定、易於使用的作業公告與線上繳

交的機制。 
1-7-4 提供線上測驗(自我評量)的機制：每週或每一教學單元均有提供線上測驗(自我

評量)的機制。 
1-7-5 提供測驗結果的立即評閱：課程能提供各種測驗(含測驗題及簡答題)的立即評

閱，且結果正確。 
1-7-6 提供測驗結果的正確答案與回饋：評閱結果能提供測驗的正確答案與清楚的解

說回饋。 
1-7-7 評量題目的範圍與難度能配合學習者的能力與需求：評量題目的範圍與難度能

區別出學習者的能力高低，且不致使學生喪失學習興趣。 
1-7-8 作業題目能協助學習者彙整教材重點並激發深層的思考與應用：提供四次以上

的作業題目，且題目能協助學習者彙整教材重點並激發深層的思考與應用。 
1-7-9 提供自動催交作業的機制：課程有到期自動催交作業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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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 提供線上的作業批閱及給予評語回饋：課程提供教師可直接在線上批閱作業及

給予評語回饋。 
1-7-11 提供線上的學習者作品觀摩：課程提供教師可直接選定學習者作品做線上的觀

摩。 
1-7-12 提供隨機式或指定式的線上測驗：課程提供教師可做隨機式及指定式的線上測

驗。 
1-7-13 對測驗結果有適當的統計或排名：課程對測驗結果有適當的統計，並顯示學習

者本人在統計中的排名。 
1-7-14 提供歷年題庫，以方便學習者自行參考練習：課程提供歷年考題資料庫，以方

便學習者自行參考練習。 
二、向度二：教學管理 
(一) 科目基本資料管理 
2-1-1 科目資料均有適當的保存：所有科目資料在開課期間及開課結束後，均有適當

的備份或保存。 
2-1-2 提供公告欄公佈科目進度與即時訊息：系統有提供線上公告欄，且教師能每週用

以公佈科目進度與即時訊息，達十六則以上者。 
2-1-3 提供教師及學習者使用不同的身份註記，並給予適當的權限：系統有提供課程

管理者、線上教師、及學習者等使用不同的身份註記，並分別給予適當的權限。 
2-1-4 提供教師及學習者使用電子郵件、個人網頁、及自有網頁空間：系統對全部教

師及學習者均有提供電子郵件、個人網頁、及自有網頁空間。 
2-1-5 提供學習者使用設定個別偏好的訊息呈現方式：系統提供學習者可以設定多項

個別偏好的訊息呈現方式。 
(二)學習過程記錄 
2-2-1 記錄學習者上網學習的時間及次數：系統能詳細記錄學習者上網學習的次數及每次

登入使用的時間，並能自動檢測停滯(idle)時間。 
2-2-2 提供學習使用的資料查詢功能：系統能提供教師與學生查詢包括：學習者個人

資料、學習紀錄、及學習成效等各項資料的功能。 
2-2-3 提供線上討論的紀錄檔案：系統提供線上即時討論教室及線上分組討論區的紀

錄檔案。 
2-2-4 系統能記錄個別學習者上網學習的路徑，並自動彚總在各學習網頁的統計資訊

中。 
2-2-5 保留學習者過去的學習紀錄：系統在學期結束後仍能保留所有學習者過去（含

結果與過程）的學習紀錄。 
(三)學習成果統計 
2-3-1 系統提供全班及個人線上作業的成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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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使用系統提供參與討論活動的次數統計：系統提供學習者參與同步討論及非同

步討論活動的次數統計。 
2-3-3 提供網路教學中所有線上測驗的成績統計。 
2-3-4 匯集學習者的歷程檔案做為評量參考：系統能匯集學習者的歷程檔案成績，自

動整理為評量成績。 
(四)科目評鑑 
2-4-1 系統能提供全班及個人各種學習狀況的統計。 
2-4-2 課程結束時能提供學習者對科目教材與教學活動的詳細評鑑問卷。 
2-4-3 使系統提供具有詳細且清楚的教材回饋統計。 
2-4-4 系統提供詳細且清楚的題庫回饋統計。 
2-4-5 系統提供歷年或多班累計的科目評鑑統計。 
2-4-6 課程提供師生面對面的科目檢討會議並有紀錄。 
(五)教學效力 
2-5-1 學習者樂意使用網路教學來學習：在課程評鑑中，顯示四分之三以上的學習者

樂於使用網路教學。 
2-5-2 在對教師施行的課程評鑑中，顯示四分之三以上的教師同意該科目適用網路教

學。 
2-5-3 學習者的學習成就達到預期的標準。 
2-5-4 科目的學業完成率達到預期的標準。 
(六)與教務系統整合 
2-6-1 系統提供學習者詳細教務資料的線上查詢(含：選修科目、上課時程、作業成績、

考試成績、缺課記錄等)。 
2-6-2 學習者相關資料能滙入、滙出或與教務系統整合。 
2-6-3 提供與教務系統整合之成績紀錄管理。 
2-6-4 課程系統本身提供線上招生報名的機制。 
2-6-5 課程系統本身能提供線上註冊選課的機制。 
2-6-6 課程系統與教務系統共同使用相容的資料格式及技術標準。  
三、向度三：系統服務 
(一)使用者訓練 
3-1-1 對教師提供充足的使用培訓課程。 
3-1-2 對學習者提供充足的使用培訓課程。 
3-1-3 對教務管理者提供充足的使用培訓課程。 
3-1-4 對系統管理者提供充足的使用培訓課程。  
(二)教師使用服務 
3-2-1 系統提供教師可以自行對教材做新增、刪除、修改的管理。 
3-2-2 系統提供教師可以自行對教學活動設計做新增、刪除、修改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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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系統提供教師有關學習者紀錄（作業、測驗、參與次數、發言次數、參與時間）

做四項以上的統計排名。 
3-2-4 系統提供教師本科目教師版及學生版的課程評鑑問卷及其統計分析。 
3-2-5 課程發展有明確的教師分工制度，能在教材製作及教學引導兩項工作下再有不

同的角色區分。 
3-2-6 系統進行合作學習(教師將班級的學習者分組，分派任務後，由小組成員合作共

同從事某項學習活動，再對全班做成果分享）時，教師能自行對學習者的分組

設定做新增、修改、刪除的管理。 
3-2-7 系統在上課期間能提供專兼職人員協助教師進行線上討論或線上輔導時間。 
3-2-8 課程系統提供相關系統或學習工具的下載服務。 
(三)學習者使用服務 
3-3-1 對學習者提供平台系統內四項以上學習資料之(作業、測驗、參與次數、時數、

發言次數等)統計查詢。 
3-3-2 對學習者提供平台系統內各種教材(主教材、輔助教材、發言記錄)友善列印的功

能，以方便離線閱讀。 
3-3-3 對學習者提供課程內的電子郵件帳號。 
3-3-4 在課程系統內提供學習者所需使用之學習工具或工具下載服務。 
3-3-5 在課程系統內提供學習者個人網頁空間。 
(四)線上輔助 
3-4-1 提供清楚的系統規格需求說明(硬體環境所需的規格能力)。 
3-4-2 提供清楚的線上操作輔助說明：課程系統提供問題感知（problem-sensative）的

線上操作輔助說明。 
3-4-3 提供清楚相關學習軟體工具的安裝及解除安裝說明。 
3-4-4 提供線上(網路或電話)輔助的服務。 

歸納而言，此指標非但過於繁瑣，且形式似重於實質；雖然可以促進教學者對於

數位學習系統的利用，但有些質方面的問題很難評量。惟其強調「學習服務」和「學

習評量」，亦值得關注；尤其是教學策略必須注意下列層面： 
‧ 1 教材內容能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 2 能提供清楚的學習活動說明。 
‧ 3 能提供適當的實例與示範。 
‧ 4 能提供適當的練習機會。 
‧ 5 能提供適當的回饋。 
‧ 6 能提供適當的評量活動。 
‧ 7 教材內容呈現方式符合學習者的需要。 
‧ 8 能提供適當的補救學習機會。 
‧ 9 提供階段性的學習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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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國大陸國家精品課程 

國家精品課程建设的目標包括：整合教学改革成果和优质教学资源，实现优质教

学资源共享；建设网络化学习条件，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促进地方和高校对教学工作

的投入；力争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師資、教材建设、教学效果等方面有较大

改善，以全面带动高等学校的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其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於 2003-2007 年通過 1000 门课程；在前期建设的基础上，

2006-2010 年再建设 3000 门课程，以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量大面广的专业课为主，

建设校、省、国家三级精品课程体系，每门课補助 10 万人民幣。 
国家精品课程标准包括：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教学内容、一流的教学方法、

一流的教材、一流的教学管理。根據 2008 本科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指标，精品课程是

指具有特色和一流教学水平的优秀课程。精品课程建设要根据人才培养目标，体现现

代教育思想，符合科学性、先进性和教育教学的普遍规律，具有鲜明特色，并能恰当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与方法，教学效果显著，具有示范和辐射推广作用。5 
精品课程的评审要体现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引导教师创新，并正确处理以下几

① ②个关系： 在教学内容方面，要处理好经典与现代的关系。 在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

以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教学方法的改革；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

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发展；协调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并做好与课

③程的整合。 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重视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 
采取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以提高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与可比性。评

审指标分为综合评审与特色、政策支持及辐射共享两部分，采用百分制，其中综合评

审占 80%，特色、政策支持及辐射共享占 20%。总分计算：M=∑KiMi，其中 Ki 为评

分等级系数，A、B、C、D、E 的系数分别为 1.0、0.8、0.6、0.4、0.2，Mi 是各二级

指标的分值。 

表一：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指标及内涵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主要 
观测点 评审标准 分值

（Mi）

评分等级（Ki） 
A B C D E
1.0 0.8 0.6 0.4 0.2

                                                 
5 「關於做好 2008 年度質量工程項目申報工作的通知」，202.113.13.85/download/08zhibiao.doc, 

200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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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队 
伍 
 
 

20 
分 

1-1 
课程 
负责 
人与 
主讲 
教师 

教师风
范、学术
水平与教
学水平 

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
师德好，学术造诣高，教
学能力强，教学经验丰
富，教学特色鲜明。 

8 分

   

1-2 
教学 
队伍 
结构 
及整 
体素 
质 

知识结
构、年龄
结构、人
员配置与
青年教师
培养 

教学团队中的教师责任
感强、团结协作精神好；
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年
龄结构，并根据课程需要
配备辅导教师；青年教师
的培养计划科学合理，并
取得实际效果；鼓励有企
业背景的教师参与教学
团队。

4 分

   

1-3 
教学 
改革 
与研 
究 

教研活动
与教学成
果 

教学思想活跃，教学改革
有创意；教研活动推动了
教学改革，取得了明显成
效，有省部级以上教学成
果或教改项目；发表了高
质量的教研论文。

8 分

   

教 
学 
内 
容 
 

24 
分 

2-1 
课程 
内容 
 

课程内容
设计 

课程内容设计要根据人
才培养目标，体现现代教
育思想，符合科学性、先
进性和教育教学的规律。

12 分

   

理论课程内容经典与现
代的关系处理得当，具有
基础性、研究性、前沿性，
能及时把学科最新发展
成果和教改教研成果引
入教学。
实验课程内容（含独立设
置的实验课）的技术性、
综合性和探索性的关系
处理得当，能有效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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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 
内容 
组织 

教学内容 
组织与安
排 

理论联系实际，课内课外
结合，融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
鼓励开展相关实习、社会
调查及其他实践活动，成
效显著。 

12 分

   

 
教 
学 
条 
件 
 
 

20 
分 
 

3-1 
教材 
及相 
关资 
料 

教材及相
关资料建
设 

选用优秀教材（含国家优
秀教材、国外高水平原版
教材或高水平的自编教
材）；课件、案例、习题
等相关资料丰富，并为学
生的研究性学习和自主
学习提供了有效的文献
资料；实验教材配套齐
全，能满足教学需要。

10 分

   

3-2 
实践 
教学 
条件 

实践教学
环境的先
进性与开
放性 

实践教学条件能满足教
学要求；能进行开放式教
学，效果明显（理工类课
程能开出高水平的选作
实验）。

3-3 
网络 
教学 
环境 

网络教学
资源和硬
件环境 

建有教学资源丰富、功能
比较齐全、运行良好的课
程网站，并能有效共享。

10 分

   

教学 
方法 
与 

手段 
 

18 
分 

4-1 
教学 
设计 

教学理念
与教学设
计 

重视探究性学习、研究性
学习，体现以学生为主体
的教育理念；能根据课程
内容和学生特点，对教学
方法和教学评价进行设
计。 

8 分     

4-2 
教学 
方法 

多种教学
方法的使
用及其效
果 

重视教学方法改革，能灵
活运用多种恰当的教学
方法，有效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能
力发展。 10 分     

4-3 
教学 
手段 

信息技术
的应用 

恰当充分地使用现代教
育技术手段开展教学活
动，并在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和提高教学效果方面
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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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效 
果 
18 
分 

5-1 
同行 
及校 
内督 
导组 
评价 

校外专家
及校内督
导组评价
与声誉 

证明材料真实可信，评价
优秀；有良好声誉。 4 分     

5-2 
学生 
评教 

学生评价 
意见 

学生评价原始材料真实
可靠，结果优良。 6 分     

5-3 
录像 
资料 
评价 

课堂实录 

讲课有感染力，能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能启迪学生
的思考、联想及创新思
维。 

8 分     

特
色、
政策
支持
及辐
射共
享 

专家依据《2008 年度“国家精品课程”申报
表》所报特色及创新点打分。 40 分     

所在学校支持鼓励精品课程建设的政策措
施得力。 30 分     

辐射共享措施有力，未来建设计划可行。 30 分     

出處：關於做好 2008 年度質量工程項目申報工作的通知，
202.113.13.85/download/08zhibiao.doc, 

2007 年 11 月 27 日，經過網路評審、專家會評以及上網公示，中國大陸教育部

財政部決定批准 2007 年度國家精品課程 660 門，其中普通高等學校本科課程 411 門，

高職高專課程 172 門、網路教育課程 49 門，軍隊(含武警)院校課程 28 門。《關於批

准 2007 年度國家精品課程建設項目的通知》指出，國家精品課程榮譽稱號有效期 5
年。課程內容要按照規定上網，並取消所有登錄用戶名和密碼，向全國免費開放。統

計課程網站的點擊率，及時瞭解掌握課程教學內容的輻射效果，收集分析用戶的反饋

意見；在有效期內，接受教育部組織的年度檢查。並要求高等學校要充分利用國家精

品課程的優質資源和建設經驗，推進校內課程改革，不斷提高教學品質；保證國家精

品課程免費開放，並不斷改善網路條件和推進網上資源內容完善更新。未經著作權人

許可，任何人不得將國家精品課程內容用作商業目的活動。6  

用戶可登錄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品質和教學改革工程，(http://www.zlgc.org)，點擊

                                                 
6 「教育部財政部批准 07 年度國家精品課程有效期 5 年」，中國新聞網，2008-01-16，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8824/2008/01/16/2625@1914918.htm，2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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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精品課程建設」，或直接點擊(http://www.jpkcnet.com)進入瀏覽國家精品課程內

容和瞭解全國精品課程建設工作的相關資訊。全國精品課程資源分享交換中心頻道是

中國高等學校教學資源網創辦的一個專題欄目，旨在為全國高等學校的精品課程建設

搭建一個資源交流、共用和交換的平臺，通過此平臺，各高校可對精品課程進行全方

位的宣傳、交流、共用、交換，以期達到推動高校精品課程建設，實現資源真正共用，

提高高校教學水平的目的。7 
以圖書資訊學為例，先後有 2004 年武漢大學彭斐章的「目錄學概論」、2005 年

北京大學吳慰慈的「圖書館學概論」 (http://www.im.pku.edu.cn)，2006 年中國人民大

學馮惠玲的「檔案學概論」、武漢大學劉家真的「電子文件管理」以及 2007 年中山大

學程煥文的「信息資源共享」、武漢大學胡昌平的「信息服務與用戶」和山東理工大

學葛敬民的「信息檢索與利用」被評為国家级。茲以「信息資源共享」課程為例，說

明如下：8 
其申報網站計有：1.申請表格 2.師資與獲獎 3.教學內容 4.教學方法 5. 全程錄像

6.測試實踐 7.拓展资源 8. 教學效果 9.特色與創新 10.學校政策 11.立體化教材等欄位，

且涵蓋下列項目： 
一、全程錄影：(一)課堂實錄 、(二)參觀錄影、(三)快樂的討論。 
二、教學效果：由校外專家、校內教學督導、校內同事驗證「社會反應和學術影響」。 
三、特色與創新 

(一)課程特色及創新點 
1.注重教學理念創新，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在課程教學中創設真實情境，使學

生應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大為提高。 
2.注重教學方法創新，採用了協作學習、網路資源自主研究學習、互動學習等多

種教學方法，促進學習認知能力的發展。 
3. 注重教學手段創新，利用資訊技術開發完整的網路課程資源，應用中國第一

套圖書館學專業立體化教材，將網路教學平台引入實際課堂教學，激發學生的學

習興趣，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 
(二)快樂的參觀與討論：1.愉快的參觀、2.快樂的討論。 

四、立體化教材 
其立體化教材網頁有下列欄位：1 課程概述、2 學習內容、3 練習自測、4 問題思

考、5 視頻講授、6 案例演示、7 學生報告、8 拓展資源、9 名詞檢索。 
   總的來說，此課程錄音品質優良、內容豐富，具有自學效果。 

肆、海峽兩岸之比較 

                                                 
7 「國家精品課程頻道」，http://www.cctr.net.cn/index01.asp，2008/2/7 
8 「信息資源共享精品課程申報網站」，http://jpkc.sysu.edu.cn/2005/xi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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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標準，主要是針對教材內容、學習導引、教學設計及教學媒體四方面進行評

鑑。方瓊瑤教授曾針對數位學習服務面向與服務品質規範，提出八大要點如下：1.
學習者支援：須能即時提供課程訊息、線上支援與協助；2.教學者支援：須能提供線

上教材製作與課程實施的幫助；3.學程發展：具系統性、完整性及一致性；4.教材設

計：針對教學目標、內涵與評量有系統化分析、設計與檢討；5.教學歷程：針對學生

的學習歷程與表現有適切的記錄與回應；6.機構性支援：具備健全的發展計畫、人力

資源與管理機制；7.科技：須提供完善的使用者端、伺服器端與網路的建置；8.評鑑：

對人員、課程與系統須有完整的評估。9 
以下就筆者的觀察，比較海峽兩岸之差異： 
 
表一：海峽兩岸數字學習認證對照表 

項目 台灣 大陸 
名稱 數位學習認證 國家精品課程 
登錄 課程平台登入(封包處理) 精品課程申報網站 
有效期限 3 年 5 年 
課程數 少 多 
上網開放要求 未強制要求 按照規定上網免費開放 
分層級 無 國家和省級 
社會反應和學術影響 量的統計 質的敘述 
班級網站 要求學生網頁自我介紹 不要求 
獎勵 各校自行補助 約十萬人民幣(各校亦相

對補助) 

伍、困難與挑戰 

一般來說，一個好的遠距教學，可使教學內容深度與廣度都較傳統教法為高， 
具有：1.影音教材之提供與作業範例使學生可有多次重複學習之機會，比傳統教法更容

易增加課程內容瞭解之程度；2.與相關資訊利用網際網路的連結，使課程內容更加豐

富；3.課後自我評量與作業觀摩，對學習效果之提升都有許多正面的效果等優勢。 
數位教材之設計對於數位學習之成敗具有決定性之影響，教材之設計，則又必須

回歸到教學設計。不論是傳統學習或是數位學習教學設計都是同樣的重要，教學設計

協助確保整體課程與教學品質，儘管數位學習導入了許多資訊科技，然而學習才是主

體，數位只是工具。10有好的教學設計才能真正把線上資源／實體講義錯雜的、分散的

素材統整成有效用，且有效率的數位教材。 
                                                 
9 王蓉瑄，「2006 年圖書館學會研習班研習心得」，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epaper/53/16.htm，

2008/2/7 
10

「網路學習教材之設計模式」，163.22.162.46:5631/foresight/addie_data/ADDIE/網路學習教材之設計



 14

在數位學習領域中，數位教材設計大致仍多以 ADDIE（Analysis→Design 
→Development→Implementation→Evaluation）模式為基礎，這類系統化的教學設計模

式被廣泛地應用在學界及產業的教材開發。茲說明如下：11 
（1）分析階段（Analysis） 

本階段的工作，包括有：前置分析、學習內容分析、學習者分析、學習目標分析、

資訊科技分析、媒體分析、預算分析。例如：在每個課程開課前，都會先計畫出本課

程的學生來源分析，以便做為課程教材設計時的參考。 
（2）設計階段（Design） 

設計階段要進行的是：進度規劃、人員分工、規格制定、評量方法、工具設計、

教學策略設計、介面設計、流程規劃、教學經營計畫、腳本設計等工作。例如：在學

期課程的設計階段中，要做好每週學習教育的進度規劃。 
（3）發展階段（Development） 

此階段有：完整腳本設計、完整腳本審核、課程完整開發、完整課程審核、課程

管理、課程驗收。 
（4）實施階段（Implementation） 

實施的階段包含有：教學者訓練、助教訓練、學習者訓練、學習服務支援、課程

推廣。由負責同步教學的老師，開始進行例行的線上同步活動；除了帶動學生的互動

之外，也包含了推動助教在「做中學」的訓練成長。 
（5）評鑑階段（Evaluation） 

施行之後，可以作自我的評估及課程滿意度的評估。包含：學習成效評估、學員

滿意度、提出修正計畫。利用各種的測驗（自我評量、訓後線上測驗），可以了解學習

者的學習成效；利用各種問卷設計，了解學習者對於學習過程的滿意度評估，以做為

未來開課時的計畫進行修正。 

陸、結語 

展望未來，混成式的學習已經是一條不歸路。不管是什麼平台，不論何種課程，

均須使用多媒體，善用網路科技輔助傳統教學。教學設計的元素必須導入、教學策略

的方法必須講究。這是一個網路時代，教學者應該學習新的科技，善用媒介，活潑教

學。這是一個使用者導向的時代，數位學習固在講究課程的豐富性與適用性，亦在強

調學習成果的評量和學習服務。Web 2.0 的觀念是信任、參與、互動、集體創作和雙向

交流。數位時代的教學必須與時俱進，掌握科技，創新教學。「蜀路難，不走更難」。

數位學習認證雖然不容易，也相當繁瑣，但如果能接受這挑戰，圖書資訊學的教學之

路將會更為寬廣。 

                                                                                                                                                    
模式 ADDIE.doc，2008/2/7 
11楊錦潭、朱永方，「符合 SCORM2004 規範的適性化教材設計之探討」，中華民國資訊學會通訊，

8(2005)：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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