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數位認證分享
通識教育中心郭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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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教發中心同仁在申請前、申請
後都幫老師做很多協助

特此致上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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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數位認證的意義
形式：得到教育部確認，具
備客觀的遠距課程操作內容，
學習者可信任其教學水準，
能夠自主學習。

實質：教學生涯的一項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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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規範
一、科目說明
二、維持學習動機
三、學習者與教材互動
四、師生互動
五、同學互動
六、學習評量
七、教學管理服務
八、平臺功能檢核(學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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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分享的限制
進修部的課程，整體學生學
習狀態和日間部有差異。

本課程屬通識領域，引入實
務問題與基本勞動法令為本。

本課程的同步教學使用線上
辦公室(筆談)，沒有用到線
上會議(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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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預備上的問題
雖自評表格有必填與選填之
分，但實際上評審委員是全
部都看，所以全部都要填。

自評項目雖有三級，但儘量
做到足以A+的程度，絕不能
出現B。

建議仔細撰寫課程規定，具
備文字及錄影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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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預備上的問題
規範1—3和6-7多屬靜態的條件，
只要在雲端學園和教學教求按
照規範配置，就沒有問題。

審查經驗上，規範4和規範5最
容易被挑剔。因此，師生互動
和同學互動的教學設計最需要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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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預備上的問題
2-2教師在單元中提供檢核學
習者成就的教學活動。

A+：三分之二以上單元能運用適
當教學活動，提供學習者檢核其
學習成就。
照規範做，鉅細靡遺。若某一
規範要求至少做13個週次，這
13個週次都做截圖為附件並妥
善連結。要做內容說明的地方
就書寫清楚。(2-2) 8



本規定所寫檢核學習者成就
的教學活動，指作業、線上
測驗、案例研討、角色扮演、
討論會、媒體練習…等。

2-2建議至少三種以上的檢測
方式，並說明分布於哪幾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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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教材及教學畫面顯示該主題
的學習總分量與進度。
A+：在課程的教材畫面及影音
檔播放中，均能顯示該主題的
學習總分量與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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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週配置的教材未必都一樣
多，我們就找最豐富的那一
週為例子。

某週次的每個教材節點名字
末尾都加上該週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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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教師依據教學目標選用多
種適當的教學活動。

A+：教師依據教學目標有提
供五種以上適當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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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定所寫教學活動，指教
師為達成教學目標，帶領學
生所從事的活動項目，如在
同步教學中的講述、演示、
指定學生發言、辯證、口頭
考評等，或非同步教學中的
解答說明、轉指定其他學生
發言、示範操作、提示、辯
證、拋出新議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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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規定很廣義，建議實體、
線上(非同步/同步)都可列入，
能規劃的就儘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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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課：如
期初課程介紹
課程操作示範(含設定)+Q&A
考前複習
期末班會(課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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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非同步：
各週公告
教學影音檔
及時練習(自我評量)
議題討論
線上回覆問題(電郵、簡訊、臉
書、line…)
法令更新消息及相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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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最好開臉書或line的課程
社團。好處是多一個：

(1)容易通知同學的管道。(比
較容易搏學生手機的版面)
(2)教學活動的方式
(3)和學生及時溝通的管道
*我個人喜歡臉書
*雲端學園和line不可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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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同步：
線上會議Adobe Connect
線上辦公室
簡訊、臉書、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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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量、即時練習和作業，
請不要只出選擇題或是非題；
建議至少有部分是問答題或
簡單的申論題。審查委員會
看題目是不是具思考推理的
訓練。這部分對6-4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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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4：師生互動
4-1課程網頁建有授課教師的
介紹資訊及課業輔導電子信箱。

A+：提供詳細的授課教師介紹
資訊（含研究內容的連結等）
及課業輔導電子信箱。

建議：直接連至系(中心)的教
師個人網頁，這樣最詳細。最
好每學期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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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師生在非同步教學中能針
對議題積極參與討論。

A+：一學期中有9個以上與科
目內容相關的議題，且師生
間有質與量良好的交互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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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定所寫師生間的討論其質
與量，可以依學生及教師的發
言數、發言內容、交互討論程
度來衡量；授課教師應有適度
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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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請務必設定至少9個週次非同步
議題(課程)討論，並與學期總成
績掛勾。(質與量才會出來)
2.第一次上課做分組，結合本校
的google drive，事先做好表格，
當場讓同學上線填寫，連結路徑
則放在雲端學園課程公告。
同組同學蓋自己的樓房 23



3.鼓勵(如：表達積極者加分)
4.請課助每週議題討論關閉之
後開始統計該週參與人數，可
以瞭解同學參與程度，最起碼
有50%比較好。若參與度不到
50%，就得聯絡催促了。這部
分可以寫在內容說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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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只要是有議題討論的週次，
在後面的附件就放截圖為證。
若有9個週次，就放9張截圖，
每一張就是選有討論串(有互動)
的地方。
6.不要用line取代雲端學園的
議題討論，但可作補充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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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教師能於課程討論區適時
回應學習者的問題。

A+：教師能在二個工作天內
回應課程討論區中學習者的
問題，並提供良好的回饋。
(此處指非同步討論，助教也
可以協助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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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儘量要兩天內回覆，老師若來
不及，就請課助一起幫忙。
2.因議題是老師所設，且多數同
仁都至少先開課一兩個學期才申
請，已累積一定經驗，對同學的
意見或表達也多少能預料。所以
回覆同學的討論意見，可事先預
備一些材料。回覆起來就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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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同步教學時，師生雙方均
能積極參與課程主題相關的
討論互動。

A+：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步教
學活動，教師與學習者間都
能就課程主題相關的內容討
論有良好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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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定所寫討論互動方式，包
括教師提問要求學習者回答或
學習者自動發問。
建議：
1.每個線上週次最好都有同步
教學，並且有互動(問/答)，或
回覆問題。每週次都截圖精彩
的互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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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雖然要求與課程主題相關，
還是可從時事以及補充教材當
中找適合的題材，帶領及時互
動。
3.不用擔心[積極]兩字，只要
老師帶頭發問，學生就會回應，
頂多動作慢一點。有時也有學
生積極發問，互動內容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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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教師實施固定的「線上辦
公室時間」，供學習者線上
與教師互動。

個人經驗：
1.如果習慣筆談，可以考慮將
4-4與4-5合併，用線上辦公室
做同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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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訂好談話時段表：
開學前在本校google drive設
好線上辦公室時段表，第一次
上課請同學根據已經填好的分
組表和序號，再到這裡填談話
時段。時段表連結路徑一樣放
在雲端學園課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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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學生一般專注能力，每次
筆談時間以20分鐘為一個時段。
4.每次人數建議不超過4人，可
以增加溝通討論品質。
5.與議題討論一樣，可事先預
備線上辦公室的材料(該週最核
心的概念、簡易問答等或議題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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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議每個遠距週次有線上辦
公室，每次至少3個時段，這
樣每週至少有1小時。(建議超
過1小時)
7.每次線上辦公室完畢，可到
[資訊區]-[討論室紀錄]做截圖。
一樣每個週次做個截圖，並且
是有互動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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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雖學期初已經填好分組和
線上辦公室時段。但同學平
時事情多，很容易忘記。建
議：

(1)配合學期總成績若干分數，
例如一次3分，再看表現情況
斟酌加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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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次上課(實體課)先帶
同學做設定，將學校與自己
常用的電郵連結。該週第一
天以及當天下午，請課助透
過雲端學園電郵通知。另外，
可以開line或臉書社團，對提
醒也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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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線上辦公室談話完畢且所
有人都離線，系統會自動做
談話記錄。日後就到[資訊
區]-[討論室紀錄]下載截圖

10.請使用雲端學園的線上辦
公室，不要用line取代，否則
後面要截圖舉證會非常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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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課程提供線上學習輔導人
員的服務。

這部分學校都會給課助，但一
定要在雲端學園登錄。平時可
以事先提醒同學上線，線上辦
公室進行時可以協助點名、或
幫老師提供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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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除了讓課助直接進入討
論區塊，顯示課助的名字在
討論室紀錄裡。平時跟系(中
心)索取學校聘請課助的契約
書或其他文件圖檔，作為佐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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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四的自評陳述（請就本自
評表未列但有助審查委員審查之項目
做說明）

這部分還是要寫，尤其是說明
線上辦公室內容帶有教學效果，
也屬教學的一環。另外，前面
4-1到4-6沒提到但自己有特別
設計的東西，可以在這邊強調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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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除規定的線上辦公室時
段，因應同學需求也彈性提供
其他時段(如期中、期末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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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5：同學互動
5-1非同步教學中，學習者之間
對於課程內容相關議題有充分
的交互討論。(充分與適當不同)

A+：非同步教學討論中，每個
議題相關討論達修課人數百分
之五十以上者。

本規定所寫交互討論之質與量，
申請者須提供佐證資料，以利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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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個議題相關討論達修課
人數百分之五十以上者。系
統在這部分無法自動處理，
要靠課助幫忙核算。

2.品質的部分就看老師如何
設定題目，例如可以要求同
學要先查過資料才有辦法表
達意見。可以有點小挑戰且
有發揮感想的餘地。

43



因為審查委員還是會看有沒
有一定的討論深度和份量。
建議：

(1)要求同學回應不要太簡略
(例如不到半行)，否則扣分。

(2)老師帶頭回應的東西就有
一點份量。

(3)期中之後要特別注意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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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教師於課程教學時，使用
合作學習策略。

A+：教師依課程性質適時且充
分採用合作學習策略。

本規定所寫合作學習策略，指
學生分組討論、合作專案研究、
或同儕互評等活動，申請者須
提供合作學習策略之佐證資料，
以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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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至少三種方式，例如：
1.以組為單位寫作業(一學期
至少1-2次)

2.議題討論以組為單位，成
員之間貼意見及回覆。

3.建立分組討論區(同步之用)
*其他：實體課現場分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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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學習者間以同步方式進行課
程內容相關議題討論時，有適
當互動。(適當與充分不同)

A+：學習者間以同步方式進行
課程議題討論，交互討論適當
且活絡。

1.學期初第一次上課請同學填
好分組表之後，隨後請課助照
表製作分組的討論區。組長就
選各組名單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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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提高分組討論區的使用率，
可以將討論紀錄與作業或議題
討論掛勾。例如規定至少1-2次
作業是分組撰寫，請同學將分
組討論的心得放到作業。作業
和分組討論都得分

3.這部分沒有明說至少幾組或每
組要有幾次討論紀錄。規範只
講要[適當且活絡]。50%的組有
紀錄且一人至少表達二行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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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如果line或FB也有他們自己
的討論圈，也是可以拿來補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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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課程建有班級同學的自我
介紹、電子信箱或個人網頁
等資訊。

這部分學校系統會自動將修課
同學名單匯入，並有其W-P的
連結，因此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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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教師應用學習者的學習歷
程紀錄做為評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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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定所寫學習歷程，指學習
者在學習過程中從事各項學習
活動所累積的成果，如對教材
瀏覽的時間次數、參與上課紀
錄、討論的發言、繳交的作業、
及測驗成績等，申請者須提供
相關之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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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各種直接或間接的學
習途徑都可以列入，並且在
第一次上課時公告同學，並
留下說明檔案，供同學參考。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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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的部分
1.閱讀教材的時數統計
2.參與議題討論
3.撰寫作業
4.線上辦公室
5.期中期末考
6.實體課勤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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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追加的部分
1.電郵、簡訊等通訊討論
2.小組合作撰寫作業
3.善加利用各組討論室
4.填寫期中期末課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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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撥冗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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