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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目的 

 

為鼓勵所有老師自己製作數位教材，不但可以完整的表達教學

內容，也可依老師個人教學方式而有不同的呈現，但老師平日

課務繁忙，加上製作多媒體的軟體眾多，規格不一，即使製作

出精美且具學習成效的多媒體教材，也會因種種限制無法將之

轉成數位教材放在網路上供學生進行學習。 

為此，將規劃推動「自製教材大師工作坊」研習，以具整合性

的軟體，整合多數多媒體素材，將之轉化為數位教材，提昇本

校教師教學品質及增進教學及學生學習效果。 

 

 

二、執行策略 

(一) 辦理校內教師專業數位教材自製研習課程，協助教師提升

其自製教材能力及素養。 

(二) 舉辦自製教材大師工作坊 說明會，邀請巨匠講師劉文達老

師為教師實際操作示範，讓教師實際使用及培養技巧。 

(三) 提供教師從事教學改進、創新教學方式、製作與研究教材

及教學輔助媒介，利用教材自製工具，創新教學與課程內

涵，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四) 建置數位教材製作整合服務，開發後製教材自製化和課程

出版自製化之功能，包括影音之錄製自製化功能，加快課

程出版速度，方便學生線上複習，增加學習效率 

 



 

三、簽辦公文 



 

四、活動計畫 

自製教材大師工作坊 

壹、 目的： 

為鼓勵所有老師自己製作數位教材，不但可以完整的表達教學

內容，也可依老師個人教學方式而有不同的呈現，但老師平日

課務繁忙，加上製作多媒體的軟體眾多，規格不一，即使製作

出精美且具學習成效的多媒體教材，也會因種種限制無法將之

轉成數位教材放在網路上供學生進行學習。 

為此，將規劃推動「自製教材大師工作坊」研習，以具整合性

的軟體，整合多數多媒體素材，將之轉化為數位教材，提昇本

校教師教學品質及增進教學及學生學習效果。 

 

貳、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職司、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 

二、 主辦單位：德霖技術學院 

三、 協辦單位：德霖技術學院教學資源中心、資圖中心 

 

參、 活動時間： 

          100 年 2 月 15 日至 100 年 2 月 18 日 

           (星期二至五) 09：00-16：00 

 

肆、 研習地點： 

德霖技術學院（台北縣土城市青雲路 380 巷 1 號） 

堉琪樓 4 樓 YC4F03 教室 

 

伍、 參加對象： 

     北區聯盟學校教師(共 50 名)，額滿為止。  

 

陸、 報名方式： 

即日起於 100 年 1 月 28 日止，採線上報名，網址：

http://www.ctle.ntut.edu.tw/public/toFrontPage.do 

若開車前往，請報名時列印通行證。 

聯絡人：陳嬿伊小姐、電話：02-22733567#536。 

 

柒、 備註： 

一、 本校車位有限，請響應共乘或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至本



 
校。 若要自行開車前往，請下載汽機車通行貴賓證，憑證入

校。 

二、 響應節能減碳，請自備環保杯。 

三、 中午備有餐點，如有素食者，請於報名時在備註欄位註

明，謝謝。 

 
捌、 議程表： 

專業證照教師研習營  

上課時間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目錄 

第一天 

2/15 

(二) 

09：00~09：20 報到 

課程研習 

09：20~09：30 開場-引言 

09：30~10：40 數位教材基本認識 80分鐘 

10：40~10：50 休息 10分鐘 

10：50~12：00 教育部品質認證介紹 70分鐘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10 自製教材大師簡介 70分鐘 

14：10~14：30 休息/茶點時間 20分鐘 

14：30~15：50 自製教材大師簡介 80分鐘 

15：50~16：00 Q&A 10分鐘 

第二天 

2/16 

(三) 

09：20~09：30 報到 

09：30~10：40 自製教材大師實作 80分鐘 

10：40~10：50 休息 10分鐘 

10：50~12：00 自製教材大師實作 70分鐘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10 課程簡報發展要領 70分鐘 

14：10~14：30 休息/茶點時間 20分鐘 

14：30~15：50 課程簡報發展要領 80分鐘 

15：50~16：00 Q&A 10分鐘 

第三天 
09：20~09：30 報到 

09：30~10：40 課程內容製作 80分鐘 



 

2/17 

 (四) 

10：40~10：50 休息 10分鐘 

10：50~12：00 課程內容製作 70分鐘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10 影片素材製作 70分鐘 

14：10~14：30 休息/茶點時間 20分鐘 

14：30~15：50 影片素材製作 80分鐘 

15：50~16：00 Q&A 10分鐘 

第四天 

2/18 

 (五) 

09：20~09：30 報到 

09：30~10：40 課程內容製作 80分鐘 

10：40~10：50 休息 10分鐘 

10：50~12：00 課程內容製作 70分鐘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10 影片素材製作 70分鐘 

14：10~14：30 休息/茶點時間 20分鐘 

14：30~15：50 影片素材製作 80分鐘 

15：50~16：00 Q&A 10分鐘 

 



 

五、活動紀要 

計畫分項： 5-3-A-d 數位教材認證說明 

活動名稱： 自製教材大師工作坊 

主辦學校： 德霖技術學院 

協辦學校： 所有夥伴學校 

配合學校： 所有夥伴學校 

舉辦時間： 100 年 2 月 15 日至 100 年 2 月 18 日 

(星期二至五) 上午 09：00-16：00 

舉辦地點： 德霖技術學院 堉琪樓 4 樓 YC4F03 教室 

聯 絡 人： 專任助理 陳嬿伊 

聯絡電話： （02）2273-3567 轉 536 

活動紀要： 

教育部積極推動「自製教材」，鼓勵所有老師自己製作數位教材，不

但可以完整的表達教學內容，也可依老師個人教學方式而有不同的呈

現，但老師平日課務繁忙，加上製作多媒體的軟體眾多，規格不一，即

使製作出精美且具學習成效的多媒體教材，也會因種種限制無法將之轉

成數位教材放在網路上供學生進行學習。 

為此，規劃推動「自製教材大師工作坊」研習課程，以具整合性的

軟體，整合多數多媒體素材，將之轉化為數位教材，不浪費老師所學習

的任一套軟體功力，可激發出多樣的數位教材內容，以此建構本校教材

數位化架構體系，提昇本校教師以及聯盟學校教師教學品質及增進資源

共享與交流。本活動邀請巨匠電腦劉文達講師進行四天的教育順練課

程，本次報名活動踴躍，參與教師一致認為本次研習認證預期成效相當

良好，令人受益良多，我們主辦學校收到許多教師熱烈的迴響，希望在

後續認證研習上多加開場次，受益更多的教師，提升教師教學之品質，

定持續導入新興數位科技，使教學更活潑更生動，進而引發學生學習興

趣。 



 

六、活動照片 

 

 

 

 
 
 
 
 
 

 

 

 

 

 

 

 

 

 

 

 

 

 

 
活動海報 

 

活動簽到處 

 
中場休息時間 

 

Q&A 時間 

 

教師實機操作 

 
資圖中心高玉馨主任開場 



 

七、人數統計 

 



 

 

八、活動海報 



 

九、問卷調查 

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回饋表 

自製教材大師工作坊之回饋意見進行問卷統計分析，參與者 58 人，

問卷發出 58 份，回收 58 份，回收率 100%，其分析結果如表所列： 

表 1 演講者回饋結果分析 

問卷題項 
平均分數 

(同意程度) 
平均滿意度 

ㄧ、研討會主題： 

 1、您對本次演講主題安排之滿意程度：                    4.73 

4.72 
 2、您對本次演講內容感覺收穫很多之滿意程度：              4.58 

 3、您對本次演講者整體表現之滿意程度：                         4.84 

 4、您認為本次演講具有啟發性之滿意程度：                      4.76 

二、研討會整體安排： 

 5、您覺得研討會議程時間安排之滿意程度：                     4.76 

4.72 

 6、您覺得研討會場地安排：                                     4.51 

 7、您覺得研討會茶敘安排：                                    4.79 

 8、您覺得研討手冊內容編輯：                                  4.75 

 9、您覺得研討會會務人員的服務熱忱：                          4.82 

10、您覺得研討會整體過程之滿意程度：                          4.76 

註：1為非常不滿意、2為不滿意、3為尚可、4為滿意、5為非常滿意 

圖 1 各題號之平均滿意度 

 

整體而言，對於講座之滿意度，教師最滿意的部分依序為：對「演講

者整體表現」、「研討會會務人員的服務熱忱」及「研討會茶敘」。 

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