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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學習平台– iLMS 

正修科技大學iLMS行動學習平台 是圖資處特
別為了全校師生所委外開發的數位學習與知識
管理平台，它同時整合線上課程、社群經營、
學習歷程與部落格。 

希望透過簡潔的使用者介面，讓老師與同學輕
鬆上手，並享受其中帶來的便利性與學習成效。 



101學年度上學期              (至10月27日) 

學院 開課數 上網數 百分比 

工學院 1412 483 34% 

管理學院 2104 899 43% 

生活創意學院 708 316 45% 

通識中心 211 111 53% 

師培中心 23 2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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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輔助完整 (LMS首頁右下角) 



iLMS 服務窗口 

 iLMS 現場教學服務時段 
 時段：每週三下午(PM14：00~PM17：00) 

            每週五上午(AM09：30~PM12：00) 
授課教師：方素真老師 

 地點：數位影音資源室(11-0507) 
 分機：8285 
 

 iLMS平台管理者: 葉家綸  分機2755 
 



 iLMS 小秘書 

熱忱的服務團隊(左起) 
林進益秘書/蔡俊彥副處長
/施文玲處長/蔡侑峻組長
/方素貞老師/ 
4位iLMS小助理 
 



專業的設備 



教育訓練課程 



101上學期獎勵活動 – 熱門課程 



[問卷前測] 
教學回饋意見調查 

101學年開始將期中教學回饋意
見調查問卷新增於行動學習平台
中供老師運用，請老師紙本與平
台兩者擇一即可，問卷完成後請
老師自行留存參考。(擇一班級) 

期末教學評量第11週開始實施於
訊息網平台, 全校同學需完成所
修科目! 
 

如未完成, 會影響選課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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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鳥先飛 – 我的iLMS平台經驗 

 教材數位化:  
 office文件、html網頁、pdf格式、… 
 影音教材:使用 PowerCam 錄製 

 數位教材上網:  
 iLMS教材上傳 
 外部連結  

 E 化課程  
 影音數位教材+班級經營 



特色 

 課程以學期分類方便管理及查詢 。 
 整合參與的課程及社群資訊於單一頁面，
方便獲得最新消息 。 

 行事曆及課表可以有效掌握重要事件。 
 課程中撰寫的筆記自動分享於部落格中，
輕鬆累積與分享學習成果 。(業師) 

 可自訂版面樣式，打造個人化的頁面 。 



使用心得 

 教材上網變得比較容易。 
 E化課程的版面編輯介面簡單易懂。 
 教材重覆使用變簡單了。 
 班級經營:  

 發佈與連絡 (導師班) 
 行事曆 
 作業、測驗與問卷(統計與催缺) 

 (教學品保) 學校幫我保存課程資料 
 

 
 



http://ilms.csu.edu.tw/ 右上角 登入 

http://ilms.csu.edu.tw/�


登入 iLMS 系統 

帳號: 職工編號 
密碼: 身份證號最後五碼 





 
進入系統後的第一件事 
編輯個人資訊 

密碼/E-mail信箱/個人照片 



左下角 個人檔案[編輯] 



個人資訊編輯視窗 

導師福音: 
可要求學生更
改成常用信箱, 
可以很方便的
與同學聯絡 



修改密碼 

個人建議
和訊息網
密碼相同 



[通知全班]  進入課程後, 在公告或
活動發佈時  勾選寄信通知 



系統通知會發送到指定的信箱 

透過系統信箱發佈的電
子郵件通知 



[通知部份同學]  進入課程後, 點選左
下角的成員 勾選要寄發通知的同學 

1 

2 

3 



 
課程數位教材上網 
管理「我的課程 」中數位教材 

課程活動/上課教材/課程整理 



我的課程 

 由校務系統轉檔 
 被指定為助教 



課程功能管理畫面 



課程設定 
教授兩班同一課程 

可以輸入班級來加以區別 
 



課程上網 

教學評量標準表 T1 教學準備與實施 
T1-1教材上網每門+2分，最高+6分。 
教材均未上網-3分。 
 



課程上網的步驟 

1. 先將要上網的課程資料(如: ppt、pdf、
doc、…檔案)製作完成 
pdf轉檔軟體圖資處已購買全校授權 

2. 將完成的課程資料上傳到iLMS平台 
 上課教材, 方便統計 
 檔案庫, 個人的網路硬碟 

3. 以課堂整理或課程活動建立課程網頁, 將
完成的課程資料呈現 
 



數位教材要放在哪裏? 

如果您教材準備好了, 但還沒有想好怎麼做
課程網頁! 

 教材上傳 

如果您習慣一邊做教材網頁, 一邊將教材放
上去! 

 課程活動 



數位教材的放置 

上課教材和課
程活動中的新
增教材相同 



上課教材(人氣/討論情形統計) 

新增教材由此進入 



閱讀記錄 



利用[課程活動] 建立教學網頁 

利用課程活動來
建立課程網站 



利用新增活動加入課程進度 



複製活動 
重複使用以前建立的課程活動 

1 

2 

3 



 
調整課程活動順序 



利用 [課堂整理]建立教學網頁 

利用課堂整理來
建立課程網站 



課堂整理工具 

選擇新增分類建
立一個節點 

找到已經建立的課程, 
利用複製到功能將課
程複製到新的課程中 



課堂整理的全版顯示畫面 



[課堂整理] 
複製已經上網的課程 

1. 先找到已經上網的資料 
2. 選擇要複製到的課程與節點 
 



找到要複製的教材 

找到要複製過
來的節點, 按右
鍵選複製到 



選擇到複製到哪裏 



複製的過程 



班級經營 

數位化
教材 

班級 
經營 

E化 
課程 



班級經營相關功能 



善用課程行事曆-- 總行事曆 



單一門課程行事曆 



線上測驗的統計 



線上測驗的統計-- 成績評分表 



線上測驗的統計-- 未填寫催收 



線上測驗的答題統計功能 



成績管理 

作業+測驗+其他=學期成績 
無限定總分上限 



成績計算 



成績管理 (非100%) 



成績管理的兩種方式 



報告完畢, 謝謝您的聆聽! 

歡迎各位師長有任何需求或問題, 請不吝指教! 
10月31日(三)還有一場教育訓練, 有興趣的師長可

以先到圖資處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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