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05 年 08 月成果報告
美和學校

學校名稱：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計畫名稱：主軸計畫 C-1 協助高中職精進優質化
活動名稱：創意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製作暨數位教材開發工作坊
活動日期：105.08.22 ~ 105.08.24
主軸編號
□A-1 深化一雲多螢教與學平台
□A-2 深植學生學習成效
□A-3 激勵培訓發展效能
□A-4 推動校園國際化
□A-5 強健區域圖書資源共享
□B-1 強健教學增能學校教學品質
□B-2 躍升專科學校教學品質
■C-1 推動高中職優質化
□C-2 分享交流教學資源
□D-1 建置三創培育加值機制
□D-2 連結產官學深耕產學合作

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成果報告
主軸計畫

C-1 推動高中職優質化

主辦學校

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承辦學校

美和學校
美和科技大學
財團法人

協辦學校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會議/活動名稱

創意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製作暨數位教材開發工作坊

舉辦時間

105.08.22 至 105.08.24

舉辦地點

美和科技大學 東區商學大樓 E506 多媒體教室

參與人數

承辦學校： 28 人

夥伴學校： 28 人 其他：____人

滿意度(最高 5 分) 4.50 分
跨校參與率%
活動聯絡人

50%
陶志行 08-7799821 分機 8672

活 動 紀 要
一、會議/活動目的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於 105 年度獲得教育部技職校院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三期獎勵大學卓越計畫主軸 C-1 高職優質化-媒合技專校院分
組輔導(組隊輔導高中職)辦理教師專業發展構面之經費補助，計畫名稱「創意互動式多
媒體電子書製作暨數位教材開發工作坊」活動（以下簡稱本計畫活動），舉辦時間為 105
年 08 月 22 日至 105 年 08 月 24。
閱讀在人類的生活中是獲得資訊的重要過程，隨著電腦、網路科技的進步，網路閱
讀已大量取代紙本閱讀的習慣，書本不再只以單純紙本形式呈現，而近幾年來又因為顯
示媒體的技術突破，加上美國亞馬遜因配合平台的附加價值造成電子書閱讀器的熱賣，
電子書可說是為全球數位內容產業帶起另一波市場熱潮。近年來電子書的興起而逐漸改
變使用者的學習方式、消費模式，可見隨著技術的發展與內容提供的增加，使得電子書
對使用者生活的影響逐漸加深，有鑑於此，透過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的補助，結合美
和科大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製作教學資源，在南台灣辦理高中職教師「創意互動式多媒
體電子書製作暨數位教材開發工作坊」活動，期能為多媒體基礎教育紮根進一分心力，
進而精進高中職多媒體電子書製作教學發展。
本計畫活動旨在提供高中職教師對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製作應用軟體工具認識、創
意教學技巧與教學經驗分享等，提升高中職教師對電子書製作專業成長及教學品質，進
而達成高中職優質化目標。

二、會議/活動議程（流程表）
電子書發展隨著資訊科技進步，近年來各式編輯軟體如雨後春筍般開發出來，功
能、品質以及價格不一，承辦單位特別訪查坊間各種電子書開發工具，評估其功能性、
操作性以及性價比，篩選三種電子書開發工具，各家產品各有其特色，但也有其功能應
用上的限制，本次活動均聘請該電子書開發商之原廠業界專家擔任講師，期能讓所有參
加學員認識及瞭解電子書開發工具的優缺點及其應用特色所在，進而激發創意，以最快
的速度設計製作出生動活潑之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工作坊活動內容如流程表所示：
日

期

08 月 22 日
(星期一)

時

間

工

作

坊

內

容

大

綱

講師/
主持人

電子書暨行動學習發展趨勢
原廠專業
09:00 ~ 10:30 SimMAGIC eBook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特色
師資
暨應用實例展示

10:30 ~ 10:50 茶敘及交流
10:50 ~ 12:20

SimMAGIC eBook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
編輯操作教學

12:20 ~ 13:50 午餐
13:50 ~ 15:20

SimMAGIC eBook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
創意製作

15:20 ~ 15:40 茶敘及交流
15:40 ~ 17:10
17:10
09:00 ~ 10:30

SimMAGIC eBook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
實作練習

系主任
苑梅俊

賦歸
Smart APP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特色
暨應用實例展示

10:30 ~ 10:50 茶敘及交流
10:50 ~ 12:20
08 月 23 日
(星期二)

Smart APP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
編輯操作教學

原廠專業
師資

12:20 ~ 13:50 午餐
13:50 ~ 15:20 Smart APP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創意製作
15:20 ~ 15:40 茶敘及交流
15:40 ~ 17:10 Smart APP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實作練習
17:10
09:00 ~ 10:30

賦歸
Finder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特色
暨應用實例展示

10:30 ~ 10:50 茶敘及交流
10:50 ~ 12:20 Finder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編輯操作教學
08 月 24 日
(星期三)

系主任
苑梅俊

原廠專業
師資

12:20 ~ 13:50 午餐
13:50 ~ 15:20 Finder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創意製作
15:20 ~ 15:40 茶敘及交流
15:40 ~ 17:10 Finder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實作練習
17:10

賦歸

系主任
苑梅俊

三、會議/活動概況
「教學策略與方法」研究顯示教師在習得更多的專業知識與技術之後，他們會尋求
最佳的方法把知識及技術傳授給學生。簡言之，促使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的最大誘因是專
業學科知能，因此學校必須對教師專業教學之需求，主動規劃教師成長活動與在職進
修，鼓勵教師主動參加，進而提昇教學品質建立學校發展特色。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
域教學資源中心第三期獎勵大學卓越計畫主軸 C-1 高職優質化 - 媒合技專校院分組
輔導(組隊輔導高中職)計畫即是整合技職校院資源在課程與教學、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持續強化高中職學生專業技術、E 化平台以及學生生涯發展等構面給予高中職學校協助
與輔導，以達成高中職優質化之目標。
本次工作坊活動透過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的補助，結合美和科大互動式多媒體電
子書製作教學資源，在南台灣辦理高中職教師「創意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製作暨數位教
材開發工作坊」活動，視電子書應用之不同而使用適當的開發工具激發創意作品的觀念
切入，三天活動，每天認識及操作一種開發工具，讓參與學員瞭解開發工具的應用特性
以及操作方式的異同。活動期間，第一天及第三天議程主題，因配合原廠講師的時間進
行互調調整外，所有議程均按表操課。第一天使用 Finder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編輯軟體
開發工具進行操作、製作演練；第二天使用 Smart APP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編輯軟體開
發工具進行操作、製作演練；最後一天怎使用 SimMAGIC eBook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
編輯軟體開發工具進行操作、製作演練，三天下來的學習收獲豐盛。
此外，活動承辦人自 3 月份起，即規劃 SimMAGIC eBook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製
作素材、教材與錄製 24 單元、10° 34’ 13” 長度之數位教學影片(詳如附件 SimMAGIC
eBook 電子書製作教學影片清單)，配合自行開發之練習素材，做為後續新進接觸互動式
多媒體電子書製作成員之教育訓練數位學習教材，既能推廣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製作教
育，並符合無紙化減用紙本書環保精神，為身為地球公民保護及珍惜地球資源盡一分心
力。

四、學員參與之滿意度狀況
本次「創意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製作暨數位教材開發工作坊」活動期程共計三天，
計有高中職夥伴學校 10 校 28 位教師，本校 16 位教師及 12 位學生 (合計 56 人)
參與本次活動；整體滿意度為 4.50 分。

五、檢討建議
本次「創意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製作暨數位教材開發工作坊」活動共計三天，活動
對象主要以高中職與技職院校之資料處理、資訊、多媒體相關科系教師為主，計有高中
職 10 校 28 位教師、科大教師 1 校 15 位教師、1 位行政人員以及 12 位學生(合計

56 人)參與本次活動，此次活動製作 SimMAGIC eBook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製作素材、
教材與錄製 24 單元、10° 34’ 13” 長度之數位教學影片(詳如附件 SimMAGIC eBook 電子
書製作教學影片清單)，可供高中職教師及學生操作參考之用。活動之滿意度為 4.50，
顯示學員對本次創意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製作暨數位教材開發工作坊的肯定。
本計畫為四年期之第四年計畫之一部份，四年來多媒體應用技術。無論是 2D/3D 動
畫或是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的製作開發工具均有大幅進步，尤其是虛擬時境(VR)、擴增
實境(AR)已廣泛融入日常生活應用之中，未來希望還有類似計畫持續將多媒體教育持續
推廣，甚至不局限在高中職的推廣，應該廣推至任一階層才是。

六、會議/活動剪影

活 動 花 絮

活動說明：簽到

活動說明：介紹講師

活動說明：介紹講師

活動說明：研習內容畫面

活動說明：原廠專業講師上課情形

活動說明：原廠專業講師上課情形

活動說明：上課情形

活動說明：操作練習指導

活動說明：操作練習指導

活動說明：討論

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平均滿意度統計結果表
一、總平均分數： 4.50
二、每組平均分數與每小題平均分數(計算至小數第二位)
A.研習內容規劃

4.54

C.學員自我幫助

4.58

1.研習所欲達成之目標明確

4.84

1.有增進我現有的知識與進一步的瞭解

4.68

2.研習時數安排

4.18

2.對於教師專業成長有所幫助

4.66

3.研習內容規劃與個人需求之契合

4.36

3.對於教學資源發展有所幫助

4.45

4.研習辦理方式

4.70

4.對於日後的教學工作有所幫助

4.55

5.整體而言，此活動提供之資料有參考價值

4.61

5.整體而言，此研習對我有實質的幫助

4.55

B.講師授課情形

4.48

D.服務品質

4.43

1.講師授課內容充實性與教材設計

4.61

1.活動前的聯繫

4.25

2.講師與學員有互動及回應

4.52

2.場地空間感受

4.64

3.講師表達清晰，有實例佐證容易瞭解

4.09

3.活動教學設備

4.63

4.講師的授課能引導我修正觀念

4.66

4.活動工作人員的服務與態度

4.18

5.整體而言，對於講師整體授課的方式與內容

4.50

5.整體而言，對此研習的整體滿意度

4.43

三、學員基本資料統計
職稱：1.學生 12 人（21.4％）

2.職員 1 人（1.7％）

3.教師 43 人（62.5％）

4.其他 0 人（0.0％）

學校：1.本次承辦學校 28 人（50.0％）
3.南資中心夥伴學校 0 人（0.0％）

2.本次協辦學校 0 人（0.0％）
4.其他 28 人（50.0％）

附件
SimMAGIC eBook 電子書製作教學影片清單
教

學

影

片 內

容

影片長度

雲端連結網址

01-SimMAGIC eBook 互動式多媒體
電子書編輯軟體功能介紹-01

00°17’38”

https://goo.gl/1v2GlI

02-SimMAGIC eBook 互動式多媒體
電子書編輯軟體功能介紹-02

00°27’40”

https://goo.gl/gjE92w

03-SimMAGIC eBook 互動式多媒體
電子書編輯軟體功能介紹-03

00°08’27”

https://goo.gl/ewZfPw

04-SimMAGIC eBook 互動式多媒體
電子書編輯軟體安裝與編輯環境

00°29’42”

https://goo.gl/5dZX7C

05-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 Demo-前言

00°02’10”

https://goo.gl/eLVlBZ

06-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 Demo
-四大程序說明

00°10’00”

https://goo.gl/jKkRVD

07-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 Demo
-四大程序展示

00°15’38”

https://goo.gl/YegdTT

08-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 Demo
-多媒體功能展示

00°27’22” https://goo.gl/PMQaG8

09-電子書編輯操作-新增電子書

00°23’17”

https://goo.gl/Hrg8G2

10-電子書編輯操作-四大程序

00°16’48”

https://goo.gl/mSJuAi

11-電子書編輯操作-選擇程序

00°55’22”

https://goo.gl/nCPxgg

12-電子書編輯操作-畫面點選程序

00°52’29”

https://goo.gl/ti3BbA

13-電子書編輯操作-滑鼠移動程序

01°05’37” https://goo.gl/AM4RDI

14-電子書編輯操作-輸入程序

00°22’34” https://goo.gl/mTVmLm

15-電子書編輯操作-插入影片

00°25’02” https://goo.gl/EksEGm

16-電子書編輯操作-遮罩貼紙

00°13’29”

https://goo.gl/bynCEJ

17-電子書編輯操作-360 度圖片旋轉

00°28’21”

https://goo.gl/1BdoH8

教

學

影

片 內

容

影片長度

雲端連結網址

18-電子書編輯操作-塗抹物件

00°18’33”

https://goo.gl/Vsrw99

19-電子書編輯操作-動態播放

00°51’31” https://goo.gl/MpXW8f

20-電子書編輯操作-另開附件-插入音檔

00°23’22”

https://goo.gl/QttJRp

21-電子書編輯操作-附件圖影定位

00°41’43”

https://goo.gl/Jzejuj

22-電子書編輯操作-輔助彈跳視窗

00°52’16”

https://goo.gl/zKKv0y

23-上傳電子書至發佈平台

00°44’18”

http://goo.gl/3Yb2Fn

24-使用美和資管 eBook App 下載電子書 00°20’54”

http://goo.gl/aAY9Y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