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務處因應疫情遠距教學公告 

Announcement of distance learning courses adjustment  

By NFU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2021/5/15 

 

                                             發布日期 :110 年 5 月 15 日 

一、因應 5 月 15 日疫情發展警戒再次提升，自 5 月 17 日至 5 月 30 日全校所有課程改採遠距教學

(同步或非同步)或復課後補課(學期中或暑期) 

Due to that COVID-19 spreading is getting worse on May 15, 2021, all courses in NFU during May 

17 till May 30 are either taking distance learning (synchronous or asynchronous) via e-Campus or 

taking make-up lessons after classroom learning re-initiation (in the rest of this semester or in the 

summer). 

 

二、請教師將實施方式公告於 e-Campus，讓修課學生了解實施方式，亦請同學注意 e-Campus 的資

訊。 

All instructors should announce their ways of teaching adjustment (distance/make-up) on e-Campus 

to inform all course-taking students. Also all stud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on course adjustment 

information from e-Campus. 
三、無法採遠距教學或有困難之課程，如實習課、實驗課、實作課、服務學習等相關課程，得在復

課後，利用學期中或延至暑假以實體授課進行補課。 

For those courses which cannot process in distance learning, e.g., practice class, experiment course, 
practical lesson, physical education,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instructors should give make-up lessons 
after classroom learning re-initiation (in the rest of this semester or in the summer). 

四、遠距教學相關軟體與系統操作說明檔與影音檔，請下載(https://nfucc.nfu.edu.tw/?p=18485) 

參考。相關遠距教學資源請參考附件一。教師亦可自行選用熟悉的通訊軟體或直播平台進行遠

距教學。 

Instructions (document/video) on software/system manual for distance learning are available at 
(https://nfucc.nfu.edu.tw/?p=18485). See appendix 1 for other resources about distance learning. 
Instructors may also use their own systems to do distance teaching. 

五、第二期普通教室 4 間配置 DV 錄影設備，提供教師錄製非同步教材。(若有使用需求，請聯繫

教學業務組王先生/電話：631-5243) 

At classroom building 2, there are 4 classrooms equipped with DV systems for instructors who take 
asynchronous distance learning. (Contact Mr. Wang via phone 631-5243) 

六、第二期普通教室 8間配置 WebCAM 設備，提供教師同步遠距教學主播端使用。(若有使用需求，

請聯繫教學業務組王先生/電話：631-5243) 

At classroom building 2, there are 8 classrooms equipped with WebCAM systems for instructors who 
take synchronous distance learning. (Contact Mr. Wang via phone 631-5243) 

七、教發中心將於 5 月 17 日(星期一)舉辦四場次教師舉辦遠距教學訓練課程，教育訓練地點於資

訊大樓二樓 AIA2050 教室；第一場 9:00-10:00、第二場 10:30-11:30、第三場 13:30-14:30、

第四場 15:00-16:00。(相關資訊請聯繫教學發展中心陳先生/電話:05-6315925 或電算中心許



先生/電話:05-6315066) 

On May 17, there will be 4 training sessions on distance learning for instructors (by teaching & 
learning development center). The location is at information building AIA2050, session one 9:00-
10:00, session two 10:30-11:30, session three 13:30-14:30, session four 15:00-16:00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T&L Center Mr. Chen/phone 63115925 or Computer Center Mr.Hsu/phone 
6315066) 

八、同學在這段時間儘量不外出，在家裡或宿舍使用電腦或手機進行遠距教學(同步或非同步)，若

回家之同學也請儘量待在家中不要外出。 

All students should avoid all unnecessary going out, and use computers/smart phone for distance 
learning. 

九、依據 5 月 15 日行政院蘇院長宣佈，雙北市疫情警戒提升至第三級（雙北市以外都屬第二級），

本校為確保教職員工生安全，處於第二、三級之學生已回雙北市者，建議暫時不返校，其餘者

建議不往北移動。 

According to the May 15 announcement by Executive Yuan, Taipei city and New Taipei city are both 
on level 3. For those teachers/staff/students who are visiting these two areas, we strongly suggest that 
please stay there and do not move back to NFU temporarily. For those who plan to visit these two 
areas, please change your travel plan and do not visit there areas. 

十、二週後學校將依疫情發展趨勢，CDC指揮中心與教育部公告，隨時公告各項停課、復課…等

授課措施，並請各位老師隨時注意教務處公告。 

In two weeks NFU will follow the announcement from CDC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make 
course adjustment, all instructors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new announcement from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十一、 遠距教學相關問題詢問單位如下： 

l 遠距教學實務演練相關軟體與系統操作問題:教學發展中心陳先生，電話:05-6315925 

Distance learning software and system operation problem, please contact T&L Center Mr. 

Chen/phone 6315925 

l 相關軟體與系統技術問題:電算中心許先生，電話:05-6315066 

Software and system technical problem: Computer Center Mr. Hsu/phone 6315066 

l 課程資訊詢問單位:教學業務組 

Cours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Academic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楊先生，電話:05-6315112(管理學院各系所、飛機工程系、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林小姐，

電話:05-6315113(文理學院各系所、機電輔系、車輛工程系、通識中心、 語言中心) 王

小姐，電話:05-6315114(電資學院各系所、自動化系、動機系、機械設計系、軍 訓室、

體育室) 

 



附件一、遠距教學軟體資源 

同步遠距教學建議軟體： 

軟體名稱 會議數 人數/時間 使用說明 

E3 教學平台 (Adobe 

Connect) 

現有 20 間 

 

100人/不限 eCampus 教學平台內當期課程「遠距

教學工作坊」有使用說明 

Google Meet 

https://meet.google.com/ 

不限 300人/不限 

(6 月底之前) 

100人/不限 

1.eCampus 教學平台內當期課程「遠距

教學工作坊」有使用說明

2.https://reurl.cc/MvZkAm 

非同步教學建議軟體： 

軟體名稱 形式 使用說明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6 以上版本 

將電腦桌面螢幕錄影檔上傳

至 eCampus 教學平台教材管

理區 

1.eCampus 教學平台內當期課程「遠距

教學工作坊」有使用說明 

2.https://reurl.cc/j7qg7q 

E3 教學平台 (Adobe 

Connect) 

將教學錄影檔上傳至

eCampus 教學平台教材管理

區 

eCampus 教學平台內當期課程「遠距

教學工作坊」有使用說明 

Google Meet 

https://meet.google.com/ 

將會議錄影檔上傳至

eCampus 教學平台教材管理

區 

1.eCampus 教學平台內當期課程「遠距

教學工作坊」有使用說明

2.https://reurl.cc/MvZkAm 

 

	  



附件二：常見問題 Q&A 說明 

編號 問題 答覆說明 

1.  因防疫需求停課時，是否一

定需要採用遠距教學(同步

或非同步)？ 

1. 教師可以選擇採取遠距教學(同步或非同步)，無法採

遠距教學之課程得採復課後補課(學期中或暑期)。 

2. 實施方式請事先與學生說明與充分溝通。 

2.  若採用遠距教學(同步或非

同步)，學校是否有提供相關

資源協助？ 

相關遠距教學資源(含建議軟體與使用說明教學)請參考附

件二。 

3.  E3 教 學 平 台  (Adobe 

Connect)與 Google Meet是

否有使用限制？ 

1. E3 的同步教學(Adobe Connect)採預約制，同一時間

可以支援 20門課(會議)，每門課可以容納 100人連

線。 

2. Google Meet 需 使 用  Google 校 園 帳 號 

@gs.nfu.edu.tw 開啟會議，每個會議可以容納 100人

連線，每位老師都可以開遠距會議。建議老師可以搭

配 Google 日曆功能，新增一個遠距課程行程，將全

班同學 E-mail 複製到「參與人員」，邀請全班同學加

入該會議，並且可以開啟錄影功能。 

4.  是否需要進行遠距教學(同

步或非同步)演練？ 

建議實施遠距教學前，若有需要可依去年進行演練之程序

進行相關軟硬體模擬演練測試與評估實施方式，相關演練

建議程序如附件三。 

5.  欲使用 Google Meet 軟體，

但 無 Google 校 園 帳 號 

@gs.nfu.edu.tw，請問該如何

處理？ 

1. 如果老師之前沒有申請非公務用電子信箱帳號，請至電

算中心下載申請表單申請 Gmail非公務用信箱，例如：

xxx@gs.nfu.edu.tw。 

2. 學校首頁->使用者入口列(點選「教師」)->行政資源

(點選「虎科大 Gmail非公務用信箱入口(申請表)」)-

>下載 IMS-P-013-01(資通系統使用權限申請單) 

6.  是否可以用其他軟體來進行

遠距教學，例如：Line 或

Facebook FB 聊天室？ 

老師可以選擇合適的軟體，但建議須支援錄影、留存學生

參與紀錄，並且可以容易掌握學生出席狀況，以維持教學

品質與提供未來稽核。 

7.  成績繳交期限是否可延後？ 未來學校將依疫情發展趨勢，調整課程結束與成績繳交期

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