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望愛文教基金會 
數位學習平台實驗計畫 
平台及教材上傳功能說明 



分享綱要 
  
A. 數位學習平台實驗計畫說明 
 
B.  Learn Mode 平台介紹 
    1.Learn Mode平台結構/功能說明 

      2.Textbook、Course 、 
         Practice Apps功能介紹 
      3.Learn Mode Apps &  
         教學相關 app說明 
 

C.  維修及遺失賠償 
        1.維修相關程序 

            2.遺失賠償 
 

       

 

       D.  計畫實施相關 
            1.學校責任與義務 

                 2.他校教師使用分享 
 

       E.  Textbook教材上傳後台說明 
                1.帳號管理 
                2.教材上傳&派發 
                3.書籍註解管理 

 





Step1. 開機後，點選「設定」 Step2. 點選「無線與網路」 
「Wi-Fi」打V「選擇可用wifi」 
  Flyer 



Step3. 輸入密碼後，點選「連線」。 Step4. 出現「已連線」， 
代表連線完成。 



 A. 信望愛基金會 數位學習平台實驗計畫 

 ①    捐贈與發起者：信望愛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王雪紅女士)。 
 
 ②    捐贈對象： 學校；由學校提供 
                              各高中一年級師生。 
 
 ③    設立理念：以科技提供教育機構師生更加 
         豐沛的數位化資源、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 
         及動機、培養台灣創新人才。 
 
 ④    捐贈資源：hTC Flyer 平板電腦、Learn             
          Mode數位教學平台、授權內容(教科書、 
        題庫與教學影片)、教學app 、教師課間服務。 



Learn Mode學習模式 
（封閉式學習系統，由基金會自行研發） 

textbook 
共筆系統 

知識學力 
檢測系統 

師生問答 
互動介面 

學生留言 
管理系統 

點數徽章 
獎勵系統 

1 2 3 4 5 

軟體套裝共20餘組App；自選安裝Whitelist App近300個 

Textbook, Practice, Course, Wolfram Apps, Music etc 

 1.  Learn Mode平台 結構說明 



 1.  Learn Mode平台 功能說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①   實名制 - 發言皆以真實姓名 

②   身分別 – 教師可”離開”可至一般模式 

③   大聲公 – 個人頁面塗鴉牆 

④   剪貼簿  - 可剪裁當前頁面及分享 

⑤   獎獎堂  - 鼓勵發言之獎勵制度 

⑥   我關注 – 可關注平台內使用者 

⑦    關注我  -  他人使用者關注我 



2.Textbook、Course 、Practice Apps功能介紹 

教科書單本下載 師生皆可增加影音/文字註記 

教科書共筆系統 



2.Textbook、Course 、Practice Apps功能介紹 

科目為： 
國、英、數、物、化 
大家說英語、TED TALK 
 
章節段若： 
可選擇章節段落觀看 
 
離線觀看： 
連線下狀態下載影片， 
可於離線觀看影片 
 
補充教材： 
可下載補充教材於影片 
觀看時補充閱讀 



2.Textbook、Course 、Practice Apps功能介紹 

大學指考、各校歷屆考題 

授權教科書試題 



3.Learn Mode Apps & Whitelist app說明 

預載自學工具app  可自行下載教學相關Whitelist app 



 C.維修及遺失賠償 
1.維修相關程序 

注意事項:    
1.此批機器為特殊機，拿至一般hTC無法維修，一律透過學校“資訊中心”。 
2.維修僅限Flyer載具，配件直接購買。 



 C.維修及遺失賠償 

2.遺失賠償及配件購買程序 

1.配件損毀/遺失一律購買。 
 
2.填寫相關訂購單後匯款至指定帳戶。 
 
3.載具送達學校後學生至資訊中心領取。 



 此次捐贈計畫為一次性捐贈，學校不需還回平板電腦，但學校需要保證專物專用，且

至少保證二年的使用期。硬體使用之年級與科目需配合多普達已清理版權之書籍與軟

體內容。 

 學校與指定老師參與計畫研習課程，並與捐贈單位及指定公司共同參與相關平台之課

程設計研習討論，並提出改善項目。 

 學校負責與參與此計畫之老師溝通並促請老師與學生在平台上進行註記，並邀請老師

協助進行教學錄影，註記之文字內容版權為創作之老師與學生擁有。 

 學校為受贈單位，負責平板電腦的點收，設立管理人權限並列入管理與報修。平板電

腦若出現硬體故障，學校需送檢修。 

 學校需提供平台與軟，硬體使用經驗分享與改進建議，每季至少一次。可以透過訪談，

email或是問卷方式進行。 

 各校師生留下之文字與圖文影音鏈結的註記與回應，需無條件公開並可供其他學校師

生閱覽並跟隨留言。 

 學校與老師若提供自製補充教材，需公開並可供其他學校師生閱覽並跟隨留言。 

 D.受贈學校的責任與義務 



 D.教師使用案例分享 

• 高中公民與社會科第二冊（翰林版） 

• 2-2 民主政治的基本意義  
教材單元 

• 高一忠~良班（共10班） 班級 

• 透過「民主與非民主」的討論，並轉化成

戲劇表演，讓同學體驗現實生活中的民主。 
設計理念 

景美女中 公民與社會 彭如婉老師 



定題 

• 每組先決定一個同時能展現出民主與非民主面向的主題，例選舉、

政府官員的施政態度、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教師教學等。 

運用 

• Flyer筆記本功能-即時記錄小組討論的內容 
• e-mail-繳交小組劇本 
• Flyer鏡頭功能-將劇本拍攝成為影片 

成果 

• 各組播放影片展現成果（各班教室數位講桌） 

• 他組記錄與分享表演與觀看心得（flyer筆記本功能） 

運用方式 





景美女中 歷史科 劉妮玲老師 

課前 
• 老師將補充資料上傳LearnMode後台，並派發至學生Flyer內。 

課中 

• Flyer textbook功能-學生上課跟著老師的講義閱讀。 
• Textbook 註記功能-學生可依需求自行增加註記&閱讀心得。 

課後 

• Textbook 註記功能-針對老師提出問題進行回應。 

• Flyer筆記功能-課後複習可自行記錄筆記。 



景美女中 歷史科 劉妮玲老師 

目前共有25份講義在LM書架。 

學生上課跟著老師的講義閱讀 



景美女中 歷史科 劉妮玲老師 

學生自己註記西周至清末的學術思想主流 
學生在講義上註記心得 



景美女中 歷史科 劉妮玲老師 

針對老師提出的問題做回應 

學生筆記及使用情狀 



基金會提供每校一台校內主機 
(教材/影片檔案) 

網路相關 



http://goo.gl/WYeHTg 

各校所需載具數量及相關資訊填寫 

http://goo.gl/WYeHTg


 C.  Textbook教材上傳後台說明 

連結網址:  
 
http://lmadmin.learnmode.net/index.php/login 
 
帳號:註冊使用email 
 
密碼:123456 
 
請各位老師初次登入後至“帳號管理”修改密碼。 
 

http://lmadmin.learnmode.net/index.php/login


1.帳號管理 

Step1. 輸入「帳號」& 「密碼」登入。 

「帳號」 
個人頁面帳號 
帳戶E-mail 
 
(帳號不可更改) 

Step2. 「組織管理」 「使用者管理」  「使用者列表」  「修改」 
               修改個人密碼。 



觀看個人帳號 

Step1:於個人首頁點選右上角”帳號” Step2:email即為登入帳號。 



2-1.教材上傳&派發 

Step1. 「新增書籍」填入相關資訊。 

公開-對全系統使用者公開。 
上架-可派發至Flyer內。 

書籍分享- 
可直接點選欲分享課堂 



Step2. 「書籍管理」 「上傳書籍」。 

Step3. 依序點選欲上傳書籍封面&檔案。 
「書籍封面」JPG檔(10M) 
「書籍檔案」PDF檔(80M以內) 

2-1.教材上傳&派發 



課堂書籍 

課堂教師 

課堂班級(學生) 

課 
 
堂 

派發教材在Flyer上閱讀 

✽將講義派發至課堂，同課堂內師生Flyer內皆可看到該教材。 



3.書籍註解管理 

「書籍加註管理」  
「書籍註記」擁有教材之註記數量/新增註記。 
「註記管理」可修改/隱藏註記。 

新增「書籍註記」 
 
Step1. 「課堂書籍註記」 「查看」(欲觀看/增加註記)  



3.書籍註解管理 

Step2. 「書籍註記」 「查看」  「新增」可新增文字/影片註記。 



3.書籍註解管理 

「註記管理」 
Step1. 點選「註記管理」 「註記列表」此本教科書已增加之註記。  

Step2. 點選「修改書籍分享」 
修改 「標題」、「內容」等相關 
訊息後送出即完成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