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端電子書編輯 
一、軟體安裝階段 → 二、書籍閱覽階段 → 三、資源匯集階段 → 四、書籍編製階段 

→ 五、書籍分享階段 → 六、課程註冊階段 → 七、課程使用階段 

 

講義下載：http://web.tn.edu.tw/tncloud （→Hahay 教學雲→雲端電子書）不定時更新內容 

研習流程：電子書編輯器操作→教學資源引入操作→課程互動體驗→各團電子書創作→觀摩與討論 

 

 一、軟體安裝階段  

1、安裝編輯器：請進入 http://odata.tn.edu.tw/tec/publish.htm，點選［安裝］下載 setup.exe 檔

案，下載後若瀏覽器回報安全性問題一律保留此檔案 

 
 

2、下載完成得到一個 setup.exe 檔案 

 
  

http://odata.tn.edu.tw/tec/publish.htm


3、點選 setup.exe 安裝，若提示安全性警告仍繼續安裝；未來運行程式過程中若有提示防火牆者一律

允許 

 
 

4、軟體採自動化更新機制，使用時務必保持網路連線狀態，每次開啟軟體皆會自動偵測並下載最新版

本安裝 

 
  



5、安裝完成後，點選［執行］立即運作軟體 

 
 

6、或從桌面捷徑、［開始］選單中執行軟體 

 
 

7、進入軟體後，請點選［登入］，此處請使用 OpenID，即教育局電子郵件帳號與密碼（＊關於

OpenID 認證服務：為本市教師認證與學生認證系統匯集之平台登入機制，只要使用教育局電子郵件

帳號，即可登入相關平台） 

 

  



8、進入軟體後初始為資源匯集階段介面，此階段提供線上資源搜尋、預覽與彙整，區分為四大區塊： 

A、平台連線區：提供搭配的線上平台，可快速連線使用 

B、資源分類區：提供各類網路資源，［教學成品區］為現成可供使用的整合包資源；［素材資源區］提

供挑選過的單一網路素材資源，由師生提供 URL 供應；［外部資源區］提供各種網路上的開放性資

源；［用戶專區］提供自訂上傳之資源，以教學面向探討數量、品質、完整度與精準度分析資源： 

資源來源 教學成品區 素材資源區 外部資源區 用戶專區 

數量 ●●○○○ ●●●○○ ●●●●● ●○○○○ 

品質 ●●●●○ ●●○○○ ●●●○○ ●●●○○ 

完整度 ●●●●○ ●●○○○ ●●○○○ ●●●○○ 

精準度 ●●●●○ ●●●●○ ●●●○○ ●●●○○ 

C、資源陳列區：篩選、陳列與預覽對應來源之資源列表 

D、資源匯集區：用戶自 C 中挑選適當之資源，擷取於此區備用 

 

本區基本操作流程：B→C→D 

 

  

A 

B C 

D 



 二、書籍閱覽階段  

1、於［A 平台連線區］點選［書櫃］（亦可透過 http://odata.tn.edu.tw/ebook/bl.aspx），進入線上

版書櫃平台，［公用書櫃］為所有人［分享］出來的電子書，不須登入即可閱覽，預設以［新書］為首

頁排序，可根據領域類別或關鍵字尋找電子書 

 

2、點選一本電子會先進入如書名、作者，上架日期、封面圖等基本資訊頁（書號為註冊課程時使

用），手持行動裝置亦可以掃描 QRcode 的方式快速進入電子書。電子書為響應式網頁設計，可偵測用

戶用來閱覽的螢幕尺寸，自行調配最適合閱讀的版面尺寸 

 

3、點選［開始閱讀］進入電子書封面 

  

http://odata.tn.edu.tw/ebook/bl.aspx


4、電子書介面 A 為內容呈現區；B 為頁面縮圖導覽區；C 為電子書換頁工具列 

5、利用滑鼠左右拖拉內容呈現區；於行動裝置以觸控左右滑動；使用鍵盤左右鍵；操作電子書翻頁工

具列的左右鍵圖示皆可以進行換頁；點選電子書換頁工具列的［X 關閉］可關閉電子書返回［書櫃］ 

 

6、或進入左下方頁面縮圖導覽區的［目錄］頁，直接點選要閱覽的單元，即可快速前往該頁面 

 

  

A 

B C 



7、內頁內容呈現區為［標題］、［內文］、［互動工具］、［媒體］所構成，［內文］超出版面時可上下拖

拉觀看所有內文；［互動工具］為電子書註冊為［課程］時，特定對象登入方可使用 

 

8、點選［媒體］可放大開啟內含的圖片、影片或其他媒體資源，放大後的媒體點選周圍半透明黑色

處，可關閉媒體回到正常頁面顯示 

 

  



9、圖片放大呈現方式 

 

  



 三、資源匯集階段  

1、透過原教學活動設計來轉換成電子書 

 

2、於［B 資源分類區］點選［Youtube］後，於［關鍵字］填入欲搜尋之關鍵字後，按下［Enter］

鍵，即可於［C 資源陳列區］顯示自網路搜尋的資源，滑鼠快速點選 2 次，可開啟預覽視窗 

  



3、選定想要的資源，以滑鼠拖拉方式，將資源拉到［D 資源匯集區］擷取備用，若不需要該筆資源可

再其上方按滑鼠右鍵，點選［刪除］，或透過最上方［-］刪除所有已擷取資源 

 

4、相同方式於［B 資源分類區］點選［圖片］，於［C 資源陳列區］搜尋與擷取所需資源到［D 資源匯

集區］

 

  



5、若需要自行上傳檔案當成資源，請於［B 資源分類區］點選［用戶專區／上傳檔案］，再透過滑鼠

拖拉本機資源的方式，將資源拉進軟體的［C 資源陳列區］紫色區塊中 

 

6、待圖片於軟體中顯示後，請詳填該筆資源的屬性後，點選［確定上傳］ 

 



7、上傳完成後該筆資源出現於［C 資源陳列區］，可立即拖拉使用 

 

 

8、或於［B 資源分類區］點選［素材資源／圖像］，於［C 資源陳列區］搜尋與擷取所需資源到［D 資

源匯集區］ 

 

 

9、蒐集完成所需資源後，點選［進階編輯］，準備編製成電子書

 

  



 四、書籍編製階段  

進入進階編輯後為書籍編製階段介面，此區可將所蒐集的資源編匯成電子書，共區分為四區： 

A、版型功能區：設定版面的工具，依照數字步驟為(1)填寫書目基本資料如［名稱］、［說明］；(2)選擇

封面；(3)選擇版型；(4)增加互動功能；(5)預覽與儲存書籍 

B、資源匯集區：之前擷取之資源會繼續陳列於此區，供編輯書籍時即時取用，亦可透過上方［+］符

號返回資源匯集階段 

C、內容編輯區：編輯封面與內頁 

D、頁面管理區：完成的頁面排列於此處，最上方為［封面］，［目錄］不須編輯，軟體會自動產生 

 

本區基本操作流程：A→B→C→D 

 

  

A 

B 
C 

D 



1、依序填入(1)書目基本資料 

2、點選［A 版型功能區］的［封面］圖示，即可新增封面 

3、自［B 資源匯集區］以滑鼠拖拉相應資源到［C 內容編輯區］的封面媒體欄框，於封面標題欄框再

次填入書名，完成後點選［加入本頁］，此封面即會增加到［D 頁面管理區］中，未來點選［D 頁面管

理區］的封面或頁面即可再次修改內容，修改內容完成後，請點選［更新本頁］ 

（封面僅可放置圖片類型的媒體，拖拉完成後請等候媒體載入完成顯示於畫面上再點選［更新本頁］） 

 

  

媒體 

標題 



4、點選［A 版型功能區］的［版型］圖示，即可新增一個內頁 

5、自［B 資源匯集區］以滑鼠拖拉相應資源到［C 內容編輯區］的內頁媒體欄框，於內頁標題欄框填

入單元名稱，內文欄框填入單元名稱，完成後點選［加入本頁］，此內頁即會增加到［D 頁面管理區］

中，未來點選［D 頁面管理區］的封面或頁面即可再次修改內容，修改內容完成後，請點選［更新本

頁］

 

  

媒體 

內文 

標題 



6、內頁的［內文］欄框可自行複製文字貼入，亦可使用軟體內建的 Wiki 知識檢索，立即擷取網路上

Wiki 的文字（純文字）來作為內文使用 

 

7、於內頁的［內文］欄框貼上關鍵字，並以滑鼠選擇全部關鍵字後點選滑鼠右鍵，在跳出的選項中，

可選擇擷取該關鍵字在 Wiki 的簡短摘要（內容較短），或完整全文（內容較長） 

 

  

內文 



8、自 Wiki 擷取回來的內文可再自行編輯 

9、以上為內頁的編輯方式 

 

10、若需要在某頁面添加互動功能-［IRS 即時反饋］，請於內容編輯時點選［A 版型功能區］功能模組

中的［IRS 模組］ 

 

  



11、於跳出的對話框中，編輯以下項目 

A、測驗主題：本次測驗列表主題 

B、配分：100 為滿分，請依照題數分配 

C、題目：可以純文字或富媒體方式呈現圖文試題 

D、選項：共四個選項，可以純文字或富媒體方式呈現圖文試題，設定選項後請勾選正確答案 

E、題目列表：所有完成的題目陳列於此處，可以點選繼續進行編輯 

 

12、完成一個題目設計後，請點選［新增題目］收納到［E 題目列表］中 

 

  

A 

B C 

D 

E 



13、從［E 題目列表］中點選欲再次編輯的題目，修改後請點選［修改題目］ 

14、可隨時點選［題目預覽］ 

 

  



15、可預覽題目選項與正確答案，但並非呈現在電子書的最終介面 

 
 

16、待所有試題皆完成後，請點選［測驗卷上架］，才能將其加入對應的電子書頁面中 

  
  



17、加入［IRS 模組］後的頁面，會顯示 

［開啟 IRS］：預覽 IRS 題目選項與答案 

［刪除 IRS］：刪除 IRS 題目選項與答案 

 

18、若需要在某頁面添加互動功能-［塗鴉］，請於內容編輯時點選［A 版型功能區］功能模組中的［

塗鴉功能］，塗鴉功能包含塗鴉、文章、上傳等功能 

 

  



19、在編輯過程中可點選［預覽本書］，可即時預覽目前編製階段的頁面成品 

 
 

  



20、待所有電子書頁面皆編輯完成，請於［A 版型功能區］點選［儲存本書］ 

 

21、依照說明點選對話框 

  
  



 五、書籍分享階段  

1、編輯完成的電子書，會儲存在個人書庫（與線上的書櫃同步），於［A 平台連線區］點選［書櫃］

（亦可透過 http://odata.tn.edu.tw/ebook/bl.aspx），進入線上版書櫃平台 

 

2、［公用書櫃］為所有人［分享］出來的電子書，不須登入即可閱覽，若要查看自己創作的電子書，

請點選［個人書櫃］ 

 

3、此處需要點選［OpenID］登入（＊關於 OpenID 認證服務：為本市教師認證與學生認證系統匯集

之平台登入機制，只要使用教育局電子郵件帳號，即可登入相關平台） 

 
 

  

http://odata.tn.edu.tw/ebook/bl.aspx


4、填入教育局電子［帳號］、［密碼］後點選［登入］ 

 

5、再次確認登入資訊，點選［是］ 

 
  



6、登入個人書櫃後，於［完成的書籍］分類下，可找到透過電子書編輯器編輯完成的電子書，尚未分

享前，只有作者本人可以閱覽此電子書，其他用戶無法閱覽 

7、要將電子書提供給其他用戶閱覽，或要將電子書註冊成為課程，請點選［分享］。欲刪除電子書請

點選［刪除］ 

 

 
 

8、完成分享的書籍會歸到［分享的書籍］分類下 

 

  



9、同時在［公用書櫃］也會出現所有人分享的電子書，要註冊成課程前，一定要先完成［分享］ 

  



 六、課程註冊階段  

此階段可將原本單純閱覽的公用書櫃電子書，註冊成為課程，以電子書頁面代表教學活動單元，加入

師生互動元素如即時塗鴉，文件創作、課程內容擴充、即時反饋、討論交流等功能。欲進入此課程的

師生皆需先登入，才能進行閱讀與互動 

 

1、於［A 平台連線區］點選［書櫃］，找到欲註冊為課程的電子書，於基本資訊頁擷取以下兩項資

訊：［電子書名稱］、［書號］ 

 

2、於［A 平台連線區］點選［註冊上架］ 

 

  



3、在跳出的線上平台中填寫［課程名稱］（可同電子書名稱）、［電子書書號］、適用領域（可複選）、［

課程描述］後，點選［課程註冊］ 

4、至此即完成電子書註冊成課程階段 

 

  



 七、課程使用階段  

此階段為課堂實際使用線上課程，教師或師生共同進入課程進行教學活動 

 

1、於［A 平台連線區］點選［線上課程］，學生亦可透過

（http://odata.tn.edu.tw/ebook/onlineclass.aspx）同時進入線上課程區 

 

2、教師進入預先編製並註冊完成的課程，或同時引導學生同時進入課程 

、 

  

http://odata.tn.edu.tw/ebook/onlineclass.aspx


3、手持行動裝置亦可以掃描 QRcode 的方式快速進入課程。點選［進入課程］ 

 

4、課程皆需要登入才能使用，教師點選左側［OpenID］登入，學生登入方式與教師雷同，但使用學

生認證系統的帳號密碼來登入（平台推廣研習時請先點選右側模擬學生登入按鈕） 

 
 

5、平台推廣研習時，請使用講師提供的帳號密碼登入來模擬學生身分 

 
 



6、進入課程後，所有互動功能已可使用，但教師與學生的功能不同： 

 

以下圖表說明教師與學生的權限 

 
塗鴉工具 觀看自己的作品 觀看全班作品 IRS 

教師 ● ● ● ●觀看統計 

學生 ● ● ╳ ●答題 

 

以下三個工具為同一組： 塗鴉工具  觀看自己的作品  觀看全班作品  



7、學生點選［ 塗鴉工具］後，共有三個子工具可供應用。［塗鴉］可以滑鼠或手指（行動裝置）

於空白區域，快速將想法以圖像呈現，完成創作後請點選［儲存］ 

 

8、［文字］可貼上外界資料，可做簡易版面編輯；［圖片］可上傳圖片 

 

  



9、學生點選［回列表］可觀看個人與本課程單元的所有創作，可點選［刪］刪除該作品 

 

10、教師點選［回列表］可觀看本課程單元所有學生的創作 

 

  



11、學生點選［ IRS］，進入答題介面，可做上下題切換，或點選題號快速跳到某個題目，確認無

誤後點選［繳卷］（無法反悔） 

 

12、學生可立即得知分數，黃底色為答錯的題目

 

  



13、教師點選［ IRS］，則可觀看全班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