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網路分享工具

    能夠認識及正確使用部落格、論壇、wiki 以及即時通四種網路分享 

      工具。 

      樂於使用部落格、論壇、wiki 以及即時通解決生活的問題 。

    認識線上學習平台，並在線上學習平台從事有意義的學習，並利用學   

      習平台與他人分享學習心得。

學習目標



認識網路分享工具

什麼是【部落格】第一節

       各位同學相信你一定對網路不陌生吧！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運用

什麼工具來幫助我們進行學習與聯繫同學間的感情呢？目前有相當多的熱

門分享工具；在這裡我們要先跟同學們介紹的是：「部落格」。

【部落格】就是你用來寫網路日記、作文、學習心得、旅遊記趣、實
驗紀錄與照片分享的工具！我們可以運用部落格的功能將照片、文字、
聲音或影片作進一步的處理與結合編排出美觀的文件，並利用電腦及
網路，與親朋好友一同觀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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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說：

你知道「部落格」的名稱怎
麼來的嗎 ? 念看看這個英文
字「Blog」！ 是 不 是 跟「 部
落格」音很像啊！



老師說：

認識網路分享工具

【部落格 】有那些特點

       其實呢，部落格就跟我們在網路上看到的網頁一樣，都是網路工具的

一種。我們一起來看看【部落格】有哪些特點，讓他會這麼受歡迎！

因為每個人使用部落格的動機都不相同，例如：有漫畫家利用部落格來
畫漫畫、有老師用部落格來當作家庭聯絡簿、有電腦老師利用部落格
來進行線上教學、也有學生利用部落格來介紹就讀的學校…等等。因
此，我們可以在網路上看到各式各樣的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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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無需自行架設，方便好用

不須學習新的操作技能，容易上手

多媒體編輯工具完善，輕易完成影音作品

具分類方式管理，相關文件一目了然

具備日期索引功能，有助日後追蹤管理

具有迴響功能，輕易達到分享心得的目的

        【部落格】有一些特點：

正因為部落格有這些優點，因
此可以吸引許多雖然不會網
頁製作的人，願意使用部落
格來分享自己的心得及作品。

好像很有趣耶！



校 園 論 壇

老師說：

勇闖論壇

       在我們認識了「部落格」之後，有沒有發現利用部落格來記錄資料

是個非常方便的方法呢？

【論壇】顧名思義，就是讓大家一起「參與討論

的地方」。藉由在論壇提出問題或看法，讓網路

的朋友一起來參與討論。不僅可以獲得解決問題

的答案，也可以獲得更多人的意見。多觀看並參

與論壇的討論，是讓自己成長的一種方式喔。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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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部落格通常都是將自己
的紀錄或心得寫下來，跟網路
上的朋友分享或聯繫。可是有
時候我們遇到了一些問題，想
要跟別人請教的時候，怎麼辦
呢？總不能在自己的部落格上
寫「求救信」吧！

這時候需要的第二個網路工具：
「論壇」出現的時候了。



老師說：

        那「論壇」跟我們之前介紹的「部落格」究竟有何不同呢？什麼時候該選

擇論壇，什麼時候又比較適合使用部落格呢？

       看完上述的比較之後，同學是否對於如何選用這二種網路工具有更清

楚的認識了呢？

假如你發現參與這個論壇的人不夠多；提問都沒什麼人回答，那麼就
表示這個論壇不太受歡迎，那你應該試著去找其他你有興趣且較受歡
迎的論壇參加。因為參與的人多討論多，這樣獲得解答或意見的機會
才會大啊。而這也正式論壇最重要的互動功能 ~「三個臭皮匠，勝過
一個諸葛亮」。

項目 部 落 格

        我們現在就拿「論壇」與「部落格」來超級比一比吧！

論 壇

通常以管理者為主，
其他來賓則只能參與
迴響或留言。

通常是心得或紀錄
的發表。主要是與網
友分享心得。

大多利用圖文或多
媒體資料，製作出精
采美觀的文章。

每一位使用者都具備
發表或提問的權利。
也可以參與回應或討
論。

大部分是提出問題或
是看法，期待別人給
予回應或解答。

大部分以文字敘述為
主，部分內容或以圖
形輔助說明。

發表方式

發表內容

文章編排方式

【論壇】與【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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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參與論壇前，你必須先觀
察一下論壇的內容是否是你
有興趣的？假如大部分的討
論都不是你喜歡或需要的，
那就不需要浪費時間了！

認識網路分享工具

小提示：



○○○
A123456789

小提示：

加入【論壇】的方式

       找到適合的論壇之後，想要正式參與討論前，通常會需要使用者先完成
「註冊」的動作。

       在論壇註冊，最重要的就是你註冊的「帳號」及「密碼」，跟電子郵件
一樣，別隨意洩漏給別人知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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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註冊」，就是讓論壇
知道「你是誰」。這樣以後
當你提問或回應時大家才知
道是在跟誰講話啊！

註冊

請輸入有效的 E-Mail，
這將需要透過論壇認證用

 1 要在論壇註冊，通常點選論壇
的「註冊」按鈕，設定完相關資
料後，即可完成註冊程序。

 2 有些論壇註冊時，需要透過電
子郵件進行「認證」，這時你必
須要填入正確的電子郵件信箱才
能收到認證信，並完成認證。

 3 註冊時，盡量避免留下太多個
人私密資料，如：身分證字號、
地址、電話等，以免資料外洩甚
至被盜用。 



老師說：

【論壇】上的網路禮節

      什麼是「網路禮節」呢？簡單說，就是在提問及回應時應該要有的禮
貌，例如：

提問的語氣要有禮貌

在回應別人問題時，要誠懇不可攻擊別人

即使有的問題很簡單，也不可以輕視別人的問題

提問前先進行論壇搜尋，確定問題沒有被提過再進行發問

做個有禮貌的網路公民

善用論壇，可以協助我們盡快獲得網路廣大使用者的協助。而在獲取
他人的協助時，我們若有能夠貢獻心力的地方，也要給予適當的回應
或建議。透過良性的網路互動，才能讓網路工具發揮最大的效益。

認識網路分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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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問時，必須要將
自己的問題描述清楚，
這樣別人看到了，才
知道要如何幫助你啊。

假如找不到相關資料，
再進行發問。這樣才是
一個負責任的論壇使用
者喔。



分類索引

老師說：

快點 Wiki第三節

       我們之前談過了論壇，也認識論壇是讓大家進行討論的地方。但是論
壇的文章通常是片斷的。雖然可以透過搜索方式將相關資料尋找出來，但
是若能以有系統的方式將各種知識或議題進行整理，那不是更好嗎？

        沒錯，這次我們要來認識的 Wiki，就是這樣一個集合網路眾人智慧結
晶的工具。

Wiki 這本豐富的百科全書，正如傳統的百科全
書一樣，利用條目將相關的知識進行分類索引，

使用者可以透過分類索引方式，尋找自己有興趣

的主題進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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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可 以 從 網 路 上 的
Wiki 來 看 看 Wiki 可 以
如何讓我們長知識、增
廣見聞囉。

Wiki 就像是一本網路的百
科全書，只是這本百科全
書大家都可以參與編輯、
貢獻心力。

Wiki



認識 Wiki【維基百科】

        Wiki 又稱「維基百科」，要認識 wiki 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進入
Wiki 網站看看。

           Wiki 的中文網址是：http://zh.wikipedia.org。

現在就請同學們，利用 Wiki 網站查查：
「Wiki」是什麼意思呢？
「快點，快點」！快去查！

認識網路分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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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說：

快試試
「搜尋」功能

http://zh.wikipedia.org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 Wiki ？
快輸入網址上去看看！

使用 Wiki 除了透過分類索引尋找外，
可使用「搜尋」這個重要的功能，透
過 Wiki 的搜尋功能，我們不僅能很方
便、快速的找到我們要找的議題，也
能感受到資料數位化之後的好處。

小提示：



愛上即時通訊軟體第四節

       部落格、論壇、wiki 都是很好的網路互動工具，但是這類的網路工具
都是所謂的「非同步」工具。( 非同步是參與者不必同時也不必同地的意思 )
那假如你現在就想要找人來聊聊天，甚至一起玩個網路小遊戲呢？哪你就
得考慮使用要為你介紹的這個網路工具：「即時通訊軟體」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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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溝通方式，不但方便、省錢，
而且藉由即時通訊軟體提供的各種
功能，不但能利用多媒體工具達到
影音視訊的目標，也能線上即時
分享檔案及資料，相當方便！

想要馬上找人聊天
找【即時通訊軟體】

就對了！

即時通訊軟體，是利用網路連
線，與朋友能彼此進行文字對
話，甚至是利用麥克風直接對
談、或使用網路攝影機進行視
訊對話的溝通工具。



認識【即時通訊軟體】工具

       從古代的飛鴿傳書開始，到郵差送信、電話聯繫以及網路時代的電子
郵件，人們的溝通工具愈來愈快，也愈來愈方便。不但從以往單純的文字
通訊，也因為電腦及網路的普及，而能將圖片、聲音、影像很便捷的傳送
給親朋好友分享。

要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工具，除了要
有電腦、網路這些基本配備之外。
要讓即時通訊軟體發揮功能，還是
有一些軟、硬體設定要搭配才行。
例如：

當然還有一些需要操做設定的部份，我們後面會有另外專門介紹即時
通訊軟體的課程，那時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認識網路分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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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通訊軟體」不但是將通訊的
時間縮短到「即時」對話，更加通
訊的功能大幅提升，讓人與人的溝
通更加沒有時間、距離的隔閡。真
正做到「天涯若比鄰」的境界。

老師說：

即時通雙方必須安裝相同
的通訊軟體

必須將對方加入成為好友
名單

若需要影像與聲音，就要
安裝麥克風、網路攝影機

必須同時在網路上



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注意的事項

       而在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前，除了認識即時通訊軟體的意義外，也要認
識即時通訊軟體所帶來的問題，並且避免這些負面影響，讓網路工具都能
成為我們溝通、分享的好幫手。

         這裡就要提醒小朋友一些在網路通訊上需要注意的事項：

不要隨意與網路朋友單獨
見面，若有需要見面應讓
家長老師知道，並隨同前
往，以保護自身安全。

不要在網路上任意洩漏個
人或家人的資料，如：地
址、電話、信用卡號碼等。

不要沉迷於網路世界，現實
的生活與人際互動還是要
兼顧。

網路通訊仍要注意相關禮
節，不可謾罵或散佈傷害他
人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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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線上學習平台第五節

       透過多媒體電腦及網路環境的改善，我們不僅可以透過網路工具進行

上述的網路分享與溝通，現在更可以透過功能完善的網路系統來進行線上

學習喔。

       而什麼是「線上學習平台」呢？簡單說就是讓老師與學生可以將學習

活動由實際的教室移植到網路上的虛擬教室，透過網路結合系統工具來進

行教學，為什麼稱為平台呢 ? 因為老師可以運用『它』來建立課程內容，同

學們只要根據老師設定課程權限，去進行登入辨別身分後，就能在網路上

進行線上的學習，並在「平台」中的學習課程內容可以建立大網、內容、

範例、下載等功能，讓學生可以隨時隨地進行線上學習。

認識網路分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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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說：

       學校常見的「線上學習平台」Moodle 就是屬於這樣一個功能齊全

的線上學習系統。由於 Moodle 是一個免費的線上學習系統，所以有

許多學校及政府單位都利用這套系統來建置線上學習系統，讓我們的

學習不僅可以在教室，即使在放假或放學後，仍然可以繼續在線上的

虛擬教室繼續用功喔。



【線上學習平台】的功能

       要讓線上的虛擬教室能夠發揮教學與學習的目標，那一定要讓線上學
習平台具備教學的相關功能。這樣才能讓師生透過平台完成有意義的學習
活動。

         現在就來看看，線上學習平台 Moodle 可以提供哪些教學工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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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說：

指定了「老師」及「學生」後，接著就可以開始上課囉！
首先線上學習系統必須要能讓老師開設課程，並且能夠進行課程資料的
編寫與設計，這樣學生才會有內容可以學習啊，老師也可以指定作業
或進行測驗，以便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首先，想想看！在教
室裡不可或缺的二大
主角是誰啊？

對了 ~ 就是「老師」與「學生」。
所以線上學習平台的第一項任務
就是要能在課程中，指定「老師」
與「學生」二種不同的身分。



有了線上學習平台所建立出來的
虛擬教室，就可以透過網路隨時
上線進行學習，而在教室裏不敢
舉手發問的同學，也可以利用夜
深人靜的時候，偷偷跟老師講悄
悄話囉。

認識網路分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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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夠透過網路閱讀
老師提供的教材內容。

老師說：

當然，假如老師有指定的作
業或測驗時，也不能偷懶啊！
一定要去參加喔，因為老師會
知道誰參加了沒，而且也會知
道每個人的分數喔。

並且有問題的時候可以
透過課程的討論區，跟
老師或同學們討論。



         在這次課程中，我們認識了：
「部落格」、「論壇」、「wiki」、「即時通」及「線上學習平台」這些
熱門的網路分享工具。

單元結論

       透過課程的介紹與說明，相信小朋友也都對這些網路工具有了初步的
認識。

       透過網路及資訊工具的結合，我們可以讓分享更加精緻、美觀；而透
過分門別類的管理，也讓資料更有系統德呈現與運用；此外透過即時的通
訊及多媒體的輔助，讓人與人的溝通更快速、便捷，真正達到「地球村」
及學習不受時空限制的目標。

       有一些網路工具，我們在後面的課程還會做更詳細的說明與介紹。到
時你就會有更深刻的認識，也會對於這些工具的使用更加了解。

       希望各位小朋友都能成為善用工具並且遵守網路禮節受歡迎的網路公
民。

課後練習：

1. 請敘述本課介紹的網路分享工具，各有哪些特點？
2. 使用網路工具時，有哪些應該要注意及遵守的事項？
3. 線上學習有哪些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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