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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Cam-授課教師參考手冊 

1. EverCam 下載說明： 

(1) 使用 PC 電腦，請連結下載網址：https://tw.formosasoft.com。 

(2) 首頁上方「下載」專區，下載 EverCam 最新版本。 

注意：EverCam 軟體不支援 MAC 系統。 

2. 使用「EverCam」軟體錄製影片，需自備網路攝影機(建議購買 webcam)和麥克風。 

 

一、安裝軟體 

(1) 點 擊 evercam9_setup.exe

進行安裝。 

(2) 依序安裝軟體。 

(3) 安裝結束後，桌面出現

即表示安裝成功。 

 

  

  

(2)  

(1) 

(3)  

https://tw.formosa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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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報錄影 

1.確認錄音音量 
(1) 開啟簡報檔後，點選上方

索引標籤「EverCam」，按

下「設定」，對麥克風講話，

即顯示音量大小，建議音

量調整在綠色範圍內。 

(2) 按下儲存後，EverCam 會

紀錄調整後的音量，下次

錄影時可省略此步驟。 

 

 

2.開始錄製 

按下簡報檔上方「紅色錄影

鈕」，即同步錄影(包括螢幕上

任何畫面、聲音、游標軌跡、

講師影像)。 
 

3. 結束錄影 

(1) 按下鍵盤 ESC 鍵，即結束

錄影。 

(2) 預覽影片 :若要觀看錄影

後的教材，點選簡報檔上

方索引標籤「EverCam」，

按下「預覽」。 

(3) 繼續錄影：只要再次按下

紅色錄影鈕，新錄製的內

容自動接續在之前錄製影

片的後面。 

※ 

1.簡報檔建議採用粗體字體，較

細的字體容易在畫面中產生

鋸齒狀，甚至會有筆畫斷掉而

無法辨識情形。 

2.簡報檔中的動畫設計，建議使

用「出現」、「淡化淡出」、

「向內溶解」等動畫，以降低

檔案大小。 

 

 

 

 

 

(1)按下鍵盤 ESC 鍵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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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新錄影 NG 段落 

(1) 錄製時，簡報檔換頁就會

立即建立撥放時的索引，

方便跳段閱讀。 

(2) 若要編輯或刪除索引，請

切換到「EverCam」選單中

點選「編輯」功能，可選擇

NG 段落並「刪除」。 

※若要一次刪除所有不滿意的

段落，請按住 Shift/ctrl+滑鼠

左鍵，可選擇多段刪除。 

 

 
 

5. 匯出 mp4 檔案 

(1) 簡報檔錄製完成後，點選

簡 報 檔 上 方 索 引 標

「EverCam」，按下「匯

出」。 

(2) 點選 mp4 檔案，即可匯出

檔案。 

 

三、螢幕/桌面畫面錄影 

1. 開啟 EverCam 

(1) 執行桌面上 EverCam.exe

程式捷徑。 

(2) 選擇專案的儲存路徑(「開

啟舊專案」或者「新增專

案」)或者直接滑鼠點兩下

ecm 檔案開啟已錄製好的

專案檔。 

 

2. 開始錄製及結束錄影 

(1) 螢幕出現 EverCam 工具

列，按下紅色錄影鈕 (或

F12)即可「開始錄影」，錄

影過程老師可以不用改變

原本操作習慣。 

(2) 點選「 」圖示，可建立閱

讀時的索引(分段)，亦便於

後續編輯使用。 

(3) 若要結束錄影，可按下綠

色方塊鈕，或再按一次 F12

即可結束。 

 

 

(1) 

 

(1) (2)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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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輯講解或匯入輔助索引 

(1) 編輯講解:錄製時，在切換

視窗時，將自動以視窗標

題或網頁分頁名稱建立

「輔助索引」。若要編輯或

刪除索引，可以進入「編輯

講解」功能。 

(2) 匯入輔助索引:在EverCam

編輯工具頁面，按下「+匯

入輔助索引」，開啟「匯入

輔助索引」的視窗，即可選

擇並匯入錄製後的「輔助

索引」片段。 

 

 

四、 教材編輯 

1. 分割段落 

(1) 進入「EverCam」選單中

的編輯功能，點選左上方

的索引進入段落。 

(2) 設定段落內切割位置 

(時間點)，可使用下列技

巧快速定位到精確位置： 

A. 點選時間軸找切割位

置。 

B. 使用「前一個有變動

的畫面」、「下一個有

變動的畫面」功能進

行微調。 

(3) 點選「分割段落」將時間

點以後的內容切割成新

的段落。 

(4) 以左鍵點擊新的段落名

稱或按下「編輯」即可重

新命名。 

(5) 點選「上移」或「下移」

可修改段落的排序。 

 

 

 

 

(1) 
 

(2) 

A.點選時間軸 

B.「前一個有變動的畫面」 
「下一個有變動的畫面」 

(1) 

(3)裁剪段落 

 

(4)修改標題名稱 

  

(5)調整排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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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刪除段落中的部分內容

(裁截影片) 

(1) 選擇影片段落，點選下方

影片時間旁的「   」圖

示，跳出剪裁影片視窗。 

(2) 設定要刪除段落的「開

始」及「結束」時間點。 

(3) 按下「刪除區間」刪除區

間內容。 

 

3. 影片音量調整及移除背

景噪音 

(1) 影片 音量調整 : 進入

「EverCam」選單中的編

輯功能，點擊下方調整音

量「  」圖示，可選擇調

整音量大小(%)，以及套

用「本段落」或「全部段

落」。 

(2) 移除背景噪音：進入

「EverCam」選單中的編

輯功能，點擊下方消除雜

音「  」圖示，選擇降躁

等級，降躁的功能將會套

用全部段落(不是單一段

落)。 

 

4. 匯出 mp4 檔案 

(1) 於「EverCam 工具」下

拉選單，點選「匯出其

他格式」。 

(2) 選擇 MP4 檔案，即可匯

出檔案。 

 

(1) 

 

 

(2) 

(3) 

刪除區間 

(1) 

 

 

(2) 

 

 

 
(1) 

(2) 

 



教學發展中心 1100325 修訂 

6 

5. 結束 EverCam 工具 

於「EverCam」下拉選單，點

擊「結束」即可。 

 

※更多「EverCam」線上教學影片，請參考：http://fms.formosasoft.com/km/1157。 

五、 教學影片上傳至

Moodle 數位學習平

臺 

1. 使用 EverCam 錄製匯出

後的 mp4 檔案，以雲端硬

碟 共 用 方 法 上 傳 至

Moodle 數位學習平臺： 

(1) 網頁開啟 Google 雲端硬

碟 ， 網 址 ：
https://www.google.com.t

w/intl/zh-TW/drive/，點選

「前往雲端硬碟」並登入

(建議使用校務行政系統

帳密登入，儲存空間較

大)。 

(2) 點選「新增」建立「資料

夾」(建議以資料夾方式

儲存該課程每一週上課

之教學影片，如：「課程」

資料夾「第一週-單元

名稱」資料夾教學影

片)。 

 

 

 

 

 

 

 

 (1) 

校務系統帳號

@nhu.edu.tw 

校務系統密碼 

 
 

(2) 

http://fms.formosasoft.com/km/1157
https://www.google.com.tw/intl/zh-TW/drive/
https://www.google.com.tw/intl/zh-TW/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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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於建立好的資料夾內，

點選「新增」「檔案上

傳」，或直接將 mp4 檔案

拉進資料夾內即可上傳。 

 
 

(4) 於資料夾名稱點擊「右

鍵」，點擊「共用」，即可

以兩種方式共用給學生

觀看。 

○1 新增使用者：手動新增

使用者，將學生信箱輸

入後即可共用給學生。 

○2 以南華 Email Server 共

用：點選「變更南華大

學 Email Server 的連結

權限」，即可共用給所

有「@nhu.edu.tw」信箱

可檢視，只要學生登入

「學號@nhu.edu.tw」

皆可檢視。(重要：請務

必選擇「檢視者」，避免

讓學生不小心將檔案

刪除)  

 

 

 

 

 

拉入 

 

(3)-1 

(3)-2 

 

 
(4)右鍵 

○1 手動新增 

 ○2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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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

之課程中嵌入網址，先進

入課程後，點擊上方「啟

動編輯模式」，即可發現

每一週次右下角皆出現

一個「新增活動或資源」。 

(兩條虛線之間為該週次

之內容) 

(6) 點擊「新增活動或資源」，

並新增「網址」。 

(7) 輸入「名稱」、「外部網址」

(即雲端硬碟網址)及「說

明」後，點選「儲存並返

回課程」，網址即會出現

於課程頁面上。 

 

 

 

 

 

 

 

 

(5) 

(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