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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EverCam-授課教師參考手冊 

一、所需基本配備 

1. 教師端： 

(1) 硬體：A.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腦（以下統稱電腦）、B.網路攝影機（建議購買 webcam）

和麥克風（雖然筆電有內建，但要事先測試效果）。 

(2) 軟體：Line（電腦版，要 5.23.0 版本或以上）最多支援 200 人同時在線連線、EverCam。 

2. 學生端： 

(1) 硬體：A.電腦或手機、B.網路攝影機（建議購買 webcam）和麥克風（雖然手機、筆

電有內建，但要事先測試效果）。 

(2) 軟體：Line（若使用電腦就要下載用電腦版，要 5.23.0 版本或以上）。 

二、下載軟體 

1. Line 電腦版下載說明： 

(1) 使用電腦，請連結下載網址：https://line.me/zh-hant/。 

(2) 首頁下方「下載」專區，選擇電腦版，下載 Line 的電腦版。 

 

2. EverCam 下載說明： 

(1) 使用電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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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後可試用一個月，教師若有

較長時間的使用需求，請向教發中心申請序號。（學期末會收回序號，教師於學期初

得以再提出申請），故 TA 可以使用免費版。 

注意：1.EverCam 軟體不支援 MAC 系統。 

2.EverCam 正式版和免費版主要功能都一樣，亦錄影長度的限制，也不影響閱讀，其他

差異說明如下： 

(1)新錄影或編輯內容，將出現未註冊的浮水印 ，且即使註冊成為正式版仍不會消失。 

(2)無法使用匯出成 mp4 及 wmv 格式的功能。。 

https://line.me/zh-hant/
https://tw.formosa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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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裝軟體 

1. 安裝 Line 

(1) 找出下載後的存放處，點

擊 LineInst.exe 進行安裝。 

(2) 依其步驟安裝軟體。 

安裝結束後，桌面出現 即

表示安裝成功。 

(1)  

(2-1)  (2-2)  

(2-3)  (2-4)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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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方式 1：可用原先自己綁定的

E-mail 或手機來登入。 

方式 2：可用手機版的 Line

掃瞄 QR-Code 登入。 

(2-8)  

請在有自己 Line 的手機輸入

此代碼（代碼隨機產出，每個

裝置僅輸入一次即可） 

2. 安裝 EverCam 

(1) 點 擊 evercam9_setup.exe

進行安裝。 

(2) 依序安裝軟體。 

安裝結束後，桌面出現

即表示安裝成功。 

※以下就 EverCam 操作做簡

易說明，詳細使用說明，請至

教發中心網站\遠距教學專區

\軟體使用手冊\同步及非同

步遠距教學軟體操作手冊

\EverCam 操作手冊。 

 

 

(2)  

(1) 

(3)  

http://ctld3.nhu.edu.tw/Web/Pages?mid=5249&n=%E5%90%8C%E6%AD%A5%E5%8F%8A%E9%9D%9E%E5%90%8C%E6%AD%A5%E9%81%A0%E8%B7%9D%E6%95%99%E5%AD%B8%E8%BB%9F%E9%AB%94%E6%93%8D%E4%BD%9C%E6%89%8B%E5%86%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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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Line 線上授課搭配

EverCam 
1. 先建立好該課程的 Line 群

組。 

  

(1) 輸入課程名稱作為群組名

稱（或老師自訂） 

(2) 從好友群選出該課程學生

或 TA 

  

 

 

(3) 老師加同學進群組方式： 

A.電腦版，老師可先加入

部份已是 Line 好友的

學生，再請同學加入其

他有修課的學生進入群

組。 

電腦版畫面  

 

B.電腦版，老師亦可用手

機版先來做群組設定及

邀請已是 Line 好友的

同學加入，然後可以透

過 4 種方式邀請其他學

生加入。 

(A)產生 QR-Code，透過已

是好友的同學傳給其他

同學，掃瞄加入。 

(B)產生連結，透過已是好

友的同學傳給其他同

手機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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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掃瞄加入。 

(C)寄電子郵件，透過電子

郵件將 QR-Code 及連

結寄給修課的同學邀請

加入群組。 

(D)電話簡訊，透過電話簡

訊將 QR-Code 寄給修

課的同學邀請加入群

組，但會因個人電信而

造成不同費用。 

 (A) 

(B)  (C) 

 

(D)  

2. 開啟EverCam的桌面錄製

模式。 

A. 桌面上 EverCam 快捷

鍵 快按 2 次啟動。 

B. 開啟一個新增專案 

C. 選擇要存檔的位置。 

D. 設定要存檔的檔案名

稱。  

 

 

(A)   (B)  (C) (D)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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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螢幕上方會出現如右圖

的功能鍵。 

F. 打開上課教材 PPT 或其

他教材資料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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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老師端：打開課程的 Line

群組（請事先通知學生上線

加入群組視訊通話的時間，

因為開啟群組通訊是不會

有響聲提醒的）。 

A. 按上角電話圖示。 

B. 接著按視訊通話 

C. 出現視訊畫面後，按

「加入」。 

 

 

 

D. 等待修課學生都加入

課程的 Line 群組後，按

「分享螢幕畫面」。 

※電腦版最多可呈現 16位與

會者的大頭照或視訊畫面。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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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選擇要上課的檔案後，

按「分享」鍵，分享畫面。 

 

F. 若是紅色圓圈鍵即尚未

開始錄製，要按下紅色

錄影鈕(或 F12)即可「開

始錄影」；若是綠色方鍵

即是錄影中，要結束錄

影，可按下綠色方塊鈕，

或再按一次 F12 即可結

束。 

G. 若按紅色的電話圖或

停止分享，即會跳出群

組或停止分享畫面。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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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結束 EverCam 工具 

(1) 於「EverCam」下拉選

單，點擊「結束」即可。 
  

E 

F 
G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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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端：學生可由自己電

腦打開電腦版或手機打開

課程的 Line 群組。 

A. 按上角或下方有「加

入」的連結。 

※如果不小心退出視訊通話

群組，同學可以再群組對話

裡再按一次「加入」的連結。 

B. 接著群組畫面會出現

詢問視窗，請按「是」。 

 
 

C. 按加入後，學生手機端

會出現課程群組上線人

的切割畫面。 

※手機版最多可呈現 4 位與

會者的大頭照或視訊畫面。 

※同學為了避免有雜訊，請

先關閉麥克風  

D. 教師分享桌面後開始

透過 PPT 講課的畫面。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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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影片上傳至

Moodle數位學習平

臺 

方案一：每個檔案未超過 2G

可直接上傳至 Moodle 數位學

習平臺 

(1) 上傳檔案(PPT、Word、影

片) 

A.在課程頁面，按右上方

的「啟用編輯模式」。 

B.在要放上檔案的地方

(ex.公佈欄、01 月 1 日 

- 01 月 7 日)旁按「新

增與資源」。 

 

 

 

 

 

 

C.選擇欲新增之活動或

資源後，按「新增」。 

 

 

 

 

 

 

 

D.設定這個檔案的名稱

和描述，在選擇檔案的

地方，按「新增檔案」，

或者將檔案拖拉進框

框內，設定完後，按「儲

存並返回課程」即可。 

 

 

 

 

 

 

 

 

 

A 

B 

C 

D 



教學發展中心 1100505 修訂 

10 

(2) 一次上傳多個檔案 

A.在課程頁面，按右上方

的「啟動編輯模式」。 

 

 

B.將多個檔案拖拉進要

放上檔案的地方(ex.公

佈欄、09 月 9 日 - 09

月 15 日)即可。 

 

 

 

方案二：每個檔案超過 2G

者，可把匯出的 mp4 檔先上

傳到 Google 雲端硬碟，再將

連結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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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系統帳號

@nhu.edu.tw 

校務系統密碼 

 
 

(2)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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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右鍵 

○1 手動新增 

 ○2  

 
 

重

要 



教學發展中心 1100505 修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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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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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為上傳檔案至 Moodle

操作做簡易說明，另 Moodle 平

臺詳細使用說明，請至 Moodle\

新版 Moodle 數位教學平臺使用

手冊 1.1 版檔案及教學影片

（ http://moodle.nhu.edu.tw/cours

e/view.php?id=1194） 

 

 

 

 

 

 

 

(6) 

 

 

 

 

 

(7) 

 

http://moodle.nhu.edu.tw/course/view.php?id=1194
http://moodle.nhu.edu.tw/course/view.php?id=1194
http://moodle.nhu.edu.tw/course/view.php?id=1194
http://moodle.nhu.edu.tw/course/view.php?id=1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