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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1-註冊/選課
註冊 /登入／選課／進入課程



如何註冊？
1. 輸入Taiwan LIFE網址：http://taiwanlife.org

2. 進首頁之後，點選右上角「登入或註冊」

①

②

http://taiwanlife.org/


如何註冊？
3. 點選畫面右下方「申請一個新帳號」

3

也可以使用google及fb帳號登入囉!!
但原先已註冊者無合併帳號此功能。



如何註冊？
4. 填寫註冊資料後，點選「建立我的新帳號」

4

[名字]、[姓氏] 欄位資料將顯示於您的
修課通過證明，建議您填寫真實姓名。
姓名修改一次後，將不能做任何更動。

例：德華

例：劉



如何註冊？
5. 即可至您所註冊的信箱中點選「確認連結」

若您使用的信箱(如:yahoo  
信箱)無法直接點選超連結，請
直接將此連結網址複製，貼至
您的瀏覽器，即可確認連結。

5



如何註冊？
6. 為什麼收不到通知信？

假若您收不到系統或教師所發送的通知信件，可能原因為：
(1)被當成垃圾郵件？

請檢查您的收信軟體中的垃圾信件夾，看信件是否在垃圾信件夾中，
若信件在垃圾信件夾中，請將其設定為非垃圾郵件。

(2)被當成廣告信？ 請詢問您的信件管理單位，是否將taiwanlife.org的信

件視為廣告信擋掉。

(3)假若以上步驟仍無法解決您的問題，建議您嘗試以其他的電子郵件信
箱註冊，或透過「聯絡我們」與客服人員聯繫。



如何登入？
• 登入前：

1. 進首頁之後，點選右上角「登入或註冊」

1



如何登入？
2. 輸入帳號(電子郵件信箱)和密碼

3. 點選「登入」

2

3



如何登入？
4. 登入後，右上角會顯示目前您登入的名稱。

預設值會引導至「我的課程」，列表中可看到您選修的課程，點選
「進入課程」即可開始學習。



如何選課？
方法一：

• 登入後，直接在首頁上點選任何您有興趣的課程圖片，觀
看課程資訊後即可「報名學習」。

直接點選圖片，
觀看課程資訊
及報名學習



如何選課？
方法二：
• 點選「所有課程」選單，即可瀏覽Taiwan life所有課程列表。

• 「搜尋列」搜尋您感興趣的課程關鍵字、開課學校、課程類別。

• 「搜尋列」查詢目前平台熱門課程、正在開課、即將開課清單。

1

直接點選圖片，觀看課程資訊及報名學習

2

3

可搜尋課程關鍵字、開課學校、課程類別

可查詢熱門課程、正在開課、即將開課清單



如何選課？
方法三：

• 點選課程首頁的「合作伙伴」

• 即可瀏覽該校於ewant、Taiwanlife開課課程列表
1

2

3

直接點選圖片，觀看
課程資訊及報名學習



如何選課？
方法四：

• 直接點選課程資訊頁的「學校名稱」，即可瀏覽該校於
ewant、Taiwanlife開課課程列表

1

2
直接點選圖片，觀看
課程資訊及報名學習



如何選課？
1. 在課程資訊頁面，點選「報名學習」

2. 在確認條款跳窗，再次點選「報名學習」即可報名成功

1

2



如何選課？

3

4

3. 報名完畢後，若按鈕顯示「進入課程」，即可直接點選，
進入課程學習

4. 報名完畢後，若按鈕顯示「課程尚未開始」，代表您需
等待課程開始時才能進入課程



如何找到您所選修的課程？
方法一：

1. 登入後，預設值會引導至「我的課程」列表，列表中能
看到您所選修的所有課程，點選「進入課程」即可進入。



如何找到您所選修的課程？
方法二：

1. 點選「個人資訊」

2. 點選「我的課程」即可看到您所選修的所有課程列表

3. 點選「進入課程」即可進入

1

2

3



如何找到您所選修的課程？
方法三：

1. 點選「所有課程」

2. 運用課程名稱關鍵字、學校或類別搜尋功能

3. 點選「搜尋」

4. 即可點選課程圖片「進入課程」
1

2
3

4



登入常見問題
(1)什麼我一直收不到忘記密碼信？ 請先參考本手冊第7頁「為

什麼收不到通知信？」之說明，若仍然無 法收到信件，請透過「

聯絡我們」，將問題提報給客服人員。

(2)為什麼我被登出後，重新輸入帳號密碼卻一直登入無效，
無法進入平台呢？
當您在平台閒置一段時間，平台會將您自動登出，若您返回時看到以下畫面
， 請輸入taiwanlife網址：www.taiwanlife.org，重新登入。

http://www.ewant.org/


UNIT2-平台介紹
首頁選單介紹／課程選單介紹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課程選單

活動提醒
提醒您即將來臨的作業、測驗時間

登入課程後，可以看到
藍色的學生端功能選單

課程地圖
可依週次檢視當週影音、教材、作業測驗、
討論區…，總成績公布後無法從課程地圖
進入，屆時請視開放情況由藍色功能選單
進入影音、教材、作業測驗…等分頁複習

討論區

延伸資源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課程選單
• 課程首頁─平台、課程公告區(點選「進入課程」後預設頁面)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課程選單
• 課程資訊─說明課程進度、上課形式、評分標準…等資訊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課程選單
• 影音─羅列各週影音教材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課程選單
• 影音─提供Youku、Youtube兩種影片來源，請依所在地

區選擇最適合的播放方式觀看課程

Youtube影片：適合中國地區以外之學習者 (無密碼)Youku影片：適合中國地區學習者 (密碼見影片上方)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課程選單
• 教材─可直接下載各週教材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課程選單
• 作業測驗─可直接瀏覽各週測驗卷、同儕互評，點選藍色
超連結可直接進入測驗並作答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課程選單
• 討論區─在「課程地圖」或「討論區」分頁都可以找到課

程預設的討論區或分週次設置的討論區，歡迎同
學踴躍發表與回應



UNIT3-作業/測驗
作業／測驗



作業/測驗說明
• 作業測驗─可直接瀏覽各週測驗卷、同儕互評，並作答



測驗卷作答說明
1. 點選測驗卷可以看到作答期限、允許作答次數、評分方

式、是否有時間限制之測驗說明，請點選「開始作答」

2. 在確認榮譽條款跳窗再點選「開始作答」

3. 作答

本測驗在期限內可作答3次，
未顯示代表無次數限制

作答超過1次時將採計最高分



3. 主要題型有是非題、單選題、複選題、簡答題、論文題

測驗卷作答說明

單選題(只能選擇一個答案) 簡答題(答案需依照說明格式填寫，否則系統無法給分)

論文題(待測驗結束後由教師、助教評分)

複選題(可選多個答案，答錯倒扣)

若您在複製、貼上答案時出現
下方畫面，請善用鍵盤快捷鍵

貼上

複製



測驗卷作答說明
4. 作答完畢後：選擇「回到作答次」可再次檢視作答狀況；

選擇「全部送出並結束」則送出答案，無法再次作答

可再次檢視您的作答狀況

點選即送出答案，無法再次作答



測驗卷作答說明
5. 最後可以檢視自己的作答結果或看回饋。

預設畫面
(看不到答題狀況、正解)

答答
錯對

測驗結束後畫面
(可看到答題狀況、正解)

各課程可決定是否提早
開放，您所看到的畫面
將因課程不同而有差別



同儕互評作答說明
【繳交作業階段】，請先查看作業規定並在期限內繳交作業

(繳交後在繳交期限內仍可修改作業)

請輸入作業標題

請依作業規定輸入作業內容
(或上傳附件)

若無法直接複製、貼上作業
內容，請善用鍵盤快捷鍵

複製

貼上



同儕互評作答說明
【同儕互評階段】，可評價同儕作業

請依據助教評分
說明給予分數

可輸入文字評論



同儕互評作答說明
【已關閉】階段，可察看成績及同儕給予之評論

未互評，無【評
鑑表現的得分】



如何上傳檔案？

方法二：點選「新增檔案→瀏覽→開啟舊檔→上傳這一檔案」

※請注意檔案最大容量限制方法一：直接將檔案拖曳至上傳檔案區塊

1

2

3

5

4



UNIT4-討論區



討論區
1. 在「課程地圖」或「討論區」分頁都可以找到課程預設

的討論區或分週次設置的討論區，歡迎同學踴躍發言



討論區
2. 點選「新增一個討論主題」，您可以張貼一則討論文章。



3. 您也可以「回應」或「推薦」您覺得很讚的討論文章。

討論區

(此功能由授課教師決定是否開放)



UNIT5-成績/證書
總成績查詢 /修課通過證明下載



如何確認總成績並下載證書
1. 課程結束後，您可以在「個人資訊」→「修課成績」觀

看您的期末總成績

2. 若達及格標準，即可點選「取得您的證書」下載修課通
過證明。

1

2



如何確認總成績並下載證書
3. 您在註冊時所填寫的姓氏、名字會使用於證書上，因此

在申請證書前，建議至「編修個人資料」確認您於「姓
氏」和「名字」欄位所填寫的內容！

4. 若您已確認「姓氏」和「名字」無誤，請直接點選「繼
續」→「取得您的證書」，即可獲得PDF格式之證書。

3 4

例：德華

例：劉

注意：本系統僅開放一次修改姓名的機會。



證書下載常見問題
(1)為何會出現「MNet漫遊帳號無法下載證書」
若您為註冊TaiwanLife但選讀ewant課程之學生，請您於登入後先

至橘色選單「個人資訊→修課成績」查詢並下載證書，當您的帳號

隨著進入課程漫遊到Ewant (藍色選單)後，是無法下載證書的！

(2)下載證書後為何無法開啟呢？
本證書為PDF檔案，請安裝PDF Reader方能順利開啟。

(3)為什麼我打開證書，卻看不到證書內容呢？
您的PDF瀏覽器版本可能過舊，請安裝較新版本，或下載安裝亞洲字型。

※若您有其他平台操作上的問題，請參見平台下方「常見問題」或透過
「聯絡我們」與親切的客服人員聯繫。

http://get.adobe.com/tw/reader/
http://get.adobe.com/tw/reader/
http://www.adobe.com/support/downloads/detail.jsp?ftpID=5508


感謝您對開放教育的熱情與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