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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希望提出虛擬大學之組織架構與目前虛擬大學所面臨的

問題。研究首先是整理分析國內外和虛擬大學相關之文獻，結論出本研究

之虛擬大學觀察變項，接著針對國內外虛擬大學進行觀察變項之內容分



析，及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訪談，進而歸納整理出國內外虛擬大學之架構

與做法、與專家學者對虛擬大學相關問題之看法，最後，本研究提出一虛

擬大學架構，與探討建構虛擬大學所需面臨的問題及專家學者之看法與建

議。 本研究之貢獻為：1.整理出國內外虛擬大學網站組織架構與做法；2.

提出本研究之虛擬大學組織架構；3.了解目前虛擬大學所產生的問題。 本

研究的建議為：1.教育部未來應朝向開放更大比例的網路學分，甚至可完

全藉由線上取得學位。2.成立公正獨立的認證單位，提供虛擬大學組織的

認證，定期評鑑淘汰不良的虛擬大學組織。3.提供老師教學心態的調適、

教學技巧訓練、逐步增加教學課程量，有助於降低老師教學負擔與提昇教

學品質。4.持續基礎建設與加強相關軟硬體設施，擬定系統平台的統一標

準，使各平台間的課程能夠相容。5.未來應成立專業訓練機構、或開設網

路教學學程等，做好整體性的專業人才訓練，並制定相關人才聘用規則。

6.應針對國內外虛擬大學實行多年的經驗，進行實地考察、贊助研究、與

文獻分析，有助於建立更完整的虛擬大學體制。  

摘要

(英) 

Keywords: virtual university, distant learning, E-learn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analyz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of 

current virtual universities and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that virtual universities 

most face at present.First, literatures related to the virtual university had been 

reviewed and variables used to analyze virtual universities were defined. Second, a 

conten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virtual 

universities. Researchers and educators in the relevant fields were interviewed to 

clarify the problems that virtual universities have.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 of 

content analysis and experts interviewing was proposed an ideal model of a virtual 

university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Following suggestions were made based on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1. Ministry of Education at Taiwan should allow more credits 

taken from online courses at the college level. 2.Impartial and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s to certify virtual universiti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t the moment. The 

organizations should hold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evaluate the qualities of virtual 

universities periodically. 3.Faculty training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should be provided. 4. The network infrastructure should be enhanced persistentl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mmunication. 5.Standards of the platforms of virtual 

universities should be set up clearly. Thus courses provided from different virtual 

universities using various platforms would be compatible and po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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