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lass Junior 5.0 小校園– 網上教學培訓筆記 

eClass 教師培訓工作坊中，用戶將會實習 eClass 各項功能及討論如何使用 eClass 系統，並學習如何建

構你的電子教室，與學生進行互動教學，讓老師能夠掌握建立網上教材與及跟學生網上互動的技巧。 

  

eClass 網上教室概覽 

課室地帶功能與老師工作間功能對應 

老師在「老師工作間」所製作的網上教材將會在學生的「課室地帶」內相關的功能裏出現。以下

是有關對應的資料： 

  

 
 

筆記 筆記 

家課冊 功課 

練習測驗 試卷 

專題研習 專題研習 

具有不同的功能，先作簡單的介紹： 

功能 功能簡介 

筆記 

製作網上筆記，將課堂所用資源或相關網站架構成相關課題的電子課

本，可供學生於課餘或家中自行溫習。其後可自行配合網上功課、練

習、討論欄、網址及詞彙等學習活動。 

功課 
eClass 的功課，可自動批改答案、儲存成績，並可針對學生曾經作答的

紀錄分析問題，方便老師了解學生對個別課題之認知程度 

專題研習 讓學生作專題研習。 

問題庫 
先儲起問題庫的內容以設定試卷或測驗卷。老師亦可公開題目，讓學生自行

抽取作「自助測驗」 

試卷 
試卷或測驗卷可自動批改答案、儲存成績，並可針對學生曾經作答的紀

錄分析問題，方便老師了解學生對個別課題之認知程度 

資源室 
利用 eClass 作為網上儲存庫，集中儲存教學相關資源，亦可省卻佔有

電腦空間儲存量、毋須使用攜帶式 USB…。 

學習概況 
老師可於網上跟進學生的學習狀況，你可以查閱他們的登入報告、評估報告

及自助測驗報告。 

預設字句 你可預設常用評語，供日後網上批改作業時調用。 

教室備份 
可以讓老師自行備份整個教室，方便將教室內容轉換到另一個教室，或於新

增教室時，重用資源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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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室地帶功能     

如你教授超過一班，可於「我的班別」中選擇不同的班別。 

 功能設定 

控制學生只能使用指定的功能，選取有關的方格，然後按「更新」。 

 同學錄 

在這裡觀看整個班房內老師及同學的基本資料。 

並可以做到以下功能：尋找用戶、傳送電郵給用戶 

 班相簿 

老師可以為自己任教的班別製作班相簿。 

 討論欄 

討論欄包括論壇、留言及回覆。此討論欄屬於個別班。 

 共享網址 

老師及學生均可以在「共享網址」中加入自己喜好的網址與人分享。老師有權修改或刪除有關的

網址。 

 情緒指數 

此功能有助老師觀察學生的情緒變化，也可讓老師跟進個別學生的情況。 

查看全班學生的情緒指標 

1. 選擇年份及月份，然後按「選擇」 

2. 該月的學生情緒記錄便會出現 

查看個別學生的情緒指標 

1. 選擇月份，然後按「選擇」 

2. 按下有關學生的名字 

    3. 個別學生的情緒記錄便會出現於另一視窗中 

 

(二)  老師工作間功能     

 
選擇你要製作教材的課室 

你所任教的班別與科目都排列在工具列上。只要按下 便可選擇。 

在製作教材前，你必需先選擇有關的班別及科目。 

 

 

 

選擇班別 

有“＊”代表你是該班的班主任  

選擇科目 
選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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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資源室 – 儲存教材的網上空間 

資源室可供老師存放不同類型的網上教材，包括檔案、網址及詞彙。 

 檔案 - 不同權限的文件櫃 

灰色  只有該科目的老師及班主任進入 

 屬於灰色的文件櫃有「內容」（製作筆記）、「詞彙」、「學生功 

課」（製作功課）、「功課呈交」（儲存學生交的功課）、「題目庫」 

 綠色  除了科目教師及班主任可進入外，學生亦可進入 

 屬於綠色的文件櫃有「參考檔案」、「公開文件」、「小組」 

 老師可以透過這裡分享檔案予學生。 

 橙色  屬於橙色的文件櫃為「教師共享地帶」，所有老師均可透過這裡互

相分享檔案 

 選擇資料夾 

當你選擇了文件櫃後，你會看見你所任教科目的資料夾。若你是該班的班主任，則你可看見該班

所有科目的資料夾。 

檔案工具列 

 

檔案管理 檔案編輯 檔案傳轉  

 新增資料夾   編輯 – 修改檔案的基本資料  解壓 – 解壓

已上載的 zip 檔 
  

檔案

搜尋 

 

 新增檔案 – 直接

新增 html/.txt 的檔案 
 複製 

 上載   移至 –移動資料夾或檔案的存

放位置 
 下載 

 刪除  

 上載檔案 

    你可上載檔案於教學資源的預設資料夾內。 

1. 先進入相關科目的資料夾中，例：中文  

2. 按  ，按  ，找尋要上載的檔案，按  

3. 檔案描述可以不填，按  

除了「單一檔案」上載外，還可以使用「連串檔案」一次過上載 5 個檔案。若要上載更大量檔案，

你可先把那些檔案在電腦上壓縮成 .ZIP 檔，然後上載到 eClass 並使用  來將檔案解壓。 

 複製  

你可複製檔案並將它存放於別的資料夾或另一個網上教室作其他用途。 

1. 選擇須要複製的檔案，按下其右邊之格子 ，按「複製」 

2. 決定把複製的檔案放於資料庫中哪一個位置。假如你想把它複製到另一個網上教室的資

料夾，點選「課室」的選擇列。如想把它複製於同一教室的其他資料夾，則點選「位置」

的選擇列並選擇適當的資料夾。 

3. 完成後按「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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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製作筆記 

 

教學內容概覽 

 

教學內容(eContent)基本是由四組的製作模式所構成，包括圖文並茂的方式、影片鏈結的

輸入、一般網上的超鏈結及檔案。它的好處是讓老師可以隨意充份利用互聯網的資源，結合

本身的教材，製作成獨特而豐富的網上教學內容。在編製和組織教學內容方面，更加富有彈

性；亦可加入相關的評估習作或討論欄，令教學流程更完善。 

 

 

 

顯示頁面數據 

新增： 
加入教學內容 

整理目錄： 
編排書頁先後
次序 

個別頁面編輯/刪除 

支援不同內容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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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內容製作步驟  

1. 點選「教學內容」> 按「新增」 

 

 

2. 輸入「標題」和「描述」，並選擇想要加入的內容類型 

圖示 形式 製作方法 

 

網頁 1. 超鏈結：輸入或貼上網址，再按「新增」 

2. 圖文：可於此輸入、貼上文字、插入圖片，完成加入資料後

按「新增」 

 

影片 

 

3. 嵌入代碼：於此貼上網上影片的「嵌入代碼」，完成加入資

料後按「新增」 

4. 影片檔案：上載影片檔案 

 

檔案 5. 上載不同檔案；按「直接上載」或「教室檔案」。 

備註：聲音(錄音)、概念圖、課件均屬額外購置工具。已購置的學校即可使用到相關的工具。 

3. 每個頁面可以有多個「內容區塊」，並可用拖曳方式調整區塊順序。如需同一版面可加不同內容，

重覆此步驟。 

4. 在「頁面」設定此頁的「目錄位置」，及設定是否「公開」 予學生 

(公開是老師和學生均看到，保密只有老師看到) 

5. 按「呈送」 

管理學習內容  

1. 點選「整理目錄」  

2. 選擇「 」「公開」或「保密」書頁 

3. 按「移動」或「轉換」，可任意編排書頁先後次序 

 

5.呈送 
4. 設定「公開」或保密 

2. 選擇想要加入的內容類型 

1. 輸入「標題」 

3. 設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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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功課 

 

功課概覽 

 

 

製作網上功課 

 

1. 按「新增」> 選擇「網上功課」  

2. 在適當空白欄內填上習作「題目」及

「指引」。 

3. 選擇「提交形式」。(如選擇「答題紙」，

請參閱下文「製作答題紙」) 

4. 設定工作量、開始及結束日期，學生

於結束日期後便不能再呈交此習作。 

5. 完成後按「呈送」 

6. 如你有加上附件，有關的附件檔案便

會於左方開啟以作參考。 

 

批改評估時， 

請點撃數字 

按「新增」> 選擇「網上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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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答題紙 

系統可自動批改題目 

1. 製作答題紙前必須先將問題以附件形式上載︰於「附件」的方格旁，按「瀏覽」，在新

視窗的右方格子選擇檔案  或可按  上載非儲存於資源室內的檔案，上載後再選擇

該檔案。按「附加」 。 

2. 於「提交形式」點選「答題紙」；答題紙旁邊按「增加」  

3. 出現一彈出視窗， 

4. 用分段標題製作答題部分 

5. 填上正確答案 

6. 如需繼續增加其他問題種類，請重覆以上步驟  

7. 按呈送 

 

 

註：填充題能支援多個不同的答案，如：英文字母的大寫小寫。你可於輸入答案時按「Shift 」+

「\ 」，以「 | 」分隔開每個答案。 

編輯答題紙 

 往上移 

 往下移 

 刪除 

 更改分段標題 

    增加問題數目 

註：你也可透過 課室地帶 > 家課冊 以兩種方式給予學生家課：（1）網上功課 及（2）其他功課。

如想新增、編輯或刪除有關科目目的功課，請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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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專題研習 

專題研習的版面色彩豐富吸引學生。老師可在簡介加入參考資料及圖片，讓學生得到更清晰的指引以

完成專題研習。在專題研習的工具裡，老師可發放給予個人或小組的專題研習，並可設定階段以了解

各個組別的進度。 

 

製作專題研習 

1. 按「新增」 

2. 輸入專題研習的「題目」 

3. 選擇「種類」：個人或小組研習 

4. 填上研習指引。 

5. 如需加入附件，於「附件」一欄按「瀏覽」。在新視窗中： 

i. 請選擇有關的科目資料夾 

ii. 如將要附加的檔案並非位於資料夾內，而是儲存於你的個人電腦內，則必須先將

有關檔案上載於資料夾內，才按     附加於專題研習中。 

iii. 如要附加的檔案已於資料夾內，選擇需要上載的檔案，按 

6. 如想確保所有學生也能獲悉此專題研習的內容，你可選擇「發送電子郵件給所有學生」。 

7. 按「下一步」 

8. 設定參予專題研習的小組  

9. 按「下一步」 

10. 訂定專題研習階段數目 

11. 輸入「階段名稱」、「期限」、「所佔比例」、「報告形式」及「整個專題研習項目的限期」，如

有參考資料，可以按附件空白位置，於檔案櫃選取參考附件。如於報告形式中選擇「答題紙」，

請按 新增答題紙，詳情請參考「功課」製作答題紙 部份 

12. 完成後按「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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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建立問題庫  

老師可將儲存在校內的問題，儲存到 eClass 內。這些題目可作為學生做自我評估的材料或作

為老師出測驗的資料庫。 

 

 

 

 

 

 

 

 

 

製作多項選擇 ： 

1. 先按選擇題； 

2. a) 選擇「新增」，輸入問

題種類、問題及可以選擇答

案，然後按「呈送」 

b) 大量匯入問題：先依照

指定格式準備一個文件檔

(格式可參照「匯入」功能

內的範本)，按匯入，於方

格內貼上文件檔內容，然

後按匯入。 

 

製作填充題 ： 

1. 於右上方的選擇列選擇填充題, 進入後按「新增」 

2. 輸入問題種類，在第一步空格內輸入整句句子，然後以括號 [ ] 選取答案， 

 註：問題庫的填充題能支援多個不同的答案，你可於輸入答案時按「Shift」

+ 「\」 ，以「|」 分隔開每個答案。 

3. 最後按「呈送」 

 

其他類型問題之製作方法與「選擇題」、「填充題」作法相仿 

 

所有於問題庫設定為「公開」的問題將加入到學生的「考考自己」，讓學生隨時自我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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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製作試卷  

試卷概覽 

 

1. 按「新增」輸入試卷的題目、描述、時限、開始日期及結束日期，你也可於權限一欄設

定是否給予練習給個別小組，然後按「儲存」 

2. 按「 新增問題」，視窗預設的問題種類是選擇題，於右方格子選擇問題，然後按「選

擇」，如需選擇另一問題種類，可於上方選擇列轉換到另一類問題繼續選擇，直至把各

類問題放進練習卷內，然後關閉視窗 

3. 如有需要，可以更改每題題目分數，或於選擇題目後按「轉換」來重新編排題目位置 

4. 完成後可預覽及儲存試卷 

 

2.7 學習概況 

你可以在此查看學生的登入紀錄、參予龍虎榜，你亦可以透過網上評估紀錄查閱學生所完成

的自助測驗、補充練習或考試卷的成績。 

客戶支援： 

現在你巳經學會運用 eClass 小校園的基本

技巧, 若有進一步疑問, 可以向 貴校的系

統管理人查詢, 或可以按 進入於客戶

支援網站查閱 eClass 小校園使用手冊。 

 

 當前系統版本：查看 貴校現在使用 eClass 

的版本，按下版本(如：5.0.2.8.1)。 

 eClass 社群網：提供各類系統的使用方法、

最新客戶服務資訊及聯繫 eClass 客戶支援

部 

 文件下載：下載各系統資訊、培訓筆記及支

援文件。 

 若有其他問題，亦可電郵至

support@broadlearning.com 查詢。 

 

批改評估時， 

請點撃數字 

按「新增」加入試卷 

設定是否「公開」 予學生 

預覽及儲存試卷 

按「新增問題」 
更改每題題目分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