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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習拍 2.0平台說明 

一、 系統最佳化設定 

瀏覽器：Chrome。 

螢幕解析度：1.1920 X 1080、2.1366 X 768。 

 

二、 登入方式說明 

1. Open ID帳號登入 

介接教育平台 Open ID雲端帳號驗證完成並取得授權後，選擇學校及身份，使用

系統。  

2. 教育雲帳號登入 

介接資科司教育雲入口網站帳號驗證完成並取得授權後，選擇學校及身份，使用

系統。 

 

 若取得授權的 Open ID帳號/教育雲帳號也具備學習拍帳號，系統會自動進行

Open ID帳號/教育雲帳號歸戶至學習拍帳號的作業 

 

三、 平台服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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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師如何建立帳號 (申請教育雲端帳號登入使用) 

一、申請帳號及登入方式 

1. 教育雲端帳號申請完成 

2. 進入學習拍 2.0首頁，點選[單一登入](畫面如下圖一、下圖二) 

3. 登入完成，選擇學校及身份(畫面如下圖三) 

4. 學校第一次申請使用，系統會跳出申請表確認畫面(畫面如下圖四、圖五) 

5. 系統自動化作業，約需 1小時作業時間， Mail通知開通完成； 

同第 2、3點畫面，登入使用  

 

 學校第一個申請使用的教師，會預設擁有學校管理者身份； 

學校管理者可以新增、刪除、修改管理員權限 

 

 
圖一.教育部學習拍 2.0首頁 

  

圖二.登入畫面 圖三. 選擇學校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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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申請表單確認 圖五.進入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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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師如何建立課程 (新增班級學生資料新增課程備課) 

一、 新增班級學生資料及課程 

1. 進入學習拍 2.0首頁，點選[單一登入](畫面如下圖一、下圖二) 

2. 登入驗證完成，進入教師功能首頁，點選[班級管理] (畫面如下圖三)  

3. 進入班級管理畫面，點選[班級學生資料維護] (畫面如下圖四) 

4. 進入班級學生資料維護畫面，點選[批次匯入] (畫面如下圖五) 

5. 進入批次匯入畫面，操作步驟如(1)、(2)、(3) (畫面如下圖六) 

(1).範例檔案(EXCEL)下載，並將學生資料彙整至檔案中 

(2).選取彙整完成的檔案 

(3).點選[上傳] 

(4).EXCEL中所有欄位皆必填。 

 學生的 E-Mail，可先填一個臨時的 Mail； 

當學生取得 SSO或 OPEN ID後，第一次登入學習拍 2.0時，系統會出現

選單選擇學號姓名後使用 

 班級學生資料，以學號欄位進行檢查 

 相同學號，更新資料；無相同學號，新增資料 

6. 匯入完成後，點選年級、班級，可以查詢匯入完成的班級學生資料 (畫面如下圖

七) 

7. 回到班級管理畫面，點選[新增課程] (畫面如下圖八) 

8. 進入新增課程畫面，點選年級、班級、出版社、科目後，點選[新增]，完成設定 

(畫面如下圖九) 

 

 新增課程完成，可進行課程分組，一門課程最多可以設定三種分組方式，每種分

組方式，最多可以設定五個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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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教育部學習拍 2.0首頁 

 

 
圖二.登入畫面 圖三.教師功能首頁 

 
 

圖四.班級管理畫面 圖五.班級學生資料維護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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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批次匯入 圖七.查詢班級學生資料 

 

 

圖八.班級管理畫面 圖九.新增課程畫面 

二、 備課 

1. 進入教師功能首頁，點選[備課] (畫面如下圖一) ； 

或移至左側功能選單，點選[備課] (畫面如下圖二) 

2. 進入教師備課畫面，選擇版本、科目、單元、課程後，右上角呈現課程資訊，進

行備課 (畫面如下圖三)，如下說明 

3. 備課：單一教材新增，以素材舉例 

(1).點選備課類別，包含：素材、報告、討論、選擇、是非、繳交、白板、配對、

填空 

(2).點選[+]圖示，新增素材步驟一，輸入素材名稱、知識架構，點選[下一頁] (畫

面如下圖四) 

(3).新增素材步驟二，輸入網址或上傳檔案，點選[下一頁] (畫面如下圖五) 

(4).新增素材步驟三，審閱內容，點選[確定新增] (畫面如下圖六) 

(5).新增素材完成畫面 (畫面如下圖七) 

4. 備課：教學包新增 (畫面如下圖八) 

(1).點選備課類別，教學包 (最多可選 5個教材組成一個複合式教材) 

(2).點選[+]圖示，新增教學包步驟一，輸入教學包名稱、知識架構，點選[下一

頁] (畫面如下圖九) 

(3).新增教學包步驟二，勾選所需的教材(最多可選擇 5個教材)，點選[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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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如下圖十) 

(4).新增教學包步驟三，審閱內容，點選[確定新增] (畫面如下圖十一) 

(5).新增教學包完成畫面 (畫面如下圖十二) 

5. 備課：課程包新增 (畫面如下圖十三)  

(1).點選備課類別，課程包(將單堂課所需教材彙整成一份，不限制教材數量) 

(2).點選[+]圖示，新增課程包步驟一，輸入課程包名稱、知識架構，點選[下一

頁] (畫面如下圖十四) 

(3).新增課程包步驟三，審閱內容，點選[確定新增] (畫面如下圖十五) 

(4).新增課程包完成畫面 (畫面如下圖十六) 

(5).新增課程包完成畫面 (畫面如下圖十七) 

 

 『教育大市集』按鈕：可以引用教育雲子網：『教育大市集』的素材資源 

 『教育媒體影音』按鈕：可以引用教育雲子網：『教育媒體影音』的素材資源 

 『分享庫』按鈕：可以引用其他教師分享同課程的素材 

 『教育百科』按鈕：可以引用教育雲子網：『教育百科』資源 

 備課建置順序：單一教材(素材、報告、討論、選擇、是非、繳交、白板、配對、

填空)  教學包  課程包； 

刪除順序依序為：課程包  教學包  單一教材 

 

 

圖一.教師功能首頁 圖二.功能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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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備課畫面 

  

圖四.新增素材步驟一 圖五.新增素材步驟二 

 

 

圖六.新增素材步驟三 圖七.新增素材完成畫面 

 

 

圖八.新增教學包畫面 圖九.新增教學包步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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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新增教學包步驟二 圖十一.新增教學包步驟三 

  

圖十二.新增教學包完成畫面 圖十三.新增課程包畫面 

  

圖十四.新增課程包步驟一 圖十五.新增課程包步驟二 



11 
 

 

 

圖十六.新增課程包步驟三 圖十七.新增課程包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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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師如何引用教育雲子網 (教育大市集為例) 

一、 引用教育大市集資源 

1. 備課類別：素材，點選[+]圖示，新增素材步驟一，點選[教育大市集]按鈕(畫面

如下圖一) 

2. 進入教育大市集介接畫面，輸入關鍵字，點選[搜尋] 按鈕，帶出所有相關教學

資源(畫面如下圖二) 

3. 教育大市集：1對 1建立素材資料，點選欲使用的教學資源(前方 ICON處)，點

選[匯入]按鈕 (畫面如下圖三、四) 

4. 教育大市集：多對 1建立素材資料， 

(1).點選[進階備課]按鈕 (畫面如下圖五) 

(2).點選欲使用的教學資源(前方 ICON處)，呈現明細資料設定畫面 (畫面如下

圖六) 

(3).點選按鈕：[匯入標題]、[匯入題目]，會累加素材的標題及題目資料 

(4).點選按鈕：[匯入網址] ，會替換網址 

(5).可點選不同教學資源，匯入同一個教材中，點選及調整完成後，點選[建立

教材]按鈕 (畫面如下圖七、八) 

 

 

 

圖一.新增素材步驟一 圖二.教育大市集介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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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對 1建立素材資料 圖四.1對 1建立素材完成畫面 

 
圖五.多對 1建立素材資料 

 

圖六.多對 1建立素材 明細資料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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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多對 1建立素材資料調整畫面 圖八.多對 1建立素材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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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教師如何引用教案分享教材  

一、引用教案分享教材 

1. 教學師功能首頁，點選[備課]，選擇課程類別 (畫面如下圖一) 

2. 點選[課程包]，點選[+]圖示，新增課程包步驟一，點選[分享庫]按鈕 (畫面如

下圖二) 

3. 帶出此課程下所有教案分享資料，點選欲使用的教案，點選[確定選取] 按鈕 (畫

面如下圖三) 

4. 匯入教案分享完成畫面 (畫面如下圖四)  

匯入時，會將課程包前置作業建立的所有教材，一起匯入 

 

  
圖一.備課選課程類別 圖二.新增課程包畫面 

 

 

圖三.帶出此課程下所有教案分享資料 圖四.匯入教案分享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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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教師如何進行課程教學 (點名上課派送教材下課) 

一、點名及上課 

1. 進入教學師功能首頁，點選[點名] (畫面如下圖一) 

2. 進入畫面，點選選課清單旁[+]圖示以新增點名 (畫面如下圖二) 

3. 設定要點名的班級、單元、課程、類別：上課 ，點選[開始上課] (畫面如下圖

三) 

4. 導入上課學生清單畫面，開啟[QR Code] (畫面如下圖四) 

5. 開啟 QR Code畫面，學生可透過平板電腦掃 QR Code，或透過電腦的瀏覽器輸入

課程代碼，參與課程 (畫面如下圖五) 

6. 完成點名的學生，教師點選[重新整理]，可以看到學生出席狀況 (畫面如下圖六) 

 

 點名的課程類別，可選擇：上課(課中教材)、課前預習、回家作業 

 

 

 

圖一.教師功能首頁 圖二.點名畫面 

 

圖三.新增要點名的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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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上課學生清單畫面 圖五. 開啟 QR Code畫面 

 
圖六.上課學生出席狀況 

 

 

  



18 
 

二、 派送教材 

1. 點名畫面，點選[備課] (畫面如下圖一) 

2. 派送教材：單一教材派送 (畫面如下圖二) 

(1).點選備課類別，包含：素材、報告、討論、選擇、是非、繳交、白板、配對、

填空 

(2).勾選教材 

(3).點選[派送] 

3. 派送教材：教學包派送 (畫面如下圖三) 

(1).點選備課類別，教學包(複合式教材) 

(2).勾選教材  

(3).點選[派送]，出現派送確認畫面，有三種派送方式 (畫面如下圖四) 

 單一，學生每人隨機分配一個題目 

 多重，學生必需做完所有題目 

 分組，先挑選分組方式，再依教材選擇組別 

4. 派送教材：課程包派送 (畫面如下圖五) 

(1).點選備課類別，課程包(將單堂課所需教材彙整成一份) 

(2).勾選教材 

(3).點選[派送]，出現派送確認畫面 (畫面如下圖六) 

5. 派送完成，會導入教學畫面，點選學生狀態查看班級學生作答狀況 (畫面如下圖

七) 

6. 班級學生作答狀況，點選[學生狀態]會看到學生上課回答的結果 

 

  

圖一.點名畫面 圖二.單一教材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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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教學包派送 圖四.教學包派送確認畫面 

 

 

圖五.課程包派送 圖六.課程包派送確認畫面 

 
圖七.教學包派送導入教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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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下課 

1. 上課完畢，回到[點名]畫面，點選[課堂下課]，結束此堂課 (畫面如下圖一) 

 

 課堂下課後，可在歷程查詢所有學習記錄 

 

 

圖一.點名畫面進行課堂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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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教師如何進行課程評量 (設定題庫建立考卷進行評量) 

一、 設定題庫 

1. 進入教學師功能首頁，點選[測驗] (畫面如下圖一) 

2. 進入評量畫面，點選題庫[+]圖示以新增題庫 (畫面如下圖二) 

3. 進入新增試題畫面，有五種新增方式 (畫面如下圖三) 

(1).『素材庫』按鈕，來源：個人備課中測驗的題目，帶入新增 

 帶出備課類別：單選題、複選題、是非題、填充題，所有教材列表 

 點選欲匯入教材，點選[匯入題庫](畫面如下圖四、五) 

(2).『分享庫』按鈕，來源：所有教師備課中測驗的題目，帶入新增 

(3).『共享題庫』按鈕，來源：所有教師題庫中題目，帶入新增 

(4).『批次上傳』按鈕，來源：彙整的 EXCEL資料，上傳新增 

(5). 單題新增，透過系統步驟一至三新增 

 步驟一，選擇題型，並輸入認知層次 (畫面如下圖六) 

 步驟二，輸入題目，選擇答案 (畫面如下圖七) 

 步驟三，審視題目，點選[建立題目] (畫面如下圖八、九) 

4. 新增試題完成畫面 (畫面如下圖九) 

 

 

 

圖一. 教師功能首頁 圖二.評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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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新增試題 圖四.素材庫匯入畫面 

 

 

圖五.素材庫匯入完成畫面 圖六.單題新增畫面步驟 1 

  

圖七.單題新增畫面步驟 2 圖八.新增試題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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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單題新增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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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考卷 

1. 點選[考卷] ，進入新增考卷畫面，點選考卷[+]圖示以新增考卷 (畫面如下圖一)  

(1).新增考卷步驟一，輸入考卷題目，點選[下一步] (畫面如下圖二) 

(2).新增考卷步驟二，勾選題目，點選[下一步] (畫面如下圖三) 

(3).新增考卷步驟三，可點選[下一題]，審閱各題目，點選[建立考卷] (畫面如

下圖四) 

(4).考卷建立完成 (畫面如下圖五) 

 

 平台每月月初排程作業，計算並分析出使用過試題的難度及鑑別度， 

NA表示截至上個月尚未使用過(即將完成) 

 

  

圖一.新增考卷 圖二.新增考卷步驟一 

 

 

圖三.新增考卷步驟二 圖四.新增考卷步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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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新增考卷完成畫面 

 

  



26 
 

三、 進行課程評量 

1. 新增考卷完成畫面，點選 [派送考卷] (畫面如下圖一)  

(1).派送考卷步驟一，出現考試資訊看板 (畫面如下圖二) 

(2).派送考卷步驟二，開啟[QR Code]畫面，學生可透過平板電腦掃 QR Code，

或透過電腦的瀏覽器輸入號碼，參與考試 (畫面如下圖三) 

(3).派送考卷步驟三，點選[開始考試] 

(4).開始考試，出現 30分鐘倒數計時畫面，可點選[更新]，觀看參考考試學生

資訊 (畫面如下圖四) 

2. 考試完成後，點選[評量]，進入評量結果畫面，點選[詳細分析] (畫面如下圖五) 

(1).學生個人評量結果 (畫面如下圖六) 

(2).全班整體評量結果 (畫面如下圖七) 

 統計數字：班級人數、測驗人數、未考人數、最高分數、最低分數、平

均分數等… 

 分析圖表：班級能力分析、分數區間比例圖、試題類型 

(3).全班整體評量結果，點選[查看詳細分析]按鈕，進入畫面：詳細分析-全班

整體 (畫面如下圖八) 

 統計數字：姓名、座號、分數、學生的 PR值、類別 

 分析圖表：題目類別、學生類別、題目難度 

(4).詳細分析-全班整體結果，點選學生個人[詳細分析]按鈕，進入畫面：詳細

分析-學生個人(畫面如下圖九) 

 統計數字：個人此次評量的答對題數、分數、PR值、學生類別等… 

 分析圖表：試題分析圖、班級分數區間人數、試題類型統計 

 近三次考試趨勢 

 

 

圖一.派送考卷畫面 圖二. 派送考卷步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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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派送考卷步驟二 圖四.派送考卷步驟三 

 

 

圖五.評量結果畫面 圖六.學生個人評量結果 

 

圖七.全班整體評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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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詳細分析-全班整體 

 

圖九.詳細分析-學生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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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教師如何查詢歷程 (歷程選擇課程/考試查看) 

一、查詢歷程 

1. 進入教學師功能首頁，點選[歷程] (畫面如下圖一) 

2. 進入歷程畫面，點選 [選擇想查看的項目]按鈕，點選課程/考試(以課程為例)，

選課程資訊，點選[查詢](畫面如下圖二) 

3. 進入課程的歷程畫面 (畫面如下圖三) 

4. 可點選課程的歷程教材呈現詳細資料 (畫面如下圖四) 

 

  
圖一.歷程畫面 圖二.選擇查看類別畫面 

 

 

圖三.課程的歷程畫面 圖四.歷程教材詳細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