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五林國小因應新冠肺炎停課或隔離線上學習操作說明 

（家長、學生操作步驟說明） 
 

1. 開啟 Google Chrome 瀏覽器，點選右上角「九宮格黑點」圖示。 

2. 展開應用程式功能表之後，點選「Google 帳戶」圖示。 

 

 

3. 點選畫面中央「登入」圖示，進行登入。 

 

 

4. 輸入「電子郵件地址」與「密碼」之後，點選「繼續」圖示登入帳戶。 

  （登入帳戶之電子郵件已由學校申請配發給全校學生，請詢問孩子帳戶為何或屆時查閱停課通知單） 

  

 



5. 登入成功後，點選右上角「九宮格黑點」展開應用程式功能表，再點選「Classroom」 

   圖示進入課程學習。 

 

 

6. 進入 Google Classroom 之後，若有未加入之課程，則點選該課程「加入」圖示， 

   進入課程學習。 

 

 

7. 點選課程上方「訊息串」，下方「公佈欄區」則會顯示該課程老師的學習方式說明。 

 



8. 看完公佈欄的學習說明之後，點選上方「課堂作業」，進入該課程教材的學習區。 

9. 畫面左方可點選該課程的不同主題，畫面中央則顯示該主題的學習教材。 

 

 

10. 點選「教材標題」展開教材，就可點選該教材進行線上學習。 

 

 

11. 課程學習結束並完成作業與測驗之後，則重覆「第 5 點」～「第 10 點」進行其他 

    課程的線上學習。 

 

 

 

 

 

  



因應停課或隔離運用 Gmail 進行親師生連絡之操作說明 
 

  若學校因新冠病毒疫情而有班級或全校停課，需進行線上學習進行補課時，學校

老師會運用 Google 的 Gmail 電子郵件服務，作為與家長、學生的主要聯絡方式，再

輔以簡訊與電話連絡來了解學生的線上學習情形。 

    Gmail 聯絡的重點項目如下所列： 

      一、有新課程開啟，邀請學生加入該課程。 

      二、課程有新教材上傳，或課程公佈欄有發布新的公告。 

      三、其他親師生聯絡事項。 
 

操作說明： 

1. 帳號登入成功後，點選右上角「九宮格黑點」展開應用程式功能表，再點選「Gmail」 

   圖示進入電子郵件服務。 

 

 

2. 進入 Gmail 服務之後，點選畫面左方的「收件匣」，可顯示新進的電子郵件。 

3. 點選「課程邀請郵件」，開啟檢視該郵件內容。 

 



4. 開啟郵件之後，點選郵件內容中的「加入」圖示，則可以加入老師邀請的課程。 

 

 

 



五林國小因應新冠肺炎停課或隔離線上學習規劃說明 

☁ 線上學習資源 ☁ 

整合所有線上資源於高雄市 OpenID 帳號及教育雲端帳號，使用下述資源請由各平台

登入使用． 

實施方式一：客製學習包 

「達學堂」平台（http://drlive.kh.edu.tw）是由高雄市教育局打造結合直播、遊戲與

數位學習的前瞻平台，平台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將自主學習、翻轉學習等其他不同策

略融入教學。 

平台 授課模式 教學影片連結 

達 

學 

堂 

1. 直播課程 - 直播 + 教師現有教材 

2. 影音學堂 - 教師自備影音教材 +

學習平台 

1.  教學影片（達學堂） 

 如何登入達學堂 

 我要開直播-來幫自己的學校

建立學堂吧！ 

 我要開直播-建立開課預告 

 我要開直播-開始影片串流(電

腦版) 

實施方式二：同步（直播）教學工具 

線上同步(直播)教學，指運用視訊同步直播教學的工具，讓居家學生可與教師、同學同

步上課與學習。 

平台 授課模式 教學影片連結 

Zoom 

（視訊會議） 

1. Zoom+教師現有教材 

2. Zoom+學習平台 

1. 懶人包（新北市教育局） 

 主持人申請會議室 

 主持人登入會議室 

https://www.kh.edu.tw/orgArch/departments_intro/U0/item9
https://oidc.tanet.edu.tw/
http://drlive.kh.edu.tw/?fbclid=IwAR1K9IdBeDnHfza3EeJthpc6tfK2gVE0RQCPyfkLBgYYMi0_I7EYm4AriTY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3yc3X4uA4DqCYWlAWHCC3XYC1Q8Lu-_E
https://mis.ntpc.edu.tw/var/file/1/1001/img/141/189303449.pdf
https://mis.ntpc.edu.tw/var/file/1/1001/img/141/489782320.pdf


平台 授課模式 教學影片連結 

 主持人基本操作 

 與會者基本操作 

2. 教學影片(施信源老師) 

教學影片(呂聰賢老師) 

3. 操作說明（教育部） 

 1.【手機安裝 Zoom 會議

軟體】教學影片 

 2.【手機加入 Zoom 會議

軟體】教學影片 

Google 

Hangouts Meet 

1. Google Hangouts Meet+

教師現有教材 

2. Google Hangouts Meet+

學習平台 

1. 懶人包（新北市教育局） 

2. 教學影片 

 基礎應用篇(施信源老師) 

 教學應用篇(施信源老師) 

YouTube 

1. YouTube +obs+教師現有

教材 

2. YouTube +學習平台 

1. OBS 使用教學影片(施信

源老師) 

2. OBS 直播教學影片(呂聰

賢老師)  

實施方式三：非同步教學資源與工具 

非同步教學，係由教師運用數位資源與工具，依課程進度及學習需求登入線上學習平

臺備課，指派予學生適宜課程、學習內容與作業(或線上討論)． 

平台 內容及使用方式 

均一教育平台 
1. 國中小及高中職教材影音與測驗，教師可用於差異化教學及補救

教學。 

https://mis.ntpc.edu.tw/var/file/1/1001/img/141/373670983.pdf
https://mis.ntpc.edu.tw/var/file/1/1001/img/141/529371443.pdf
https://youtu.be/1gjJJUX2ONc
https://youtu.be/a5KAsAfeSV0
http://163.28.84.182/onlinelearning_file/附件5ZOOM操作詳版V1.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q4jWFh_rS4&list=PLzdMYZlvL3E_YYRZdc4SGjTRmc_ANUQ0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q4jWFh_rS4&list=PLzdMYZlvL3E_YYRZdc4SGjTRmc_ANUQ0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Tbnt5tSvMs&list=PLzdMYZlvL3E_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Tbnt5tSvMs&list=PLzdMYZlvL3E_
https://mis.ntpc.edu.tw/var/file/1/1001/img/141/397127051.pdf
https://youtu.be/mhCRVCJqTKk
https://youtu.be/EQ3l0DdhdpI
https://youtu.be/gD0_54ddm0Q
https://youtu.be/CNZsX51TvQU


平台 內容及使用方式 

2. 均一教育課程地圖（開放課程，上線即可使用） 

3. 網址：https://www.junyiacademy.org 

Learnmode 

學習吧 

1. 國中小及高中職教材影音、講義與測驗。 跨領域素養導向閱讀

理解課程，AI 結合語音辨識，增進數位閱讀理解能力、口語及敘

事能力。 教師可使用平臺工具建立個人線上課程供學生使用。 

2. Learnmode 學習吧課程地圖（開放課程，上線即可使用） 

3. 網址：https://www.learnmode.net 

酷課雲 

1. 國中小及高中職教材影音、講義與測驗，「酷課網路學校」公開

課程數約 277 門。 

2. 酷課雲課程地圖（開放課程，上線即可使用） 

3. 網址：https://cooc.tp.edu.tw 

教育部因材網 

1. 學習科目及年級國語文（1 至 9 年級）數學（1 至 9 年級）自然

（3 至 6 年級、理化、生物）英語文（3 至 6 年級）。 

2. 由教師成班後派發學習任務 

3. 網址：https://adl.edu.tw 

教育部教育雲 

1. 教育部學習拍（教師備課後遠端進行教學和指派學生學習內容） 

2. 教育部教育媒體影音（教學影片） 

3. 教育百科（詞語解釋、教材關鍵字檢索查詢） 

4. 網址：https://cloud.edu.tw 

PagamO 線

上學習平台 

1. 國中小及高中職各科目題庫 

2. 老師使用題庫選題製作回家作業，學生透過遊戲任務完成作業。 

3. 網址：https://www.pagamo.org 

Cool English 1. 以聽力、口說、閱讀、寫作、字彙/文法、遊戲、基本學習內容

及會考專區進行課程規劃。 

https://mis.ntpc.edu.tw/var/file/1/1001/img/141/469878745.pdf
https://www.junyiacademy.org/
https://mis.ntpc.edu.tw/var/file/1/1001/img/141/659749707.pdf
https://www.learnmode.net/
https://mis.ntpc.edu.tw/var/file/1/1001/img/141/685669058.pdf
https://cooc.tp.edu.tw/
https://adl.edu.tw/
https://cloud.edu.tw/
https://www.pagamo.org/


平台 內容及使用方式 

英語線上 

學習平臺 

2. 網址：https://www.coolenglish.edu.tw 

  

教科書數位學習資源： 

平台 內容 

南一 

備課雲 

1. 提供教師各科教學資源素材直接下載，包括南一官網、教師網、雲端

題庫及幼教網。 

2. 因應疫情，另提供防疫自學特別企劃。 

3. 南一 oneclass 網址：https://www.oneclass.com.tw 

翰林出版

教學資源 

1. 提供教師透過翰林官網下載各種教學資源，同時提供老師快速尋找各

式數位軟體載點及說明，讓老師快速取得完整備課所需資源及授課可

運用之軟體。 

2. 因應疫情，另提供翰林雲端學院。 

3. 翰林行動大師網址：https://edisc.hle.com.tw 

康軒載即

便 

1. 提供國中小教師透過康軒官網下載電子書，讓老師快速取得完整備課

所需資源及授課可運用之軟體。 

2. 因應疫情，另提供跟著康軒不停學。 

3. 康軒載即便網址：

https://knsh-etools.s3-ap-northeast-1.amazonaws.com/web/康

軒載即便全/index.html 

 

https://www.coolenglish.edu.tw/
http://student.oneclass.com.tw/
https://www.oneclass.com.tw/
https://eventprotect.hle.com.tw/
https://edisc.hle.com.tw/
http://qrcode.knsh.com.tw/r.asp?QID=MV79U
https://knsh-etools.s3-ap-northeast-1.amazonaws.com/web/康軒載即便全/index.html
https://knsh-etools.s3-ap-northeast-1.amazonaws.com/web/康軒載即便全/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