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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 iClass LMS 

1.1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iClass LMS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為普通教學提供了一個方便，安全而且

高效的方法來增強互動交流。學生可以用移動裝置，例如便攜式筆記本，iPhone, 

iPad 或者 Android 系統的手機來進入 iClass LMS 系統, 在課堂上提交他們的作

業或反饋 。反饋的形式可以是文本，圖表或者音頻，學生可以通過投影儀或者

公共交流平台與同學即時分享他們的反饋。這個人性化的系統增強了課堂上的互

動交流而且鼓勵學生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學習中。學生通過黑板，筆和紙參與討論

的日子已經慢慢離我們遠去，在這個信息化的時代，對移動設備有效的使用可以

加強課堂互動，為學生營造出輕鬆有趣的學習氛圍。 

 

 

 iClass 系統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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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組成部份組成部份組成部份組成部份 

iClass LMS 有三個主要的組成部份： 

1.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平台平台平台平台： 

� 使用 iSO 系統，如 iPad, iPhone 以及 iPod Touch。 

� 使用 Android 系統，如 Android 手機和平板電腦。 

� 使用網頁，如便攜式電腦或台式電腦。 

2.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平台平台平台平台: 

� 直接使用教室現有電腦設備進入網頁就可以。 

3. 雲端服務器雲端服務器雲端服務器雲端服務器: 

� 這個用來儲存及交換老師和學生的信息。 

 

學生可以從網址 http://elearning.eee.hku.hk 里提供的鏈接在 Apple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上下載 iClass LMS 的學生使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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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Class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平台平台平台平台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 

我們使用平台的鏈接如下： 

http://portal.iclass.hk 

 

爲了更好的使用這個平台，推薦使用支持 HTML5 的瀏覽器： 

� Molliza Firefox 4.0 或以上 [Windows, Linux, Mac OS] 

� 所以版本的 Google Chrome [Windows, Linux, Mac OS, Android] 

� 所有版本的 Safari [Mac OS]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9.0 或以上 [Windows] 

推薦使用的投影屏幕像素是 1024 x 768 。 

 

2.1 教師登錄教師登錄教師登錄教師登錄 

老師可以輸入各自的帳號和用戶名進入 iClass。這個系統有三種語言可選：英語， 

繁體中文以及簡體中文。 

 

登入名稱 

登入密碼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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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創建課程創建課程創建課程創建課程，，，，課題課題課題課題以及上傳資料以及上傳資料以及上傳資料以及上傳資料 

2.2.1 創建一個新的創建一個新的創建一個新的創建一個新的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1. 點擊“+” 按鈕來添加一個新課程。  

 

 

2. 輸入課程編號以及名稱，然後點擊圖標“√ ”確認。 

 

 

2.2.2 創創創創建建建建一個一個一個一個新的新的新的新的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1. 點擊“+新增課題”。  

 

1. “+” 按鈕 

2.1 課程編號 

2.2 課程名稱 

2.3 確認按鈕 

1. “+” 課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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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空白處輸入課題名稱然後點擊圖標“√”確認。 

 

2.2.3 上傳上傳上傳上傳資料并資料并資料并資料并添加添加添加添加課題描述課題描述課題描述課題描述 

老師可以通過“資料夾 ” 上傳資料并分享給學生。在這裡，可以上

傳.doc, .xls, .ppt, .pdf, 圖片, 音頻 (mp3) 以及 視頻 (用 H264 編碼的 mp4)類型

的文件。 

1. 點擊“資料夾”； 

2. 點擊“按此修改或新增檔案”； 

 

 

3. 點擊“選擇文件”來選擇所需上傳資料，然後點擊“Cloud” 按鈕保存； 

4. 點擊黃色的區域來添加課題描述，然後點擊“√”確認。   

2.1 課題名稱 

2.2 確認按鈕 

2.1 點擊“資料夾”按鈕 

2.2 點擊這裡修改或上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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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新的活動新的活動新的活動新的活動 

點擊“+新增”圖標。 

 

你可以在這個課題下創建一些活動，目前有如下活動可供選擇： 

� 繪圖繪圖繪圖繪圖：：：：學生在空白頁面或已經上傳的作業紙上繪圖。 

�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學生以關鍵字的方式來分享想法。 

� 選擇題選擇題選擇題選擇題：：：： 學生可以在系統做選擇題或問卷。 

� 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學生可以閱讀電子書以及做筆記。。。。 

� 小測小測小測小測：：：： 讓學生在線上做多種形式的測驗題。 

� 聲音聲音聲音聲音：：：： 讓學生上傳音頻答案。 

� 同學互評同學互評同學互評同學互評：：：： 讓學生查看其它同學的作業，評分以及給出評價。 

� 網頁瀏覽網頁瀏覽網頁瀏覽網頁瀏覽器器器器：：：：讓學生進入老師指定的網站。 

點擊“+ 新增” 

3. 雲按鈕“Cloud”  

4.“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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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繪圖繪圖繪圖繪圖””””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老師可以上傳圖片（如背景和貼紙）讓學生下載以及在線使用，

並且可以將學生提交的作業在教室的屏幕上展示出來，讓大家

一起分析討論。 

 

1. 在“新增活動或資源”列表，點擊“繪圖”圖標。 

 

 

2. 輸入活動名稱。 

3. 老師可以上傳一個背景圖或貼紙到系統。 

4. 這個圖片將會上傳在資源庫里，點擊圖片確認。 

5. 點擊頁面右上角的“新增”按鈕來完成這個上傳過程。  

 

1. 點擊“繪畫”圖標 

2. 活動名稱 

3. 點擊“選擇文件” 

4. 點擊圖片進行選擇 

5. 點擊“新增” 



12 

2.3.2 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老師可以上傳一些測試問題讓學生在課堂通過輸入關鍵字的方

式進行分享和討論。學生的反饋可以以標籤雲，餅形圖以及列

表的形式呈現出來。 

 

1. 在“新增活動或資源”列表，點擊“文字”圖標。 

 

 

2. 輸入活動的名稱。 

3. 輸入標籤內容，“文字”活動最多可以有 6 個標籤 ，每個標籤表示一個方面

的內容。 

4. 完成輸入之後，點擊右上角的“新增”。 

 

 

2. 新文字活動名稱 

3. 六個不同的標籤 

1. 點擊“文字”圖標 

4. 點擊“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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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選擇題選擇題選擇題選擇題””””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老師可以設置一系列的單項或多項選擇題，可以設定顯示或者

隱藏提示答案。 

1. 在“新增活動或資源”列表，點擊“選擇題”圖標。 

 

2. 輸入活動名稱。 

3. 點擊“增加題目”，然後輸入問題和可選項。點擊“+”按鈕來添加 2 至 6

個選項。注意要選擇是單選題還是多選題。在輸入完問題和選項之後，可以

勾選相應的正確答案。 

4. 點擊“新增”來完成活動的添加。 

 

2. 活動名稱 

3. “增加題目” 

3.2 單選 

3.3 多選 

4. 點擊“新增” 

3.1 增加選項 

1. 點擊“選擇題”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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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在“電子書”活動中，老師可以上傳 PDF。學生可以在學生平

台閱讀電子書并進行註釋和做筆記。 

 

1. 在“新增活動或資源”列表，點擊“電子書”圖標。 

 

 

2. 輸入活動名稱。 

3. 你可以點擊“選擇文件”來上傳 PDF 形式的電子書，也可以直接將 PDF 拖

入庫中。值得注意的是，上傳文件不應超過 8MB 而且不超過 35 頁。 

4. 點擊縮略圖來選擇一個 PDF 文件。 

5. 點擊“新增”來完成這個活動的創建。 

 

1. 點擊“電子書”圖標 

2. 書名 

3. 點擊“選擇文件” 

4. 點擊縮略圖選擇 

5. 點擊“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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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小測小測小測小測””””的的的的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老師可以創建一個含有配對題，填空題，選擇題以及數字題等

不同類型問題的測驗。系統會自動將學生的答題情況收集及儲

存起來，并作出一個即時的基於某個問題的或者基於整個班級

的分析。 

1. 在“新增活動或資源”列表，點擊“小測”圖標。 

 

2. 然後老師輸入問題詳情。 

 

 

1. 點擊“小測”圖標 

2.1 小測名稱 

2.2 小測指示 

2.3 限制時間 

2.4 鎖定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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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師可以點擊“增加描述”按鈕來添加對問題的描述，可以是這個問題的文

本或圖表的信息，也可以是一個參考網站。 

 

 

4. 老師可以點擊“增加題目”按鈕來添加新的問題。目前有四種題目類型可以

添加，即配對題，填空題，選擇題以及數字題。對於每個問題，老師可以在

右上角設置題目的分值。 

 

 

5. 配對題：老師首先需要在指示框輸入問題，然後點擊“+”來輸入多組配對內

容。也可以點擊“-”按鈕來刪除其中任何一組。     

 

 

 

3.1 點擊“增加描述” 

3.2 文字描述 

3.3 參考網站 

3.3 選擇插入圖片 

4. 點擊“增加題目” 

5.1 指示文字 

5.2 填入配對組 

5.3 刪除配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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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填空題：老師應該在指示框內輸入題目。點擊“幫助”按鈕查看具體描述方

法。在輸入后可以馬上看到頁面下方的題目預覽。 

 

 

 

7. 選擇題：老師首先可以填入問題描述，然後點擊“+”按鈕來添加選項。可以

是單項選擇或者多項選。填完選項內容后，如果有正確答案，可以選擇一個

或多個正確答案，如果沒有的話，這個問題將成為一個開放性選擇題。可以

點擊“-”按鈕來刪除其中任何一項選項。  

 

6.1 指示文字 

6.2 輸入問題 

6.3 題目預覽 

6.4 設定每個空的分值 

7.1 題目描述 

7.1 單選 

7.3 增加選項 
7.4 刪除選項 

7.2 多選 

7.5 設置每道題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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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數字題：這個和“填空題”很相似 ，老師應該在指示框內填入題目描述，可

以點擊“幫助”按鈕查看具體描述方法。在輸入后可以馬上看到頁面下方的

題目預覽。 

   

 

9. 當老師完成所有題目的添加后，點擊“新增”來完成創建“小測”這個活動。  

 

8.1 指示文字 

8.2 題目 

8.3 即時預覽 

8.4 設置題目分數 

9. 點擊“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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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創建創建創建創建一個一個一個一個““““聲音聲音聲音聲音””””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老師可以創建讓學生提交音頻作業的活動，這個可以是語言學

習的一個口語作業。 

 

1. 在“新增活動或資源”列表，點擊“聲音”圖標。 

 

 

2. 輸入活動名稱。 

3. 點擊“新增”按鈕來創建“聲音”活動。 

 

1. 點擊“聲音”圖標 

3. 點擊“新增” 

2. 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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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同學同學同學同學互評互評互評互評””””的的的的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通過“同學互評”，學生可以查看同學的作業，進行打分以及

點評。  

 

 

1. 在“新增活動或資源”列表，點擊“同學互評”圖標。 

 

 

2. 選擇一項作業并為將要進行的活動命名，如打分。 

3. 點擊“新增”來完成這個“同學互評”活動的創建。 

 

 

1. 點擊“同學互評”圖標 

3. 點擊“新增” 
2.1 活動名稱 

2.2 選擇進行互評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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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創建一個““““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老師可以通過這個模塊來和學生分享網站。 

 

1. 在“新增活動或資源”列表，點擊“網頁瀏覽器”圖標。 

 

 

2. 輸入網站鏈（URL）接及名字。 

3. 點擊“新增”來完成這個活動的創建。 

 

1. 點擊“網頁瀏覽器”圖標 

3. 點擊“新增” 
2.1 URL 

2.2 網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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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當你創建任何新活動時，你可能留意到在網頁左上角有個叫做的“附加信息”的

按鈕，通過這個按鈕，老師可以設置： 

 

1. 顯示時間：當前活動開始在學生介面顯示的時間。 

2. 課程計劃：在這裡老師可以設置四個方面的內容，即“期望持續時間”，“教

學步驟”，“教學目標”和“查看效果的方法”。  

 

學生可以在自己的設備上看到相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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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演示模式演示模式演示模式演示模式 

在老師創建好活動之後，學生可以通過自己的設備在學生平台獲取相應的教學資

源。學生在自己的平台上做出回應后，結果會顯示在教師平台。 

 

點擊課程介面的任何活動進入相關的演示模式。請注意，在教師模式下才可以進

入演示模式。 

 

2.4.1 頂部工具欄頂部工具欄頂部工具欄頂部工具欄 

頂部工具欄的功能如下： 

 

2.4.1.1 改變當前改變當前改變當前改變當前顯示活動顯示活動顯示活動顯示活動：：：： 

通過點擊菜單下拉按鈕“+” 來改變同一個課題下當前顯示的活動。 

 

 

點擊“+”來查看同一個主題下的所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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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允許提交允許提交允許提交允許提交 / 不允許不允許不允許不允許提交提交提交提交：：：： 

1. 當“允許提交”按鈕是綠色的時候，學生可以提交作品。這個是活動創建后

系統的默認設置。你可以點擊這個按鈕來改變設置。 

 

 

2. 當“允許提交”按鈕是紅色的，此時學生不可以提交作品。同樣的，你可以

點擊這個按鈕來改變當前設置。 

 

 

1. 學生可以提交答案 

2. 學生不可以提交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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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 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 隱藏隱藏隱藏隱藏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這個設置也會影響學生是否可以通過“同學互評”看到其他學生的作品。 

1. 當“顯示學生答案”按鈕是綠色的，那麼老師可以看到學生的答案，同時學

生也可以通過“同學互評”看到對方的答案。點擊這個按鈕可以改變當前設

置。 

 

  

2. 當“顯示學生答案”按鈕是紅色的，那麼老師介面不可以看到學生的答案，

同時學生也不能看到對方的答案。點擊這個按鈕可以改變當前設置。 

 

2.4.1.4 提交人數提交人數提交人數提交人數：：：： 

這個數字會顯示出有多少人回答了當前問題。 

 

1. 顯示提交的答案 

2. 隱藏提交的答案 

已提交答案的學生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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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繪畫繪畫繪畫繪畫””””和和和和““““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的的的的演示模式演示模式演示模式演示模式    

學生的答案將會以縮略圖的形式顯示出來。老師可以放大其中任何一個同學的作

業，也可以予以打分和給出評價。 

 

2.4.2.1 點擊圖片點擊圖片點擊圖片點擊圖片并以放映模式觀看學生作品并以放映模式觀看學生作品并以放映模式觀看學生作品并以放映模式觀看學生作品 

1. 首先點擊縮略圖來以全屏模式觀看圖片。 

 

 

2. 在全屏模式下，可以點擊放映按鈕來以放映的模式觀看。 

 

 

1. 點擊縮略圖全屏觀看圖片 

2. 點擊此處可以以放映模式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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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 刪除某一個刪除某一個刪除某一個刪除某一個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你可以直接點擊縮略圖右上角的刪除按鈕來刪除某幅圖。 

 

 

2.4.2.3 按照某個按照某個按照某個按照某個標準來給圖片排序標準來給圖片排序標準來給圖片排序標準來給圖片排序 

你可以點擊“排序”按鈕來顯示排序菜單，在這裡你可以通過不同的標準來給這

些縮略圖排序。 

 

1. 點擊此處可以刪除該作品 

1. 用不同標準為縮略圖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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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 如何給如何給如何給如何給學生的作品評價學生的作品評價學生的作品評價學生的作品評價 

1. 你可以直接點擊筆型按鈕來給作品評價。 

 

 

2. 另一種方式是在圖片全屏的時候，點擊評分按鈕。點擊評分前 / 評分后按鈕

可以分別顯示評分前和評分后的圖片。 

 

 

2.1 評分按鈕 

2.2 顯示評分前/后的作品 

1. 點擊筆形按鈕為作品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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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評分介面，老師可以在學生的作品上做標注，打分數以及給評語。在評分

之後，老師可以通過點擊雲按鈕來上傳評價后的作品。 

 

 

 

2.4.3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的演示模式的演示模式的演示模式的演示模式 

這個模塊可以用來做頭腦風暴。學生提交的文字將會以雲標籤，列表和餅形圖的

形式顯示出來，通過這些顯示方式，可以看到學生提交的頻率最多的字。 

3.1 打分處 

3.2 點擊此處給評語  

3.3 點擊雲按鈕上傳點評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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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1 雲雲雲雲標籤標籤標籤標籤 

在雲標籤里，字體越大意味著出現的頻率越高，而字體越小意味著出現的頻率

低。點擊右上角的 “+” 按鈕可以放大其中某個顯示介面。 

 

 

2.4.3.2 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在列表形式中，老師可以知道每個學生的答案是什麽。 

 

1.1 “+” 放大某個介面  

1.2 字體越大意味著出現的頻率越高  

1.3 改變顯示形式 

1.每個學生的具體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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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3 餅形圖餅形圖餅形圖餅形圖 

在餅形圖里，出現的頻率越高的答案在圓中佔有的比例越大。點擊右上角的“+”

按鈕可以全屏觀看其中某個餅形圖，在“+”按鈕下面有個小的按鈕，點擊可以

打印或下載圖片。 

 

 

2.4.4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題題題題”/“”/“”/“”/“小測小測小測小測””””的的的的演示模式演示模式演示模式演示模式    

這個介面可以以列表或餅形圖的形式即時顯示出學生提交的答案。 

2.4.4.1 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系統默認的顯示模式是列表顯示。在這裡學生的答案和得分都會顯示出來。在下

面這幅圖中，小方塊中的數字表示學生在相應題目的得分情況，小方塊的顏色則

代表不同的意思： 

� 綠色：答案是正確的 

� 紅色：答案是錯誤的 

� 黑色：學生并沒有提交答案 

� 白色：這個是開放式問題，沒有正確錯誤答案 

你可以點擊學生姓名最上面的“學生按鈕”來按字母表的順序給學生排序。 

點擊打印或下載圖片 

放大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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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2 問題類別問題類別問題類別問題類別的分析的分析的分析的分析----餅形圖餅形圖餅形圖餅形圖 

1. 當在“全班統計”一欄點擊某個題的題號時，將會出現一個餅形的分析圖。

老師可以選擇是否顯示正確答案。當正確答案顯示出來時，相應問題的所有

提交的答案分佈會以餅形圖的形式顯示出來，通過分析，老師可以看到每個

選項所占的比例。  

 

1. 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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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上面的功能之外，點擊“正確答案 / 錯誤答案”可以分別看到哪些學生答

對或者答錯了。同時，對於答錯的同學，老師可以看到學生的錯誤答案是多

少。  

 

 

2.4.4.3 班級類別班級類別班級類別班級類別的分析的分析的分析的分析––––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分數分佈圖分數分佈圖分數分佈圖分數分佈圖  

1. 當點擊“全班統計”按鈕時，可以看到全班的成績分佈。 

 

 

 

1. 點擊“全班統計”按鈕 

2. 答案正確/錯誤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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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可以點擊總體成績分析介面右上角的按鈕來打印或下載分析圖。 

 

 

2.4.5 ““““聲音聲音聲音聲音””””的的的的演示模式演示模式演示模式演示模式    

這個介面可以播放學生提交的聲音作品。每個學生提交的作品將會以列表的形式

展示出來。 

 

2.4.5.1 播放學生的播放學生的播放學生的播放學生的音頻文件音頻文件音頻文件音頻文件 

點擊播放按鈕來播放學生某個音頻作品，或者點擊 “x” 按鈕來刪除某個作品。 

 

 

2. 打印或下載圖片 

1.2 點擊刪除音頻 

1.1 點擊播放或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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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課程編輯功能課程編輯功能課程編輯功能課程編輯功能 

爲了進入課程編輯介面： 

1. 點擊右上角的“編輯”按鈕。 

2. 爲了保證安全性，在對課程進行修改之前需要先輸入密碼。 

 

 

2.5.1 重新命名重新命名重新命名重新命名    ////    修改修改修改修改課題課題課題課題或活動或活動或活動或活動        

1. 首先在課程編輯介面，選擇你想重新命名或者修改的項目或課題。 

2. 點擊“重新命名”按鈕，在介面的右邊會出現一個對話框，在這個框里可以

輸入新名字。 

3. 點擊“修改”按鈕對任何活動進行編輯修改。注意在修改之後，學生提交的

作業都會被清除。通過介面右邊的對話框可以進行修改。 

 

2. 需要輸入密碼 

3. 修改 

2. 重新命名 

1. 修改 

1. 選擇課題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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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 清除清除清除清除課題課題課題課題或或或或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1. 點擊“刪除”按鈕來刪除任一個課題或活動下的所有學生提交的答案。 

2. 點擊“清除”按鈕來刪除任何一個課題或活動。 

 

 

2.5.3 輸出輸出輸出輸出并下載活動分析并下載活動分析并下載活動分析并下載活動分析 

老師可以通過點擊“輸出并下載”按鈕來下載某個活動的分析報告。 

對基於文字的活動，例如“文字”，“選擇題”和“小測”，可以產生一個包含

有學生反饋以及老師評價的 CSV文件。 

對於“繪畫”，“電子書”和“聲音”活動，可以產生一個 zip 壓縮文件，這個

壓縮文件里包含 CSV分析文件以及圖片和聲音文件。 

 

1. 在課程編輯介面，選擇你想輸出分析報告的活動。 

2. 點擊“輸出并下載”，一個 CSV / ZIP 文件就可以下載下來。 

2. 刪除 

1. 清空 

2. 輸出并下載 

1. 選擇課題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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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設置設置設置設置離線課題離線課題離線課題離線課題（（（（課後課後課後課後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目前這個功能只支持 iOS 應用。老師可以設置課程的離線課題。學生可以從離線

課題上下載所有的材料然後可以在沒有互聯網連接的情況下進行操作。學生的反

饋對儲存在設備中，當再次連接網絡時通過 iClass服務器上傳。你可以在下拉菜

單中選出想進行離線的課題。 

1. 點擊“儲存”按鈕。 

 

 

2.5.5 允許允許允許允許 / 停用停用停用停用 Facebook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目前這個功能只支持 iOS 應用。老師可以在 iClass 應用中允許或停止使用

Facebook 分享。 

1. 從下拉菜單中選擇“允許/停用”。 

2. 點擊“儲存”按鈕。 

 

 

1. 設置離線主題 

1. 允許或停用 Facebook 分享 

2. 儲存 

2.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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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查看查看查看查看已經註冊課程的學已經註冊課程的學已經註冊課程的學已經註冊課程的學生生生生以及刪除學生以及刪除學生以及刪除學生以及刪除學生 

1. 點擊頂部菜單的“學生模式”按鈕，然後就可以看到所有註冊該課程學生的

名單。 

2. 點擊“移除”按鈕就可以從註冊名單里取消任何一個學生的註冊。 

 

 

2.5.7 清除所有清除所有清除所有清除所有學生回應學生回應學生回應學生回應 / 移除所有學生移除所有學生移除所有學生移除所有學生 / 刪除整個刪除整個刪除整個刪除整個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在介面右下角： 

1. 點擊“清除所有學生回應”按鈕可以清除在課程下所有的學生提交的答案。 

2. 點擊“移除所有學生”按鈕來移除該課程里所有的學生。 

3. 點擊“刪除整個課程”按鈕來刪除選定課程的所有內容。請注意，出於安全

性考慮，這項功能需要輸入密碼。 

 

1. 學生模式 

2. 移除 

1. 清除所有學生回應 

3. 刪除整個課程 

2. 移除所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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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課程介面的課程介面的課程介面的課程介面的其他功能其他功能其他功能其他功能 

2.6.1 學生模式學生模式學生模式學生模式和教師模式和教師模式和教師模式和教師模式之間之間之間之間的轉換的轉換的轉換的轉換 

1. ““““教師模式教師模式教師模式教師模式””””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現在在教師模式，這個也是老師進入介面的默認設置。

點擊這個按鈕可以轉換設置。 

 

 

2.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模式模式模式模式””””按鈕按鈕按鈕按鈕：：：：如圖所示，現在是學生模式，通過這個模式可以看到學

生介面的情況。點擊按鈕可以轉換設置。 

 

 

2.6.2 給給給給課題課題課題課題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1. 點擊“排序”按鈕就可以開始對課題進行排序。   

 

 

1. 教師模式 

2. 學生模式 

1. 課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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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可以通過拖拉的方式來改變課題顯示順序。 

3. 在完成排序后點擊“更新”按鈕保存最新順序。 

 

 

2.6.3 讓學生讓學生讓學生讓學生註冊某個課程註冊某個課程註冊某個課程註冊某個課程 

點擊“課程碼”按鈕，課程相應的二維碼就會顯示出來。這個二維碼是用來讓學

生註冊課程的。 

 

 

2.6.4 設置課程設置課程設置課程設置課程二維碼公開二維碼公開二維碼公開二維碼公開 / 非公開以及非公開以及非公開以及非公開以及重設重設重設重設 

點擊“設定”按鈕，這樣你就可以設置這個課程為公開的（意味著學生可以通過

二維碼加入課程）或者非公開（即沒有學生可以加入）。老師也可以重新設這二

維碼。 

 

點擊“課程碼”按鈕 

2.1 設定 

2.3 重設課程碼 

2.2 公開/非公開 

3. 儲存按鈕 
2. 用拖拉的方式改變課題顯示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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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一個置頂一個置頂一個置頂一個置頂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這個黃色的星型符號按鈕叫做“Star”按鈕。點擊這個按鈕可以讓相應的課題顯

示置頂。如圖所示，你現在看到地理課題被置頂了。再次點擊“Star”按鈕，置

頂便會撤銷。 

 

2.6.6 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 / / / 隱藏隱藏隱藏隱藏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點擊眼睛形狀的按鈕可以顯示或隱藏課題。當這個按鈕是綠色的時候，學生介面

會顯示該課題下所有的活動。 

 

 

當這個按鈕是紅色的時候，學生便不能看到這個課題下的活動。  

 

 

 Star 按鈕 

整個課題現在可見了 

整個課題現在不可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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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在在在在一個一個一個一個課題課題課題課題內內內內為為為為活動排序活動排序活動排序活動排序 

1. 點擊了“排序”按鈕后，可以對活動列表進行排序。 

 

 

2. 你可以通過拖拉的方式來改變顯示順序。排序完成后，點擊“儲存”來保存

設置。 

 

 

2.7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帳號帳號帳號帳號登出登出登出登出 

在主介面，點擊左邊的“登出”按鈕離開平台。  

 

1. 點擊排序按鈕 

2.2 儲存按鈕 

2.1 用拖拉的方式改變活動的順序 

點擊“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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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Class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平台平台平台平台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 

對 iClass 學生平台，有三個版本可以使用。 

 

3.1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如何進如何進如何進如何進入入入入 iClass平台平台平台平台 

3.1.1 iPhone / iPad / iPod Touch 用戶用戶用戶用戶 

iClass 支持 iOS5 或以上。你可以在蘋果的 App Store搜索： 

“iClass – Interactive Class on Cloud” 

URL: https://itunes.apple.com/app/id556787469 

 

3.1.2 安卓手機安卓手機安卓手機安卓手機及平板用戶及平板用戶及平板用戶及平板用戶 

iClass 支持 Android 4.0 及以上。你可以進入 Google Play搜索： 

“iClass” 

URL: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itwake.iclass 

 

3.1.3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的用戶的用戶的用戶的用戶（（（（台式機台式機台式機台式機，，，，筆記本筆記本筆記本筆記本，，，，智能手機和平板智能手機和平板智能手機和平板智能手機和平板）））） 

推薦使用支持 HTML5 的瀏覽器 

http://portal.iclass.hk 

 

在這部份，我們會著重討論在 iPad 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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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生登錄學生登錄學生登錄學生登錄 

3.2.1 普通登錄普通登錄普通登錄普通登錄 

輸入帳號和密碼，然後點擊“登入”按鈕。 

 

 

3.2.2 用學生用學生用學生用學生帳號登錄帳號登錄帳號登錄帳號登錄 

1. 點擊底部的設置按鈕。 

2. 輸入學校名，然後點擊 “儲存”。 

 

2. 點擊“登入” 

1. 輸入帳號和密碼 

1. 點擊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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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註冊一個註冊一個註冊一個註冊一個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3.3.1 通過二維碼通過二維碼通過二維碼通過二維碼加入加入加入加入 

這個功能目前僅適用于 iOS 和 Android 系統。 

1. 在主介面，點擊左邊菜單的二維碼按鈕，掃描老師提供的二維碼，然後就可

以看到提示註冊該課程的按鈕了。 

 

 

2. 點擊“√”按鈕來確認註冊該課程。 

 

1.1 二維碼按鈕 

1.2 掃描二維碼 

2. 點擊“√”按鈕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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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點擊點擊點擊點擊““““+” +” +” +”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加入加入加入加入 

1. 在主介面，點擊課程菜單上方的“+”按鈕。  

 

 

2. 看到課程註冊菜單后，輸入老師提供的課程密碼。 

3. 點擊“√”來確認註冊課程。 

 

1. 點擊 “+” 添加課程 

3. 點擊“√”按鈕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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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課程介面課程介面課程介面課程介面 

在主介面，學生可以通過點擊課程菜單下面的課程名來進入相關課程。 

 

 

3.4.1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離線離線離線離線課題課題課題課題和和和和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 

在課程介面，左邊顯示的是一些課題。如果是離線課題，那麼會有一個雲按鈕

“Cloud”可以讓學生下載所有相關的資源。通過資料夾，學生可以下載 / 查看

老師上傳的不同的課題。   

 

點擊進入課程介面 

某個課題所有的活動 

資料夾 

離線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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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活動介面活動介面活動介面活動介面 

3.5.1 繪畫繪畫繪畫繪畫 

點擊筆形的按鈕進入繪畫模式。你可以畫不同粗細，大小和顏色的直線，曲綫，

方形和圓形。 

 

 

點擊 “T” 按鈕來輸入文字。你可以為書寫的內容選擇不同的字體，顏色和字

號。 

 

1. 繪畫模式 

文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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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通過圖像模式在屏幕里插入圖片，你只需要點擊 “T” 按鈕下面的圖

片按鈕就可以了，在這裡學生可以選擇上傳本地圖片或者從老師已經上傳的貼紙

裏面進行選擇。 

 

 

其它按鈕的功能如下： 

    

雲按鈕雲按鈕雲按鈕雲按鈕：：：：點擊這個可以將作業上傳到雲端    

    

橡皮擦橡皮擦橡皮擦橡皮擦按鈕按鈕按鈕按鈕：：：：在繪畫模式中用來擦除繪畫步驟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按鈕按鈕按鈕按鈕：：：：在繪畫模式返回到上一步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按鈕按鈕按鈕按鈕：：：：你可以通過 Facebook 分享給別人或者保存到自己的相冊中 

    

清除清除清除清除按鈕按鈕按鈕按鈕：：：：清除畫布上所有的繪畫工作 

使用老師提供的貼紙 

圖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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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在這個模式中，學生是提交一些關鍵字或短語而不是完整的句子。學生在一條對

話框中可以輸入一個關鍵字或短語。  

 

 

3.5.3 選擇題選擇題選擇題選擇題 

 

提交按鈕 

清楚按鈕 

確認輸入 

輸入關鍵字 

刪除某個關鍵字 

提交按鈕 

選擇答案 

點擊此處選擇題號 

滑動選擇不同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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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 

在電子書活動中，可以點擊“下載和閱讀”在 iClass 平台打開電子書或者點擊

“在…中打開”選擇在其它應用中打開電子書。 

 

 

然後你就會來到電子書的首頁，你可以選擇看任何一頁或者點擊編輯按鈕在電子

書上做筆記，畫畫等。這個地方的編輯工具和繪畫活動中的編輯工具類似，你可

以參考 3.5.1. 

 

 
在 iClass里打開 

在其它應用中打開 

電子書指引 
編輯按鈕 

書籤按鈕 

選擇想閱讀的頁面 

滑動翻開不同的頁面 



52 

3.5.5 小測小測小測小測 

點擊“開始答題”，在你完成答題之後，點擊頂部的雲按鈕提交作業。請注意小

測可能是有時間限制的，而且只可以提交一次。 

 

 

提交按鈕 

選擇答案 

點擊此處選擇題號 

滑動選擇不同的題目 

點擊此處開始做測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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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聲音聲音聲音聲音 

1. 右上角紅色的按鈕是用來錄音的，而點擊它旁邊的暫停按鈕就可以停止錄音。  

2. 你可以錄好幾段音，然後選擇一個或多個。點擊錄音前面的播放按鈕可以重

播錄音。 

3. 點擊選中的音頻文件然後點擊雲按鈕提交。 

 

 

1. 開始/停止錄音鍵 

3.1 選擇想要提交的音頻 

3.2 提交按鈕 

2. 音頻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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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同學互評同學互評同學互評同學互評 

在“同學互評”中，學生可以觀看其他同學的作品，並進行打分，寫評語或者分

享。這也是幫助學生相互學習的平台。 

3.5.7.1 ““““繪畫繪畫繪畫繪畫””””和和和和““““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的的的的同學互評同學互評同學互評同學互評     

 

 

點擊放大 

點擊翻開不同的頁面 

分享到 Facebook 

點擊顯示所有的評論 給出等級 (1-5顆星) 

評論 

加入自己的評論 

點擊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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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2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的同學互評的同學互評的同學互評的同學互評        

學生可以通過標籤雲的方式觀看大家的結果，出現頻率高的單詞會被放大和加

粗。他們可以在這個結果的基礎上進行討論分析，也可以將其通過 Facebook 分

享。 

 

 

點擊放大 

分享到 Facebook 

點擊顯示評論介面 

評論列表 

加入自己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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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3 ““““選擇題選擇題選擇題選擇題””””的的的的同學互評同學互評同學互評同學互評    

學生可以點擊題號查看“選擇題”的標準答案。 

 

 

3.5.8 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 

 

正確答案會顯示在綠色框框中 

每個問題班級整體的答案分佈 

點擊此處可以看到關於此課題所有的推薦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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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設置設置設置設置 / 查看版本查看版本查看版本查看版本 

3.6.1 改變顯示語言改變顯示語言改變顯示語言改變顯示語言 

1. 在主介面，點擊“設置”按鈕。 

2. 選擇你希望顯示的語言，然後點擊“儲存”。 

 

 

3.6.2 查看應用版本查看應用版本查看應用版本查看應用版本 

在主介面，點擊“關於”按鈕（這個按鈕在登錄介面也有）。  

 

1. 點擊設置 

2.1 選擇合適的語言 

2.2 點擊“儲存”按鈕 

1. 點擊“關於” 

2. 應用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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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其它有用其它有用其它有用其它有用的工具的工具的工具的工具 

3.7.1 計算器計算器計算器計算器 

在主介面，點擊介面左邊菜單里的“計算器”按鈕，就可以使用平台上的計算器

進行運算了。 

 

3.7.2 詞典詞典詞典詞典 / 谷歌翻譯谷歌翻譯谷歌翻譯谷歌翻譯 

在主介面，點擊左邊菜單的“谷歌翻譯”來查單詞。 

 

點擊“計算器” 

點擊“谷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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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維基百科維基百科維基百科維基百科 

在主介面，點擊左邊菜單的“維基百科”就可以進入維基百科進行查詢。 

 

 

3.7.4 二維碼二維碼二維碼二維碼 

在主介面，點擊左邊菜單的二維碼（QRCode）按鈕就可以使用二維碼掃描器。 

 

點擊“維基百科” 

點擊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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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學生帳號學生帳號學生帳號學生帳號登出登出登出登出 

在主介面，點擊 “登出”。登出后，該學生在設備上的數據都會被清除。  

 

 

4 有用的有用的有用的有用的鏈接以及聯繫方式鏈接以及聯繫方式鏈接以及聯繫方式鏈接以及聯繫方式 

香港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大學电子电机工程系电子电机工程系电子电机工程系电子电机工程系 e-Learning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開發開發開發開發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 

e-Learn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EE, HKU 

� 網址： http://elearning.eee.hku.hk/ 

� 郵箱： elearning@eee.hku.hk 

 

項目主管項目主管項目主管項目主管：：：： 

� Dr. Wilton Fok:  email: wilton@hku.hk   Tel: 2857-8490 

 

開發團隊開發團隊開發團隊開發團隊：：：： 

� Eric Au Yeung:  email: hoihang@hku.hk   Tel: 6043-6251 

� Ken Law:   email: kenlky@hku.hk   Tel: 9755-0889 

點擊此處登出帳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