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 
在⼩小學有效應⽤用免費學習管理系統以促進電⼦子學習 (⼆二) 

CAITE, CUHK 

Affix your password label here 



第⼆二節流程安排 

• 學⽣生如何加⼊入 Moodle 及 Schoology 的課室 
• 習作討論 
• Google Classroom 系統使⽤用介紹 
• ⼩小休 
• Edmodo 系統使⽤用介紹 
•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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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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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UiLc0If0CI 



簡介 

• 要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學校必須先成功申請使⽤用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 Google Classroom 並不是⼀一個全功能的 LMS, 很多管理功能也
⽋欠奉 

• 但 Google Classroom 界⾯面簡單清楚, 容易使⽤用 
• 在 Google Classroom 裡上載的檔案都是儲存在 Google Drive 
內, 並且透過 Google Drive 分享給其他⽼老師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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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Google Classroom 功能 ／ 主要內容 

帳⼾戶管理 – ⽼老師和學⽣生帳⼾戶管理 不⽤用登記，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內建功能 

操作介⾯面簡介 課程主⾴頁 Google 我的帳⼾戶 

建⽴立網上教室 課程 

加⼊入其他參與者 (學⽣生，⽼老師) 課程代碼 

管理學習教材及發佈消息 公告 
訊息 教材 

收集學⽣生功課及評分 作業 

管理學習進度 

了解和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 

互動和協作功能 問題 

其他功能 

應⽤用程式界⾯面體驗 Push Notification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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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 
http://classroom.google.com 

•  必須使⽤用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帳⼾戶登⼊入 

•  使⽤用CAITE提供的電郵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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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介⾯面簡介 

未建⽴立課程 先前已建⽴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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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我的帳⼾戶 
• 如果要更改⼾戶⼝口設定 （e.g 語⾔言），可直接到 我的帳⼾戶 作出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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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網上課程 
• 可使⽤用建⽴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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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其他參與者 (學⽣生，⽼老師) 
• 可輕易使⽤用課程代碼讓學⽣生加⼊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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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其他參與者 (學⽣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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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習教材及發佈消息 
• 在 Google Classroom 裡, 所有檔案及教材都會⾃自動存放於 Google Drive 
• Google Classroom 會在 Google Drive 設⽴立⼀一個專⽤用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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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習教材及發佈消息 
• ⽼老師可以直接透過 Google Drive 分享學習教材  
• ⽼老師也可以透過 Google Classroom 上載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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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習教材及發佈消息 
• 在 Google Classroom 內可以發佈公告 
• 學⽣生可以在訊息串(Stream)中看到⽼老師所發佈的公告 
• ⽼老師可以在發布公告時附加檔案及其他連結 
• ⽼老師仍可以同時把信息發佈到多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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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習教材及發佈訊息 
• ⽼老師可以設定學⽣生的權限, 決定是否讓學⽣生也可以發佈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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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作業 
• 發佈作業跟發佈消息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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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作業 
• 發佈作業跟發佈消息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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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遞交功課 
• 學⽣生登⼊入後可以⾒見到功課收集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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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遞交功課 
• 學⽣生可以從電腦或Google Drive上載檔案 
• 學⽣生也可以直接使⽤用Google Docs / Slides / Sheets 建⽴立⽂文件並遞交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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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遞交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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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遞交功課 



查看學⽣生功課及評分 
• ⽼老師可以查看學⽣生功課及作出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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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學⽣生功課及評分 



學⽣生查看⽼老師發還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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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和協作功能 – 問題 
• ⽼老師亦可以透過訊息串發佈問題, 讓同學之間互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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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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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Edmodo 功能 ／ 主要內容 

帳⼾戶管理 – ⽼老師和學⽣生帳⼾戶管理 以電郵帳⼾戶登記 

操作介⾯面簡介 Dashboard 
User Profile 

建⽴立網上教室 Group 

加⼊入其他參與者 (學⽣生，⽼老師) Group Code 

管理學習教材及發佈消息 Library 
Note 

Folders 
 

收集學⽣生功課及評分 Assignment 

管理學習進度 Progress 

了解和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 Quiz 

互動和協作功能 Poll / Discussion 

其他功能 Small Groups 
Community 

App Store* 
Badges 

應⽤用程式界⾯面體驗 Push Notification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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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用 Edmodo? 
 

Engage	  
Edmodo	  is	  designed	  to	  get	  
students	  excited	  about	  learning	  
as	  teachers	  easily	  create	  a	  
blended	  learning	  experience.	  

Connect	  
Teachers	  are	  at	  the	  center	  of	  a	  
powerful	  network	  that	  connects	  
them	  to	  students,	  parents,	  
administrators	  and	  publishers.	  

Personalize	  
Edmodo	  offers	  engaging,	  easy-‐to-‐
use	  apps	  that	  integrate	  
seamlessly	  and	  personalize	  
learning	  for	  every	  student.	  

Measure	  
Edmodo	  makes	  it	  simple	  to	  track	  
student	  progress.	  Teachers	  can	  
get	  the	  pulse	  of	  the	  class	  through	  
quizzes,	  discussion	  and	  more.	  

30 



安全與私隱 
• 提供安全的環境 
• 學⽣生只需要知道Group 

Code 就可以加⼊入到群組 
• 所有的通訊都有紀錄 

Students	  use	  
this	  code	  to	  
sign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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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Facebook?  
 

 Edmodo    Facebook   
 Social: Connect!   Social: Connect!   
 Simple    Simple   
 Handles Events   Handles Events   
 Teacher Controlled   No Teacher Control   
 Private    Public 
 Education Oriented   Not Reg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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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管理 – ⽼老師和學⽣生帳⼾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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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介⾯面簡介 - Profile 
• Edmodo 的設計基本上是⼀一個社交網絡, User Profile 就變成⼗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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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介⾯面簡介 - Teacher Homepage 

發布新消息	  
包括	  Note,	  Assignment,	  

Quiz	  及 PollsFons	  

介面設計鼓勵同學之
間的互動和討論	  

CommuniFes	  可以讓老師接觸其
他老師群體和出版商	  

每一個網上課
室都是一個群

組	  (Group)	  

Library	  –
可讓老師
儲存不同
的個人檔

案及教學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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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Create	  a	  Group	  
	

建⽴立網上教室 
把	  Group	  Code	  告訴同學	

老師可以在任何時候更
改 Group Code 

聽寫有關群組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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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其他參與者 (學⽣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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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 ⽼老師可以在 Edmodo 使⽤用儲存在 Google Drive 內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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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習教材及發佈消息 
• 教學資源都是存放在群組資料夾 (Group Folders) 

⽼老師亦可利⽤用內建的
Office 365 編輯器來新
增或修改各式各樣的 
Office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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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習教材及發佈消息 - Post a Message 
Note可以是傳送

給群組內的所有人
,或是群組內某些

同學	

Note	  可以附加不同的檔
案和超連結	 可以選擇現在發放

還是與特定時間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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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學⽣生功課及評分 
所有功課都會被儲存,
⽼老師⽇日後可以重⽤用	  

設定到期⽇日	  

收到功課後就可以開
始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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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學⽣生功課及評分 

所有評分記錄都會記錄
在這裏	  

除了評分以外，老師還可
以給予回歸和在課業上

加上附註	  

老師可以直接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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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學⽣生功課及評分 

除了評分以外，老師還可
以給予回歸和在課業上

加上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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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習進度 Progress 

分數可以下載成為	  CSV	  

課業批改後,	  分數會
自動記錄在	  Grade	  

book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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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 – Quiz 
• Edmodo ⽀支援網上
測驗 

• ⽼老師可以從先前建
⽴立的題⺫⽬目庫中選取
題⺫⽬目, 亦可以直接
新增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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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 – Quiz 
• Edmodo ⽀支援幾款不同的題⺫⽬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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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和協作功能 – Poll 
• 跟 Moodle ⼀一樣，⽼老師可以輕易建⽴立簡單的 Poll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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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和協作功能 – Discussion 
• 跟 Facebook ⼀一樣，組員可以透過主⾴頁以微博的⽅方式進⾏行互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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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 Small Groups 
•  Small Groups 讓同學們可以進⾏行⼩小組討論和交流 
•  ⽼老師亦可給予不同的消息和功課 
•  ⼩小組組員可以⾒見到⽼老師給該⼩小組的Note和功課, 亦可以看到⽼老師給全班的Note和功課 

Group 
B only 

Group 
A only 

Notes for Whol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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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 Small Groups 
• 先建⽴立 Small Group 
• 再把學⽣生加⼊入到 Small Group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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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 Planner (Calendar) 
老師可以在此加
入不同的	  Group	  
date	  reminder	  

2	  x 檢視模式	  

可以一次顯示來
自不同群組的事

件	  

Assignment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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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 Edmodo Badges 
• Badges 襟章是參與動機常⽤用⽅方法 
• ⽼老師可以⾃自⾏行設定 Badges, 在頒授給不同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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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 Community 
• Community 讓⽼老師們可以有互相交流的機會 
• Community 內亦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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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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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 Edmodo Apps 
• Edmodo Apps 是 Edmodo 內的其他擴充功能，通常是由第三⽅方提供 (真的很像 

Facebook App) 

Edmodo	  App	  Store	

常用的App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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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界⾯面體驗 
• Edmodo App 的界⾯面跟 Facebook ⼗十分相似 
• ⽀支援查看不同的 Group Updates 
• ⽀支援 Push Not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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