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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介紹

1.iClass LMS

iClass LMS是一個既方便，又安全的學習管理系統。系統所支援的多元互動教學功能可以有效提升

學生主動學習的動機。

2.主要特色

簡單易用

學生只需透過流動裝置，包括筆記本電腦的網上應用程式、手機及平板電腦，即可隨時隨地使用

iClass LMS系統。



即時反饋和數據

透過本平台，學生不單能在課堂上即時提交反饋，與此同時，教師亦能馬上獲得實時結果和數據

分析。

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及即時討論

系統支援多種課堂活動，為學生創造一個多元學習環境。透過教室的投影機和社交網絡平台，學

生能在課堂上互相交流想法。

3.設備需求

iClass提供雲端服務，供教師和學生存取和共享檔案。

教師平台 （電腦網頁版）：
iClass適用於以下支援HTML5的瀏覽器最新版
本. ：

● Mozilla Firefox [Windows，Linux和Mac
OS]

● Google Chrome [Windows，Linux和Mac
OS，Android]

● Safari [Mac OS]
● Microsoft Edge

iClass 不支援以下瀏覽器：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Windows]

學生平台 （APP 版）：
iClass應用程式現適用於：

● iOS 裝置（iPhone、iPad、iPod Touch）iOS

9.0或以上版本

● Android 裝置（手機和平板電腦）Android

4.4或以上版本

學生亦可前往iClass網頁版使用iClass平台。



II 教師模式

1. 登入及設定

1.1 iClass支援哪個電腦瀏覽器？

iClass LMS 網頁版適用於以下支援HTML5的瀏覽器最新版本. ：
● Mozilla Firefox [Windows，Linux和Mac OS]
● Google Chrome [Windows，Linux和Mac OS，Android的]
● Safari [Mac OS]
● Microsoft Edge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Windows]

你亦可透過手機瀏覽器，前往http://portal.iclass.hk/訪問iClass LMS網頁版。

學生同時能透過iOS和Android裝置上的iClass應用程式，使用iClass平台。

1.2 我應該使用什麽分辨率投影？

我們建議使用1024 x 768像素的解析度投影。

1.3如何登入和登出iClass LMS？

登入

1. 前往 http://portal.iclass.hk/。

2. 輸入你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3. 點擊登入或按Enter键。

你也可以透過你的Google或Office 365賬戶登入。

登出

1. 前往http://portal.iclass.hk/。

2. 點擊左側導覽列的登出。

http://portal.iclass.hk/
http://portal.iclass.hk/
http://portal.iclass.hk/


1.4 變更語言

iClass LMS支援英文、繁體中文和簡體中文。你可以在登入前後隨時變更語言。

登入前

1. 點擊English/繁體中文/简体中文。

2. 從下拉菜單中選取你的語言。

登入後

1. 點擊設定 。

2. 選取你的語言，並點擊確認 。



1.5 如何返回iClass主頁？

點擊左側導覽列的 或 。

你亦可前往http://portal.iclass.hk/返回主頁。

1.6 更改用戶資料或密碼

編輯你的用戶資料

你的用戶資料會顯示以下個人資料：

● 頭像

● 使用者名稱

● 學生編號

● 班別

● 聯絡我們

● 電郵

1. 前往iClass主頁。

2. 點擊右側的更新資料 。

3. 更新你的資料，並點擊確認 。

http://portal.iclass.hk/


更改你的頭像

你可以更改使用者名稱旁的頭像。一旦設置了頭像，便無法再刪除頭像，只能更換成另一張圖

片。

1. 前往iClass主頁。

2. 點擊右側的頭像 。

3. 從電腦中選取一張圖片，再點擊開啟。

更改你的密碼

1. 前往iClass主頁。

2. 點擊右側的更改密碼 。

3. 輸入你的目前密碼和新密碼。

4. 確認密碼後，請點擊確認 。

1.7 更改你的角色

很抱歉，只有管理員才可以更改賬戶的角色。



1.8 以學生模式預覽

你可以從教師模式變換成學生模式預覽課程和活動，變更模式有三種方法。

注意：學生賬戶無法切換成教師模式，只有教師賬戶有權限在教師和學生模式之間切換。

在主頁變更你的檢視模式

1. 前往iClass主頁。

2. 點擊教師模式 後，你的檢視模式便會變成學生模式。

注意：點擊學生模式 返回教師模式。

在課程界面變更你的檢視模式

1. 點擊其中一個課程。

2. 點擊教師模式 後，你的檢視模式便會變成學生模式。

注意：點擊學生模式 返回教師模式。



在活動界面變更你的檢視模式

1. 點擊其中一個活動。

2. 點擊教師模式 後，你的檢視模式便會變成學生模式。

注意：點擊學生模式 返回教師模式。



2.創建和管理你的課程

2.1 創建或删除課程

創建課程

1. 前往iClass主頁。

2. 點擊新增 。

3. 在相關欄位填上以下資料，並點擊確認 。你可以隨時更改課程設定。

● 課程編號

● 課程名稱

● 選擇班別（選填）

● 更多詳情



删除課程

1. 開啟要删除的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點擊其他 。

4. 點擊刪除課程 。

5. 確認密碼後，請點擊是 確認。

注意：一旦刪除了課程，便無法再還原課程。

2.2 查看你的課程

1. 前往iClass主頁。

2. 左邊會顯示你已加入或創建的全部課程。

3. 點擊課程名稱，查看課程。



2.3 編輯課程設定

你可以在課程設定中更新課程資料，或是把課程設置為。

1. 開啟要編輯的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編輯課程設定，並點擊儲存 。

注意：把課程設置成非公開 後，只可由老師手動登記學生，課程代碼和QR碼功能會自動

停用。已加入課程的學生並不會受影響。



2.4 新增、重新命名或删除課題

新增課題

1. 開啟一個課程。

2. 點擊新增課題 。

3. 輸入課題名稱並點擊確認 。

重新命名課題

1. 開啟一個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點擊編輯課題 。

4. 點擊課題旁的重新命名 。

5. 點擊更新 後，課題名稱便會變更。



刪除課題

1. 開啟一個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點擊編輯課題 。

4. 點擊課題旁的刪除 。

5. 點擊確認 後，課題名稱便會變更。

注意： 一旦刪除了課題，便無法再還原課題。

2.5 重新排列課題

重新排列課題有兩種方法。

在編輯課程界面

1. 開啟一個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拖放重新排列 來上下移動課程。

在編輯課題界面

1. 開啟一個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點擊編輯課題 。

4. 點擊課題旁的上移 或下移 ，來重新排列該課題。



2.6 隱藏課題

你可能想把還未教到的課題暫時隱藏，不讓學生看見。

1. 開啟一個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點擊編輯課題 。

4. 點擊顯示 後，課題便會設置成隱藏 。

2.7 新增或删除資源

你可以在課題中上傳各種教學資源給學生，例如投影片、講義、工作紙、閲讀材料等。

新增資源

1. 開啟課程，並選擇課題。

2. 點擊課題資料夾。

3. 點擊新增 。從電腦中選取一個檔案，再點擊開啟 。

4. 點擊已上傳的檔案，便能自動設定成可供學生瀏覽和下載。

5. 點擊儲存 。



刪除資源

1. 開啟課程，並選擇課題。

2. 點擊課題資料夾。

3. 點擊想要删除的資源旁的刪除 。

4. 點擊儲存。

注意：如果你想隱藏某個資源，點擊已選擇資源旁的刪除 。

2.8 編輯或下載資源

編輯資源

1. 開啟課程，並選擇課題。

2. 點擊課題資料夾。

3. 點擊想要編輯的資源旁的編輯 。

4. 你可以更新以下資料：

● 檔案名

● 標籤（例如工作紙、閲讀材料、幻燈片）

5. 點擊儲存 儲存變更。

下載資源

1. 開啟課程，並選擇課題。

2. 點擊課題資料夾。

3. 點擊想要編輯的資源旁的下載 。



2.9 如何以標籤查看

1. 開啟課程，並選擇課題。

2. 點擊課題資料夾。

3. 從右上角的標籤篩選中選取標籤。

2.10 如何查看當前課程的所有資源

1. 開啟課程，並選擇課題。

2. 點擊課題資料夾。

3. 更改顯示模式為當前課程 。

注意：如想查看所有課程資源，你可以更改顯示模式為全部查看 。



2.11 登記學生

在編輯課程界面

1. 開啟一個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點擊其他，然后點擊登記 。

4. 點擊添加 ，再選擇 學生。

5. 如果選錯學生，你可以點擊取消選取 。

6. 點擊添加 ，已選擇的學生便會成功加入課程。

提示一：你可以通過搜索關鍵字 ，再點擊全部選擇 快速添加同一班別的所

有學生。

利用課程代碼

1. 開啟一個課程。

2. 課程教師下方會顯示課程代碼 。

3. 讓學生輸入課程代碼，加入課程。詳細操作請參考?頁。



利用QR碼

1. 開啟一個課程。

2. 點擊課程代碼 後，便會顯示QR碼。

3. 讓學生掃描QR碼，加入課程。詳細操作請參考?頁。

2.12 移除學生

移除單一學生

1. 開啟一個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點擊其他，然后點擊登記 。

4. 點擊清單 ，然后選擇 學生。

5. 如果選錯學生，你可以點擊取消選取 。

6. 點擊刪除 。

提示一：你可以通過搜索關鍵字 ，再點擊全部選擇 快速刪除同一班別的所

有學生。



移除所有學生

你也可以一次過移除所有學生。

1. 開啟一個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點擊其他，然后點擊移除所有學生 。

4. 確認密碼後，請點擊是 確認。

2.13 複製課程

你可以把課程直接複製到另一班別。

1. 開啟一個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點擊其他，然后點擊複製課程 。

4. 確認密碼後，請點擊是 確認。

5. 編輯課程資料，並點擊確認 。



3.創建和追蹤活動

3.1 新增活動

iClass LMS 支援多種課堂活動，為學生創造一個多元學習環境。你可以選擇把創建了的活動馬上

發佈、儲存成草稿、或者根據你的教學計劃設定發佈時間。學生提交他們的反饋後，你可以在課

堂上即時向學生展示，並一起討論，你亦可以稍後再批改和寫評語。

1. 開啟課程。

2. 選擇課題。

3. 點擊新增 創建一個新的活動。

4. 選擇一個活動類型。

5. 輸入活動資料，然后點擊新增 。



iClass共支持12種活動類型。

活動 特色 支援裝置

指示 文字説明 所有

網頁 重新導向外部連結 所有

繪圖 學生能在畫板上繪圖、打字、書寫和貼紙來回答題
目。

所有

關鍵詞 即時分享想法，集思廣益 所有

選擇題 發佈選擇題或發起投票 ?

電子書 以電子書方式上傳閲讀材料，讓學生在上面寫筆記 所有

開放式題目 發佈開放式題目，讓學生回答長題目或寫短論文 ?

小測 創建不同題型的小測，並收集學生答案和實時數據 ?

音訊 以音訊格式收集學生答案 ?

影片 以影片格式收集學生答案 ?

作業 發佈、收集和批改作業 ?

同學互評 學生能互相查看、評分和評論彼此的答案。 ?



3.1.1 創建指示活動

除了張貼動態外，你也可以創建指示活動，以説明文字指示學生完成作業或活動。

1. 新增指示 活動。

2. 輸入指示內容。

3. 點擊新增 創建活動。

3.1.2 創建網頁活動

你可以創建網頁活動，來張貼一個連結，把學生重新導向外部連結

1. 新增網頁活動 。

2. 輸入網站連結和顯示名稱。

3. （可選）選擇一個預設瀏覽器開啟網頁。

4. 點擊新增 創建活動。



3.1.3 創建繪圖活動

創建繪圖活動時，你可以設置背景或是無背景。學生能在畫板上繪圖、打字、書寫、插入圖片和貼

紙來回答題目。

1. 新增繪圖 活動。

2. 輸入活動名稱。

3. （可選）勾選固定大小貼圖旁的方格，禁止學生改變貼紙大小。

4. （可選）點擊選擇檔案，上傳畫板背景。點擊已上傳圖片後，便會自動設置為畫板背景。如

想設定成無背景，請點擊空白背景。

5. （可選）點擊選擇檔案，上傳貼紙。點擊已上傳的檔案，便能自動設定成可供學生選擇。

6. 點擊新增 創建活動。



3.1.4 創建關鍵詞活動

你可以讓學生透過關鍵詞活動，即時分享想法，集思廣益。

1. 新增關鍵詞 活動。

2. 輸入活動名稱和指示。

3. （可選）如有需要，可新增附件。點擊已上傳的檔案，便能自動設定成可供學生瀏覽和下

載。

4. （可選）設置標籤，分類答案。如果你沒有設置任何標籤，将會被默認為「Answer」。

如果您設置了標籤，學生答題時便需先選擇標籤，才能提交關鍵詞。學生答案將會按標籤

分類。

5. 點擊新增 創建活動。

注意：學生最多能輸入三十個字符。



3.1.5 創建選擇題活動

iClass的選擇題活動支援實時課堂測驗。你亦可以利用這個功能發起投票。

1. 新增選擇題活動 。

2. 輸入活動名稱。

3. 點擊新增題目 。

4. 編輯問題。

5. （可選）如有需要，可新增附件。點擊已上傳的檔案，便能自動設定成可供學生瀏覽和下

載。

6. 設置問題類型。

7. 點擊新增 增加新的選項。

8. 選擇 正確答案。你可以選擇「不設標準答案」，設置成開放式題目。

9. 點擊新增 創建活動。

提示一：如需發佈數學問題，請勾選容許LATEX旁的格子，顯示公式和數學符號。詳情請參閲LATEX

指南。

注意：最多可以設置6個選項。

https://portal.iclass.hk/doc/latex.php
https://portal.iclass.hk/doc/latex.php


3.1.6 創建電子書活動

你可以利用電子書活動上傳閲讀材料。學生可以在iClass上閲讀PDF檔案，或者下載到裝置上閲讀

，他們還可以在電子書上寫筆記。

1. 新增電子書 活動。

2. 編輯電子書名稱。

3. 點擊選擇檔案 上傳PDF檔案。

4. 點擊已上傳的檔案，便能自動設定成可供學生瀏覽和下載。

5. （可選）如有需要，可新增貼紙。點擊已上傳的檔案，便能自動設定成可供學生瀏覽和下

載。

6. 點擊新增 創建活動。



3.1.7 創建開放式題目活動

發佈開放式題目，讓學生回答長題目或寫短論文。

1. 新增開放式題目 活動。

2. 輸入活動名稱和指示。

3. （可選）如有需要，可新增附件。點擊已上傳的檔案，便能自動設定成可供學生瀏覽和下

載。

4. 點擊新增 創建活動。

3.1.8 創建小測活動

教師可以在小測中加入不同題型，包括配對題、填充題、數字題和選擇題。系統會自動收集學生

的答案，並生成問題和班級數成績分析。

1. 新增小測活動。

2. 輸入小測名稱和指示。

3. 設置小測的時限。



4. （可選）假如你勾選了鎖定小測旁的方格，學生開啟小測時便會提示小測已鎖定

，並無法作答。

5. 點擊新增題目 ，並選擇題目類型。

6. 編輯問題。詳情請參考?頁。

7. 點擊新增 創建活動。

提示一：左側導覽列的題號旁邊會有題目類型提示，M=填充題、F=填充題、MC=選擇題和N=數字

題。



A. 配對題

1. 輸入指示內容。

2. 點擊新增 ，新增一組配對題答案。點擊刪除 ，即可刪除一組配對題答案。

3. 編輯左欄和右欄的答案。

4. 設置每一組答案的分數。



B. 填充題

1. 輸入指示內容。

2. 按照支援 的提示編輯題目。你可以在預覽下方預覽題目。

3. 設置每一空欄的分數。



C. 選擇題

1. 編輯題目。

2. 設置問題類型。

3. 點擊新增 ，新增選項。點擊刪除 ，即可刪除選項。

4. 選擇 正確答案。你可以選擇「不設標準答案」，設置成開放式題目。

5. 設置每題分數。



D. 數字題

1. 輸入指示內容。

2. 按照支援 的提示編輯題目。你可以在預覽下方預覽題目。

3. 設置每一空欄的分數。



3.1.9 創建音訊活動

音訊活動適用於口語或音訊剪輯評測，學生可以提交音訊檔案作為答案。

1. 新增音訊 活動。

2. 輸入活動名稱和指示。

3. （可選）如有需要，可新增附件。點擊已上傳的檔案，便能自動設定成可供學生瀏覽和下

載。

4. 點擊新增 創建活動。



3.1.10 創建影片活動

影片活動適用於口語或影片剪輯評測，學生可以提交影片檔案作為答案。

1. 新增影片 活動。

2. 輸入活動名稱和指示。

3. （可選）勾選啟用高清旁的方格，允許學生上傳高清影片。

4. （可選）點擊新增 ，新增附件。點擊已上傳的檔案，便能自動設定成可供學生瀏覽和下

載。

5. 點擊新增 創建活動。



3.1.11 創建作業活動

透過作業活動輕鬆派發作業給學生。在iClass平台，教師不僅能收集和批改學生作業，更能派發成

績和評語給學生。

1. 新增作業活動 。

2. 輸入活動名稱和指示。

3. 設置作業的呈交期限。

4. （可選）如有需要，可上傳附件。

5. 點擊新增 創建活動。

注意：作業活動的答案只支援PDF檔。

3.2 儲存草稿或設定發佈時間

創建或編輯活動時，可以選擇設定發佈時間。到了排定的日期和時間，系統會自動發佈活動，活

動發佈後學生才能瀏覽。如想把活動儲存成草稿，你可以把發佈時間設定成一個較後的日期，或

是直接在創建後隱藏活動。

設定發佈時間

1. 新增或編輯活動。



2. 點擊開始時間 。

3. 編輯時間和日期。

4. 點擊儲存 ，更新設定。

5. 點擊新增 。

隱藏活動

1. 創建活動。

2. 點擊編輯 。

3. 點擊課題展開所有活動。

4. 點擊活動旁的顯示 來隱藏活動。

5. 當圖標變成隱藏 後，除非你解除隱藏，否則學生是無法看見活動的。

3.3 容許或停止提交

在教師模下查看活動，便能容許或停止學生提交答案。

1. 開啟活動。

2. 容許提交 顯示時，學生能自由提交答案。

3. 點擊容許提交 ，即可禁止學生提交答案。



4. 當按鈕顯示為X容許提交 ，學生便無法再提交答案。

注意1：假如發生如下圖所示無法容許或停止提交的情況，請確認是否處於模式。

注意2：在作業活動中，如果在呈交期限後也沒有設定為停止提交的話，學生便能繼續提交答案，

但是那些答案會標記為「遲交」。

3.4 如何查看提交數量？

在教師模下查看活動，即可查看提交數量。

1. 開啟活動。

2. 在上方導覽列有一個提交數量計數器。



3.5 如何退出活動，返回課程界面？

點擊關閉 ，退出活動。

3.6 編輯活動

1. 開啟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點擊課題展開單一課題的所有活動，或點擊展開 顯示所有課題的活動。

4. 點擊想要編輯的活動旁的編輯 。

5. 編輯活動，並點擊儲存 ，保存更改。

注意：編輯活動會刪除之前呈交的所有答案。



3.7 重新排列活動

1. 開啟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拖放活動名稱來上下移動活動。

3.8 删除活動

1. 開啟要編輯的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點擊課題展開所有活動。

4. 點擊想要編輯的活動旁的刪除 。

5. 點擊確認 。

注意：一旦刪除了活動，便無法再還原活動。



3.9 複製活動

如果想在另一課題或另一班級的課程中創建一個類似的活動，可以善用複製功能，複製活動並修

改。

1. 開啟課程。

2. 選擇課題。

3. 點擊新增 創建一個新的活動，並選擇現有活動 。

4. 選擇你想複製的活動所在的課程。

5. 點擊以選取活動，並點擊複製 。

注意：你可以一次選取並複製多個活動。



3.10 我能在活動中新增教案嗎？

教師能在活動中新增教案，記下一些教學注意事項，或提醒其他老師進行該活動時的細節。

1. 新增或編輯活動。

2. 點擊教學計劃 ，新增活動的教案。

3. 輸入預計需時、教學步驟、教學目標和檢視成果方法。

4. 點擊儲存 ，更新設定。

5. 點擊新增 。

3.11 我能不登記學生到課程，卻讓他們參加創建了的活動嗎？

不能。在還沒加入課程的情況下，學生的帳戶會在使用QR碼加入活動時，同時自動加入該課程。

但你卻可以免卻手動加入課程的步驟，不用在設定中登記學生，也不用讓學生輸入課程代碼或掃

描QR碼，即可直接加入活動。

1. 在教師模式下開啟活動。

2. 點擊QR碼 後便會顯示活動的QR碼和連結。

3. 讓學生掃描QR碼或者前往網站加入活動。詳細操作請參考?頁。



4.評分和Present

4.1 隱藏和顯示所有學生答案

只需使用iClass的教師模式，即可查看和批改學生答案。教師亦可透過投影機，展示學生答案，進

行課堂討論。

1. 在教師模式下開啟活動。

2. 學生答案默認為隱藏。

3. 點擊隱藏 ，顯示學生答案。

4. 點擊顯示 ，即可再次隱藏學生答案。

4.2 學生互評或匯報時，如何把學生答案暫時設置成匿名？

點擊名稱 ，所有學生答案即會設置成匿名。



4.3 排序學生答案

你可以按學生編號、名稱和時間排序學生答案。

1. 在教師模式下開啟活動。

2. 點擊排序 ，選擇排序方式。

3. 設定完成後，點擊確認 。



4.4 課堂工具

即使在活動界面，你仍可快捷瀏覽學生名單，iClass亦同時支援APP內學生抽選器和計時器。

學生名單

1. 在教師模式下開啟活動。

2. 點擊選單 和學生名單 。

3. 點擊完成 ，關閉名單。

抽選學生

1. 在教師模式下開啟活動。

2. 點擊選單 和抽選學生 。

3. 點擊抽選 ，隨機選取學生。

4. （可選）點擊 ，即可把教師名字加入抽選名單。



設定倒數計時

1. 在教師模式下開啟活動。

2. 點擊選單 和倒數計時 。

3. 點擊箭咀 調整時間，並點擊確認 設定計時器。

4. 點擊開始 ，啟動計時。



4.4 展示學生答案

4.4.1 繪圖和電子書活動

1. 點擊縮圖，打開圖畫。

2. 點擊箭咀 翻頁。

3. 點擊縮放 ，放大圖畫。

4. 點擊全螢幕 ，把圖畫縮放至全螢幕。



5. 點擊播放 ，以投影片放映圖片。點擊暫停 ，停止放映。

6. 點擊下載 ，下載學生答案。

7. 點擊關閉 ，返回縮圖模式。

新增關鍵詞活動

1. 收到新答案時，畫面會自動刷新。

2. 將鼠標移至關鍵字上方，便會顯示學生姓名。

3. 你可以變更檢視模式，以清單或圓形圖檢視關鍵字。



4.4.3 選擇題和小測活動

1. 選擇題和小測活動的答案會由系統自動批改。

2. 學生答案會以學生姓名排序，

3. 你亦可以點擊時間和分數排序。

->

4. 點擊題號 ，檢視題目，並顯示標準答案。

5. 點擊變更問題或箭咀轉換題目。

6. 點擊詳情 ，檢視作答學生。

7. （只適用於選擇題活動）你亦可以點擊抽選 ，隨機抽選出選擇了該答案的學生，讓他

解釋作答原因。



4.4.4音訊和影片活動

1. 點擊播放 ，播放影片和音訊。

2. 點擊更多 和下載 ，下載學生答案。

3. 點擊影片 開啟導覽列。你可以調整播放速度。



4.4.5 作業活動

● 點擊下載 ，下載學生答案。

4.5 批改作業

1. 在教師模式下開啟活動。

2. 點擊評分 ，一次評核所有學生答案。

3. 點擊儲存 ，保存評分。



4.5.1 繪圖和電子書活動

1. 點擊縮圖，打開圖畫批改學生答案。

2. 點擊評分 ，打開評分界面。

3. 你可以在學生答案上繪畫、寫字和插入圖片。

4. 點擊分數 輸入分數。

5. 點擊評語 書寫評語。

6. 僅記點擊上傳，儲存批改。

注意：點擊學生信息 ，查看批改進度。如果你打了零分，系統將會重置分數，並顯示該作業仍

未評分。



4.5.2 作業活動

1. 點擊啟動進階評分 ，點擊評分開啟評分界面。

2. 點擊箭咀 翻頁。翻業時會自動保存評分。

3. 批改學生作業。

4. 點擊評分 ，給學生作業評分。

5. 點擊新增題目 。輸入題號、評語和評分。

6. 點擊上傳 ，儲存分數。



4.6 派發成績

發布成績後，學生才可查看成績和標準答案。

1. 開啟活動。

2. 點擊評分 。

3. 把未發佈Not Published切換成已發佈。

4. 發布成績後，學生便能查看成績和評語。

注意：評分設定成已發佈時，學生便無法呈交答案。發佈成績後，學生便能查看標準答案。

4.7 數據分析

選擇題和小測支援答案數據分析，協助你了解學生能力。你可以查看整個班別的能力、學生個人

能力、或是單一題目成績分析。

班別統計

點擊班別統計 ，查看整個班別的能力。



題目分析

1. 點擊題號，查看單一題目成績數據。

2. 你可以查看每個題目的作答人數。點擊題號，即看查看學生名稱。



4.8 同學互評

透過同學互評活動，學生可以互相查看、評分和評論彼此的答案。

創建同學互評活動有兩種方法。

活動界面

1. 新增同學互評 活動。

2. 編輯互評名稱Review name。

3. 選取要互評的活動Activity to review。

4. 點擊新增 創建活動。

評分界面

1. 開啟活動。

2. 點擊評分，並點擊同學互評 。

3. 編輯同學互評名稱，並點擊新增 。

注意：同學互評只支援以下活動：繪畫、關鍵詞、選擇題、電子書、開放式題目、音訊及影片。

4.9 删除學生答案

假如學生不慎重複提交答案或是誤交答案，你可以進入活動，並替學生刪除答案。



删除單一答案

1. 在教師模式下開啟活動。

2. 點擊刪除 ，逐一刪除答案。

注意：教師無法刪除關鍵詞活動内的答案，只有學生才能刪除自己的答案。作業活動不支援刪除

任何答案，但是學生可以更新答案。

清除活動内所有學生答案

1. 開啟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點擊設定 ，並選取清除答案 。

4. 活動内所有學生答案將會被刪除。



清除課題内所有學生答案

1. 開啟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點擊編輯課題 。

4. 點擊設定 ，並選取清除課題 。

5. 課題内所有學生答案將會被刪除。

清除課程内所有學生答案

1. 開啟課程。

2. 點擊編輯 ，開啟課程設定。

3. 點擊其他，再點擊清除所有學生答案 。

4. 確認密碼後，請點擊是 確認。

5. 課程内所有學生答案將會被刪除。



III 學生

1.登入及設定

1.1 登入和登出

登入

A. 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登入

1. 在平板電腦開啟iClass。

2. 輸入老師提供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3. （可選）輕觸設定 ，並輸入學校ID。

4. 輕觸登入。

B. 以Google或Office 365帳號登入

1. 輕觸Google或Office 365

2. 輸入登入資料

C. 以QR碼登入

注意：如果登入失敗，試試檢查設定，確認一下學校ID是否正確。假如學校沒有學校ID，請把該處

留空。



登出

1. 在平板電腦開啟iClass。

2. 點擊左側導覽列的登出 。



1.2 變更語言

登入前

1. 輕觸設定 。

2. 選擇語言。

3. 輕觸儲存 。

登入後

1. 輕觸設定 。

2. 選擇語言。

3. 輕觸儲存 。



1.3 如何返回iClass主頁？

點擊左側導覽列的 或 。

1.4 加入課程

加入課程的方法有兩種。

利用課程代碼

1. 在平板電腦開啟iClass。

2. 輕觸新增課程 。

3. 輸入老師提供的課程代碼。

4. 輕觸確認 。



利用QR碼

1. 在平板電腦開啟iClass。

2. 輕觸左側導覽列的QR碼掃描器 。

3. 掃描老師提供的QR碼。

4. 然後課程代碼便會自動輸入。

5. 輕觸確認 。

1.5如何查看我的课程

1. 在平板電腦開啟iClass。

2. 左邊會顯示你已加入的全部課程。

3. 輕觸課程名稱，查看課程。



1.6 查看課程内的資源

查看資源

1. 輕觸課程。

2. 輕觸課題資料夾 後，便會顯示資源。

3. 輕觸iClass ，在iClass開啟文件。

下載資源

1. 輕觸其他 。

2. 輕觸儲存至檔案 ，並選擇位置。

3. 輕觸新增。



1.7 檢查動態上的通告

你可以在動態上，查看老師發放的活動消息或新的通告。

1. 在平板電腦開啟iClass。

2. 右側動態欄會顯示所有通告。

1.8 在動態留回應和評語

如果對通告有疑問，你可以在帖子留回應和評語。

評語

1. 輕觸帖子下的評語 。

2. 寫評語並輕觸確認 。

3. 輕觸關閉 ，返回主頁。

注意：一旦留下評語，便無法隨意刪除或編輯。



回應

1. 輕觸帖子下的回應。

2. 選擇表情符號。

3. 輕觸別的表情符號，便能更改回應。

4. 輕觸關閉 ，返回主頁。

5. 你可以輕觸表情符號，查看所有回應。

注意：你只能修改回應，卻不能撤回它。

1.9 Google翻譯

iClass支援APP內Google翻譯。使用iClass時，隨時都可以查字典。

1. 輕觸Google翻譯，一個視窗會接著彈出。

2. 在左側輸入要查詢的文字。

3. 右側會顯示翻譯。



2.加入活動和查看評語

2.1 加入和提交答案

課程界面

1. 開啟課程。

2. 課題下會顯示所有活動。

3. 按老師指示，輕觸活動。

4. 完成指示，輕觸上傳 提交答案。

5. 成功提交後，會彈出一個提示信息。



掃描QR碼/網站

1. 在平板電腦開啟iClass。

2. 輕觸左側導覽列的QR碼掃描器 。

3. 掃描老師提供的QR碼。

4. 然後便會自動進入活動。

注意：除了關鍵字活動，一旦提交答案了，並無法再修改或刪除已交答案，如有需要，請尋求老師

協作。

2.1.1 檢視網頁活動

輕觸



2.1.2 提交繪圖活動答案

繪圖活動有三個作答模式：繪畫、文字和圖片。

1. 開啟繪圖活動。

2. 輕觸選擇繪畫、文字或圖片模式。

3. （可選）輕觸比例 ，便可以用用两個手指拉伸或者縮小屏幕。

4. （可選）輕觸選選取 ，選取物件。你可以剪裁、複製貼上和刪除已選部分。如果你要移動

物件，請先複製貼上，然後便可以拖拽移動物件。

5. （可選）輕觸設定 ，查看提交記錄和刪除。

6. 完成指示，輕觸上傳 提交答案。



A. 繪畫模式

在繪畫模式，你可以運用鉛筆、畫筆、線條、多邊形和填入色彩繪畫，並運用橡皮檫或復原刪除圖

畫。輕觸兩下工具即可修改工具屬性。

繪畫工具屬性面版

鉛筆 畫筆 線條

多邊形 填入色彩 橡皮檫



B. 文字模式

輕觸文字 ，新增文字。你可以調整文字大小和格式。

拖放移動 拖拽調整大小 删除

字型和文字顔色 文字框樣式

C. 圖片模式

你可以從相冊、相機、或是老師提供的貼紙導入圖片。

你可以運用濾鏡及透明度、裁切圖片、剪下、複製和貼上工具，編輯圖片。

相冊 相機 貼紙



2.1.3 提交關鍵詞活動答案

1. 開啟關鍵詞活動。

2. 在適當標籤下，輕觸空白位置，輸入關鍵詞。

3. 輕觸確認 ，提交關鍵字。

4. （可選）輕觸刪除 和 ，刪除關鍵字。你亦可以輕觸移除 ，移除所有答案。

5. 輕觸上傳 提交答案。



2.1.4 提交選擇題活動答案

1. 開啟選擇題活動。

2. 輕觸 選取每題的答案。

3. 問題旁會顯示完成 。

4. 輕觸上傳 提交答案。



2.1.5 提交電子書活動答案

1. 開啟電子書活動。

2. 左右滑動即可翻頁。

3. 輕觸書籤 ，將這一頁插入書籤。插入書籤後，書籤圖標會變成藍色。

4. 輕觸縮圖 ，檢視所有頁面。你還可以在此查看已加入書籤的頁面。

5. 輕觸繪畫 ，在電子書上寫筆記或是填答案。畫板的詳細操作請參考2.1.2。

6. 輕觸上傳 儲存筆記，並提交給老師。

7. 輕觸已提交 ，查看已儲存的筆記。



2.1.6 提交開放式題目活動答案

1. 開啟開放式題目活動。

2. 輕觸空白位置，書寫答案。

3. 輕觸上傳 提交答案。

4. 你亦可以輕觸下載，下載最後提交版本的答案。



2.1.7 提交小測活動答案

1. 開啟小測活動。

2. 輕觸開始小測。

3. 根據指示，完成小測。

4. 左右滑動即可翻頁。你亦輕觸題號，跳至該問題。

5. 回答所有問題後，提交按鈕便會出現，輕觸按鈕即可提交答案。

6. 輕觸確認 。成功提交後，便會顯示小測已提交。



A. 配對題

1. 先輕觸左邊的選項。

2. 再輕觸右邊相應的選項。

3. 選項會被一條線連起來。

B. 填充題

● 輕觸空白位置，輸入答案。



C. 選擇題

● 輕觸 選擇正確答案。

D. 數字題

● 輕觸輕觸空白位置，輸入數字答案。



2.1.8 提交音訊活動答案

1. 開啟音訊活動。

2. 閲讀題目後，按指示輕觸錄製 ，開始錄製。

3. 輕觸停止 ，停止錄音。

4. 你可以輕觸播放 ，在提交前先檢查音訊。

5. 勾選音訊檔案旁的方格。

6. 輕觸上傳 提交答案。

7. 如想刪除檔案，先選擇音訊檔案，再輕觸刪除。輕觸確認 。



2.1.9 提交影片活動答案

1. 開啟音訊活動。

2. 閲讀題目後，按指示輕觸錄製 ，開始錄製。

3. 輕觸停止 ，停止錄音。

4. 輕觸相機即可切換相機攝像頭。

5. 你可以輕觸播放 ，在提交前先檢查影片。

6. 勾選音訊檔案旁的方格。

7. 輕觸上傳 提交答案。

8. 如想刪除檔案，先選擇影片檔案，再輕觸刪除。輕觸確認 。



9. （可選）你還可以儲存已錄製影片。輕觸影片，再輕觸儲存 。

10. （可選）你亦可以選擇先用別的視頻軟件拍攝，再輕觸新增 ，打開相冊，上傳影片。



2.1.10 提交作業活動答案

1. 開啟作業活動。

2. 輕觸選擇檔案。

3. 選擇上載來源並登入。

4. 選擇資料夾，並輕觸你的作業。

5. 輕觸提交，上傳作業。

注意：只支援PDF檔案。

2.2 查看答案

1. 開啟活動。



2. 輕觸已提交答案 ，查看你的答案。

2.3 如何刪除錯誤提交的答案?

除了關鍵詞活動，你必須在老師協作下才能刪除答案。

刪除關鍵字活動的答案

1. （可選）輕觸刪除 和 ，刪除關鍵字。你亦可以輕觸移除 ，移除所有答案。

2. 輕觸上傳 ，更新你的檔案。



2.4 我怎麽跟老師請求遲交作業？

如果你的老師沒有在提交期限後關閉提交，你還是可以提交作業。可是，你所提交的作業會被打

上遲交的記號。如果你無法在提交期限後提交作業，請聯絡你的老師。

2.5 同學互評

為同學的答案評分

1. 開啟同學互評活動。

2. 畫面會顯示你的同學的作品。

3. 輕觸閲讀/播放/圖片打開你同學的作品。

4. 輕觸分數 ，並滾動選取分數。

5. 輕觸確認 。

6. 你也可以直接在縮圖界面為同學的答案評分。

7. 輕觸 ，選取分數。

8. 輕觸確認 。



評論同學的答案

1. 開啟同學互評活動。

2. 畫面會顯示你的同學的作品。

3. 輕觸閲讀/播放/圖片打開你同學的作品。

4. 輕觸評語 ，然後輕觸空白位置打字。

5. 輕觸提交 。

6. 你也可以直接在縮圖界面為評論同學的答案。

7. 輕觸 ，然後輕觸空白位置打字。

8. 輕觸確認 。

2.6 查看分數和評語

老師公佈成績後，你便能開啟活動，查看分數和評語。



IV iClass管理員

1.如何開啟管理版面？

在管理版面，你可以管理全部帳號和課程。 同時，主頁還會顯示學校帳號和服務器狀態。

1. 前往http://portal.iclass.hk/或iClass主頁。

2. 點擊左側管理 後，便會顯示

3. 學校帳號的資料。

提示一：點擊底下的主頁 ，回到管理版面的主頁。

提示二：點擊右上方的關閉 ，回到教師模式。

2.創建或移除帳號

在新學年開始和結束時，你可能會需要創建和移除帳戶，或是更新學生所在的班級。但是很抱歉

，現在管理員帳號是沒有權限創建或移除任何帳戶。請填寫我們提供的表單，創建和移除帳戶。

1. 前往Google表單。

2. 登入你的帳戶。

3. 下載學生帳戶和教師帳戶的Excel模版。

http://portal.iclass.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82vCPG_zNgXiejcIZ3Gvg_lnmKSI1od3AbGaYcaqVjkYs_g/viewfor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Lip1GLMxwi5cWcwuiIMV4Mp0FScRjQ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SyteiGYNFyCPmKcBYsFTvPhbzbXk0LK/view?usp=sharing


4. 填寫表格所需信息。

5. 請把檔案名稱的「schoolname」變更為你的專屬學校ID

6. 填寫表單。

7. 把已按格式命名的檔案上傳。

8. 點擊提交 。

注意：請運用Excel編輯試算表。如在Google試算表直接修改檔案，可能會導致格式損壞。



3.查看和導出用户名單

在管理版面，你可以查看和導出用户名單。

查看教師或學生成員

1. 前往http://portal.iclass.hk/organize/或管理版面。

2. 點擊底下的成員 。

注意：如果無有顯示按鈕，請點擊顯示 。

3. 系統默認顯示老師成員名單。點擊學生，檢視學生名單。

注意：在左上方，可以變更每頁顯示的數量。

搜索成員

1. 在右上方的方框中輸入關鍵字。

2. 接着，結果便會自動顯示。

http://portal.iclass.hk/organize/


導出用戶名單

1. 在右上方，點擊匯出資訊 。

2. 系統會自動生成Excel文件，並自動開始下載。

4.更新用户資料

你可以在管理版面隨時編輯用户資料。

1. 前往http://portal.iclass.hk/organize/或管理版面。

2. 點擊底下的成員 。

3. 點擊操作Action下方的編輯 。

4. 更新資料，並點擊確認 。

5.我可以幫用户重置密碼嗎？

如果用户忘記密碼，你可以為他們重置密碼。

1. 點擊底下的成員 。

2. 點擊用户資料旁的密碼 。

3. 輸入管理員密碼後，請設定新密碼。

4. 確認密碼後，請點擊確認 。

http://portal.iclass.hk/organize/


6.變更用户角色

很抱歉，管理員帳户是沒有權限變更用户角色。如有需要，請與我們聯絡。

7.查看所有課程

你可以在管理版面中查看教師帳號創建的所有課程。

查看所有課程

1. 前往http://portal.iclass.hk/organize/或管理版面。

2. 點擊底下的課程 。

3. 接着便會顯示所有課程。

搜索課程

1. 在右上方的方框中輸入關鍵字。

2. 接着，結果便會自動顯示。

http://portal.iclass.hk/organize/


8.以管理員身份登記或移除學生

你可以在管理版面隨時登記或移除學生。

2.11 登記學生

4. 前往http://portal.iclass.hk/organize/或管理版面。

5. 點擊底下的課程 。

6. 在課程資料旁，點擊招生 。

注意：如果你無法看見以下選項，請點擊隱藏高級 。

7. 點擊新增登記學生。

8. 點擊選擇，選取你想要新增的學生。

注意：如果選錯學生，你可以點擊取消選取。

9. 點擊新增 後，學生便會自動加入課程。

10. 點擊關閉 ，退出登記頁面。

提示一：你可以通過搜索關鍵字，再點擊全部選擇 快速添加同一班別的所有學生。

移除學生

http://portal.iclass.hk/organize/


1. 前往http://portal.iclass.hk/organize/或管理版面。

2. 點擊底下的課程 。

3. 在課程資料旁，點擊招生 。

注意：如果你無法看見以下選項，請點擊隱藏高級 。

4. 點擊清單，顯示已登記學生。

5. 點擊選擇，選取你想要移除的學生。

注意：如果選錯學生，你可以點擊取消選取。

6. 點擊刪除 後，學生便會自動退出課程。

7. 點擊關閉 ，退出登記頁面。

http://portal.iclass.hk/organize/


9.設置更新頭像和密碼的權限

你可以限制教師和學生更新頭像和密碼的權限。

允許或禁止更新頭像

1. 前往http://portal.iclass.hk/或iClass主頁。

2. 點擊左側的管理 。

3. 在管理版面的右側，切換頭像更新 成關閉，禁止用户更新頭像。切換頭像更新 成

開啟，允許用户更新頭像。

允許或禁止密碼

1. 前往http://portal.iclass.hk/或iClass主頁。

2. 點擊左側的管理 。

3. 在管理版面的右側，切換密碼更新 成關閉，禁止用户更新頭像。切換頭像更新 成

開啟，允許用户更新密碼。

http://portal.iclass.hk/
http://portal.iclass.hk/


10.允許貼文回應和貼文留言

學生和教師可以在動態發表貼文回應和貼文留言。你可以在管理版面啟用或停止這個功能。

啟用或停止所有課程

1. 前往管理版面的主頁。

2. 切換貼文回應/貼文留言 成關閉，允許用户發表回應或留言。切換成開啟，啟用這功

能。

啟用或停止單一課程

1. 開啟管理版面。

2. 點擊課程 ，再點擊顯示高級 。

3. 把相應的按鈕切換成開啟 。

如何幫學生下載iClass應用程式？

iClass應用程式目前只支援iOS（iPhone、iPad、iPod Touch）和Android（手機和平板電腦）裝置。

在App Store或Google Play Store搜尋iClass，即可下載。

遇上技術問題時，如何尋求協助？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852)35005000或電郵至info@iclass.hk，聯絡香港大學電子學習實驗室。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iclass/id556787469?mt=8


V 在校外教學運用離線課題

設置離線課題後，學生便能把課題下載到平板電腦，在校外教學中離線存取課題中的活動和資

源。

1.設置離線課題

1. 開啟課程。

2. 點擊編輯 。

3. 點擊右側面版的無離線課題，選擇一個課題。

4. 點擊儲存 。

5. 設置離線課題後，點擊課題旁的離線 便能下載課題。

注意：每個課程只能設置一個離線課題。



2.在學生的平板電腦下載離線課題

必需在校外活動前，把離線課題下載至學生的平板電腦，才能使用。

1. 在平板電腦開啟iClass。

2. 輕觸課題旁的下載 。

3. 畫面會自動跳至離線模式。

4. 請在斷開網絡前，保持停留在離線模的版面。 如果你退出了離線模式，你將無法在離線情

況下，重進離線模式。

5. 校外活動時，再次開啟iClass。

6. 你現在可以在離線情況下，依舊打開iClass活動。

7. 輕觸加入活動。

8. 完成活動後，記很要輕觸儲存 。

9. 重新連接網絡後，輕觸提交 。

10. 輕觸離開 ，結束離線模式。

注意：離線模式不支援自動同步功能。如果在提交活動前退出離線模式，件將會丟失所有未儲存

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