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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快快快快樂樂樂樂學堂學堂學堂學堂．．．．班班班班網網網網畫畫畫畫面介紹面介紹面介紹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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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網網網網站登入登出站登入登出站登入登出站登入登出    

【右側區塊功能】    

2222----1111    

    

登入網站系統 
1.預設帳號密碼：1234／1234 

2.更改帳號密碼：【3-6 進階管理>板主(導師)】 

2222----2222    

    

登出網站系統  

    

3333....進階管理進階管理進階管理進階管理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A.網站功能】 

3333----1111    網頁標題：  

    3-1-1 學校名稱 設定網頁頁籤名稱及首頁下方學校名稱 

    3-1-2 網頁標題 設定首頁橫幅左方名稱 

3333----2222    佈景主題 設定網站佈景主題 

3333----3333    功能選擇 設定左側選單功能開放與否 

    ＊【允許學生修改資料】勾選時即為開放學生帳號登入後可修改其個人資料 

3333----4444    廣告輪播 首頁中間圖片輪播設定(＊建議可放班級合照) 

3333----5555    倒數計時 首頁右上方活動倒數計時設定 

【B.人員管理】 

3333----6666    板主(導師) 修改班網管理者個人資料及帳號密碼 

3333----7777    帳號管理：  

    

3-7-1 

 

若欲開放科任老師可登入使用前台各項功能等權限，務必需設定

其帳號密碼 

    

3-7-2 

 

若欲開放學生使用留言板、討論區等權限，務必需設定其帳號密

碼 

    

3-7-3 

 

若欲開放該帳號使用留言板、討論區等權限，務必需設定其帳號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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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前前前前端管理畫面端管理畫面端管理畫面端管理畫面：：：：    

【左側選單功能】 

4444----1111    

    

回到網站主畫面 － 

4444----2222    

    

班級導師及科任

老師介紹 

1.導師介紹：【3-6 進階管理>板主(導師)】 

2.科任老師介紹：【3-7-1 進階管理>帳號管理>新增

科任老師】 

4444----3333    

    

班級學生介紹 學生介紹：【3-7-2 進階管理>帳號管理>新增學生】 

4444----4444    

    

處室業務介紹 
如同 Word 文書軟體編輯方法，亦可由 Word 複製

內容後貼上 

4444----5555    

    

行事曆及每日作

業記錄 

1.按 新增事項 

2.切換日期：  

上個月份(年份)：按＜＜＜＜月份；按＜＜＜＜年份 

下個月份(年份)：按月份＞＞＞＞；按年份＞＞＞＞ 

4444----6666    

    

網路日誌分享 
1.按右側 管理分類 

2.再按 來新增文章 

4444----7777    

    

班級活動照片分

享 

1.按 先新增一個活動相簿 

2.再按要執行的功能： 

上傳照片、 修改相簿、 刪除相簿 

4444----8888    

    

班級活動影音分

享 

1.先將要上傳的影音檔案上傳至 YouTube 

2.按 >  

3.輸入影片【標題】及【網址】及【說明】 

4.再按【送出】即完成影片分享 

＊欲轉貼 YouTube 之影片需設定為「公開」 

4444----9999    

    

學生作文作品分

享 

1.按  

2.輸入作者姓名及作文題目 

3.如同 Word 文書軟體編輯方式，亦可由 Word 複製

內容後貼上 

4.輸入教師評語後按【送出】即完成作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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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10101010    

    

教學相關檔案下

載 

1.按 選擇要上傳的檔案 

2.再選擇檔案之分類 

3.輸入檔案說明後按【送出】即完成檔案上傳 

4444----11111111    

    

網站好站分享 
1.按  

2.輸入網站【名稱】、【網址】 

3.設定網站【分類】、【介紹】後再按【送出】 

4444----12121212    

    

網站訪客留言 

＊無需登入無需登入無需登入無需登入網站即可留言 

1.按 進入留言畫面 

2.輸入留言者【姓名或暱稱】及【留言內容】 

3.選擇是否為【秘密留言】 

＊若為秘密留言則只有板主及科任登入後可見 

4.輸入【驗證碼】後再按【送出】即完成留言 

4444----13131313    

    

網站人員留言 

＊需登入需登入需登入需登入網站方可留言 

1.按 進入留言畫面 

2.輸入【留言內容】 

3.勾選是否為【秘密留言】後再按【送出】 

＊若為秘密留言則只有板主及科任登入後可見 

4444----14141414    

    

議題討論區 

＊需登入需登入需登入需登入網站方可開新主題或留言討論 

開新主題：按  

回應討論：1.點選要回應的【討論主題】 

2.按 輸入留言內容 

【中間標題功能】 

4444----15151515    
    

相關訊息公告 
1.按  

2.輸入【公告標題】及【內容】、【相關網址】 

3.按【選擇檔案】上傳附加檔案，再按【送出】 

4444----16161616    
    

榮譽事項分享 
1.按  

2. 輸入【公告標題】及【內容】、【相關網址】 

3.按【選擇檔案】上傳附加檔案，再按【送出】 

4444----17171717    
    

線上投票、票選 

＊需登入需登入需登入需登入網站方可參與投票 

1.按  

2.輸入【步驟一：新增投票題目】後按【新增】 

3.輸入【步驟二：新增投票選項】後按【送出】 

4.重複【步驟二】完成所有投票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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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區塊功能】 

倒倒倒倒數數數數

計時計時計時計時    

    

活動日倒數計時

功能 
【3-5 進階管理>倒數計時】中設定 

生生生生活活活活

剪影剪影剪影剪影    

    

亂數擷取生活剪

影中照片輪播 
【4-7 左側選單>生活剪影】中設定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影音影音影音影音    

    

亂數擷取生活剪

影中照片輪播 
【4-8 左側選單>活動影音】中設定 

本本本本月月月月

壽星壽星壽星壽星    
    

系統自動偵測當

月壽星名單 
【3-7 進階管理>帳號管理】中設定人員生日 

4444----18181818    

功功功功課課課課

表表表表    

    

班級功課表 

【右側區塊>功課表>按左上方 圖示】修

改課表內容 

 

＊小技巧：為讓版面看起來更整齊清爽，建議

若課程名稱超過兩個字以上，可每輸入兩個字

即按 Enter 換行再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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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線上線上線上線上編輯器簡易說明編輯器簡易說明編輯器簡易說明編輯器簡易說明：：：：    

在編輯單中加入圖片及修改圖片大小的方式 

1.按工具列插入圖片按鈕，選擇您儲存在電腦中要加片的圖片    

    
2.加入圖片時可直接設定圖片大小，或者在加入圖片後可在圖片上按右鍵，點選【【【【Add/Edit ImageAdd/Edit ImageAdd/Edit ImageAdd/Edit Image】】】】    

3.在 Size 區塊中輸入圖片大小的數值，再按【OK】送出設定 

＊＊＊＊線上編輯線上編輯線上編輯線上編輯器在器在器在器在常常常常見見見見瀏瀏瀏瀏覽覽覽覽器器器器中的中的中的中的支援性支援性支援性支援性不不不不同同同同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FireFoxFireFoxFireFoxFireFox：：：：    

支援性最完整，點圖片時會在圖片

邊框出現八個調節點，可直接可直接可直接可直接拖曳拖曳拖曳拖曳

調整大小 

 

GoogleGoogleGoogleGoogle    ChromeChromeChromeChrome：：：：    

點圖片後不會調節點，只能以按右

鍵點選點選點選點選【【【【Add/Edit ImageAdd/Edit ImageAdd/Edit ImageAdd/Edit Image】】】】來調整 

 

Internet ExplorerInternet ExplorerInternet ExplorerInternet Explorer：：：：    

點圖片時會出現調節點，但不支援

直接拖曳調整大小功能，故也是只

能以按右鍵，點選點選點選點選【【【【Add/Edit Add/Edit Add/Edit Add/Edit 

ImageImageImageImage】】】】的方式來調整圖片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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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帳帳帳帳號登入後號登入後號登入後號登入後修修修修改改改改個個個個人資料人資料人資料人資料：：：：    

【【【【學學學學生帳號生帳號生帳號生帳號】】】】：：：：登入後登入後登入後登入後可使用可使用可使用可使用「「「「留言板留言板留言板留言板」」」」、、、、「「「「討論區討論區討論區討論區」、」、」、」、「「「「投票區投票區投票區投票區」」」」、、、、及照片及照片及照片及照片、、、、文文文文章章章章留言留言留言留言、、、、回應功能回應功能回應功能回應功能    

「「「「＊＊＊＊學生修改資料學生修改資料學生修改資料學生修改資料」」」」則則則則端看班網管理端看班網管理端看班網管理端看班網管理者是否開放此功能者是否開放此功能者是否開放此功能者是否開放此功能：【：【：【：【進進進進階管理階管理階管理階管理>>>>功功功功能能能能選選選選擇擇擇擇>>>>允許學生修改資料允許學生修改資料允許學生修改資料允許學生修改資料】】】】 

 

1.使用個人帳號登入後 

2.點選【學生修改資料】 

 

3.修改完成後按【送出】即可回到首頁 

【【【【科任科任科任科任老師帳號老師帳號老師帳號老師帳號】】】】：：：：登入後可使用登入後可使用登入後可使用登入後可使用前前前前台所台所台所台所有有有有功功功功能之能之能之能之新新新新增增增增、、、、編輯編輯編輯編輯    

 

1.使用個人帳號登入後 

2.點選【科任修改資料】 

3.修改完成後按【送出】即可回到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