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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使用－登入及基本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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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each ５基本操作：啟用軟體

*1 專業版情況下不登入也可使用HiTeach，但所有資訊無法連動雲端。建議一律登入使用！

*2 HiTeach授權分為只能在固定裝置使用的序號(本機)授權、或綁定醍摩豆帳號，跟著使

用者的個人授權，若兩種都有則系統會自動判定，選擇權限較高者使用。若未有任一授權

則預設為免費的HiTeach 928教育公益授權，未來購買專業版，隨時都能啟用喔！

了解HiTeach 928功能: https://www.habook.com/zh-tw/cloud.php?act=view&id=19

https://www.habook.com/zh-tw/cloud.php?act=view&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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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each ５基本操作：開啟軟體

*1 HiTeach 928授權需登入帳號才能進入HiTeach，若未登入則不會有開啟按鈕。

*2 想更認識醍摩豆雲平台IES 5請點此→ https://reurl.cc/Q9jRMZ

https://reurl.cc/Q9jRMZ


HiTeach ５基本操作：建立名單（僅首次、或每學期初需要使用）

HiTeach可以建立四種不同課程名單（見下頁）。

IES雲端可以建立學校課程＆個人課程，

以下說明如何建立本機課程：

5
從Hi選單點選

本機名單管理

點擊＋可以新增名單，點擊鉛筆可以編輯名單。

名單命名建議為「班級＋課程」，如801國文，

因同個班會有不同科，分開建名單，記錄才會分開。

教師可手動輸入、或直接從Excel名條整條貼上名單。

座號可輸入在逗號後（如圖示），若名單按座號順序貼，

可不用輸入座號，點選「預覽」系統即會自動按順序編號。

預覽若沒問題，接著按「完成」就可以使用這個名單囉！

已編輯好的名單，可以透過鉛筆進行編輯，

包含更改座號、設定學生大頭照等等。

也可以透過「匯入照片」，批量匯入全班學生大頭照。



HiTeach ５基本操作：開始課堂＆選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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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結束課堂

進入HiTeach， *1點擊上方「開始課堂」。選擇要進行的課程

（我要上哪個班哪堂課？），再點擊右下方「開啟」，即可

開始進行互動課堂！課程名單有四大類：

➢ 學校、個人課程：需在IES預先編輯，登入帳號可使用。

學校課程為學校管理者統一建置，無法由教師自行建立，

雲端個人課程建立流程可參考：

https://youtu.be/SSFs3NhIu0A?t=2576

➢ 本機課程（推薦！）：在HiTeach中「Hi」選單中「本機

名單管理」編輯後使用，名單會跟著帳號移動。

➢ 動態名單：無名單，點擊直接設定人數及組數後立即使用，

學生自行加入、自行命名。（適合單次性課程、講座）

*1 未開始課堂，此時的狀態可視為編輯模式，還是可用HiTeach基本操作進行教學、或編輯頁面題目。但無法使用同步教學功能，且無法保存數據。

檢視與分組



HiTeach ５基本操作：選擇課程&檢視與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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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可由教師自訂。點選+ – 增減組別，

並可進行組名的設定。點垃圾桶刪除小組。

新增小組後，使用滑鼠選定學生（可多選），

用「拖曳」的方式拉進對應的組別當中。

系統內建三種快速分組模式：按座號順序分

組、Ｓ型分組、完全隨機分組。只要設定好

組數，即可按上述規則分組。

完成分組後按右上角叉叉，跳出確認視窗後

按「確定」即完成資料儲存，可開始課堂！

同一課程名單分組資料會自動沿用，每次上

課不需重新設定。反之，若要重新分組，將

上述步驟重新進行一次即可。（開始課堂狀

態下無法調整組別，需先結束課堂）



HiTeach ５基本操作：點名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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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開始課堂後，資訊區會出現簽到表圖示。

教師可讓學生加入課堂，並記錄學生的出缺勤狀況。

（加入課堂的流程請參照 P. 21）

學生可透過課堂編號、

或掃QR Code加入課堂。

勾選「訪客」，學生不

需要登入個人帳號即可

加入課堂。（取消勾選

則須登入才可加入課堂）

教師可手動點擊姓名

框進行點名（有出席、

事假、病假、公假、

缺席五項），或讓學

生掃碼用Web IRS加

入課堂（加入課堂者

自動轉為出席。）



HiTeach ５基本操作：開始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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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頁面

可為學生進行個別加分，若課中進行搶權、即問

即答有被按讚（大拇指）者，也會自動加一分。

小組得分會自動帶入「記分板」工具的分數，若

點選「合組計分」，會將同組的個人分數平均後，

加在小組分上。

互動頁面會自動帶入課堂互動、測驗中答對的分數。

即問即答答對一題預設得10分，課中測驗則依照考

卷設定計分。



課堂資訊區

數據互動區（開啟同步教學功能時才會出現）

教學工具區教材資源區

教材展示區

HiTeach ５基本操作：認識主要介面



HiTeach ５基本操作：認識主要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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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選單

選取

復原

通用筆

特殊筆

文字區塊

橡皮擦

幾何形狀

色彩設定

教具

清除物件

上一頁

新增頁面

下一頁

放大縮小

頁面推送

IRS工具

作品收集

測驗模式

挑人

計時器

記分板

最小化

*1 AI文句分析

聚光燈

四方遮幕

新增螢幕頁面

螢幕批註

裁剪螢幕截圖

裁剪白板截圖

直尺

三角板

圓規

量角器

序號印章

遮字

小印章

教材、資源區

簡報清單、新增&刪除&複製頁面

左右工具列互換

本頁推送

物件化推送

檔案推送

差異化推送

即問即答

複選

是非

填充

即時搶權

IRS設定

圖檔

聲音

檔案

任務歷程

IES雲試卷

隨堂紙本測驗

Excel試卷檔案

通用筆

回到HiTeach

此工具列
可自由移動

*1 欲啟用AI文句分析功能，請至「HiTA」的「發現」，進行免費申請，

詳情請參考：https://www.habook.com/zh-tw/news.php?act=view&id=464

(未開始課

堂才有)

互動題型

與任務

設定工具

https://www.habook.com/zh-tw/news.php?act=view&id=464


HiTeach ５基本操作：重要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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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語系

選項符號數字或英文字母

教室驗證碼是否固定

實體IRS遙控器設置(或更換)

開啟教材資源區

開啟上堂課的表現摘要

開啟＆匯出先前的課堂記錄

管理數據儲存位置

在PowerPoint設置問題/任務*1

*1本功能細節介紹請參照HiTeach 5新手入門教學 2_互動課堂設定&範例教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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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HiTeach教師數據與權限 智慧教育快訊 訊息通知中心 個人帳號資訊

教師輔助工具：HiTA 5醍摩豆教師APP

HiTA 5是教師的輔助工具，有彙整教師個人數據、遙控HiTeach、

即時接收新資訊等多元功能。註冊一組帳號（推薦直接用Google登入）

即可開始使用，同組帳號也能夠讓您暢遊醍摩豆世界的所有服務／頁面！

更多理解HiTA 5 APP：https://www.habook.com/zh-tw/cloud.php?act=view&id=24

註冊與登入

推薦直接用Google登入

https://www.habook.com/zh-tw/cloud.php?act=view&id=24


開始教學－各種情境操作步驟



HiTeach  5 教學應用：教師端應用

HiTA掃QR Code
與HiTeach連線控制

開始課堂後，最直觀的做法就是直接開始

教學！教師可使用HiTeach內建的各種科

技工具進行書寫、畫記、挑人、計分等等。

同時，老師可以使用HiTA掃碼連線

HiTeach，將手機化身遙控器控制

HiTeach，無論是操作各樣HiTeach科技

功能、或是拍照一秒將現場畫面（或教材）

上傳為電子教材都可以！

15



HiTeach  5 教學應用：搭配任何頁面即時批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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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教師要搭配其他電腦頁面授課該怎麼辦呢？點選工具列下方

最小化，可將HiTeach最小化，最小化的圖標可以任意移動。教

師在此情境下可正常操作電腦頁面，如欲回到HiTeach頁面只要

點擊「Hi」（數字１處），即可。

若教師要將當前教學頁面（無論是網頁、電子書、軟體、各類檔

案）放入HiTeach，只需點擊一下筆的按鈕（數字２處），系統

會自動將當前電腦頁面截入HiTeach，即可將各樣頁面與

HiTeach搭配應用！截圖下來的頁面也會自動儲存起來，課後可

完整匯出。
最小化

HiTeach最小化（網頁）

一鍵截圖進入HiTeach



HiTeach ５教學應用：匯入教材或取得素材資源

17



HiTeach ５教學應用：匯入教材或取得素材資源

18

使用電腦中的教材資源，匯入、或開啟於HiTeach內的

PPT檔案可以物件化操作，保留所有動畫、超連結等。點選

加號可自訂三組「最愛路徑」，以後點擊對應數字（1-3）

即可快速前往該資料夾。

外部開啟：用電腦的程式開啟檔案（非開啟在HiTeach中）

附件：以附件形式放入HiTeach（只有圖示不會開啟）

匯入：不清空當前頁面，在當中插入新頁面

開啟：清空當前頁面以開啟檔案（開始課堂中無此選項）

前往IES醍摩豆雲平台。



HiTeach ５教學應用：教材匯入/匯出或儲存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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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所有頁面，回到空白頁(開始課堂狀態下無法使用)

清空所有頁面，開啟新教材(開始課堂狀態下無法使用)

儲存當前教材為htex.檔(含畫記及任務)，下次可繼續使用

另存當前教材為htex.檔(含畫記及任務)，下次可繼續使用

不清空當前頁面，在當中插入新頁面(教材)

將當前全部頁面匯出為PDF或圖檔



HiTeach ５教學應用：教材匯入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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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HiTeach的簡報可物件化使用，超連結、動畫等都會保存！同時可以使用HiTeach內的各樣功能。



開始教學－同步課堂功能說明



HiTeach  5 教學應用：學生端應用（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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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IRS掃碼
加入課堂

(學生)

教室編號
及驗證碼

學生連線不須下載任何APP，可使用電腦、平板或手機（iOS或

Android皆可），掃碼（一般掃描器，非用HiTA）或瀏覽器輸入網址

irs5.cc，連線Web IRS（輸入教室編號及驗證碼），即可回應教師所

開啟的同步教學互動、任務！(建議用瀏覽器，確保連線，休眠可連回)

Web IRS未有活動 Web IRS互動頁面 Web IRS任務頁面

同步推送

同步任務
同步互動

Web IRS連線頁面

同步測驗



HiTeach  5 教學應用：學生端應用（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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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編號
及驗證碼

若連線身分為「小組平板」HiGroup，*第一次可以從Hi工具列→系統

設定中找到連線*QR code，或是輸入網址

irs5.teammodel.net/setgroup，即可以進行小組連線。

HiGroup連線頁面

*只有首次連線的裝置需要進到系統設定，連線過的裝置會自動記憶，以後只要從主頁（見上頁PPT掃Web IRS處）、或輸入irs5.cc即可進入HiGroup。



HiTeach  5 教學應用：學生小組V.S.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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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Web IRS）與小組（HiGroup）連線數取決於*1軟體授權，如右圖。

一般不會混用，連線Web IRS時（一生一平板）可直接由組長的裝置代表小

組傳送檔案。連線HiGroup時（一組一平板）也可以搭配實體IRS遙控器代

表個人學生作答。兩者的功能差異如下表。

另外，連過HiGroup的裝置會記憶（未來掃資訊欄QR code都會自動跳轉

HiGroup頁面）。若要回到Web IRS，請在登入HiGroup後點擊下圖箭頭處。

Web IRS HiGroup

即問即答
（單選、複選、是非）

Ｖ Ｘ（僅能檢視）

即問即答（填充） Ｖ Ｖ（小組便利貼）

即問即答（搶權） Ｖ Ｖ

同步任務
（圖文、聲音、檔案）

Ｖ Ｖ

同步測驗 Ｖ 無法（僅能檢視）

*1 HiTeach 928授權兩個Web IRS連線，無HiGroup連線數。



HiTeach  5 教學應用：同步教學功能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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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

互動

任務

測驗

老師可推當前頁面、電腦檔案（<5MB）、差異化內容

不須預設題目，即問即答即看數據
可進行單選、複選、是非、填充、搶權

不須預設題目，即時發起即時接收作品
可以圖文、聲音、檔案形式（<15MB）收學生作品

可預設題目做完整測驗、或現場啟動簡易答題
支援客觀、主觀、聽力題，考完自動批改

＊相關範例，請參照HiTeach 5新手入門教學 2_互動課堂設定&範例教材(全)



HiTeach  5 教學應用：同步互動數據互動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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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進行中畫面

選擇題看長條圖畫面

*1 詳細了解差異化功能：https://www.habook.com/zh-tw/news.php?act=view&id=483

https://www.habook.com/zh-tw/news.php?act=view&id=483


HiTeach  5 教學應用：同步互動數據互動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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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題翻牌後畫面

*1 欲啟用AI文句分析功能，請至「HiTA」的「發現」，進行免費申請，

詳情請參考：https://www.habook.com/zh-tw/news.php?act=view&id=464

搶權開始前（點鈴啟動） 搶權結束後

再搶一次（同一頁面可重複搶權數次）

搶到者加分

https://www.habook.com/zh-tw/news.php?act=view&id=464


HiTeach  5 教學應用：同步任務數據互動區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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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each  5 教學應用：同步測驗設置及數據

IES雲試卷測驗 隨堂紙本測驗 Excel試卷檔案測驗

試卷來源 預先在IES建立試卷後直接導入 直接發下紙本試卷 or 拍照為附件 題庫光碟匯出題目並另存成xlsx使用

題幹&選項 完整呈現 直接看紙本 or Web IRS附件照片 完整呈現

支援題型 單/複選(含聽力)、填充、計算(寫作) 單/複選、填充 單選題

圖片&音檔 O X X

詳解&補充 可預設，測驗結束後學生可檢視 無 無

特色 題型、內容最完整 無須任何前置作業，隨時可考 直接結合題庫光碟最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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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each  5 教學應用：同步測驗設置及數據

無論啟用上一頁哪一種同步測驗功能，開啟後都能讓學生透過 *1IRS遙

控器＆Web IRS進行作答（如右圖）。教師端可以掌握學生答題進度，

在答題後也可以即時檢視成績單、測驗數據、並進行即時互動評講。

關於詳細測驗操作及數據判讀，請見「HiTeach 5新手入門教學4_建立

題庫＆施測情境」 *1 僅RF-09系列IRS遙控器支援同步測驗模式



HiTeach ５最後一步：結束課堂並匯出課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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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論您使用哪一種方式進行智慧課堂，下課時只需要

按正上方的「結束課堂」，即可將本堂課結束。

結束課堂之後，系統會自動進行數據的儲存，並產出

「全班學習表現摘要」（如右圖）。

若一開始使用的是從IES建立的學校課程、個人課程，

則數據記錄會自動儲存至教師IES雲平台（如下圖）。



HiTeach ５最後一步：結束課堂並匯出課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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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一開始使用的是本機課程、動態名單：

數據將會保存在您的本機電腦當中。

可以從全班學習表現摘要的右下角白色匯出按鈕、

或是從主選單的「課堂記錄管理」進行數據匯出，

系統會自動匯出：課堂數據總表（出席、得分、答題記

錄等）、學生上繳任務的壓縮檔（有進行任務才有），

若要保存電子筆記則需手動匯出（黃框處）。

課堂數據總表

學生任務壓縮包



HiTeach ５最後一步：系統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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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要關閉HiTeach，可點擊右邊「Hi」，點選離開

HiTeach。下次要使用HiTeach再透過電腦工具列中的助

手（藍色符號）叫出就可以囉！

如果要「完全」關閉HiTeach（停止背景運行）則需要

按右鍵結束HiTeach助手。

以上就是HiTeach「基礎介面操作教學」的所有內容，

歡迎大家多多練習使用，一定可以將HiTeach變成您的

教學最佳利器！



更多學習資源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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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平台」中的「醍摩豆五學習資源」頻道，觀看教學影片，

並透過切點跳至任何一個時間點！ （需登入醍摩豆帳號） 連結：

https://sokrates.teammodel.org/exhibition/tbavideo#/myChannel/543

前往「醍摩豆TEAM Model智慧教育」的Youtube頻道，觀看所有

教學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user/HABOOK4EDU

前往醍摩豆官網的「教學專區」，或「產品資源」的「其他文件」下載！

連結：https://www.habook.com/zh-tw

HiTeach的「教材資源區」→「預設資源」→「範例檔」，

可下載最新官方說明文件、操作簡報。

點擊更新按鈕 可隨時取得最新內容！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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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okrates.teammodel.org/exhibition/tbavideo
https://www.youtube.com/user/HABOOK4EDU
https://www.habook.com/zh-tw


聯絡與更多服務

10658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49號8樓

電話
傳真
電郵

網奕資訊科技集團
全球事業總部

➢聯絡方式

02-2325-5668
02-2325-5662
habook@habook.com

醍摩豆智慧教育交流園地
LINE社群

35

醍摩豆智慧教育
官方LINE帳號

http://www.youtube.com/user/HABOOK4EDU
https://www.facebook.com/eteaching/
http://www.habook.com.tw/


素養導向 .  智慧教學
合作學習 . 多元評量 . 數據決策 . 因材施教

醍摩豆．智連環．成就每一個孩子
Empower Teaching．Inspir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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