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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摩豆雲平臺的三大雲端應用

IES 醍摩豆雲平台（又稱醍摩豆智慧學習與評量管理平台）*教師用

為教師備課、出題、設定課前課後學習任務的平台。

同時，所有HiTeach課堂記錄、學習或測驗結果，也都可以回傳IES

保存。

AClass ONE 醍摩豆雲平台 *學生用

為學生複習課程、寫作業、考前重點複習的地方。

針對所有作業、測驗中教師給予的批閱回饋、或是詳解、

補充教材等，也都可以在此檢視。

教師專業發展蘇格拉底Sokrates

收集全球各年級、學科、語言的HiTeach精彩課堂，內建數千

個活動、學校頻道，累積課程上萬堂。是所有教師彼此觀摩、

教學相長的最佳良伴。可上官網了解更多：

https://www.habook.com/zh-tw/cloud.php?act=view&id=11

https://www.habook.com/zh-tw/cloud.php?act=view&id=11


IES醍摩豆雲平台

教師介面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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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IES 醍摩豆雲平台

老師可透過醍摩豆官網(圖１)、HiTeach(圖２)、

HiTeach助手(HiTeach Agent)(圖３)進入IES。

其中官網是前述醍摩豆雲平台三大雲端服務的統一

入口。

圖1 圖2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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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學校的概念

IES 比照現實，以「校」為單位，同校的使用者可以互相交流資訊、進行共備等等，學校組長或校長也便於管理。

不過使用者不需加入學校也可使用所有個人功能。若學校有大規模導入醍摩豆相關系統，再加入學校就可以囉！

IES功能清單

雲端空間

（免費預設為1G）

所屬學校（未加入仍可使用個人功能！）

首頁/通知/系統設定

首頁數據資訊頁面



IES我的課程
－建立課程

－建立名單

－學生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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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雲端個人課程

IES建立可以產生兩種課程名單：學校課程＆個人課程

學校課程（有加入學校才可使用） 個人課程

建立者 系統管理員建立 使用者個人建立

名單來源
匯入學校學生名單

（學生被加入）

取用學校已匯入的名單（學生被加入）／

或請學生自行加入（學生主動加入）

優點
統一建立簡單方便，

也可以統一配給學生帳號密碼

個人建立彈性高，可建立一些非編制內

的班級（例如社團課、課後班等）

課堂記錄 HiTeach結束課堂後，數據記錄皆會自動上傳至IES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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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雲端個人課程

IES建立個人課程：

＊學生主動加入，不需編輯名單（但學生需有帳號）

＊同一個課程可以新增很多個班級，同一個班級也

可被放在不同的課程

步驟一：新增一個課程（單一專業／學科）

1.我的課程 → 2.新建個人課程→ 3.新增課程（課程

編碼可不用輸入）

＊建議課程名稱為年級＋科目，EX: 七年級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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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雲端個人課程

步驟二：建立該課程的名單（學習這門課程的對象）

課程出現後，選定該課程， 4.選定該課程，課程名單點加

號→ 5.新建名單（或選擇已有名單）輸入名單名稱

EX: 七年二班、八年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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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雲端個人課程

建立完成的名單旁會出現一個QR code，

老師可：

1.分享QR code

2.複製邀請連結

3.提供課程邀請碼（學生需在AClass 

ONE內輸入）

學生「主動」加入課堂，即可參與該課

堂的各樣活動了！

後續老師也可於此頁面（紅框處）查看

課程的學生名單、課堂記錄等，或是於

此發布課程作業、活動、班級公告。

其中課堂記錄，若要發布出去讓學生在AClass ONE也可以看到，需要點擊

箭頭符號、或是開啟上方的自動發布（每次上完課就會自動發布給學生）。



IES我的資源
－建立個人課綱

－建立個人教材

建立個人題庫請參閱簡報：

【HiTeach 5新手入門教學_建立題庫＆施測情境】



我的資源－個人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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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可以作為老師整理教學資源的

空間。

課綱以樹狀圖概念設計，依序為

左邊欄：冊別清單（例如七上國文）

中間欄：課綱目錄（例如第一課）

*可新增共三層節點

右邊欄：關聯資源（該課教學資源）

關聯資源可放置IES個人教材區的內

容、個人題庫區的試卷與試題、或

直接上傳電腦檔案＆超連結。

IES之課綱目錄功能的全稱是結構化課綱目錄，是提供使用者以結構化、編序方式安排課程教材和試卷的共同備課

平台，包含教師個人應用的「個人課綱」和學校層級共同使用的「學校課綱」功能，幫助學校老師們進行雲端備

課，將教學所需的教材(PowerPoint、HTEX、PDF、圖片、影片、網頁超連結等)、試卷(試題)安排到課綱目錄中。

更了解課綱目錄



我的資源－個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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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可以上傳各種檔案（紅框處），

教材可用拖曳、或點按的方式上傳，

一次可以批量選擇多個教材，再一

次按「確認上傳」即可。

上傳的教材會自動按檔案類型分類，

其中「教材」檔案類型專指HiTeach

專用的.htex檔，若是PPT、Word等

office教材會歸類在「檔案」。

此外，此處也可以檢視個人空間使

用狀況以及餘量（藍框處）。



我的資源－HiTeach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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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教材（內容）、或是課綱，所有傳上IES

的資源皆會在HiTeach頁面同步更新（剛上傳的

內容，需按一下紅框處重新整理）。

在HiTeach端點選欲開啟的教材資源，可以選擇

另存：另存於電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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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S我的活動
－投票與問卷

－作業活動

建立個人評量活動請參閱簡報：

【HiTeach 5新手入門教學_建立題庫＆施測情境】



我的活動：個人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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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一次只能有一題，題型為選擇題。

1.個人投票→ 2.投票活動清單＋→

3.設置投票內容

除了基本設定外，也可以設置票數、匿名、或是週期等。

連動班級名單，就可以隨時掌握投票進度，並即時觀看

投票數據等。



我的活動：個人問卷

17

問卷：一次可以有許多題，包含

單選、複選、是非、問答。

1.個人問卷→ 2.問卷活動清單＋→ 

3.問卷詳情→ 4.新增題目

與投票相同，連動班級名單，就

可以隨時掌握進度、觀看數據、

以及彙整大家的意見回饋。



我的活動：作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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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學生依教師指示上傳對應

文件／檔案繳交。

1.作業活動→ 2.作業活動清單＋

→ 3.作業詳情

作業可以各種方式呈現：直接文

字回覆、上傳各類型附件檔案等。

也可以設定如補交、互評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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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可隨時檢視學生作業進度，

並且進行批改、給分。

當然，學生也可以在AClass ONE

看到老師給予的評分與評語。

我的活動：作業活動



AClass ONE醍摩豆雲平台

學生介面應用



AClass ONE 醍摩豆雲平台登入頁面

IES中發布的各類型活動，學生都可在AClass ONE完成。

可透過醍摩豆官網→教師/學生登入進入AClass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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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透過兩種帳號登入AClass ONE：

1. 醍摩豆帳號－可個人免費註冊申請

（每一個醍摩豆帳號，都同時可使用教師／學生身份）

2. 校內帳號－學校統一幫學生建置

（系統性大規模導入的學校使用）



AClass ONE首頁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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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輸入邀請碼

可加入新課程

選擇要進入的課程頁面

最新的課堂記錄、

活動任務、以及

課程公告

已加入的

課程清單



AClass ONE課程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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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首頁點擊進入特定課程後，就可以檢視這個課程

當中的記錄、評量、作業、活動等各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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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ass ONE測驗介面

AClass ONE進行測驗畫面

AClass ONE測驗結果畫面

AClass ONE

測驗結果畫面

(查看個人數據、

錯題補救資源、

自主標註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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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ass ONE其它介面

問卷

介面

投票

介面

作業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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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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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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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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