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lassDojo-翻轉教室雲端服務軟體應用

精進計畫-科技與我社群研習（一）



進入網站→註冊→教師



稱呼

名

姓

信箱(私人信箱即可)

密碼

輸入完畢→註冊



輸入基隆市德和國民小學→點擊



→Join This School



進入信箱→Verify now



→Continue



此訊息代表學校尚無校管理員帳號
→點X關閉



半身圖示→Account seetings



先設定Time zone→Asia/Taipei



Language and region
→中文(簡體) →翻譯較完整(推薦)
→中文(台灣) →翻譯較少(不推薦)



演示用班級，建議保留。
可以拿來做以下事情：
1.教師端練習操作
2.模擬教師與家長互動
3.模擬操作學生帳號效果

點此來建立第一個新課堂！



班級名稱：可用中文

年級：依照狀況自己選擇

分享分數：建議先選

「不要與父母分享分數」

→創建班級



→添加學生



→或者，複製並黏貼你的學生列表



→從班級名册複製貼上學生名單，
一行一位學生，先不要加座號
(數字會自動被移除，加了也沒用)



請自行加入座號，建議為兩碼數字01、02、03……
這裡不加，之後再加必須逐個編輯，會較麻煩



確認學生名單沒問題→保存



學生如果更名或轉學如何處理
選項→編輯班級



→點擊你要變更的學生



→變更姓名

→從班級移除(資料將無法還原)



可替學生分組(不分也可以)
組別→添加小組



勾選你要放入同一組的學生
→打好組名稱→創建組



→組創建完成→學生

不同組別的成員可以重複放入
應用範例：午餐輪值組、外掃區組…



選項→顯示設置



頭像大小→自由設置

顯示加減分時要不要
1.顯示獎勵通知
2.播放打分聲音顯示學生圖像右側顯示

1.合計：加減分總和分數
2.單獨匯總：分別顯示
3.不要顯示點數：隱藏顯示

→按保存設置



選項→編輯班級



技能
→正向行為、有待改進
→可自己增刪項目或編輯



選項→編輯班級



→隨便點選一位學生



→點此可更換頭像



→可更換組別並點選種類
→或自行創建新的頭像群組
→例如寶可夢圖示、個人大頭照…等













→點工具包



→依序介紹



→點擊後，開始倒數計時
點+可自訂時間

→點此返回



→重來、再次計時、再多10秒

→點X關閉



→再抽一次
僅抽選而無特別作用

→點X關閉



→點選每組有幾名學生



→自動出現隨機分組結果
結果無法儲存，保留請電腦截圖或用手機拍照

→點X關閉



→不要組合在一起
→選擇不要分配在同一組的學生們



→點選擇學生



→點選不要這些人分到同一組的名單
→點完成

例如：在一起容易吵架或起爭執，
能力較強希望分散到各組……等等
→可多次設定，產生多個條件



→已設定好名單
→右上X可刪除設定

→點此返回



→再次重新抽選



→結果1,2,3,4號，均在不同組內

如出現不可能滿足條件的情況，
將會跳出視窗提醒要減少人數或刪除條件

→點X關閉



如出現不可能滿足條件的情況，
將會跳出視窗提醒要減少人數或刪除條件



要點選允許以讓網頁獲取使用你的麥克風的權限



設定麥克風敏感度

→點X關閉



→點New



→活動名稱，可空白
→加入項目



舉例
→打掃時間
→請組長們集合組員



舉例
→打掃時間
→請組長們集合組員
→到外掃區請先檢查掃具狀況
→掃完請整理好掃具，
組長集合一起回教室

→現在開始
→先儲存晚點再開始
→刪除



→點X關閉

→項目會顯示在整頁
→項目越多文字越小



→設定完成
→可多次使用或增刪內容



→設定完成
→可多次使用或增刪內容



→顯示一個問題，讓學生展開討論
→點New



→輸入一個你想讓學生和別人討論的問題

→現在開始
→先儲存晚點再開始
→刪除(儲存後才會出現)



→點X關閉

→輸入時可按Enter換行
→行數多到一個程度，
文字才會變小



→點New



→分享今天公告、歡迎訊息、早讀功課…等等

→現在開始
→先儲存晚點再開始
→刪除(儲存後才會出現)



→點X關閉

→輸入時可按Enter換行
→行數多到一個程度，
文字才會變小



→設定完成
→可多次使用或增刪內容



播放背景音樂
→焦點：寧靜專注
→有效的：快樂活躍



上一首、播放/暫停、下一首

→點X關閉



→點出勤



點一下即可改變圖示
綠：出席、紅：缺席、黃：遲到、黃綠：早退

→當日點名完成，才不會對缺席同學進行抽選或分組
→完成點保存出勤紀錄



→點選擇多個學生



→選好學生後
→給予反饋



→給予加減分

或

→添加帖子



→分享關於這幾位學生的文字敘述
→並可同時附加上照片或檔案
→按發布即可發布(暫不操作)



→點隨機

即隨機抽籤
電腦版的隨機抽籤有一特別特性：
在未重新整理網頁之前
已經被抽到的同學，不會再被抽到第二次
除非所有同學都已經被抽到過一次
就開始新的一輪，才有機會被抽到
「手機與平板並無此特性可使用」



舉例：假設班上只有10個學生
第一輪依序被抽到的號碼為10, 02, 03, 08, 05, 06, 09, 07, 01，
則下一位被抽到的一定是04，因為只剩他還沒有被抽過
全部人都被抽到之後則開始第二輪抽籤

第二輪頭一個也有可能是01或07，
所以會有號碼好像隔很近，很快就被重複抽到的錯覺
但是事實上被抽過之後，要等其他人都被抽完，才會再輪到他

優點：抽籤次數足夠下，可以保證每個人都有機會被抽到，對於
愛計較的學生很有用，也可讓學生珍惜回答機會

「因為每個人都會被抽到，抽到你你不會，是你不把握機會」。

缺點：一開始被抽到的幾位學生，會知道被抽過後，要等好一陣
子才會抽到他，可能會導致上課不專心。



→給予加減分

或

→添加帖子或是傳訊給家長



→點計時器 馬錶
→點開始計時



→點計時器

倒數計時
→點選數字按上下鍵可增減時間
→按開始開始計時
→會記憶最後一次設定過的數據



好主意
→官方提供英文動畫，可就不同主題做討論
邀請家庭
→即邀請家長



→點檔案
→創建一個活動



→預設值是全班被分配
→可勾選特定幾個學生接受此任務



→點學生登錄
→點課堂登錄



→第一次點會出現提示
→提示你必須經過或代表家長同意使用本班學生帳戶



→點掃描二維碼
(即QRcode)

→點Confirm QR Sign in



學生指南：
1. 打開ClassDojo應用程序或網站：dojo.me
2. 單擊“使用QR碼”，或點擊應用程序中的“我是學生”
3. 掃描DojoCode以加入班級

→點Print QR Poster
可生成兩頁PDF文件，
方便貼於牆壁上讓學生掃描



→點Print QR Poster
可生成兩頁PDF文件，
方便貼於牆壁上讓學生掃描



→點更改登錄方法



→點輸入文本代碼

→點Confirm Text Code Sign in



→產生後的48小時內有效



→建議電腦端或手機端
→開啟瀏覽器使用



→產生後的48小時內有效



右頁留待現場生成班級文本代碼



設備「有」攝像頭



設備「無」攝像頭











→用筆畫記

→橡皮擦

→加入文字

→加入貼圖









→點學生登錄
→點在家登錄



→生成整班的通知文件(英文)，
可印製給全班。



→提示有一個新檔案未審核
→可單獨點擊來做審核

→或點Approve all全部允許



→可不寫評論

→點批准



→可點讚

→寫評論



老師可貼班級故事
例如：頒獎、宣導、活動
→上方可打文字說明
→可附已存的照片與視頻(單檔限制150MB)
→可附文件
→可直接錄製短片
→可創建活動並提醒家長



→可從電腦/手機附上現有的照片與視頻

→也可從手機登入操作



→點I have an account
→輸入帳號密碼
→點Log in
→點你創建的班級







允許學生對老師貼的
班級故事帖子發表評論
→點設置
→點擊Off變為On
(老師有刪除評論的權限)



→選擇多位學生 →隨機選擇

→切換個別
學生/分組

→可單點學生



→已介紹過
→如電腦有開課堂畫面
→將可與手機APP連動



→可用手機按左邊圓圈
→進行拍照錄影自拍
→或上傳照片影片檔案
→到Class Story中

→觀看
Class Story



如家長有註冊帳號
老師可與家長聯繫
家長能用APP看見
自己孩子在校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