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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登入PaGamO 

還不知道如何登入，可先參考「註冊教學」 



如果想從遊戲介面切換至教師介面， 
請點選上方「身份切換」/「教師介面」 
 

P.S.如果上方沒有身份切換鈕，表示您沒有教師身份， 
如需申請教師身份，請聯絡PaGamO客服 



新版教師介面概覽 



1. 介面切換處（切換身份） 
2. 課程切換處（切換課程世界） 
3. 功能列 
4. 前往遊戲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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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管理篇 

新增班級 



點擊「新增班級」 



1. 輸入班級名稱、座位數量 
2. 點擊「儲存」 

若勾選「自動指定座
號」，系統將會在每
個座位前標上座號，
學生一定要填寫正確
座號才能加入班級！ 



成功獲得新班級！ 

點擊此處可新增
其他班級 

點擊筆形圖案，
可修改班級名稱 



班級管理篇 

學生分組 

將學生分組後，可指派不同難易的任務，
給不同程度的學生，因材施教！ 



點擊班級名稱或上方
圖示 

點擊班級名稱或
上方圖示 



點擊新增小組 



1. 輸入組別名稱 
2. 點擊「儲存」 

點擊此處，新增
組別名稱 

填妥後記得點擊
儲存 



儲存後可獲得組別欄位，長按住
學生向上拖曳至所屬組別，即可
完成分組 



溫馨提醒 

1. 點選「X」，可解散組別 
2. 點選「新增小組」，可增加組別 
3. 點選「查看詳細資料」，可更改組

別名稱，及剔除組別內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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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醒 

若想調整分組狀態，可長按組別
內的學生，並拖曳至其他組別 



班級管理篇 

邀請學生加入班級 



將「班級代碼」分享給學生 



學生使用自己帳號登入後，在遊
戲介面點選「課程設定」 



1. 點選「我的班級」 
2. 輸入班級代碼及座號 
3. 點選「新增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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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老師新增班級時，勾選了「自動指定
座號」，學生一定要輸入座號，才能成功
加入班級！ 
 
如果輸入了座號，依然無法加入班級，請
老師檢查教師介面，該座號的位置是否已
有其他學生加入 



成功進入班級囉！ 

加入成功後，班級會顯示於下方，
此時可以點擊視窗左上的「X」，
關閉視窗開始答題，或開始老師
發給你的任務！ 



班級管理篇 

刪除班級 



點擊「返回班級列表」 



點選班級右上角的「垃圾桶」，
就可成功刪除班級囉！ 



訊息管理篇 

發送訊息 



點選「訊息管理」 



點擊「發送訊息」 



點擊「選擇班級」 



1. 勾選班級 
2. 點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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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完訊息標題與內
容後，即可送出 

點擊此處，可針對
特定學生發送訊息 



發送出去的訊息，會出現
在下方的「歷史訊息中」 點擊箭頭，可看到

完整訊息內容 



作業管理篇 

新增與指派作業 



點選「新增作業」 



1. 依序選擇出題範圍，包括題目
來源、科目、學年度、冊次，
最後勾選章節 

2. 點擊「新增作業」 

點擊「＋」，可新增
其他出題範圍（跨版
本、科目出題） 



選擇出題方式，可選擇全自動、
半自動或手動出題 
（以下示範半自動出題） 



1. 依照學生程度，挑選各難
度所需的題目 

2. 點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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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依照您給的條件挑
出題目，預設為隨機出題 

點此可挑選其他未被
選取的題目 



點選題目，即可預覽
題目全貌 

點擊垃圾桶，
可剔除題目 



切換為順序出題，可定義
題目出現的次序 

長按題目並上下拖曳，即可
調整出題順序 



點選「題目來源」， 
可看到更多沒被系統選取的題目 打勾表示選取，反之沒打

勾的就是沒被選到的題目，
點擊題目即可在右側預覽 

篩選列，可篩選想要檢視
的題目範圍與難度 



題目挑選完畢，請點選「下一步」 



輸入作業名稱，並點擊「儲存」 



任務名稱可以俏皮點，任務描述則建議事先告知
學生任務出題範圍與題數 

任務期限設定，方便老師
提早備課出任務 

設定完成任務後，發送給的獎勵
（下方有道具功能介紹） 

道具要用QP購買，但學
生答對任務中的一題，
老師可得到5點QP回饋 

稀少的獎勵可激起
學生的求勝欲 



填寫所有任務設定後，
點擊下一步 



勾選欲指派的班級或組別後，
點擊下一步 



成功將作業派發給學生了！ 
P.s.中間為過往製作的作業清單，點擊作業
則可查看該作業任務派發的狀態 

國數L1~2已經被派發為 
「國數一二課的逆... 」任務 



作業管理篇 

管理作業清單 



點擊作業後方三個小點，
可編輯、重新命名或刪
除作業 



點擊編輯後，可進入作業編輯頁，
調整題目內容後，記得點擊右上角
的「完成」 

點擊「更多來源」可新增其他
單元的題目 



點擊「重新命名」可更改作業名稱，
記得點選後方的勾儲存變更 



點擊「編輯」可修改
任務設定 



更改設定後，點擊「下一步」 

任務獎勵設定後
無法變更 

答案顯示設定後
無法變更 

任務獎勵可增加，
不可減少！ 



亦可改變指派班級或組別，
無需更改者，直接點擊「完
成」即可 



統計分析篇 

了解班級整體表現 

學生要有答題紀錄，老師才能在統計分析看到資料喔！ 



Student A 

Student B 

Student C 

Student D 

Student E 

Student F 

Student A 

Student B 
Student C 

1. 點選「班級總覽」 
2. 選取班級 
3. 選取作業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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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類別中包括： 
• 個人作業：老師您出的作業 
• 世界作業：發給整個遊戲玩家的

任務，如PaGamO寒暑假作業 

切換頁籤可查看領土
或解題排名 



下拉後，可查看班級整體的 
完成度、正確率與作業分數 
下方長條圖可清楚看出趨勢與變化 

記得切換頁籤查看！ 



統計分析篇 

驗收學生的作業成果 



1. 點擊「作業驗收」 
2. 選取班級 
3. 選取作業類型 
4. 選取作業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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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班級與作業，
查看各班作業情況 

快速檢核此作業的
正確率、完成度與
分數 

拖移拉霸可查看，達到不同
完成度、作業分數的人數 



下拉此頁，可看到更多資訊！ 

錯題排行榜詳列學生的錯題
次數，讓教師可以快速檢討 

一鍵出題則可重新打包錯
題為新任務 



student A 

student B 

student C 

student D 

下拉此頁，可看到更多資訊！ 

檢核學生在各章節的表現 

檢核每個學生，此作業的
正確率、完成度與作業分
數 



student A 

student B 

student C 

student D 

student E 

student F 

student G 

student H 

student I 

student J 

student K 

student L 

下拉此頁，可看到更多資訊！ 

該班學生名單如下 
點選表頭的箭頭，可依數字大小排序，
快速抓出未完成、學習狀況不佳的學生！ 

未達60%或60分以紅底標示 



統計分析篇 

查看學生個別的學習成果 



Student A 

Student B 

Student C 

Student D 

Student E 

Student F 

Student G 

1. 點選「學生列表」 
2. 選取班級與作業類型 
即可檢視學生各個作業的概況 

1 

2 記得切換上方頁籤 

作業數量太多，會分頁顯示，
由任務時間新到舊排列 

點選表頭的箭頭，可依數字大小排序，
快速抓出未完成、學習狀況不佳的學生！ 



Student A 

Student B 

Student C 

Student D 

Student E 

Student F 

Student G 

點選特定學生，可查看其個人頁 



student A 

進入學生個人頁後，可查看該學生在各個
作業中的正確率、完成度與分數 

進入學生個人頁後，
記得選取想檢視的
作業 



統計分析篇 

查看學生的作答歷程 



下拉學生個人頁，點擊錯題歷程
題目後方的「詳細歷程」 



系統將詳列出題目內容， 
以及學生的作答記錄、時間 

進行補救教學檢測時，
可快速了解學生的迷思
概念 

可得知學生作答時的
思考時間 



除了錯題歷程外，下方還可
看到學生在各章節的表現 



統計分析篇 

匯出學生成績  



1. 點選「資料匯出」 
2. 選取班級及作業類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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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勾選想要匯出的作業 
2. 點選「下載報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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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成功下載完成！ 



個人題庫篇 

建立個人題庫 



點選「個人題庫」 



點擊「建立新的題庫」 

已順利進入「個人題庫」 



1. 輸入個人題庫名稱 
2. 點擊「新增題庫」 

1 

2 

Demo 



成功建立「個人題庫」！ 

如不滿意個人題庫名稱， 
點擊此處即可變更題庫名稱 



個人題庫篇 

編輯章節架構 



點擊「編輯章節」 

除了下方「編輯章節」外，
也可以點擊此處 



開始編輯章節架構 

點此可新增科目與
新的章節架構 

點擊上方階層可縮放下方階層， 
如點擊科目可展開下方的冊次；
點擊冊次則可展開下方的章節 

點擊鉛筆，可更改科目、
冊次、章節的名稱 



開始編輯章節架構 

點此可新增科目與
新的章節架構 

點擊上方階層可縮放下方階層， 
如點擊科目可展開下方的冊次；
點擊冊次則可展開下方的章節 

點擊鉛筆，可更改科目、
冊次、章節的名稱 



編輯完成後的範例圖 



個人題庫篇 

上傳題目（手動出題） 



點擊「上傳題目」 

點選上方亦可上傳題目，
選擇「手動出題」可出
四種題型 



選擇「題目類型」 

此處為四種可選擇的題型 



2. 編輯題目內容，使用編輯器功能可嵌入連結、表格、
圖片、音檔、影片與youtube影片 

3. 編輯選項內容，選項亦可嵌入連結、表格、
圖片、音檔、影片與youtube影片 

選擇題 

1. 選擇題目範圍與
難易度 



4. 記得點選正確答案！ 

要刪除多餘選項，
請點垃圾桶 

點此可增加選項 

5. 編輯詳解內容，選項亦可嵌入連結、表格、圖片、
音檔、影片與youtube影片 

系統預設選項為隨機
排列，學生每次點開
該題，選項順序都不
同 

選擇題 

6. 填寫完畢，記得點擊「送出」 



是非題 

1. 選擇題目範圍與
難易度 

2. 編輯題目內容，使用編輯器功能可嵌入連結、表格、
圖片、音檔、影片與youtube影片 

3. 選擇答案 

4. 編輯詳解內容，選項亦可嵌入連結、表格、圖片、
音檔、影片與youtube影片 

5. 填寫完畢，記得點擊「送出」 



填充題 

1. 選擇題目
範圍與難
易度 

2. 編輯題目內容，使用編輯器功能可嵌入連結、表格、
圖片、音檔、影片與youtube影片 

3. 填入正確答案 

4. 編輯詳解內容，選項亦可嵌入連結、表格、圖片、
音檔、影片與youtube影片 

5. 填寫完畢，記得點擊「送出」 

如有多個填充格
要填寫，請按
「新增答案」 如一個填充格有多種

可能答案，請按「或」 



閱讀題組 

1. 選擇題目範圍與
難易度 

2. 填寫標題名稱 

4. 點擊新增題目 

3. 編輯題幹內容，使用編輯器功能可嵌入連結、表格、
圖片、音檔、影片與youtube影片 



閱讀題組 

1. 編輯題目內容，使用編輯器功能可嵌入連結、表格、
圖片、音檔、影片與youtube影片 

2. 編輯選項內容，選項亦可嵌入連結、表格、
圖片、音檔、影片與youtube影片 

3. 點選正確答案！ 

4. 編輯詳解內容，選項亦可嵌入連結、表格、圖片、
音檔、影片與youtube影片 

5. 填寫完畢，點擊「確定」 



閱讀題組 
6. 全部填妥後，記得點擊「送出」 

長按題目，可上下拖曳
題目，以改變題組題目
次序 

如要修改或刪除題目，
請點擊編輯或刪除 



個人題庫篇 

上傳題目（批量上傳） 

除了手動上傳外，PaGamO還提供了批量上傳功能，
讓老師們一次上傳大量的是非題或選擇題 



選擇上傳題目 / 批量上傳 



1. 選擇出題類型 

2. 下載出題格式 



參考上方範例填妥上傳格式 
不要漏掉必填項目！ 



3. 點擊「選擇答案」，
將填妥的檔案上傳 

4. 點擊「上傳」 



題目上傳中，請稍待一會再到
「我的題目列表」確認， 
請先點選「關閉」即可 



個人題庫篇 

我的題目列表 



點選「我的題目列表」 

除了下方「我的題目列表」外，
也可以點擊此處 



1. 選擇題目章節 

2. 查看上傳的題目
是否出現 

選擇章節後，即可看到
新增在該章節的題目 



如題目有問題，
可點擊「刪除」 

點擊「編輯」可修改
題目內容 



點擊編輯，就會彈出題目編輯視窗 

出題範圍、難度與題目內容
都可調整 



下拉此頁，修改完成後
請點擊「更新」 

選項與詳解內容也可修改 

修改完成，一定要點擊
「更新」才會儲存喔！ 



個人題庫篇 

檢核學生回報的錯題 



點擊「錯題回報管理」 

Demo 



查看所有學生回報的錯題列表，
並點擊任一題進入查看頁面 



查看題目內容與
回報原因 

可檢核上方題目
內容是否有誤 

此處可看到學生
回報的內容 

滑鼠移至此處，
可確認是題幹或
答案有誤 



處理被回報的錯題 

請選擇處理方式 
 

暫時下架：暫時下架期間，學
生無法看到此題 

此題正常：標示為正常，學生
可繼續作答 

立即修正：修正題目後，就可
上架，學生也可繼
續作答 



下架與審核完成的題目，
都可重新調整、修正 

點選上方頁籤，可切換並查
看暫時下架、已審核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