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南市仁德區文賢國小陳聖其老師

ken100551019@gmail.com

Cool English線上平台初階研習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content

Cool 
English
登入方式

如何派課

如何查看

作業成績

如何查看

學習歷程



01
Cool English 
登入方式



如何成為酷英線上開班老師

1. 登入帳號後，點選網頁右上方帳號名稱後點選「教師申請」

王大明

教師申請



如何成為酷英線上開班老師

2. 進入頁面後，填妥所有資

料，按下確定送出，即可等

待網站人員確認教師身份！

約莫一個工作天即可完成



學生該如何登入? 在開班以前需要注意的事項

建立班級群組(團體註冊)，直接將學生帶入

老師們請向學校資訊組長拿學生的 (學生的gmail帳號)

學生自己註冊的帳戶例如FB 或個人email是不能夠開班的喔

一定要用學生的教育雲端帳號登入，老師才能夠開班

三種開班的方式，設定完成的時間

要把學生拉到cool English裡面，必需使用學生已經註冊過的帳號，
或是直接用各縣市教育雲端帳號登入



會讓老師燒腦的學生email帳號

1.請老師們注意，並不是所有學生的教
育雲端帳號後面都是@mail.edu.tw

2. 有些學生的雲端帳號在學號後面會有
自己縣市的縮寫(例如台南.tn)

3. 台南市有自己的學生的email帳號為學
號+@cloud.tn.edu.tw 這個不能夠帶入

只要是@mail.edu.tw 就是教育部的帳號，
此帳號不能改，學生要從小學用到高中，
因此要詢問當時幫學生設定帳號的網管老
師，是否有加入各縣市帳號的縮寫(2)

mailto:並不是所有學生的教育雲端帳號後面都是@mail.edu.tw
mailto:台南市有自己的學生的email帳號為學號+@cloud.tn.edu.tw
mailto:只要是@mail.edu.tw


到Cool English首頁，請點選右上角登入



找到教育雲端帳號，非FB或是google

老師也只能從教育
雲端帳號登入



使用縣市帳號登入(此步驟很多學生、老師會做錯)



狀況一: 若有時候出現此畫面要怎麼辦?

請關閉瀏覽器，再開起一個新的登入



若是沒有註冊過的學生，我該怎麼辦?

點選團體
註冊



將學生與老
師資料輸入

表單



將學生與老師資料整理好輸入表單，
請國教署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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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派課



1. 申請成功後，點選右上方帳號名稱後，點選「我的班級」

如何建立自己的班級群組

王大明

我的班級



如何建立自己的班級群組

2. 進入頁面後，點選「建立新班級」

建立新班級



如何建立自己的班級群組

3. 輸入班級名稱後，按下「儲存」即可

國小三年一班
儲存



如何建立自己的班級群組

４. 新增的班級群組會出現在「班級管理」區

國小三年一班 0

29



如何加入學生到群組中

1. 點選「管理成員」

國小三年一班 0

管理成員



如何加入學生到群組中

12

點選「選擇檔案」，一次加入所有學生（需為記事本.txt檔案）
※請注意，輸入之電子郵件信箱，須已註冊為酷英用戶，開班系統方可找到學生並成功加入班級

選擇檔案

一行輸入一個信箱，正確

一行輸入多個信箱，錯誤

3種加入學生
的方式



如何加入學生到群組中

3.或在紅框處的欄位，貼上學生信箱（可一次貼上多筆），

點選「上傳學生電子郵件信箱」，學生會出現在右側成員名單
※請注意，輸入之電子郵件信箱，須已註冊為酷英用戶，開班系統方可找到學生並成功加入班級

cooleng01@gmail.com
cooleng02@gmail.com

酷英1號 cooleng01@gmail.com

酷英2號 cooleng02@gmail.com

上傳學生電子郵件信箱

輸入時不
能以接續
的方式，
必需要一
行一行的
複製



把資訊老師整理好的資料整筆匯入，若
是匯入@mail.edu.tw 時找不到，請老
師試試看另一個學號+tn@mail.edu.tw

mailto:若是匯入@mail.edu.tw


如何加入學生到群組中

4. 也可以在「搜尋學生」欄位，輸入學生信箱（一次一筆），
按「加入」後，學生也會出現在右側成員名單中

※請注意，輸入之電子郵件信箱，須已註冊為酷英用戶，開班系統方可找到學生並成功加入班級

cooleng01@gmail.com

酷英1號 cooleng01@gmail.com

酷英1號 cooleng01@gmail.com

酷英2號 cooleng02@gmail.com



狀況二:有時候呈現的學生人數會和原本的班級人數不同

全班人數是21人，顯示出來的班
級人數只有19人，這是系統的不
穩定性，請老師再多重新整理起

次就可以了



指派作業



如何指派作業

1. 點選「班級管理」中的「指派作業」

指派作業



如何指派作業

2. 點選「新增指派」

新增指派



如何指派作業

3. 在左側點選欲指派的課程，即可加入指派作業，並在右側看到

外掛式的資源不能派作業，例如: 口說、
部分遊戲(卡拉OK特區)、bookflix等



口說與部分遊戲無法派課

口說與部分遊戲無法派課



狀況三: 為什麼有些學生總是沒有辦法完成作業呢?

遇到有拖曳的題目，手機不能做，只有筆電與平板可以做，所以學生
Quiz會沒有分數，無法進行。目前Cool English正在開發APP中



如何指派作業

4. 若要進行區域派課（一次指派多筆作業），

點按「指派」即可，不必逐筆點選



如何指派作業

5. 可視需求輸入指派內容，最後點選「完成指派」即可

完成指派



老師再派課的時候，在指派說明的部分，老師可以輸入需要學生何時
必需完成的小叮嚀，接著設定完成時間，超過時間學生就不能做了



若是老師在派課的時候忘記輸入指派說明，等派完課後點一下修改，
接著進到指派內容去，一樣可以輸入指派說明



如何指派作業

6. 指派完成之作業會出現在「課程指派」頁面

7. 點選「設定時間」，可提醒學生本次作業須完成的時間

8. 點選「檢視」，可看到指派作業的詳細內容



如何指派作業

9. 點選「檢視」，可直接看到該筆指派作業的課程內容



38

點選檢視，可以直接看到派課內容



如何加入學生到群組中

5. 可幫學生加註座號，系統將依座號排序，顯示學生名單

6. 若要刪除學生，點選該名學生前的「移除」

7. 最後，按下「儲存」即可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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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看作業成績



如何查詢學生的成績

1. 點選「班級管理」中的「指派作業」

指派作業



如何查詢學生的成績

成績

2. 點選「成績」



如何查詢學生的成績

3. 可看到每個學生的相關作業成績
*系統會依老師設定的座號幫學生進行排序，方便老師觀看成績

4. 點選「下載成績」，可將學生們的成績下載成csv檔案

酷英1號

酷英2號



【範例】

老師於06/5指派作業給國小五年甲班學生，

(作業內容為Dino on the Go 6 課本戰力提升包)

並想查詢該份作業的課程觀看及測驗作答情形。

如何查詢學生的成績



如何查詢學生的成績

1. 在「班級管理」中點選欲查看班級的「指派作業」



如何查詢學生的成績

2. 點選欲查看作業的「成績」



如何查詢學生的成績

3. 可看到學生的作答情況和成績

課程觀看情形 測驗作答情形

若有作答會顯示分數，若
顯示「- (dash)」，表示
尚未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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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看學習歷程



如何查看學生的學習歷程

1. 在「班級管理」中，點選欲查看班級的「學習歷程」

酷英1號

酷英2號

33

可看到班級內所有
學生的學習時數

※請注意，無論是桌機或平板，使用者皆須透過「Google Chrome
瀏覽器」觀看平臺課程，系統才能記錄到學生的學習歷程



可以看到班級內所有學生的學習時數與參與課程



如何查看學生的學習歷程

2. 點選個別學生姓名，可看到該生的學習時間分析

※請注意，無論是桌機或平板，使用者
皆須透過「Google Chrome 瀏覽器」觀
看平臺課程，系統才能記錄到學生的學
習歷程

酷英1號

酷英2號

酷英1號

「學習時間分析」顯示學生在平臺上，
曾觀看過哪些課程、參與多少單元、
及使用時間等。

34



如何查看學生的學習歷程

3. 點選「參與單元數」，則可查看更詳細的自主學習歷程

35

酷英1號

酷英1號 學習時間分析

詳細的學習歷程，包
含單元名稱、使用時
間、成績等



05
從學生端的畫面

登入



如何指導學生收到老師的派課?

請學生登入後，點選右上角的小鈴鐺



1.請學生點選檢視
2.若學生未出現我參與的班級時，請學生
輸入班級代碼，非系統編號



1. 進入參與的班級後，再點選檢視，進去完成老師
指派的作業

2. 新的作業會呈現未讀取



1.學生完成後點選檢視，去看看自己是否有作業還沒
完成。

2. 閱讀:閱讀完畢 ; Quiz: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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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參考資源與比賽



資源介紹 Cool English Sitemap



Show 出你的 Voki小精靈









出現臺灣師範大學的帳號





Scholastic Watch & Learn Library



教材清單









開啟字幕



學生練習單字與答題







吃飯時播放





按照主題區分，適合當成雙語教學的多模態資源

美國TCM全英讀本



測量



Scholastic Bookflix



代表有西班牙語(ES)



學力檢測節慶主題







年段 課程規劃

一年級 英語彈性課程(CLIL)1節、雙語體育2節、雙語生活2節

二年級 英語彈性課程(CLIL)2節

三年級 國際教育雙語課程(CLIL) 2節

四年級 國際教育雙語課程(CLIL) 2節

五年級 國際專案式雙語課程 3 節(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六年級 國際專案式雙語課程 3節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文賢國小雙語、英語彈性課程、國際專案式雙語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