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oogle Workspace
行政與各科目教案應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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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國小 / 國語科

Jamboard 拼字大挑戰

Jamboard拼字大挑戰可以讓學生們在遊戲中學習。將生字拆散後讓學生用 Jamboard
協作功能把字拼湊組合回去，能夠使學生更認識字的部首。

Jamboard 教材連結

時間安排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一開始可以先讓學生熟悉 Jamboard 的共編功能。 15 mins1

打開課程連結，分 2-4 人一組，
每一組可以編輯他們那一頁的 Jamboard。

5 mins2

每一組成員要到第一頁複製字的部首並貼到自己的
頁面上組合，可以讓學生以組別的形式互相討論。

3 20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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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jamboard.google.com/d/1bEVT5ztH-BAYt-FHJ4gipkXAI58XWHX_JFb8xbFjN-8/viewer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使用 Jamboard 進行你問我
答，一起塗鴉小遊戲。

第一節課先讓學生熟悉
Jamboard 共編功能。

40 mins1

讓學生用 Chrome 瀏覽器
登入學習吧以開啟課程連結。

打開課程連結，分 1-2 人一組，
選好想要的地圖就用便利貼功
能貼上名字，先搶先贏！

5 mins2

Jamboard 神秘國家地圖連
連看。

3

4 Jamboard 神秘國家地圖。

讓學生按照數字編號將點連
起來就可以得到完整的地圖。

連完地圖以後在原有的便條
貼內輸入該國家的資訊與特
色。

20 mins

20 mins

教學重點

藉由 Jamboard 神秘國家地圖連連看可以讓學生更認識世界各國的地圖與特色。透過共編
功能打破遠距限制，讓學生利用線上文字交談與分配工作。

鶴聲國中 蔡幸紋老師

Jamboard

Jamboard 神秘國家地圖

教材連結

國中 / 地理科

時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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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4MgTKq-7AJLrLPislRuLdCJImjAfYR0c?usp=sharing/edit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讓學生了解花朵基本構造：  學習雄蕊雌蕊差異
 學習花朵構造與功能
 了解花朵是如何授粉、傳宗接代

YouTubeGoogle
Docs

Classroom

國中 / 生物科

花蕊特色說明書
（可製作不同主題之特色書，花蕊僅為示範教材）

教材連結

決定花朵種類及解說如
何完成此說明書。

老師決定幾種品種或是讓學生
找尋自己有興趣的品種。

5 mins1

使用 Google Drawing 
工具將圖片與文字排版。

圖片形式簡單介紹花朵的構造，
搭配超連結與文字讓學生輕鬆
學習。

15 mins2

利用 YouTube 影片和
Google Docs 介紹花朵
相關知識。

3

4 設定作業讓學生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花朵部位詳細解說 (呈現形式規
定 3 種以上，如照片、文件、
影片等)。

讓學生選擇自己喜歡的花朵拍
照並上傳和老師同學分享。

15 mins

5 mins

教學重點 時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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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docs.google.com/drawings/d/1__0PX2me8imL2Uib5R05T9EOT2ZA-IpOHdkVAH_FlFg/edit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提升學生製作簡報的能力
 加強口說、表達能力
 能夠快速認識班上的同學

高中 / 英文科

Virtual Bulletin Board from Google for Education

英文自我介紹

Google Slides 教材連結

介紹模板使用方式
(內容編輯、素材使用、格式不更動等等) 。

5 mins1

老師可以示範自我介紹，讓學生更能參考。 3-5 mins2

由學生自行創作自己的自我介紹簡報
(統一模板格式，僅個人照片、自由發揮裝飾即可)。

視課程人數以及時間可延長或縮短。

3

4 可使用全英文自我介紹（不強迫），根據班級人數調
整時間或是自願、抽籤上台亦可。

20 mins

3-5  mins / 人

時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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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nrOtOAbj4VP9K0uCpGJWg7hDCfGhZwcKYkhNxj_bIMM/edit#slide=id.g51f8589faa_0_62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建立 Google 表單將課文內容單字 (不一定只有單字區的) 以
多選題 (核取方塊) 的形式供學生做填答。

第二區的部分以簡答題讓學生填寫他們需要老師多講解的單
字或片語。

依老師規劃。

建議上課前 2-4 
天內讓學生作答
較佳，對於課文
熟悉度較高，
前 1 天也有時間
備課。結束填答後，從回覆的右上角建立試算表來檢視學生的教學

需求，適時調整課程方向與進度。

使用Google表單建立課前預習，讓學生能先大致了解課文內容，也可以讓老師調整教
學速度與走向。

台南二中 林瑜珍老師

課前預習

高中 / 英文科

Google Forms 教材連結

1

2

時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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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6-QgIohUaEul7tdKjSgJlkdnHbNu8AcdysI1Jf8vfJkvb8g/viewform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Google Forms 教材連結 網站連結

前置作業最為重要，老師可以自行選擇最近上課主題製作密室逃脫
表單。

起初可以嘗試製作簡單版表單，例如：學生答錯就直接跳到一個設
置好的、有趣的錯誤區段，讓學生可以反覆嘗試了解哪一個是正確
的答案。

您可以設置許多不同的區段，並記得每一個答案選擇後會分配到哪
一個區段，進而創造出學生選擇不同的答案，分配至不同的結果。

在簡答題時，可以善用「回應驗證」的方式，選擇字數或是包含部
分字元等等功能，讓系統自動偵測學生輸入的資訊，進而分配到不
同的區段。

根據老師
製作狀況
而定。

上課時，開啟表單搭配教材內容，讓學生邊看課本或是直接上網查
資料，並填寫表單加深印象。

北一女中 葉中如老師

密室逃脫 -多重結局冒險故事
高中 / 英文科

搭配課程內容，讓同學可以進行互動式、專屬於自己的冒險故事。

1

2 20 mins

時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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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qEi5rNvozmkK4zl37SYqCE7xBLabLAyt8R9IccYyd_Y/template/preview
https://ruthedtech.blogspot.com/2019/03/googlechoose-your-own-adventure-20190329.html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年齡不限 / 體育科

數位運動日曆

Google Slides 教材連結

直接副本教材連結內的檔案，或是直接開啟一個新的簡報檔。

創建日曆表格，並插入動作的 .gif 檔案 及 YouTube 倒數秒數檔。

按下查看簡報，即可以全螢幕觀看。

按下 YouTube 倒數秒數檔，跟著音樂一起動起來！！！

1

2

3

4

用Google 簡報製作數位運動、健身日曆，快來一起動一動吧！

10

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EuRpg-uZ5jwIyV1rNXlzXdauAYsNsJJTsx6ZrQ447kE/edit#slide=id.p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為了使學生能更直覺性的找到線上課程所需的
資源，使用「協作平台」進行課程資訊之發布。

本步驟視學生使用 Google 日曆之能力而
定，若不擅長使用日曆，則仍使用
Google Classroom 的系統做為訊息發布。

發布的地方，要選右上角 + 的地方與他人共
用，然後選擇公開這樣才可以所有網域的人
都看到。不然會被限制同機構或特定人要登
入才能看。

國小 / 共同科

Music Classroom
蘆洲國小 王妤茵老師

利用Google Sites 創建不同年級學生的教學網頁，讓學生可以透過「網頁」的直覺式
使用，找到需要的學習內容或資源。

Google
Sites

YouTubeGoogle
Forms

1

2

3

首先要先設定好觀看網頁的對象
例如：家長 / 社團學生 / 任教學生等

觀看客群設定後，設計網頁要提供的資訊。
例如：每周交代事項 / 課外資源提供 / 課堂作業

將各項資源、資訊作業面分類並設定子集。
例如：數學

課堂進度 / 學習資源 / 課堂作業

若為科任教師，任教跨年段，則可將不同年
段設定為子集。
例如：學習資源

七年級 / 九年級

教學重點

網頁內容可配合 Google 表單 、行事曆、
YouTube 等增加網頁實用性及多元性，並
於 上課時像學生展示其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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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教材連結 網站連結

https://sites.google.com/apps.ntpc.edu.tw/777music/%E9%A6%96%E9%A0%81?fbclid=IwAR15sSa612XtD5ttEohwEU9tZAeyhcyKi_MPK-RSmsJolhaHwXMcPwsbAlI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96484108766352&id=100052142990461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參考其他公開比賽之報名網站，並設定網站架構以及整合本
校資訊競賽的特色及目標。

於報名活動開始前先行公開歷年作品，從高技術含量優異作
品到一般性作品皆進行展示，讓同學們可以用展覽的方式看
待競賽，增進自信心及參賽 (參展) 動機。

網站報名資訊上線後，經常性調整公告內容 (以及放置彩蛋)，
讓學生能夠經常性瀏覽參賽相關訊息。

競賽系列活動結束後，與班級導師合作安排網站探索的活動，
邀請更多未參賽的同學一同欣賞作品，以及學會在網站上面
尋找重要資訊。

國小 / 共同科

競賽網站
中正國小 楊嚴昇老師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因過去相關競賽都是透過班級導師轉知，現在透過建置競賽
網站，可讓學生能夠練習使用線上平台報名及追蹤參賽相關訊息掌握比賽進度。

Google Sites 教材連結

時間安排

1

2

約一至二週

30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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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sites.google.com/m2.ccps.tyc.edu.tw/game110/%E9%A6%96%E9%A0%81?authuser=0&fbclid=IwAR2-i-3jdTvcoLa0Yfu1SUAqbjoih60UfqSgVvVqdKEHovGyz0jIBelFLoY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國小 / 共同科

開學調查
文德國小 丁思與老師

Google
Forms

Google
Sheets

教材連結 網站連結

教學重點

1

2

3

建立 Google 表單 ，設立家庭資料、
本校兄弟姊妹、上學放學相關事項、
安親班、健康狀況以及特殊身份等
欄位。

事先蒐集學生相關資料，能更好對學
生有基本了解，以及整理電訪時要問
的內容。

設定選項時可以多用一些圖片來讓整
份表單更加活潑喔！

將表單結果轉為 Google 試算表。 能更好的去做整理與統整資料，需
要特別詢問的地方將字的顏色更改
另外標註。

進行電訪。

運用Google 表單事先調查學生的基本資料，能事先做好所有的準備工作，在開學後就
得以快速掌握各項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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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vXSWuPFsj6GzusDTdATodcvcSvTsHJAEE4RT3N7oM7tFpgw/viewform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13316767468566&id=107247384742172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國小 / 共同科

議題思考
南港國小 張齡云老師

透過 Jamboard 設立題目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也能看到其他同學的回應激盪出
不同的看法。

Jamboard 教材連結

建置 Jamboard 並在各頁設下問題。 可以是最新時事或是長久討論的重要
議題，讓學生能夠去做各方面的思考。

1

請學生利用便條紙工具並提供期限
讓學生能彈性上去做答。

不同顏色可以很清楚看到每個學生的
各自作答，不會亂成一團。

在作答時能看見其他同學的想法，可
以有良好的思想交流。

2

另外，也能夠一個問題設置一個
Jamboard，其中每個學生皆一個
頁面，先請各位學生寫出自己的看
法後，其他同學去他的頁面做便條
紙留言。

3 可以有更多不一樣的激盪，能了解其
他同學對自己想法的看法為何，又為
什麼他們會這麼想，可有更深層的討
論，對不管是獨立思考或升學作文都
能有所進步。

教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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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jamboard.google.com/d/1QpFawJGP4SlyCM7GN7EpMJ9KEGUKASF66pJWTqbSYKU/viewer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國中 / 共同科

議題討論
深坑國中 廖婉儒老師

利用 Jamboard 設立議題，使學生能藉由輕鬆好玩的方式去做討論，彼此填寫時也能
看見同學的想法而有不同的激盪。

JamboardGoogle
Meet

教材連結 網站連結

直接副本教材連結中的檔案 (檔案右上角的共用記得打開，讓知道連結的使用者可
以編輯)，或是開啟新的簡報。

先設定討論議題，並貼上班級人數的便利貼個數，上面寫上座號來讓學生使用時能
簡單明瞭該填寫的位置。

頁面新增上限為 20 頁。

1

用 Meet 上課時開啟「白板」，選擇你雲端硬碟的檔案，系統就會發 Jamboard 網
址在 Meet 訊息裡，學生點進去就可以共編囉！

2

待學生填寫後，讓大家可以看到彼此的答案，老師再引導討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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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2/folders/19BHn34oeJisk-kOfyXy69TRfM9YoXfKp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11192722620224/posts/1016076305465199/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高中 / 共同科

Mandala Chart 曼陀羅九宮格
台中家商 蕭仕原老師

協助訂定主目標後的計畫，釐清次要目標以及規劃未來需要完成的清單。

Jamboard 教材連結

老師可以安排不同主題，將學生分組並進行不同主題的討論，
並先讓學生熟悉 Jamboard 共編功能。

1

解說此教案使用方法：最中心為主要目標 (題目)，而最中心
散出去的黃色八格為次目標，達成八個次目標即可達成主目標。

而將八個次目標分散出去，在繼續思考八個行動才可以達成一
個次目標。

教材連結有範本，老師可以供學生參考。

2

4 讓學生上台分享他們討論的組織架構和構思原因，並且開放
其他學生以及老師共同參與反饋。

根據組數安排時間或是老師自行安排。

時間安排

10 mins

7-8 mins

5-10 mins / 組

讓學生根據您出的題目開始發想討論。3 20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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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jamboard.google.com/d/1DpwKRPv3aGtsxXLMivX99bvZKSc6GFR6IcefAGFJ2Lo/viewer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高中 / 共同科

自主學習平台
苗栗大同高中 盧意婷老師

透過Google Sites建置各科網頁，整合各項資源讓學生能自主學習。另外，也讓學生
進行共編，增進他們主動找尋並留意相關資訊的能力。

教材連結Google
Sites

Google
Sheets

教學重點

將自主學習教師共備成果，將教學簡
報、教學講義、線上資源，以協作平
台進行整理，並在學校網站上設置平
台連結。

教學簡報與講義若不公開，可以設置
權限，僅限本校使用者才能檢視。

學生在學校官網上，找到平台連結，
即可配合平台上的資源，進行課程。
教師上課時，登入學校 Google 帳號，
即可開啟教學簡報與講義。

1

為統整高中生可使用線上資源，請
各班學生分組，以試算表共編，介
紹此資源。

學生撰寫完成後，由管理協作平台
的教師，將學生撰寫內容整理至協
作平台上。

請學生撰寫約 50 字文字說明，內容如
下，需撰寫成完整段落，貼於試算表中。

WHO：這個資源是由誰製作的？
WHAT：這個資源的內容為何？
FOR WHOM：這個資源適合怎麼樣
的高中生？

2

17

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sites.google.com/dtsh.mlc.edu.tw/self-directed-learning/%E5%B9%B3%E5%8F%B0%E9%A6%96%E9%A0%81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高中 / 共同科

學長姐線上分享會
屏北高中 洪儷嘉老師

打破空間的限制，學長姐線上分享國高中生活及申請大學的心得，讓學生能提前準備
未來所需資料。

Classroom Google
Forms

Google
Slides

教材連結

事先建立簡報樣本，讓分享的學長姊共編， 寫下自己想分享的內容。
一人一個顏色學生較能清楚辨別分享者，最後白色是畢業學生自己加上去想補充的東西。

將 Google Meet 連結設立好後傳給學生及學長姐後，就能開始進行線上交流。

分享結束後，利用 Google Classroom 放上 Google 表單，蒐集學生的回饋，也
同時放上簡報讓學生留存。

1

2

3

18

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71L3GfaaCuEH9q0Z4a1OpeCSCvhCsYlcbislVGp8GWw/edit#slide=id.p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高中 / 共同科

打造遠距互動式畢業典禮
新竹女中 許庭嘉老師

取代過往舞台為主角，學生為觀眾的被動式互動 ; 以線上方式跨越實體空間限制，創造
高互動式、高參與感的畢業典禮。

JamboardGoogle
Meet

教材連結

教學重點

典禮開始後，進行
Jamboard 測試。

確保每位學生的白板都能順利使用，參加典禮。1

互動式活動：猜猜我是誰？ 老師的白板上顯示各位同學的相關特徵圖片，
讓同學用便利貼回答自己猜測的答案。以此來
進行活動破冰。

2

互動式活動：刻在我心
底的名字。

3

4 互動式活動：視訊大合照

讓學生用便利貼在老師的白板上寫下這些年令
人印象深刻的事務。

每人準備一張 A4 紙，寫上各自分配好的特定文
字，大家寫好對著鏡頭，老師截圖後，即完成每
位同學和寫的字，拼湊成一段「祝福文」。

19

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jamboard.google.com/d/11115auV4yq4Dl_RvgH7qJ2-BU8DBKuZ_9VxaIdNTyUM/viewer?f=0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年齡不限 / 共同科

個人學習進度表
Google Certified Trainer   林柏嘉老師

教導學生規劃個人線上學習進度表，透過手機安裝試算表 App 可以隨時隨地記錄，
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Google Sheets 教材連結 網站連結

手機下載 Google 試算表 App，
創立新的試算表，隨時隨地更
方便的追蹤進度。

讓學生可以更即時追蹤自己的進度，也可以邀
請同班同學以及家長加入自己的進度表，一同
監督。

1

將日期、進度安排好。 請學生先從安排一周時間開始，先從小範圍進
度建立習慣。

2

將完成進度利用「條件式格式
設定」設定表格顏色。

3

4 增加心得備註，以備日後檢討。

讓學生可以透過顏色一目瞭然自己的完成進度。

不一定每天都可以完美的完成目標，檢討當天
完成的狀況，更了解自己外也能讓未來的規劃
更完善。

教學重點

20

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lDEw4V2PuFYYRTTEhKLs5J5sCO5i9lGxf8TqgIcenI/edit#gid=0
https://bogamath.blogspot.com/2019/08/google5.html?fbclid=IwAR1lt-Row9N9f9c15_jcKgT8hsUuTReNKn4O_Tll-dPlMUSL_sBuktko7Cc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年齡不限 / 共同科

線上週記

 讓學生養成寫週記習慣
 提升寫作能力及自我覺察
 日後作為學生成長的紀念

Google Docs 教材連結

第一堂課由老師簡介寫週記的優點以及分享關於週記的主
題報導等等，讓學生更了解撰寫週記的意義。

5-10 mins1

將線上週記模板連結貼在班級網站上，可搭配 Classroom
使用，提醒學生每週繳交一篇。

N / A2

老師可使用註解直接對於學生的某段文字給予反饋，與學生
互動！

3

4 使用線上週記可以馬上查看文件，也不用擔心週記遺失，
相當方便。

N / A

N / A

時間安排

21

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mxMDCE4GOO51rJwBneV4XOCXxzYlyz9s1a6PJNyYxzc/edit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24

年齡不限 / 共同科

自主學習平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賴秋琳老師

讓學生透過 YouTube 及Google Classroom 依照自己的步調進行非同步學習，
建置自己的歷程檔案。

Google
Sites

YouTubeClassroom 教材連結 網站連結

時間安排

1

2

3

4

5 學生依照自己能力，為自己安
排每週須完成的任務。

準備課程所需的所有簡報與影
片，並在 Google Classroom
上建立課程內容並安排任務。

第一節上課與學生宣告本學期
上課方式 (採自主學習模式)。

跟學生打契約，好好珍惜自主學習上課
的機會；確實在課堂中完成任務。

教師在課堂中巡堂，照顧每位
學生的進度與需求。

請學生將每週課程結果放置在
Google 協作平台中。

針對學生個別化的問題進行解決。

累積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幫助學生學習使用數位科技並應用。

每週 2 小時。

課程內容包
含教師影片、
簡報與相關
教材，學生
在課堂中完
成學習以及
教師指定的
任務。

教師針對學生每週任務成果進
行批改。

6 運用 Google Classroom 私人註解
的功能，與學生進行細部討論。

上課內容：
．建立自己的協作平台
．練習數位影片剪輯
．建立互動式課程

(學習 Google Slides)

．學習文章編輯技巧
．學習使用概念圖工具
．學習使用 Google 地球
．學習使用 Google 試算表
．學習使用 Google 表單做評量

教學重點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classroom.google.com/u/0/c/MjcwMDYxNDgwNjI4?cjc=ewyeise
https://sites.google.com/view/judyleeeducationalsite


教學目標

課程應用流程與教學重點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教材檔案與連結 教材應用照片

年齡不限 / 共同科

獨立研究
宜蘭國小 林芳如老師

 能訂定合適的獨立研究題目
 能依照題目蒐集相關資料
 能將蒐集的資料整理至獨立研究的文獻報告中

JamboardClassroom Google
Forms

教材連結

研究主題發想

請學生選出三個有興趣研究的主題，並且針對主
題提出三個看法以及三個問題。

2 週1

時間安排

針對主題報告進
行評分

提供表單評分：請大家針對同學主題找尋的報告
進行評分並給予建議。

資料蒐集與紀錄

文獻探討主軸

文獻整理

聚焦問題：請同學針對自己的主題方向，大量閱讀
相關資料，並將每周蒐集的資料進行整。

利用 Jamboard 開啟共編讓每位小朋友可以針對
自己的主題來安排預計要整理的主軸有哪些。

解釋何謂論證四部曲，並且請同學針對主軸提出自
己的看法後整理出文獻相關資料，並撰寫報告內容。

2

3

4

5

教學重點

1 週

4 週

2 週

10 週

25

課程工具應用流程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2BgNZd254IYO0Pezg0en1bSYUiTetSV


行政 / 教學提升術
互動性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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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檔案與連結 成果圖

互動教學

使用方法

使用目標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輸入文字：學生可以根據老師的問題打字回答，互動版面
乾淨且清楚，唯一小缺點是看不到答案是哪位學生回答。

1

選擇題作答：老師自行設計問題選項讓學生作答。2

數字作答：學生填寫數字作答，當然也包含數學題型。3

4 外部網頁連結：對於非幼兒學習者， Pear Deck 還有網頁連
結功能，方便進行額外閱讀與討論。

利用外掛程式 Pear Deck 中的功能製作互動性簡報，使上課時與學生的互動性與參與性提
高，創造更好的教學環境。

Google
Slides

互動性教學

Pear
Deck

參考網站 模板

繪圖作答：應用層面包含圈選、畫圖、連連看、打字功能、
寫漢字等。

拖移：學生能拖移紅圈至老師指定的地方，內容可以是地
名、四格選項、世界地圖等。

5

6

27

使用功能

https://medium.com/csl-for-chinese-teachers/pear-deck-google-slides-%E7%B6%B2%E8%AA%B2%E6%95%99%E5%AD%B8%E8%B6%85%E5%BC%B7%E7%B5%84%E5%90%88-%E6%95%99%E5%AD%B8%E6%A8%A1%E6%9D%BF%E5%88%86%E4%BA%AB-642c27b66a65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MNME97YY1uYVkzyrXsFFo1QOwbnKFgJEmK0oiZcx9dI/edit#slide=id.g8206040acb_0_120


教材檔案與連結 成果圖

互動教學

使用方法

使用目標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Google Sheets 模板

四則運算數學題目產生器

1

2

目前有加減乘除四個運算及一位和二位數的版本，
根據所需從「模板」中「建立副本」。

按 backspace 或是 ctrl+r 即可改變數字，並立
即複製至其他頁面。

若想要建造其他位數及數量之隨機數字，可打開隱藏之 N 至 W 行
查看 N5 之公式，例如：=ARRAY_CONSTRAIN(ARRAYFORMULA
(SORT(SEQUENCE(99),RANDARRAY(99),)), 99, 1)
99 是從 1-99 中隨機產生數字，可依照老師需求做改變。而由於產
生數字會是直的，因此上面橫排的數字需先建立第二行數字後使用
Transpose 公式轉成橫的。

進階

利用Google試算表的公式生成隨機數字，並透過快捷鍵快速產生不同的國小加減乘除題
目供學生練習。

28

數字容易因為按某些鍵而重新產生隨機數值，因此
建議產生後便複製至其他試算表 (僅貼上數值) ，將
此表格當成產生數值的工具即可。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KLgWug7WUjAI3k6SFrumzu_cGtqNk1T


行政 / 教學提升術
課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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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教材檔案與連結 成果圖

課堂管理

使用目標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建立班級群組

Google
Sheets

Google
Groups

參考資料

登入 Google 網路論壇，按
一下左上角的 「建立群組」，
並設定相關內容。

設定相關隱私內容。
如何設定可參見參考資料。

將開學時給家長填的資料調查
表單轉為 Google Sheets 後，
家長信箱填入群組成員中。

2

3

1

使用Google Groups  建立班級家長群組，將重要訊息及信件由Google Groups 發送電子
郵件給家長，不用分批寄送，且相較於即時通訊軟體更能不遺漏重要資訊。

為什麼要使用 Google
網路論壇，不使用 Line
或 Facebook 群組就好？

即時通訊軟體雖然方便快
速，但若訊息一多就會被
洗掉，使有些家長漏接重
要訊息。Google Groups
適合用在像是班級收支共
享給家長時，能一次發送
信件給全部人而不需個別
寄信。另外，有些學校轉
發的信件也能直接轉寄給
家長，且重要訊息以信件
的形式留存也較方便回去
搜尋，能大幅減少家長又
問重複性問題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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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google.com/a/users/answer/9303222
https://support.google.com/a/users/answer/9303222


使用方法

教材檔案與連結 成果圖

課堂管理

使用目標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使用Google Sheets  詳細記錄班級收支，與總務股長共同編輯，並共享給班上同學及家
長，使財務透明化。

班級收支

模板Google Sheets

1

2

將日期、用途、細項、收入、支出詳細記錄，利用公
式 (以 9/4 餘額為例 = F2+D3-E3) 計算餘額及總額，
並另設附註將未繳費同學或是遇到之狀況記錄下來。

共享編輯權給總務股長，檢視權給家長 (可善用群組
功能共享)。

請參考如何建立班級群組。

收支紀錄

收支核對

1

2

使用「插入」中的「核取方塊」建立打勾格子。
善用「查看」中的「凍結」，將姓名與座號保持不
動，方便作業。

若需要除了總務股長以外的同學收費，例如：英文
小老師收雜誌費，可使用「資料」中的「保護工作
表和範圍」將所選範圍共享給英文小老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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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Bf2862zebKiSMH7CAW-q3f_tT6pZdO7


使用方法

教材檔案與連結 成果圖

課堂管理

使用目標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班級打掃分工

JamboardGoogle
Sheets

模板

打掃分工

打掃檢核表 (打勾及等級檢核)

1

2

建立 Jamboard，在第一頁先將所有工作與所需人數列出，讓學生
能先思考想做的工作。

再將每個工作分配至接續頁數中，讓學生舉手對應的工作並打上名
字，能節省在黑板上抄寫的時間。

將學生與工作內容輸入，分頁以月份區隔。

第一列打上日期，例如： 9 / 1，便可按格子右下角往右拖拉，即可得
到整個月份日期。

打勾檢核 (如圖一 ) ：使用「插入」中的「核取方塊」建立打勾格子。
善用「查看」中的「凍結」，將日期與工作、座號保持不動，方便作業。

等級檢核 (如圖二 ) ：使用「資料」中的「資料驗證」，並選取「項
目清單」，輸入執行工作之等級 (優、尚可、請假等) 。

善用「查看」中的「凍結」，將日期與工作、座號保持不動，方便作業。

1

2

3

使用 Jamboard 以及Google 試算表來分配班級班級工作，並讓衛生股長能方便檢核同學
是否有確實執行。

32

(圖一 )

(圖二 )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9FAfBj5fUFYaHEivZrkpXrEREDLCPzv


使用方法

教材檔案與連結 成果圖

課堂管理

使用目標

使用到的 Google 工具

課表 & 作業指派

透過建立課表與功課指派整合功能，減少交收作業過程的行政負擔。

Classroom Google 
Calendar

模板

2

3

1 在「其他日曆」欄位點選「+」符號創建新
科目之日曆。並點選該欄位之末端 「 」
並選取顏色以利日曆辨識。而後點選「設定
和共用」。

進入「設定」的頁面後，至「活動的存取權
限」，勾選「公開這個日曆」，再點選「取
得開啟連結共用設定的連結」。視窗出現網
址後，點選「複製連結」，將連結傳給學生。

每個科目日歷製作皆同上。當學生輸入每一
科目的日曆連結後即加入學生本身的日曆，
學生端方會形成完整的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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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lendar.google.com/calendar/u/1/r?cid=Y19jbGFzc3Jvb20yZGYzMjQ5NUBncm91cC5jYWxlbmRhci5nb29nbGUuY2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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