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Wagor小老師培訓

資訊室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職務說明

1. 行動學習設備借還和安裝。

2. 軟硬體故障排除。

3. 協助教學。



行動學習設備借用辦法說明

1. 任課老師通知iWagor小老師領取設備

2. 請於下課後5分鐘內抵達資訊室

3. 確認領取項目和數量

4. 領取使用記錄表，課後連同設備一併繳回

5. 上課後5分鐘內完成設備安裝和iPad發放

6. 下課後5分鐘內設備歸還設備

(建議下課前5-10分鐘提醒老師開始回收)



填寫使用記錄表

1. 小老師填寫紀錄表

2. 任課教師簽名

3. 連同設備繳回資訊室



行動學習設備收納方式

1. iPad按照盒上編號排列整齊

2. 確認收納盒有蓋上並扣好卡榫

，放進行李箱內。

3. 行李箱保護網及繩子扣環扣好

4. 確認行李箱密合，扣好卡榫



行動學習設備移動方式



行動學習設備移動方式



Apple TV介紹

Power HDMI 數位音訊 網路接孔(LAN Port)

► Mac和iOS裝置透過Airplay將影像傳至Apple TV，輸出HDMI訊號



Apple TV安裝

將黑色HDMI線連接Apple TV和

資訊座HDMI孔



教室投影機設定說明

投影機開機後，點選Source Search按鈕，訊源將自動調整為HDMI模式



Apple TV常見問題

 投影機無法顯示畫面

A1:確認電源線和HDMI線兩端有差緊。

A2:點選投影機Source Search鍵重新搜尋HDMI訊號。

A3:拔掉電源線及HDMI線，等10秒後重新插入。

A4:若重複A3三次無法排除故障，請盡速聯絡資訊室#831、833 。

 畫面顯示顏色偏粉紅色

呈上A3、A4。



Airport Extreme介紹

正面 背面

指示燈
綠色為正常
橘色為不正常

LAN Port

WAN Port
USB Port

Power

►無線網路基地台



Airport Extreme安裝

將網路線連接Extreme WAN port

和教室網路插孔



iPad和Wi-Fi配對規則

iPad編號 Wi-Fi訊號

HA01 – HA50 iWagor01
iWagor Classroom01

iWagor Classroom02
HB01 – HB50 iWagor02

HC01 – HC50 iWagor03



網路架構(1)

教室網路教室網路

1號Extreme

iWagor01



網路架構(2)

1號Extreme

iWagor01

1-1號Extreme串聯

iWagor01

教室網路教室網路



兩台Airport Extreme安裝

• 1號Extreme的WAN Port

連接牆壁上的網路孔

• 1-1號的WAN Port

連接1號的LAN Port



Extreme常見問題

 LED顯示橘燈、無法上網

A1:確認電源線和網路線兩端是否插對孔且有差緊。

A2:重新啟動Extreme(拔掉電源線，立即重新插入)。

A3:若執行A2一次無法排除故障，請盡速聯絡資訊室#831、833 。

 不知道Extreme發出的無線訊號名稱（SSID）和密碼

A1:Extreme 1號和1-1號發出的訊號為iWagor01、Extreme 2號和2-1號

發出的訊號為iWagor02以此類推。

A2:行動學習教室訊號為iWagor Classroom01、iWagor Classroom02。

A3:iPad已自動和Wi-Fi連接，不需輸入密碼。



iPad發放規則 – 回收時亦同

1. 為節省時間，小老師須同時收發iPad

2. 一位小老師要先完成設備安裝後，加入發放iPad。

3. 每位同學依座號或固定順序領取對應編號之iPad。

4. 在發放iPad時，順便檢查外觀是否正常。

5. 請同學於使用前檢查iPad之功能和外觀是否，若

外觀有異常未即時提出，後果將自行負責。



外觀和按鍵介紹

Lightning接頭

前鏡頭

Apps

Home鍵

狀態列

擴音器

音量鍵

電源 後鏡頭

麥克風



狀態列介紹

Wi-Fi圖示 電量圖示時間



Wi-Fi無線網路

 若狀態列沒有顯示Wi-Fi圖示

1.請進入「設定」檢查Wi-Fi是否有開啟且有連接無線訊號。

2.開啟控制中心檢查Wi-Fi是否有開啟。

設定 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

飛航模式

Wi-Fi

藍芽 螢幕旋轉鎖定

靜音模式

勿擾模式 螢幕亮度

時鐘及相機

音樂播放控制

音量



Safari

► Apple iOS系統內建瀏覽器



鍵盤

符號及數字

輸入法切換

語音輸入

鍵盤隱藏

刪除鍵



鍵盤英文大小寫

字母小寫 單一字母大寫 連續點兩下 鎖定大寫



1.先點出游標

選取、複製文字

2.再點一下叫出指令，點選”選取”圈選文字

3.點選”拷貝”

4.再以同樣方式在欲複製地方點選”貼上”



下載圖片

1.用手指按住要下載的圖片

2.點選儲存影像

3.影像就被存在「照片」裡



相機



螢幕快照

同時按下電源鍵及HOME鍵

電源鍵

HOME鍵



設定



手勢

 五指抓 - 回主畫面

 四指向上撥 - 執行多工處理

 四指左右撥 - 切換apps

 控制中心、通知中心、Spotilight也是手勢的一種

※如果手勢故障了，請鎖定iPad，重新喚醒。



隱私權

若遇到Apps
無法使用
相機、相簿、
定位等功能，
通常是隱私
權遭關閉。



Spotlight



其他需注意事項

 勿隨意更改iPad設定或其他應用程式資訊，若違規，
輕者寫自述表，屢勸不聽則記過處理。

 勿操作與課堂不相干的網站或Apps，違者遭發現則
沒收或鎖定螢幕（任課老師可自行處置）。

 請善用各式雲端服務保存資料(Google Drive /
Dropbox / Evernote)，iPad回收後將定期重設，
個人資料遺失，資訊室不負任何責任。



Pingpong

1.開啟Pingpong選擇Guest

2.輸入房間號碼及學生代號

3.進入後等待老師發送題目



nearpod



I-nigma



iBook Creator

在iPad上製作屬於自己的電子書

依照自己的喜好插入相片、文字、音效、影片



iBook Creator

1. Book Creator 主畫面，
先點選左上角「新書」
或 是 下 方 ＋ 號

2. 選 擇 電 子 書 尺 寸

3. 編 輯 自 己 的 電 子 書

4. 更 換 書 頁 顏 色

5. 做完之後便可分享

6. 亦可匯出成ePub、
PDF或將影片匯出



Evernote

雲端記事本

• 寫筆記。

• 插入圖片、影像、檔案。

• 快速搜尋和分享。



Google Drive

1. 免費提供15GB的線上儲存空間，
只要有網路，可隨時隨地查看檔案。
(教育帳號無空間限制)

2. 快速共用(分享)檔案給他人。



1. 登入帳號

2. 上傳檔案和即時預覽

Google Drive



App icon移動

1. 先按住任何一個App icon約2秒鐘，所有icon會開始搖晃

2. 搖晃後便可拖曳App icon位置

3. 換完位置後按HOME即可完成修改



AirPlay

1. 確認有開啟Wi-Fi和Bluetooth，
接著選擇AirPlay

2. 選擇Apple TV，開啟”鏡像輸出”

3. 輸入投影畫面上的AirPlay密碼

4. 成功投影



AirPlay常見問題

 投影不成功、畫面跳出、沒有出現密碼

A1:關閉AirPlay，重新嘗試投影。

A2:鎖定iPad重新喚醒。

A3: iPad重開機。

A4:拔除Apple TV電源重新開機。

 投影有畫面，但操作iPad沒反應

A1:關閉投影，觀察畫面是否有一起關閉，如果有請嘗試重新投影。

A2:呈上，如畫面沒有關閉，請拔除Apple TV電源重新開機。



AirDrop

1. 傳送者和接收者都開啟
AirDrop並選擇”所有人”

2. 傳送者選擇檔案後點選分享鍵

3. 選擇欲接收的朋友

4. 接收者可選擇”接收” 或 ”拒絕”



AirDrop常見問題

 找不到接收者

A1:請兩者皆關閉AirDrop重開。

A2:重開機。

 按了”接收”沒有反應

A1:呈上一題A1或A2重傳。

 接收下來的檔案存在哪?

A1:圖片會存在「照片」裡。

A2:其他檔案格式，在完成傳送後，會跳出視窗詢問開啟方式。



iPad故障排除

 關閉Apps：
 利用多工處理模式將Apps關閉

 如在Apps內有登入帳號請登出

 鎖定、重新喚醒

 關機重開

 強制重開機

 若強制重開機後無法處理，填寫紀錄表通知資訊室檢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