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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使用註冊
➢進入網站首頁https://entrance.hengzen.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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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登入/註冊”鈕

2. 按”註冊帳號”

https://entrance.hengzen.tw/index.php


首次使用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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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名稱

5.填寫密碼

7. 填寫下方認證碼

6. 確認密碼

4.填寫電子郵件

9. 註冊成功!

8. 按下“註冊”送出資料

選擇一般用戶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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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進入雲端教室

2. 輸入電子郵件

3. 輸入密碼

4. 按下”登入”

➢若教師已在開課時將學員E-mail加入，則預設密碼為123



修改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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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會員專區”

2. 點選”會員資料”



修改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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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欲更改密碼請輸入新密碼

3. 再次輸入新密碼

5. 如有需要請填寫聯絡地址

4. 首次登入請填寫手機號碼

6. 如需更新請按修改，或按取消



張同學

進入遠距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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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立即上課”

2. 點選”我的課程表”



進入遠距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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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曆上顯示底色為目前日期
4.課程於上課前15分鐘即可點選

開啟

5. 確認前往遠距教室

張同學

6. 點選可課前測試



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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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同學



進入遠距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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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入遠距教室，
選擇麥克風圖示

6. 聽到聲音後按下
綠色按鈕做確認



遠距教室功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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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1. 遠距教室功能設定
2. 簡報/白板區
3. 聊天室
4. 用戶清單
5. 實作連線/指導
6. 音訊與攝像設備
7. 分享畫面

(簡報者功能)
8. 上傳分享

(簡報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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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室功能簡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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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平台功能設定

可更改操作環境語系



遠距教室功能簡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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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報/白板區

A. 按此圖示可縮小簡報/白板區

B. 互動白板工具：
可切換畫筆、粗細、顏色，及
復原、刪除已填寫之內容

C. 切換多用戶白板功能



遠距教室功能簡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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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聊天室

可切換聊天室開啟/隱藏

聊天室對話區

4. 用戶清單

使用者本人

畫面分享者

按下可選擇狀態

聊天室輸入區



遠距教室功能簡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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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作連線/指導

1. 學員點選實作連線



遠距教室功能簡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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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作連線/指導 2. 於新分頁開啟雲端電腦畫面(依不同
的系統環境選擇配置有不同的實作畫面)



遠距教室功能簡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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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音訊與攝像設備

A. 開啟/關閉麥克風

B. 離開/加入音訊

C. 分享/關閉視訊

A B C

若選到聆聽模式(耳機圖)欲做更換，請依下列
步驟操作：

1. 點選下方耳機圖示退出

2. 待下方出現電話符號，點選後重新加入
音訊

3. 選擇左方麥克風圖示後便可使用發言



遠距教室功能簡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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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享畫面

分享螢幕畫面

(僅一人，簡報者可指定及取回權限)

A. 您的整個畫面：分享完整電腦螢幕

B. 應用程式視窗：僅分享單一視窗內容

C. 瀏覽器分頁：僅分享單一網頁內容

1. 點選左方”您的整個畫面”

2. 點選畫面中央內容，點選
成功會出現藍框，且下
方分享鈕會出現藍色底

3. 按下分享鈕後稍作等待

1. 點選中央”應用程式視窗”

2. 點選畫面中央欲分享之應
用程式，點選成功會出
現藍框，且下方分享鈕
會出現藍色底

3. 按下分享鈕後稍作等待

A

B



遠距教室功能簡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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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簡報
➢ 建議使用 .pdf檔以避免轉檔後排版失真
➢ 此文件將投影至簡報/白板區

1. 拖曳檔或點選瀏覽檔案進行選取
，可一次上傳多個檔案

2. 確認預計上傳檔案清單，並勾選即將要分享之檔案

4. 關閉後即可看到簡報

3. 按”上傳
”進行設定

8. 上傳分享(簡報者功能)



遠距教室功能簡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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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傳分享-進行投票(簡報者功能)
1. 當簡報設計有問答選項時，下方會出現”快速投票”
，或按”+”選取”進行一個投票”

快速投票



遠距教室功能簡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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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傳分享-進行投票(簡報者功能)

2. 學員端會出現選項，按下選項即會消失

3. 教師端觀看學員回答狀態，確認完成後
即可按”發布投票結果”

4. 於右下角會出現投票統計結果



遠距教室功能簡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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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傳分享-抽問(簡報者功能)

1. 可以抽問在線的用戶來回答問題等



常見問題與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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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接不上，可依下列方式依序排除：
1.檢查瀏覽器的音訊授權是否已設定「允許」
2.關閉教室分頁，從行事曆重新進入教室。
3.關閉教室分頁，重新登入後再從行事曆進入教室。
4.重開瀏覽器
以上都沒有辦法解決音訊狀況的話可是硬體設備的問題
請檢查
1.硬體設備音訊設定是否正確
2.硬體設備重新開機
3.檢查連線狀態



常見問題與解決辦法

24

🖥螢幕分享不出來或黑屏或跳窗：
分享螢幕建議使用“整個螢幕”模式，若選擇“視窗”模式
，請保持應用程式視窗在電腦螢幕的最上層，並且不要縮小
到工具列！

應用程式視窗請保持開啟(底部為藍色即開啟狀態)



常見問題與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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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實作電腦畫面尺寸與硬體設備螢幕尺寸不合，無法看到全部畫面：
1.滑鼠左鍵點選瀏覽器頁籤，按下鍵盤F11快捷鍵即可全螢幕操作雲端電腦
，宛如操作自己的電腦。
2.也可點選視窗右上角選擇全螢幕模式



常見問題與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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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分組會議室後，回到原會議室沒有音訊：
點選黑板下方加入音訊📞按鈕

👥瀏覽器不小心關閉，重啟後無法進入分組會議室：
請主持人重新邀請（用戶設定->分組會議室邀請）



常見問題與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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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學員可在課前先點選行事曆上方的“技術支援”，使用測試按鈕
確認功能是否順暢，若有狀況可聯絡恒星教室協助幫忙

(line) https://lin.ee/BXHxO2O

(fb) https://www.facebook.com/HSing.classroom/

https://lin.ee/BXHxO2O
https://www.facebook.com/HSing.classro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