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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學老師和學生, 只要用教育雲帳號 OpenID, 就可連結

微軟 Office 365 教育版雲端平台, 使用超過20項雲端應用程式,

還有50GB的電子信箱空間, 無限的個人雲端儲存空間。

 「首次登入後只要等2小時就可使用, 無須等待之前至少1個

月微軟總部的審核，而且疫情過後依然適用」

學員

* 若無教育雲帳號, 也可使用個人 email 帳號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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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

1. 下載 Teams / 
     或使用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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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線上報名

3. 輸入 「 貴校MS       
     Office365之老師個人
     帳號(Email) 」

4. 填寫範例如下 :
     B1233@o365.nk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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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務必將名稱改為真實姓名, 以免影響老師匯報研習時數的權益, 謝謝

學員

5. 請將名稱更改為 
    真實姓名
   (更改方式如右圖)

* 若已經為真實姓名,  
   則此步驟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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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開啟 teams 並登入

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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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選左手邊的【團隊】,      
    選擇【FabLab-NKNU  
    線上遠距研習】

學員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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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是無法加入團隊的話,      
   請至衛星基地群組與助理聯繫

* 如果沒有成功加入團隊 :
    請先到 https://www.office.com 登入後, 點選 Microsoft outlook 信 
   箱檢查有沒有收到信件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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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點選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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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切換帳戶至 
     高雄師範大學(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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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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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進到 【一般】 頻道,  

        點選 【加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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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211. 確認音訊裝置和 
       攝影機都能正常 
       使用                              
       (設定/裝置)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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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會議將測試

1.學員的視訊鏡頭及麥克風是否正常

2.學員能否聽到主講者的聲音

3.學員能否看到主講者的視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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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點選左手邊的【團  
     隊】/【檔案】/【測 
        試會議】資料夾,   
       將任一圖片上傳      
       至【測試】請上傳 
       到此資料夾中, 更 
       改檔案名稱為【學 
       校名稱-教師姓名】

13-1 13-3

13-2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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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與助理確認測試 

        完成後, 請至【管 

        理團隊】頁面確認 

        是否有 【已測試】 

        標籤即可自行離 

        開測試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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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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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選擇當天日期的頻道 15

* 建議架設兩個螢幕或是兩台

   電腦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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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務必開啟視訊, 以免影響老師匯報研習時數的權益, 謝謝

16

16. 加入會議並開啟視訊
    (為不影響上課進度,請 
     報名研習學員於上課前 
     15分鐘進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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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簽到 : 
 到信箱找到「FabLab 自造者基地」寄的線上報名信件

18. 簽到 : 
 點選 「報名代碼條 
       碼連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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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簽到 : 
 將條碼截圖
 ( 如右圖 )

學員

19

* 請將檔案命名如下 :
   學校名稱 - 姓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林鴻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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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簽到 : 
 點選檔案>【簽到】資料 
       夾>將條碼截圖上傳至 
       該資料夾

學員

* 【 簽到 】 資料夾在該堂上課頻 
    道的檔案中

* 助理會在課程開始前 5 分鐘   
  上傳學員簽到的截圖, 請學員
  務必確認有沒有簽到成功

20-1

20-2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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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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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課程結束後, 直接 
       點選 「右圖黃色 
       框 」就可退出會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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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簽退 : 
 點選檔案>【簽退】資料 
       夾>將條碼截圖上傳至 
       該資料夾

* 將報名條碼截圖至簽退資料夾   
   ( 步驟同簽到 )

22-1
22-3

22-2

學員

* 助理會在課程結束後15分鐘 
  上傳學員簽退的截圖, 請學員
  務必確認有沒有簽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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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