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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專案 

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補助計畫 

(地方場域試煉暨輸出國際) 

 

 

英語智慧城市共創平台計畫 

 

 

英語智慧城市共創平台 

平台操作手冊-教師 

 

 

 

 

執行單位：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 

聯合公司：樂學網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好奇兄弟雲端股份有限公司 

齊志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管理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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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登入 

進到英語智慧城鄉共創平台（ https://bslcity.com.tw），點選右

上角登入 

 

平台提供多種登入方式，除了平台最基本的會員帳密登入外，還提

供其他社群帳號(FACEBOOK、GOOGLE)及縣市帳號登入(OPENID)。 

使用縣市帳號登入，系統可以帶入您所屬學校及班級資訊，方便您

管理目前所教授的班級學生資訊，出任務或檢驗給學生，觀察學習

成效。 

以下說明各縣市使用縣市帳號登入流程 : 

點選使用縣市帳號登入，選擇您所屬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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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北市「縣市帳號登入」:  

1. 點「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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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輸入您的帳號及密碼 

 

3. 綁定英語智慧城鄉平台帳號 

已經有平台會員帳密: 輸入您英語智慧城鄉平台帳密進行綁定驗

證，以便系統確認是否為本人 

沒有平台會員帳密 : 請註冊新會員，進行縣市帳號與平台會員帳號

綁定 

此動作將您「縣市帳號」所屬身份同步到您所綁定的英語智慧城鄉

「平台會員帳號」，若您「縣市帳號」身份為「老師」進入平台後即

可使用教師環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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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第一次登入請選擇【否，註冊新會員】 

 

如果您已有帳號, 請選擇【是，請幫我綁定既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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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登入」進入老師管理環境 

 

二、 新竹縣「縣市帳號登入」: 

1. 點「新竹縣」 

 

2. 輸入您的帳號及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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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綁定英語智慧城鄉平台帳號 

已經有平台會員帳密: 輸入您英語智慧城鄉平台帳密進行綁定驗

證，以便系統確認是否為本人 

沒有平台會員帳密 : 請註冊新會員，進行縣市帳號與平台會員帳號

綁定 

此動作將您「縣市帳號」所屬身份同步到您所綁定的英語智慧城鄉

「平台會員帳號」，若您「縣市帳號」身份為「老師」進入平台後即

可使用教師環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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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第一次登入請選擇【否，註冊新會員】 

 

如果您已有帳號, 請選擇【是，請幫我綁定既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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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登入」進入老師管理環境 

 

5. 通知學生使用縣市帳號登入平台 

因平台無法穫得老師教授班級的學生名單，請老師通知學生使用縣

市帳號登入平台一次，平台就可以幫您對應到學生名單資訊，方便

您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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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彰化縣「縣市帳號登入」: 

1. 點「彰化縣」 

 

2. 輸入您的帳號及密碼 

 

3. 綁定英語智慧城鄉平台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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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平台會員帳密: 輸入您英語智慧城鄉平台帳密進行綁定驗

證，以便系統確認是否為本人 

沒有平台會員帳密 : 請註冊新會員，進行縣市帳號與平台會員帳號

綁定 

此動作將您「縣市帳號」所屬身份同步到您所綁定的英語智慧城鄉

「平台會員帳號」，若您「縣市帳號」身份為「老師」進入平台後即

可使用教師環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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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第一次登入請選擇【否，註冊新會員】 

 

如果您已有帳號, 請選擇【是，請幫我綁定既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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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登入」進入老師管理環境 

 

5. 通知學生使用縣市帳號登入平台 

因平台無法穫得老師教授班級的學生名單，請老師通知學生使用縣

市帳號登入平台一次，平台就可以幫您對應到學生名單資訊，方便

您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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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雲林縣「縣市帳號登入」: 

1. 點「雲林縣」 

 

2. 輸入您的帳號及密碼 

 

3. 綁定英語智慧城鄉平台帳號 

已經有平台會員帳密: 輸入您英語智慧城鄉平台帳密進行綁定驗

證，以便系統確認是否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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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平台會員帳密 : 請註冊新會員，進行縣市帳號與平台會員帳號

綁定 

此動作將您「縣市帳號」所屬身份同步到您所綁定的英語智慧城鄉

「平台會員帳號」，若您「縣市帳號」身份為「老師」進入平台後即

可使用教師環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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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第一次登入請選擇【否，註冊新會員】 

 

如果您已有帳號, 請選擇【是，請幫我綁定既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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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登入」進入老師管理環境 

 

5. 通知學生使用縣市帳號登入平台 

因平台無法穫得老師教授班級的學生名單，請老師通知學生使用縣

市帳號登入平台一次，平台就可以幫您對應到學生名單資訊，方便

您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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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嘉義市「縣市帳號登入」: 

1. 點「嘉義市」 

 

2. 輸入您的帳號及密碼 

 

3. 綁定英語智慧城鄉平台帳號 

已經有平台會員帳密: 輸入您英語智慧城鄉平台帳密進行綁定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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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以便系統確認是否為本人 

沒有平台會員帳密 : 請註冊新會員，進行縣市帳號與平台會員帳號

綁定 

此動作將您「縣市帳號」所屬身份同步到您所綁定的英語智慧城鄉

「平台會員帳號」，若您「縣市帳號」身份為「老師」進入平台後即

可使用教師環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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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第一次登入請選擇【否，註冊新會員】 

 

如果您已有帳號, 請選擇【是，請幫我綁定既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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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登入」進入老師管理環境 

 

5. 通知學生使用縣市帳號登入平台 

因平台無法穫得老師教授班級的學生名單，請老師通知學生使用縣

市帳號登入平台一次，平台就可以幫您對應到學生名單資訊，方便

您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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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台南市「縣市帳號登入」: 

1. 點「台南市」 

 

2. 輸入您的帳號及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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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綁定英語智慧城鄉平台帳號 

因平台無法穫得老師教授班級資訊，請老師務必綁定您提供給平台

的帳號(已將您提供的帳號，身份設定為平台的老師) 

已經有平台會員帳密: 輸入您英語智慧城鄉平台帳密進行綁定驗

證，以便系統確認是否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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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第一次登入請選擇【否，註冊新會員】 

 

如果您已有帳號, 請選擇【是，請幫我綁定既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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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登入」進入老師管理環境 

 

5. 通知學生「加入您的班級」 

因平台無法穫得老師教授班級的學生名單，請老師通知學生使用縣

市帳號登入平台後，加入您所提供的「班級代碼」，方便您進行管

理。 

查詢班級代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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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生將入班級，學生環境加入班級畫面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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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花蓮縣「縣市帳號登入」: 

1. 點「花蓮縣」 

 

2. 輸入您的帳號及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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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綁定英語智慧城鄉平台帳號 

已經有平台會員帳密: 輸入您英語智慧城鄉平台帳密進行綁定驗

證，以便系統確認是否為本人 

沒有平台會員帳密 : 請註冊新會員，進行縣市帳號與平台會員帳號

綁定 

此動作將您「縣市帳號」所屬身份同步到您所綁定的英語智慧城鄉

「平台會員帳號」，若您「縣市帳號」身份為「老師」進入平台後即

可使用教師環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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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第一次登入請選擇【否，註冊新會員】 

 

如果您已有帳號, 請選擇【是，請幫我綁定既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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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登入」進入老師管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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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老師環境內容 

八、 我的班級 

老師登入後可查看班級學生資訊，點選班級名稱可切換班 

 
 

九、 任務指派 

老師可以指派任務給學生進行創作，平台提供 4種任務類型，分別

為“圖解場域”、“影片製作”、“旁白配音” 、“有聲繪本”。 

STEP 1: 點選「指派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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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設定任務內容 

⚫ 設定主題類型 : 可挑選相關的主題 

 

⚫ 設定主題內容 : 可設定創作類型，平台提供 4種創作類型，老師可設定最

少 1個，最多 4個創作類型讓學生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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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任務 : 設定任務指派給哪個班級及是否可重複繳交任及是否限制完成

日 

 

STEP 3: 設定任務狀態 

新增成功後，任務會出現在列表的最上方，任務預設為”下線”狀

態，切換狀態可將該任務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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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點選「任務批改」展開查看班級學生任務完成狀態及進

行學生任務批改 

 

STEP 5: 點選學生資料右方「批改」觀看學生作品及進行評分 

⚫ 作品封面 ：點擊作品封面看學生作品 

⚫ 暫時儲存 : 按可暫時存存目前評分，學生還不會看到評分 

⚫ 完成批改 ：按完成批改，學生即可看到您給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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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檢測管理 

老師可以指派測驗給學生進行自我評量，透過前測-> 學習 -> 後

測，提升學生能力。 

STEP 1: 點選「指派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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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設定檢測內容 

⚫ 設定指派給班級 

 

⚫ 設定檢測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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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試卷資訊 

前測卷的結束日期必需大於後測卷的開始日期，同學完成前測卷後

才能解鎖進行後測卷 

 

STEP 3: 完成指派 

新增成功後，檢測會出現在列表的最上方，點選「筆」的圖示可修

改檢測，修改完畢後點選更新即可。點選「X」的圖示可刪除檢測。

有學生做過檢測即不能再修改或刪除。 

 

 

STEP 4: 點前後測卷名稱，可查看學生完成檢測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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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此份測驗卷班級學生進行狀況，點「檢視」可查看學生在該份檢測答題

狀況 

 
 

STEP 5: 查看學生答題狀況，點「下一頁」查看學生其他題目答

題狀況。綠色框代表正確答案，紅色框圈起來代表學生答錯的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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