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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控制功能 

 啟動系統：雙擊桌面圖示   

 鎖定學生電腦： 

       

 解除學生電腦鎖定：重複上項操作，點選 Lock PC 前打勾 √ 即可解除 

 開放學生電腦自由操作： 

 

 監看全體學生螢幕縮圖： 

       

(1) 拉下功能選項，選擇“Self-Access” 

(1)選點選“PC control” 

(2)選單中選擇“Lock PC” 

(3)學生端電腦畫面全部變黑，學

生端鍵盤、滑鼠立即失效 

 
學生座位出現鎖定圖示 

學生座位區圖示改為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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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聽個別學生及對講： 

 

 選擇示範學生： 

方式㇐: 

 

方式二: 

 

(1) 點選學生圖示出現控制視窗 

(2)點選“Share audio”，即可設定該學生或該組學
生為示範 

(1) 拉下音源選擇選項，選擇”Student” 

(2) 點選學生圖示即可 

(3) 點選“Start” 即可開始 

   點選“End" 即可結束 

(1)點選學生圖示出現控制視窗，即可監聽 

(2)點選“Discuss”，即可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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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看個別學生螢幕： 

       

 關閉全體學生電腦： 

       

(1)點選學生圖示出現控制視窗 (2)點選“Remote control”出現學生電腦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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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功能 

 聽力訓練： 

 

 

(1)拉下功能選項，選擇“Listening comprehension” 

None: 不需聲音教材 

Tutor: 以教師麥克風為教材音源 

Tutor PC: 以教師電腦的聲音為教材音源 

Tutor player: 以教師撥放器播放媒體電子檔 

Student: 選擇學生作為示範 

File: 使用媒體檔案 

Audio CD: 播放 Audio CD 教材 
Text-to-speech(TTS):輸入文字並轉為文字發音 

(2)拉下音源選擇選項，選擇所需的教材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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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生電腦另存教材: 

開啟檔案夾/選另存新檔 

   點選“File”準備儲存檔案 

(8) 學生選擇檔案儲存的位置 

(4) 點選“File”可選擇需要播放的媒體檔 

(5) 點選“Start” 即可開始，   點選“End" 即可結束 

(6) 可勾選                         ，在課程結束後可點選           

   學生端可重播之前播放的教材 

使用播放及停止鍵操作媒體檔 

(3)以常用的 Tutor player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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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toring 教師輔導： 

 

學生座位區出現右側圖示 

表示學生接收電腦廣播畫面 

(4) 點選“Start” 即可開始，   點選 End" 即可結束 

(1)拉下功能選項，選擇“Tutoring” 

(2) 選擇畫面廣播來源 

教師電腦 

學生電腦 

(3) 若選擇學生電腦為畫面廣播來源，則需在座位表中點選學生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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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說能力訓練 Model imitation： 

 

(1)拉下功能選項，選擇“Model imitation” 

(3) 點選“Start”即可開始學生跟著教材朗誦，點選“End”即可結束 

使用播放及停止鍵操作媒體檔 

(2) 拉下音源選擇選項，選擇所需的教材來源 

例如以 Tutor player 播放口說能力測驗題目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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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好之後按”Collect” 

(5) 選擇錄音檔回收的進階選項 

儲存學生的姓名，沒有輸入 

姓名時，預設為電腦編號 

只儲存學生的聲音(Student 

track)，如果要連教材聲音㇐起儲

存，請勾選下㇐行的”Program 

track”(綠框處) 

選擇儲存的資料夾 

(6) 電腦自動開始儲存聲音檔 

(7) 若需再次回收，請點選右圖圖示 

(4) 結束時，電腦會自動跳出此對話框，詢問回收學生錄音檔 

 

按“Collect”資料 進階選項設定 

選擇儲存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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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討論 Discussion： 

 

(1) 拉下功能選項，選擇“Discussion” 

選擇每組人數 

各組成員 

教師手動分組 

(2) 其他控制 

隨機分組 

依序順序分組 

(3) 點選“Start” 即可開始 

   點選“End" 即可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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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導覽 CityCompass： 

 

(1) 拉下功能選項，選擇“CityCompass” 

(3) 選擇地圖 

教師手動分組 

隨機分組 

依序順序分組 

(2) 選擇分組方式 

(4) 點選“Start” 即可開始 

   點選“End" 即可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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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 Exercise： 

 

(1) 拉下功能選項，選擇“Content Exercise” 

(3) 是否需要成績報表 

(4) 點選“Start” 即可開始 

   點選“End" 即可結束 

(2) 選擇測驗檔案 



    台中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38號30樓之2(鼎盛BHW大樓) 電話：(04)2251-3333 

 台北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路108巷12-1號   電話：(02)2972-5959 

博瑞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2號6樓之12 電話：(07)537-2088 

 

 Reading practice 朗讀訓練： 

 

(1) 拉下功能選項，選擇“Reading practice” 

(2) 拉下音源選擇選項，選擇所需的教材來源 

None: 不需聲音教材 

Tutor: 以教師麥克風為教材音源 

Tutor PC: 以教師電腦的聲音為教材音源 

Tutor player: 以教師撥放器播放媒體電子檔 

Student: 選擇學生作為示範 

File: 使用媒體檔案 

Audio CD: 播放 Audio CD 教材 
Text-to-speech(TTS):輸入文字並轉為文字發音 

(3) 選擇欲傳送給學生練習朗讀的文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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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Start” 即可開始 

   點選“End" 即可結束 

(5) 結束時，電腦會自動跳出此對話框， 

詢問回收學生錄音檔 

按“Collect”資料 進階選項 

(6) 選擇錄音檔回收的進階選項 

選取好之後按”Collect” 

儲存學生的姓名，沒有輸入 

姓名時，預設為電腦編號 

只儲存學生的聲音(Student 

track)，如果要連教材聲音㇐起儲

存，請勾選下㇐行的”Program 
track”(綠框處) 

選擇儲存的資料夾 

(7) 電腦自動開始儲存聲音檔 

(8) 若需再次回收，請點選右圖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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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 table discussion 圓桌討論： 

 

(1) 拉下功能選項，選擇“Round table discussion” 

(2) 選擇分組方式 

教師手動分組 

隨機分組 

依序順序分組 

(3) 指定會議主席 

教師手動指定 

隨機指定主席 

(4) 點選“Start” 即可開始 

   點選“End" 即可結束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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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phone 電話對話： 

 

 

(1) 拉下功能選項，選擇“Telephone” 

(3) 點選“Start” 即可開始 

   點選“End" 即可結束 

(2) 進階設定 

自動接聽電話 

開放學生可自行錄音 

學生對話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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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cabulary test 字彙測驗： 

 

(2) 選擇測驗檔案 

    Open: 開啟測驗檔案 
 New: 新增測驗檔案 

(1) 拉下功能選項，選擇“Vocabulary test” 

(3) 新增測驗檔案 

(4) 點選“Start” 即可開始 

   點選“End" 即可結束 

測驗標題 

時間限制設定 

無時間限制 

題目 1 

題目 2 

題目 3 

. 

. 

. 
 

答案 1 

答案 2 

答案 3 

. 

. 

. 
 

測驗說明 

使用所有題目 
隨機抽題 

題目和答案對調 

儲存測驗檔 開始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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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browsing Web 瀏覽： 

 

(1) 拉下功能選項，選擇“Web browsing” 

(2) 拉下音源選擇選項，選擇所需的教材來源 

None: 不需聲音教材 

Tutor: 以教師麥克風為教材音源 

Student: 選擇學生作為示範 
Tutor PC: 以教師電腦的聲音為教材音源 

(3) 選擇網頁瀏覽政策 

(4-1) 選擇 Prevent policy(開放策略) (4-2) 選擇 Allow policy(嚴格策略) 

新增禁止瀏覽的網頁清單 新增允許瀏覽的網頁清單 

(5) 點選“Start” 即可開始 

   點選“End" 即可結束 

開放策略 
嚴格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