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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暑期輔導課程須知 
1 110暑輔統⼀使⽤ Google Classroom 搭配 Google Meet 視訊進⾏線

上課程 (不使⽤Moodle) 。 

學⽣須使⽤葳格校園 Google 帳號參加暑輔的 Classroom。(請參考第3⾴) 

110暑輔 Classroom 教室由教務處統⼀建立，有完成報名暑輔的學

⽣，會被邀請加入對應的 [原班課程] 和 [分組課程] 。(請參考第7⾴) 

請同學依課表進入對應的 Classroom ，點擊 Meet 連結上課。(請參考第11⾴) 

本檔附上 [原班課程] 和 [分組課程]  ⼀覽表。(請參考第13⾴) 

2

3

4

5



Google 帳號

葳格校園  Google 帳號

  ⽤途

  Gmail 電⼦信箱

  雲端硬碟、雲端⽂件(⽂件、表單、試算表..)

  Google Classroom 線上教室

  Google Meet 線上視訊課程

  連結校務系統或教學系統

  Google其他服務..



開通葳格校園  Google 帳號

1   查詢學號： 路徑 葳格⾼中官網->分眾導覽->新⽣專區->班級查詢

                     或點選連結 https://admissions.wagor.tc.edu.tw/wf/c

2 登入帳號： 進到 Google 網站，點選右上⽅「登入」。

3 帳號格式： u學號@wagor.tc.edu.tw

                   國中範例(學號7碼) u1100001@wagor.tc.edu.tw

                   ⾼中範例(學號6碼) u011001@wagor.tc.edu.tw

4 密碼格式： ⾝分證字號 或 居留證號 (英⽂字⺟要⼤寫)

https://admissions.wagor.tc.edu.tw/wf/c


開通葳格校園  Google 帳號圖⽂指引

1.進入Google⾸⾴

2.點選登入
※ 如已登入帳號 

   請先登出！



1.輸入帳號 2.輸入密碼 3.接受Google使⽤條款

※ 新⽣第⼀次登入才會出現此畫⾯※⾝分證字號 或 居留證號 

(英⽂字⺟要⼤寫)

※ u學號@wagor.tc.edu.tw

※請勿使⽤以前國⼩或國中的
Google 帳號登入！

開通葳格校園  Google 帳號圖⽂指引



進入暑輔  Classroom 圖⽂指引

W

W

1.點選功能選單

2.點選Classroom



進入暑輔  Classroom 圖⽂指引

新⽣第⼀次使⽤
要點選 [繼續]

※ ⼆三年級請略過此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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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暑輔  Classroom 圖⽂指引

新⽣第⼀次使⽤
要點選 [我是學⽣] ※ ⼆三年級請略過此步驟

W



進入暑輔  Classroom 圖⽂指引

點選[加入]暑輔課程

W

※須完成暑輔課程報名， 

   才會看到暑輔課程。

原班課程：全班⼀起上課 
分組課程：ESL 或 分組拔尖 
                  ⼆三年級第⼆外語 
                  普三⾃然、社會組等



進入暑輔  Google Meet 視訊課程圖⽂指引

W

上課時間點選 Meet 連結進入線上教室

 依課表進入對應的 Google Classroom
 再點選 Meet 連結。
*非分組課程⼀律在 [原班課程] 上課
*此處 Meet 連結與先前連同課表公告的 
 視訊教室連結相同

電腦網⾴



使⽤平板電腦登入 Classroom 者
線上教室連結在[右上⾓視訊圖⽰]

平板

 依課表進入對應的 Google Classroom
 再點選 Meet 連結。
*非分組課程⼀律在 [原班課程] 上課
*此處 Meet 連結與先前連同課表公告的 
 視訊教室連結相同

進入暑輔  Google Meet 視訊課程圖⽂指引



原班&分組課程⼀覽表



Google Classroom 原班&分組課程⼀覽表

   序    班級 原班課程 分組課程

1 701 國語⽂、英語⽂、數學、拔尖數學、
歷史、地理、公⺠、⽣物、第⼆外語 ESL、拔尖英⽂(H)、拔尖英⽂(W)

2 702 國語⽂、英語⽂、數學、歷史、 
地理、公⺠、⽣物、第⼆外語 ESL

3 703 國語⽂、英語⽂、數學、歷史、 
地理、公⺠、⽣物、第⼆外語 ESL

4 704 國語⽂、英語⽂、數學、歷史、 
地理、公⺠、⽣物、第⼆外語 ESL、拔尖英⽂(H)、拔尖英⽂(W)

5 705 國語⽂、英語⽂、數學、歷史、 
地理、公⺠、⽣物、第⼆外語 ESL



Google Classroom 原班&分組課程⼀覽表

   序    班級 原班課程 分組課程

6 801 國語⽂、英語⽂、數學、拔尖數學、
歷史、地理、公⺠、拔尖⾃然

ESL、第⼆外語、拔尖英⽂(H)、 
拔尖英⽂(W)

7 802 國語⽂、英語⽂、數學、拔尖數學、
歷史、地理、公⺠、理化 ESL、第⼆外語

8 803
國語⽂、拔尖國語⽂、英語⽂、 
數學、拔尖數學、歷史、地理、 
公⺠、理化

ESL、第⼆外語、拔尖英⽂(H)、 
拔尖英⽂(W)

9 804 國語⽂、英語⽂、數學、拔尖數學、
歷史、地理、公⺠、理化 ESL、第⼆外語

10 805 國語⽂、英語⽂、數學、拔尖數學、
歷史、地理、公⺠、理化 ESL、第⼆外語



Google Classroom 原班&分組課程⼀覽表

   序    班級 原班課程 分組課程

11 901
國⽂、英⽂(未拔尖)、數學(未拔尖)、
歷史、地理、公⺠、理化(未拔尖)、
地球科學

ESL、第⼆外語、拔尖英語⽂、 
拔尖數學、拔尖⾃然

12 902 國⽂、英⽂、數學、歷史、地理、 
公⺠、理化、地球科學 ESL、第⼆外語

13 903 國⽂、英⽂(未拔尖)、數學、歷史、
地理、公⺠、理化、地球科學 ESL、拔尖英語⽂、第⼆外語



Google Classroom 原班&分組課程⼀覽表

   序    班級 原班課程 分組課程

14 普⼀甲 國語⽂、英語⽂、數學、歷史、地理、 
公⺠與社會、化學、⽣活科技、第⼆外語 ESL

15   普⼀⼄丙  
  （合班）

國語⽂、英語⽂、數學、歷史、地理、 
公⺠與社會、化學、⽣活科技、第⼆外語 ESL

16 普⼆甲 國語⽂、英語⽂、數學、歷史、地理、 
物理、⽣物、公⺠、化學 ESL、第⼆外語

17   普⼆⼄丙   
  （合班）

國語⽂、英語⽂、數學、歷史、地理、 
物理、⽣物、公⺠、資訊科技、⽣涯輔導 ESL、第⼆外語

18  普三  
 （合班） 國語⽂、英語⽂

ESL、第⼆外語、數學甲、數學⼄ 
⾃然組:物理、化學、⽣物 
社會組:歷史、地理、公⺠



Google Classroom 原班&分組課程⼀覽表

   序    班級 原班課程 分組課程

19   餐⼀甲 國語⽂、英語⽂、數學、觀光餐旅業導論、⽣涯規劃、 
餐飲服務技術、中餐烹調實習、⼑⼯技術、第⼆外語 ESL

20   餐⼆甲⼄ 
  （合班）

國語⽂、英語⽂、數學、飲料實務、中餐丙級加強、 
烘焙實務、餐旅服務 ESL、第⼆外語

21    餐觀三 
  （合班）

國語⽂、英語⽂、進階數學、餐旅管理、旅館管理、 
餐飲經營實務、宴席菜餚製作、巧克⼒拉糖、⽣涯規劃

22     應三甲
國語⽂、英語⽂、進階數學、國際貿易、⽣涯規劃、 
數位軟體設計、英⽂閱讀與習作、英⽂閱讀與寫作、 
專題製作

ESL、第⼆外語



 ★分組課程提醒 
1 ESL 及 第⼆外語(不含⼀年級) 分組課程，外語部會將學⽣加入對應

的 Classroom 教室，如分組有疑問請洽外語部 分機 803 ~ 808。 

下列分組課程教務處會將學⽣加入對應的 Classroom 教室，如分組

有疑問請洽教務處 分機 717、718。 

(1) 國中拔尖英⽂、9年級拔尖⾃然和數學 

(2) 普三數學、⾃然組和社會組分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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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電話：04-2437-1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