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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下載應用程式 

電腦下載 

Zoom https://www.zoom.us/client/latest/ZoomInstaller.exe 

 

 

手機/平板下載 Andriod IOS (Apple) 

Gmail 
 

https://qrgo.page.link/eMGBP 

 

https://qrgo.page.link/zoGr7 

Google Meet 
 

https://qrgo.page.link/A72p5 

 

https://qrgo.page.link/bEUFG 

Google Drive 
 

https://qrgo.page.link/vUVyM 

 

https://qrgo.page.link/TJksp 

Google Classroom 
 

https://qrgo.page.link/pZJij 

 

https://qrgo.page.link/TWh1H 

Zoom 
 

https://qrgo.page.link/JZP9v 

 

https://qrgo.page.link/Ym3oT 

** 同一個學生帳號即可登入各個手機 APP，登入方法與網頁版無異  

https://www.zoom.us/client/latest/ZoomInstaller.exe
https://qrgo.page.link/eMGBP
https://qrgo.page.link/zoGr7
https://qrgo.page.link/A72p5
https://qrgo.page.link/bEUFG
https://qrgo.page.link/vUVyM
https://qrgo.page.link/TJksp
https://qrgo.page.link/pZJij
https://qrgo.page.link/TWh1H
https://qrgo.page.link/JZP9v
https://qrgo.page.link/Ym3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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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學生如何登入學校 Gmail 
1. 首先前往此網頁：https://www.google.com/gmail/ 

2. 網頁會出現此版面，請按右上角的「Sign in」 

 

3. 使用你的學生帳號登入 Gmail，請在長框內輸入 

 

登入名稱：s2021XXX@student.cwgc.edu.hk 

（請更換成自己的學生帳號） 

 

** 本教學示範以 

「s2021999@student.cwgc.edu.hk」登入 ** 

 

輸入帳號後，按右下的「繼續」 

 

 

https://www.google.com/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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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然後輸入密碼 

 

密碼＝家長向學校登記的手提電話號碼 

 

輸入密碼後，按右下的「繼續」 

 

5. 如果出現此版面，請按下「Accept」 

如沒有的話，請至下一步 

 

6. 第一次登入會要求你更改一個新密碼， 

 

新密碼需要「８個英文字或數目字」 

 

請更改密碼後，將密碼記下或抄寫在學生手冊

內，以免忘記密碼 

 

請輸入兩次新密碼，然後按「Change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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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出現此版面，請直接按下「CONFIRM」 

如沒有的話，請至下一步 

 

8. (電腦網頁版) 網頁右上角看到校徽即成功登入，可使用各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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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登入 Gmail後進入 Google Classroom(電腦網頁版) 

 

1. 登入 Gmail 後，於右上角校徽旁邊有「9 格」按鈕 (紅圈位置)，按下去會有小視窗彈出。 

 

 

 

主要常用功能： 

2. 「Drive」(右上橙圈位置) 是雲端空間：可以上傳檔案、影片、相片 [如需要時可使用] 

3. 「Ｍeet」(右下綠圈位置) 是老師於網上授課時使用 [請聽從任教老師指示使用] 

 

4. 將小視窗右邊的「灰色滾動條」拉到最底， 

即可看到「Classroom」 

 

「Classroom」可觀看老師發佈課堂資訊及交功課 

 

** 老師會適時於「Classroom」內各班別/科組發放

Google Meet 或 Zoom Meeting 網址，以作網上授課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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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何使用 Google Classroom 
1. 進入 Classroom 後，第一次登入將彈

出此版面 

 

2. 按「CONTINUE」 

 

3. 再彈出一個視窗， 

按「I’M A STUDENT」 

 
4. 進入版面後， 

會看到各班各科會有不同的課室 

上課時請依照任教老師的指示， 

進入適合的課室 

 

按一下「課室名稱」進入 

＊＊此課室只作示範用途，並非實際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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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課室主要使用兩個部分 

 

1. Stream – 老師會在此發佈課堂資訊 

 

例：下方會有網上課堂的網址， 

  只要按下該網址便可開始上課 

 

 

 ＊如發現自己入錯課室， 

  請按左上角的「三橫」 

  即可以在彈出欄內選擇正確的課室 

 

2. Classwork - 老師會在此發佈功課 

 

如有功課需要在指定時間內遞交，

將會顯示「截止日期」 

 

按「功課名稱」觀看功課內容 

 

3. 可觀看老師發佈的附件 (如有) 

 

4. 按「View ass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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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需要把檔案交給老師， 

可以按「Add or create」， 

以附件形式交功課。 

（使用方法請看下一步） 

 

如無須遞交， 

直接按「Mark as Done」即可 

 

亦可於 Private comments 留言給老師， 

向老師發問問題 

（按右邊的三角形即可發送訊息） 

 

如何以「Add or create」附件形式交功課 

 

按下「Add or create」後，會彈出小視窗 

 

- 如想要即時在網上做功課， 

  可以選「Docs / Sheets」建立新檔案 

  Docs = 建立 Word 檔案 

  Sheets = 建立 Excel 檔案 

 

 

- 如以電腦內檔案繳交，按「File」 

彈出小視窗後按「Upload」， 

然後按下方的「BROWSE」， 

便可以從電腦選擇檔案 

 

 

 

 

 
附件完成後，按「Hand in」繳交 

 

** 如遞交功課後需要修改， 

可以按「Unsubmit」重新再次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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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如何登入 Zoom 
安裝成功後，會出現此視窗 

1. 按「登入」 

 
2. 按「以 Google 帳號登入」 

 

 

 
3. 彈出網頁後，輸入學生 Google 帳號及密碼 

 

登入名稱：s2021XXX@student.cwgc.edu.hk 

（請更換成自己的學生帳號） 

 

輸入後按「繼續」 

 
5. 輸入出生日期後，按「繼續」 

 

** 出生年份請選擇「2000 年」 
否則會因年紀太細，而無法啟動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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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建立帳戶」 

 

 

7. 網頁會彈出小視窗， 
按「開啟 Zoom Meetings」 

 

 
8. 看見此畫面即完成登入 

 
 
請留意老師於「Classroom」內 
發放的 Zoom Meeting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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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首次登入 Zoom輸入錯誤出生日期 - 解決方法 
 

由於 Zoom 設有年齡限制， 

若您所填寫的出生日期未滿 18 歲， 

將導致無法登入系統 

 

解決方法： 

只要「將瀏覽器的瀏覽紀錄刪除」 

然後重新啟動 Zoom，再次登入帳號 

即可重新選擇出生日期 

 

 

如何將瀏覽器的瀏覽紀錄刪除? 
- Window 電腦預設瀏覽器是 Internet Explorer 

- Apple Mac 電腦預設瀏覽器是 Safari 
 

Internet Explorer 刪除方法 

1. 在電腦上開啟 Internet Explorer 

2. 選取右上 [齒輪] 按鈕、 

指向 [安全性]， 

然後選取 [刪除瀏覽歷程記錄] 

3. 勾選所有方塊，然後選取 [刪除] 

4. 完成後關閉瀏覽器， 

重新啟動 Zoom 登入帳號 

 

 

Safari 刪除方法 

5. 在電腦上開啟 Safari 

6. 在頂部選單上選擇「瀏覽記錄」> 

「清除瀏覽記錄」，然後按一下彈出式

選單 

7. 選擇你要清除瀏覽記錄的時間長短 

[以學生帳號登入 Zoom 的時間] 

8. 完成後關閉瀏覽器， 

重新啟動 Zoom 登入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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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hrome 刪除方法 

1. 在電腦上開啟 Chrome 

2. 按右上角的「三點」圖示  

3. 依序按一下 [記錄]  >  [記錄] 

4. 按左側的 [清除瀏覽資料]， 

畫面上隨即會顯示小視窗 

5. 從下拉式選單中選取您要刪除哪一段 

時間範圍內的記錄 

 [以學生帳號登入 Zoom 的時間] 

如可全部刪除，請選取 [不限時間] 

6. 勾選所有方塊，包括「瀏覽記錄」 

7. 按右下角的 [清除資料] 

8. 完成後關閉瀏覽器， 

重新啟動 Zoom 登入帳號 

 

 

Firefox 刪除方法 

1. 按收藏庫按鈕   

2. 按 [歷史]  >  [清除最近的歷史紀錄] 

3. 從下拉式選單中選取您要刪除哪一段 

時間範圍內的記錄 

 [以學生帳號登入 Zoom 的時間] 

4. 按 [細節] 旁邊的箭頭，勾選所有方塊 

5. 按 [立即清除] 後會自動關閉瀏覽器 

6. 重新啟動 Zoom 登入帳號 

 

 

重新選擇出生年份時 
請選擇「2000 年」 

否則會因年紀太細，而無法啟動帳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