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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作業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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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GamO寒假作業緣由



假期滑坡造成的學力流失︐老師們該如何解決︖



















2.  PaGamO寒假作業活動辦法



國小寒假作業篇

學科任務：國英數自社

理財入門：玉山理財小富翁

跨領域任務組

英語素養：LTTC英語小教室



寒假作業活動辦法－國小

n 以任務方式進行，每個年級各四個連續任務
• 連續任務：學生必須依序完成任務 ，每一週會釋放一個新任務

（ P22 為連續任務時程）
n 連續任務中，每個小任務有15~20題，包含國英數自社五科

（可見下一頁示意圖）
n 除學科任務外，另有跨領域任務組可供學生挑戰
n 活動時間：1/13-2/16（共5週）



任務示意圖

為確保學生每週都有題目可
練習︐尚未開始的任務前面
會有一個「鎖」的符號︐需
要等到指定時間到後︐才能
開始該任務

＊每一週會解鎖一個新任務︕

夏日炎炎︐除了在房間吹冷氣、吃冰棒︐
當然還要上PaGamO練習一下啊∼



2

若任務時間尚未開始︐無法點選開始任務︐
並會提示任務開始時間

任務示意圖

夏日炎炎︐除了在房間吹冷氣、吃冰棒︐
當然還要上PaGamO練習一下啊∼



國中寒假作業篇

學科任務：
七年級：國英數生史地公

八、九年級：國英數理史地公

理財入門：玉山理財小富翁

跨領域任務組

英文素養：LTTC英文小教室



寒假作業活動辦法－國中
n 以任務方式進行，七、八、九年級須完成各科四個連續任務
• 連續任務：學生必須依序完成各科的任務，每一週會釋放一個新任務

（ P22 為連續任務時程）
n 七、八、九年級皆有七科連續任務，連續任務中每個小任務有10~15題

（可見下一頁示意圖）
n 除學科任務外，另有跨領域任務組可供學生挑戰
n 活動時間：1/13-2/16（共5週）



任務示意圖

為確保學生每週都有題目可練習︐
尚未開始的任務前面會有一個
「鎖」的符號︐需要等到指定時
間到後︐才能開始該任務

＊每一週會解鎖一個新任務︕
＊國中分科後任務較多︐八、九
年級學生︐請滾動頁面往下尋找︕

七年級︓國、英、數、生、史、地、公
八、九年級︓國、英、數、理、史、地、公

暑

暑

夏日炎炎︐除了在房間吹冷氣、吃冰棒︐
當然還要上PaGamO練習一下啊∼



日期 1/13~1/19 1/20~1/26 1/27~2/2 2/3~2/9 2/10~2/16

跨領域任務

[首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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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時程

為
﹁
連
續
任
務
包
﹂

學
科
寒
假
作
業
包



3.  PaGamO寒假作業遊戲方式

3.1 OpenID登入方式

影片教學︓



搜尋PaGamO︐或輸入網址
pagamo.org︐進入課程大廳

點選「註冊/登入」按鈕

http://pagamo.org/


點選 OpenID登入按鈕



可使用教育部雲端帳號
或各縣市openid登入

教育部
雲端帳號

各縣市
openid



使用教育部雲端帳號登入︕



1. 輸入雲端帳號
2. 點選「確定」

1

2 1
2

abcdtest

1. 輸入密碼
2. 點選「登入」

轉跳回PaGamO
課程大廳

即完成登入流程

教育部雲端帳號登入



使用各縣市Open ID登入︕



點選
「使用縣市帳號登入」 點選您任教或就學的縣市

各縣市openid登入



點選「同意授權」輸入所需的欄位資訊後︐按下登入
P.S.各縣市需填寫的欄位有所差異︐上圖為彰化縣示意圖

各縣市openid登入



點選
「我知道了︕」

轉跳回PaGamO
課程大廳

即完成登入流程

各縣市openid登入－已有教育部雲端帳號者

沒有教育部雲端帳號者︐請看下一頁︕



點選
「好哦︕」 設定自己的教育雲端帳號

example.pagamo

各縣市openid登入－沒有教育部雲端帳號者



example.pagamo

設定教育部雲端
帳號密碼與信箱 點選「同意授權」

轉跳回PaGamO
課程大廳

即完成登入流程

各縣市openid登入－沒有教育部雲端帳號者



若OpenID無法登入︐
請聯繫各縣市教育局/處聯絡窗口單位

或撥打全國OpenID小組客服電話︓
04-22220507



3.  PaGamO寒假作業遊戲方式

3.2 PaGamO遊戲方式

影片教學︓



點選「進入遊戲」



1.選擇一個角色
2.點選「確認」



1. 填寫個人資訊
2. 點選「確認」

1

2



領取每日獎勵



故事指引



選擇冒險夥伴



故事指引



選擇是否進行新手教學



點擊左側箭頭



點選「任務書」



2

夏日炎炎︐除了在房間吹冷氣、吃冰棒︐
當然還要上PaGamO練習一下啊∼

1. 選擇欲練習的任務
2. 點擊「開始任務」

1

2



1. 點選「回到自己的領土」
2. 找到自己的領土位置

1

2



1

2

1. 點選與自己領土相連的野地（海洋）
2. 點擊「攻擊」



1

2
1. 選擇正確選項
2. 點選「送出」



點選「查看詳解」



1. 無論答對或答錯︐都可查看官方詳
解及玩家詳解

2. 查看完畢︐點選右上角的「X」離開



1. 答對可獲得金幣與攻擊力
2. 點選「離開」︐繼續佔領其他土地

1

2



攻擊力不足︐野地還有22點殘餘血量︕
請再次攻擊︐清除剩下的22點血量



1

2

暑

暑

暑

暑

暑

暑

1. 重複佔領土地並答題︐直到任務內
的問題都答對︐即可看到任務完成
度答100%

2. 點選「完成任務」即可獲得虛寶︐
並完成任務︕

3. 一次只能接一個任務︐若要進行其
他任務︐請暫停當前任務︕



寒假前讓學生加入班級︐就可以在假期間
隨時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

4. 檢核學習成果（教師後台）
4.1 建立班級

影片教學︓



1. 點選「身份切換」
2. 點選「教師介面」



點選「新增班級」



1

2

1. 輸入班級名稱、座位數量
2. 點選「儲存」
P.S.座位數量要足夠讓全班同學加入︕



成功獲得新班級後︐將右上角的
班級代碼分享給學生



4.  檢核學習成果（教師後台）

4.2 邀請學生加入班級



1. 請學生進入遊戲︐並確認在正確
的課程世界

2. 點選「我的班級」

1 課程世界 2



1. 輸入「班級代碼」
2. 點擊「加入班級」

1 2



下方出現新班級︐即加入成功︕



學生加入後︐老師可點擊該班級
的圖示或名稱



學生A

學生E 學生F

學生B           學生C

學生G 學生H

學生D

即可查看學生加入的狀況



4.  檢核學習成果（教師後台）

4.3 檢核學習成果
學生開始玩寒假作業後︐
老師才看得到成績喔︕

影片教學︓



學生A

學生E 學生F

學生B           學生C

學生G 學生H

學生D

進入「教師介面」︐
點選統計分析下方的按鈕



學生A

學生B

學生C

學生F

學生E

學生D

學生C

學生A

學生B

進入統計分析各頁面︐
都可在上方切換處看到「世界作業」
此處即可看到學生各寒假任務成果︕



[首波]三年級寒假作業

進入統計分析各頁面︐
都可在上方切換處看到「世界作業」
此處即可看到學生各寒假任務成果︕



[首波]三年級寒… 三年級寒假加... 三年級寒假加... 三年級寒假加...

學生A

學生B

學生C

學生D

學生E

學生F

學生G

進入統計分析各頁面︐
都可在上方切換處看到「世界作業」
此處即可看到學生各寒假任務成果︕



若有使用上的問題︐可直接上
PaGamO YouTube頻道搜尋教學影片



教學影片



PaGamO粉絲專頁

所有活動最新消息都會發布在粉絲團︕
快來追蹤我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