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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首頁  

(http://gramisland.gram1980.com/E-Learning/index) 

 

○1  Home：回首頁（即本頁面）。 

○2  Game Manual：Gram Island (Web 版)說明書。 

○3  Web Manual：後台說明書。 

○4  Sign Up：進入註冊頁面。 

○5  Log In：顯示登入頁面。 

2.註冊帳號 (*表示必填)  

(路徑：[系統首頁] > Banner [Sign Up]) 

 

○1  *Email：輸入使用者信箱，@前有大小寫區別（同信箱不可重複申請）。 

○2  *Password：設定使用者密碼。 

○3  *Password Confirm：再次輸入使用者密碼。 

○4  *Name：設定使用者中文名稱。 

○5  *English Name：設定使用者英文名稱。 

○6  *Sort：選擇申請者的身分 (業主 / 老師 / 家長 / 學生)。 

○7  Birthday：設定使用者生日日期(西元年)。 

○8  *Branch：選擇此帳號之校區。身分選擇家長、學生者無此欄位。 

○9  Send：按下後送出表單完成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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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統登入  

(路徑：[系統首頁] > Banner [Log In]) 

 

○1  Email：輸入使用者信箱。 

○2  Password：輸入使用者密碼。 

○3  Login：按下後以登入系統。 

○4  Forget password：忘記密碼時，進入此連結輸入信箱，收取驗證信重新設

定。 

 

 

4.常見問題(Q&A)  

(路徑：Gram Island 登入頁右下方 [Q & A] ) 

 

○1  使用說明書：選擇使用之 Gram Island 平台，開啟說明書 PDF 分頁。 

○2  忘記密碼 / 註冊驗證信：供忘記密碼或未收到註冊信時使用，「忘記密碼」、

「註冊」驗證信為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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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忘記密碼 

(路徑：Gram Island 登入頁右下方 [Q & A] ) 

 

○1  信件選擇：點選「忘記密碼」選項。 

○2  Email：輸入註冊時之 Email 帳號。 

○3  Send：送出後即顯示結果。 

   a.成功：至信箱收取驗證信。 

 b.失敗：輸入之信箱未申請過帳號，或輸入錯誤信箱。 

a.                                b. 

 

4-1.2.收取「忘記密碼」驗證信 

(路徑：申請帳號之信箱) 

 

○1  信箱收到標題為「格蘭英語 E-Learning 忘記密碼驗證信」的信件。 

○2  點擊驗證連結後，進入重設密碼頁面，完成密碼重設（連結於 48 小時後或

重新設定密碼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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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密碼重新設定 

(路徑：從「忘記密碼」信件中的連結自動導向) 

 

○1  Email：由連結自動顯示使用者信箱（無法手動輸入或更改）。 

○2  New Password：輸入使用者新密碼。 

○3  New Password Confirm：再次輸入使用者新密碼。 

○4  Send：送出後出現下方的 a.畫面，即完成密碼重新設定。 

               a.                                  b. 

  

4-2.1.重寄註冊驗證信 

(路徑：Gram Island 登入頁右下方 [Q & A] ) 

 

○1  信件選擇：點選「註冊驗證信」選項。 

○2  Email：輸入註冊時之 Email 帳號。 

○3  Send：送出後即顯示結果。 

   a.成功：至信箱收取驗證信（下方左圖）。 

 b.失敗：輸入之信箱未申請過帳號，或輸入錯誤信箱（下方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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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收取註冊驗證信 

 

○1  開啟信箱收到「E-Learning 信箱驗證信」的信件。 

○2  點擊驗證連結，進入顯示「完成驗證」頁面，帳號於申請後 24 小時內未驗

證，將由系統自動刪除，需前往申請頁面重新註冊。 

 

 

5-1.學生頁面 

(路徑：[系統首頁] > Banner [Log In] > 登入學生帳號) 

 

○1  Series：選擇課本級別（分為 PA ~ P6 共 8 個等級），即學生起始頁面。 

○2  Edit：編輯使用者個人帳戶資料。（詳細說明，見說明書 9 編輯頁面） 

○3  Log Out：使用者登出系統。 

○4  Choose a Series：即○1 Series 的畫面，有 PA ~ P6 共 8 個課本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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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選擇教材  

(路徑：[系統首頁] > Banner [Log In] > 登入學生帳號 > 選擇課本級別) 

 

○1  Choose a Book：選擇教材課本  

[PA ~ P6 各級數可選擇教材分別如下] 

PA：1. ABC with phonics  2. Twinkle with phonics Vowels  3. David's world 

PB：1. Let's speak out  2. Twinkle with phonics Consonants 

P1 ~ P6：1. Jeopardy  2. Question Bank 

5-3.學生學習紀錄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學生帳號 > 選擇級別 > 選擇教材) 

 

○1  Level：遊戲的關卡編號。 

○2  Time：完成關卡花費時間（秒）。 

○3  Result：闖關結果，Pass 為通過，Fail 表示未闖關，或未在指定時間內完成。 

○4  Growth Record：各關卡的闖關紀錄按鈕。 

○5  ：可檢視關卡的闖關紀錄（如○6  Growth Record Chart）。 

○6  Growth Record Chart：學生此關卡的闖關記錄，藍色為 Pass，紅色為 Fail。 

○7  Chart Menu：可選擇 1.全螢幕顯示 2.列印圖表 3.下載圖檔（PNG 或 JPEG） 

4. PDF 檔 5. 向量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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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家長頁面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家長帳號) 

 

○1  Kid List：此家長的孩童列表，即家長起始頁面。 

○2  Edit：編輯使用者個人帳戶資料。（詳細說明，見說明書 9 編輯頁面） 

○3  Log Out：使用者登出系統。 

○4  Add a Kid：新增孩童至列表，家長可用學生的信箱加入，並檢視其軟體使用

狀況。 

 

6-2 加入學生帳號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家長帳號) 

 

○1  Add a Kid：新增學生至孩童列表，按下後跳出中間白色視窗。 

○2  Email：填入欲加入的學生 Email 帳號。 

○3  Add：完成加入學生帳號。*學生帳號必須完成註冊，並已序號開通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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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檢視紀錄與刪除學生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家長帳號) 

 

○1  學生紀錄：中文名稱 / 英文名稱 / 遊戲進度(課本) / 遊戲進度(關卡)。點擊 

 後進入學生頁面，可檢視遊戲狀況。使用方法同 5-1 學生頁面。 

 若遊戲進度顯示為 none，表示學生尚無遊戲紀錄。 

○2  Delete：從孩童列表刪除該學生，按下後跳出提示框如○3 。 

○3  刪除確認框：使用者二次確認是否刪除，避免誤刪。 

○4  確認刪除：按下後完成刪除動作。 

○5  取消：取消刪除學生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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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教師頁面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教師帳號) 

 

○1  Class List：班級列表，可檢視所有班級簡介。 

○2  Edit：編輯使用者個人帳戶資料。（詳細說明，見說明書 9 編輯頁面） 

○3  Log Out：使用者登出系統。 

○4  Add：新增班級至列表。 

○5  期間選擇：可選擇顯示指定期間內（如選項）所開設之班級。 

○6  班級簡介：班級名稱 / 校區 / 學生人數 / 開班時間 / 備註。 

7-2.新增班級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教師帳號 > [Add]) 

 

○1  *Title：顯示的班級名稱。 

○2  P.S.：自訂備註內容，建立班級後即無法修改。 

○3  *School：選擇校區類別 (直聯營、加盟、展業)，即可看到校區選單。 

○4  *Branch：選擇校區，若無法找到校區名稱，或名稱有誤，請向總部洽詢。 

○5  Send：送出班級設定，回到班級列表，新建之班級將出現於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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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班級資料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教師帳號 > [Class] 選擇班級) 

 

○1  班級名稱：班級名稱及分校名稱。 

○2  班級資訊鈕：按下後出現「Class Info」視窗如下圖，內容如下：○1 班級名

稱、○2 備註、○3 校區、○4 班級代碼、○5 老師、○6 學生人數。 

 

○3  學生列表：班級中的學生資訊，依序為 ID(序號)、Name(中文名稱)、                 

English Name(英文名稱)、Latest Progress(遊戲進度)、APP Exp. 

Date(APP 到期日)、Join Time(加入時間)。 

○4  轉班：從列表勾選學生後，點選 Transfer 轉班(詳見 7-7)。 

○4  刪除：從列表勾選學生後，點選 Delete 刪除(詳見 7-5)。 

○5  功能列表：按下後顯示功能，由上而下依序為：加入學生(詳見 7-4)、合併班

級(詳見 7-8)、編輯班級(詳見 7-6)、APP 班級總表(詳見 7-9)。 

○6  闖關紀錄：點選「完整記錄」查看學生闖關紀錄(詳見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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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新增學生至班級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教師帳號 > [Class] 選擇班級) 

 

○1 ○2  點選 [Function] > [Add Student] 開啟 Email 欄位。 

○3 在 Email 欄位中輸入學生帳號 (可一次輸入多筆，每筆 Email 獨立一行)，輸

入完畢點選 Add 鈕，會跳出下方資訊確認欄。 

資訊確認欄中的 Email 確認無誤後，點選 Confirm 完成加入；若有發現錯誤，

可點選 Cancel 取消，並至 Email 欄位修改後，重新點選 Add 加入。 

 

7-5.從班級刪除學生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教師帳號 > [Class] 選擇班級) 

 

○1  於列表勾選要刪除的學生。 

○2  點選 [Delete] 開啟確認框。 

○3  檢查確認框資訊無誤後，點選[確認]完成刪除，或點選[取消]重新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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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編輯班級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教師帳號 > [Class] 選擇班級 > [Function] > [Edit Class]) 

 

○1  *Title：編輯班級名稱。 

○2  PS：編輯班級備註文字。 

○3  Teacher：編輯班級老師。(若選擇其他老師，此班將轉移至該老師帳號中) 

○4  Send：送出資料完成編輯。 

7-7.班級學生轉班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教師帳號 > [Class] 選擇班級) 

 

○1  於列表勾選要轉班的學生。 

○2  點選[Transfer]開啟轉入班級選擇框。 

○3  從選單找到轉入班級，並按下[Select]選擇，出現下方確認框。 

 

○4  檢查確認框資訊無誤後，點選[確認]完成轉班，或點選[取消]重新操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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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合併班級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教師帳號 > [Class] 選擇班級) 

 

○1  點選 [Function] > [Add Student] 開啟合併班級選擇框。 

○2  選擇併入班級，會出現確認框，如下圖。 

 

○3  檢查確認框資訊無誤後，點選[確認]後，目前班級的所有學生即併入選擇之

班級中(目前班級保留)；若資訊有誤，可點選[取消]重新操作一次。 

 

7-9.APP 班級紀錄總表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教師帳號 > [Class] 選擇班級 > [Function] > [Record 

Chart]) 

 

○1  點選[Function] > [Record Chart]進入 APP 班級紀錄總表(如下頁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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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ries：選擇欲查詢的級別，All 為全部級數，PA~P6 為單一級數。 

○2  Choose Class：點下後顯示班級選擇框，詳見 7-9-1。 

○3  Generate PDF：點下後顯示輸出頁面，詳見 7-9-2。 

○4  Back To Class：回到班級頁面，視目前查詢的班級而定。 

○5  學生 APP 紀錄：本班級所有學生的 APP 遊戲紀錄，可點選學生名稱底下的

「詳細資訊」，查看各關卡紀錄資訊。 

 

7-9-1.查詢指定班級的紀錄總表 

 

○1  點選[Choose Class]開啟班級選擇框。 

○2  選擇欲查詢的班級，即可進入該班級之 APP 記錄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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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輸出班級的紀錄總表 

 

○1  點選[Generate PDF]開啟輸出頁面。 

○2  於[目的地]選擇另存為 PDF，或點開選擇指定列印的印表機。 

○3  點選儲存完成輸出。(若目的地選擇印表機，按鈕會顯示為「列印」) 

7-10.個人闖關紀錄表 

 

○1  Back To Chart：回班級總表頁，以○3 查詢班級顯示之班級為準。 

○2  Back To Class：回班級頁面，以○3 查詢班級顯示之班級為準。 

○3  Class：目前查詢的班級，欲選擇其他班級，請回班級列表選擇。 

○4  Student：選擇欲查詢的學生名稱。 

○5  Series：選擇欲查詢的級別，可選 All 查詢全系列，或選擇單一級數。 

○6  Search：查詢鈕，按下後可依選擇查詢 APP 紀錄。 

○7  闖關紀錄：顯示查詢的結果，項目分別為：Level-關卡號碼、Time-闖關時間

(單位-秒)、Result-過關狀況(Pass 通過/Fail 未通過)，無紀錄之系

列不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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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業主頁面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業主帳號) 

 

○1  Account：檢視此校區的所有帳號列表。 

○2  Class：檢視此校區的所有班級列表。 

○3  Learning Map：檢視此校區的所有學生「遊戲紀錄」之連結按鈕 (列表)。 

○4  Log Out：使用者登出系統。 

8-2.校區帳號列表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業主帳號 > [Account]) 

 

○1  校區帳號列表：此校區內的所有帳號資料列（含業主、老師、家長、學生）。 

○2  Function：功能列表，按下後顯示功能，由上而下為：加入帳號(詳見 8-3)、

建立帳號(詳見 8-4)。 

○3  Delete：於帳號列表勾選帳號後，即可點選 Delete 執行刪除。 

○4  Search：搜尋表格內，任何包含「輸入於此欄位的文字」的資料列。 

○5  Edit：進入使用者的帳號資料編輯頁。（詳細說明，見說明書 9 編輯頁面） 

○6  列表頁碼：10 筆資料為一頁，Previous 顯示前一頁，Next 顯示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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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新增帳號至校區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業主帳號 > [Account]) 

 

○1  選擇[Function] > [Add Account]開啟 Email 輸入框。 

○2  在 Email 輸入框填入學生的 Email，可一次輸入多筆，每筆 Email 獨立一行，

如圖中 e.g.所示。輸入欄可透過右下方的  ，按住向下拖曳展開。 

 

8-4.業主建立他人帳號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業主帳號 > [Account] >[Create]) 

 

○1  *Email：輸入使用者信箱，作為此 EL 管理後台系統及 APP 之帳號。 

○2  *Password：設定使用者密碼。 

○3  *Password Confirm：再次輸入使用者密碼。 

○4  *Name：設定使用者中文名稱。 

○5  *English Name：設定使用者英文名稱。 

○6  *Sort：選擇使用者身分（業主/老師/家長/學生），校區綁定與業主相同。 

○7  Birthday：設定使用者出生日期(西元年)。 

○8  Send：按下後送出表單完成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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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班級列表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業主帳號 > [Class]) 

 

○1  Add：新建班級鈕，建立新班級至列表。(詳見 8-6.新建班級) 

○2  開班期間選擇：可選擇顯示指定期間內（如選項）所開設之班級。 

○3  班級簡介：班級名稱 / 備註 / 學生人數 / 班級導師 / 開班時間。 

 

8-6.新建班級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業主帳號 > [Class] > [Add]) 

 

○1  *Title：輸入新建的班級標題(名稱)。 

○2  PS：輸入班級備註訊息。 

○3  *Teacher：選擇班級老師，老師(或業主)必須加入本校區，才會出現在下拉

選單中。 

○3  Send：送出班級設定，回到班級列表，新建之班級將出現於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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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班級資料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業主帳號 > [Class] 選擇班級) 

 

○1  班級名稱：班級名稱及分校名稱。 

○2  Info：按下後出現「Class Info」視窗，顯示班級名稱、班級代號、校區、老

師、學生數、備註等訊息。 

○3  班級學生列表：班級中的學生資訊，依序為 ID(序號)、Name(中文名稱)、 

                 English Name(英文名稱)、Latest Progress(遊戲進度)、 

                 APP Exp. Date(APP 到期日)、Join Time(加入時間)。 

○4  學生轉班、刪除：從列表勾選學生後，點選 Transfer 轉班、Delete 刪除。 

○5  Function：功能列表，含加入學生、合併班級、編輯班級、APP 班級總表。 

○6  闖關紀錄：點選「完整記錄」查看學生闖關紀錄。(詳見 8-10.) 

8-8.新增學生至班級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業主帳號 > [Class] 選擇班級) 

A.利用班級代碼從 APP 加入 

 

○1  班級資訊鈕：按下後出現中間的「Class Info」視窗，列出班級資訊。 

○2  班級代碼：按下右方 Copy 即可複製，方便老師貼至通訊軟體發送給學生。

在 Gram Island 的 Menu 選擇「Join Class」選項，輸入此班級

代號後送出。成功即會加入此班級及校區帳號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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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使用 Email 加入 

 

○1  選擇[Function] > [Add Student]開啟 Email 輸入框。 

○2  於輸入框輸入學生的 Email，可一次輸入多筆，每筆 Email 獨立一行，如圖

中 e.g.所示。輸入完畢點選 Add 鈕送出，會出現資訊確認欄 (如下圖)。 

(輸入欄可透過右下方的  ，按住向下拖曳展開) 

 

○1  資訊確認欄：確認輸入的帳號資訊、加入的班級是否正確。 

○2  確認：按下後送出，出現○4 執行結果欄。 

○3  取消：若有輸入錯誤，可按下取消，於輸入欄進行修正。 

○4  執行結果欄：顯示執行成功數、失敗數、及執行結果。結果分為：Already Exist 

(已在班級中)、Not Found (查無帳號)、Identity Error (身分錯

誤，非學生)、No Serial (APP 未輸入序號)。 

○5  結果確認：關閉資訊確認欄及執行結果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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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編輯班級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業主帳號 > [Class] 選擇班級 > [Function] > [Edit]) 

 

○1  *班級名稱：編輯班級標題（名稱）。 

○2  備註：編輯班級備註訊息。 

○3  *班級老師：編輯班級老師，老師(或業主)必須加入本校區，才會出現在下拉

選單中。（編輯後，此班級將從原老師之班級列表移除，新增至

新老師之班級列表中） 

○4  送出：按 Send 送出班級設定，回到班級列表，新建之班級將出現於列表中。 

8-10.班級學生轉班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業主帳號 > [Class] 選擇班級) 

 

○1  於列表勾選要轉班的學生。 

○2  點選[Transfer]開啟轉入班級選擇框。 

○3  從選單找到轉入班級，並按下[Select]選擇，出現下方確認框。 

 

○4  檢查確認框資訊無誤後，點選[確認]完成轉班，或點選[取消]重新操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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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合併班級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業主帳號 > [Class] 選擇班級) 

 

○1  點選 [Function] > [Add Student] 開啟合併班級選擇框。 

○2  選擇併入班級，會出現確認框，如下圖。 

 

○3  檢查確認框資訊無誤後，點選[確認]後，目前班級的所有學生即併入選擇之

班級中(目前班級保留)；若資訊有誤，可點選[取消]重新操作一次。 

 

8-12.APP 班級紀錄總表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教師帳號 > [Class] 選擇班級 > [Function] > [Record 

Chart]) 

 

○1  點選[Function] > [Record Chart]進入 APP 班級紀錄總表(如下頁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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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ries：選擇欲查詢的級別，All 為全部級數，PA~P6 為單一級數。 

○2  Choose Class：點下後顯示班級選擇框，詳見 7-9-1。 

○3  Generate PDF：點下後顯示輸出頁面，詳見 7-9-2。 

○4  Back To Class：回到班級頁面，視目前查詢的班級而定。 

○5  學生 APP 紀錄：本班級所有學生的 APP 遊戲紀錄，可點選學生名稱底下的

「詳細資訊」，查看各關卡紀錄資訊。 

 

8-12-1.查詢指定班級的紀錄總表 

 

○1  點選[Choose Class]開啟班級選擇框。 

○2  選擇欲查詢的班級，即可進入該班級之 APP 記錄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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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2.輸出班級的紀錄總表 

 

○1  點選[Generate PDF]開啟輸出頁面。 

○2  於[目的地]選擇另存為 PDF，或點開選擇指定列印的印表機。 

○3  點選儲存完成輸出。(若目的地選擇印表機，按鈕會顯示為「列印」) 

8-13.個人闖關紀錄表 

 

○1  Back To Chart：回班級總表頁，以○3 查詢班級顯示之班級為準。 

○2  Back To Class：回班級頁面，以○3 查詢班級顯示之班級為準。 

○3  Class：目前查詢的班級，欲選擇其他班級，請回班級列表選擇。 

○4  Student：選擇欲查詢的學生名稱。 

○5  Series：選擇欲查詢的級別，可選 All 查詢全系列，或選擇單一級數。 

○6  Search：查詢鈕，按下後可依選擇查詢 APP 紀錄。 

○7  闖關紀錄：顯示查詢的結果，項目分別為：Level-關卡號碼、Time-闖關時間

(單位-秒)、Result-過關狀況(Pass 通過/Fail 未通過)，無紀錄之系列不顯示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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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業主帳號錯誤訊息 

 

○1  [建立帳號] 分校錯誤：此業主帳號無校區或找不到校區名稱，請聯絡總部處

理。 

○2  校區無教師帳號：校區內有業主帳號，即可建立新班級。若開班時 Teacher

欄位找不到該班級的老師名稱，請先至[Account]頁面將班

級老師的帳號加入校區即可（詳見 8-3.新增帳號至校區）。 

9.編輯頁面 

(學生/家長/老師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業主帳號 > Banner [Edit]) 

(業主 路徑：[系統首頁] > [Log In] > 登入業主帳號 > [Account] > 帳號最末欄 [Edit]) 

 

○1  *Email：使用者信箱不可修改。 

○2  *Password：修改使用者密碼。(*若不修改密碼，請留白) 

○3  *Password Confirm：再次輸入使用者密碼。(*若不修改密碼，請留白) 

○4  *Name：修改使用者中文名稱。 

○5  *English Name：修改使用者英文名稱。 

○6  Sort：使用者的身分，僅業主身分之人員可編輯。 

○7  修改身分：編輯帳號之使用者身分（含校區學生、家長、老師、業主），此功

能僅業主可操作。（受變更之帳號，登入後頁面會受影響，請確認再操作） 

○8  Birthday：修改使用者生日日期(西元年)。 

○9  Send：按下後送出表單完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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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am Island APP 與 E-Learning 管理後台 簡易說明表 

功能 

身分 
申請帳號*1 

是否能登入

APP 
主要功能 

學生 (Student) 
冒險島 APP、 

E-Learning 後台 
○ 查詢遊戲紀錄 

家長  (Parent) E-Learning 後台 ╳ 
加入孩童帳號 

查詢遊戲紀錄 

教師 (Teacher) E-Learning 後台 ○ 
1.建立、管理班級*2 

2.查詢學生遊戲紀錄 

業主  (Leader) E-Learning 後台 ╳ 

1.建立、管理校區帳號*3 

2.建立、管理校區班級*4 

3.查詢校區學生遊戲紀錄 

 

註解說明： 

*1.APP 申請的帳號皆為「學生」身分，需申請其他身分之使用者，請至後台

http://gramisland.gram1980.com/E-Learning/signup 申請。 

*2.老師建立班級後，可將班級代碼(ClassCode)提供給學生，讓學生使用 APP

中 Join Class 功能加入班級；亦可利用學生 Email 帳號加入班級。 

*3.業主管理校區帳號功能，可以編輯該校區學生、家長、老師之帳號資訊，亦

可變更該帳號之身分。(受變更之帳號，登入後頁面會受影響，請確認再操作) 

*4.業主建立班級後，可開班級、編輯班級資訊、加入學生等，班級老師可選擇

「教師」、「業主」身分之使用者。 

http://gramisland.gram1980.com/E-Learning/sign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