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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
登入系統

1. 在網址列輸入www.myaccess.com
後即出現登入畫面。

2. 在登入畫面輸入使用者名稱
(Username)及密碼(Password)，然後
點選 Login! 進入系統歡迎頁面。
3. 閱讀此頁面的資訊, 包含使用者身
份、姓名及所屬學校，如無誤請點
選 YES, this information is
CORRECT 進入 MY Access。

修改帳號
修改帳號資料
帳號資料
1. 要更改個人密碼、email 位址等資訊請點
選主畫面螢幕右上方的Modify Account進入修
改。

2.請在適當欄位輸入欲更改的資料，後點
選Save and Exit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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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畫面功能介紹
每次登入 MY Access 系統時,都會先看到主畫面，畫面呈現的資訊包含成績快報 Snapshot Report 及留
言中心 Message Center 。 你 可透過主畫面分別再進入到寫作中心 Assignments 及我的資料匣 My
Portfolio。以下將依序介紹。

Home Page
主畫面

Assignments
寫作中心

MY Portfolio
我的資料匣

Modify Account
修改帳號資料

Snapshot Report
成績快報

Message Center
留言中心

成績快報 Snapshot Report
你可以隨時透過成績快報了解自己的寫作表現。成績快報擷取你的每週最新的作文分數，包含總分(Holistic)
及五大分項成績,然後加以平均，以圖表方式顯示成績落點。落點範圍包含待加強below proficient、熟練級
proficient與精良級 advanced。 成績快報同時呈現該週的寫作篇數。

留言中心 Message Center
留言中心位於主畫面右方，當你的指導老師對你任一篇文章提供評語時，訊息中心會自動刋登一則訊
息，提醒你去閱讀評語。該則訊息會在您讀過評語後從訊息中心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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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中心 Assignments
在寫作中心內，你可以瀏覽題目說明、開始一篇新的作文、繼續之前未完成的文章，或是重新改寫做過的題
目。

1. 如果你參與一個以上的寫作班級，可以
透過點選班級名稱讓螢幕只顯示該班級
內的題目。

2. 每道題目都有其對應的題目狀態
(status)、寫作篇數編號 (Submission
#)、剩餘練習次數 (Submission
Remaining) 、繳交期限(Date Due)及班
級名稱 (Assign To) 。

3. 點選任一題目名稱即可預覽該題目
之說明。
開始進行寫作 Completing a Writing Assignment
請依照下列步驟, 開始你在 MY Access 裏的寫作

1. 選定你要寫的題目，然後按題目旁的Start.
此時會出現一個確認方塊，詢問是否要開
始，請按Ok 以確認。若是要繼續上次寫到
一半的題目,或重新練習寫過的題目,請按題
Resume。

2. 進入寫作空間後,會看到上下二個白色視
窗，上視窗負責顯示題目說明及系統回
饋，下視窗為寫作打字區。
3. 文章完成時請按Submit Essay送出評分。

4. 要儲存目前的進度，以便下次從現有段落繼
續寫作，請按 Save & Finish Later。
5. 要列印文章,請按Print。
6. Undo Changes:回復功能-將文章回復至你在
較早時撰寫的內容，MY Access 每隔2.5分
鐘會自動儲存一次你的文章。因此你可以點
選Save Back，然後挑選你要回復的版本(如
Start of this Revision, autosave 1, 2…等,參下
圖)，即可流覽或回復至較早的文章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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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輔助工具USING
THE TOOLS
寫作輔助工具
寫作空間裏有一系列協助學生的輔助工具

寫作家教



寫作家教在學生文章進行時，依下列五大
項給予建議
1. Focus(主題)
2. Organization(組織)
3. Development(內容發展)
4. Language Use(文字使用)
5. Mechanics & Conventions(寫作技巧
及慣用語法)



.

文法修正器

文法修正器是一個多功能的文章校正工
具，它能在分析文章內容後指出並更正寫
作者所犯的錯誤， 包含文法、技巧運用、
風格、習慣用法及格式等項目，同時可以
英文、中文、西班牙文及以日文(依教師設
定)提供詳細說明及指標性的評語建議與回
饋。




Comments

老師針對前一篇文章提供的評語或建議。此按鍵選項只有在有評語時才會出現。
寫前構思工具: 點選 PREWRITE時， 會有下列工具協助你在寫作前組織文章及內容編排。
利用圖表將不同範疇的資訊整理歸類,找出其中的關連性。Venn Diagram可作為寫作前的構
思活動，協助學生在規劃寫作時,辨識寫作材料之間的異同點。
KWL Chart 的設計為提供你搜集寫作前的必要資訊，以及發展一個研究此題目的計畫。 K
表已知事實(what do we Know)， W 代表所需探求的知識 (what do we Want to find out)， 而
L 則表學到了什麼(what did we learn)。
Cluster Web 利用圖表將不同範疇的資訊整理歸類，找出其中的關連性。 網狀圖可作為寫作
前的構思活動，幫助你腦力激蕩、組織想法或規劃內容。
Focus Checklist 是一張專案式的檢查清單，內含:作者的角色(Writer’s role)，讀者( Audience)
等…，, 用來幫助學生定義出題目的焦點。
Notepad 提供學生隨時記入靈感及構思的空間，以備隨時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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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Wizard

敍述文寫前構思計畫 (詳細介紹於第頁 11 至第 13 頁) 。

Persuasive Wizard

論說文寫前構思計畫 (詳細介紹於第 13 頁至第 15 頁) 。

參考資源



Writer’s Guide 線上寫作參考書。依據寫作的五大要項提供你寫作策略、技巧及其它資訊，
作為寫作前的引導。請利用目錄裏的超連結前往你要閱讀的章節。
Writer’s Model 範例文章搜集了各個題目得分最低至最高的的範例文章供參考。
範例文章
Rubrics 得分規則係針對總分
總分及五大評分要項
得分規則
總分 五大評分要項的得分提供說明。
五大評分要項

Narrative/Persuasive
Check List

Word Bank

Parts of Speech

 REVISION PLAN

Checklist 寫作要點檢查清單列出寫作五大要項的注意事項，供學生自我檢查，以確保文章
內容的完備。點選 Checklist，
，新視窗會開啟，你可逐一勾選達成的專案。

字彙庫提供一系列與寫作相關，具不同目的功能的字表，如 Writer’s vocabulary 解釋
五大類文體的結構性辭彙…等。

提供詞性分析。

寫作計畫: 訂定/瀏覽自己所擬定用來增進寫作能力的策略。

ABC

Spell Check 拼字修正器會為你找出錯誤的拼字並提供建議拼法。
拼字修正器
Thesaurus 線上辭典提供線上生字查詢，可獲得字義、相似字、例句等資訊。另有英語及西
班牙語互譯功能。

123

字數統計功能。

將超連結加入你的文章當中。

格式工具位於中間的工具列上，你可隨時利用它們來將寫作版面個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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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讀成績報告UNDERSTANDING
如何解讀成績報告
YOUR SCORE REPORT
在點選Submit Essay 將文章送電腦評分時，你有機會做最後的檢查。點選Final Submit後，你的作文分
數及評語將在數秒內呈現，包含以直線圖呈現的作文分數，以及提供你做為未來修正改寫文章的評語。
1. 藉由直線圖可了解該篇作文在
整體 (Holistic) 以及五大要項
(Focus & Meaning, Content &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Language Use, Mechanics &
Conventions) 的表現。

2. 圖表下方的評語 (Overall 及
Revision Goals) 是電腦在分析文
章內容後所提供，做為未來修正
改寫的依據。

3. Revision Goals 的內容主要依據五
大要項做分類，並依照你最需加
強的項目先後列示.建議由上往下
閱讀。

4. 點選每一個Revision Goal，以展開
內容，獲得更多額外的寫作建
議。

5. 你可以透過Add a Revision
Plan 功能，來訂定自己的寫作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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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你的個人寫作檔案UNDERSTANDING
YOUR PORTFOLIO
認識你的個人寫作檔案
你可以在個人寫作檔案(MY
Portfolio) 內瀏覽所有己完成或進
行中的寫作紀錄，也可查看分數、
整體成績報表(Summary Report)、教
師評語 (Comments)、電腦評語(My
Tutor Feedback Report)、文法修正內
容(My Editor)。
以下介紹 My Portfolio 裡的項目:



資料篩選:
資料篩選 依分數制 (Scales, 4 或 6 分)、文章狀態(Status) 、寫作次序(Revisions)或題目/文體(Prompts or
Genre) 來選擇畫面上要顯示的紀錄。



Essay Action:

View/Print/Save 選項提供你瀏覽/列印/輸出你所勾擇的題目文章。
Summary Report 選項依所選題目以圖表方式呈現學生在的整體表現。
My Editor Report 選項提供你瀏覽所勾擇文章的文法錯誤分析。



分數: 包含總分及五大分項評分。



Status: 要瞭解 Status 欄位下不同符號的定義,請點選任一符號流覽其文字說明。



Comments: 要閱讀老師加注的評語，請點選紅色的

(藍色

,表無評語)。



Revision Plan: 撰寫或瀏覽你的寫作計畫，包含寫作目標(My Goals)、寫作策略 (Writing strategy)以及回顧檢
討(reflection)三個部分。



Scores & Feedback: 以直線圖呈現作文分數，並提供修正改寫文章的 My Tutor 評語。



Publish: 個人化你的文章版面,將你的文章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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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你的個人寫作檔案USING
如何利用你的個人寫作檔案
YOUR PORTFOLIO
分數
1. 在個人寫作檔案(MY Portfolio)裡，藍色分數代表
電腦評分，紅色則為教師評分，點選五大項評分
的任一分數可流覽文章內容。 如左圖。

2. 五大項目包含:






主題 Focus & Meaning
內容與發展 & Development
組織結構 Organization
語言使用及寫作風格 Language Use & Style
技巧及慣用語法 Mechanics & Conventions.

3. 點選 View/Print Essay 可更清楚流覽文章內容並
列印。

MY Editor Report
1. 要瀏覽 MY Editor Report 前，請在 MY Portfolio 裡勾選你
要的寫作紀錄，然後按 MY Editor Report 選項。
2. MY Editor Report 會以直線圖呈現寫作過程中所犯的錯誤
項目、次數及細項。
你還可以執行
 Generate Misspelled Word List - 列出你拼錯的字。
 View Error Details - 閱讀錯誤校正內容。
 View Roster Report - 詳細的文章紀錄資訊。

MY Tutor Report
要瀏覽某一篇文章的MY Tutor Report時，請在MY Portfolio畫面找到該筆紀錄，然後點選其對應的 Scores &
Feedback按紐，即可以閱讀MY Tutor內容，包含以直線圖呈現的作文分數，以及提供你做為未來修正改寫
文章的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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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教師評語:
教師評語 要閱讀老師加注的評語， 請在Portfolio畫面點選紅色的評語按紐
無評語)。

(若為藍色

,則表

1. 整體評語 General Comments 顯示在螢幕上半部。
2. 插入式評語 Embedded Comments 會以 comments 超連結標示於下方的文章內，點選個別
comments 超連
超連結
結可閱讀插入式評語內容。
3. 要回應老師的評語,請點選 Add New Student Comment 並輸入文字即可。若要移除請點選 Remove。
4. 你也可將教師評語加入你的 Revision Plan 寫作計劃。
寫作計劃

Revision Plan 寫作計劃
1. 要瀏覽/訂定某篇文章的 Revision Plan,請在 MY Portfolio 畫
面找到該文章紀錄，然後點選其對應的 按鈕。
2. Revision Plan 包含訂定寫作目標(My Goals) 、寫作策略
(Writing strategy)以及回顧檢討(Reflections)。
3. 按 Save All 以儲存你的寫作計畫。

隨著寫作能力的提升而進行目標或策略的修改時,我們建議仍
保留回顧檢討部份,其包含的想法、觀察及分析,可作為學習的
材料。

Writer’s Models 範例文章
Writer’s Models 範例文章依據系統的評分制提供可做為參
範例文章
考實例的學生文章。 1 至 3 分的範例為待加強之作品，4-5
分的範例為熟練級的作品， 6 分則為精良級的作品。

範例文章上方的 Commentary 將提供你更多關於評分
方式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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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述文及論說文構思精靈
述文及論說文構思精靈

Narrative & Persuasive Wizard
MY Access! 針對敍述文(Narrative)及論說文(Persuasive)提供你寫前構思的功具，用來加強你的寫作技巧，協助你完
成一篇好的文章。
Narrative Wizard 敍述文構思小幫手幫助你寫出引起讀者興趣且精彩的敍述文。藉由事先計畫寫作內容，你的文章
將會更清晰生動。跟著以下步驟,擬出文章中的角色、佈置及故事情節。

1. 在進入敍述文的寫前構思計畫後，每個畫面都會有以下專案
隨時供你選擇:
Insert – 讓你將計畫內容移至寫作打字區
Save – 儲存目前的進度
Preview – 預覽及列印現階段工作
Exit – 離開寫前構思計畫
Section List – 在不同單元中進行畫面切換
Show Me – 提供你如何使用的參考範例
Previous/Next – 前進或返回不同單元

a.
b.
c.
d.
e.
f.
g.

2. 在開始計畫前,請填入一些基本資料:
a、
b、
c、
d、
e、

作者姓名 Your Name- 你的姓名
題目 Subject– 故事的主題
讀者 Audience –寫作的對象是誰
目的 Purpose – 寫作的目的
語氣/語調
語氣 語調 Voice –文風的運用(例如: “幽默娛人”).

3. 點選 Next 正式進入寫前構思計畫!
4. 現在,讓我們來開始來計畫文章中的角色!在這個單元(Who
are your characters)，你將要決定這些角色的任務。
首先請用滑鼠點選黃色格子(藍格子上方)。
將每個角色的名字分別鍵入黃色格子內。
在下方的藍格子中，描述該角色在文章中的作用。
若在描繪角色時需要幫助，請點選左下角的 Show Me,
由系統提供你範例參考!
e. 欲清除範例內容回到原練習畫面，請再點選一次 Show
Me 即可。
f. 在完成此單元後,請點選螢幕右下方的 Next 到下一個單
元。
g. 如要返回上一個單元流覽已完成的內容,請按 Prev.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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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下來,讓我們來增加這些角色的真實感! 這個單元(Describe
your characters undefined)將引導你賦予角色生命力。
a. 請閱讀畫面上黃色格子內的文字，它們將引導你針對角
色們作進一步的描寫。
b. 在藍格子中寫上你的構想。
c. 點選螢幕左方的 Character Menu 標籤，將顯示在上一
單元你所創造命名的角色
d. 不確定要如何下筆嗎? 請按螢幕左下方的 Show Me 參考
系統提供給你的範例。
e. 在完成此單元後，請點選螢幕右下方的 Next 到下一個單
元。
f. 如要返回上一個單元流覽已完成的內容,請按 Prev.
g. 在完成此單元後，請點選螢幕右下方的 Next 到下一個單
元。
6. 在這個單元 (What is the setting?)，我們要來構想文章中的故
事發生點。運用你的感覺，來描述事件的地點。
a. 首先閱讀畫面上黃色格子內的文字，它們將引導你針
對角色們作進一步的描寫
b. 在藍格子中寫上你的構想。
c. 需要範例參考嗎? 請按螢幕左下方的 Show Me。
d. 欲清除範例內容回到原練習畫面，請再點選一次
Show Me 即可。
e. 在完成此單元後，請點選螢幕右下方的 Next 到下一
個單元。
f. 如要返回上一個單元流覽已完成的內容，請按 Prev.
7. 現在我們要著手構思故事情節了! 本單元(What is the plot?)的
內容設計將協助你創造一個有趣的故事。
a、 首先閱讀畫面上黃色格子內的文字，它們將引導你針
對角色們作進一步的描寫。
b、 請用滑鼠點選黃色格子,再以鍵盤的上下鍵來閱讀完
整內容的引導。
c、 在藍格子中寫出你的想法。
d、 不確定要如何下筆嗎? 螢幕左下方的 Show Me 可提
供你參考範例。
e、 要回到原練習畫面，請再點選一次 Show Me 即可
f、 在完成此單元後，請點選螢幕右下方的 Next 到下一
個單元。
g、 如要返回上一個單元流覽已完成的內容,請按 P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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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很棒! 我們已針對這道題目完成寫前構思了, 你可以選擇印
出這些內容。
a. 在列印前，你可藉由畫面右邊的白色按鈕來預覽所有
單元的內容，進行最後的確認。
b. 在你點選任一標有頁數(p#)按鈕時，螢幕左方的白色長
方區塊會顯示該頁的內容。
c. 點選白色按鈕右下方的 Next Page 讓你可跳至下頁
閱讀。
d. 點選白色按鈕左下方的 Previous Page 則可跳回上一
頁閱讀。
e. 要修改某一單元的內容,請按 Prev.返回。
f.

如你對內容滿意，確認可開始進行寫作，可按 Insert
將構思內容移至你的寫作空間以利用，或按黃色長框
下方的 Print 列印出你的構思內容。

論說文寫前構思計畫 (Persuasive Wizard)
1. 在你進入論說文的寫前構思計畫後,每個畫面都會有以下選項
隨時供你選擇:
a、
b、
c、
d、
e、

Save – 儲存目前的進度
Preview – 預覽及列印
Exit – 離開寫前構思練習
Show Me – 提供你如何使用的參考範例
Next/Back – 前進或返回不同單元

2、 在開始計畫前,請填入一些基本資料
:
a、 作者姓名 Your Name- 你的姓名
b、 點選 prompt 來閱讀題目說明
c、 定義主題(Subject)。思考題目所要求寫作的方向，這將
會讓你更清楚將要寫作的內容。
d、 讀者 Audience –寫作的對象是誰? 認清讀者將有助於決
定文章語調/氣的使用
e、 目的 Purpose – 寫作的目的
f、 語氣/語調 Voice –語氣/語調的使用與讀者有密切關係,此
外從何種角度切入來撰寫也是關鍵。充份地掌握 Voice,
將能使你的論說文更具說服力,同時可吸引讀者興趣。
g、 點選 Next 正式進入寫前構思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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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個單元幫助你腦力激蕩出可用于文章中的文字表達以及
組織你的想法。
a. 在 Pro (for) 欄位列出你所想到,支援主題的正面看法
或意見。
b. 在 Con (against) 欄位則請寫出反對的意見想法。
c. 在正反二面不同立場的看法列出後,重新閱讀以檢查
內容。
d. 在左側小方格勾選你認為最佳的三組 Pro (for) 及
Con (against) 理由。
e. 在完成此單元的腦力激蕩後,請點選 Next 至下個單
元。
4、 現在要開始來構思論點的內容了。首先我們從表達文章主
題的題旨(Thesis)開始。
a. 在上單元所選出的三組最佳正反理由,會出現在此單
元畫面右側的 Argument 1 到 Argument 3。
b. 再次瀏覽上述內容,然後決定你在此篇文章中要採用
支持或反對的立場。
c. 決定好立場了嗎? 請將你所持立場的題旨 (Thesis)
清楚簡潔地寫在左上方白色的字框中。稍後你可隨時
來豐富題旨句的內容。
d. 按 Next 到下一個畫面來進行 Argument 1 到 Argument 3 的理由修訂及發展更詳細的支持論述
(supporting details)。
e. 畫面左下方的小圖示是你論點發展的架構圖。從題旨(Thesis) 連接到主要的支持/反對理由(Argument
1 到 Argument 3), 而三個理由分別又連接至各自的詳細支持論述(supporting details)。

5、

首先將 Argument 1 到 Argument 3 裏的支持及反對理由修改為完整的主題句。
a.
b.
c.

Argument 1 到 Argument 3 包含了支持及反對的理由。
你的立場是什麼? 你的支持及反對理由如何表達你的立場?
在 Argument 1 的字框內,將原先支援及反對的理由內容修訂為包含正反論點一個句子。.

6、 接下來要延伸支援的論述(supporting details)
a. 如左圖,現在 Argument 1 是包含正反論點的一個句
子。
b. 依據 Argument 1, 搜集一些支援它的資訊, 例如事
實、資料、詳細資料或例證等。
c. 將上述資料填入右側 supporting details 的方框中。
d. 點選 Next 繼續完成 Argument 2 及 Argument 3 的
Supporting details. 最後按 Next 可流覽各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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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已針對此道論說文題目擬出完整的論點!
a. 利用 Back 及 Next 按紐瀏覽各單元內容,確保你的各
按紐
項論點切合題意及並且是你想傳達的。
b. 若需修改,請點選 Insert 下方的 Back 按鈕返回進
行。
c. 如你對內容滿意,確認可開始進行寫作,請按 Insert 將
構思內容移至你的寫作空間以利用。
d. 點選 Print 可列印出你的構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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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測試 Quick Check
首次使用 MY Access 系統,請點選帳號密碼欄下方的”Quick Check?”檢查您的電腦軟硬體配備是否達到使用 MY
Access 的基本需求。
若需更新軟體版本或調整設定值,請利用表格內所提供之
超連結前往下載或取得協助(如左圖)。欲返回登入畫面,請
按螢幕左上方的 Return to application。
注意: 如果你的電腦是採用 Windows Service Pack 2 (SP2),
請依下列步驟設定你的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
開啟 IE→選擇工具→網際網路選項→安全性→自定層級
→雜項→允許由指令碼啟始沒有大小或位置限制的視窗
→啟用。
資源中心 Resources
在你登入系統後,可在螢幕右上方的 Resources 找到下列協助你瞭解 MY Access 系統的檔案。

系統規格需求-繁體中文版
系統操作手冊-簡體中文版
系統操作手冊-繁體中文版

系統操作快速指南
系統操作手冊-原文版
線上寫作參考書
文學討論導引

評分規則表

16

學生手冊

常見問題
在你安裝了具有攔截彈出式視窗功能的流覽器工具列
如何避免它影響你使用 MY Access 系統進行寫作?
在你安裝了具有攔截彈出式視窗功能的流覽器工具列後
攔截彈出式視窗功能的流覽器工具列後,如何避免它影響你使用
系統進行寫作
在安裝了 Google 工具列(如下圖)後,進行網站流覽時，工具列選單中的彈出式視窗攔截器
彈出式視窗攔截器會防止新視窗自動開啟(
彈出式視窗攔截器
即
當你在 MY Access 系統內按 START 要開始寫作時,寫作新視窗會被攔截而無法開啟)。當彈出式視窗攔截器擋住一
個新視窗時，你的游標外觀會暫時變化如下： 。「彈出式視窗攔截器」按鈕會顯示這個圖示：
字，表示自從上次安裝「工具列」以來所攔截到的彈出式窗口總數。

若要讓彈出式視窗可順利打開,請按一下已攔截的按紐
若要讓彈出式視窗可順利打開 請按一下已攔截的按紐

以及一個數

, 此時此按紐外觀會變成

,該新視窗即可順利開啟
該新視窗即可順利開啟.
該新視窗即可順利開啟
若要完全停用彈出式視窗攔截器，請按工具列上的
窗攔截器」旁邊的核取方塊即可。

按紐，然後取消勾選「附屬應用程式」區內「彈出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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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SP2) 阻擋了 MY Access 開啟新視窗時。
1. 開啟 Internet Explorer 流覽器。
2. 點選功能表的[工具] ，指向 [快顯封鎖程式]，然後按 [快顯封鎖程式設定值]. 如下圖

3. 在 [要允許的網站位址] 方塊中輸入 www.gomyaccess.com,再按 [新增],然後按關閉即可。

www.gomyacc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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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如有任何使用操作上之問題或建議，請洽你的課程負責人員

或聯絡：

美商美國新美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網路教學部

Tel: 02-2706-0660 #212, 258
Email: info@summitintellimetric.com.tw
謝謝你的參與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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