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溪崑國民中學 

報告人：唐國寶 老師 

資訊科技融入創新教學 
&資訊組業務經驗分享 

時間:104.10.20 

地點:江翠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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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網 

一、資訊組業務經驗分享 

二、網界博覽會參賽經驗分享 

三、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現況及重要性 

四、溪崑創新教學經驗分享 

五、Google Classroom教學平台的運用 

六、AR擴增實境於教學運用 

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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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組業務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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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業務的熟悉(公文、行政業務的雲端化) 

2.主機的維護 

3.網路的維護 

4.班級資訊設備的維護 

5.電腦教室的維護 

6.其他資訊設備維護(平板電腦、電子白板、行動學習AP……) 

7.創新教學的推動(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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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業務的熟悉(公文、行政業務的雲端化) 

一.學校網頁: 

1.公告 

2.報修、場地預約系統…… 

二、行政、教師磁碟、學生資源 

三.Google雲端服務運用(師生運用) 

1.Gmail、群組、日曆 

2.雲端硬碟(共用、網頁) 

3.youtube(影片上傳及下載) 

4.hangouts視訊 

5.Google 表單 

6.Google Classroom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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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主機的維護 

1.學校主要主機及系統 

   網頁、DNS、DHCP、排課、健康中心系統、

其他線上系統(公文、財會、人事……) 

    自行管理 OR 托管 ? 

2.以溪崑為例:自行管理(主機+NAS) 

 單一主機  虛擬化主機  HA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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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網路的維護 

1.防火牆 

2.交換器(VLAN管理與設定) 

3.無線網路(行政、教師、教學區) 

4.線路的維護:Cat6、光纖、10G光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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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班級資訊設備的維護 

1.班級電腦 

 A.系統的安裝與派送(Conzilla,Winroll) 

  B.班級電腦的管理 

      (開放安裝軟體、一年還原一次) 

  C. italc監看畫面、放學自動關機 

2.單槍投影機、網路電話 

3.每月集合培訓資訊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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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電腦教室的維護 

1.硬體:穩壓器、電腦、廣播系統 

2.軟體:新北市教育作業系統 

3.系統還原:DRBL  

4.螢幕管理: italc 

5.教學資源共享、作業繳交: 

    網路芳鄰 

    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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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其他資訊設備的維護 
       (平板電腦、電子白板、行動學習AP……) 

1.平板電腦:保全充電櫃 

2.電子白板 

3.教室預約系統 

4.教室專人管理 

5.BYOD行動學習AP的借用 



二.網界博覽會參賽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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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製作的動機與目標  

2.製作專題的準備  

3.製作專題注意事項 

4.遭遇的問題與解決  

5.作品分享  

6.心得與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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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製作的動機與目標  

1.動機：個人在校服務的規劃，帶領學生
比賽將學校推向國際化 

2.目標：用心將專題製作完整， 

並且參加全國賽及國際賽 

*製作專題的動機要強烈 

大會網站瀏覽 
國內賽:臺灣學校網界博覽會 

國際賽:國際學校網界博覽會 

 

http://cyberfair.taiwanschoolnet.org/
http://cyberfair.taiwanschoolnet.org/
http://www.globalschoolnet.org/index.cfm
http://www.globalschoolnet.org/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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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製作專題的準備  

1.參與人員： 

   舉辦說明會，學生自願及挑學生參加， 

   任務工作的分組 
2.討論製作時間及題目：利用中午時間 
 
3.資料收集： 
 A.網站 
 B.訪問 
 C.其他資料 
 
4.感謝狀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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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題要表達的內容及想法是什麼？ 

2.專題研究報告要分段三段,網頁字體要清楚  

3.進度報告要按時填寫(每週約一~二篇) 

4.訪問時資料的準備與器材(錄音,照相,攝影)，
訪問前學生要練習 

5.注意智慧財產權,要取得授權 

6.重視學生的參與 

7.進度的掌握與完成要提早(國內賽有時會延期,
國際賽會準時)  

2-3.製作專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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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集合時間無法每天可以配合 

  建立共用網站 

   (網站內容包含公佈欄,行事曆,校外上傳空
間,大會網站,成員信箱,留言版) 

2.經費的來源 

3.資料的取得：發文與誠意，取得授權  

4.英文翻譯的問題 

5.網頁製作學習：教學網站 

6.人員的調整與工作分配的要機動性,依進度
階段調整  

 

2-4.遭遇的問題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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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作品分享  

作品連結 
2011年作品 

森羅萬象-台灣玩具博物館 
2005年作品 

探訪第一家庭~士林官邸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gsh2011/gsh6718/index.htm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gsh2011/gsh6718/index.htm
http://www.globalschoolnet.org/gsncf/winners/index.cfm?year=2005#cat5
http://www.globalschoolnet.org/gsncf/winners/index.cfm?year=2011#cat5


16 

2-6.心得與感言  

製作專題的過程中 

有驚奇,喜悅,汗水,熬夜,影響假期 

不把握一定得獎 

重視過程的收穫,不管是否得獎    

                  ~共勉之 

總統府表揚活動 

時間:94.8.10 時間:100.7.19 



三.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現況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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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訊科技融入創新教學發展現況說明 

2.台灣中小學學生人數逐年下降 

3.教育名詞 

4.21世紀關鍵能力與5C能力 

5.學習金字塔 

6.老師無法忽略的教學科技 

7.教學流程與資訊科技運用 

 



3-1資訊科技融入創新教學發展現況說明 
• 教育部的政策 

• 教育部於2013年2月7日為迎接數位化學習時代，規劃全面
性的「數位學習推動計畫」 

• 五大項目計畫：「躍升教育學術研究骨幹網路頻寬效能」、
「提升校園無線網路品質」、「整合雲端學習資源」、
「發展數位康健學校」及「推動磨課師（MOOCs)」等 

• 時代的趨勢 

• iPad「老師」掀起教室大革命，提到iPad問世僅兩年半，
卻改變了百年來的教室規則。在臺灣，第一批iPad先行者，
也正在校園中，悄悄掀起新一波學習大革命！新學習時代
來臨，全球三分之一國家，將平板引進教室教學，學生個
別學習歷程，同時被數位化記錄下來（商業周刊，2012）。 

• 葉丙成教授：台灣教育的下一步，就重建教師尊嚴開始！ 

• 商業的運用、學生的學習 (學生目前使用行動裝置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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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news.yahoo.com/%E8%91%89%E4%B8%99%E6%88%90-%E5%8F%B0%E7%81%A3%E6%95%99%E8%82%B2%E7%9A%84%E4%B8%8B%E4%B8%80%E6%AD%A5-%E5%B0%B1%E9%87%8D%E5%BB%BA%E6%95%99%E5%B8%AB%E5%B0%8A%E5%9A%B4%E9%96%8B%E5%A7%8B-030426542.html
http://blog.ckjhs.ntpc.edu.tw/ischool/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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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4年全國校長科技領導工作坊-數位學習政策(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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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4年全國校長科技領導工作坊-數位學習政策(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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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4年全國校長科技領導工作坊-數位學習政策(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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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4年全國校長科技領導工作坊-數位學習政策(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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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4年全國校長科技領導工作坊-數位學習政策(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簡報) 

教育部教育雲網站 

http://cloud.edu.tw/EduCloudWeb/wSi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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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4年全國校長科技領導工作坊-數位學習政策(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簡報) 

104年中小學推動學校 

http://mlearning.ntue.edu.tw/about/school.html
http://mlearning.ntue.edu.tw/about/scho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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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4年全國校長科技領導工作坊-數位學習政策(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簡報) 

國中小行動學習推動計畫網站 

http://mlearning.ntue.edu.tw/


• 教育部政策,學生人數的下降 

•   

• 「教育統計簡訊」(32)─未來5年(104～108學年度) 公立國中小教師人數
推估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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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統計簡訊」(32)─未來5年(104～108學年度) 公立國中小教師人數推估結果 

3-2 台灣中小學學生人數逐年下降 

公立學校未來也會有招生問題?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http://www.edu.tw/e_board/detail.aspx?Node=1075&Page=27282&wid=6635a4e8-f0de-4957-aa3e-c3b15c6e6ead&Index=1


3-3 教育名詞 

學習共同體    

學思達    

翻轉教育 

行動學習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創客   

3D列印   

擴增實境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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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認識與運用嗎？ 



3-4 21世紀關鍵能力與5C能力 

• 21世紀關鍵能力   從3R到4C：淺談21世紀能力的發展與趨勢 

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有效溝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 

團隊共創（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 

創造與創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 5C能力   如何培養5C 關鍵能力？ 呼應時代需求的高中職創新教學模式 

溝通能力 (Communication) 

團隊合作能力 (Collaboration) 

反思能力 (Critical Thinking) 

解決複雜問題能力 (Complex Problem Solving) 

創造力 (Creativity) 

28 

我們必須且培養學生具備面對未來挑戰的能力 

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InsightReportContent.php?nid=4112&lid=466
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InsightReportContent.php?nid=4112&lid=466
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InsightReportContent.php?nid=4112&lid=466
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InsightReportContent.php?nid=4112&lid=466
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InsightReportContent.php?nid=4112&lid=466
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InsightReportContent.php?nid=4112&lid=466
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InsightReportContent.php?nid=4112&lid=466
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InsightReportContent.php?nid=4112&lid=466
http://tleep.nutn.edu.tw/archives/1996
http://tleep.nutn.edu.tw/archives/1996
http://tleep.nutn.edu.tw/archives/1996
http://tleep.nutn.edu.tw/archives/1996
http://tleep.nutn.edu.tw/archives/1996


3-5 學習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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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教有效教學的真諦二 

我們還是使用講授法為主？ 

http://greeklyre13.pixnet.net/blog/post/199839706-%E5%8D%81%E4%BA%8C%E5%B9%B4%E5%9C%8B%E6%95%99%E6%9C%89%E6%95%88%E6%95%99%E5%AD%B8%E7%9A%84%E7%9C%9F%E8%AB%A6--%E4%B9%8B%E4%BA%8C


3-6 老師無法忽略的教學科技 

1.自帶設備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2.客製化學習經驗 

3.線上學習 

4.虛擬實驗室 

5.自閉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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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電子報658期 2015-03-26 

http://blog.ckjhs.ntpc.edu.tw/ischool/8808 

我們該面對及使用了 

http://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3915
http://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3915
http://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3915
http://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3915
http://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3915
http://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3915
http://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3915
http://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3915
http://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3915
http://blog.ckjhs.ntpc.edu.tw/ischool/8808


3-7 教學流程與資訊科技運用 

教學流程 
•教學課程的設計 

•教學方法 

•教學資源 

•教學活動 

•學習成效評估 

資訊科技運用 
•教學平臺：公告、作業、
留言、測驗、互動性佳，
師生容易操作，帳密要
容易記得 

•使用工具：個人電腦、
筆電、平板、電子白板、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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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對師生皆有幫助 



四.溪溪崑創新教學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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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時程及規劃 

    (有效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可行性方式) 

2.資訊及教學環境的建置 

3.創新教學團隊運作方式 

4.教學平台介紹與教學運用 

5.溪崑發展現況及未來展望 



4-1.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時程及規劃 

 97~ 98年 專科教室電子白板教學 

 99~100年 班班有電腦、老師運用電子教材教學；  
       指導學生參加國際網界博覽會比賽 

100~101年 整理學校網路、建置雲端服務環境、                      
            校園網路電話建置 

101~103年 成立溪崑雲世代教學工作坊-             
            教師從事創新教學（以英語科為主） 

103~105年 深耕溪崑雲世代教學工作坊，              
            各領域融入創新教學 

105年~    學生能運用行動載具學習(BYOD) 

106年~    國際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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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教室電子白板及IRS反饋系統
教學 

班班有網路、單槍投影機、電腦及
網路電話 

參加教育局雲世代學校評選101.11.27 成立溪崑雲世代教學工作坊團隊 

班班有電腦、老師能運用電子教材教學、 

成立溪崑雲世代教學工作坊、教師從事創新教學 



榮獲教育部102年「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

應用團隊」優勝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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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八里國中教學團隊參訪 

宜蘭縣教學創新典範學校獲獎學校參訪 

新北市崇林、三芝國中教學團隊參訪 

台北市教學創新應用團隊至本校交流 

36 經驗分享 



4-2.資訊及教學環境的建置 

1.建置教師創學教學研究室1間 

2.提供教學用iPad平板，教室3間 

3.建置前後投影機，讓學生能清楚看到教學內容 

4.建置未來學生BYOD教室3間，提供電子白板、
無線網路功能 

5.普通教室提供無線網路，BYOD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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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環境 

溪崑目前建置教學環境，已適合實施創新教學 

1.網路： 

A.教育部提升網路計畫，溪崑校園提升網路速度，新
北市教育學校對外網速100M 

B.七年級班級AP；八、九年級行動式AP 

2.雲端教室(3間有電子白板、平板電腦；3間提供電
子白板) 

3.普通教室(提供無線網路AP、BYOD) 

  學生自備載具(手機或平板)，學校提供無載具學生
使用學校載具上課) 

4.手機、平板畫面同步到電腦，傳送單槍投影機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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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科-電子白板教室 

＊資訊及教學環境的建置 

班級教室 

雲端教室(英語科) 

改建前 

改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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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雲端教室 

A13教師創新教學研究室 A11雲端教室(前) 

A11雲端教室(後) 



41 
教師於雲端教室教學 



42 教師於普通教室BYOD教學 

公    告 

班級行動無線ＡＰ 

教師平板畫面同步單槍投影 

學生自備載具學習 



４-3.創新教學團隊運作方式 

團隊運作分工合作 

人事：行政、老師、學生、家長、校外資源 

科技：網路資源、Google 雲端硬碟、通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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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人員：行政、老師，能有研習時數 

開會時間選擇：領域時間，不多占用老師休息時間 

開會地點：創新教學研究室，可以實作及討論 

資訊溝通及聯繫方式：網站、Google雲端功能、通訊軟體   

行政與教師合作及支援，一同走過困難，分享成果 

溪崑團隊運作方式-定期校內開會討論 

國文領域 社會領域 英文領域 



４-4.教學平台介紹與教學運用 

1.溪崑教學平台的運用 

   主要以無償使用的Google雲端工具及Schoology為主 

2.iPad平板上的App 

3.iBooks中的電子書 

4.網路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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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平台介紹與教學運用 

 Google雲端平台的使用 

       雲端硬碟、協作平台、Youtube、Hangouts、  
     Blogger、Classroom… 

 1 know 

 均一教育平台 

 moodle教學平台  

 edmodo 

 scho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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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Google雲端工具及Schoology 

Google classroom Schoology 



48 ＡＰＰ與教學運用 



英文繪本 

只要使用美國帳號，可以免費下載 

 

電子書兼具動畫及聲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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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ooks中的電子書 



50 學生學習成果 

參加校外英語簡報設計暨發表競賽榮獲第一名 

增進學生學習的意願及動機 (國文、公民課) 



＊教學資源與運用 

老師要一直製作教材嗎？網路上及資訊科技，
已提供很豐富的資源 

1.學校網頁/雲世代教學  

2.社會科:用數據看臺灣 
http://blog.ckjhs.ntpc.edu.tw/ischool/8856 

  中國大數據 

3.音樂科:Apple iPad 2 GarageBand Ap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OKqgGkWvU 

4.均一教學平台、學習吧learn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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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ckjhs.ntpc.edu.tw/ischool/885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OKqgGkWv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OKqgGkWvU
http://www.junyiacademy.org/
http://lms.learnmode.net/
http://lms.learnmode.net/


＊溪崑老師如何開始 

教學平台能利於教學資源分享，紀錄學生學
習歷程 

1.Google classroom、schoology 

2.創新教學相關研討會資源：雲世代教學工
作坊、資訊組雲端硬碟共用 

2.老師準備:每個月各領域創新教教學研討，
原則上排在每月第二週領域時間 

3.學生準備:七、八年級電腦課教學兩節課，
(雲端教室使用，教學平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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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ckjhs.ntpc.edu.tw/ischool
http://blog.ckjhs.ntpc.edu.tw/ischool


1.雲端教室專區(教師預約教室)普通教室上課(網路、教學平台) 

2.設備：學校提供學生自己帶來(BYOD)  

3.邀請各領域教師加入教學創新與合作，跨領域合作，未來能設
計專題式統整課程 

4.教育的思考—教學產出複製到各校，而不是只有專案學校 

5.運用無償使用的資源，以利各校推動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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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溪崑發展現況及未來展望 



1.管理學校主機、網路設備或教育局托管 

2.電腦維修 

3.行政業務雲端化，各處組分工合作，不是什麼都要
資訊組幫忙  

4.找一群有熱忱的老師，開始從事創新教學 

   (成員不拘，能好溝通，能分享，有些教育的使命感) 

5.跨校合作交流(溪崑雲世代工作坊行事曆) 

6.參考資源: 

   溪崑雲世代教學工作坊、教育部行動學習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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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資訊組長如何開始推動 

http://blog.ckjhs.ntpc.edu.tw/ischool/7696
http://blog.ckjhs.ntpc.edu.tw/ischool
http://mlearning.ntue.edu.tw/


相關網站資源 

1.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https://isp.moe.edu.tw/ 

2.教育部行動學習網站 

3.新北雲世代  http://nextschool.ntpc.edu.tw/ 

4.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Ig4IWJM0_JAlaC-G6CuOA 

5.溪崑國中雲世代教學工作坊 http://blog.ckjhs.ntpc.edu.tw/i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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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ckjhs.ntpc.edu.tw/ischool


五、 GOOGLE CLASSROOM教學
平台的運用 

56 

  1.公告 

  2.作業 

  3.評分 

  4.留言 

  5.表單、線上測驗(super quiz) 

  6.課程封存 

  7.平板、手機運用--行動學習 



六、AR擴增實境於教學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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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atomy4D (健康) 

2.Quiver          (生物、地科、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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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今日您為教育努力付出 

        明日您將因付出而受惠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Q & A 
 

謝謝您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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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溪崑國中資訊組長 

                 唐國寶  

電話:(02)26869727~206   

Mail:  206@ckjhs.ntp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