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精進教學成果報告 

臺北市百齡高級中學 

【行動樂學趣‧創藝正風行】 
  

～『齡園電子書包課程 
行動學習進階方案』執行成果 
 

104-105年 
精進課程 
及教學資訊專案 



1.各年級學生及班級數總人數:  2016  人／總班級數   66   班 
     
      (國中:1134/42   高中:882/24) 
 

【資訊設備現況分析】 

年  級 人數／班級數 年  級 人數／班級數 年  級 人數／班級數 

七年級    347 ／14 八年級 377／14 九年級 410／14 

高一 293／8 高二 268／8 高三 321／8 



各年級學生及班級數總人數:  2126  人／總班級數   66   班 
 
(一)人機比：  2016: 660  約3.05  (學生人數：教學用電腦數量) 
 
(二)單槍投影機建置率： 105:105  約1 (單槍投影機：教室或教學空間) 
 
(三)電子白板建置率： 4:105  約0.04 (電子白板：教室或教學空間) 
 
(四)實物投影機設置率： 2:105  約0.02 (實物投影機：教室或教學空間) 
 
(五)行動載具人機比： 2016:90  約22.4 (學生人數：行動載具) 
 
 

2.現有資訊相關設備比例:  

【資訊設備現況分析】 



～『齡園電子書包課程行動學習進階方案』 

【行動樂學趣‧創藝正風行】 

【計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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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願景 

• 本計劃期望協助學生學
習如何學習（Learning 
How to Learn）與老師
專業精進發展，以繼續
培育學生具備【閱讀批
判能力、探究創思能力、
團隊合作能力、藝術涵
養能力、世界接軌能力】
五校本大關鍵能力之優
質化校務經營主軸，實
踐「多元百齡、培育群
英、讓每一個孩子都成
功」的理想！。 

 

閱讀
批判 

探究
創思 

團隊
合作 

藝術
涵養 

世界
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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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高中智慧學習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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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3年~105年計劃目標分述 
 

利用精進教學計畫，充實教學設備，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環境            

              
103年： 

 
扎根（已達成) 

              104 年： 
成長（已達成) 

              
105 年： 
茁壯 

        



              

           

        

103年 扎根 

利用精進教學計畫，充實教學設備，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環境 



(1)引進行動學習之概念，推

廣鼓勵校內教師融入教學設

計。 

 

(2)成立行動學習社群，提升

本校師生行動學習素養與能

力，增加互動交流學習機會。 

 

(3)將行動學習相關資訊科技

應用於課程教學。 

 

103年度指標(扎根) (已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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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國文
科教師團隊榮
獲 104年度教
育部教學卓越
獎臺北市推薦
團隊！ 



              

           

        

              

        

104年 成長 

利用精進教學計畫，充實教學設備，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環境 



104精進教學成果報告 

       具體成果及活動相關照片 
 

（一)精進教師資訊融入領域教學
的能力並積極推廣到多個學科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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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科—唐詩知識總複習(結合moodle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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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利用Upad教學 & Classdojo協助課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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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利用Nearpod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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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利用Kahoot互動系統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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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補救教學(Pagamo互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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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認識臺灣的氣候特色(iwonder 教學互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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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領域-小小世界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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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領域--百齡BLSH植物大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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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科--阿基米德螺旋汲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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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學科—Pad 伴你 ‧ I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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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學科—Element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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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數學科—一筆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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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小尖兵培訓課程—校長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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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迄今辦理研習、分享場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日期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1 iwonder互動教學系統介紹 iwonder互動教學系統介紹 104/08/27 
校內教師 

150 

2 Apple Tv架設簡介 架設Apple Tv 104/10/06 
校內教師 

20 

3 從Ipad開始你的行動教學 ipad使用教學 104/10/20 
校內教師 

30 

4 
環境教育議題融入 
社會領域互動式教(Ipad) 

學校與社區綠色環境地圖製作 104/11/18 
校內教師 

12 

5 臺北酷課雲暨酷課師試行導入工作坊 臺北酷課雲&酷課師簡介 104/12/02 
台北市教
師 

60 

6 iwonder互動教學系統進階研習 iwonder互動教學系統進階功能 104/12/08 
校內教師 

10 

7 Iwonder 在英文課堂上的應用 英文課堂上的iwonder應用 105/01/04 
校內教師 

13 

8 Open ebook和華藝電子書圖書館研習 
Open ebook電子書製作軟體教
學 

105/01/05 
校內教師 

12 

9 
華藝電子書平台研習 

 
華藝電子書使用說明與實作 105/01/21 

校內教師 
85 

10 Apple TV使用設定與PaGamO研習 Apple TV設定與PaGamO出題 105/03/15 
校內教師 

10 

11 Ipad與數位教學-更多精采、無限可能 
Ipad教學應用 

 
105/03/29 

校內教師 
30 

12 資訊宅急便-刊物發行 分享校內同仁資訊新知 目前共五期 
校內教師 

202 



104精進教學成果報告 

Iwonder 教學互動系統介紹(初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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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Tv架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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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Ipad開始你的行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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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社區綠色環境地圖製作--環境教育議題融入社會領域互動式教學(Ipad)  



104精進教學成果報告 

臺北酷課雲暨酷課師試行導入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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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onder 教學互動系統【進階】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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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onder 在英文課堂上的應用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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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ebook製作教學和華藝電子書使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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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TV使用設定與PaGamO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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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與數位教學--更多精彩、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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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會議—無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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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成果及活動相關照片 
 

(二) 培訓齡園【高中學生磨課師】
團隊，大手簽小手，擴散典範學習
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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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生磨課師】團隊設計製作數位學習素養增能線上公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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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成果及活動相關照片 
 

（三）建置師生作品發表平臺，
鼓勵師生展現自我，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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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高中圖書館YouTube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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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數位典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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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師生電子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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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師生電子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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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師生電子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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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成果及活動相關照片 
 

（四）【師傳書香‧午餐更飄香】
--教師進班說書，並結合電子書平
臺推廣數位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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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傳書香‧午餐更飄香】—教師利用行動載具進班說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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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電子書平臺推廣數位閱讀(班級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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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成果及活動相關照片 
 

（五）將數位行動學習成果分享給社
區國中小，並支援友校行動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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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志工到小學說書(結合行動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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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志工到小學說書(結合行動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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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路連線問題 
► ►雖學校已逐步汰換老舊無線基
地臺，但因佈點仍不足，在普通
教室上課時，若每位學生都使用
平板連結網路，會有連線不易之
情況。。 
2.  教學時間不足，進度落後 
► ►教師使用平板教學時，有時會
因為學科屬性不同，而導致不同
教學成效有所差異。有些科目的
教師會覺得使用平板上課時，學
生減少演練機會，或是導致教學
時間不足，進度落後。 
3.  管理人力不足 
► ►由於教師使用行動載具的頻率
暴增，導致管理人力不足，以及
軟硬體臨時故障影響教學。 

 

面臨困境! 

              

        

? 



 
※ 學術網路頻寛不足 
► ►雖學校已逐步汰換老舊無線基地
臺，但因佈點仍不足，在普通教室
上課時，若每位學生都使用平板連
結網路，會有連線不易之情況。頻
寛忽快忽慢，造成教學困擾。 
 

面臨困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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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性逐年汰換舊設備及爭取添購新設備: 
 
一、參加競爭型計畫專案，添購相關設備： 
由學校行政帶領教學，成立團隊及社群，參
加專案計畫(如精進教學計畫、亮點計畫…..)，
添購行動載具及相關設備，以提升師生多元
學習之需求。 
 
二、改變使用模式： 
於上課時，分配學生使用之基地臺，或是將
學生進行分組，減少同時連結網路的平板，
以減緩連線不易之情況。 
 
三、增購臨時性無線基地臺。 
增購臨時性無線基地臺(少數)，教師可基動性
增加無線網點(但仍受環境限制，如有線之網
點)。 
 
 

解決策略一： 

              

        

? 



※教學時間不足，進度落後 
教師使用平板教學時，有時會因為
學科屬性不同，而導致不同教學成
效有所差異。有些科目的教師會覺
得使用平板上課時，學生減少演練
機會，或是導致教學時間不足，進
度落後。 
 

面臨困境二： 



舉辦相關研習或心得分享會 : 
 

舉辦多場資訊融入教學相關研
習或心得分享會 ，讓更多教師
學會相關技能，穿插使用到自
己的教學課堂中，並與教師討
論如何將行動載具使用在最合
適時機，而非每一堂課均使用
行動載具或其他資訊媒體，以
免流於形式。 
 
 
 

解決策略二： 

              

        

? 



※管理人力不足 

由於教師使用行動載具的頻率暴增，
導致管理人力不足，以及軟硬體臨
時故障影響教學。 
 

面臨困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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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監管軟體configurator 2管理行
動載具。 
2.規劃培訓資訊小尖兵協助老師排
除簡易的故障或安裝問題。並再多
舉辦相關的資訊研習，讓老師在使
用行動載具上課能更加得心應手。  
 

 

解決策略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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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我覺得行動學習課程讓我學得更有效果 

非常同意 

52% 

同意 

32% 

稍微同意 

12% 

稍微不同意 

2% 

非常不同意 

2% 

非常同意 同意 稍微同意 稍微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資訊融入教學問卷調查 

















              

           

        

              

        

105年 茁壯(未來展望) 

利用精進教學計畫，充實教學設備，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環境 



(1)持續修正計畫執行面、並隨時研發多元
創意。 
 
(2)檢討前兩年推行成果，規劃是否再添購
其它類型系統之行動載具；提供師生多類
型學習載具。 
 
(3)擴大校園「無所不在之學習環境」，持
續強化建構彈性、可跨教室、跨領域合作
學習的E化空間。 
 
(4)建立數位錄影之教學環境，鼓勵教師仿
效『TED』模式，發展多元媒體教學情境應
用，以提升教學成效，滿足多元學習風
格，適性培養學生能力。 
 
(5)參與校內外資源共享與經驗分享相關推
廣活動，將自製學習資源與友校交流切
磋。 

105年度指標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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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齡園綠能智慧教室方案】計畫具體推行規劃圖示 

充分提升數位學習資源中心的使用率， 
建置「齡園綠能智慧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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