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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申請智慧校園計畫專案 
『建置齡園綠能智慧教室方案計畫書』 

【智慧學習‧綠能管理】 

壹、 計畫緣起 

一、 外部情勢 

資訊科技已成為現今人類社會及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新興工具，各行各業因科技

展現不同風貌，科技素養與能力也成為本世紀特別強調的能力之一。現代資訊科技的

進步對於教育的影響從上個世紀末就成為熱門話題及研究主題，隨著網路環境的精進，

網際網路從傳統的靜態的 Web 1.0 到讀寫互動的 Web2.0，加上許多具有連結社群網絡

功能的溝通工具及教學平臺推波助瀾之下，線上課程的演進日新月異，成為另類教育

及終身學習的途徑之一。西方國家在這方面的發展較為進步，成為全球性的指標與典

範，也牽動了各國教育應用教育科技於課程與教學的發展。比方說，MIT 於 2002 年正

式分享「開放式課程（OpenCourseWare，OCW) 」，旨在分享知識及激發全球知識共享

的概念與精神，影響所及，許多國家的大學紛紛起而效之，無償地於網路上分享數位

教材供大眾學習，並且成立「開放式課程聯盟」，以整合開放學術資源。再者，這一兩

年由 Stanford 大學引領風騷，Harvard、MIT 等隨即加入推廣「大規模網路免費公開課

程（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s，MOOCs) 」，數位學習 (Digital Learning) 開始翻轉

現代人學習的模式與力量。 

科技與網路影響所及，臺北市教育局早自民國 87 年著手打造中小學的資訊化教育

和數位校園建置，為此制訂了臺北市〈資訊教育白皮書〉，並設立專責資訊部門。從 87
年起，在六年內陸續投入 50 億元來推動校園資訊環境，初期以發展及補助硬體設備，

近年則朝向「以科技精進課學與教學」，提供學校不少前瞻性的教學 e 化計畫，補助教

學 e 化建置，提升教師電腦與網路科技之資訊素養、線上學習（e-learning）、協同教學

（Collaborative Teaching）等嶄新教學知能。102 年 9 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成立「臺北

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一方面期望從根做起，轉化資訊教育由上而下行政領導模式，

成為由下而上的教師團隊「酷課師」創新模式；再則致力於發展「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的「酷課雲」，提供臺北市的學生、教師及家長各項學習服務，包括「酷課學堂、酷課

學習、酷課教室、酷課 App、及酷課校園」。104 年 7 月，數位學習教育中心辦理「酷

課雲」第一期之發表會，宣告啟動更進一步的「數位學習教育」，未來酷課雲將提供各

學習階段的多元化學習資源，協助師生課中、課後及行動中不間斷的學習互動，用更

友善有效的方式推動教學翻轉，讓翻轉教室在臺北市形成普遍性的學習模式。 

在如此脈絡下，「無所不在的學習」(ubiquitous learning)將不再是想像，而是實踐。

在此種迥異於傳統演講與演習的教學模式下，學生能運用行動載具、雲端系統，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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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高度互動和合作式樣態，在動手實作的情境中學習。透過機動性座位安排與高互動

性資訊設備的設置，教師可即時觀察並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態，藉以調整教學內容與進

度，即時追蹤評鑑並加以補救。凡此皆為本校規劃此『建置齡園綠能智慧教室方案』

計畫的初衷之一，以現代科技激發互動合作教學，在教師適切的教學設計下，透過群

組電腦教學或可移體動電腦載具方式進行探索與討論的活動。在高功能互動教學情境

及多元刺激的合作學習環境教室之基礎建設下，教師可改進以往單向傳達知識的教學

方法，思考如何利用此環境設計高互動的教學計畫，以提昇教學效果與各科教師資訊

融入教學素養；進一步達成「將學習主導權轉移至學生群組」，培養學生合作、溝通、

問題解決、及高層次思考等能力之願景。 

然而，一體兩面地，隨著資訊科技快速提昇，連帶影響全球能源大量消耗，氣候變

遷日異嚴重，發展智慧綠能及深耕校園綠能環境教育乃刻不容緩。緣此之故，本校『建

置齡園綠能智慧教室方案』以【智慧學習‧綠能管理】為宗旨，呼應當前環保議題，

扣緊學生學習主軸，規劃將原有傳統教室逐步轉型為『綠能智慧教室』，並逐年完成分

散式管理及雲端化集中控管機制，透過雲端自動控管、智慧解讀分析數據、與有效運

用智慧綠能設施進行情境體驗教育等等歷程，除能達成智慧綠能，節能減碳目標外，

更可貴的是，進一步透過學生實地操作體驗，結合適當課程設計，將能真正完成環境

教育潛移默化功效。 

綜上所述，本計畫期望建置高功能互動教學情境及多元刺激的合作學習環境，應用

數位資訊科技來輔助教師教學，透過科技改善傳統教學環境；期以科技化的教學設備、

數位化雲端化的教學內容、多元化的教學方案加上無界化的交流方式，進一步發揮教

育效益，同時協助教師掌握教學成效，與學生產生密切互動。進一步以數位方式經由

雲端記錄教學活動歷程，隨時隨地便捷統計與分析課堂評量內容，及後續建立學習歷

程資料庫。而此『建置齡園綠能智慧教室方案』由學校端發軔推廣，除可直接降低校

園能源消耗外，更進而影響社區，達到全民節能、進一步發展智慧綠能之願景。 

 

二、 內部條件 

本校以「成就每個百齡人做最好的自己」為理念；以「成為一所提供多元舞臺，激

發學生潛能，學習翻轉的智慧學校」為願景；以培育孩子成為未來世界所需要的人才

為最終目標。近年來本校教學及行政團隊兢兢業業，以學生學習為主體，提供多元的

學習環境與機會，透過豐富多彩的多元課程設計，養成學生悅納自我、尊重他人、感

恩惜福、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啟發學生多元學習方式，培育學生能熱愛生命，發揮

天賦，永續學習，創造屬於自己的生命藍圖，為成為未來的領袖、社會的菁英打下殷

實基礎。在全校的努力下，學習成果迭有佳績，迄今已獲得臺北市優質學校「學生學

習」及「行政管理」類光榮肯定；為【教育部推動閱讀績優學校（閱讀磐石學校）】及

【親子天下全國百大樂讀學校】；教師研究動能豐沛，歷年參加臺北市「教育專業創新

與行動研究」徵件均有佳績（103-104 兩年，共榮獲優選 3 件、佳作 5 件、入選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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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文教學團隊更榮獲 104 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臺北市推薦團隊】殊榮！ 

自始以來，「把握與創發孩子每一個可學習的機會」一直是本校所有教職同仁努力

的目標，在資訊融入教育方面，本校三年前即體認：「面對今日資訊爆炸時代趨勢，學

校培養學生建構知識之自學能力勢將更重於單方面知識的傳輸」。為了善用科技與當今

學子的緊密關係，本校期望打造「無所不在的學習場域」，激發學生透過行動載具，達

到處處可學習的樂學成果。102 年即著手規劃「齡園電子書包學習方案」、爭取經費以

汰換老舊設備，充實建置推動資訊融入教學所需相關軟硬體設備。103 年度本校以【行

動樂學趣‧風簷滿書香】首次通過教育局精進課程與教學資訊計畫補助，踏出活化教

育的第一哩路，師生家長皆深感振奮。為了逐年建立軟硬體系統，104-105 年以『齡園

電子書包課程行動學習進階方案』再度通過補助推動【行動樂學趣‧創藝正風行】，擴

大招攬納入各領域有志教師，打造「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教翻轉新世代樂學場域。

誠然精進課程與教學資訊計畫挹注校內資訊經費，然相對於需要汰舊換新的設備，有

限的補助離理想中的智慧教學仍有一大段距離，尤其在智慧教室闕如下，行動載具類

資訊設備亦不足，無法帶領學生進行更多元化之操作課程。學校同仁在克難的起步中

乃積極創新教學模式並研發課程，以社群的力量，尋求突破的策略。 

承上述背景，本計畫─『建置齡園綠能智慧教室方案』─期望擴大原有資訊計畫方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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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校於校長領導下，歷來皆深切關

懷「環境教育」，整合運用學校及社區整體資源與人力成立永續校園推動小組，透過現

況問題調查、校園永續營造校園理念溝通、環境教育課程、定期檢核及專家諮詢等多

元方式規劃永續校園環境方案。更積極改善學校教學環境，推動校園營造方案諸如：

申請總合治水、防災校園建置、永續校園計畫等等。軟硬體改善則包括：設置節能教

育看板及電力監控系統、持續實施節能措施及融入自然科環境教育與能源相關課程、

建置防災校園及無障礙設施等等。未來期待藉由『綠能智慧教室』進一步與教師教學

與學生學習相互結合，充分落實校園營造永續經營及環境課程教育目的。在愛護地球，

節能減碳之前提下，協助學生學習如何學習（Learning How to Learn）與老師專業精

進發展，使教學過程更活潑，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更激發學生愛校、愛環境、珍惜

自然資源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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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標 

一、 營造友善科技的教學環境 

本計畫之『綠能智慧教室』以互動教學情境體驗為核心概念，提供適於高度互動及

群組合作之未來創新學習場域，其空間應具備多樣化、智慧綠能科技等特質。內含智

慧教室新型態雲端教學模式，協助教師於授課過程中智慧化同步完成課程錄製，並同

時進行師生翻轉互動教學，營造自發、激勵性之學習氣氛。在『齡園綠能智慧教室』

中，教師可輕易簡便整合搭配應用各項 e 化教學設備，透過完善網路通訊技術，並嫻

熟運用發展數位教材、學習資源及教學方法，提供一個教學更有效率、學習更為快樂

且能培養學生更高層次能力（如：問題解決、創意發想、批判思考、共創智慧、有效

溝通等）的動態學習環境，以滿足多元學習風格，並藉此輔助對抽象能力理解差或閱

讀障礙等等學習弱勢學生，以體驗或虛擬操作的方式培養抽象概念，期能以此全面提

升學生學習成就，促使孩子樂於學習、主動學習。 

除硬體設備建置外，亦整合發展本校原有各項教學平臺，並搭配「臺北酷課雲」等

優良資源，以利靈活運用數位教材於多元科技設備中，型塑多元科技化教學應用情境，

使師生樂於應用科技協助教學與學習。 

二、 型塑智慧互動、無所不在的新世代學習模式 

藉由『綠能智慧教室』及可移動式學習載具將可不侷限於固定教室框架，從事雲端

學習，建立互動學習與評量診斷模式，翻轉課堂師生間的互動關係，真正達成「學習

無所不在」，師生透過合作探究、智慧學習及網路社群學習等方式，發掘多樣化學習體

驗和樂趣。其設計除使學生更能以實際體驗深入理解理論外，並能提供教師協同學習

環境，運用網際網路各類資訊、資源及溝通工具，透過教學平臺結合本校原有素材與

設備，發展出強調讓學生實際操作體驗、協同、即時互動的教案及教材設計，而能開

創各科教學創新的方向及作法。 

此外，搭配運用本校逐年建置擴充之「e-portfolio 數位學習歷程檔案平臺」，將使

教師更瞭解學生的學習歷程，適時調整教材教法，達到因材施教目的。在此狀態下，

學生將具有更強烈學習動機、更專注、更積極參與課堂學習活動，以提昇學習成效。

同時加入行動研究方法，搭配學前測驗、學成測驗及學後測驗，並在實驗過程中藉由

雲端診斷系統做為教學評量與分析依據。期待為臺北市「智慧校園」之『綠能智慧教

室』發展出深具特色的嶄新教學模式。 

三、 滿足各學程教學需求，培養學生自我學習能力 

因本校為完全中學，為滿足高國中師生學習需求，本案計畫建置各領域皆可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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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智慧教室』二間，規劃配置智慧教室所需之學習設備及情境空間營造，期能以

智慧學習為根基，逐步推動綠能管理下，建置符合未來教學需求之智慧教室空間，達

成強化師生互動機制，營造自發、激勵性之學習氣氛，激發學生積極學習之動機，並

縮短校內各領域學科間數位落差。 

為將學習主導權轉移至學生群組培養學生合作、溝通、問題解決、高層次思考等能

力，設置大型互動式群組討論板及應用工具，以提升群組教學及合作學習之應用成效。

另，除建立師生互動學習模式外，新世代教育將更重視自學能力培養。因此，以學習

者為中心，創造出協同合作之虛實整合的創意智慧學習環境，繼建構雲端學習基礎建

設後，逐步建立並充實本校數位教學資源，提供個人化學習空間與機會，激勵學生主

動學習與後設認知之學習策略。 

四、 樹立【智慧學習‧綠能管理】的智慧教室學習場域典範 

呼應當前環保議題並扣緊學生學習主軸，『建置齡園綠能智慧教室方案』以【智慧

學習‧綠能管理】為宗旨，規劃將原有傳統教室逐步轉型為『綠能智慧教室』，透過雲

端自動控管、智慧解讀分析數據、與有效運用智慧綠能設施進行情境體驗教育等等歷

程，除能達成智慧綠能，節能減碳目標外，更可貴的是，藉由智慧綠能管理，讓學生

由學習中自然參與，由了解綠色能源的實用性與必要性導入，進一步透過學生實地操

作體驗，結合適當課程設計，將能真正完成環境教育潛移默化功效，進而激發學生愛

校、愛環境、珍惜自然資源的情懷，將是本校規劃『綠能智慧教室』所重視的獨特創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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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實施策略與課程規劃 

一、 實施策略 

（一） 智慧學習架構 

隨著雲端服務環境興起，可應用的學習資源不斷以嶄新面貌提供創新服務。為有效

因應齡園學子未來學習之需求，本校於推動策略方面分為「強化基礎建設」、「建構延

伸學習場域」、及「智慧雲端服務」三層次陸續推動實施，本計畫將有效整合校內已有

之相關課程與教學設備，建置創新『綠能智慧教室』，發展課堂即時錄播系統、數位學

習歷程檔案、教師專業社群、學生學習社群等服務，將原有的軟硬體平臺升級整合，

讓整體教學環境更豐富活化。再搭配各項課程設計與發展，令師生透過有效有趣的互

動學習，精進教師教學校能，並深化學生學習效益。我們期許，未來能持續推動更豐

富多元數位雲端校園相關功能應用建置，為本校 e 化行動樂學推動注入源源活水。 

★百齡高中智慧學習架構圖★ 

（二） 具體實施策略 

本計畫不僅僅止於導入新科技設備，更強調導入新世代智慧學習概念，例如互動式

的情境學習、合作學習、探究式學習……等，期能促進學習的多元化，為學生、教師

及學校帶來深刻有效學習型態。為有效達成計畫目標願景，具體實施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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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工作坊」 
(1) 以學術理論基礎結合現場實作，並透過跨領域交流、合作學習、知識分享與

轉化，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共同聚焦於雲端服務如何將支援教師教學，

啟發課程設計，及提升學習成效等議題；建構合宜的「教育雲端應用及平臺

服務」、並產出相關研究結果，以為學校後續推廣應用與實施之參考依據。 
(2) 不定期辦理資訊軟硬體教學研習、發行資訊教育推廣刊物、及觀課議課分享，

鼓勵教師進一步參與校內外相關資訊研習活動。 
(3) 以種子教師為基礎，積極擴散『行動學習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影響至各領域，

持續提昇教師資訊素養及專業知能，延聘專家學者適時指導對教育科技有熱

忱教師組織專業學習社群，積極精進數位教學知能及科技領導力 

2. 豐富教學資源共享平臺，搭配校內老師教學應用管理平臺及臺北市【酷課雲】等，

發展群組及個人學習模式 
(1) 將本校教師自製各項多媒體教材數位化，典藏於數位教材媒體交流平臺，教

師可依照個人需求開放校內或校際分享使用；更提供教師備課整合、學生補

救教學或課後複習平臺，有效提升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品質。 
(2) 蒐集學生優秀作品及活動成果製成電子書，提供學生學習成果發表多元場域。

除能提升信心，更讓同儕間相互觀摩資訊能力典範展現，更能精進學生於資

訊素養與能力各方面的興趣培養與踴躍展現。 
(3) 透過網路媒介，將課程產出數位作品結合資訊科技之即時連結與互動特性，

於計畫專屬網站上與友校進行即時互動、交流，相互切磋取經，進而增進學

習成效並提升價值。  
(4) 配合十二年國教適性化教學的目標，同步發展數位學習行動補救教學平臺功

能，提供學生課後複習、補救教學，提升教學品質 

3. 建構適合各領域多元互動學習之多功能數位智慧學習教室 
(1) 以資源再利用為核心，提升學習效益為方向，建構適合各領域多元互動學習

之多功能數位智慧學習教室，並開放予所有班級預約使用。教室內將配置豐

沛教學軟、硬體設備，提供各領域進行資訊融入教學課程活動。藉由建置優

良數位教學環境，提升課程教學品質及成效。學生可透過妥善規劃之活動設

施，分組進行數位創意激發、分享討論等學習活動。 
(2) 智慧教室配合本校教學創新課程，於實施活化教學方式（如 QR Code 闖關）

時搭配如 Moodle 等教學平臺，提供師生更迅速之學習數據回饋與分析。 
(3) 建立數位錄影之教學環境，鼓勵教師仿效『MO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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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使學生樂在其中、主動學習。 
(4) 智慧教室含情境體驗功能，藉由彈性場域設計，可達成虛擬實境或擴增實境

等多元教學模式。另設置可拼拆式課桌椅搭配群組平臺資訊設備作為載具，

便利小組互動及群組教學，深化學習效益。 
(5) 持續發展師生互動與即時評量學習診斷，研發激勵學生高層次認知思考與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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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性互動模式。 

4. 建置支援遠距教學系統 
本計畫綠能智慧教室中，將建置數位影音分享之平臺與機制，以期在情境教室內

的所有教學活動皆可透過錄影分享平臺，以同步即時或非同步瀏覽補課雙軌進行

遠距教學或補救教學。未來不管是教育宣導、遠距活動、知識分享、活動記錄、

作業訓練、會議進行等，皆可利用此直播/轉播平臺的影音紀錄以提升溝通或宣導

效率，此系統也將成為學生跨校、跨區甚至跨國界的學習平臺。 

5. 持續發展 UBA 無所不在的學習 
(1) 自 103 學年度起，已有國英數自社等領域教師紛紛自發性投入設計類似闖關

學習、QR code 結合線上平臺應用……等活化教學單元教案，並於全校備課

研習日辦理校內同仁體驗分享，教師社群內引發翻轉教學思維與行動風潮，

打破教室藩籬，實現 UBA 無所不在的學習。 
(2) 未來將藉助本計劃，持續以課程創新為主軸，綠能智慧教室為活化場域，配

合行動載具，利用數位工具，設計多元數位教材及電子書，跳脫紙本教科書，

逐步革新傳統講授方式，以學生學習為核心，透過創新課程教材教法豐富教

學內容。 
(3) 利用即時記錄及回饋系統，引導學生主動探索，分析資訊，解決問題，並進

一步將知識涵化為自身寶藏。 
(4) 藉助行動學習載具搭配無線網路、情境體驗環境，打造更創新便利的多元教

育智慧學習場域。 
(5) 透過教學方式改良，逐步培養學生建構知識之自我學習成長關鍵能力；自資

訊的擷取、資訊的詮釋至反思與評鑑，進一步將知識心得涵化於自身，從而

加以創造、發表，真正將學習的責任交到學生手上。 

6. 智慧學習，綠能管理： 
(1) 教師端可透過網路『智慧節能表格』介面，掌控教室中各項節能設備與學生

間平板同步進行翻轉互動教學。諸如： 
A. 藉由『節電控制系統』，智慧控管冷氣使用方式。 
B. 藉由『智慧型電錶』，可瞭解目前電力使用狀況及可擴充整合現有校園中

央監控系統，可協助判斷教室電力狀況及納入校園電力集中控管機制 
C. 藉由『偵煙警報器及防盜紅外線偵測器』，警報器的訊號透過簡訊功能或

E-Mail 發送訊息通知相關負責人員，並可透過網路攝影機遠距查看實際狀

況，未來可搭配『校園中央監控系統』可在圖控狀態顯示上，即時顯示該

間教室發生狀態資訊，警告執班人員緊急處理現場狀況。 
D. 藉由『門禁系統』，由門窗開啟狀態來判斷及警告教室是否被入侵，並透

過回報機制主動利用簡訊或 E-Mail 通知相關負責人員，並可透過網路攝

影機遠距查看實際狀況可擴充整合校園中央監控系統於圖控狀態顯示上，

即時顯示該間教室發生狀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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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藉由『智慧節能燈控開關模組』控制燈光開啟及關閉 
F. 藉由『IR 及 RS232 控制模組』，透過 IR 學習模組，可學習各式紅外線設

備綠能搖控。 
(2) 以「綠能智慧教室」為典範場域，結合本校進行中之「永續校園計畫」、「總

合治水計畫」等，持續推展節能教育、綠能創造、實驗發想進行簡易太陽能

發電、再生水回收再利用等綠能創新課程，並融入校內各項環境教育、校園

生態教育、與能源相關課程。 

7. 配合本校其他相關業務計畫與友校所形成之策略聯盟，達成資源共享，共學共

好： 
(1) 與友校教師成長組織形成策略聯盟，進一步從事包含「共同備課」、「開放觀

課」等跨校活動交流與合作。 
(2) 將本校於推行計畫過程中之課程設計發展及實際操作歷程產出為行動研究報

告，以提供各校推行相關資訊教育專案計畫之參考；並於益教網上經驗分享。 

二、 課程內涵及教學之應用 

（一） 課程內涵與設計 

本校各項課程設計規劃皆朝向以學習者為中心；以翻轉教學為理念；以發展學生核

心能力為導向；以蘊育自主學習；強化思考表達為目標，透過持續系統化教師增能補

強之研習講座、實作工作坊，搭配 UbD 及 PBL 精進發展主題專案式課程設計，以關鍵

能力為主，轉化既有教材，著重差異化教學及補救教學，提升學習成效。另持續引進

學習共同體、BTS 及學思達等翻轉教學模式思維，再透過資訊科技輔助，提升學習興

趣，增進自主學習能力。亦透過成果發表與多元展演方式，提供思考表達機會，覓得

學習優勢。 

在此基礎下，本校資訊專案計畫初期重點先著眼於發展各科創新課程，但誠然

發展「外掛式科目 」提供教師磨練設計課程的功力，也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選擇，亦

為發展「帶得走能力」常見的路徑。但若無合理配套措施，開設課程或規劃活動難免

增加教師負擔，學生也可能因過多的成果發表疲於奔命。其實，平日的「學科學習」

應該也是培養未來所需能力的常態性場

域，所以本校也以「內建式培力」為中長

期目標，特別是透過 PLC 運作推廣「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各項軟硬體教學，讓每

個老師可以從解構、建構中將所學應用於

學科教學上，讓百齡課程與教學突破傳統

框架，更加與新世代翻轉教育趨勢發展趨

勢接軌。 
★百齡高中課程發展主軸示意圖 
以學習者為中心，著重課程發展與資訊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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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創新教學設計，做為學科學習與能力建構之橋梁，充實茁長核心素養與關鍵能力。 

 

 

 

百齡資訊專案計畫課程發展規劃採 ADDIE 模式：「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
發展(Development)、建置(Implementation)、評鑑(Evaluation)」，規劃歷程如下圖說明： 

 

 

（二） 課程內涵舉隅 

～以創新課程為主軸，綠能智慧教室為基地，配合齡園電子書包行動載具，

進行翻轉活化創新教學。 

 

A. 數學領域~百齡數人，非數不可： 

序 計劃 活動內容 班級 參與人數 

1 

【行動樂學趣】之一 

百齡數人，非數不可- 

尋寶大富翁 

1. 有別於傳統大量測驗及紙筆練

習，提供如遊戲般的評量及練

習方式，即所謂「悅趣式學習

法」，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及

培養學習興趣。 

2. 設計多個主題，內容涵蓋數學

家生平事蹟及重要的發明定

701~713 
801~813 

796  

（國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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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計劃 活動內容 班級 參與人數 

理，搭配 QR code 藏寶圖進行

尋寶活動。協助教師掌握教學

成效，與學生產生密切互動。 

3. 應用 Moodle 等數位學習平臺

進行分組討論並與同學分享心

得，紀錄並分析學習成效。 

2 

【行動樂學趣】之二 

百齡數人，非數不可- 

IQ大挑戰  

1. 利用相關數學 App，進行線上

答題 

2. 教師將整數、分數等四則運算

設計成拼圖的形式，利用大型

多點觸控螢幕，將運算後結果

相同的拼圖的組件放到正確的

位置，完成拼圖之後，學生即

可知原來的背景圖案為何，為

數學課堂增添學習樂趣 

3. 同時，亦可請學生透過行動載

具及分組觸控螢幕，合作學習

操作整數運算拼圖，教師透過

互動廣播系統，即時掌握學生

作答情況。 

4. 利用分組競賽方式，增進學生

學習動機及整數運算的速度，

並利用遊戲競賽的方式取代傳

統的紙筆考試，多元化的評

量，讓學生更愛上數學課。 

5. 搭配 Moodle平臺，可分析學習

成效。 

801~813 
101~108 

425 

（國八全年

級） 

300 

（高一全年

級） 

 

3 

【行動樂學趣】之三 
百齡數人，非數不可- 

無時無刻玩數學  

1. 利用 Vittle 等軟體錄製數學

相關主題影片上傳數位學習平

臺，讓學生能夠在離開學校後

利用自己的學號登錄，預習、

溫習或進行補救教學。並可進

行社群討論並與同學分享心

得，紀錄並分析學習成效。 

2. 使用齡園電子書包行動載具，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701~713 
801~813 

901~913 

1189 

（國七八九） 

B. 社會領域創新教學設計-地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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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計劃 活動內容 班級 參與人數 

1 
【行動樂學趣】 
創新課程-氣候圖繪製 

1. 以氣候圖繪製活動，配合齡園

電子書包行動載具，可學生對

作即時之回饋，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 

2. 搭配 Moodle平臺，可分析學習

成效。 

701~713 
371 

（國七全年

級） 

2 

【行動樂學趣】 
創新課程-地形剖面圖繪

製 

1. 以 google earth軟體繪製地形

剖面圖活動，配合學習成效測

驗齡園電子書包行動載具，可

學生對作即時之回饋，提升學

生學習興趣。 

2. 以創新課程為主軸，配合齡園

電子書包行動載具，做行動創

新之教學。 

3. 搭配 Moodle平臺，即時互動學

習，分析學習成效。 

701~713 
801~813 

901~913 

1189 

（國七八九） 

 

C. 自然領域創新教學設計-生物科： 

序 計劃 活動內容 班級 參與人數 

1 
【行動樂學趣】之一 

i自然-小小世界真奇妙 

1. 以簡易透鏡裝置，配合齡園電

子書包行動載具，組合成行動

顯微鏡，讓學生可隨時觀察並

記錄生物微觀之美，以提升學

生學習的興趣。 

2. 應用數位學習平臺進行社群討

論並與同學分享心得，並分析

學習成效。 

701~713 
371 

（國七全年

級） 

2 
【行動樂學趣】之二 

i自然-消化大拼圖 

1. 以闖關活動，使用 3D人體拼圖

配合齡園電子書包行動載具掃

描 QR code，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並提升學習效果。 

2. 搭配 Moodle平臺，可分析學習

成效。 

701~713 
371 

（國七全年

級） 

3 

【行動樂學趣】之三 
i自然-臺灣保育動物猜猜

樂 

1. 以齡園電子書包行動載具搭配

APP，以遊戲方式讓學生更了解

臺灣保育動物。 

701~713 
371 

（國七全年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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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計劃 活動內容 班級 參與人數 

2. 使用齡園電子書包行動載具，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3. 應用 Moodle 數位學習平臺進

行社群討論並與同學分享心

得，並分析學習成效。 

 
（三） 教學策略與應用 

1. 善用智慧綠能教室場域，結合酷課雲等雲端教學資源，進行課前資料檢索與搜集，

及預習相關課程內容。 

2. 設計多元主題，內容涵蓋多項整合性問題（如數學家生平事蹟及重要的發明定理、

地理地形與氣候辨識、生物使用 3D 人體拼圖……等)，搭配 QR code 進行闖關解

題活動。 

3. 學生於課後，結合雲端教育平臺進行學習成果數位化及進行師生互動討論。 

4. 於課程進行中，師生運用分組電腦或行動載具充份練習課程內容，並達成師生教

學互動、教學評量與修正學習方法，培養創意設計思考能力。 

5. 推展應用雲端教學，加強教師應用資訊能力，發展多元互動式學習評量工具。 

6. 利用分組電腦或行智慧教室之影音功能，安排適宜之課堂活動，提升學生掌握資

訊與製作媒材之能力。 

7. 建置課程相關教學內容於本校「數位閱讀雲端管理平臺」，並透過網路便利學生課

前預習與課後複習。 

8. 教師可妥善利用網路社群資源，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機會。 

9. 藉由『直錄播系統』，現場直播及錄製，包含課程內容及師生互動情形，它翻轉了

傳統教室上由教師站在講臺上對學生講述的單向知識傳輸過程，轉而讓學生來安

排自己的學習進度和節奏，教師則通過引導和解惑來發現學生自學中的問題，既

兼顧差異化教學，又保有「學習共同體」之長處。 

10. 以「綠能智慧教室」為典範場域，持續推展節能教育、綠能創造、實驗發想進行

簡易太陽能發電、再生水回收再利用等綠能創新課程，並融入校內各項環境教育、

校園生態教育、與能源相關課程。 

 

三、 【建置齡園綠能智慧教室方案】計畫具體推行規劃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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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架構與導入 

一、 智慧教室互動學習環境建置 

新世代教育趨勢下，應用數位資訊科技輔助教師的教學，透過科技改善傳統教學

環境，建立自動化的教學活動，同時協助教師掌握教學成效，與學生產生密切互動，

雖然互動不代表一定可以提升教學成效，但是師生互動才是一連串相互碰撞的過程，

老師傳達的訊息更能經由學生吸收再予以內化，建構新的認知行為。教學 e 化有助於

以數位化方式記錄教學活動過程，也更便捷統計與分析課堂評量內容，及後續建立學

習歷程資料庫。 

權衡本校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主客觀環境條件，因完全中學高國中班級數眾多，

教學資源及校舍空間捉襟見肘，領域專科教室更難新增。本計畫乃規劃整合現有及新

增設備擴充建置指標性「綠能智慧教室」行動學習中心，再規劃各學習領域教室，擴

充成「無處不在的多元教學行動學習場域」。未來將能進行多元豐富資訊教育樣態，提

升學生學習興趣及效益，厚植未來實力。 

初步預定運用現有 2 間專科教室空間，建置為「智慧學習綠能管理」教室，教室不

再是四面白牆，而是由 2-3 片雙電子白板、LCD 螢幕，進行書寫及教學展示，也可以

播放多媒體及錄影，展現電腦教材呈現、現場即時影像、模擬情境教學，達到模擬與

展示的環境。並以群組教學、獨立研究、小組討論等方式進行互動學習，有效運用在

各種教學互動情境。 

 
（一） 設計構想 

系 統  建 置          功 能 闡  述 

建置自主學習教室 
教學場域簡潔化，相關設備以「機動性」、「雲端性」為主，儘量減少不

必要之佈線（高架地板隱藏線路）。 
教室內隨處皆是學習角落 
1.團體學習區：此區適合進行「一對多」教學，透過雙電子白板進行翻

轉模式統整學習；亦可合併螢幕進行桌面延伸。而此區桌椅具機動性

，便利配合教學設計需求彈性運用。 
2.群組討論區：學生或小組(4-6 人)於舒適便利桌椅進行群組或跨群組

，以筆電或行動載具（電子書包）進行討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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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寸無線互動投

影系統 

1.分組研討畫面可即時顯示於電子白板上，教師可配合手寫系統進行說

明分析，即時分享學習。 
2.可同時顯示學生電腦螢幕的分割畫面(四分割或更多)，或單獨顯示一

組學生畫面。 
3.利用觸控功能，結合數位平臺以達互動學習效果。 
4.延伸螢幕將學習情境完整呈現在課堂中，師生可輕易融入學習情境體

驗中，學習事半功倍。 

數位資訊環控展示

系統 

1. 不需數位拍攝，實物投影可放大或立即呈現教材；廣播軟體掌握學

生第一手學習情況；環控設備便於老師操控教室內相關能源設備。 

2. 具備完整錄製功能，可將老師教學上課內容錄製成影音檔，提供作

為學生自學或進行補救教學之用。 

3. 即時動態畫面呈現，確實掌握學習節奏，呈現學習成效。 

多功能高互動性學

習區塊 

1. 學生可分組操作，並將操作過程投影於電子白板分享討論。 

2. 可依分組狀況激動調整桌椅，便於多元課程操作。 

3. 分組螢幕具多點觸控功能，操作更便利，引起學習動機。 

4. 進行多元、即時的一對一、一對多與多對多群組討論。 

5. 結合數位平臺，記錄學習歷程並提供反饋。 

 
IRS即時反饋系統 
(整合本校原設置

之教學互動系統) 

1. 學習成果即時呈現。 

2. 活化學習樣態，掌握學習歷程。 

3. 減少無謂紙張資源使用。 

觸控平板電腦 
(整合本校原設置

之行動載具) 

1. 提供分組學習及多元翻轉學習使用，桌椅具機動性，不受電源線之

空間侷限。 

2. 可透過視訊攝影機、虛擬白板等設備，達到互動教學之效。 

3. 整合本校103-105行動學習資訊教育專案之規劃，持續創新教學模

式。 

群組電腦互動 
教學系統 

1. 含教學推播、遠端管理、遠端設定、遠端命令等功能，達成師生即

時互動。 

2. 打破傳統聽說讀寫模式，翻轉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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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記錄、互

動平臺系統 
((整合本校原設置

之教學互動系統) 

1. 可將學生群組教學活動中的過程記錄下來，供查詢學生學習歷程，

建立歷程檔案，以發現學習盲點，加強補救教學及日後複習使用。 

2. 學生可透過網頁進行遠端學習，不受空間及時間限制，也能將作業

透過網路上傳。 

3. 學生可在網路上進行測驗，並獲得即時回饋，並利用系統進行補救

教學。 

4. 評量與診斷：結合學校原有學習系統，或利用教育局之酷客雲，學

生所表達的意見可被紀錄、追蹤、分析與重現，並結合雲端服務，

提供改進學習的參考與學習經驗傳承。 

教材、影音錄製 
編輯系統 

1. 設置數位影音儲存系統，包含虛擬化系統及磁碟等，可進行同步與

非同步之視訊教學、記錄學生學習歷程或數位課程錄製、後製，並

提供教學觀察與研究功能。 

2. 完整保存教師課堂教學內容，還原教學現場，提供學生課後複習使

用。 

3. 建置線上虛擬攝影棚，教室內僅需具備藍幕便可進行情境模擬體驗

教學。 

4. 便利教師將自編教材及教學活動錄製下來，供群組教師分享討論，

共備議課，達到互惠、省時之效。 

5. 推廣師生使用雲端學習平臺，完善保存並展現學生學習數位成果。 

 
（二） 【齡園綠能智慧學習教室方案】規劃平面圖 

本計畫擬集中運用補助經費改造現有 2 間專科教室空間(1)行政大樓三樓多功能教

師以及至美樓四樓「社會教室」，將原有空間建置為「綠能智慧學習教室」，教師可以

群組討論方式、配合科技及雲端設備進行教學。其中多功能教室平面配置未來可以讓

老師用兩個方式進行教學：四人一組、最多 12 組或六人一組、共 8 組。社會教室則讓

老師可善用更有彈性的桌椅組合，進行分組教學。兩間教室的平面配置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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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三樓「多功能教室」平面配置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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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三樓「多功能教室」平面配置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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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美樓四樓「社會教室」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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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慧綠能導入節能控制系統建置 

（一） 設計構想 

 
系統建置 功能闡述 

(1)投影機控制 
(2)電視控制 
(3)音響系統或擴大器 
(4)冷氣電力控制 
(5)燈光控制 
(6)風扇控制 
(7)插座控制 
(8)電動布幕控制 
(9)智慧型電表系統 
(10)電力監視系統 
(11)電力排程系統 
(12)煙霧警報系統 
(13)空氣品質監測系統 

1. 提供教室電力盤控制總開關。 

2. 提供觸控控制如投影機、冷氣系統、電視、音 響、燈

光、插座、風扇……等。 

3. 可依每星期週期性控制(控制非上課時間與自動關 

4. 閉不同的電力設備)避免不必要的電力浪費。 

5. 可依照室內溫溼度來設定冷氣停止使用條件 

6. 遠端資料收集瞭解目前教室用電狀況及分析並透過圖

控系統顯示目前狀態及記錄。收集大數據智慧 分析、

智能調控。 

7. 透過遠端關閉設備與當設備電力負載過高或是用 

8. 電量要超出契約容量時，可先依預設停電條件依續 

9. 自動停電控制。 

10. 可透過簡訊、APP、或 E-mail 進行通知 

11. 結合本校原進行中之「永續校園計畫」、「總合治水計

畫」等，透過數位平臺資料分析及課程設計，實驗雨水

回收、綠能發電，建立永續綠能校園。 

 
（二） 【齡園綠能智慧教室方案】節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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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實施期程： 

105 年度進度表 

發展項目 104

年 

11

月 

104

年 

12

月 

105

年 

1 

月 

105

年 

2 

月 

105

年 

3 

月 

105

年 

4 

月 

105

年 

5 

月 

105

年 

6 

月 

105

年 

7 

月 

105

年 

8 

月 

105

年 

9 

月 

105

年 

10

月 

105

年 

11

月 

105

年 

12

月 

自我評估與計畫修正               

資料收集與專業成長               

設備採購及環境建置               

與潛在合作對象洽談合

作模式 

              

發展跨校專題式合作學

習課程 

              

跨校專題式合作學習課

程模式試行與擴散 

              

辦理示範教學觀摩活動               

舉辦成果分享會               

檢討與回饋               

撰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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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預期效益與延伸發展 

    本計畫目的在於，透過「智慧學習模式」多元翻轉教學歷程，滿足十二年國教實施

後當前學習需求並有效提升教師教學效能。本案將設立專案計畫專屬網站，分享研究成

果與相關資訊。蒐集師生作品進行展覽分享，提供學生學習成果發表的機會，除了增加

學生的信心，更讓同學間互相觀摩各種資訊能力的表現，更能精進學生在資訊能力方面

的培養與表達方式。此外，藉由行動學習輔具之高互動教學特性，建置互動式數位教學

暨創新學習情境，進而落實「教室無疆界，學習不斷電」之新世代教育革新理念。 

一、 打造優質領先智慧學習環境 

1. 建置不局限於特定空間、隨處可發生且彈性可變通、可跨教室合作學習的智慧綠

能學習場域，發展多元互動之學習模式，促進師生教與學的翻轉交流，全面提升

本校行動學習資訊融入教學之能力 

2. 升級為高互動與高學習的教學環境，營造結合資訊科技的學習共同體。建立交流

平臺，透過對話、討論、碰撞出許多新點子，提升教學品質，達到教學的創新及

突破。 

3. 將傳統教室逐年轉型為『綠能智慧教室』，並逐年完成分散式管理及雲端化集中控

管機制，透過雲端自動化控管來達成智慧綠能節能減碳目標。 

4. 透過即時互動系統，線上共同編輯系統，無線廣播系統等軟體，達到社群合作學

習，遠距學習等功能。 

5. 將本校現有之軟、硬體及已發展完成之課程，透過新的觸控系統工具的使用，做

更有效之轉化與產出更大的效能，提供他校建置未來教室之參考。 

6. 期待藉由『綠能智慧教室』之建置，以達師生教學互動、學生學習主動、教學內

容生動以及學習歷程感動等成效。 

二、 精進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知能 

1. 運用「專業學習社群」，落實共同備課，結合「學校發展中心」發展學校校本資訊

融入活化教學特色課程。探究學生容易產生迷思的概念與協助學習方法；並運用

資訊科技策略設計多元的學習活動設計及協作發展有效的評量，以期減輕教學負

擔、提領域教學品質、厚植教師的研究能量。 

2. 經由種子教師團隊積極訓練各學科教師，達到情境體驗教學與教學平臺應用之全

面擴散。 

3. 各領域教師組成資訊設備使用與教學應用工作坊，設計相關主題課程，研討多元

創意的教學模式，實際教學過程可錄製以作為研究分析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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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更多教師有實作體驗的機會，了解綠能管理之實用性與簡易性。 

5. 藉由『綠能智慧教室』之建置，以數位化方式記錄教學活動過程，在不干擾教學

情況下完成教學觀察評量之研究，也更便捷統計與分析課堂評量內容，配合相關

量化、質化之分析，作為活化創新教學成效之觀察依據並後續建立學習歷程資料

庫。 

三、 深化學生能力及學習之效益 

1. 以學生為中心，提供便利友善之『智慧學習』場域，以持續激發學習動力與成效。

於智慧教室進行活化教學過程，讓教學不只自主是單向傳遞知識、更可雙向互動、

進而由學生進行協同學習。 

2. 活化教學課程設計充分結合資訊科技，期能增加師生互動及小組學習的機會，提

升學習興趣，讓每一位學生樂在學習、成就學習。 

3. 深化師生資訊素養，透過群組或個人操作的方式，發展「問題解決導向」模式，

由被動式聆聽課程轉為主動探索、學習及創作，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並激發創

造力，繼續學習持之以恆。 

4. 藉由實地操作體驗智慧綠能概念，讓師生由學習中自然參與，由了解綠色能源的

實用性與必要性，進而激發學生愛校、愛環境、珍惜自然資源的情懷。 

5. 透過雲端建立自動化的教學活動運作機制，即時評量及自動記錄教學活動過程，

可立即掌握學生學習情況，不僅老師可以調整教學步調，以因應每一個學生的個

別差異，並持續追蹤學生個別學習歷程，作為後續實施個別化教育，因材施教之

張本。 

6. 學生具備邏輯思考、理性判斷之解決問題的能力；能運用雲端學習，提升自我效

能；能從事合作學習，具備創新與溝通的能力。 

四、 發展融合「智慧學習」與「智慧綠能」元素之校本特色課程 

1. 配合本校持續發展之「創新課程與教學」模式，利用數位平臺結合行動載具教學

活化模式，多方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深化學習效益。 

2. 結合創新課程，彈性調整及運用教與學環境，同時兼顧教師講述、學生分組討論、

學生個別學習之目的，實現教育多元化。 

3. 藉由雲端系統的使用，累積豐富題庫，協助老師分享教學資源，可有效降低教師

備課時間、讓老師可藉由學習診斷、適時調整授課內容、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4. 由智慧綠能管理，將教學環境融入智慧綠能學習之生活感受，讓學生由學習中自

然參與，結合適當課程設計，讓環境保護與節能生活能更深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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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質性效益 

序

號 

申請階段填寫 

(請自訂) 

執行後填寫 

(自評) 

本局訪視情形 

(他評) 

1 

針對學生學習方面： 

1.活化教學過程，讓教學不只自主是單向傳遞知識、更

可雙向互動、進而由學生進行協同學習。 

2.活化教學課程之設計充分結合資訊科技，期能增加師

生互動及小組學習的機會，提升學習興趣，讓每一位

學生樂在學習、成就學習。 

3.深化學生資訊素養，透過群組或個人操作的方式，發

展「問題解決導向」模式，學生具備邏輯思考、理性

判斷之解決問題的能力。 

4.能運用雲端學習，提升自我效能；能從事合作學習，

具備創新與溝通的能力 

5.藉由實地操作體驗智慧綠能概念，讓師生由學習中自

然參與，由了解綠色能源的實用性與必要性，進而激

發學生愛校、愛環境、珍惜自然資源的情懷。 

  

2 

針對教師教學方面： 

1.運用「專業學習社群」，落實共同備課，結合「學校

發展中心」發展學校校本資訊融入活化教學特色課

程。探究學生容易產生迷思的概念與協助學習方法；

並運用資訊科技策略設計多元的學習活動設計及協

作發展有效的評量，以期減輕教學負擔、提領域教學

品質、厚植教師研究能量。 

2.由種子教師團隊積極訓練各學科教師，達到情境體驗

教學與教學平臺應用之全面擴散。 

3.各領域教師組成資訊設備使用與教學應用工作坊，設

計相關主題課程，研討多元創意的教學模式，實際教

學過程可錄製以作為研究分析之用途。 

4.藉由『綠能智慧教室』之建置，以數位化方式記錄教

學活動過程，統計與分析課堂評量內容，配合相關量

化、質化之分析，作為活化創新教學成效之觀察依據

並後續建立學習歷程資料庫 

  

3 

針對學習環境方面： 

1.營造結合資訊科技的學習共同體。建立交流平臺，透

過對話、討論、碰撞出許多新點子，提升教學品質，達

到教學的創新及突破。 

2.透過即時互動系統，線上共同編輯系統，無線廣播系

統等軟體，達到社群合作學習，遠距學習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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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本校現有之軟、硬體及已發展完成之課程，透過新

的觸控系統工具的使用，做更有效之轉化與產出更大的

效能，透過雲端自動化控管來達成智慧綠能節能減碳目

標提供他校建置未來教室之參考。 

4.105年度預計完成2間『綠能智慧教室』 

4 

發展學校校本資訊融入教學特色課程方面：  

1.配合本校原發展「創新課程與教學」模式，利用行動

載具教學，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深化學習效益。 

2.結合創新課程，彈性調整及運用教與學環境，同時兼

顧教師講述、學生分組討論、學生個別學習之目的，

實現教育多元化。 

3.藉由雲端系統使用，協助老師累積分享教學資源，可

有效降低教師備課時間、讓老師可藉由學習診斷、適

時調整授課內容、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4.由智慧綠能管理，將教學環境融入智慧綠能學習之

中，讓學生由學習中自然參與，結合適當課程設計，

讓環境保護與節能生活能更深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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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經費預算預估 

一、 工程費預估（含工程費、管理費與監造費）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5 年度經費明細表 

工程名稱：百齡高中-建置綠能智慧教室 

工  程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元)  

 總 價(元)     備  註 

建置綠能智慧教室工

程 

          

            

百齡高中四樓-直接工

程費 
      3,230,163   4F社會科教室  

            

  設備零件費       73,000    

      監控系統設備 組 6 9,500  57,000  

200 萬畫素攝影機

(含紅外線、支架及防

護幕、測試、整合、

安裝及配線)-純設備 

       VGA切換器 組 8 
       

2,000  

         

16,000  

 (含安裝及整合管線

材料)-純設備  

            

  施工費       3,157,163    

    舊有設施設備拆除運

棄 
間 1 25,903  25,903  

原有燈具風扇拆卸 

原有洗手槽拆除工

程 

    泥作拆除後，水泥粉 m2 8 460  3,680  含水泥.砂及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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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5 年度經費明細表 

工程名稱：百齡高中-建置綠能智慧教室 

工  程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元)  

 總 價(元)     備  註 

平工程 

    新設風扇及安裝定位 組 4 7,500  30,000  含配線工程 

    新設電源配線迴路 間 1 18,900  18,900  

開關箱整理及配線

整理 

新設電源迴路 8迴   

110V插座配置

2.0-30組" 

    新設崁燈含配線工程 組 85 900  76,500  含挖孔及安裝 

    新設 T5燈組含配線

工程 
組 30 800  24,000  含固定及安裝 

    舊有牆面刷漆工程 m2 50 180  9,000  含刮除舊漆 

    新作意像造型天花板 m
2
 112 630  70,560  

底為 6mm矽酸鈣板 

一級防火材 

    新作造型天花板噴漆

工程 
m
2
 112 400  44,800  

環保綠建材,一底

兩度 

    教室風格意像設計

(含布置) 
式 1 400,000  400,000  情境布置 

    教室後方面貼烤漆玻

璃 
m
2
 3 480  1,440  5mm強化 

    新作系統腰櫃 M 18 6,300  113,400  固定式矮櫥櫃 

    新設不鏽鋼門工程 m2 6 8,630  51,780  
含五金及手把、拆

除運棄 

    施作造型桌方桌(面

貼美耐 

    板) 

張 7 8,500  59,500  
120*120cm,含四支

實木桌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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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5 年度經費明細表 

工程名稱：百齡高中-建置綠能智慧教室 

工  程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元)  

 總 價(元)     備  註 

    施作造型半圓桌 張 7 6,500  45,500  
120*60cm含四支實

木桌腳 

    施作造型椅 張 42 2,500  105,000  配合現場施作 

    施作教師用主機桌 張 1 25,000  25,000  配合現場施作 

    施作主機桌旁活動桌 張 1 6,800  6,800  含四支實木桌腳 

    施作造型活動椅附桌

面 
張 1 9,800  9,800  附輪子 

    OA金屬可調式高架

地板  
m
2
 112 5,000  560,000  

50X50cm 

 面材為超耐磨地

磚 

   綠能控制與監測系統

工程 
      350,000  

  
        綠能控制與監測

系統 
組 2 8,000  16,000  

網路資料搜集器及網

路由器含安裝及線材 

        電力監測系統 組 2 30,000  60,000  
單相電力表(含電錶

箱)含安裝及線材 

        溫濕度及二氧化

碳監測系統 
組 1 20,000  20,000  

CO2*1.溫溼度監測

*1(含安裝及線材) 

        照度監測系統 組 1 8,000  8,000  日照監測 

        燈控模組系統 組 1 30,000  30,000  
燈控開關模組(含安裝

及線材) 

        捲簾控制系統 組 1 20,000  20,000  電動捲簾控制系統 

        節電控制系統 組 1 20,000  20,000  
節電系統(插卡控

制)(含安裝及線材) 

       偵煙及防盜偵測

器 
組 1 8,000  8,000  

偵煙警報器及防盜紅

外線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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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5 年度經費明細表 

工程名稱：百齡高中-建置綠能智慧教室 

工  程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元)  

 總 價(元)     備  註 

       冷氣溫控模組 組 1 8,000  8,000  
分離式冷氣控制模組

(含安裝及線材) 

       智能化圖像整合

系統 
組 1 160,000  160,000  含軟硬體介面整合 

    監控系統工程施作 式 1 70,000  70,000  

8PORT NVR主機+4T*2

顆硬碟(含整合、安裝

及配線) 

   空調系統工程  (一對

一四臺吊隱式，含施工及

安裝) 

間 1.5 151,200  226,800  

變頻冷暖埋入型(R410冷

媒)RXS60J/CDXS60D主機

定位連結(吊窗外)內機吊

裝連結配管(R410冷媒專

用銅管)3"5"控制回路及

電源連結排水修改及連結

風管工程(直接側吹,含帆

布管及 ABS出風口) 

   電動捲簾工程 m 14 8,000  112,000  
含電動馬達及打

鑿.配線及安裝 

   門禁工程 式 1 30,000  30,000  
含感應、紀錄查詢

功能 

   門窗外掛磁簧開關施

作 
式 1 20,000  20,000  含安裝、配線 

    音響系統工程 

  （含安裝及配線） 
式 1 

      

37,800  

         

37,800  

二音路喇叭 6臺 

前級數位混音器  

後級功率擴大機  

有線麥克風 SV100 

UHF無線麥克風 2

組  (雙手握式麥

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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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5 年度經費明細表 

工程名稱：百齡高中-建置綠能智慧教室 

工  程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元)  

 總 價(元)     備  註 

含安裝及管線材料 

   可單槍投式書寫白板

定製及安裝 
幅 1 

      

50,000  

         

50,000  

  8X1.3米含安裝

定位  

   網路佈線工程 點 18 2,500  
         

45,000  
  

   延伸佈線工程 組 8 
       

6,000  

         

48,000  

  VGA視頻訊號佈

線  

   矩陣訊號控制系統工

程 
組 1 

     

120,000  

        

120,000  

   KRAMER  HDMI

含施工、設定及安

裝  

   教室環控系統工程施

作 
式 1 

     

230,000  

        

230,000  

主機*1+觸控銀幕

*1,IR*8組,RS232*8組

(含安裝及整合管線材

料 

   電腦廣播控制系統工

程施作 
式 1 

     

136,000  

        

136,000  

 學生端主機*6+教

師端控制主機（含

安裝、配線）  

            

百齡高中三樓-直接工

程費 
      3,674,974   3F多功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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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5 年度經費明細表 

工程名稱：百齡高中-建置綠能智慧教室 

工  程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元)  

 總 價(元)     備  註 

  設備零件費       73,000    

     監控系統設備 臺 6 9,500  57,000  

200 萬畫素攝影機

(含紅外線、支架及防

護幕、測試、整合、

安裝及配線)-純設備 

     VGA切換器 組 8 
       

2,000  

         

16,000  

 (含安裝及整合管線

材料)-純設備  

            

  施工費       3,601,974    

    舊有設施設備拆除運

棄 
間 1 25,904  25,904  

原有燈具風扇拆卸 

原有架高木地板拆

除及垃圾清運 

    新設風扇及安裝定位 

    (含配線工程) 
組 4 7,500  30,000  含配線工程 

    新設電源配線迴路 式 1 18,900  18,900  

開關箱整理及配線

整理 

新設電源迴路 8迴   

110V插座配置

2.0-30組" 

    新設崁燈含配線工程 組 105 900  94,500  含挖孔及安裝 

    新設 T5燈組含配線

工程 
組 35 800  28,000  含固定及安裝 

    牆面刷漆工程 m2 60 180  10,800  含刮除舊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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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5 年度經費明細表 

工程名稱：百齡高中-建置綠能智慧教室 

工  程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元)  

 總 價(元)     備  註 

    新作意像造型天花板 m
2
 138 1,500  207,000  

底為 6mm矽酸鈣板 

一級防火材 

面貼實木皮 

    新作造型天花板噴漆

工程 
m
2
 138 400  55,200  

環保綠建材,一底

兩度 

    新作固定式系統腰櫃 m 22.5 6,300  141,750  固定式矮櫥櫃 

    教室風格意像設計

(含布置) 
式 1 434,760  434,760  情境布置 

    教室後方面貼烤漆玻

璃 
m
2
 4 480  1,920  5mm強化 

    新作不鏽鋼門工程 m2 8 8,630  69,040  
含五金及手把、拆

除運棄 

    施作造型桌--方桌 張 8 8,500  68,000  
120*120cm,含四支實木桌

腳 

    施作造型桌--半圓桌 張 8 6,500  52,000  
120*60cm含四支實木桌

腳 

    施作造型椅 張 48 2,500  120,000  配合現場施作 

    施作教師用主機桌 張 1 25,000  25,000  配合現場施作 

    施作主機桌旁活動桌 張 1 6,800  6,800  含四支實木桌腳 

    施作造型活動椅附桌

面 
張 1 9,800  9,800  附輪子 

    OA金屬可調式高架

地板  
m
2
 138 5,000  690,000  

50X50cm 

 面材為超耐磨地

磚 

   綠能控制與監測系統

工程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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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5 年度經費明細表 

工程名稱：百齡高中-建置綠能智慧教室 

工  程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元)  

 總 價(元)     備  註 

        綠能控制與監測

系統 
組 2 8,000  16,000  

網路資料搜集器及網

路由器含安裝及線材 

        電力監測系統 組 2 30,000  60,000  
單相電力表(含電錶

箱)含安裝及線材 

        溫濕度及二氧化

碳監測系統 
組 1 20,000  20,000  

CO2*1.溫溼度監測

*1(含安裝及線材) 

        照度監測系統 組 1 8,000  8,000  日照監測 

        燈控模組系統 組 1 30,000  30,000  
燈控開關模組(含安

裝及線材) 

        捲簾控制系統 組 1 20,000  20,000  電動捲簾控制系統 

        節電控制系統 組 1 20,000  20,000  
節電系統(插卡控

制)(含安裝及線材) 

       偵煙及防盜偵測

器 
組 1 8,000  8,000  

偵煙警報器及防盜紅

外線偵測器 

       冷氣溫控模組 組 1 8,000  8,000  
分離式冷氣控制模組

(含安裝及線材) 

       智能化圖像整合

系統 
組 1 160,000  160,000  含軟硬體介面整合 

    監控系統工程施作 組 1 70,000  70,000  

8PORT NVR主機+4T*2

顆硬碟(含整合、安裝

及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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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5 年度經費明細表 

工程名稱：百齡高中-建置綠能智慧教室 

工  程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元)  

 總 價(元)     備  註 

   空調系統工程  (一對

一四臺吊隱式，含施工及

安裝) 

間 1.5 151,200  226,800  

變頻冷暖埋入型(R410

冷媒)RXS70J/CDXS60D

主機定位連結(吊窗

外)內機吊裝連結配管

(R410 冷媒專用銅

管)3"5"控制回路及電

源連結排水修改及連

結風管工程(直接側

吹,含帆布管及 ABS 出

風口) 

   電動捲簾工程 m 18 8,000  144,000  
含電動馬達及打鑿. 

配線及安裝 

   門禁工程 式 1 30,000  30,000  
含感應、紀錄查詢功

能 

   門窗外掛磁簧開關施

作 
式 1 20,000  20,000  含安裝、配線 

    音響系統工程 

  （含安裝及配線） 
組 1 37,800  37,800  

二音路喇叭 6臺 

前級數位混音器  

後級功率擴大機  

有線麥克風 SV100 

UHF無線麥克風 2組  (雙

手握式麥克風) 

含安裝及管線材料 

   可單槍投式書寫白板

定製 

   及安裝 

幅 1 
      

50,000  

         

50,000  
 含安裝定位  

   網路佈線工程 點 20 2,5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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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5 年度經費明細表 

工程名稱：百齡高中-建置綠能智慧教室 

工  程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元)  

 總 價(元)     備  註 

   延伸佈線工程 組 8 
       

6,000  

         

48,000  
  VGA 視頻訊號佈線  

   矩陣訊號控制系統工

程 
組 1 

     

120,000  

        

120,000  

   KRAMER  HDMI含

施工、設定及安裝  

   教室環控系統工程施

作 
式 1 

     

230,000  

        

230,000  

主機*1+觸控銀幕

*1,IR*8組,RS232*8

組(含安裝及整合管

線材料) 

   電腦廣播控制系統工

程施作 
套 1 

     

136,000  

        

136,000  

 學生端主機*6+教師

端控制主機  

            

三、四樓綠能智慧教

室施工費合計 

式 1 
   

6,759,137  
  6,759,137  

 (不含設備零件

費) 

  

三、四樓綠能智慧教

室設備零件費合計 

式 1 
     

146,000  
    146,000    

工程管理費 式 1 
     

135,183  
    135,183   依施工費 2.0%提列  

委託技術服務費 式 1 
     

405,548  
    405,548  

 依施工費 6.0%提列 

固定費用 

   

三、四樓綠能智慧教室工程總經費  合計     $  7,44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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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設相關設備部份經費概算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設備明細表(資訊) 

工程名稱：百齡高中-建置綠能智慧教室 

  

項次 工   程    項     目       單位 數 量   
單價

(元)  
 總 價(元)     備  註 

  

 百齡高中四樓-綠

能智慧教室 

（資訊設備項目）  

       $ 1,233,300    

              

  一、資訊教學設備       1,122,800   

1 
  42 吋 觸控液晶顯示

器 (含支承架) 
組 7 

   

40,000  

          

280,000  
  

2 
  單槍超短焦互動投影 

(含安裝) 
臺 2 

   

94,500  

          

189,000  
  

3 
  教師用電腦組 (含

21.5吋觸控螢幕) 
組 1 

   

40,000  

           

40,000  
  

4   學生用電腦組 組 6 
   

21,000  

          

126,000  
  

5 
  無線觸控平板 (含軟

體授權) 
組 1 

   

30,000  

           

30,000  
  

6   網路攝影機 組 1 
   

98,000  

           

98,000  

 具 HDMI輸出功

能 (含收音功

能)  

7   錄播系統  套 1 
  

110,000  

          

110,000  
  

8 
  網路監控系統 (含影

像及警報) 
套 1 

  

120,000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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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攝影機操控鍵盤 套 1 
   

30,000  

           

30,000  
  

10 
  L2網路交換器 

24poer 
臺 1  

   

19,800  

           

19,800  
  

11 
  ezVision ETV-500 實

物投影機 
組 1 

   

26,000  

           

26,000  
  

12   網路儲存系統 組 1 
   

54,000  

           

54,000  
  

  二、資訊教學零組件       104,500   

13 
  無線接收器( 簡報

用) 
組 8 

    

7,500  

           

60,000  
  

14   學生端環控面板 組 6 
    

5,000  

           

30,000  
  

15 
  防盜感應紅外線設備

(含安裝、配線) 
組 1 

    

5,000  

            

5,000  
  

16   無線 AP接收器 臺 1  
    

9,500  

            

9,500  
  

  三、資訊軟體       6,000   

17   電腦系統還原軟體 套 6 
    

1,000  

            

6,000  
  

              

  

 百齡高中三樓-綠

能智慧教室（資訊設

備項目）  

       $ 1,766,700    

              

  一、資訊教學設備       1,629,200   

1 
  42 吋 觸控液晶顯示

器 (含支承架) 
組 8 

   

40,000  

          

320,000  
  

2 
  單槍超短焦互動投影 

(含安裝) 
臺 3 

   

94,500  

          

283,500  
  

3 
  教師用電腦組 (含

21.5吋觸控螢幕) 
組 1 

   

40,000  

           

40,000  
  

4   學生用電腦組 組 8 
   

21,000  

          

1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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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線觸控平板 (含軟

體授權) 
組 1 

   

30,000  

           

30,000  
  

6   網路攝影機 組 1 
   

98,000  

           

98,000  

 具 HDMI輸出功

能 (含收音功

能)  

7   錄播系統  套 1 
  

150,000  

          

150,000  
  

8 
  網路監控系統 (含影

像及警報) 
套 1 

  

120,000  

          

120,000  
  

9   攝影機操控鍵盤 套 1 
   

30,000  

           

30,000  
  

10 
  L2網路交換器 

24poer 
臺 1  

   

19,800  

           

19,800  
  

11 
  ezVision ETV-500 實

物投影機 
組 1 

   

26,000  

           

26,000  
  

12   數位影音串流器 組 1 
   

55,000  

           

55,000  
  

13 
  學習平臺資料庫伺服

器 
組 1 

  

180,900  

          

180,900  
  

14   網路儲存系統 組 2 
   

54,000  

          

108,000  

6~8Bay網路儲

存伺服器 

  二、資訊教學零組件       129,500   

15 
  無線接收器( 簡報

用) 
組 10 

    

7,500  

           

75,000  
  

16   學生端環控面板 組 8 
    

5,000  

           

40,000  
  

17 
  防盜感應紅外線(含

配線) 
組 1 

    

5,000  

            

5,000  
  

18   無線 AP接收器 臺 1  
    

9,500  

            

9,500  
  

  三、資訊軟體       8,000   

19   電腦系統還原軟體 套 8 
    

1,000  

            

8,000  
  

              

  
三、四樓綠能智慧教室

資訊設備總經費 
合  計  $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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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常門部份經費概算 

項目 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金額 說明 

專業服

務費 

講座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

查詢費 

（專家學者出席費） 

人次 4  2,000  8,000  
計畫專家學者諮

詢、核心小組等

相關會議 

講座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

查詢費 

（研習活動、成果分享） 

時 12  1,600  19,200  

辦理小組研討、

研習活動、成果

分享等外聘講座

鐘點費 

時 12  1,200  14,400  

辦理小組研討、

研習活動、成果

分享等外聘講座

鐘點費 

時 24  800  19,200  

辦理小組研討、

研習活動、成果

分享等內聘講座

鐘點費 

時 7  400  2,800  

辦理小組研討、

研習活動、成果

分享等內聘講座

助理鐘點費 

超時工

作報酬 

加班費 人時 20  185  3,700  
辦理「綠能智慧

教室方案」工作

人員逾時加班費 

膳費 人次 220  80  17,600  

辦理「綠能智慧

教室方案」計畫

研習活動、成果

分享等相關會議

出席人員及工作

人員午、晚誤餐

費 

印刷裝

訂及廣

告費 
印刷及裝訂費 式 1  100,000  100,000  

編排裝印研習講

義手冊；成果發

表海報、圖片、

文件等製版、印

刷、裝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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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1  7,000  7,000  
電子膠裝機（裝

訂整理手冊、資

料等） 

臺 1  6,600  6,600  
活頁膠圈裝訂機 

（裝訂整理手

冊、資料等） 

組 1  9,500  9,500  

數位式雙頻道無

線擴音器（辦理

研習活動及成果

分享會使用） 

支 2  4,000  8,000  
無線麥克風（辦

理研習活動及成

果分享會使用） 

用品消

耗 

辦公（事務）用品 批 1  70,000  70,000  

辦理研習分享及

成果發表所需之

辦公事務用品、

文具用品、紙

張、碳粉、電腦

耗材、資料儲存

耗材（光碟、隨

身碟）等 

其他 

式 1  8,000  8,000  
辦理研習、會

議、成果發表等

活動場地佈置費 

式 1  6,000  6,000  

辦理研習、會

議、成果發表等

茶水（包）、桶

裝飲料等 

合計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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