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 106 年資訊教育期末成果發表會」籌備會議
一、時間：106 年 9 月 5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二、地點：本市中山國中第三會議室
三、主席：吳科長佳珊
四、業務報告：
(一) 本市 105 年辦理資訊成果展廣受好評，故 106 年續辦並延
長活動期間為 2 日，訂於 106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及
10 月 21 日（星期六）假中山國中辦理，第 1 日比照 105 年
活動對象以教師及學生為主，第 2 日則開放一般民眾參加，
另採排時間訂為 106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二) 本次成果展 slogan 暫定為「行動奇航。新北爭霸」，以星
際探險為活動整體形象，活動分為 5 個工作項目（詳見附
件 1）：
工作項目

地點

內容

承辦/協辦學校

主舞台

體育館

啟動典禮、大師論壇

中山國中

闖關活動

體育館

高中職國中小 51 校設攤

行動教室

情境教室

教學演示

五寮國小

教師論壇

圖書館

短講配合互動訪談

米倉國小

整體行銷

白雲國小

(三) 啟動典禮：
1. 步驟 1：台下與會者手持藍芽裝置(交大提供)，聽主持
人口令後搖動裝置，舞台螢幕呈現能量累積圖。
2. 步驟 2：能量積滿後，主持人請長官上台，依指示持裝
置做出出發/啟動/揮劍的手勢，舞台螢幕出現太空梭
起飛畫面，並帶出政策宣誓動畫(約 10 秒)。
(四) 闖關活動：

1. 日期：國中小（10 月 20 日至 21 日），高中職（10 月
20 日）。
2. 攤位數：高中職暨國中小 51 攤及本局（含合作單位）
4 攤，總計 55 攤（如附件 2）。
3. 闖關道具：手環搭配 NFC 標籤、NFC 感應裝置。
4. 闖關流程：
(1) 採事先線上報名制，參加師生需事先提供闖關者
的基本資料(學校、姓名…)，現場報名者，由工
作人員補登資料。
(2) 各攤位須自備至少 1 座 NFC 感應裝置（感應器/
手機/平板），闖關成功者，由關主感應 NFC 標
籤，累計其闖關成績。
(3) 闖關將依領域、主題、預估闖關時間，均分為數
條闖關路線，闖關者完成指定路線之關卡數後，
即具備抽獎資格。
(五) 行動教室：
1. 參與學校：白雲國小、成福國小、北新國小、崇林國中、
北大高中及清水高中等 6 校。
2. 進行動態教學活動，設計動態體驗活動，跨領域為佳，
每場次約 30 分鐘，參加人數至多 30 人。
(六) 教師論壇：
1. 參與學校：瑞芳國小、五寮國小、永和國中及錦和高中
等 4 校。
2. 教師以短講方式分享實際教學經驗，並透過台下參與
者提問方式相互交流，每場次 1 小時內。
(七) 整體行銷：社群媒體行銷、周邊廣告行銷，並針對大師論壇、

教師論壇分享者錄製形象短片。
(八) 請各校代表掃描 QRcode 加入 51 校群組，以利後續溝通協
調（如下圖)。

(九) 各校出席此活動交通費，優先以各校行動學習經費項下支
應，倘出席人數眾多再由本局協助辦理。
五、議題討論：
案由一：有關闖關活動展版內容及成果手冊須請各校協助事宜，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為利彙集各校執行成果，將編撰 106 年資訊教育成果手冊及
製作會場展板，所需資料請參考附件 3，請於 106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前繳交。
二、 闖關活動所需資訊請見附件 4，請至 google 表單填寫
(https://goo.gl/gxVvE4 )，請於 106 年 9 月 8 日（星期五)
下午 5 時前繳交。
決議：依照說明段照列辦理。
案由二：有關活動報名及工作人員出席人數調查方式相關事宜，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目前活動報名部分規劃闖關活動、行動教室及教師論壇等項
目皆採事先線上報名制，另視當日情形開放現場報名，請與
會者提供意見。
二、 工作人員出席人數調查部分擬採用 google 表單方式，請各

校於指定日期更新人數，以利掌握當天出席及訂餐情形。
決議：
一、 活動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制為原則。
二、 工作人員出席調查 google 表單網址由中山國中於 Line 群
組內提供。
案由三：有關活動期間學生支援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為使更多學生可就近參加本活動，並使相關闖關活動及行動
教室執行順暢，擬請鄰近行政區域學校安排學生支援 2 日活
動（第 2 日以鄰近板橋區域學校優先）
，請與會者提供意見。
決議：依說明段照列，出席學生人數由 google 表單統一調查。
案由四：有關行動教室實施細節，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請於 106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前提供教學演示
等資訊（如附件 5），學校演示順序請參考議程（附件 1）。
二、 為利環境及設備準備，請各校針對演示所需之硬體設備（行
動裝置、投影機等）或網路環境提出意見。
決議：依說明段照列辦理，若有特殊場地需求請提早告知中山國中，
資料請上傳至雲端硬碟：https://goo.gl/vAPRgK 。
案由五：有關教師論壇實施細節，提請討論。
說明：為利彙整資料印製活動手冊及相關文宣品，請參與行動教師
各校於 106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前提供講師名
單、講題及相關資料（附件 6）。
決議：依說明段照列辦理，請將資料上傳至 google 雲端硬碟：
https://goo.gl/vAPRgK 。
六、臨時動議
案由一：建議由局端統一提供 NFC 讀取裝置，並提供 NFC 標籤以利

測試。
決議：
一、 原則上仍先由本局補助相關經費購置之具 NFC 功能設備支
援，倘數量不足或無此功能者，再由本局協調學校間借用。
二、 NFC 標籤將視採購期程提供學校測試。
七、散會（下午 4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