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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7年資訊科技教育成果展」說明會議程 

一、時間：107年 8月 24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新北市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3樓紅色活力館 

三、主席：吳佳珊科長 

四、業務報告： 

(一) 本局訂於 107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五）至 20 日（星期六）

假新莊體育館辦理「新北市 107 年資訊科技教育成果展」

活動，將搭配主題意象「移動地下城/尋寶奇謀/地心冒險」

等發想設計相關文宣，也請各校配合主視覺構想互動闖關

攤位內容，活動啟動儀式及 Slogan若各校有想法亦請提供。 

(二) 活動為期 2天出入口統一開放於 1F空地(鄰近中華路一段)，

第 1 日比照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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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場佈採排日期訂為 107年 10月 18

日（星期四），各校將分梯次於出入口 1F空地臨停車進場，

時間表另行公布，活動期間 2天於出入口 1F空地不開放予

參與學校臨停車，但可駛入載人或物品上下車後駛離，屆時

發放參與學校每校 1張停車證，以俾供識別管控車輛進出。 

(三) 本次活動分為 6個工作項目，議程及學校名單(附件 1、2)： 

工作項目 地點 內容 承(協)辦學校 

主 舞 台

1260cm*540cm 

1F籃球場 

 

啟動儀式、頒獎典禮(僅

限行動學習學校 59校) 

北新國小 

互動闖關 行動學習學校 59校以及

本局政策擺攤、主題區

數 3區(科學教育、程式

教育、前瞻創新) 

鳳鳴國小 

二重國中 

科技藝術 大型裝置互動體驗 青山國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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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論壇 1F會議室 短講配合互動訪談 米倉國小 

創作工作坊 1F記者室 手做配合互動實做 文德國小 

整體行銷 白雲國小 

(四) 互動闖關： 

1. 日期：高中職暨國中小（10月 19日至 20日）。 

2. 攤位數：行動學習學校 59攤及本局政策攤 1攤，總計

60攤(每攤空間大小 300cm*100cm，配發１張桌子尺寸

180cm*60cm及 3張椅子)，主題區 3區(科學教育區空

間 大 小 600cm*600cm 、 程 式 教 育 區 空 間 大 小

600cm*600cm、前瞻創新區空間大小 1200cm*1200cm)。 

3. 闖關道具：手環搭配 QR-code標籤、QR-code掃瞄裝置。 

4. 闖關流程： 

(1) 採事先線上報名制，承(協)辦、參與學校師生需

事先提供闖關者人數已配發足夠手環數量，其它

學校師生或民眾現場報名者，由工作人員直接配

發手環，每個手環會有唯一 ID編號不記名，數量

有限發完為止。 

(2) 各攤位或主題區須自備至少 1臺已安裝掃瞄 QR-

code APP裝置（感應器/手機/平板），闖關成功

者由關主感應 QR-code標籤，累計其闖關成績。 

(3) 闖關路線將依各校提供闖關資料表中，關卡學習

領域、主題、預估闖關時間，60個攤位均分為 6

條闖關路線，每條闖關路線共 10關卡及搭配 1個

主題區內關卡，闖關路線及手環對應 1個顏色，

闖關者憑手環完成指定顏色路線之關卡數後即闖

指定 10關與主題區 1區，闖關時關卡不分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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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具備抽獎資格。 

(五) 主題區、科技藝術、大師論壇、創作工作坊及整體行銷：由

協辦學校自行規劃中，會議室至多容納 130 人；記者室至

多容納 30人，相關硬體需求請於內部第 3次籌備會議提出。 

(六) 新莊體育館館內原則禁止飲食，已協調開放 1F準備室 2間

供各校工作人員平時休憩及飲食，空間不敷使用及學生用

餐請統一至 2F看台區休憩及飲食，本局將行文本府體育處

專案同意。2F廣廊層除 1F樓梯通往 2F看台區必經路線外，

2F 廣廊層其餘空間(含通往館外出入口)都不開放使用，另

2F看台區前排座位雖有圍欄，但離 1F有高度存在，請帶隊

老師注意學生安全，勿讓學生於圍欄附近左右嬉戲，館內 1F、

2F嚴禁奔跑等危險動作，勿未經本局同意進入未開放區域。 

(七) 本局將協調新莊體育館附近中小學，如新莊國中、思賢國小、

新泰國小、中港國小或新泰國中於活動期間 2 天開放校內

部分停車位供參與學校臨時停車(不過夜)，憑停車證出入。

建議多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步行鄰近捷運新莊站 1號出口。 

(八) 非行動學習學校代表請掃描下圖 QR-code加入工作群組。 

 

(九) 以上館內外實景照片請至 https://goo.gl/BpXR3t瀏覽。 

五、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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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資訊教育成果手冊及

製作會場展板，所需資料(如附件 3)，請行動學習學校 59校

https://goo.gl/BpXR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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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7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前繳交至雲端硬碟：

https://goo.gl/1s9XCa，主題區展版格式及繳交另通知。 

二、 互動闖關所需資訊(如附件 4)，請行動學習學校 59校於 107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前繳交至雲端硬碟：

https://goo.gl/1s9XCa，主題區闖關資料及繳交另通知。 

決議：  

案由二：有關各校工作人員出席人數調查方式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各校工作人員出席人數調查部分擬採用線上表單填報方式，

請與會者提供意見。 

二、 請各校於於 107年 9月 20日（星期四)前回報工作人員出席

人數，以利掌握當天出席及訂餐情形。 

決議： 

案由三：有關各校學生參與闖關人數調查方式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使更多學生參加活動，並使互動闖關執行順暢，活動第 1

日請各校至少每校支援 10名學生參與互動闖關，活動第 2日

擬請鄰近行政區域學校安排學生支援（新莊區域學校優先），

請與會者提供意見 

二、 各校學生參與闖關人數調查部分擬採用線上表單填報方式，

請與會者提供意見。 

三、 請各校於於 107年 9月 20日（星期四)前回報參與學生出席

人數，以利掌握當天出席及訂餐情形。 

決議：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https://goo.gl/1s9XCa
https://goo.gl/1s9XCa


附件 1 

新北市 107年資訊科技教育成果展流程表(草案) 

時間 107年 10月 19日（星期五） 備註 

09：00-10：00 報到 
 

 

10：00-10：05 開幕  

10：05-10：15 市長勉勵  

10：15-10：30 
頒獎典禮 

頒發新北市 107年度行動學習學校感謝狀 
 

10：30-10：40 啟動儀式  

10：40-10：50 換場 人員就位 

10：50-16：00 科技藝術體驗  

 
大師論壇 

1F會議室 

創作工作坊 

1F記者室 

互動攤位 

1F籃球場 
 

10：50-12：00 

(○○○講師) 

 (○○○講師) 

10：50-12：00 

(○○○講師) 

 (○○○講師) 

10：50-12：00 

資訊科技教育 

闖關體驗 

10：50-12：00 

行動學習攤 

科學教育區 

程式教育區 

前瞻創新區 

12：00-12：10 第 1輪摸彩  

12：10-13：20 午餐時間  

13：20-15：50 

(○○○講師) 

(○○○講師) 

(○○○講師) 

(○○○講師) 

13：20-15：50 

(○○○講師) 

(○○○講師) 

(○○○講師) 

(○○○講師) 

13：20-15：50 

資訊科技教育 

闖關體驗 

13：20-15：50 

行動學習攤 

科學教育區 

程式教育區 

前瞻創新區 

15：50-16：00 第 2輪摸彩 賦歸 

時間 107年 10月 20日（星期六） 備註 

10：00-15：00 資訊科技教育互動攤位闖關體驗 

行動學習攤 

科學教育區 

程式教育區 

前瞻創新區 

科技藝術體驗 



附件 2 

「新北市 107 年資訊科技教育成果展」學校名單(草案) 

 

行動學習 中心學校 擺攤學校 

北區(14) 米倉國小 三重國小、五華國小、新市國小、成功國小、

淡水國中、鷺江國中、長坑國小、碧華國小、

三芝國中、明志國中、三民高中、三重高中、

淡水商工、米倉國小 

中區(16) 海山國小 廣福國小、秀朗國小、江翠國小、後埔國小、

國光國小、溪洲國小、江翠國中、福和國中、

大觀國小、大觀國中、永和國中、錦和高中、

頂溪國小、海山國小、重慶國中、清水高中 

南區(13) 五寮國小 北大國小、二橋國小、永吉國小、鳳鳴國小、

桃子腳國中小、泰山高中、五寮國小、成福

國小、明志國小、義學國小、中港國小、昌

福國小、崇林國中 

東區(13) 北新國小 大坪國小、九份國小、瑞亭國小、柑林國小、

瑞芳國中、屈尺國小、直潭國小、瑞芳國小、

瑞芳高工、新店國小、白雲國小、中正國小、

北新國小 

本市行動學習(含教育部國中小行動學習暨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學校 56校，

另北大高中、樹林高中(教育部高中職行動學習)及明德高中(中小學數位學習

深耕)等 3校，合計 59校。本局政策攤位 1攤，總計場內擺攤至少 60攤位。 

 

各組 分工事項 承(協)辦或參與學校 

行政組 主舞台及其他事項 北新國小 

攤位組  

 

互動

闖關 

行動學習攤 鳳鳴國小及行動學校學校 58校 

主題組 程式教育區 明志國中、崇林國中、中山國中、

江翠國中、五寮國小、瑞芳國小、

光復國小、昌福國小、重陽國小、

新店國小 

科學教育區 二重國中 

前瞻創新區 合作單位 

藝術組 科技藝術 青山國中小 

論壇組 大師論壇 米倉國小 

創作組 手做工作坊 文德國小 

行銷組 整體行銷 白雲國小 



附件 3 

展板及成果手冊資料表 

一、展板 

 

 

 

 

 

 

 

 

 

 

 

 

註：圖檔解析度需 300dpi、像素至少需 2480*3508 

 

二、成果手冊 

(一) 內容可包含 1.課程主題名稱 2.學校簡介 3.課程內容 4.焦點人物 5.介紹圖片。 

(二) 版面為 A4大小，最多 2頁內容，可自行設計排版，可為 WORD檔或可編輯之 PDF

檔。 

(三) 大標題大小為 20，小標題為 16，內文大小為 12，字體為微軟正黑體，標題並加

粗。 

(四) 圖檔解析度需 300dpi、像素至少需 2480*3508。 

(五) 檔名：學校名稱_成果手冊。 

(六) 請各校將資料上傳至雲端硬碟，網址：https://goo.gl/1s9XCa ，並請放置於各

校資料夾內。 

校名： 行動學習社群名稱： 

校徽圖示 學校網址： 

http://www.xxx.ntpc.edu.tw/ 

QR-code： 

 

課程內容及特色 

(150字內) 

 

照片 

(4張) 

 

https://goo.gl/1s9XCa


附件 4 

各校闖關資料表 

(https://goo.gl/1s9XCa) 

基 本 資 料 

學校名稱  聯絡人  

Email  電 話  

闖 關 資 訊 

關卡名稱   學習領域  

學習階段  (年級) 估計完成時間  

闖關說明 

  

 

https://goo.gl/1s9X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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