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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概況
(一)學校班級

(二)學生人數

(三)教職員工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特教 資源 幼兒 合計

班級 16 13 13 14 16 15 1 3 9 100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特教 資源 幼兒 合計

班級 456 354 347 376 404 398 7 0 163 2505

校長 男教師 女教師 護士 職員 工友 警衛 小計

1 45 144 2 11 7 4 213



校舍配置

校地面積：22793平方公尺

學校概況



資訊經費

• 資訊費每年約16萬

• 其餘經費都是由學校資本門與經常門支出。EX.雷雕機9.8

萬、DELL POWEREDGE R630 1U  17.5萬、NAS 網路儲存
伺服器 9.1萬等。



報告重點

• 網界專題研究

• Global Day英語影片教學

• CCOC

• 英語科行動學習

• 資訊團隊培訓



課程與教學-鷺江網界專題研究-1

2004-2018共15年時間，每年都參加。共18件作品



課程與教學-網界專題研究-1

• 轉化網界成果、豐厚領域校本課程：鼓勵資訊領域及校內
教師帶領學生，結合藝術與人文深耕計畫，以三蘆地區各
種鄉土文化、藝術為專題進行深入探討與行動研究。

• 本校已連續多年參加網界博覽會專題研究屢獲佳績，並多
次到總統府接受頒獎表揚，從2004年至2018年開始，國際
網界白金獎8面、金獎3面、銀獎5面；台灣網界金獎5面、
銀獎2面、銅獎1面；特別獎1面，並將成果加以轉化融入社
會領域進行教學。



課程與教學-網界專題研究-2

2004
逐漸沉默的腳步聲－看蘆洲木屐業的起落。 2004國際網界博覽會地方特產特色類『金獎』。

觀音之美仰臥成蘆。 2004台灣網界博覽會地方觀光資源類入選決賽。

2005

回首看蘆洲－大花咸豐草的甜蜜往事。 2005年國際網界博覽會地方特產特色類『金獎』。

田庄之美－縱橫一世紀的蘆洲李宅。 2005國際網界博覽會地方歷史古蹟類『白金獎』。

走過時代的堅毅與柔情—嚴秀峰女士。 2005國際網界博覽會地方人物領袖類『銀獎』。

2006
重見(建)百年塵封的容顏—蘆洲水湳秀才
厝。

2006國際網界博覽會地方歷史古蹟類『白金獎』。

2007 歡笑滿盈的故事天堂—阿福的書店。 2007國際網界博覽會地方企業組織類『白金獎』。

2008 跳動在叫賣聲中—發現蘆洲菜市場。 2008國際網界博覽會地方觀光資源類『白金獎』。

2009 守護四班細蟌與其家園—探訪五股溼地。
2009台灣網界博覽會地方環境議題『金獎』。國際
網界博覽會地方環境議題『銀獎』。

2010 瞬間即永恆的藝術－發現紙紮之美
2010國際網界第二名銀獎，臺北縣地方藝術類第一
名，以及台灣網界第一名金獎。



課程與教學-網界專題研究-3

2011 視覺藝術的饗宴~看牲之美
2011國際學校網界博覽會「地方音樂藝術類」Local Music and

Art Forms國際賽白金獎Platinum(第一名)以及臺灣網界全國第二
名(銀獎)

2012 紫禁城博物館紫禁城 無

2013
舞動的步伐~護祐鄉土的印記~蘆洲神
將文化

2013國際學校網界博覽會「地方音樂藝術類」Local Music and

Art Forms國際賽白金獎Platinum(第一名)以及臺灣網界全國第三
名(銅獎)

2014 重現蘆堤上的村落~洲後村
2014台灣網界博覽會國小組地方歷史古蹟第一名金獎、特別獎
以及國際賽第一名白金獎

2015 巷弄中的車衣間
2015台灣網界博覽會國小組地方企業組織第一名金獎、以及國
際賽第二名金獎

2016 一識蘆洲真麵目。
2016台灣網界博覽會國小組地方特產特色第一名金獎以及國際
賽第一名白金獎。

2017 與電磁波共舞~我的鄰居是電塔
2017台灣網界博覽會國小組地方環境議題第二名銀獎以及國際
賽銀獎

2018
他們，大人物、小角落－我們近盲的

視野，走進清潔隊員們的心田
2018國際賽銀獎

2019暫停。想發展其它特色，目前還在多方嘗試



課程與教學-網界專題研究融入社會科-4



課程與教學-英語科-教室連結網路社群

105、106學年度新北市教室聯結網絡社群區級特優學校

106學年度新北市教室聯結網絡社群市級特優學校



教室連結網路社群CCOC-教學方式-1

CCOC-班級影片交換
參與對象：六年級全學年學
生

老師列出要與本校六年級做

影片交換的全球各地16個班

級，並事先做好聯繫工作。



教室連結網路社群-教學方式-2

老師請學生腦力激盪，討

論後寫下對台灣的描述，

以及想問對方的問題。



教室連結網路社群-教學方式-3

城市樂學園 卓越心鷺江

依能力每人負責敘述1-2

句話，拍攝影片前先將

句子書寫在小白板上。



教室連結網路社群-教學方式-4

分組進行拍攝



教室連結網路社群-教學方式-5

城市樂學園 卓越心鷺江

分組剪輯製作影片，各組影

片完成後，老師協助剪接完

成全班的影片，再把影片連

結傳給對方。



教室連結網路社群-教學方式-6

對方班級收到影片後，再據

影片中提及的問題回覆，拍

攝影片回傳給本校學生。



教室連結網路社群-教學方式-7

後續活動：本校班級拍攝製作第二支影片回傳，對方

再據以回覆第二支影片，最後相互以影片謝謝對方。



教室連結網路社群-教學方式-自我省思-8

• 「班級影片交換」受學生喜愛，利用iMOVIE軟體製作影片
，學生運用了英語聽說讀寫能力，也達成文化交流學習目
的。

• 目前信件或影片交換班級多在美國，因時差因素而無法作
視訊交流，未來希望能找到亞洲國家班級互動，但仍有許
多困難需要克服。



國際教育- Global Day英語節目-1

參與對象：全校師生

方式：透過外師、學生、與大型手偶的互動對話，輔以

簡報或影片，拍攝成動態節目，每二週一集，

於英文課堂播放

主題：臺灣與世界各國國家概述、國際議題

延伸：1. 臺灣主題相關節目與本校的姐妹校-美國紐澤西州

Freehold Learning Center分享 (提供本校校網連結)

2. 所有節目放置於校網專區，全球各地皆可點選觀賞



國際教育- Global Day英語節目-2



國際教育- Global Day英語節目-3

從1041208-Taiwan第1

集到1080513-

Traditional Childhood

第56集已經3年多，並
邁向第4年。

參考網址: https://www.lcps.ntpc.edu.tw/p/404-1000-348.php

https://www.lcps.ntpc.edu.tw/p/404-1000-348.php


國際教育- Global Day英語節目-4



擴增實境(AR)教學-英語科-1



擴增實境(AR)教學-英語科-2

AR APP目前使用layar，但已經不能免費使用，還在找替代軟體



擴增實境(AR)教學-英語科-3



擴增實境(AR)教學-英語科-1

• Warm-up: Have Ss sit with their constellation groups. Hand 

back worksheets and have one person from each group meet 

you at the back of the class to handout Ipads. Make sure to 

write the device number on their sheet .

• Purpose-Use AR(augmented reality) will be used to finish the 

worksheet. Ss will pick a planet as a group and write about it. 

The AR will reveal information and planet sounds.



擴增實境(AR)教學-英語科-2



擴增實境(AR)教學-英語科-3



行動學習-Shadow Puppet應用於英語科-1



行動學習-Shadow Puppet應用於英語科-2



行動學習- Shadow Puppet應用於英語科-3



行動學習-iPad ShowMe應用於英語科-3



行動學習-iPad ShowMe應用於英語科-4



資訊團隊指導-1
一、經營一個社團

1. 緣起：網界博覽會後的轉型

2. 時間：早自修、午休

3. 老師：資訊教師

4. 學生組成：五、六年級

二、教學內容

1. 內容：初期以Scratch為主、現在以Microbit、3D列印、雷射切割為
發展方向

2. 資料來源：阿玉、胡信忠、TedLee、劉正吉老師、FB社群、Youtube
影片



資訊團隊指導-2
三、教學經驗分享

1. 快樂：學生共學共進、解決問題

2. 煩悶：學生參與度、「我不會」、時間壓力

3. 製作專題計畫



資訊團隊指導-3



資訊團隊指導-4

四、未來的期許

1. 如何分享教學成果

2. 社團經營方向：參加Scratch比賽、創客社團？

3. 招募學生的方式：比賽、班導、資訊老師推薦

4. 增加師資：建立社群、自然、美術、資訊教師、資優班
......



THE END

敬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