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民小學

2020/09/11

新北市智慧學習領航學校

北區第四次月例會報告



計畫初始~踏實推動

• 初次申請，申請計畫，經局端核定為示範組

• 過去曾參與信望愛基金會計畫，申請HTC Flyer平板30餘台

• 過去即使設備不足，老師仍願意以個人載具結合無線投影(電視棒
&軟體)，進行有別於傳統資訊設備，融入之多元教學策略

• 今年度配發IPAD&前瞻無線網路，有助於學校行動學習發展，亦
是發展的契機

• 防疫期間預防停課學校積極推廣線上視訊、學習平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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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義智慧學習領航學校申請計畫書(核章版).pdf


民國87年創校，至今22年，班級數91班，學生數
近3000人，老師數約1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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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5年文建會
核定學生美術館

國際文教中心展覽場館

藝術美學的校園空間

民國101年學生美術館改造創校之初即以藝術美學為建築特點 民國106年spotlight
校園空間藝術改造



職稱 姓名 教學領域 分工任務

校長 葉誌鑑 自然 綜覽計畫執行

教務主任 黃月慧 健體 督責計畫執行

資訊組長 柯博耀 資訊 智慧學習科技輔助硬體維護、蒐集資源

教學組長 顏國豪 社會 藝文展演製作業務承辦、展場管理

研究組長 楊雯涵 健康 課程發展暨教師專業業務承辦、推廣

推廣組長 劉宥萱 藝文 藝文領域教學暨展演活動編寫、教學

藝文專任 賴冠樺 藝文 藝文領域教學暨展演活動編寫、教學

藝文專任 王群升 藝文 藝文領域教學暨展演活動編寫、教學

藝文專任 王美鳳 藝文 藝文領域教學暨展演活動編寫、教學

資訊專任 張志成 資訊 科技輔助軟硬體操作基礎能力教學

資訊專任 田德勝 資訊 科技輔助軟硬體操作基礎能力教學

資訊專任 陳軒德 資訊 科技輔助軟硬體操作基礎能力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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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學習領航學校核心小組夥伴

成員持續增加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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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小組行動學習課程發展模式

行動學習
課程發展

確定校訂行動
學習課程架構

規劃科技輔
助軟硬體
(APP)實務增

能研習

組織行動學習
教師增能共備

社群

建置穩定的無
線網路&雲端
分享平台



核心團隊準備階段（109年1月~109年3月）

1. 成立核心小組

2.透過討論擬定各項教師成長計畫

3.研擬必要的新興科技軟硬體

4.建置校園無線學習環境等

5.設計畢業製作教學活動

6.提供畢業製作師生資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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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小組運作階段（109年4月~109年11月)

1. 辦理教師成長研習活動
2. 核心小組定期工作會議
3. 規劃畢業製作展覽行銷教學活動
4. 引領學生製作簡介說明、開幕展覽、定點說明、

VR、AR
5. 鼓舞其他領域教師加入核心小組
6. 各領域探討傳統教學中尋求行動學習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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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分享學習成果（109年6月~109年12月)

1. 開幕揭牌展場布置

2. 對外開放多元行銷

3. 360度相機師生協同操作

4. 教師增能研習&製作研習

5. 執行考核回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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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地點 備註

109年6月10日(三) 第一次工作會議 14:00~15:30 二樓會議室畢業製作VR、AR製作介紹。

109年8月27日(四) 第二次工作會議 13:30~15:00 二樓會議室賴阿福教授專業輔導

109年7月10日(五) 期中成果發表 14:00~16:00 北新國小 學校實施方式報告

109年10月 日(三) 第三次工作會議 12:00~16:00
305電腦教
室

校內外聘研習(13:00開始)

109年10月 日(三) 第四次工作會議 12:00~16:00
305電腦教
室

校內外聘研習(13:00開始)

109年11月 日(三) 第五次工作會議 12:00~16:00
305電腦教
室

完成成果展覽&實務操作研習
(13:00開始)

109年11月20日(五)~21
日(六)

期中資訊成果展 08:00~16:00 新莊體育館本年度發展成果展覽

109年12月23日(三) 第六次工作會議 13:30~15:00 二樓會議室賴阿福教授專業輔導

核心小組後半年度行事曆



藝術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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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班宣傳畢業作品揭幕

不只畢業製作，
中高年級每學年
度也有藝文課作
品展覽。

展現美育成果及歷年祝福傳承，美術教師帶領畢業生，
將所學創意發想，結合學生經驗展現於校園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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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修正圖稿、
複核、行政核定

發起認捐、整理
環境、動工、後
續裝飾、採購

發想、流程
圖、初稿

網頁製作、
QRcode簡介說

明牌、開幕揭牌、
定點說明

實際動手探究專題，從中獲得
解決問題的能力與競爭力。

畢業製作-問題本位學習

加入
VR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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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站：
畢業製作網站 http://nas.cyes.ntpc.edu.tw/wordpress/graduate/
微書館製作 http://nas.cyes.ntpc.edu.tw/wordpress/graduate/歷屆作品/14th/

師生集體創作美化校園角落~微書館

http://nas.cyes.ntpc.edu.tw/wordpress/graduate/
http://nas.cyes.ntpc.edu.tw/wordpress/graduate/歷屆作品/1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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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書館成品

窯
滾

http://nas.cyes.ntpc.edu.tw/wordpress/graduate/歷屆作品/14th/
http://nas.cyes.ntpc.edu.tw/wordpress/graduate/%e6%ad%b7%e5%b1%86%e4%bd%9c%e5%93%81/14th/%e7%aa%af%e6%bb%be-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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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書館啟用開幕茶會

http://163.20.186.35/photo/#!Albums/album_31303631323135e5beaee69bb8e9a4a8e8979de69687e4b8ade5bf83e5b195e8a6bde9968be5b995e88cb6e69c83


今年加入
新興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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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畢業製作-穿越夢境鑲嵌未來(馬賽克拼貼)

• 此作品呈現本校四樓美勞教室外。作品涵蓋東西方藝術家名作以
及現代數位像數藝術(Pixel Art)，將藝術人文氛圍融入學生學習。

• 藝術家涵蓋蒙德里安、劉其偉、畢卡索、顏水龍、林智信、吉米、
米羅、葛飾北齋、克利、馬諦斯，畫派涵蓋立體派、超現實主義、
浮世繪、表現主義、野獸派、童話世界、卡通圖案、卡點西德製
作等。

• 學生線上蒐集畫作，老師指導學生臨摹或取其形體，另為創作必
要大小之團體作品。(曾規畫使用馬賽克拼貼軟體，以實體畫作改
為數位馬賽克圖畫，但卻缺少學生創作部分)

• 馬賽克拼貼磚塊由於顏色較少，而正常畫作顏色豐富，老師會以
現有可蒐集的馬賽克磚色系色塊勻用，進行色彩配置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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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夢境鑲嵌未來-師生共同完成專題製作

19臨摹成畫後找色塊完成拼貼雛形 實際於藝文教室外逐步完成拼貼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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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夢境鑲嵌未來-VR360環景拍攝

設定WIFI確認快門、ISO值 確定360度照片拍攝起點及水平 設定延遲拍攝-10秒延遲

設定延遲拍攝-就地閃躲確認拍攝結果將360照片上傳雲端



畢業製作-穿越夢境鑲嵌未來(馬賽克拼貼)
Tour Creator 自製VR&AR，Google Poly、Expeditions app 

• VR展示網站https://poly.google.com/u/0/view/53z0452lPEw 21

https://arvr.google.com/tourcreator/
https://chinese.engadget.com/2018/05/31/google-brings-ar-tours-to-expeditions-app/?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DNOdGFzEayOi39fMBcOswpcslDJAbgWb3YaZm0tC5w4ADkQs7fizEmsUoXCmJlAYrw8rHetcoCqGyuv9_apAcKClLDuym59VrQrheljnBPUrxiQ79CH3lB9HDvYOz0GECJTMx4jv26zk09wAmJ0N-nWw6SNLzNTBhKx_-8FV24O
https://poly.google.com/u/0/view/53z0452lPEw
https://poly.google.com/u/0/view/53z0452lPEw


畢業製作-穿越夢境鑲嵌未來
Expeditions app VR+AR&google cardboard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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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ps.apple.com/us/app/expeditions/id1131711060


藝文中心-可圈可點~中年級藝術作品展演

23• VR展示網站https://poly.google.com/u/0/view/be6spSYSvCh

草間彌生

https://poly.google.com/u/0/view/be6spSYSvCh
https://poly.google.com/u/0/view/be6spSYSv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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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心-可圈可點~中年級藝術作品展演
Expeditions app VR+AR&google cardboard展示 校網首頁嵌入

https://apps.apple.com/us/app/expeditions/id1131711060
http://www.cyes.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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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加入
新興科技

AR



校園吉祥物-阿忠小藝3D建模&USB隨身碟
紀念品&吉祥物等身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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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等身吉祥物玩偶大頭製作阿忠小藝3D建模

委託廠商協助製作阿忠
小藝USB隨身碟鑰匙鍊



製作AR圖卡，AR效果展現

• 使用AR Share 網站&AR Share APP 製作

• AR效果為2.5D 去背影像，具有立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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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ameislearning.url.tw/ar-share-app.php
https://www.gameislearning.url.tw/ar-share-app.php#dl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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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期間停課不停學

時 間
109/03/18
週三13:30

109/03/20
週五13:30

109/03/25
週三13:30

109/03/26
週四13:30

109/03/27
週五13:30

地 點 305電腦教室 304電腦教室 305電腦教室 305電腦教室 304電腦教室

課程內容

一、新北市親師生平台介紹暨說明、學生帳號查詢匯出及密碼還原操作說明。
二、視訊會議教學介紹：(需配合三大平台、廠商、自製教材之一)
1. Google Hangouts meet&Google Classroom介紹及實作教學
2. 3.教育部Zoom 雲端視訊會議介紹
3. Youtube(OBS導播軟體)、Facebook介紹
三、均一及pagamo介紹及實作教學

培力對象 行政人員 中年級老師
六年級老師
科任教師

低年級老師
五年級老師
科任教師

線上會議&線上平台教師實體培力課程&線上學習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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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平台建立班級指派任務 PaGamO建立班級指派任務

防疫期間在家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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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會議軟體操作實況

防疫期間在家自學
家長回饋以及建議



敬邀台北市立大學賴阿福教授到校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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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小組工作會議-專家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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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師指導學生國語每一課課文深究手畫心智圖-
教師增能使用Google Coggle線上製作&共同製作&Google Classroom

逐步發展各領域行動學習教師專業



學習扶助(樂學班)&
潛能發展中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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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問題導向課程設計、軟硬體APP操作、
班級經營(合作互動)、學習效益。

二.共備：鼓勵老師勇於嘗試新興科技教學模式，
鼓勵參與核心小組或同仁間行動學習運用共
備，操作經驗(教案)務必留下紀錄。

三.增能：鼓勵老師多參與科技輔具操作&教學分
享研習，吸取各領域及他校老師實際I應用於
教學的經驗。亦鼓勵加入臉書 iPad Seeding 
Teachers / iPad種子教師、夢的N次方-我實踐
我驕傲。

四.擴散：廣邀有興趣於行動學習的老師參與核
心小組，亦邀請致力課程發展同時對新興科
技有興趣教師加入。

未來展望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42601079277599/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11016123775247&ref=br_rs


經常門(單價不逾新臺幣1萬元整)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元 總價 備註

外聘講師鐘點費 2 節 2000 4000 1.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其連續授課2節者為
90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2.內聘及外聘講師鐘點費(含助理講師)可於概算
額度內核實相互勻支。
3.外聘講師鐘點費不逾2,000元整。
4.內聘講師鐘點費不逾1,000元整。

內聘講師鐘點費 6 節 1000 6000

出席費 2 人次 2500 5000
以外聘學者專家為限，每次會議出席不逾2,500
元。

誤餐費（含茶水費） 100 人 80 8000
1.不逾80元/人。
2.過膳食時間(中午13:00，下午18:00)方可編列誤
餐費(含茶水費)。

設備維護費 1 式 4000 4000 不超過總經費5%

智慧型手機 6吋 5 組 4800 24000

1.請敘明品項、單價及數量。
2.限購金額未達1萬元或使用年限未達2年之設備
用品。
3.不逾30%

電腦軟體(含服務費) 5 式 5000 25000
1.請敘明品項、單價及數量。
2.含購買電腦套裝軟體或使用授權。

雜支 1 式 4000 4000 不超過總經費5%
合計 80000 不逾8萬元整

資本門(單價新臺幣1萬元以上)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元 總價 備註
13吋 MacBook Pro 256GB 1 臺 39000 39000 2020新款

充電車 1 臺 47000 47000 依教局局標案加購

環景360相機RICOH THETA V 1 臺 14000 14000 需含記憶卡+原電

合計 100000 典範組不逾12萬元整；示範組不逾10萬元整

總計新臺幣 180000  元 (經常門及資本門經費總額) 34

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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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成



感謝聆聽

敬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