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融入學習｜給孩子不一樣的學習體驗

均一基礎操作研習   

新北科技化學習扶助核心教師 更寮國小 吳國榮



照片裁切為圓形並完全
遮住色塊（插入照片 > 
遮罩選圓形 > 圖片點兩
下打開編輯框 > 格式選
項編輯大小將長寬設為
同樣數值）

關於我

● 新北市更寮國小｜中年級導師

● 教學年資20年

● 均一核心教師

● 學習吧種子教師

● 因材網A2講師

新北市智慧學習輔導小組

google L1 L2認證教育家

新北市更寮國小

吳國榮老師



均一融入課堂教學使用狀況

科技化工具

1. 數據統計

2. 差異化學習

3. 辨識系統

4. 讓老師更輕鬆？？？



了解系統   家長支持  教學價值   學生操作  教學執行設備

課堂影片 

認證課程新北X均一

1.  複習舊觀念

2. 將二位小數填入定位板

3.觀看百分位定義的均一影片並暫停提問

4.觀看影片後統一講解與練習

5.練習實際排幾個0.01的積木，並填入定位板中

6.二位小數的化聚講解

7.學習排出二位小數化聚的積木，並寫在定位板上

8.開始做均一百分位的任務，老師開始巡迴並指導

https://youtu.be/86cow2il-KU?t=62
https://youtu.be/86cow2il-KU?t=127
https://youtu.be/86cow2il-KU?t=178
https://youtu.be/86cow2il-KU?t=336
https://youtu.be/86cow2il-KU?t=416
https://youtu.be/86cow2il-KU?t=553
https://youtu.be/86cow2il-KU?t=679
https://youtu.be/86cow2il-KU?t=89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KGppE_AFC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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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官方 
Line 群組 QRCode圖片



目錄 A. 均一不一樣了的簡介

B. 平台基礎功能操作

● 從學生的角度體驗均一

● 從老師的角度體驗均一

C. 其他選修功能

D. 常見 Q & A



軟體平台：互動式習題、徽章制
度、教練系統、推薦系統

從「授業型」轉換成「傳道解惑
型」

導入數位學習 ≠ 丟平板給每個孩子

創造智慧助教 教師升級

優質內容：不受時間、空間限制
，適合自己速度與程度



“
讓每一位孩子都有機會成為終身學習者



關於科技融入教學，我的經驗是___



N年前⋯⋯

開始我的均一1.0



開始我的均一課 放棄

評量太少、課程不吸引人

N年前⋯⋯



N年後⋯⋯

開始我的均一課 放棄 重啟均一2.0

評量太少、沒有引導方法 上過研習學會方法

平台習題與影片進步許多



放棄

評量太少、沒有引導方法

班排名 三下期末 三下期中 三上期末 三上期中

19 83 73 65 77

91 90 95 90

86 80 81 90

16 88 81 75 85

100 100 100 100

88 86 84 84

14 92 88 78 86

58 56 41 68

12 88 78 81 82

66 67 67 69

18 85 68 71 68

83.23 82.14 79.0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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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期中數學1-5單元精熟程度



109學年度期中數學1-5單元精熟程度



首先，來個均一學生體驗

我們現在是 『學生』



體驗均一的課堂風貌

1. 登入/ 註冊均一帳號 ➡ 從【新北市親師生平台】 登入

2. 更改姓名、圖像、認識徽章

3. 加入班級（班級代碼： ）
4. 收任務 ➡ 從【我的任務】或 右上角小鈴鐺 

5. 體驗影片搭配習題的學習

均一學生體驗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均一教師體驗

單一認證(SSO)登入均一 



單一認證(SSO)登入均一

均一學生體驗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均一教師體驗

單一認證(SSO)登入均一



均一學生體驗 均一教師體驗

1. 登入/ 註冊均一帳號 ➡ 從【新北市親師生平台】 登入

2. 加入班級（班級代碼：FTCMG ）
20200716＿新北師培＿東北角聯盟

單一認證(SSO)登入均一



均一的所有學習資源都在： (左上角)課程



體驗均一的課堂風貌

1. 登入/ 註冊均一帳號 ➡ 從【新北市親師生平台】 登入

2. 更改姓名、圖像、認識徽章

3. 加入班級（班級代碼： ）
4. 收任務 ➡ 從【我的任務】或 右上角小鈴鐺 

5. 體驗影片搭配習題的學習

均一學生體驗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均一教師體驗

更改姓名、圖像、認識徽章



體驗均一的課堂風貌

1. 登入/ 註冊均一帳號 ➡ 從【新北市親師生平台】 登入

2. 更改姓名、圖像、認識徽章

3. 加入班級（班級代碼：）

4. 收任務 ➡ 從【我的任務】或 右上角小鈴鐺 

5. 體驗影片搭配習題的學習

均一學生體驗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均一教師體驗

加入班級（班級代碼： ）

1

2

3



體驗均一的課堂風貌

1. 登入/ 註冊均一帳號 ➡ 從【新北市親師生平台】 登入

2. 更改姓名、圖像、認識徽章

3. 加入班級（班級代碼： ）
4. 收任務 ➡ 從【我的任務】或 右上角小鈴鐺 

5. 體驗影片搭配習題的學習

均一學生體驗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均一教師體驗

查看任務



完成任務



● 如果學生用快拉或跳播看影片(往後拉不可以)

● 如果學生開很多分頁看影片（只計算當前畫面）

● 如果學生用很多設備看影片（可以過）

● 怎麼知道學生有沒有確實看完影片（看分析報告）

● 如果學生用兩倍速撥影片（可以算）

常見問題

正在體驗｜均一學生角色



● 有沒有發現和隔壁的老師做的是不同題目

● 有沒有發現有「解題說明」

● 怎麼算答對、怎麼算答錯

● 答對幾題才算通過任務

常見問題

正在體驗｜均一學生角色



複習一下

均一學生體驗 均一教師體驗

● 所有影片習題都在：(左上角)課程

● 平台的學生操作都在：(右上角)你的名字 ➡ 我的學習

● 如何加入老師的班級：(左列)加班級 ➡ 輸入班級代碼

● 如何領取老師派的任務：(左列)我的任務



我們相信孩子透過即時的習題回饋、檢討，

可以釐清關鍵的迷思概念，

也會更專注在每一道題目上

“



休息 10 分鐘

下半場，一起體驗『教師』功能



均一教師體驗



新北教師使用均一：系統操作篇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看數據

5

進度掌握

加班級

3

靠學生
or

靠老師

派任務

4

設定標準
指定學生

SSO登入

1

親師生平台

建班級

2

教師管理頁面



新北教師使用均一：教師系統操作篇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1. 利用新北市單一認證(SSO)登入均一

2. 建立班級(要先到教師管理的頁面)

3. 學生加入班級的方法(靠自己、靠老師) 

4. 指派任務給學生(設定通過標準)

5. 查看班級使用數據



單一認證(SSO)登入均一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建立班級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1
2

3



42

加入班級方法1-靠老師(校務行政系統)

適合時機：整班加入



加入班級方法2-靠學生自己輸入

適合時機：補救教學



建立班級把握的原則：大膽建，放心刪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1

2

3



建立班級、加入學生實作篇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1. 開兩個分頁，一個老師頁面一個學生頁面

2. 在老師介面建立班級 ➡ (右上角) 教學管理 

3. 邀請至少一位研習夥伴加入你的班級

 ➡ 給他【班級代碼】



指派任務02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1

2



指派任務03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1

2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1

2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1
2



精熟機制



派任務實作篇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老師身分(左邊分頁)

1. 先指定版本

2. 指派2個任務給學生(不要影片)

學生身分(右邊分頁)

1. 完成老師指派的任務

2. 不要全部答對！



學生及教師功能

● 學生的操作都在 - 我的學習

● 教師的操作都在 - 教學管理



學生及教師功能

● 學生的操作都在 - 我的學習

● 教師的操作都在 - 教學管理



分析報告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分析報告

全體錯題檢視

個人錯題檢視

學生作答狀況檢視



錯題集

全體錯題檢視



學生答題歷程

個人錯題檢視



學生答題歷程

個人錯題檢視

講解前 講解後



使用紀錄查詢

每日紀錄-了解學生使用時間和單元 



每日紀錄-了解學生使用時間和單元 

使用紀錄查詢



使用紀錄查詢使用紀錄查詢使用紀錄查詢

習題進度總覽-以等級和單元分類 



使用紀錄查詢使用紀錄查詢使用紀錄查詢

習題進度報告-以人和單元分類
 



使用紀錄查詢使用紀錄查詢使用紀錄查詢

習題進度報告-學生也可以自己看
 



使用紀錄查詢使用紀錄查詢使用紀錄查詢

習題進度報告-學生拼命完成精熟
 



複習一下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教師操作都在：(右上角)教學管理

● 班級設定：新增班級、增減學生、刪除班級

● 指派任務：指派影片、任務、考卷給學生

○ 分析報告：就像習作或考卷寫完後，每個人幾分和哪個

題目要檢討

● 班級數據：觀看每個人每天的進度、使用的時間等



“
                作業批改不該佔據老師大把時間，

把繁瑣的事交給科技處理吧！

         老師們專心分析資料與輔助孩子！



簡報下載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2LPhYCwl1_YPGLaGimIAp60Ff7Xa4d/view?usp=sharing


均一其他重要功能

本日的選修



學習扶助匯入 - 親師生平台登入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學習扶助匯入 - 親師生平台登入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測驗結果報告

Part1
● 登入科技化成就評量

● 下載測驗結果報告



Part1 - 下載測驗結果報告

登入

↓

報告及考古題

↓

測驗結果報告



Part1 - 下載測驗結果報告

選擇對象

↓

年級

↓

測驗時間

(年度)



Part1 - 下載測驗結果報告

選擇"數學"

↓

勾選學生

↓

列印勾選學生測

驗報告統計表



Part1 - 下載測驗結果報告

下載為Excel(new)

↓

選擇存檔位置

↓

儲存



匯入學習扶助測驗

Part2
● 測驗結果匯入均一

● 均一分析報告



Part2 - 匯入學習扶助測驗

選擇"班級" → 匯入"測驗結果分析報告"



Part2 - 匯入學習扶助測驗

選擇匯入方式 → 選取"測驗結果分析報告"



Part2 - 匯入學習扶助測驗



Part2 - 匯入學習扶助測驗



學習扶助匯入 - 親師生平台登入



學習扶助複習測驗

為什麼需要：

1. 學生不熟悉上機考的模式 ➡ 模擬情境、運算習慣

2. 老師難以即時診斷複習 ➡ 立即診斷＋複習



學習扶助複習測驗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為什麼需要：

1. 學生不熟悉上機考的模式

2. 老師難以即時診斷複習 



學習扶助複習測驗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為什麼需要：

1. 學生不熟悉上機考的模式 ➡ 模擬情境、運算習慣

2. 老師難以即時診斷複習 ➡ 立即診斷＋複習



學習扶助複習測驗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為什麼需要：

1. 學生不熟悉上機考的模式 ➡ 模擬情境、運算習慣

2. 老師難以即時診斷複習 ➡ 立即診斷＋複習



差異化分組功能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老師可依班級需求將孩子

依程度分組、分派不同程度的任務

>> 快速指派差異化的任務給孩子



均一自組卷功能

均一教師體驗 均一學生體驗

老師可依照班級學生需求，

自行選擇題目，作為前後測使用 

>> 全班作答相同題目、方便統一檢討

小技巧  前後測 6 ~ 8 題／

搭配『數方格本』記錄解答歷程



自組卷分析報告



其他好用的資源

記起來，回家慢慢看！



均一教師資源區



均一教師 PA
均一教師 PA



均一教師 PA
均一教師 PA

均一的研習很____

只要回答這一題➡



複習時間

聽說有均一小禮物❤



QRcode
（請完全遮住灰

色方塊）

Instagram粉絲專頁 Line 群組

Kahoot !    輸入密碼      

直接搜尋 Kahoot 手機掃描



QRcode
（請完全遮住灰

色方塊）

Instagram粉絲專頁 Line 群組

歡迎老師一起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