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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校基本資料表 

所屬縣市/國立 金門縣/國立 

學校名稱(全銜) 金門縣金城鎮賢庵國民小學 

校長 

姓名 陳為信 

電話 082-325463#11 手機 0920509183 

e-mail denniskm99@gmail.com 

聯絡人 

姓名 張博裕 職稱 教務組長 

電話 082-325463#22 手機 0921321133 

e-mail ka1737@cnc.km.edu.tw 

全校班級數 

(不含幼稚園) 
9班 

學生數 

(不含幼稚園) 
  176人 

學校規模 □1-11 班  ■12-30班  □31班以上 

學校性質(可複選) ■偏遠地區學校  □原住民學校  □非上述兩者 

預計實施總班級數 1班 預計實施總學生數   21人 

預計實施總教師數 

(每一位僅計算 1次) 
 5人 

實施 

概況 

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學習領域 數學 國語、社會 美術 英語  

班級數 1 1 1 1  

授課教師 張博裕 張靜雯、許雪芳 張桂芳 張綺芬  

行動載具 

廠牌/作業系統/ 

數量/來源 

廠牌型號 作業系統 數量 來源 到校時間 

Ipad air Ios7 52 教育部補助 103年 11月 

使用的學習管理系統 

或平臺 

平台：Dropbox / Monkeys / Socrative 

教育雲：教育大市集、康軒小學館、愛學網 

 

 



計畫推動願景 

一、計畫簡述 

因應網路雲端技術及行動科技發展趨勢，結合教育部推動「國中小行動學習計

畫」，鼓勵老師善用資訊設備發展資訊科技在教學應用的特色，及發展以「學習者為中

心」多元創新教學模式。計畫目標除期許增進學生課堂參與度及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外，

最終希望能培養學生基本能力(知識、技能)及溝通表達、合作學習、問題解決、創意

思考及批判思考等軟實力(5C)，以培養臺灣人才的全球競爭力。 

二、計畫推動願景 

金門縣擁有豐富的人文歷史、自然環境與戰地史蹟，在縣府希望、健康、觀光城

的願景下，積極從事各項在地特色的教學工作，配合學校願景『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 』以培養學生具備： 

    一、Learning to know 學習如何學習 

    二、Learning to do 學習做事的關鍵能力 

    三、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學習如何與人和諧相處 

    四、Learning to be 學習激發個人潛能 
    五、Learning to change 學習如何應變之能力。 

三、計畫目標 

    1.希望藉由平板電腦無線上網行動學習運用網路資源，發展創新閱讀教學模式。 

    2.提昇教師應用資訊科技的教學能力，將資訊科技結合閱讀教學，使教材教法多樣化、生 

      動化，提昇教與學的成效，發展學校特色。 

    3.運用數位化資訊設施，人手一機的平板電腦，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建構自主學習環境， 

      激發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4.應用網路大型資源庫，落實學習資源多元化來源，豐富學生學習資源，彌補城鄉差異。 

    5.能配合教育部輔導、實驗，並產出試辦成果。 

四、現況描述 (含輔導方式及輔導教授名單) 

    1.本校已於 103年度 11月獲教育部補助採購 40台平板電腦，1 台平板充電車與相關周邊

支援設備，預計由三年一班任課教師運用於教學，並融入國語領域-閱讀理解教學、數

學領域-課室討論教學模式、社會、英語與美術課程中實施。 

    2.本校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另獲教育處補助無線網路設備，改善並加強校園無線網路環

境，目前校園無線網路環境持續架設中；除固定式無線網路設備外，目前有 3台 APPLE 

Air Port移動式無線網路分享器，提供教師與學生無線上網學習的環境。 

    3.本校教師平均年齡為 31歲，年輕、活力有創意，面對新興的教育趨勢與潮流接受度高，

目前班班均備有電子白板、單槍等資訊設備，教師皆具有運用電子白板教學的能力，對

於資訊融入教學有高度素養與意願。 

    4.閱讀教育為本校學校本位課程，全校共計兩位教師已獲得全國閱讀典範教師殊榮。目前

承辦金門縣精進教學品質計畫「閱讀與寫作」策略種子教師培訓業務，本校教師已設計



有學校本位閱讀課程計畫、學習單、評量單與相關資源等，並朝數位化與網路化的方式

呈現教材、進行教學與評量，惟相關設備(充電車、平板電腦等)與電子書製作軟硬體設

施仍有待增置。 

    5.本校教務組長過去三年先後服務於新竹市青草湖國小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小，實際參

與推動 Ipad行動學習，多次向各縣市輔導團進行教學觀摩與分享，並接受遠見雜誌、

大愛電視台下課花路米、及多家媒體訪問，並與青草湖國小團隊兩次參與教育部 e化創

新教學比賽獲得佳績，具備課程設計與規劃的能力，在七大學習領域皆能運用行動載具

於教學中，行動學習教學經驗豐富。 

    6.本校實施此一行動學習方案，教師專業成長仍需相關領域專家協同指導協助，以便聚 

      焦實施方向。 

    表一  賢庵國小行動學習試辦方案輔導方式與教授一覽表： 

服務單位 姓名職稱 輔導方式 相關工作與專長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鄭淵全教授 

到校講演 

觀摩輔導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育經營與管理、課程領導

與管理 

新竹市青

草湖國小 
李佳穎主任 

經驗分享 

示範教學 
行動學習實施實務專家 

新竹市青

草湖國小 
謝明鳳組長 

經驗分享 

示範教學 
行動學習實施實務專家 

貳、 實施內容及方式 

一、 計畫成員名單： 

    表二  賢庵國小行動學習試辦方案小組成員表：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相關工作與專長 

賢庵國小 陳為信 校長 綜理本計畫相關業務、績效管控與諮詢 

賢庵國小 許雪芳 教導主任 計畫實施統籌、教師成長業務辦理 

賢庵國小 張博裕 教務組長 
計畫實施、行動學習實施實務、教學平台與資源

規劃、教師成長業務辦理 

賢庵國小 李郡旆 學務組長 行動學習實施實務 

賢庵國小 張靜雯 301班導師 行動學習實施實務 

賢庵國小 張桂芳 美術專任 行動學習實施實務 

賢庵國小 張綺芬 英語專任 行動學習實施實務 



二、 預計辦理之校內外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教學觀摩、參訪或交流活動 

    104年度本校預計利用週三研習時間辦理校內外教師專業研習，並安

排教學觀摩，合作學校參訪與交流活動。規劃如下： 

     表三  104年度賢庵國小推動行動學習預計辦理相關活動一覽表： 

學期 週次 活動規劃 活動內容說明 

103學年

度下期 

第四週 
教師專業成長研習(1)- 

行動學習概念與趨勢 
介紹行動學習的概念與發展，及其趨勢和應用。 

第八周 
教師專業成長研習(2)- 

如何運用 APPs於教學 
APPs教學運用經驗分享，讓教師彼此激盪討論可行教學模式。 

第十二週 
行動學習教學觀摩(1)- 

數學課室討論模式 
由張博裕老師以 301班進行數學行動學習演示。 

第十六週 
行動學習交流活動(1)- 

青草湖國小典範經驗分享 
邀請青草湖國小團隊蒞校進行交流與經驗分享。 

104學年

度上期 

第四週 
教師專業成長研習(3)- 

教育雲融入教學模式 
介紹教育雲於行動學習中應用的方式與教學模式。 

第八周 
教師專業成長研習(4)- 

教學平台教學實務分享 
分享運用教育平台進行行動學習的經驗與心得。 

第十二週 
行動學習教學觀摩(2)- 

行動閱讀課程實施 
由許雪芳主任以 301班進行行動閱讀課程演示 

第十六週 
行動學習交流活動(2)- 

青草湖國小典範經驗分享 
邀請青草湖國小團隊蒞校進行交流與經驗分享。 

三、 課前、課中或課後之教學構想與行動載具運用情境 

    本年度計畫實施年級及班級為三年一班，主要實施於語文領域-國語

科的閱讀教育及數學領域，另在英語、社會與美術課程也會進行試驗。 

(一) 工作內容及具體做法 

階段 工作內容 具體作法 備註 

  

 準 

 備 

 階 

 段 

a.成立行動學習

推動小組 

1.規劃所有硬體設備、軟體資源、人力資源分配。 

2.整合單槍投影、電子白板、無線網路以及電腦設備，

提供團隊教師進行會議及專業對話分享之使用空間。 

3.負責提供行政支援服務，規劃全校推動、推廣資訊融

入教學及行動學習的各項事宜。  

 

b.成立行動學習

教師團隊 

1.調查成員專長及在本案可支援的工作。  

2.確定教師個人工作內容及權責。  
 

c.擬定各項教師 1.邀請專家指導，協助教師釐清概念。   



成長計劃 2.參與相關的學術研討會  

3.提升教師在教學現場進行行動學習的能力。  

d.持續充實硬體

設備及教學資

源 

1.持續改善校園及班級無線網路連線品質，有效支援教

師教學及學生學習。  

2.挑選合適教學資源平台，利於學生討論、教材取用，

達成處處可學習之功效。  

 

 

 

 

 實 

 施 

 階 

 段 

a.成立教師工作

坊 

1.每週一下午為工作坊定期聚會時間，進行定期對話、

交流教學心得，增進教師自我成長，讓教師隨時掌握

教育、資訊科技方面新知。 

 

b.設計行動學習

教學活動 

1.由小組成員進行行動學習教學模式設計。  

2.預計完成三年級語文與數學領域之行動學習教學活

動。  
 

 

c.實施教師成長

計畫 

1.每學期安排專家、教授到校輔導指導2次，每次規劃2-3

小時。  

2.參與相關的學術研討會、研習活動及教師工作坊。  

3.強調「專題學習」和「問題導向學習」(PBL)的教師專

業研習活動，舉辦研習會，提升教師在教學現場運用

資訊科技等級方面的能力。  

 

d.進行行動學習

行動研究 

1.教師將設計完成的行動學習教學方案，於教學現場實

施。  

2.在實施的過程中，由其他教師進行觀察紀錄，找出問

題，共同討論、反思，尋求解決因應的策略。  

 

e.實施教學觀摩

會 

1.每學期至少舉辦一次行動學習教學觀摩。  

2.將行動學習的教學模式分享給全校教師 
 

f.辦理外埠參觀

活動 

1.辦理友校或典範學校團隊參訪活動，提升老師視野，

藉由參訪擴展視野，並撰寫參訪心得。 

 

 

 

 

 

 

                            圖一  賢庵國小行動學習團隊模式  



(二) 教學模式的使用：以培養學生思考、合作學習與問題解決能力 

      1. PBL(Problem-Base Learning)教學模式應用 

    在推動行動學習過程中，學習是以學生為中心，由學生自主學習，

習得問題解決的能力。在課程設計時，首先強調學生的基本能力、統

整學習，並配合行動載具的輔助，再經由教師的引導，學生運用所學，

而真實去決面臨問題。 

      2.網路探究式教學法 (Inquiry-based learning) 

    行動學習課程活動，也會採用網路探究式學習模式，先由老師簡

介相關知識，接著指派任務給學生，老師從旁扮演引導者，讓學生經

由觀察，自行決定所需蒐集的資料，再加以整理，最後獲得答案、解

決問題。運用行動載具改變學習方式，提升學習樂趣，緊扣教師課程

的設計，逐漸引導學生學習，進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3.合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 

    透過異質性分組，小組成員彼此間相互合作，進行問題的解決及

探索，組員透過共同整理與歸納探索得到的資料，或藉由與同儕分享

所獲得的新知識，逐漸建構知識。 

(三) 教學實施過程 

 

 

 

 

 

 

 

 

 

 

 

 

後測、心得 



學習階段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學習前 

1.教學模式 

分組合作學習，探索網路資源。 

2.行動載具 

蒐集資料、自我學習 

3.教學資源 

Google Search、康軒小學館、愛學網 

1.教學模式 

設定解決生活問題，引導學探索生活

上事例。 

2.行動載具 

數學活動 APP、康軒電子書 

3.教學資源 

Google Search、康軒小學館、愛學網 

學習中 

1.教學模式 

教師指派問題，學習解決策略，解決

問題。 

2.行動載具 

網路資源搜尋、APP及相機操作。 

3.教學資源 

Google Search、康軒小學館、愛學

網、教育大市集、APPLE store 

1.教學模式 

分組實作解決問題策略，讓學生主動

探索、尋找策略。 

2.行動載具 

白板 APP、Monkeys、數學活動 APP、

康軒電子書 

3.教學資源 

Google Search、康軒小學館、愛學

網、教育大市集、APPLE store 

學習後 

1.教學模式 

發表成果、學生互評、回饋。 

2.行動載具 

成果呈現、資料上傳 

3.教學資源 

Dropbox / Monkeys / Socrative 

1.教學模式 

實做評量、學生互評、回饋。 

2.行動載具 

線上作答工具、成果呈現 

3.教學資源 

Dropbox / Monkeys / Socrative 

四、 運用教育雲資源融入行動學習構想 

    本校預計於 104 年度採用教育大市集、康軒小學館與愛學網等教育

雲資源，提供教師教學相關的 Web教學資源、電子書與 APP，各領域教師

可依其任教學科領域及資源類型進行整合檢索，將適用的資源融入教學

設計和活動當中。另外，本校也將運用 Dropbox、Monkeys 與 Socrative

等教學平台與雲端儲存資源，提供教師備課、與學生互動、進行翻轉教

育的一個學習平台。 

 



參、 預期成效 

    近來資訊科技發達，Web3.0 的概念、雲端運算概念、維基百科知識等資訊發展內容，使

得網路的運用與使用更普及化，網路無線資料庫與創意分享學習平台的運用，幫助提升師生

有效教與學。而我們學校位處「不山不市」地理位置，學生在運用資訊能力的學習，顯與其

他地區有所落差，近來平板多點觸控電腦與無線網路資訊設備的發展，或可做為本校在推動

與實施學校本位課程閱讀教學上可以為用的資訊科技設備-「平板電腦與閱讀教學」。 

    以此協助本校弱勢學子結合資訊教育與閱讀教學的落實，同時建構彌補學生因家庭弱勢

學習背景不利，以資訊教育為輔，閱讀教學為主，以資訊設備為支架，閱讀課程設計與教學

為核心，可以建構學生有效繼續的能力。 

    因此，我們嘗試撰寫此一計畫，企圖透過有計畫、有系統、有步驟的方式，從資訊設備-

平板電腦、校園無線網路學習環境建構、教師增能賦權-精進教學資訊教育結合閱讀教學的課

程發展設計與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與成長、學生學習評量、實務、學者專家的參與指導，以

此計畫為初步藍圖架構，為學校發展創新特色，為教師專業發展精進務實，為學生建構有效

創新學習方式，以求能培養學生持續終身學習的動機與能力。 

(ㄧ)學校層面: 

    整合學校資訊設備，發展創新教學，建立師生互動學習平台網路。藉由行動學習之推動，

學生透過 E化評量模式，更利教師進行學生學習成效之診斷。學生的答題狀況結合教師的試

題分析，可以更效評斷出學生的學習弱點，讓教師得以藉此分析並進行補救教學。 

(二)教師層面:  

(1)透過專業成長學習，提升教師資訊應用與閱讀課程設計，以結合電子書的媒體特性，創新 

   有效教學方式。 

(2)提升學生資訊能力，並發揮平板電腦功能以促使學習彈性化與作業創意化。 

(3)透過行動學習模式，教師們利用工作坊共同創建高品質的課程教材及教學方案，透過教學

資源共享，整體教學品質，也讓教師教學更具效能。 

(三)學生層面: 

(1)無界學習，透過行動載具隨處可學習、增廣學習機會、透過學習社群連結學習網絡、透過

網路應用擷取國際資源。 

(2)學生能藉由平板電腦運用網路教學互動溝通分享，習得正確資訊倫理與資訊素養。 

   a.能利用平板電腦上網查資料。 

   b.能分組報告並透過平板電腦進行自評與互評。 

   c.能利用平板電腦完成課堂學習單，並增強其語文程度。 

   d.能使用平板電腦進行線上評量。 

(3)學生能透過網路閱讀教學平台，增進閱讀動機，培養學生繼續、終身學習的能力。 

   a.學生能利用課餘時間，透過平板電腦撰寫閱讀日誌及學習省思。 

   b.學生能使用平板電腦，欣賞其他同學的作品，並給予回饋。 



肆、 工作時程規劃（104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工作甘梯圖 104.01 - 11 

月次 

 

工作項目 

ㄧ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前置作業（計畫擬定）             

專業成長-專家指導             

課程、教材設計             

實施教學觀摩             

數位學習教學平台             

成果評估與分享             

預計進度累計百分比 
 10 20 30 50 60 70 80 90 95 100  

伍、 其他 

教學運用 App： 

 



教育雲服務簡介 

為迎接雲端學習時代來臨，教育部自 101年 8月經行政院核定實施「教育

雲端應用及平臺服務推動計畫」，建置教育雲端的基礎平臺環境及雲端化服務。

103年起擴大應用服務，整合教育體系雲端學習資源與服務，建構以服務全國學

生、教師、家長及教育行政人員需求為主的「教育雲」服務。 

教育雲整合縣(市)政府、部屬機關(構)、大學及民間的數位資源與服務，

依類型不同，分別匯集於「教育大市集」、「教育百科」、「教育媒體影音」、「學

習拍立得」、「學習工具」及「線上學習」等雲端應用服務，串聯各項雲端數位

資源與服務為一個單一入口，並提供跨平臺整合查詢服務，便利師生檢索及使

用教學與學習所需之各項雲端教育學習資源。（入口網網址：

https://cloud.edu.tw ，於 103/11/4啟用。） 

名稱 

內容 
說明 

教育大市集 

整合全國 22 縣市教育單位、教育部部屬機構及民間單位多元數位教

學資源，形式包含 Web 教學資源、教育電子書及教育 APP，彙整超過

15萬筆資源。提供十二年國教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教學輔助資源，老

師可依學制及資源類型進行整合檢索，將搜尋到的適用資源進行融入

教學。 

教育百科 

整合國家教育研究院的國語辭典簡編本、重編本、成語典與教育部的

教育 Wiki 等 26萬多筆詞條知識內容，是專門為教育學習量身打造的

知識百科服務，提供學生在課程學習時，查找相關詞語解釋與知識。 

教育媒體影音 

匯整以國家教育研究院「愛學網」資源及「MOD 教學網」資源為基礎

並加入全國各縣市政府、部屬館所（機構）及民間單位等影音資源，

總數約有 6千多筆，提供豐富多元的教學影音服務。可透過系統搜尋

得到相關影音資源，並記錄使用者學習歷程。 

學習拍立得 

雲端學習管理平臺，提供全國學校師生免費使用，可用為行動學習輔

助系統。教師能在平臺上新增課程單元，並可將「教育雲」學習資源

導入做為學習教材。學生們可透過平板電腦進行課程學習，系統亦可

以記錄學習歷程。。 

線上學習 

整合本部、縣(市)政府、大學及民間等自行發展具特色的雲端課程服

務平臺，包括新竹縣 M3 教師合作備課平臺、數位學習服務平臺、磨

課師課程平臺、數位學習影音課程平臺等，平臺上的課程可用於自學。 

學習工具 
整合本部或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自行發展之各項學習工

具，如自由軟體服務平臺、偏鄉遠距課輔系統等，支援師生雲端學習。 

 

 

附件 A 

https://cloud.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