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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簡介 

大成國小長期參與教育部行

動學習計劃，教學團隊熟悉數位

媒體與科技融入教學的應用。

104年以學習共同體的基礎，自

行研發的 App-jump教學模式，

教學過程中導入行動資訊設備以

及教學 App，協助學生能力發展

伸展跳躍，「APP－jump 模式」進

行教學，希望藉由資訊科技的適時協助，讓學生間之間的學習、班級間的學習、班群間的

學習、全校共同的學習，達到親師生共同的學習共同體。而去年(105 年)，更融入創客精

神，發展出 MAKE-Maker 教學模式，讓學生發揮創客精神，以埔里空氣汙染 PM2.5為主題，

在生活上去發現問題，設計課程，進行創意發想、邏輯思考進而追根究底提出解決方案。 

大成國小近幾年來積極發展語文教育，承辦南投縣政府語文競賽活動，學生在閱讀及寫作

上表現優異，並且為南投縣之鄉土語言發展中心，106年閱讀磐石成果也獲得縣賽初評優

選。 

然而，105學年度經過國教院學力檢測

結果，本校高年級國語、數學能力卻呈現

明顯雙峰，雖然高成就學生能力拉上來

了，但還是有一群低成就的孩子需要我們

去拉他一把。有鑑於此，106年本校積極導

入各種資訊平台，例如:均一教育平台、教

育部補教教學平台、臺中教育大學教師適性教學輔助平台-因材網(本校為推廣中心)，協助

教師做科技化評量，找出學生真正問題所在，並針對問題實施補救。 

前幾年，大成國小關注在大班的教學，以學習共同體與創客精神，融入資訊科技於教

學，來改善教師的教學專業，提升教師創新的教學策略，翻轉教師的教學的想像。而今年

我們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焦點轉向個別的學習弱勢學生，針對各個學科學習落後的學生

給與教學的輔助。 

貳、 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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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目前正面對來自社會、經濟與環境史無前例之挑戰，這當中主要的

驅動力量，是來自全球化及科技的高速發展。同時，這些力量也提供許

多的機會以追求人類的進步。未來是不可以預測的，但我們仍須以開放

的態度，對於未來預做準備。(Schleicher,2018) 

一、導入新課綱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培養二十一世紀公民。 

108新課綱上路後，著重素養導向教學。素養是「在真實的情境下，可以用出來的

能力」，素養導向教學，「以學生為主體的真實情境學習」。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

「終身學習者」，包括：「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以及「身心

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

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人

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九大項目。而其中，「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養」強調要在各個領域落實並實踐。因此，我們必須以科技為輔，發展素養導向的課程

與教學。 

二、因材施教補救教學，拉起每位學生。 

面對全球化及科技的高速發展我們的

未來面對許多的挑戰，因此，我們必須發

展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以多元豐富的

課程內容來帶領孩子們迎向未來的挑戰。

然而，沒有基礎的讀寫能力，就無法在基

礎上再向前邁進。因此，基礎的讀寫及學科能力在這個變動的社會，更顯重要。大成國

小位處埔里偏鄉地區，除了一般家庭外，弱勢家庭(低收入戶、單親、隔代、原住民、新

住民子女)比例逐年升高。國小教育需要親師一同努力與合作，才能創造出豐富的教育成

果。而大成國小一直面臨弱勢家庭學生在學習課業方面的落後。因此，大成國小積極引

進各項資源，其中，藉由資訊科技來輔助弱勢學生學習即是重要一環。 

在平常的大班教學豐富的課程內容之外，我們希望透過網路上的各種平台，來輔助

弱勢家庭學生將基礎的讀寫及學科能力補足。尤其是行動載具具備了個別化的需求，學

生可以依據自己的能力落點，上網自主學習，逐漸將自己的基礎打好。 

參、 團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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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團隊發展歷程 

大成國小自 100 學年起獲教育部補助班班建置電子白板，應教師教學需要成立校內

第一個「資訊融入教學教師專業社群」，初期以培養教師資訊科技應用能力為主，並開始

嘗試使用電子白板、虛擬電子白板等資訊工具進行教學，期間辦理各項教師增能研習，

從資訊媒材、電子書、教學輔助軟體到教學管理平台推廣與實務應用，目標以精進教師

學專業知能為主要成長方式。102學年又獲得南投縣教育處借用 35 片 iPad2平板，讓大

成國小正式進入行動學習 e世代，藉由行動載具的導入更提高教師參與社群專業成長的

意願。 

102學年大成國小團隊除現有教師社群外更積極轉型為雲端教學工作坊，，辦理多

場校內研習及對外參訪活動邀請國內專家學介紹最新資訊科技工具，如 Google雲端工

具、教育雲、自由軟體、電子書等課程。更思考如何應用資訊科技創新輔助教學，因

此，逐步發展各領域特色課程，實施雲端行動學習進行探索式分組合作學習。 

103學年持續加入教育部行動學習計畫，有鑑於學生缺乏自主學習的能力，因此，

導入學習共同體精神發展出「APP－jump教學模式」，以學習共同體的方式加上「雲端大

成」及教學 APP的交互運用協助教學團隊完成「備課」、「觀課」、「議課」落實真正 e化

的行動學習共同體。 

104學年大成國小團隊獲得教育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優良團隊，也是教育

部 104年行動學習計劃優良學校。一連串的獲奬肯定，讓大成教學團隊更加的堅信：放

棄慣用改善的方法，但不放棄持續改善的努力。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於是今年團隊更

加進化以 Maker創客精神，發現問題、創意發想、邏輯思考進而追根究底提出解決方案

打造行動學習共創體。 

106、107、108 年度，大成國小為行動學習教練學校，積極推廣行動學習理念與輔

導其他新進學校能跨入行動學習的領域。 

二、團隊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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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互幫助才有溫暖；事，共同

努力才易簡單；路，有人同行才更開

心。大成團隊參考學習共同體融入

Maker創客精神採用 5C-Cycle模式運

作：以 Construction:建構、

Cooperation:合作與共創、

Connection:連結、資源交換整合、

Community: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達到 Conversion:轉變與共好。利用 5C運作不斷的循環

以達到整體團隊能力的提升，甚至更進一步影響學區社會的氛圍達到「共創共好」的境

界。 

大成國小團隊 5C-Cycle 運作模式的發展歷程說明如下： 

    在每週一放學後四點到五點，大成固定設有教師資訊能力精進研習課程，每週都設

有不同的主題內容，讓老師吸收新知並可運用于教學上，此外，學校校網首頁更設有創

新應用團隊創客學習網專區，除了將每週研習課程內容置入網頁，讓有事無法上課的老

師利用課餘時間自我進修外，還設有團隊交流專區，行動分享區，讓每位老師都可以上

網分享自己的學習心得或新知。這已經成為本校老師不可或缺、隨時可以討論教學心得

與所學的教學平台。藉由教師群的共同討論及網路平台，更加速團隊凝結的速度。 

(一). Construction: 建構 

   大成國小團隊因為需要而知不足，成員能力的提升需要不斷的自我建構。 

1. Digital Instructional Skills 資訊融入教學的專業技巧 

    本校老師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在精進自己在資訊融入教學上的技巧，學校也為老師安

排了許多相關的課程，讓老師可以一步步建構起相關的專業知識，讓所有老師學會運用

更多的軟硬體設備于教學中。 

2. Flip Classroom 「翻轉教室」新思維 

  大成團隊在教學的歷程中以『翻轉教室』為新的教學方針，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藉

以科技載具的輔助，老師只是輔以專業知識的支持，直到學生可以自主學習時，老師所

架設的鷹架便可以完全抽離，以達到:  

大成國小團隊「5C-Cycle模式」運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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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p Classroom—Beyond iPad, within Education. 

(二). Cooperation: 合作 

    大成行動學習典範團隊，從數位工具的陌生人，到每位老師 ipad 習慣上手，且都

有作品產出，除了靠每位老師之間彼此努力，相互幫忙，共同在教學的路上解決問題，

分享心得之外，大家似乎也存在著一股莫名的默契，那就是大家都是希望共同為這個學

校努力，希望可以一起創造一個師生可以開心上課的教室，快樂學習的氛圍。 

(三) Community:社群 

    大成團隊是以教師專業社群方式作為運作模式，大家定期透過專業對話、經驗交

流、分享資訊與分享教學實務，透過彼此觀課、回饋、同儕檢視，讓社群的老師們可以

改善教學成效，重新塑造合作的氛圍，彼此獲得啟發與成長。 

(四) Connection: 聯結、資源交換整合 

    在整個教學過程中，老師不僅和學生在書本上產生了知識的聯結，在心靈上似乎也

多了一絲絲的串聯與羈絆，正因為行動學習，而與學生有更多的話題，對老師而言，也

是一種教學目標外的收穫。 

(五) Conversion: 共創共好 

共創、共好是本團隊運作模式的最後階段，希望藉由上述四個階段可以讓教師教學

態度與教學技巧上有所成長，本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能因此茁壯、擴散，更希望大成

共創體的改變由教室而到學校，進而擴展到社區與社會。 

肆、 班級經營 

一、 學生載具使用 

學生拿到行動載具，尤其是第一次經常會很興奮，認為是一種遊樂器。班級導師會

擔心學生會私底下操作載具，影響上課課程進行或影響學生上課專心度。因此，在上課

前教師即說明好行動載具的使用規範，以及處理措施，對

於違規學生斷然處理，養成學生使用載具的好習慣。 

平板使用規則: 

•平板放在桌上使用，拿取平板用雙手。 

•不可以進行 APP 下載及進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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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從老師指令操作，有問題舉手。 

•老師指令平板蓋起來時，請立即蓋上，並專心聽講。 

•違反規則，老師會沒收平板，暫停使用。 

二、 學生帳號使用 

為了方便管理與經營，大成國小行動載具(I-pad)都使用同一個帳號，由教師統一管

理帳號與安裝 APP，因此學生無法自行安裝 APP。而教學上盡量使用不需要帳號密碼的平

台，例如輸入教師開的教室的 PIN碼就可以使用的平台。 

伍、 教學與推廣 

一、 教學模式 

大成國小因應學習弱勢學生，設計出 IDEP教學模式，透過有效教學(Instruction)、

診斷(Diagnosis)、自我練習(Exercise)、後測(Post-test)不斷循環的四個步驟，協助學生

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 

(一)、有效教學(Instruction) 

教學模式的第一步驟是有效教學，針對不

同領域、年級，教師可以採取多元創意的教學策

略進行教學，可以是講授式教學、分組合作學習、

翻轉教育、App-jump、MAKE-Maker、PBL等有效

教學方式。 

(二)診斷(Diagnosis) 

針對有效教學後的學生實施科技化診斷評量，採用教育部開發的教師適性教學素養與

輔助平臺計畫(因材網)實施診斷。 

(三)自我練習(Exercise) 

針對上一步診斷的結果，提供學生教學資源、教學影片、學習單等加強自我練習。 

(四)後測(Post-test) 

•學生透過
影片自主
學習

•測驗學生
學習成效

•運用科
技化評
量診斷

•教師實施
各項教學
策略

有效
教學

診斷

自我
練習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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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針對學生

的練習成果，進行後

測。再次診斷學生學習

效果，是否達到預期教

學目標。後測的結果當

成教師下次教學的參

考，修正教學策略、改

變教學方式，或進行課

室觀察等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以持續不斷改進有效教學策略。 

二、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教 學 科 目 國 語 教 學 班 級 五年甲班 

教 學 單 元 
第八課  

五月風箏少年 
教 學 者 黃琮翔 

教 材 來 源 翰林版 第十冊 教 學 時 間 共兩節 80分鐘 

課程簡介 

適逢五月母親節，除了學校南一版本既有的一針一線縫進母愛一課，盼給

予學生不同觀點與經驗的文章學習，遂選擇翰林版五月・風箏・少年為補

充材料，除體會母親辛勞之外，亦理解生命的喜悅、及面對至親離去時，

何以擁抱成長的希望與突破困境，使生命更臻完美。 

作為補充教材，本課程將採取內容深究方式，針對課文內容，搭配

loilonote 系統操作，融入資訊的使用，整合所學的內容，提升學生問題解

決、資料搜索與統整的能力。 

本節教學目標 

1. 能使用 loilonote查詢、整理資料，並建立良好資訊素養。 

2. 理解問題，並從課文與網路探尋、統整回答和觀點。 

3. 能勇於發表自己的觀點與看法，並參與討論。 

4. 聆聽同學發表內容，並記住重點。 

5. 透過課程的學習，表達出生活的情味與體悟對生命的熱愛。 

本 課 教 學 活 動 行動載具 教學評量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蒐集本課內容相關資料問題，並上傳至 loilonote平台。 

（二）學生：先行預習課文，理解課文內容。 

---第一堂課開始--- 

二、引起動機 

(一)請學生利用 ipad登入 loilonote，打開課文電子檔再讀一次，並

圈出關鍵詞和句子。 

 

loilonote 

 

 

 

ipad 

投影機 

 

 

 

 

 

 

閱讀課



 10 

(二)小組內分享所圈選的關鍵詞句，並說明圈選原因。 

三、發展活動 

(一)老師提問第一張字卡的問題：從開頭的短詩發現，作者覺得媽媽像

圖書館，你覺得自己的媽媽像什麼？ 

(二)學生以 loilonote作答，並上傳至繳交盒。 

(三)老師從各組選出一名學生，進行分享。 

(四)老師提問第二張字卡的問題：什麼是矢車菊？為什麼作者選矢車

菊？ 

 

(五)老師引導學生搜尋矢車菊的資料，並將資料與自己的觀點製作成字

卡串，上傳至繳交盒。 

(六)引導學生分組討論、分享自己的答案。 

(七)老師提問第三張字卡的問題：未完成的風箏，為何成為永遠的紀

念？ 

(八)進行小組討論，小時候有無玩過風箏？至親有無陪伴你玩過風箏？

當時的感覺如何？ 

 

loilonote 

 

 

 

ipad 

投影機 

loilonote 

 

 

 

 

 

 

 

 

 

 

 

 

 

 

 

 

 

 

 

 

 

 

ipad 

投影機 

loilonote 

 

文，並圈

選關鍵詞

句 

 

 

 

能使用

loilonote

找相關資

料，配合

課文內容

整理出答

案，並進

行討論和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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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活動 

（一）請小組分享剛剛討論的成果。 

（二）老師做最後總結。 

---第一堂課結束--- 

---第二堂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 

（一）回顧上一堂課討論的內容。 

（二）老師引導學生，回顧課文當中提及風箏的段落。 

二、發展活動 

(一)老師提問：作者覺得小時候玩風箏的感覺如何？為何會有這樣的感

覺？ 

(二)小組分享自己的觀點。 

(三)老師接續提問：所以後來母親怎麼了？為何未完成的風箏成為永遠

紀念？ 

(四)學生以 loilonote作答，並上傳至繳交盒。 

(五)老師從各組選出一名學生，進行分享。 

 

(六)老師提問第四張字卡上的問題：作者的童年像什麼？你覺得自己的

童年又像什麼？ 

(七)引導學生回顧課文內容，並思考自己的童年圖像，將答案完成後繳

交至繳交盒。 

(八)老師引導學生小組分享，並呈現自己的想法。 

(九)老師提問第四張字卡上的問題：所以你覺得，母親教會了作者什

麼？ 

(十)學生進行小組討論，整理先前問題的觀點與課文內容，並將統整成

 

學生能勇

於發表和

聆聽 

能使用

loilonote

找相關資

料，配合

課文內容

整理出答

案，並進

行討論和

發表 

能發表自

己的看法

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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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做成字卡串，繳交至繳交盒。 

(十一)學生小組發表，呈現自己觀點。 

四、綜合活動 

（一）請學生分享：面對不完美的人生，如何活出生命的色彩和對生命

的熱愛？ 

（二）老師做最後總結。 

---第二堂課結束--- 

 

 

南投縣埔里鎮大成國小108學年度探索台灣東北角行動學習之旅 

課程實施時程圖 
活動前學習 活動中學習 活動後學習  

1. 運用 one note數位筆

記共作行程規劃安排 

2. 聯絡參訪地點申請 

   導覽解說 

3.大眾運輸工具查詢 

4.悠遊卡適用時機 

5.食宿安排 

6.估算活動費用 

7.製作活動通知 

8.製作學習手冊 

9.學習簡報檔製作 

10.體能訓練 

11.威力導演影片剪輯 

教學 

  

 

第一天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新北市 

  九份黃金博物館、黃金瀑布 

  陰陽海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宜蘭 

  住宿 

第二天 

參訪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鐵馬行  

 (冬山河親水公園自行車道) 

 第三天 

搭火車至宜蘭頭城大里火車站 

走讀草嶺古道路程 8.5公里 

 (宜蘭頭城新北福隆) 

新北福隆搭火車至台北火車站 

台北捷運信義線 

 (尋找公共藝術精靈)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返回學校 

 

1. 藉由活動照片 

回顧戶外學習歷

程 

2.分享與省思 

 3.整理參訪地點 

 簡介 

4.將活動歷程運 

用小書或製作 

簡報檔方式分 

享於寒假作業 

5.威力導演影片 

剪輯 

 

南投縣埔里鎮大成國小 108學年度實施戶外教育行動學習教學活動設計 
計畫 

名稱 探索台灣東北角之旅 設計者 郭芳秀 

適用 

年級 
六年級 

參加 

人數 
學生 23人教師 3人 

教學 

場域 
世界遺產潛力點、藝術中心、古道、捷運線公共藝術、交通運輸等 

教學 

目標 
1. 比較不同區域環境的交通運輸類型，討論戶外教學路線。 

2. 運用 one note 數位筆記本，共作行程規劃安排。 

3. 能了解目前臺灣開採的礦產有哪些，以及礦產的分布、現況、發展方向。 

4. 了解東北角主要交通運輸方式(鐵道及國道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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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練習查詢大眾運輸工具時刻表及使用google 地圖搜尋最佳路徑。 

6. 除了從書本認識傳統藝術外，還能親身體驗傳統藝術。 

7. 透過緬懷古蹟，讓學生體會先人來台開墾篳路藍縷之艱辛歷史。 

8. 學會蒐集公共藝術相關資料，能從欣賞角度進而主動發覺公共藝術之美。 

9. 運用威力導演剪輯影片並配上字幕。  

教   學   設   計   內   容 

項目 教學活動內容 使用資源與評量 

課前 

討論 

一、校外教學地點規劃 

(一)口頭調查學生平時與家人休閒旅遊地點，評估

較少涉足的地點。 

(二)檢視五、六年級各領域教材，配合教材規劃行

程。 

(三)善用家長的人力資源，請熟悉該場域的家長提

供建議。 

(四)師生共同討論，初步規劃戶外教學場域為東北

角。結合高年級教材，上網搜尋參訪地點： 

宜蘭縣：太平山、傳藝中心、龜山島、福山植

物園、蘭陽發電廠、草嶺古道。 

新北市：黃金博物館、黃金瀑布、陰陽海、九

份。 

台北市：台北捷運信義線。 

◎ipad 

◎one note數位筆記本共

作行程規劃安排 

◎107、108年度各領域教

材 

◎高鐵網站 

◎台鐵網站 

◎客運網站 

◎台北捷運網站 

◎【實作評量】 

項目 教學活動內容 使用資源與評量 

課前 

討論 

 

(五)利用google地圖，輸入所有規劃地點，檢視點

和點之間的距離和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時間，安排

參訪路線，並刪除距離太遠的地點。 

(六)確認參訪地點： 

    新北市：黃金博物館、黃金瀑布、陰陽海。 

    宜蘭縣：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冬山河親水公園

自行車道、草嶺古道。 

    台北市：台北捷運信義線。 

(七)打電話至博物館詢問團體導覽事宜、體驗課程

費用及時間，規劃停留行間。 

(八)聯繫遊客中心，查詢古道路況、距離，評估所

需花費時間及注意事項。 

(九)大眾運輸工具網站搜尋有無相關搭乘優惠折

扣，並了解悠遊卡使用時機。 

(十)製作行程表及活動通知單。 

(十一) one note 數位筆記本教學。 

(十二) 威力導演影片剪輯教學。 

◎ipad 

◎Google地圖 

◎黃金博物館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大里遊客中心 

◎福隆遊客中心 

◎威力導演影片剪輯教學 

◎【實作評量】 

二、活動行程表 ◎文書編輯軟體 

◎宜蘭飯店網站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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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校

外教學學

習手冊 

(一)行程

表  (二)

學習單 

(三)住宿

地點安排 

(四)攜帶

物品及注

意事項 

項目 教學活動內容 使用資源與評量 

課中 

學習 

 

一、課堂教學活動 

(一)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類別：客運、高鐵、火車、

捷運。 

(二)查詢優惠方案，及悠遊卡適用時機。 

(三)到大眾運輸網站搜尋時刻表及票價，留意轉乘

時間，出發前完成訂票事宜。 

(四)數位學習：黃金博物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1. 黃金博物館       

      (1)礦產遺址       (4)360度典藏展 

      (2)人文聚落       (5)3D典藏品展示 

      (3)典藏文物       (6)3D虛擬實境 

2.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1) 建築之美      (4)手作課程 

(2) 街區之趣      (5)搜尋年度大戲 

(3) 場館之藝      (6)搜尋主題劇場 

(五)冬山河自行車道 

1. 自行車道路線圖：沿著河畔騎鐵馬，冬山河

美景盡收眼底，沿途經過冬山河親水公園、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冬山河森林公園等各著

名景點，全程約九公里。  

2. 自行車道周邊景觀：鄰近有五十二甲溼

地、平埔族噶瑪蘭人的聚落與人文老街。 

(六)草嶺古道 

1. 歷史人文：草嶺古道是清朝淡水廳(艋舺)到

噶瑪蘭廳(宜蘭)的交通孔道，屬淡蘭古道的

其中一段，更是目前僅存前清所遺古道之

一，全長8.5公里。 

2. 三級古蹟：從頭城大里走至貢寮望遠坑，遠

望溪流蜿蜒而行，流水潺潺， 

◎ipad 

◎大眾運輸工具網站 

◎五下社會教材台灣的區域

與交通 

【國道五號：蔣渭水高速公

路】 

◎ one note數位筆記本 

◎Google地圖 

◎黃金博物館網站 

https://www.gep.ntpc.gov.

tw/ 

◎五下社會教材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 

◎六上社會教材 

 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物產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網站 

https://www.ncfta.gov.tw/ 

◎五下社會教材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 

【認識抗日英雄—蔣渭水】 

◎宜蘭勁好玩/玩樂宜蘭/鐵

馬漫遊 

https://travel.yilan.tw/z

h-tw/tour/bikeway 

◎【實作評量】 

◎維基百科 

◎五下社會教材 

  清末的建設 

【認識清朝時期台灣總兵劉

明燈】 

https://www.gep.ntpc.gov.tw/
https://www.gep.ntpc.gov.tw/
https://www.ncfta.gov.tw/
https://travel.yilan.tw/zh-tw/tour/bikeway
https://travel.yilan.tw/zh-tw/tour/bik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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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教學活動內容 使用資源與評量 

課中 

學習 
沿途行經清朝總兵劉明燈所題「雄鎮蠻煙」

和「虎」字二碑，屬於三級古蹟。散布在古

道上的人文遺跡，還有跌死馬橋、土地公寺

和客棧遺址。 

3. 自然景觀：在啞口眺望太平洋及龜山島，夏

季時期野薑花花香漫山飄香、秋季時期滿山

白背芒花盛開白色花草隨風搖曳。 

(七)公共藝術精靈：台北捷運信義線 

1. 大安森林公園站：大眼蛙、銀色小短腿蛙、

大安之花、四季。 

   2. 大安站：飛天傳奇。 

3. 台北101世貿站：相遇時刻。 

4. 象山站：心花朵朵開。 

(八)製作戶外教學學習手冊 

二、戶外教學活動 

(一)第一天行程： 

1. 黃金博物館：預約團體導覽(主題：人文歷

史)。 

2. 黃金瀑布、陰陽海：學生分組導覽解說。 

(二)第二天行程： 

1.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手作課程、年度大戲、

主題劇場、申請團體導覽解說(主題：三條

街及三建築)。 

2. 冬山河親水公園自行車道：體驗冬山河周邊

自然生態及人文聚落。 

(三)第三天行程： 

1. 草嶺古道：宜蘭頭城到新北貢寮，師生共同

解說。 

2. 台北捷運信義線公共藝術精靈：學生分組解

說。 

 

◎ipad 

◎五下自然教材 

 植物世界面面觀 

 

 

 

 

 

◎五上國語教材 

 尋找藝術精靈 

◎五下社會教材 

 生活大不同 

◎台北捷運信義線路線圖 

https://tw.piliapp.com

/mrt-taiwan/taipei/ 

◎台北大眾運捷運票價及

乘 

車時間查詢 

 

◎ipad影像拍攝 

◎【體驗活動】 

◎【實作評量】 

◎【學習單】 

 

◎五下社會教材 

 生活大不同 

◎【了解蔣渭水演藝廳命

名由來】 

 

◎【認識清朝時期台灣總

兵劉明燈】 

◎【知道三級古蹟——雄

鎮蠻煙碑、虎字碑設置原

由】 

◎【能欣賞公共藝術之

美】 

項目 教學活動內容 使用資源與評量 

課後 

省思 

一、分享與回饋 

(一)活動後，學生將探索課程中所見、所聞及感
◎ipad 

https://tw.piliapp.com/mrt-taiwan/taipei/
https://tw.piliapp.com/mrt-taiwan/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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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製作簡報檔寫下心情小語或用小書方式呈

現在寒假作業中，並提出相關建議及看法。 

(二)課程結束，教師就整體活動做出總結歸 

納與檢討建議。 

二、資源共享 

(一)保存教學活動設計、省思與回饋記錄，以利其

他教師參考。 

(二)將學習單、照片及相關成果匯入one 

 note數位筆記本，轉檔輸出後分享於學 

校網站、班親會及畢業成果展。 

(三)整理拍攝影像檔，剪輯後分享於學校網 

    站及畢業典禮。 

◎one note 數位筆記本 

◎【實作評量】 

◎【製作簡報檔】 

◎【寒假作業小書】 

◎威力導演影像剪輯完成

後配上字幕 

 
評量 

方式 

實作評量、體驗活動、學習單、寒假作業小書 

one note數位筆記本、影像剪輯 

 

108學年度實施戶外教育行動學習相關成果 

  
One note 數位筆記本：第二天行程安排 

(任務分工：第二組負責) 

One note 數位筆記本：查詢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優惠方案。(任務分工：第二組負責) 

  

One note 數位筆記本：第二天住宿參考資 One note 數位筆記本：第三天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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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考量因素價格合理及交通便利。 

(任務分工：第二組負責) 

(任務分工：第三組負責) 

  

One note 數位筆記本：草嶺古道路線圖，全

程8.5公里，步行時間約3~4小時。 

(任務分工：第三組負責) 

One note 數位筆記本：查詢台北捷運路線

圖及乘車時間和票價。 

(任務分工：第三組負責) 

三、 有效運用多元數位學習資源，豐富學生視野，激發學習熱情 

零成本超簡易的紙本 IRS即時反饋系統 Plickers，學生端只需以紙張輸出代表選項的

圖卡作為載具，經由教師端利用手機掃描，教師端可以立即得到全班的答案回饋。系統同步

到資料庫中，教師端可即時呈現答題狀況，並立即呈現餅圖分析，學生所有答題結果也可匯

出最後報告結果，測驗結果一目瞭然。 

每個學生都應該有機會學習

電腦科學。它有助於培養解決問

題的技能、 邏輯和創造力。提早

開始，學生將有在任何一個 21 

世紀的職業生涯成功的基礎。

Code.org 教學課程讓教師可以隨

時隨地為學生舉辦一小時程式設

計的課程活動。 

免費的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服務，全校師生皆有個人獨立的 Google帳號，此

帳號可使用所有 Google 常見的功能，如 E-mail、雲端硬碟、Classroom，協作平台、

Youtube影音等，因為有獨立網域之區隔，所以可做有效的群組管理，教師可針對班級群組

或學年群組發布教學資源。透過 Google表單更可正確、迅速地蒐集學生的回饋。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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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虛擬雲端教室，Classroom 可讓老師直接在線上建立及收回作業，完全不浪費紙張，而

且提供多項省時省力的功能，自動為每位學生建立 Google 文件副本。此外，Classroom 也

會自動為每位學生建立各項作業專屬的雲端硬碟資料夾，讓每個人的資料都井井有序。學生

可隨時在「作業」頁面查看各項作業的繳交期限，只要點選作業就能開始動工。老師則可快

速查看學生完成作業的情形，直接在 Classroom 中提供即時意見回應以及評分。 

陸、 學習成效 

一、學生表現質性分析 

    最近老師常使用平板電腦上課，而我們使用一個叫「LoiLoNote」的教學軟體，它是

一個數位學習軟件，主要功能是老師拉學生進入班級裡，便可以傳送題目給學生，學生也

可以傳答案給老師。 

 使用 LoiLoNote，讓原本枯燥乏味的國語、數學課變得有趣了一點，例如:從原本老

師直接補充知識，到學生自己上網查，最後統整資料，讓上課不再是打著呵欠邊聽老師講

課，而是自己去找答案，這樣也增進了學生查資

料及辨別資料是否為你所需要的能力。 

 最後我希望以後上課能多使用 LoiLoNote，因

為我覺得用課本比用數位檔案的學習其實成效

差，其實大多是因為有些人根本不想聽老師說

話，而用 LoiLoNote則可以讓學生一直處於自主

學習，老師輔助的狀態，所以我贊成使用

LoiLoNote來上課。 

    最近老師上課都用 LoiLoNote，LoiLoNote是老師可以出題目在上面，然後學生在去

作答。 

    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國語課，因為原本無趣的國語課，經過老師用 LoiLoNote出題目然

後讓我們去找題目，讓我們可以更有印象，有趣

的是搜尋這個功能，因為這功能可以讓我們搜尋

到各種資料、圖片。 

    我覺得 LoiLoNote 是個非常好的教學 APP，

因為它可以有效率的學習知識，可以不用用傳統

的課本來學習，而是用近代的平板來學習，我希

望以後有機會還可以再使用 LoiLoNote。 

    用 Loinlonot可以讓我們學習更多關於 3C的課程，我知道未來會有更多關於 3C的課

程，因為未來 3C會取代很多事物。 

    在用 Loinlonote的時候，我們可以利用 Web來查詢課本內容或語詞的意思；利用地

圖可以更了解課文所敘述的地方在哪裡，有時候老師把同學所繳交的答案給我們參考時，

我們可以再利用同學的答案或是我的答案一起來思考這個這個問題的答案，或是這個語詞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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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用 Loinlonote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不僅僅能夠更了解課文內容，也可以讓我

們學習團隊的生活，我很喜歡用 Loinlonote來上課。 

老師先將校外教學前置作業規劃張貼在數位筆記本上，

透過平板大家可以清楚知道有哪些參訪地點，經過大家討論

後，我們共同確定了行程的安排。使用 one note時發現：上

傳的速度快、操作簡單不複雜、很方便，只要有網路就可以

使用，也能互助學習 

全班在學校共同使用 one note 時上傳速度很

快，大家可以即時看到新的資訊，且不需要花很多

的時間學習。我們依照行程規劃分組搜尋資料，連

結到相關網站複製網址就可以到 one note貼上，不

用再寫下來或印下來。所以，大家都很喜歡使用這

個應用程式 

運用平板在網站上找到資料後，可以在網站畫面按下截圖，接著使用剪裁工具剪下需

要的畫面，然後再貼到 one note，讓其他人除了可以連結網站外還能看到圖片，可說是

一目瞭然。老師將設計好的學習單放在頁面上，有時間時，可以到參訪地點的數位博物館

自主學習，而且在家中也能使用。除此之外，不小心上傳送有誤的資料時，自己或他人能

馬上發現，這時就能即時修復。 

 

柒、 歷程反思 

一、使用 Loilonote，讓學習更有效率 

Loilonote強大之處，在於其成功整合 ipad上的功能，使學生能夠透過搜尋資料、

圖片與檔案，在 app 中直接呈現並製作筆記，因此學生在一邊搜尋、整理資料的歷程

中，也在學習如何統整、歸納所搜尋到、習得的資訊，因此透過 Loilonote 進行學習，

不僅可讓學生習得搜尋資料的能力，又可以學習整合資訊、連結內容，因此極適合作為

檔案評量。 

此外，繳交盒工具的設計，除了方便學生提交作業，還可以共享學生的回答，使學

生進行小組討論；而學生間通訊的功能，亦可在同儕理解困難需要協助時發揮效用─將

自己搜尋到的相關資料和同學共享並一起討論，達成合作學習的目標，也互補自己搜尋

資料不足之處，可謂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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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透過資料的搜尋，加上小組合作，更能掌握學習脈絡，同時整合自己習得的知

識，使學習更為自主，也更有效率。 

二、搭配行動載具與協同學習 

此次藉由戶外教學的規劃，共作 one note數位筆記本。盼能引領學生透過資料搜

尋、組織與規劃，設計屬於自己的「探索臺灣東北角之旅」學習旅程。本活動，除了配

合學校行事也結合領域課程內容，還習得多元的知識與文化，並於參訪過程中深入探索

與行動學習，涵養科技人文素養。 

活動前置作業由老師負責，師生共同確認行程後，將三天行程分配給三組，各組依

據參訪地點、交通、住宿、膳食等分別蒐集資料。老師先在頁面中建立細項，學生就能

依照細項將資料作分類；網路的資源包羅萬象，如何從大量的訊息中擷取需要的部分，

學習篩選資料也是必要的。另外，共作數位筆記本，可以提高學生的參與度，但是，也

偶有資料誤刪的情形發生，時時叮嚀學生操作時要謹慎；其次，不論是網站的複製亦或

圖片的剪裁都能輕鬆上手，說明操作方法後，學生表示學起來不難又好用；最後，活動

結束，可以將照片及相關成果匯入，檢視無誤後就能匯出製作成果資料。 

活動體驗過程，學生運用載具拍攝影像，活動後使用影像剪輯應用程式，剪輯影片

配上字幕，就是一份個人專屬的成果了。結合行動學習，帶領學生善用資訊科技輔助學

習，除了參與行程規劃，也在活動體驗後共同製作成果，藉此深化學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