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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對抗疫情，專研 e情，持續推動智慧教育堅定前
行，深感榮耀與慶幸。此刻，我們一起迎接「第九屆全
球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高峰論壇」的到來，特別感謝兩
岸四地、全球各屆智慧教育專家先進的努力與奉獻，九
年來不吝提供研究與實證經驗，一同搭建智慧教育巔峰
舞台，分享彼此心血與結晶，也見證世界各地智慧教育
的實踐成果。

今年以「建設 AI智慧學校」為主題，一起為型塑每個人
心目中理想的 AI智慧學校而奮鬥，特別是從 Covid-19
疫情獲得珍貴經驗，我們要加速協助 AI智慧學校，善用
AI教育大數據，提供線上自主學習、互動學習、遠距學
習、混合學習的 AI智慧學校平台。讓我們來一起想像，
一起實現理想的「AI智慧學校」。

在全球各地教育相關單位與團體的共同努力下，臺灣科
技領導與教學科技發展協會與全球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
院合作，自 2012年起舉辦「全球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高
峰論壇」，成功開啟全球與兩岸對於科技領導與智慧教
室創新教學的討論與對話。每年邀請全球各地的教育專
家、學者、領導、校長分享科技領導新知與發展智慧教
育的豐碩成果。

108課綱強調核心素養（competency）以及實踐自發、
互動、共好的理念，教師專業發展是關鍵要素，政策之
一就是公開觀議課 (包括共同備課、說課、公開觀課、
共同議課等流程 )。在本次高峰論壇系列活動中，特別
辦理「2020第三屆大師盃線下課堂智慧教研 -全球同上
一堂課展示活動」，希望藉此活動，觀摩來自臺北、成
都、菲律賓等不同區域的智慧課堂，體現現代化的「智
連環」學習法課例，讓全球教育專家與優秀的教育工作
者，能有更多良性的交流。

智慧教育的成果並非一蹴可幾，每一分成就都來自於所
有教育工作者的熱情投入。期許此次大會能讓科技領導
的智慧與經驗，激盪出更多教育創新的火花，幫助全球
各地發展智慧學校與智慧城市，實踐「一對一」理想的
智慧教育！

理事長

臺灣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發展協會

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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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九屆全球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高峰論壇 暨學校建築研究學會年會
2020 9th Global Technology Leadership &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Summit & School Building Research Association 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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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持人：張奕財校長、陳麗英校長

主辦單位：臺灣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發展協會、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全球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
共同主辦單位：111 教育發展協進會、中華教育創新發展學會、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協辦單位：臺北市教育局中等教育科、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日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 ( 六 )　　　　　　　　　　地點：香格里拉臺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B1 洛北秀南園

時間 主題

08:30-09:00 報到

09:00-09:20

開幕式
主席致詞：張奕華教授 / 理事長　臺灣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發展協會 / 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
貴賓致詞：蔡炳坤副市長 / 臺北市政府
　　　　　吳清山理事長 /111 教育發展協進會
貴賓祝賀影片：諶亦聰科長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
　　　　　　　劉明超副局長 /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高安邦副市長 / 桃園市政府

09:20-09:30
頒獎
舜耕學校建築學術研究獎助金、學校建築之光獎
科技領導卓越獎

09:30-10:00
專題演講一　AI 智慧校園的規劃與建置
演講人：湯志民名譽理事長 / 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
主持人：林海清講座教授 / 理事長　中臺科技大學 / 中華教育創新發展學會

10:05-10:35 專題演講二　智慧教育與 AI 大數據
演講人：馬憲平教授 / 理事長　中國教育學會教育管理分會 / 中國教育學刊編委會 

10:35-10:50 茶敘時間

10:55-11:25
專題演講三　教與學新樣態，AI 蘇格拉底與博拉圖大數據應用案例
演講人：吳權威院長 / 全球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
主持人：張奕華教授 / 理事長　臺灣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發展協會 / 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

11:30-12:00
專題演講四　COVID-19 停課不停學，菲律賓 Batangas 教師專業發展策略
演講人：Merthel M. Evardome, CESO V
　　　　Schools Division Superintendent, DepEd Division of Batangas

12:00-13:20 午餐

13:20-14:20

高峰論壇一　建設 AI 智慧學校
主持人：劉春榮教授 / 臺北市立大學名譽教授
與談人：
尚漢鼎校長 / 臺北市蓬萊國小
陳麗英校長 / 臺北市天母國中
陳家祥校長 / 桃園市南崁高中
謝佩璇教授 / 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徐奕婷 /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科員

14:25-14:40 茶敘時間

14:40-15:40

高峰論壇二　後疫情學校新樣態
主持人：蓋浙生教授 / 學校建築研究學會名譽理事
與談人：
巫珍妮科長 /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及科技教育科
徐宗盛校長 / 桃園市壽山高中
李雪鳳校長 / 臺北市志清國小
林志隆教授 / 屏東大學資訊科學系
黃庭鈺 / 新竹女中教師

15:45-16:00 綜合研討暨閉幕式
張奕華理事長、湯志民名譽理事長、吳權威榮譽理事長

2020 年第九屆全球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高峰論壇 暨學校建築研究學會年會
2020 9th Global Technology Leadership &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Summit & School Building Research Association Annual 

主題：建設 AI 智慧學校
    Building AI Smarte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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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盃智慧課堂團隊競賽（簡稱大師盃）源自於 2018年開始舉辦的智慧課堂展示活動，是一項分享全
球各地智慧課堂實踐經驗的教育公益活動，由全球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與臺灣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
發展協會共同主辦，邀請全球各地智慧課堂專家、大師齊聚一堂，共商、共研新科技 (T)、新教法 (P)、
新教材 (C)等 TPACK深度融合的創新教學模式與案例，以促進全球智慧教育發展。

大師盃是典藏教學智慧的平台，每年，主辦單位把大師盃智慧課堂收藏在「蘇格拉底平台」大師盃頻
道，形成智慧課堂數據庫，可以隨時觀摩學習，研討與分析，可促進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

蘇格拉底平台大師盃專屬頻道－收錄歷年大師盃智慧課堂，累積超過 50堂課例

蘇格拉底影片可以顯示點評資訊，篩選、隨點隨
播讓智慧教研更為便利清楚（點評包含文字、圖
片、網頁或切點連結）

蘇格拉底影片可切換顯示 AI數據，成為 AI教練，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高峰論壇系活動之一高峰論壇系活動之一

大師盃智慧課堂團隊競賽
專屬頻道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arsc5

全球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www.teammodel.
org

2020 第九屆全球科技領導與
教學科技高峰論壇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8f342

2020 第三屆大師盃線下課堂智慧教研
全球同上一堂課展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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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活動內容 場地

現場 ( 臺北、成都、菲律賓 )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 ( 全球同上一堂課 ) 各場地、線上 / 線下共同齊聚線上開幕儀式

09:10-09:50 智慧課堂 ( 線下 )
/ 直播 / 智慧教研 ( 線上觀課 ) 一

臺北市木柵國小 - 吳銘勇老師
《整數的四則運算》四年級  數學

政治大學－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中心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老師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

CUPANG ELEMENTARY SCHOOL - Maridel B. DeMesa
《Product Design with Recycle Materials》
Grade 5　Science

菲律賓八打雁－ Cupang 小學

10:00-10:30 AI 蘇格拉底影片發布
/ 全球同步議課 ( 切點分析 ) 一

政治大學現場與線上專家同步議課教研 政治大學－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中心

紫藤小學現場與線上專家同步議課教研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

Cupang 小學現場與新加坡 全球線上專家同步議課教研 菲律賓八打雁－ Cupang 小學

10:30-10:40 休息 / 換場

10:40-11:20 智慧課堂 ( 線下 )
/ 直播 / 智慧教研 ( 線上觀課 ) 二

臺北市木柵國小 - 劉佳昀老師
《戲迷》五年級  國語

政治大學－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中心

臺北市蓬萊國小 - 謝宛芸老師
見「鬼」啦！ - 閱讀《定伯賣鬼》六年級　語文

臺北市蓬萊國小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老師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

11:30-12:00 AI 蘇格拉底影片發布
/ 全球同步議課 ( 切點分析 ) 二

政治大學現場與線上專家同步議課教研 政治大學－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中心

蓬萊國小現場與線上專家同步議課教研 臺北市蓬萊國小

紫藤小學現場與線上專家同步議課教研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

12:00-14:00 午餐休息

14:10-14:50 智慧課堂 ( 線下 )
/ 直播 / 智慧教研 ( 線上觀課 ) 三

臺北市蓬萊國小 - 張銘忠老師
《現代食物命運交響曲：食在太混》
六年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

臺北市蓬萊國小

成都西川中學老師 成都西川中學

BAYORBOR NATIONAL HIGH SCHOOL - Jenelyn D. Reyes
《Inside the World of Modifiers: Adjectives VS Adverbs》
Grade 8　English

菲律賓八打雁－ Bayorbor 中學

15:00-15:30 AI 蘇格拉底影片發布
/ 全球同步議課 ( 切點分析 ) 三

蓬萊國小現場與線上專家同步議課教研 臺北市蓬萊國小

成都西川中學現場與線上專家同步議課教研 成都西川中學

Bayorbor 中學現場與新加坡 全球線上專家同步議課教研 菲律賓八打雁－ Bayorbor 中學

15:30-15:40 休息 / 換場

15:40-16:20 智慧課堂 ( 線下 )
/ 直播 / 智慧教研 ( 線上觀課 ) 四

臺北市蓬萊國小 - 王玟晴老師
《「錢」程似錦》五年級　綜合

臺北市蓬萊國小

成都西川中學老師 成都西川中學

16:30-17:00 AI 蘇格拉底影片發布
/ 全球同步議課 ( 切點分析 ) 四

蓬萊國小現場與線上專家同步議課教研 臺北市蓬萊國小

成都西川中學現場與線上專家同步議課教研 成都西川中學

17:00-17:10 閉幕

18:00-21:00 全球智慧教師之夜暨大師盃 & 智慧課堂創新獎頒獎晚會

2020 第三屆大師盃線下課堂智慧教研 -全球同上一堂課展示活動

高峰論壇系活動之一高峰論壇系活動之一

2020 第三屆大師盃活動頁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8re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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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首屆舉大師盃智慧課堂團隊競賽，分別在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小學、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臺北市立懷生國中及新北市私立辭修高中等四所學校舉辦，邀請到來自兩岸七個隊伍參賽，22位智慧
課堂名師，進行一整天精彩的智慧課堂團隊競賽，讓全球各地與會者一同見證智慧學校的發展，觀摩
智慧名師帶來的精采課堂。

2019年大師盃分別在臺北市立蓬萊國小、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兩所學校舉辦。邀請到來自台灣、大陸、
新加坡等八個隊伍參賽，共 25位智慧課堂名師，進行一整天精彩的智慧課堂團隊競賽，並採用「英語
科同課異構」模式，讓來自不同國家的教師預備同一篇英語文本，透過蘇格拉底數據分析報告，可以
更清楚看見每位教師不同風格、獨特的科技互動 (T)、教法應用 (P)和教材實踐 (C)等教學設計。

「2018 首屆大師盃精彩剪影」

「2019 第二屆大師盃精彩剪影」

高峰論壇系活動之一高峰論壇系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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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現場教學的線上教學模式 

HiTeach Mobile & Web IRS

HiTeach Mobile不論現場教學或線上教學通通適
用，白板 /畫記工具、搶權 /挑人 /計分工具、智
慧推送 /差異化教學…等功能，都能夠幫助老師輕
鬆翻轉傳統課堂，實現以學生為中心一對一的教
育理想，成就每一個孩子，讓線上課堂跟當面授
課效果相近！

HiTeach 智慧教學系統

醍摩豆全新推出 Web IRS，完全不用安裝任何軟
體，只要有瀏覽器，就可以讓師生不受時空限制，
互動反饋，傳送圖片、文字、快速答題統計、附
註說明…等，讓每個學生都能即時發表自己的意見
與想法，讓老師即時掌握學生思考，幫助老師數
據決策！

Web IRS

Web IRS 登入步驟

Step 1.
使用可上網的設備 (平板、手機 )，開啟相機或
QRCode APP掃碼進入登入教室頁面。
※ 無 法 掃 碼 的 設 備 可 直 接 於 瀏 覽 器 網 址 列 輸 入
webirs.cc 進入登入教室頁面。 

Step 2.
在登入頁面輸入教室編號後，再輸入代表自己身
分的名稱後加入該課堂與教師進行教學互動。

2020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席捲了全球的教育現場，造成超過 10億以上的學生沒辦法進學校上課，
但線上授課因為缺乏師生間的互動導致效果打折。

現在醍摩豆智慧教育運用 HiTeach Mobile & Web IRS實現線上教學也能達到實體課堂的互動與學習
成效。

高峰論壇系活動之一高峰論壇系活動之一

最接近現場教學的線上教學模式 HiTeach Mobile & Web IRS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9zh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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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盃會場 - 政治大學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中心

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是培養教育專業人才的搖籃，為了科技和理念與時俱進，促
進教育科技與課堂教學的深度融合，成立了政大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中心，透過 TBL智慧教室、AI智
能終端與 AI蘇格拉底系統的整合應用，讓學生沉浸在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中，並可把課堂教學的過程
錄製下來，以蘇格拉底影片進行教學研討，精進學生的教學專業。

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所長張奕華說：「國際化及產
學合作，一直是政大著力的目標，透過醍摩豆系統的教學大數
據及 AI人工智能服務，能夠使政大有不一樣的改變。」他表示，
政大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中心的設立，可以提供臺北、新北甚
至桃園的學區聯盟，協助智慧教師的專業成長。另外，透過數
據分析，蒐集全世界智慧教師的教學案例、建立國際交流的參
訪機制，他期許學生與教師從課堂出發，掌握全球的發展趨勢，
並深化研究中心的應用。

政大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中心精進學生的教學專業

高峰論壇系活動之一高峰論壇系活動之一

師資培育 AI 創新學院教學研究平台啟動儀式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anby8

師資培育 AI 創新學院教學研究平台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9xc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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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盃會場 - 蓬萊國小醍摩豆 A I 智慧教研中心

臺北市立蓬萊國小是一所百年老校，卻不斷引進
教學科技；除了是全球第一所獲得通過美國微軟
公司 (Microsoft Corporation)認證的雲端未來
學校外，更早在 2005年就率先導入「按按按」
（即 IRS即時反饋系統），一直到現在，已經是
一所班班皆為醍摩豆智慧教室的學校，除了是教
育部創新教學典範學校外，於 2019年更獲得臺
北市教師教學及創新實驗雙向度的優質學校，擁
有豐富智慧教學經驗與智慧互動模式的軟實力。

蓬萊國小 醍摩豆 AI智慧教研中心

蓬萊國小經常辦理多元化的教學活動，學校教師有許多實務經驗，多位智慧教師參加 2014、2015、
2016年智慧課堂創新獎都獲得優異成績，在尚漢鼎校長的帶領下，進一步建設 AI智慧教研中心，以新
技術發展現代化的數位觀議課模式，更在 2018年參與智慧閱讀課堂的全市性公開授課。2019年，全球
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與蓬萊國小簽訂全球醍摩豆 AI智慧學校聯盟合作計劃，並與臺灣科技領導與教
學科技發展協會合作，成為「全球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高峰論壇」的智慧學校發表承辦校，更組隊參
與第二屆的智慧課堂團隊大師賽，憑藉著專注於智慧教育發展，百年學校一樣兼具傳統以及嶄新的科
技，相信可以造福更多學子。

從長期的深耕與卓越的績效中可看出，臺北市蓬萊國小教師群體科技來發展智慧課堂，展現專業品質，
帶給學生更優質的學習績效

高峰論壇系活動之一高峰論壇系活動之一

用 AI 翻轉百年老校 臺北市立蓬萊國小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awvgz

醍摩豆 AI 智慧教研中心議課教研案例
 - 陳妍秀老師小學綜合領域公開課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anv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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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Bayorbor 中學菲律賓 Bayorbor 中學

Bayorbor National High School成立於 1970年，
最初是 Mataasnakahoy的一所小型中學。建校 50
年 來 致 力 於 為 學 區 內 的 中 等 教 育 學 生 提 供 高 品 質
的教育，大大提高當地學生的學習能力以及生活水
準，在學術以及非學術領域都有極大貢獻，是該學
區最大的公立中學。

2020年起，COVID-19席捲全球，菲律賓全國學
生面臨停課困境，遠端視訊線上教學已漸漸成為趨
勢，關心學習品質的校長 Gregorio T. Mueco也看
到了這點，立即於同年 6月正式建置醍摩豆 AI智慧
教研中心，並緊鑼密鼓的在 7-8月間完成種子教師
的培訓，可見學校在轉型 AI智慧學校的決心。

醍摩豆的智慧教室除了運用在教學現場外，這些
經過密集培訓的智慧教師，也將 HiTeach智慧教
學系統運用在線上教學上，在開學前就運用 Web 
IRS與學生進行數據互動，讓第一次接觸醍摩豆的
學生們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快點開學，進入校園體
驗智慧教育的力量。

B a y o r b o r  N a t i o n a l  H i g h  S c h o o l 除 了 是
Batangas省內唯一提供西班牙語外語課程的公立
學校，該校還被評選爲 2019年該省最佳 Brigada 
Eskwela實施機構，學校對於教學品質的努力不只
體現在教學資源上，學生學習環境的提升也是學
校重視的項目之一。

年度智慧教育焦點年度智慧教育焦點

學校環境提倡溫馨、活躍的氛圍，也是學生與教師們的學習天堂，並提供富有美感的
環境以及智慧化的教學設備，來激發鼓舞更多快樂的學生，是 Mataasnakahoy學區
內公立學校中最亮眼的醍摩豆 AI智慧學校。

AI Smarter School - Bayorbor 
National High School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9hrau

菲律賓 Bayorbor 中學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8vq5t

破千人次線上參與醍摩豆成就菲律賓
AI 智慧學校 & 教師專業發展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a4m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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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營造美好學習氛圍，發展個人長才的 Cupang 
Elementary School成立於 1918年，建校至今已超
過百年歷史，是當地社區的重要教育單位，肩負著
引導當地社區孩子身心靈成長的重責大任，無論學
習及生活都給予當地社區孩子們相當大的支持。在
這樣的學習環境下，Cupang的學生培養出的不只
是學業成績，優秀的人格素質也是讓人稱讚的。

Cupang Elementary School學校遠離都會區的喧
囂，最大的特色就是友善的校園環境，再加上數位
化教學設備，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列印機、多
媒體投影機等設備都大量的運用於教學課程上，除
了能夠幫助學生知識的累積之外，對於人格培養、
心靈的養成以及社會交流能力都有極大的幫助。

而 與 全 世 界 許 多 國 家 一 樣 ， 2 0 2 0 年 新 冠 疫 情
（COVID-19）讓許多學生無法步入校園接受教
育，也因為這樣的契機讓重視科技教育的 Cupang 
E lementar y  Schoo l有了轉型 AI智慧學校的想
法，所以在停課的這段時間裡，學校也不停歇的
建置醍摩豆 AI智慧教研中心，也運用 AI蘇格拉底
影片服務，加強培訓每一位智慧教師的專業能力，
並於同年七月正式啟用。

Cupang Elementar y School攜手同樣建置醍摩
豆 AI智慧教研中心的 Bayorbor National High 
School，共同於七月正式舉行線上啟用儀式，兩
所學校以及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除了線上簽屬
活動外，還運用線上直播的方式讓所有 Batangas
省內的所有學校，都能看見精湛智慧教學模式。

以教學品質為首重發展的 Cupang Elementar y 
School，2018-2019學年各科的平均百分比分數
（MPS）都超過 80分以上，2019學年的升學率更
達到 99.66%以上，這在義務教育只到小學階段的
菲律賓是不容易的。有如此亮眼成績卻不曾停下
腳步的 Cupang Elementary School，在菲律賓
小學智慧教育的發展中持續大步邁進。

菲律賓 Cupang 小學菲律賓 Cupang 小學

年度智慧教育焦點年度智慧教育焦點

AI Smarter School - Cupang 
Elementary School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aqlv6

菲律賓 Cupang 小學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9we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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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智慧學校的評測一條龍服務
測驗、批改、評講、分析、補救，素養與學習成就大躍進！

　　▲批改考卷、計算與登記成績費時
　　▲講解時學生發問踴躍狀況不一
　　▲學生課時未理解、記憶消散，課後難以確實複習

效率低

　　▲無法立即得知班級成績狀況，例如：成績分布、錯誤率
　　▲無法得知每題答題情形
　　▲難以一一追問學生的理解程度及學習情形

掌握度低

　　▲無精準試題分析（例如：落點分布、知識點施測雷達）
　　▲難以深入了解個別學生學情（例如：學習穩定度、學習力分析）
　　▲無學習歷程明細表（例如：學生分析表、評量總表）

精準度低

評量測驗是掌握學生學習狀況的最有效方法，但若要達到精緻的評量測驗效益，往往就會是教師們耗
時費力的工作了！

提升評測效率、精準掌握學情、學生高效複習，便是 AI智慧學校的整合性服務需要達到的目標。在醍
摩豆 AI智慧學校中，教師可以利用一整套學情評測流程來分析學生的學情狀況，就像醫生運用精密儀
器產生診斷報告再對症下藥一般，提供有效的輔導策略，精準數據決策。

年度智慧教育發展年度智慧教育發展

評量測驗常見痛點



15

在醍摩豆智慧教室中，讓學生利用 IRS即時反饋裝置或行動裝置 Web IRS進行評量測驗，由 HiTeach
智慧教學系統執行評量活動，自動批改統計答題結果，並可產生詳細的診斷分析報告，即時提供補救
教學策略，這就是現代課堂智慧評量的最佳展現模式。

PPT、書面問答 互動評講、錄製 精準複習

智慧評量與精準複習，三大必殺技

智慧評量、數據決策、精準複習

在教師們忙碌的教學工作中，減負是最重要的。評量數據的數位化方式很多元，題目可以是老師最
熟悉的 PowerPoint PPT格式，或者是 Excel檔案，甚至是原來的紙本測驗也可以！紙本測驗是採用
HiTeach的書面問答模式來進行非同步評量 (selfpace)，學生使用一般的紙本試卷考試，但是採用 IRS
遙控器或手機 /平板的 Web IRS逐題輸入答案，並自動傳送到 HiTeach。

彈性、多元的評量方式

PPT或紙本試卷
進行數位測驗

利用既有紙本試卷即可進行！
教師HiTeach
掌握答題進度

個別學生答題進度立即
顯示於HiTeach畫面上

3

結束課堂
成績自動計算與記錄

省去批改時間，並減少
成績計算與登記錯誤

4

學生只需利用IRS或
手機Web IRS輸入
答案（單複選皆可）

學生IRS遙控器
或手機Web IRS

進行答題

紙本試卷結合 HiTeach 即時評量也能高效率 - 書面問答及互動評講模式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8hzaj

年度智慧教育發展年度智慧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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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評量測驗後，HiTeach會自動批改成績，快速統計分析，傳送到 IES智慧學校雲平台還可產出更詳
細的學習診斷分析報告，即刻利用統計圖表做複習檢討，或根據學生診斷分析提供個別輔導策略，享
受數位化、大數據分析所帶來的好處。

立即批改、數據診斷

全方面報告分析，幫助老師與學生了解學習情況，
並加以改善。

智慧評量與大數據診斷分析 -
評量分析高效率 學情狀況一手掌握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afw96

如何做跨班測驗成績追蹤？
班際評量與診斷分析報告幫助老師輔導策略：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akxb9

C17 學生診斷分析圖 與 C18 學習穩定程度分配圖
粗心？真的不懂？
透過圖表可一目了學生是否為粗心錯題，或是哪些學生確實需
要提升學科能力

目標：減C作戰

C19

C20

C19 學生學習力分布長條圖 與 C20 學習力落點分布分析表
學習力落點分布幫助了解各班學生學習狀況

在 HiTeach系統完成測驗統計後，課堂當下就能逐題檢視答題統計，根據統計數據決定解題說明的策
略。而且老師進行講解時，可開啟錄影功能，便能夠完整記錄講解過程，影片會根據每道題目形成解
析影片，即為博拉圖切片 (PLAYTOL Video)，學生透過博拉圖切片，可在家重複觀看、自主複習課時
未能理解或記下筆記的題目。

數據導向評講、切片有助補救

博拉圖切片

互動評講：錄製博拉圖切片
老師進行講解時，可開啟錄影功能，便能夠完整記錄講解過
程。
影片會根據每道題目形成解析影片，即為博拉圖切片。

互動評講：數據互動七招

學生A
通過率高，穩定度高：概念清
晰且學習狀況起伏小

學生B
通過率高，穩定度低：粗心、
題意理解錯誤

C17 C18

年度智慧教育發展年度智慧教育發展

自動產出 30多項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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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是每一所智慧學校的雲端數據計算
與資源整合中心，不僅提供教師課前、
課中、課後的教學服務，同時也提供學
生的課前或課後的便利服務。學生可透
過瀏覽器登入 IES使用 AClass ONE智
慧學伴服務，充分發揮學生學習數據價
值、延伸教學資源和課後追蹤，例如可
以彙整錯題進行錯題補救，查看評量記
錄、個人診斷分析報告、電子筆記等，
是學生自主學習、精準複習的好幫手。

學生自主學習、快速又有效

如圖，已知扇形AOB的半徑為10公分，圓心角為54°，則此扇
形面積為多少平方公分？
(105年會考第4題)

博拉圖PLAYTOL切片

電子筆記

教師詳解

補救資源連結

評量詳細資訊對於學校治理而言，全學年各班級的學
習診斷分析也是學校管理團隊所特別關
注的焦點。透過 IES智慧學校管理服務，
能夠從各班級的比較圖表，各班級對應
學年平均的圖表等數據，精準分析學校
整體教與學的成果表現，以便於教學團
隊根據數據研討出不同班級的教學與輔
導策略，成就每個孩子。

智慧學校之學年、學科跨班分析

A班級 C班級B班級

班際評量

效率高

掌握度高

精準度高

智慧評量

互動評講

精準複習

 快速批改、計算與記錄成績

 立即取得考試結果分析，進行數據互動講解

 根據30多項分析報告，掌握學生學情，精準教

學與輔導

 學生個人診斷報告幫助學生針對弱項複習，提

升學習與複習效率

 自動化補救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班際評量診斷分析
同一份試卷，不同班級評量，從結果試題分析看見差異。
A班太簡單、B班剛剛好、C班太難，可以研討不同的出題策略，成就
每一個孩子。

智慧學校的跨班級評量分析

學校是每個學生最重要的學習場域，透過 AI智慧學校的建設，將有機會翻轉過往的課堂教學與評量方式，
運用科技的力量，將教師的課堂評量工作簡化，讓費時又費力的評量分析過程系統化，使教師與學校管
理團隊能夠高效掌握學生的學情，用數據決策，發展成為最現代化的智慧學校。

智慧評量與精準複習

年度智慧教育發展年度智慧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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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智慧教育發展年度智慧教育發展

AI 智慧學校的教研一條龍服務
教師專業成長新利器  教學研討智慧眾籌

要透過教育成就每個孩子，培育兼具人文素養及專業能力之人才，教師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其一言一
行對孩子會有很深遠的影響，是孩子生命中模仿學習的重要他人之一，因此，師資培育是很重要的教育
工程，更是教育品質發展的重要核心。

----------------------------------------------------- 摘錄自師資培育白皮書 - 國家教育研究院

素養（competency）導向教學是全球
教育發展的共識，108課綱也將教師公開
觀議課訂為每年必須；師資培育是重要
的教育工程，更是教育品質發展的重要
核心。在過去，教學研究或研討（以下
簡稱教研）其實已經有相當多的方式及
工具（例如座位觀察紀錄表、S-T分析…
等），幫助專家與觀課老師們貢獻寶貴
的建議，進而研討出更好的教學模式，
增進教學品質。但是，這些方式，大部
分都是人工 +紙筆或是電腦紀錄，這也
意味著需要投入的人力資源越多，紀錄
才能越詳細。

學校與各級教育單位，大家都想做好
教研工作，只是在過去，缺乏高效、
簡便的方式及環境。醍摩豆 (TEAM 
Model)透過全自動化、數據整合加
上 AI人工智能技術來幫助減輕教研工
作的負擔，藉由數位觀議課以達到最
科學、簡便、高效且可跨越時間、空
間的教研新模式！

AI智慧教研中心的環境與設備

數位觀議課突破傳統教研限制，創新教研價值，
包括自動採集課例、團隊共同議課、數據證據分
析、模式切片研討、建立課程體系等，由 AI智慧
教研中心搭建的數位觀議課環境，主要由 AI智能
終端、醍摩豆智慧教室、AI人工智能蘇格拉底影
片服務和蘇格拉底議課 APP所組成。

即使是上課教師使用非醍摩豆智慧教學系統來輔
助教學的課堂，也可以在 AI智慧教研中心進行數
位觀議課，同樣可以自動採收所有專家、教師的
點評標記內容，再利用教研容器 (蘇格拉底影片 )
進行所見即所得的數位議課，大幅提升研討效果。

大家熟知的教研應用工具 /方法

北市大附小 醍摩豆 AI智慧教研中心（教學區） 北市大附小 醍摩豆 AI智慧教研中心（觀議課區）

AI 智慧教研中心 每所學校都要有的教師專業練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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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智慧教育發展年度智慧教育發展

六步驟 打造 AI 智慧教研新樣態
以下是 AI 智慧教研新模型的基本流程，包括相應的畫面，幫助大家一目了然

議課APP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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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智慧教育發展年度智慧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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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智慧教育發展年度智慧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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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智慧教育發展年度智慧教育發展

蘇格拉底專屬課例頻道 - 教師的練功房 課例的藏經閣

每一部蘇格拉底影片都匯聚了眾人的智慧，這些經典課例不僅都記錄了教師們的智慧教學過程，也成
為展現學校校本課程目標的成果，這些成果會被儲存到學校的 AI智慧學校專屬頻道，可以成為校本發
展的經典課例，這無疑是學校軟實力展現的最佳平台。

蘇格拉底課例：包含蘇格拉底影片、TPC指數的蘇格拉底報告、課堂紀錄的電子筆記、
TPC教案以及教材課件等。

蘇格拉底頻道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aaj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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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智慧教育發展年度智慧教育發展

每一所學校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專屬頻道，具有
清楚的類型、學科、年級等分類，還有校內成
員的使用者權限管理機制，課例資料的補充機
制，並可管理經典課例是否開放給全球蘇格拉
底平台的教育工作者觀摩交流，促進國際交
流，以及傳播學校智慧教育發展特色。簡言
之，智慧學校的專屬頻道不僅讓學校的經典課
程都能夠在頻道內繼續傳承下去，校內持續發
展精進，也能具體展現學校教學特色與成果。

智慧科技發展迅猛，各國無不極力藉此朝智慧
城市建設邁進。智慧城市的智慧教育核心在哪
裡呢？是教師、是在人身上，系統性規劃，軟
硬兼施，才有可能成為典範的智慧城市案例。

透過醍摩豆智慧教育支持系統在智慧教室、AI
智慧教研中心與智慧學校的建設輔助之下，校
與校之間的平台資料可以自然整合，幫助城市
智慧教育建設的系統性管理，而結合各校的專
屬頻道，則可具體落實素養導向的現代教育理
念。透過醍摩豆智慧學區管理平台、學區頻道
管理平台，將能展現智慧教育城市的新樣貌。

附圖為師資培育 AI創新學院教學研究平台，即
是串聯智慧城市之下的師資培育發展資源，集
合而成的頻道。

師資培育 AI創新學院教學研究平台

AI智慧學校 桃園市立光明國中的專屬頻道

專屬頻道 典藏交流

智慧城市發展的學區頻道

師資培育 AI 創新學院教學研究平台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9xc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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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領導卓越獎

根據智慧學校的發展經驗，若學校領導者具有高瞻遠矚的願景，以及
有效的教學科技領導策略，將能夠帶領學校建設有效能的教學環境、
引導教師發展智慧課堂，逐步實現學生自主學習、發展學校特色之目
標。因此，臺灣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發展協會舉辦「科技領導卓越獎」
選拔活動，評選出具科技領導典範的校長，推廣其領導經驗並以此提
升教育競爭力。

全球各級公私立學校之正副校長，以及教育主管單位之領導人參加對象

全球科技領導與

2020 第九屆

系列活動

教學科技高峰論壇

成為全球智慧教育的領航者，在全球智慧教育 
專業人士的平台中，貢獻智慧、榮耀前行 !

2020 科技領導卓越獎與智慧課堂創新獎 選
拔活動開始囉 ~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b27ep

2020 科技領導卓越獎與智慧課堂創
新獎 得獎名單出爐 ~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ass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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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領導卓越獎

得獎名單

Technology Leadership Excellence

Award Winners
嚴朝寶 　桃園市立永順小學
佟大偉 　黑龍江同江市第三小學

嚴朝寶校長的教育理念

嚴朝寶校長帶領永順國小學校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幫助教師了解智
慧教室於課堂教學之應用，實踐自發、互動、共好之願景，運用大
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有效紀錄課堂與學生學
習歷程，累積學校發展成果。

朝寶校長認為，孩子有不同的天賦、興趣與成長的環境及文化背景，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且唯一的個體，學校內所形成的受教機會限制，
並不亞於拒絕孩子入學。對許多孩子而言，重要的不僅是進入學校，
而且也需要找到與其文化背景、生活經驗、天賦能力或認知形式相
近的課程。如何在標準化的學校運作與課程規範中，滿足不同孩子
的學習與成長需求，是我們所關心的，而這需要每個老師自我不斷
的學習與超越！

佟大偉校長的教育理念

佟 大 偉 校 長 領 導 的 同 江 市 第 三 小 學 是 一 所 校 風 淳
樸、文化底蘊豐厚的雙語學校，也是中國大陸語文
特色示範校、佳木斯市最佳教研基地、佳木斯市運
用 現 代 教 育 技 術 。 學 校 擁 有 非 常 好 的 智 慧 教 師 團
隊，在各大教學競賽當中取得優異成績，持續引領
著學校的發展。

先後兩次承擔海峽兩岸「智慧教育，兩岸同行」同
江研討會活動，受到教育同仁一致好評。如今數學、
語文、英語、音樂、科學等多個學科教師都在運用
智慧教室軟體上課，讓科技真正走進課堂，提高了
教學效率，促進了教師隊伍整體素質的發展提升。

佟大偉校長認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追
求智慧、創造智慧、享受智慧爲永恒的主題，創建
智慧學校，實施智慧教育，培養智慧教師和智慧學
生是三校人的奮鬥目標，我們將用真誠的努力和創
新的精神在智慧教育的路上，開拓出一片更加美好
的明天！

黑龍江同江市第三小學 - 佟大偉校長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assx9

桃園市立永順小學 - 嚴朝寶校長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9errz



26

全球科技領導與

2020 第九屆

系列活動

教學科技高峰論壇

為推動在智慧教室 (Smar ter  Classroom)環境中的創新教學方法研
究、發展基於 TBL團隊合作學習模式的智慧課堂 (Smarter Lecture)，
臺灣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發展協會舉辦「智慧課堂創新獎」選拔活動，
鼓勵教師發展「可複製、會擴散」的智慧教室創新教學模式。透過教
育教學與智慧教室的深度融合，實現「以學生為中心」的智慧教育理
想。

智慧課堂創新獎

全球各級公私立教學機構之教師

在全球智慧教育專業人士交流的平台上，用創新，讓世界
看見你的課堂。

2020 科技領導卓越獎與智慧課堂創新獎 選
拔活動開始囉 ~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b27ep

2020 科技領導卓越獎與智慧課堂創
新獎 得獎名單出爐 ~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assx9

參加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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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Eileen 日新獨立中學
Edwin khoo Hua Yi Secondary School
曾靜怡 桃園市立永順國小
李佩怡 臺北市立大學附小
張家慈 桃園市立光明國中
李駿 四川省商務學校
左紅梅 四川省商務學校
封豔平 同江市第三小學
丁雲超 同江市第三小學
蒲泓靜 成都市天府新區第四小學
文彥佳 成都市泡桐樹小學 (天府校區 )
張萌 成都市龍泉驛區第四小學校
羅立冰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
白煦蘭 成都高新區西芯小學
肖維肖 成都高新區芳草小學
牟守斌 成都高新區芳草小學
葉晶 杭州市濮家小學
　　　（杭州濮家小學教育集團）
黃曉芳 杭州市濮家小學
　　　（杭州濮家小學教育集團）

萬芬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薛峰小學
王苗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薛峰小學
羅信芳 金鳳區實驗小學
於文贊 浙江師範大學附屬丁蕙實驗小學
蔣莎 浙江師範大學附屬丁蕙實驗小學
李健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龐美思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馮浩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秦勤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區秋昌 珠海容閎學校
瞿丹 珠海容閎學校
蘇維東 珠海容閎學校
程石 珠海容閎學校
郭少臣 珠海容閎學校
李爐淋 深圳市坪山新區中山中學
李瑛 楊淩高新小學
劉佳麗 楊淩高新小學
張思欣 楊淩高新小學
周傑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費唯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智慧課堂創新獎

得獎名單

Innovative Smarter Lecture

Award Winners

姓　名 姓　名學校 學校

特等獎
Outstanding

智慧課堂創新獎專屬頻道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alae9

2020 特等獎《Lost Memories》
桃園市光明國中
中學英語 張家慈老師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93d4v

2020 特等獎《真像真相》
桃園市永順國小
小學綜合 曾靜怡老師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ah4ay

2020 特等獎《數學小偵探 ~
表格大解密》
臺北市立大學附小
小學數學 李佩怡老師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39z8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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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燕萍 新山寬柔中学
秦子曉 日新獨立中學
蕭秀緞 南投縣立三光國中
邱凱琳 南投縣立三光國中
李欣怡 南投縣立三光國中
徐榕鎂 桃園市立永順國小
陳詩韻 桃園市立永順國小
嚴朝寶 桃園市立永順國小
廖秀銀 桃園市立永順國小
陳如琳 桃園市立光明國中
江柏燁 桃園市立光明國中
黃君薇 桃園市立光明國中
周禺彤 桃園市立南崁國小
彭文萱 新北市立北新國小
陳雯宜 新北市立北新國小
李佩軒 新北市立北新國小
李欣恬 新北市立北新國小
曾淑惠 新北市立北新國小
林欣蔓 新北市立北新國小
張詩亭 新北市立北新國小
黃羽萱 新北市立北新國小
林秀珍 嘉義縣立過路國小
王怡文 臺北市立大學附小
鄭芳怡 臺北市立大學附小
劉佳昀 臺北市立木柵國小
楊寶玉 臺北市立志清國小
王豐裕 臺北市立志清國小
吳憶禎 臺北市立景興國小
許文釗 北京市東城區培新小學
李璐 北京市東城區培新小學
陳軒薇 四川省成都市禮儀職業中學
劉娟小 四川省成都市禮儀職業中學
陳輝 四川省成都市禮儀職業中學
李珊珊 四川省成都市禮儀職業中學
郭炫琳 四川省成都市禮儀職業中學
王雯 四川省成都市禮儀職業中學
李婷婷 四川省成都市禮儀職業中學
王雲東 四川省成都市禮儀職業中學
葉紅梅 四川省商務學校
嚴雯婷 四川省商務學校
李彥錦 四川省商務學校
何佩鍵 四川省商務學校
謝敏 四川省彭州市延秀小學
鄒佳汝 四川省彭州市延秀小學

梁丹 四川省彭州市第一中學
馮治 四川省彭州市第一中學
董福慧 同江市第三小學
宋佳 成都市天府新區第四小學
張雯琪 成都市天府新區第四小學
朱秀秀 成都市天府新區第四小學
李歡 成都市天府新區第四小學
鐘玉傑 成都市天府新區第四小學
陳柳慧 成都市天府新區第四小學
王晴麗 成都市天府新區第四小學
鐘小韻 成都市北新實驗小學
官鵬豔 成都市茶店子小學校
彭玉琴 成都市龍泉驛區第四小學校
趙芡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
趙沖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
王雲慶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
謝旭蓉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
劉豔寧 成都高新區西芯小學
王婕 成都高新區西芯小學
胡珈毓 成都高新區西芯小學
馮南希 成都高新區西芯小學
陳蓉 成都高新區芳草小學
張穎 成都高新區芳草小學
任婉奕 成都高新區芳草小學
蘇蘇 成都高新區芳草小學
郭曉蘭 成都高新區芳草小學
黃渙 成都高新區芳草小學
高晨 成都高新區芳草小學
胡曉思 成都高新區芳草小學
劉莉鑫 成都高新區芳草小學
程貴兵 成都高新區芳草小學
林琳 成都高新區芳草小學
王莎莉 成都高新區益州小學
李美松 成都高新區益州小學
周青影 成都高新區益州小學
謝靜梅 成都高新區益州小學
鐘小雪 成都墨池書院小學
王星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鎮第三中學
袁淑豔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鎮第三中學
周倩 吳忠市紅寺堡區紅寺堡中心小學
羅曉芳 吳忠市紅寺堡區第一小學
扈燕蒙 吳忠市紅寺堡區第二小學
馮玉昭 吳忠市紅寺堡區第二小學
任雪芬 吳忠市紅寺堡區第二小學

姓　名 姓　名學校 學校

一等獎
Sup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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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靜 吳忠市紅寺堡區第二小學
李紅葉 吳忠市紅寺堡區第三中學
顏妙林 杭州市濮家小學
　　　（杭州濮家小學教育集團）
王棟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薛峰小學
嚴志美 芳草小學
李瑩盈 金鳳區第十一小學
鄭鑫 金鳳區實驗小學
王穎 金鳳區實驗小學
陳婉穎 金鳳區實驗小學
翟憲君 金鳳區實驗小學
許毅 金鳳區實驗小學
吳妍芮 金鳳區實驗小學
金媛 金鳳區實驗小學
宋芳 金鳳區實驗小學
吳越 金鳳區實驗小學
馬曉琦 金鳳區實驗小學
馮玉祥 金鳳區實驗小學
薛曉慧 金鳳區實驗小學
王小璐 金鳳區實驗小學
楊琳 金鳳區實驗小學
馮雪蘋 金鳳區實驗小學
魏騰宇 浙江師範大學附屬丁蕙實驗小學
蔣婷婷 浙江師範大學附屬丁蕙實驗小學
顧玲 浙江師範大學附屬丁蕙實驗小學
金瑋 浙江師範大學附屬丁蕙實驗小學
沈淑貞 浙江師範大學附屬丁蕙實驗小學
宋曉磊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李鳳念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徐雅鑫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賈瓊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韓丹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王碩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鐘志秀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劉旭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孫爽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王媛媛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王歡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宋再旭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宋澤君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郝麗麗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畢聰 珠海容閎學校
馬夢笛 珠海容閎學校
劉影 珠海容閎學校
李小梅 珠海容閎學校
王珍 珠海容閎學校
巫麗雲 珠海容閎學校
王勤 高新區益州小學
劉麗 富錦市實驗中學
張詩琪 富錦雙語小學
孫玉潔 富錦雙語小學
姜美玉 富錦雙語小學
張宇秋 富錦雙語小學
饒燕 菁蓉小學
張媛媛 菁蓉小學
李蓉 菁蓉小學
楊藝 楊淩高新小學
張蕊 楊淩高新小學
柴阿莉 楊淩高新小學
王彤 楊淩高新小學
俞瑩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沈夢草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仇賽霞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羅超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王歡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岑甯寧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王魯寧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朱倩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謝樂懿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李豔榮 銀川市金鳳區第五小學
馬成燕 銀川市金鳳區第四回民小學
左唐嫣 銀川市金鳳區第四回民小學
王榮 銀川市金鳳區第四回民小學
趙海洪 銀川市金鳳區第四回民小學
李青 銀川市金鳳區豐登回民中學
袁莉 銀川市金鳳區豐登回民學校

姓　名 姓　名學校 學校

Name School

Hua Yi Secondary School
Hua Yi Secondary School 

Jasmine Tan
Shernice Chia-Goh Chin H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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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g Wei Liang  日新獨立中學
Devin Chin　　　日新獨立中學
楊詠薇 日新獨立中學
呂美香 嘉義縣立鹿滿國小
陳素觀 嘉義縣立鹿滿國小
林昆岳 新北市立北新國小
詹明霞 臺北市立永春國小
王蘭媖 南投縣立三光國中
何燕妮 成都市天府新區第四小學
王崴 四川省成都市禮儀職業中學
謝銳蘭 四川省成都市禮儀職業中學
何麗均 四川省成都市禮儀職業中學
王高林 四川省成都市禮儀職業中學
陳鵬 四川省商務學校

姓　名 學校

Goh Yuet Pei
Angie Ng
Nur Syahirah Ahmad

團體獎
Group Awards

一等獎   林淑晶、周傑、王歡
一等獎   馬自萍、任雪芬、扈燕蒙
一等獎   劉豔甯、王婕、鄧瑤
一等獎   肖維肖、張穎、黃渙
一等獎   朱倩、謝樂懿、俞瑩
一等獎   陳輝、劉娟小、王雲東
一等獎   王崴、陳軒薇、李婷婷
一等獎   蔣婷婷、魏騰宇、于文贊
一等獎   張蕊、李瑛、劉佳麗
一等獎   陳鵬、嚴雯婷、葉紅梅
一等獎   費唯、仇賽霞、王魯寧
二等獎　王雯、謝銳蘭、王高林

成　員獎　項

學校

雷麗佳 成都市天府新區第四小學
鄭益平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
鄧瑤 成都高新區西芯小學
梁爽 成都墨池書院小學
馬自萍 吳忠市紅寺堡區第二小學
鄧婉瑩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劉旭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杜豔玲 海倫市國際雙語學校
陳莉 瑪律康縣第二小學校
趙靜雯 富錦市實驗中學
呂鎖英 富錦雙語小學
林淑晶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李蘇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馬利平 銀川市金鳳區第四回民小學

姓　名 學校

Name School

Hua Yi Secondary School
Hua Yi Secondary School
Hua Yi Secondary School

二等獎
Excellent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吳忠市紅寺堡區第二小學
成都高新區西芯小學
成都高新區芳草小學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四川省成都市禮儀職業中學
四川省成都市禮儀職業中學
浙江師範大學附屬丁蕙實驗小學
楊淩高新小學
四川省商務學校
寧波市江東區中心小學
四川省成都市禮儀職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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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外 !!恭喜桃園市永順國小曾靜怡主任榮獲 109年度全國 SUPER教師獎 !

中小學行政職繁重讓不少教師拚命閃躲，今年全國
Super教師獎國小組得主、桃園市永順國小教師曾靜
怡除了教書，還身兼該校總務主任、推動桃園智慧教
室和延攬雙語外師職務，仍樂此不彼表示「我到 80
歲都捨不得退休，小朋友實在太可愛了！」

曾靜怡主任為臺北教育大學諮商與心理輔導碩士，具
14年國民小學教學經驗，2019代表桃園戰隊出征獲
得第四屆兩岸智慧好課堂邀請賽冠軍，2020獲得桃
園市 109年度 SUPER教師獎，專注於綜合領域課程研
究、跨領域創新教學及學校行政創新經營。目前擔任
輔導主任，秉持教育愛的理念，期待經由學校及智慧
教室的努力，讓每位孩子都能被看見。

助更多老師學習數位工具！恭喜桃園市永順國小
曾靜怡主任榮獲 109 年度全國 SUPER 教師獎！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vryxl

曾靜怡主任訪談影片 ~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s://youtu.be/JKQXNzliqZ0

恭喜臺北市志清國小徐慧鈴老師榮獲 教育部 109年度閱讀磐石 -閱讀推手獎！

徐慧鈴老師是智慧閱讀的專家，擅長將語文閱
讀理解教學融合 TBL團隊合作學習機制，並運
用智慧教室促進學生學習，不僅開拓學生閱讀
視野、喚起學生閱讀興趣，更培養學生溝通合
作的能力。

徐慧鈴老師說：「感謝醍摩豆梁老師，謝謝大
家！我的方案從智慧閱讀、遠距智慧語文到利
用 HiTeach進行的探究式數位閱讀，要感謝
Power老師、梁老師的一路支持，和醍摩豆強
大的系統應援，尤其是跨入遠距實驗階段，時
常半夜被我打擾卻總是耐心解救我的醍摩豆技
術顧問 Jay，未來仍請多多關照。」

徐慧鈴老師得獎報導 ~
掃描 QR-code 前往：
http://go.habook.tw/wklh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