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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簡介

為了實踐以學生為中心、合作學習、多元評價、數據決策、一對一因材施教等現代教學理念。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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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之教育公益計畫，並在全球
推動，協助教師團隊增能。至2018年止，共獲得全球三千多所學校熱烈響應及支持，幫助近兩萬名教師
實現智慧課堂教學。本計劃也於2017年全台教育創新專案中獲選「親子天下創新教育100選」之殊榮。

計畫目的

A. 培養智慧教學技能：運用蘇格拉底平台與AI人工智能蘇格拉底系統，培養善用醍摩豆智慧教學系統的
現代教育理念智慧教師，促進課堂教學品質與效能。

B. 落實素養導向理念：通過AI輔助，深化以學生為中心、合作學習、多元評價、數據決策、一對一因材
施教等素養導向之教學教學理念。

C. 產出課例資源共享：分享合作學校教師團隊在實作培訓平台之教學課例產出，並通過AI蘇格拉底教學
行為數據特徵分析，累積教學實作課例資源，加速智慧教學案例之創新與擴散。

千師萬才公益計畫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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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資源

A. HiTeach 5 教師個人專用授權：可連接30個Web IRS學生終端
B. 醍摩豆雲平台：智連環學校教材與題庫共備平台
C. 數據儲存服務空間： 5G/人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全球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臺灣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發展協會
支持單位：臺灣網奕資訊科技集團

千師萬才公益計畫3.0

計畫核心

支持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提供社群共備、共學、共享平台，相互交流與合作教學設計，深化教師在
職進修的品質與效能，提升教師專業知能與建構智慧教學方法與特色。更藉由智慧教學科技和共享平台，
輔助教師社群運作，實施教學實踐，並獲得專業、多元回饋。

**根據社群提交的實施計劃表為一學期或一學年授權
**每一個城市以10所合作學校為限
**須完成HiTeach 928教育公益版系統安裝與完成蘇格拉底實訓平台之三項實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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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師萬才公益計畫3.0

計畫資源

HiTeach 5 
教師個人專用學年授權

(可連接30個Web IRS學生終端)

醍摩豆IES雲平台服務與
5G個人學年數據儲存空間

AI人工智能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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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師萬才公益計畫3.0

強大教具 | 電子白板教學工具一應俱全

應用升級 | PPT直接匯入與書寫編輯

無須準備 | 單選、複選、是非、填充即問即答

多元任務 | 圖片、聲音、任何檔案等任務繳交

同步測驗 | 隨堂進行測驗與互動評講

雲端串聯 | IES雲平台資源隨取即用

老師個人雲端 | 整合課前、課中、課後所需

開設個人課程 | 課堂直接取用課程名單

線上存放教材 | 各種格式的檔案都 OK

線上題庫準備 | 支援多元題型、多媒體題幹

多元學習活動 | 評量、投票、問卷皆可進行

學習活動數據 | 施測後立即產出統計數據

HiTeach 5 教師個人專用學年授權
(可連接30個Web IRS學生終端)

醍摩豆IES雲平台服務、
5G個人學年數據儲存空間

HiTeach 5 與 IES 雲平台亮點



教學增能研習與實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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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安裝1

培訓課程2

課堂實作3

教學實踐4

回流分享5

教師參加培訓前應安裝HiTeach928教育公益授權至個人電腦、透過IES雲平台申請
加入智連環學校、開設個人課程。

社群成員參加2次、共6小時的HiTeach 5線上培訓工作坊，並可獲得培訓課程專用
授權參與練習。

使用培訓課程專用授權完成AI蘇格拉底之科技互動(T)、教法應用(P)課堂實作三任
務。完成任務後可獲得一學年的計畫資源。

常態應用智慧教學模組於課堂教學，包含同步互動、同步任務、同步測驗、同步差
異。

透過社群分享教學實踐經驗，傳承與創新教學智慧，宣揚千師萬才公益計畫之理念
與願景。

千師萬才公益計畫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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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安裝HiTeach928教育公益版授權至個人電腦
(須為windows 10以上、建議使用筆電)

B. 透過IES雲平台申請加入智連環學校&開設個人課程
(可參考PDF簡報：建立課程&雲端個人活動)

需要準備什麼？

可以參考豐富的教學資源或聯繫官方LINE詢問

如何安裝？如何操作？

https://pse.is/3q2nsh

https://pse.is/3szu7h

搜尋ID：@845nycdd

掃描QR Code：

千師萬才公益計畫3.0

A

B

系統安裝1

https://pse.is/3q2nsh
https://pse.is/3szu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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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培訓課程與回流分享排定至既有實施計畫中，並邀請全球
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講師或是經驗豐富的智慧名師

千師萬才公益計畫3.0
培訓課程安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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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師萬才公益計畫3.0

A. 登入醍摩豆帳號→「我的蘇格拉底」→「我的通知」將會有「千師萬才公益計畫3.0」的活動

通知，點選 進入實作培訓授權領取頁

B. 領取HiTeach 5培訓專用授權序號

**圖僅為示例

A

B

培訓專用授權2



堂次 主題 課綱/課程內容 實作任務

1
HiTeach 5

互動教學工具應用
3hr

(1) 安裝與使用，系統安裝說明請參考：https://pse.is/3p4kd7
A. 下載安裝與註冊啟用
B. 開始課堂與取用名單
C. 結束課堂與教材檔案儲存

(2) 互動電子白板工具 (HiTeach928)
A. HiTeach 5 基本介面認識：多元教學工具
B. 電子白板工具：多種筆型、PPTX物件化導入、可編輯物件
C. 教材取用與匯入：雲端或本機檔案都可以方便使用
D. 螢幕批註：各種軟體、PPT、動態影片上註解說明
E. 學習聚焦工具：挑人、聚光燈、遮幕
F. HiTA 5 醍摩豆智慧教師APP：遙控、即時拍照

(3) 互動教學工具
A. 多元互動教學 - 同步互動：單選、複選、是非、填充、搶權
B. 多元互動教學 - 同步任務：收圖檔、聲音、檔案

任務 1：5分鐘電子白板工具操作實錄
任務 2：5分鐘科技互動功能操作實錄
• 科技互動 (T) 指數達綠燈

課程相關youtube影片教學：
https://pse.is/3rmne8

2
HiTeach 5

教法應用與模組設計
3hr

(1) 評量工具
A. 同步測驗工具
B. 評量成績
C. 互動評講

(2) 數據互動
A. 智慧挑人、二次作答與統計數據應用
B. 差異化推送
C. 同步互動工具與同步任務工具組合應用
D. 同步差異化學習設計
E. 作品觀摩

(3) 科技互動與教法應用指數，解讀TPC指數：https://pse.is/3mrbjc

任務3：10分鐘教法應用與模組設計實錄
• 科技互動 (T)、教法應用 (P) 雙綠燈教學實作

影片

完成三項實作任務後，即可獲得計畫資源
(將由專人聯繫提供)

10

千師萬才公益計畫3.0
培訓課表與實作任務(暫定)2

https://pse.is/3p4kd7
https://pse.is/3rmne8
https://pse.is/3mrbjc


課堂實作任務繳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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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師萬才公益計畫3.0

A. 進入實作任務繳交頁面→選擇欲繳交任務一/二/三

B. 將符合條件的影片 後，點選

C. 完成！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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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常態應用實例

千師萬才公益計畫3.0

Web IRS&即問即答 即問即答+數據決策

新北市北新國小雙北跨校智慧聯盟社群
2021年10月26日數學科許大偉老師

同步任務：作品收集 作品觀摩+即問即答 即問即答+數據統計

臺北市南港國小 AI智慧教學社群
2021年11月3日數學科陳名莉老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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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師萬才公益計畫3.0

教師專業社群與全球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專家一起研討、交流分享、意見回饋，傳承與創新教學智
慧，擴散千師萬才公益計畫理念，協助更多教師團隊增能！

小貓頭鷹智慧聯盟校
嘉義縣閱讀社群

臺北市萬華國中
精進教學群組中心學校聯盟第六群組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小學
智慧教室3.0社群

社群回流分享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