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數位學習計畫
中小學計畫聯合成果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議程
活動時間：106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時間

會議主題

10:00~10:30
長官致詞

10:40~11:00

105 年度
績優學校頒獎

績優計畫
心得分享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詹司長寶珠
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
臺中市翁子國小詹校長文成
宜蘭縣壯圍國中計畫團隊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黃主任璟松
磨課師獲獎學校教師代表

12:00~13:00

13:00~14:20

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進修推廣部
3F 講座教室

午餐時間
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國小)

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國中)

進修推廣部
2F 視聽教室

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高中職)

進修推廣部
2F 大教室

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13:30~14:30)

進修推廣部
3F 講座教室

成果分享

14:20~14:40

14:40~17:00

地點

報到

10:30~10:40

11:00~12:00

主持人/單位

茶敘
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國小)

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國中)

進修推廣部
2F 視聽教室

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高中職)

進修推廣部
2F 大教室

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13:30~15:10)

進修推廣部
3F 講座教室

成果分享

17:00

賦歸

備註：下午場之各教學資源中心分享議程，請參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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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各分場議程
時間

13:00~14:20

14:20~14:40

14:40~16:00

16:00

時間
12:30~13:00
13:00~13:10

13:10~14:00
14:00~14:10
14:10~15:10
15:10~15:20
15:20~16:20

16:20~17:00

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國小)
活動內容
主持人/單位
教育部國教署學前教育科-梁丹齡老師
（原臺北市天母國小）
屏東縣和平國小-邱靜雅老師
成果分享
臺南市億載國小-陳倩芳老師
花蓮縣富源國小-陳立輝校長
茶敘
屏東縣潮州國小-顏碧琦主任
臺南市長興國小-陳文凱老師
嘉義市民族國小團隊
成果分享
查顯良校長、施如娟主任
苗栗縣中山國小團隊
李孟雪主任、陳永興老師
賦歸
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國中)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報到計畫主持人
工作坊說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陳明溥教授
臺北市南門國中數學科-曾明德老師(體驗)
文本閱讀學習活動設計
宜蘭縣壯圍國中數學科-林立夫老師
-休息體驗式及 5C 學習活動設 臺北市南門國中生物科-楊鈞媛老師(文本)
計
臺北市古亭國中生物科-黃瑜甄老師
-茶敘數位教材/數位工具應
新北市中正國中資訊科-王麗君老師
用設計
新北市錦和高中數學科-曾佳怡老師
-綜合座談1. 團隊運作
計畫主持人
2. 數位科技運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3. 學習者中心之課堂落
陳明溥教授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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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高中職)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主持人

12:40-13:00
13:00-13:10
13:10-14:00

報到
開幕式

高中職教學資源中心團隊

用 MAKER 學英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
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英文科 李菁慧老師

14:00-14:10
14:10-15:00

休息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數學科 陳光鴻老師

創新教學設計分享

15:00-15:10
15:10-16:00

休息
微積分英文閱讀活動
設計分享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數學科 蔡志仁老師

16:00-16:10
16:10-17:00

休息
綜合座談

高中職教學資源中心團隊

國中小學磨課師課程創新教學
時間

活動主題

地點
第一場

13:30~14:30

國中小學磨課師課程創新教學
應用推廣分享

第二場

進修推廣部
3F 講座教室

第三場
14:30~14:40
14:40~15:10

茶敘
國中小學磨課師課程創新教學
應用推廣分享

第四場

進修推廣部
3F 講座教室

補助暨指導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承辦單位：中小學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辦公室、中小學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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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中小學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國小、國中、高中職教學資源中心
報名方式：請參考網址(https://goo.gl/NCai3S)
聯絡方式：
 中小學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辦公室：
林子郁專案管理師(elfess@mail.moe.gov.tw；0988-639-233)
 中小學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辦公室：
鍾佩儒助理（chung.mis@gmail.com；06-2761271）
 各中小學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教學資源中心：
 國小：張心怡專案管理師(freyia@cl.ncu.edu.tw；(03)422-7151#35404)
 國中：顧以歆、張瓊月專案管理師(ntnu.sclprj@gmail.com；(02)7734-3942)

 高中職：游禮志、陳緗婕專案管理師(lcyu@cc.ncue.edu.tw、q790207@cc.ncue.edu.tw；
04-7232105 轉 1775、1773)
【交通方式】
交通工具

說明

高鐵

時刻表(https://goo.gl/BM0ZaU)，搭乘高鐵抵臺北站者，可轉乘臺北捷運或公車。

臺鐵

時刻表(http://goo.gl/vBtoUX)，搭乘臺鐵抵臺北站者，可轉乘臺北捷運或公車。
1. 如從臺北車站前來，請先搭乘淡水信義線【紅線】至「中正紀念堂站」轉乘松山
新店線【綠線】。

捷運

公車

2. 搭乘松山新店線【綠線】或中和新蘆線【橘線】於「古亭站」下車，自五號出口
往和平東路方向直行約八分鐘即可到達。
3. 搭乘松山新店線【綠線】於「臺電大樓站」下車，自四號出口往師大路方向直行
約八分鐘即可到達。詳細路線請至臺北捷運公司查詢（http://www.metro.taipei/）。
鄰近站牌為「師大」
、
「師大綜合大樓」
，公車 3、15、18、74、235、237、672、278、
和平幹線均可抵達，詳細路線請至臺北市公車網站查詢（http://www.5284.com.tw/）。

臺師大圖書館校區前即有「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站點，其他鄰近站點有「捷運
東門站（四號出口）」
、
「捷運臺電大樓站（二號出口）」
、
「金山愛國路口」
、
「新生和平
公共單車
路 口 」。 更 多 資 訊 ， 請 至 臺 北 市 公 共 自 行 車 網 站 查 詢
（http://taipei.youbike.com.tw/cht/index.php）。
1. 國道 1 號：於圓山交流道（建國北路）→建國高架→信義路匝道口下高架
（沿建國南路直行至和平東路右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
2. 國道 3 號：於木柵/深坑交流道下；接三甲臺北聯絡道→辛亥路（至復興南路口右
自行開車
轉） →復興南路（直走至和平東路口左轉）→和平東路一段→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校區）。
3. 停車資訊：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地下停車場（50 元/小時），可向主辦
單位領取六折優惠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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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位置】

【校園地圖】

成果分享會(下午場)
國中分場：2F 視聽教室
高中職分場：2F 大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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