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梯次新北市科技化學習扶助教學中心研習時間表 

一、科技化學習扶助初階研習 

 

主題名稱(初階研習) 課程說明 

科技化學習扶助研習

-新北市親師生平台+

均一教育平台 

【均一課堂運用初階研習】 

手把手帶領老師認識均一基礎功能，藉由科技輔助，使備課更加順利、教學

更有成效！ 

均一研習結束後，老師將會獲得：科技融入教學實戰力  

o 透過影片學習，加上老師引導，讓學生掌握自己的學習節奏，

逐步養成自學力。 

o 利用影片教學，釋放您在課堂中過多的講述時間；藉由科技批

改作業，減少重覆性工作，增加老師與每位孩子真實互動的機

會。 

o 搭配均一「即時習題回饋」與「分析報告」，立即診斷學生學

習、掌握學習狀況，避免遺漏關鍵迷思概念。 

o 特有「自組考卷」功能，讓您將知識重點編排為小範圍題目，

依循教學脈絡匯出適合學生檢測之考卷。 

o 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結果直接匯入均一，清楚診斷學生學習斷

點，推薦指派對應單元的影片與習題，做更有效的複習。 

 科技融入教學心法 

o 講師自身教學經驗分享：科技融入課堂實況、班級經營小撇

步、親師溝通技巧，期望更真實貼近您的需要。 

o 均一教師社群，更多現場老師的歷程分享，一起激盪出更多正

向影響力。 

 

場

次 
日期 課程名稱 

時

數

規

劃 

講師 研習地點 

1 
109/3/18 

13:30-16:30 

科技化學習扶助- 

新北親師生平台暨均一初階研習 
3 

洪含詩老師、

均一講師 
新店國小電腦教室 

2 
109/3/18 

13:30-16:30 

科技化學習扶助- 

新北親師生平台暨學習吧研習 
3 學習吧講師 

科技化學習扶助教學中心 

新店國小至善樓 4樓 

(A 教室) 

3 
109/4/8 

13:30-16:30 

科技化學習扶助- 

新北親師生平台暨因材網研習 
3 

因材網講師 

施春輝 
新店國小電腦教室 

4 
109/4/15 

13:30-16:30 

科技化學習扶助- 

新北親師生平台暨均一初階研習 
3 

周育輝老師、

均一講師 
新店國小電腦教室 

5 
109/4/23 

13:30-16:30 

科技化學習扶助- 

新北親師生平台暨均一初階研習 
3 均一講師 

教研中心二 F電腦教室

(大觀國中)國中專班 

6 
109/5/13 

13:30-16:30 

科技化學習扶助- 

新北親師生平台暨均一初階研習 
3 

蔡怡俊老師、

均一講師 
新店國小電腦教室 



科技化學習扶助研習

-新北親師生平台+因

材網學習扶助研習 

一、適性教學平台-因材網可以結合 ICT融入教學、學習扶助方案、翻轉教

學、自主學習、漸進式探究教學等模式來進行。 

二、該平台知識結構就是把課綱中的學習內容連結變成學習路徑，提供學生

循序學習的路徑建議，透過學習扶助方案幫助教師可以跨年段診斷，搜

尋學生學習弱點建立學習扶助路徑，達到適性且個別化的學習效果，同

時有助於學生自主學習，另外也可以協助老師的備課，或者對新手老師

的培訓，提供在其非專長領域授課的幫助。 

(一)因材網結合學習扶助測驗結果，診斷學生學習成效，立即回饋教師教學

成效。 

(二)因材網結合學習扶助測驗結果，診斷學生學習成效，達到「因材施測」，

提升測驗效率，且能提供跨年級之學習診斷結果。 

(三)因材網結合學習扶助測驗結果，能自動化提供學生「個別化學習路徑」，

達到「因材施教」的效果。 

(四)因材網結合學習扶助測驗結果，輔助學習扶助教師調整個別學生教學方

式與策略，提升學習扶助教學效能。 

科技化學習扶助研習

-新北親師生平台+ 

LearnMode學習吧 

(一)提供免費的線上教育平臺，分享教學現場課前、課中與課後應用的實例。 

輕鬆備課，直接複製各版本線上課程包，快速將科技融入教學。 

(二)使用學習吧語文特色課程，透過口說錄音 AI自動辨識，提供學生聆聽 

及口語表達練習的機會。 

(三)多元閱讀課程資源，培養媒體識讀能力；搭配素養導向測驗練習，增進

學生閱讀理解能力。 

(四)運用科技媒材使教材多元化，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 

(五)分享現場老師的班級經營及親師溝通經驗分享，打造學生良好的 3C 使

用習慣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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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化學習扶助種子教師認證課程研習 

 

 

 

 

 

 

 

 

 

 

 

  

場

次 
日期 課程名稱 

時

數

規

劃 

講師 研習地點 

1 
109/4/1 

13:30-16:30 

科技化學習扶助種子教師認證課程

新北 X均一，第一梯次(第一場) 
3 

蔡怡俊老師、

均一講師 

科技化學習扶助教學中心 

新店國小至善樓 4樓 

2 
109/4/15 

13:30-16:30 

科技化學習扶助種子教師認證課程

新北 X均一，第一梯次(第二場) 
3 

蔡怡俊老師、

均一講師 

科技化學習扶助教學中心 

新店國小至善樓 4樓 

3 
109/5/6 

13:30-16:30 

科技化學習扶助種子教師認證課程

新北 X均一，第一梯次(第三場) 
3 

蔡怡俊老師、

均一講師 

科技化學習扶助教學中心 

新店國小至善樓 4樓 

4 
109/5/6 

13:30-16:30 

科技化學習扶助種子教師認證課程

新北 X均一，第二梯次(第一場) 
3 

劉怡妏老師、

均一講師 

科技化學習扶助教學中心 

新店國小至善樓 4樓 

5 
109/5/13 

13:30-16:30 

科技化學習扶助種子教師認證課程

新北 X均一，第二梯次(第二場) 
3 

劉怡妏老師、

均一講師 

科技化學習扶助教學中心 

新店國小至善樓 4樓 

6 
109/5/27 

13:30-16:30 

科技化學習扶助種子教師認證課程

新北 X均一，第二梯次(第三場) 
3 

劉怡妏老師、

均一講師 

科技化學習扶助教學中心 

新店國小至善樓 4樓 

7 
109/3/25 

13:30-16:30 

科技化學習扶助種子教師認證課程

新北 X學習吧，第一梯次(第一場) 
3 學習吧講師 新店國小電腦教室 

8 
109/4/22 

13:30-16:30 

科技化學習扶助種子教師認證課程

新北 X學習吧，第一梯次(第二場) 
3 學習吧講師 

科技化學習扶助教學中心 

新店國小至善樓 4樓 

(B 教室) 

9 
109/6/10 

13:30-16:30 

科技化學習扶助種子教師認證課程

新北 X學習吧，第一梯次(第三場) 
3 學習吧講師 

科技化學習扶助教學中心 

新店國小至善樓 4樓(A教

室) 



 

認證課程報名資格：108 學年第 1 學期已參加科技化學習扶助，均一、學習吧初階課程之教師皆可

報名認證課程，第一梯次優先錄取已於均一平台、學習吧平台上設立班級且穩定使用之教師。 

 

主題名稱 

(科技化學習扶助種子

教師認證課程研習) 

課程說明 

新北 X均一  (一)課程名稱：數位放大動機及均一深度功能課堂應用(3小時) 

 內容：動機增強機制分享、科技融入教學實用工具分享實作、訊息處理論、

學習者的學習迴圈理論於均一功能應用 

 (二) 課程名稱：均一融入教學課程模組 3小時 

 內容：診斷式模擬卷使用、均一主題式架構教學模組、共同產出學習單共享

自組卷、差異化任務內容 

o (三) 課程名稱：均一融入教學實踐家分享 3小時 

o 內容：參與研習教師教學模式與心得分享、均一及核心教師現場經驗反饋 

新北 X LearnMode 認證課程（一）：電腦教室 

1. 由深度使用教師分享平臺融入教學的經驗與模式，並進行交流。 

2. 提供一站整合的線上平臺，讓您能掌握完整 SPOCs建課技巧。 

3. 建立 IRS互動式課程，促進同儕互動，看見學習成果。 

4. 快速製作線上測驗卷，系統自動批改評分，立即檢討錯誤率高題型，

省時省力。 

5. 可結合學習扶助內容，搭配各種教學模式，如：差異化教學、自主學

習、翻轉教學、PBL、合作學習、混成式等各種方案。 

 

認證課程（二）：社群教室（以分科分組的方式進行交流與討論） 

1. 分享各科教學現場應用策略與實例。 

2. 透過小組討論、共同激盪，一起設計出簡單可行的教學簡案。 

3. 差異化教學應用經驗分享。 

4. 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與創造力。 

 

認證課程（三）：階梯教室 

1. 每人 4-7分鐘分享平臺融入教學的應用模式、經驗與成效。 

2. 教師間互相回饋、交流，共思問題的解決方案。 

3. 能夠靈活應用線上共備與複製功能，和他師一起進行（跨領域）共

同備課。 

4. 善用學習模式與歷程資料，建立學生個人化學習。 

5. 有效整理班級帳號與課程資料。 

6. 走出教室，設計出應用在跨領域與非學科項目的課程。 

7. 可申請加入學習吧平臺核心種子講師。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