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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包實驗教學試辦推動成果電子書包實驗教學試辦推動成果

楓樹國民小學楓樹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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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龜山鄉楓樹國民小學桃園縣龜山鄉楓樹國民小學

電子書包電子書包 實驗學校實驗學校

報告人：報告人： 校長校長 李志鵬李志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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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實施期程、程序與規劃

實施方式

運用軟硬體

實際運用方式

推動成果

後續改善檢討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學校簡介

年 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合計

班級數 5 4 4 4 5 4 26

合計 121 96 98 124 129 119 685

1. 教職員工人數：47人

2. 學生人數：

人員概況人員概況

電子書包實驗對象



學校簡介
資訊環境資訊環境

楓樹資訊環境

(光纖網路+無線環境)

班級教室

1.教師電腦

2.投影機

3.電子白板

班級教室班級教室

1.教師電腦

2.投影機

3.電子白板

專科教室

1.教師電腦

2.投影機

3.電子白板

4.IRS互動教

學系統

專科教室專科教室

1.教師電腦

2.投影機

3.電子白板

4.IRS互動教

學系統

電子書包教室

1.教師電腦

2.投影機

3.電子白板

4.TabletPC 133台
5.無線廣播系統

6.網路教學平台

7.班級教學網站

8.行動充電車

電子書包教室電子書包教室

1.教師電腦

2.投影機

3.電子白板

4.TabletPC 133台
5.無線廣播系統

6.網路教學平台

7.班級教學網站

8.行動充電車

電腦教室

1.教師電腦

2.學生電腦40台

電腦教室電腦教室

1.教師電腦

2.學生電腦40台

語言教室

1.教師電腦

2.學生電腦40台
3.電子白板

4.IRS互動教學系統

5.語言學習系統一套

語言教室語言教室

1.教師電腦

2.學生電腦40台
3.電子白板

4.IRS互動教學系統

5.語言學習系統一套

一、實驗研究期程：自一、實驗研究期程：自9999年年0808月月11日至日至100100年年1212月月3131日，日，

計計1818個月個月

二、進行程序：二、進行程序：

1. 1. 前置作業（計畫草擬前置作業（計畫草擬--送審送審--核發）。核發）。

2. 2. 設備採購。設備採購。

3. 3. 教學應用模式之設計。教學應用模式之設計。

4. 4. 設計教學計劃。設計教學計劃。

5. 5. 開發數位教材與教學模組。開發數位教材與教學模組。

6. 6. 實施教學與修正教學。實施教學與修正教學。

7. 7. 辦理觀摩教學研討會。辦理觀摩教學研討會。

8. 8. 教學資料彙整及經費核銷。教學資料彙整及經費核銷。

實施期程與程序實施期程與程序



實驗實施前：

1. 成立電子書包實驗小組。

2. 參訪電子書包實驗學校。

3. 定期召開小組會議。

4. 邀請學者專家指導。

5. 與廠商合作，協助電子書包教學軟體及教材建置。

6. 電子書包相關文獻探討。

實驗實施中：

1. 定期召開小組會議。

2. 邀請學者專家指導。

3. 電子書包相關文獻探討。

電子書包實驗教學實施規劃電子書包實驗教學實施規劃

1.整合軟硬體設備，運用於各領域教學。

2.採取行動研究法進行研究。

電子書包實驗實施方式電子書包實驗實施方式

一、研擬教學方案

二、教學活動實施四、資料分析

三、蒐集回饋資料

計畫

行動

反思

觀察

不斷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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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設備硬體設備
1.平板電腦~Lenovo S10-3t 

2.行動充電車

3.無線寬頻基地台

4.電子白板

5.桌上型教師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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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設備軟體設備
1.無線廣播軟體~TRBS8.0 教學錄影廣播系統

2.班級互動網頁~賽博士校園首頁系統

3.網路教學平台~賽博士校園網路教學系統

4.電子白版軟體

5.教科書出版社電子書~數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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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白板

單槍

教室內教學環境

教師電腦AP

學生電腦

觸控連結

無線廣播連結

電子書包運用教學模式

檔案派送

遠端遙控

即時搜尋

個別學習 行動學習

即時評量

小組討論

示範廣播

作業上傳

離線作業

網路黑白名單示範操作 電子舉手

多視窗監控



運用無線廣播軟體派送檔案及試卷，有
效率的將教材分送給學生運用。

學生運用教師派送的伴奏音樂檔，並以
電子書包播放，練習吹奏直笛。

檔案派送

電子書包運用教學模式

運用教師派送的檔案或電子書，可在家
或在學校進行個別預習或精熟學習。

亦可進入教師指定之網站，自行進行數
學習題操作練習。

個別學習

電子書包運用教學模式



運用無線廣播軟體監控功能，同時了解
多位學生學習操作過程，並立即給予回
饋提醒。

多視窗監控

電子書包運用教學模式

運用無線上網功能，在學校課堂上，可
立即搜尋所需資料。

運用搜尋之資料，製作成PPT與同學分
享，學習分享與報告能力。

即時搜尋

電子書包運用教學模式



運用無線廣播系統，在學校課程上一段
落後派送試題測驗，並可立即評分與回
饋檢討。

即時評量

電子書包運用教學模式

運用校園無線網路，學習的空間更加寬
廣。帶著電子書包，可以走出教室，隨
意搜尋及記錄(拍照、上傳)。

行動學習

電子書包運用教學模式
作業上傳



孩子透過電子舉手方式，協助教學秩序
管理，形成新的無聲教室管理模式。讓
學習更專注，更不受打擾。

電子舉手

電子書包運用教學模式

20

電子書包運用教學模式

運用網路教學平台在校下載作業，在家
後不必上網即可完成作業。返校上課後
再以學校網路上傳，繳交作業。

離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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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包運用教學模式

運用無線廣播系統平台，可在老師佈題後立即
進行小組討論，討論結果以電子白板軟體書寫
，再由老師示範廣播於電子白板，全班共同討
論。

小組討論

教學成效教學成效~~實驗學生滿意度調查結果實驗學生滿意度調查結果
問卷發出124分，有效樣本119份，回收率：95.9%

12%24%64%9.整體而言，對你的學習有幫助。

1%2%9%29%59%11.父母贊成你使用電子書包學習。

1%6%19%74%8.與老師的互動更多。

5%19%76%7.提高你使用網路資訊解決問題的能力

1%7%21%71%6.可以獨立學習

1%11%25%63%5.提高你的創造思考的能力。

2%5%23%71%4.電腦的能力更提高。

1%6%27%66%3.預習更有效率。

1%19%80%2.你覺得 上課更有樂趣，更想學習。

14%86%1.喜歡老師使用電子書包上課。

非常不
同意

大部分
不同意無意見部分同

意
非常同

意題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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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效教學成效~~實驗家長滿意度調查結果實驗家長滿意度調查結果
問卷發出124分，有效樣本105份，回收率：84.7%

1 %1 %11 %41 %47 %8.孩子硬體設備操作能力提升

1 %1 %7 %41 %50 %7.電腦軟體使用的能力提升。

2 %4 %32 %33 %29 %6.讓孩子更有解決事情的能力。

2 %3 %27 %31 %37 %5.孩子更具獨立思考的能力。

2 %4 %21 %46 %28 %4.讓孩子更具創造思考能力。

1 %4 %23 %45 %28 %3. 孩子學得更有效率

1 %6 %22 %38 %33 %2. 讓孩子學得更有效果。

1%7%28%35%29%1. 在家主動學習的時間比以前長。

非常
不同
意

大部分
不同意無意見部分同

意
非常同
意題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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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效教學成效~~實驗家長滿意度調查結果實驗家長滿意度調查結果

問卷發出124分，有效樣本105份，回收率：84.7%

2 %8 %11 %32 %47 %12.希望孩子參與類似電子書包實驗教學。

8 %

師生互
動

1 %

11 %

3 %

非常不
同意

7 %6 %45%35%

解決問
題

提高創
造力

電腦能
力提高

更有興
趣13. 學習最有幫助的是？

8 %15 %26 %50 %11. 贊成學校推行電子書包實驗教學的內容
。

24%16 %34 %15 %10.使用電子書包不會影響孩子的視力。

2 %31 %36 %28 %9. 讓孩子提升資訊倫理素養。

大部分
不同意無意見部分同

意
非常同
意題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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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效教學成效~~實驗教師滿意度調查結果實驗教師滿意度調查結果
問卷發出4份，有效樣本4份，回收率：100%

50 %50 %8.較喜歡用電子書包進行教學

50 %50 %7.即時回饋更利於師生互動

50 %25 %25 %6.更容易掌控上課的班級經營

50 %50 %5.教學活動更多元化

25 %50 %25 %4.教學目標更易達成

25 %50 %25 %3.更能掌控課程進度的安排

50 %50 %2.課程設計更多元

25 %25 %25 %25%1.課程準備更容易。

非常不
同意

大部分
不同意無意見部分同

意
非常同
意題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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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效教學成效~~實驗教師滿意度調查結果實驗教師滿意度調查結果
問卷發出4份，有效樣本4份，回收率：100%

50 %25 %25 %14.可以減輕學生的書包重量

25 %75 %15.教學更具方便性。

75 %25 %12.更容易掌控學生個別學習狀況

非常不
同意

50 %50 %16.目前使用的電子書包功能，我覺得滿意

100 
%13.能提升學生的資訊能力。

75 %25 %11.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25%75%10.可以提升學生的參與度。

25%75%9.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大部分
不同意無意見部分同

意
非常同
意題目內容



實驗成效實驗成效

教育孩子網路文章的真實性，提升孩子
判斷能力

教導孩子不隨便複製他人文句，不隨便
引用來路不明的言語

教師端控制孩子可瀏覽的網頁途徑，協
助孩子過濾並遠離不適宜網頁

落實孩子資訊倫理教育

增強孩子資訊處理能力

提升文書處理能力。

提升上網搜尋資料、解決問題的能力。

提升下載資料及上傳作業的基本能力。

提升線上互動分組討論問題的能力。

提升使用載具錄音拍照等相關能力。

實驗成效實驗成效



提供孩子數位資訊課程

數位讀報課程，與孩子共同討論專題報
導內容。

以白板模式進行數學運算題目，同儕觀
摩學習。

結合載具功能融入藝術表演課程，使教
學活潑化。

實驗成效實驗成效

提高教師資訊專業能力
電子書包教學團隊老師進行軟體研習

利用周二或其他共同時間討論學遇到問題

提高教學資訊科技使用能力，豐富教學內容

提高與孩子互動機會，落實個別學習目的

實驗成效實驗成效



打造師生教學互動環境

孩子透過電子舉手方式，協助管理班級
秩序

孩子與老師進行單獨對話，建構個別孩
子學習方式

協助教師掌握孩子學習進度

營造快樂、無壓力的學習環境

實驗成效實驗成效

結合電子白板的教學

進行同儕觀摩

分組進行討論

與教師角色互換

鼓勵展示創意作品

進行多元的互動競賽

實驗成效實驗成效



運用電子書包教學優點

解決教師單一對白授課的方式

協助教師診斷孩子的學習困難

協助孩子自我了解習得知識內容

孩子有疑問時可以立即獲得協助

透過分享討論刺激孩子學習模仿

連結過去經驗與同儕學習建構孩子自我
學習模式

實驗成效實驗成效

問題與檢討
一、數位電子書教材取得不易：一、數位電子書教材取得不易：

出版商電子書並未授權學生版，亦未出版學出版商電子書並未授權學生版，亦未出版學
生使用學習光碟，目前電子化教材取得不易生使用學習光碟，目前電子化教材取得不易

二、採購器材的限制：二、採購器材的限制：
最低標採購方式，無法取得最符合實驗計畫最低標採購方式，無法取得最符合實驗計畫

需求之器材，導致計畫受器材限制影響頗深。需求之器材，導致計畫受器材限制影響頗深。

三、電容式觸控螢幕不易書寫：三、電容式觸控螢幕不易書寫：
以指尖操控，難精準定位。以指尖操控，難精準定位。



問題與檢討問題與檢討

四、家庭網路尚未完全普及：四、家庭網路尚未完全普及：
一部分家庭尚無網路，學生返家無法進行網一部分家庭尚無網路，學生返家無法進行網

路連線學習，仰賴離線系統進行，學習範圍受路連線學習，仰賴離線系統進行，學習範圍受
限。限。

五、實驗階段教材搜尋、建置、整合不易：五、實驗階段教材搜尋、建置、整合不易：
運用電子書，除由教科書廠商取得電子書運用電子書，除由教科書廠商取得電子書

外，數位教材編寫不易。相關經費應得編列協外，數位教材編寫不易。相關經費應得編列協
助研究人員，協助教材整理及維護。助研究人員，協助教材整理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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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規劃未來規劃
一、擴大課程實施層面：一、擴大課程實施層面：

在可能的情況下，讓老師嘗試在各領域教在可能的情況下，讓老師嘗試在各領域教
學運用，並繼續建置、充實相關教學平台，讓學運用，並繼續建置、充實相關教學平台，讓
教學準備得以簡化，讓教與學都更便利。教學準備得以簡化，讓教與學都更便利。

二、洽談引進學生版電子書：二、洽談引進學生版電子書：
積極與書商洽談引進學生版電子書，以落積極與書商洽談引進學生版電子書，以落

實並發揮電子書包的積極性功能。實並發揮電子書包的積極性功能。

三、落實教學成效檢核：三、落實教學成效檢核：
確實檢核學生學習成效，以評估本實驗計確實檢核學生學習成效，以評估本實驗計

畫之績效。畫之績效。



所有的孩子都是天生的藝術家

楓樹從孩子的角度思考科技融入教學

希望孩子能延續他們的創造力

謝謝大家的聆聽～楓樹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