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教室在樹林        作者：樹林國小 郭耿舜 校長 

七股區樹林國小為偏遠的小學，老師在教學的現場都非常的認真，往往為了孩子的成

長，要陪伴孩子在校學習到晚上，這也是身為偏遠學校的老師的一種教育的使命感。為了讓

這一群孩子可以快樂且更有效能的學習，縮短都市與鄉村的數位落差，我們將與網奕資訊進

行產學合作，由網奕資訊協助建構 TEAM Model 智慧教室，希望藉由資訊科技可以來幫助這

些偏遠的孩子學習。小校要轉型重點在於如何激發老師去接受新的事物，誰說偏遠的學校就

不能享受優質的教學品質，我們嘗試藉由產學的合作來改善學校的教學設備，提供給這群偏

遠的孩子更優質的教學環境。 

影響學生學習最大的因素莫過於「學習興趣」、「注意力」，老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可以掌

控此兩項重點，與學生進行有效的互動及可以完成有效的教學。而智慧教室的重點在與學生

的互動。在字面上，「互動」兼含有持續的作用與回應之意。教室中師生的人際互動包含語言

訊息及非語言訊息的多向傳遞（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而 TEAM Model 智慧教室則擴

大了互動的範圍性，透過軟體與輔助工具讓老師的教學更加有創意與變化，達到提昇學生學

習成效的目標。 

引進智慧教室的這段日子，我發現老師們開始有了共同的目標，彼此間會開始相互討

論、成長，這是以往鮮少看到的，下課時老師聚再一起就是在討論如何進行教學，如何運用

這些設備來讓課程進行更順利，短短的一個月中我明顯感受到老師快速的成長，從不曾用過

到非常的熟練，老師們開始接受了新的教學科技，並嘗試改變修正以往的教學模式。本校舉

辦親職教育日的當天，在家長及記者面前充分展現出教師的教學專業進行教學，參觀的家長

都給予教學的老師非常正面的肯定，身為校長的我更是與有榮焉。智慧教室的建置，帶動老

師教學方法的改變，嘗試許多不一樣的應用方式，團隊的互助帶動老師專業的成長，智慧教

室提供了最好的情境，老師樂於專業成長，受益的一定是孩子，感謝老師這些日子的努力。 



教學與科技的結合 ~~ 事半功倍        作者：樹林國小 楊毓娟 

使用科目：作文教學~童詩仿作、國語 

實施班級：三甲 

作文教學~童詩仿作實施模式： 

 

 

 

 

 

 

 

 

 

 

 

 

【作文教學~童詩仿作教學特色】 

借由童詩的賞析，引導孩子進入課程內容，透過資訊科技可以讓所有孩子清楚的了解賞

析的作品，透過電子白板的教材編製軟體與學生進行多元的互動，孩子的焦點都會聚焦在老

師身上，可以清楚了解老師說明的課程內容。活動中資訊科技提供不同的互動模式來協助老

師教學，讓孩子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會因為課程內容一成不變而有恍神的情形發生。孩子創作

的作品可以透過資訊科技即時展現在全班的面前，與班上的孩子一同分享讓學習不孤單，也

可以進行即時的統計，讓學生也參與評分的互動，最後給予較佳的童詩作品鼓勵。 

 

國語實施模式： 

 

 

 

 

 

 

 

 

 

1.作品賞析 

2. 認識摹聲詞及聽覺摹寫 

3. 聽覺摹寫童詩介紹 

4. 童詩仿作 

5. 發表 

透過 iwb 互動功能與學生進行互動 

透過 iwb 進行賞析範文 

透過 iwb 進行說明如何仿作 

透過 irs 互動集中注意力 

透過實物投影進行分組發表、irs 統計 

教學 

實作 

分享 

1.呈現課文-帶領學生閱讀 

2.擷取課文段落 

3.進行摘要 

4.將多個摘要組合成文章大意 

透過 iwb 互動功能進行 



 

【國語教學特色】 

在國語文教學方面成效最明顯的是用於課文段落摘要的教學。對於專注力不足的學生而

言，傳統以口頭解說的教學模式容易漏失重點，若將課文摘要和段落大意寫在黑板，不但書

寫過程耗費時間，學生亦經常是處於被動的心態，動腦思考的不多，依樣畫葫蘆的佔大部分。

對大意摘要的學習不但未能深刻理解，甚至有排斥懼怕的情緒參雜在內。結合電子白板的互

動功能進行段落或大意摘要的教學時，相當便利，尤其區塊剪輯及剪輯區塊可移動的功能對

於摘要教學的助益很大。 

摘要能力佳的學生，在面對大量文字訊息時，能掌握文章架構，辨別資訊的重要性，並

能充分運用文章的訊息，推論出文章以外的理念（謝淑美，2008）。學生如果可以藉由摘要

活動增強閱讀理解能力，進而提昇其閱讀理解的表現；經過持續性地閱讀摘要練習之後，一

定能在閱讀理解方面能有所進步。 

另外在讀報教學方面，教學提示機亦補足報紙只有一份的不足，透過拍照的功能，將全

班欲共讀的文章拍照後呈現於白板上進行共讀，相當便利。教學後，利用提示機分格拍照功

能，將學生作品拍照後公佈於白板上進行賞析;或透過提示機立即呈現的功能，由學生進行作

品解說，學生學習動機大幅提升。 

 

【小朋友的回饋】 

 瑞祥說： 

教室裝了電子白板後，上課更有趣了，IRS 系統可以搶答，也可以選答案，讓我更專注，

為了搶答，我在除法單元的估商速度更快了呢! 

 裕宸說： 

我喜歡電子白版可以觸控的功能，讓我上課更專注﹔它沒有產生粉筆灰的麻煩，也不用

擦黑板了! 

 郁涵說： 

老師上課時會將我們考卷中做錯的或不懂的地方，用教學提示機拍下來後，在白板上標

示解說，讓我更清楚如何訂正錯誤。 

 品貽說： 

班上裝了電子白板後，老師可以更方便教導我們，我們成績也比以前更強了，它讓我們

學習更便利，也更專心上課了。 



課堂互動新模式~IRS 與補救教學        作者：樹林國小 李重陽 

使用科目:數學 

實施班級:二甲 

數學實施模式: 

 

 

 

 

 

 

 

 

 

 

 

 

 

 

 

 

 

 

 

(一)按按按數學挑戰 

利用課前準備的題目檔來進行數學挑戰，發下按按按的搖控器給小朋友讓孩子依據自己

的答案做答，在測驗中不做任何解釋。 

(二)診斷分析 

挑戰結束後,運用統計圖表來做挑戰後結果的診斷分析，依分析的結果給予適當的補救教

學。 

(三)同儕互教 

將孩子分成三組讓孩子互教的學習,老師先講述互教的重點並發下互教的題目給孩子，同

儕互教結束後,老師佈題測試成效，測試結果可當下次補救教學的參考。 

(三)補救活動 

將今天的檢測歷程依日期及主題存檔，打開報表系統即時列印出今天的每位學生的學習

歷程統計表，每位學生的學習歷程統計表後面已有課前預先印好今天怖題的題目及需要

回家請家長協助補救的題目。 

1.指導課程內容 

2.確認學生學習狀況 

沒問題：進入下一單元 3.有問題：教師第二次教學說明 

進行測驗 

教師第一次教學說明 

針對錯誤較多進行說明 

4.針對錯誤較少的題目，進行小團體教學（同儕學習） 5.印製個別化補救教學練習 

個別化補救（因材施教） 

6.類似的題型進行練習 同儕補救（觀摩） 

irs 蒐集學生學習資訊 第二節課 

透過 iwb 及時說明 

透過 irs 統計報表確認 

結合實物提示機，進行概念補強 



【數學教學特色】 

在課程設計方面，將 IRS 融入教學，教師以中和學生做很多不一樣的互動，例如可以用

在學生意見的投票表達，而且讓所有學生能在同一時間一起表達自己的看法，老師藉由統計

報表也可以很快的匯整所有人的意見做討論分析。在傳統教學中，學生的意見表達會只有侷

限在某些人，不能照顧到一些教內向不善表達的孩子。另外在課程進行中，教師隨機佈題檢

測孩子學習情形，運用 IRS 也可以達到同時作答和即時分析孩子對問題瞭解的程度。 

在本單元用在學後檢測學生的學習情形，教師使用題庫系統的題目輸出為 CSV 檔來進行

檢測活動，運用 IRS 快速讓老師知道學生的學習狀況，也縮短教師在傳統的紙筆測驗後批改

的時間，並從統計圖表中，即時診斷分析孩子的學習狀況。 

超過 20%孩子不清楚教師進行統一的講解，若超過 80%的孩子瞭解即進入下一個單元。

若還有不清楚的孩子則進入補救系統進行補救學習。補救系統有三個部份，一是同儕的互教

學習，一是家庭補救系統，當檢測後運用報表系統可以很快的將這次補救教學的歷程讓孩子

帶回裡讓家長得知，並給予家長一份在家補救的建議藥方，這份藥方可以是不瞭解題目的相

關類似題練習，還有建議在課本或習作再複習的地方。另外一個是教師的補救追縱系統，每

週安排一節彈性課程進行經過同儕的互教學習及家庭補救系統後，檢測補救的成效並評估再

補救的需求，並將孩子的補救歷程完整的記錄下來以做為將來其他老師教學上的參考，這樣

補救活動新思維是不放棄任何一位孩子，並做到個別化的補救教學。 

傳統教學老師要告知家長孩子的學習狀況，及進行個別化補救教學並不容易，往往發現

學生不會，老師僅能全班一起進行補救（會的人仍要一直繼續學），或視一個一個進行（耗時

費力，講到最後老師也可能會無力），透過資訊科技的導入可以幫助老師及時發現孩子的學習

問題，並給予個別化的補救，達到因材施教的精神。學生的學習歷程也會透過資訊科技進行

即時的紀錄，讓老師於課程結束後有更多的資料可以分析孩子的學習問題。 

 

【教師的回饋】 

 將廠商提供的題庫系統來做補救教學的資料庫，節省老師很多備課的時間。 

 運用 irs 回饋系統，可讓所有孩子在同一個時間回應老師的問題。 

 利用回 irs 饋系統來讓所有的孩子針對問題做分析判斷並用搖控器做選擇，這樣也讓老師

能即時瞭解孩子的想法並提供內向不善言辭的孩子另一個表達的方法。 

 利用 irs 回饋系統取代老師傳統式紙上批改，這樣節省了批改等待的時間也讓老師能即時

瞭解孩子的作答情形。 

 運用報表系統可以很快的將這次補救教學的歷程讓孩子帶回裡讓家長得知，補救活動結

合同儕、家庭及學校三方面一起努力將落後的孩子拉起來。 

 資料庫的建立，讓每位孩子擁有補救追縱系統，孩子的問題能持續不間斷的獲得補救。 



當電子書遇上智慧教室，絕配        作者：樹林國小 何筠潔 

使用科目:語文 

實施班級:一甲 

語文實施模式: 

 

 

 

 

 

 

 

 

 

 

 

 

 

 

 

 

【語文教學特色】 

傳統教學老師教生字時，身子常常會檔到所寫的生字，孩子上台參與的互動方式也較

少，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果的呈現，也大都僅可以進行口頭上的分享。透過資訊科技的協助，

老師可以透過動畫的協助可以清楚讓孩子看到筆劃，讓孩子學習更方便；在資訊科技的協助

下，孩子可以有更多不同以往傳統教學的互動；學生的學習成果也可以分享給其他的孩子，

這對孩子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肯定。低年級學習時專注的時間不長，如何透過有趣、多元的教

學方式來吸引孩子學習，增進孩子的學習成效成為我們努力的目標。 

 

【教師的回饋】 

 運用電子書上的歌曲伴唱功能，採用帶動唱的方式進入課程，可迅速吸引學生上課的注

意力，讓學生藉由唱遊方式熟悉課文內容及認讀課文的流暢度，相當適合一年級活蹦亂

跳的學生。 

 讓教學 E 化，課堂導入科技，跳脫傳統教師單向的教學模式。運用在小學一年級的生字

教學方面，搭配書商研發的電子書教材，教師在電子白板上示範習寫後，再請學生上台

1. 複習 集中注意力 

2. 生字新詞教寫(寫) 

3. 造詞學習單(說) 

4. 創造句子(說) 

5. 唸讀(讀) 

透過 iwb 與學生進行互動 

透過 iwb 進行賞析 

透過資訊科技進行說明 

教學 

分享 

6. 辨認所學之生字新詞 

教學 透過 iwb 與學生進行互動 



書寫，增加學生們的參與度，並能使同儕互相觀摩，共同發掘同學習寫時易錯或是值得

學習的地方。 

 結合電子書及電子白板功能，能將欲講解的課文內容放大至電子白板上，讓老師能直接

書寫及標記，解除了以往使用掛圖張貼上的不便。 

 使用實物提示機分別呈現學生的學習單，讓全班的同學能互相觀摩學習，且老師能直接

在電子白板上批改修正，學生也因作品的展示而受到肯定，進而提升學習動機及學習成

效。 

 藉由電子書、電子白板及實物提示機的運用，不同教學媒材的交互使用，不同面向的學

習刺激，讓學習不再枯燥無味！在生動豐富的學習環境下，透過科技設備的使用，更易

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專注凝聚學習，使教學者能在備課時更省時有效率，也能使學生在

互動學習模式中獲得更多的成果。 

 



掌握學習，成效提升        作者：樹林國小 石添勝 

使用科目:數學 

實施班級:六甲 

數學實施模式： 

 

 

 

 

 

 

 

 

 

 

 

【數學教學特色】 

每個單元的重要概念解說完畢後，依據重要概念出題，待學生運算完畢後，利用 IRS 系

統評量方式確認學生學習成效。由學生輸入答案，當答錯人數超過 20%，便立即進行再次解

說後再測。若仍錯誤者，便利用下課時間進行補救教學。省去一一批改統計的時間，直接由

系統觀看答題成效便一目了然。 

 

【教師的回饋】 

 增加教學的流暢性：能使用直覺式的方式來進行教與學，學生不用適應新的學習方式，

教師也不用學習新的教學方式，增加教學的流暢性。 

 增加互動性：藉由學習者與內容互動，學習者與教學者互動，學習者與學習者互動等互

動中讓學生的學習更有趣，甚至於利用協同合作畫圖和書寫增加互動性。 

 增進學生學習動機：智慧教室能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數位教學科技能創造出有趣的學

習動機，學生學習時會覺得更有趣。 

 可將教學的過程與內容儲存：傳統的教學方式，黑板只要一上完課，就是將他擦除。而

智慧教室能將所有書寫的畫面儲存在電腦中，不只能將教學者的教學過程做成紀錄，並

能透過軟體分析教學的成效，或做補救教學。 

 增進教室的整潔與保護學生的健康：智慧教室教學能讓教室不再產生粉塵及粉筆灰，讓

教室更乾淨，也讓學生減少吸入粉筆灰的機會。 

 

重新講解 

1.解說概念 

2.出題 

3.確認學習狀況 

4.通過一繼續下一個概念 

少於 20% 

下課針對不會的學生進行補救 

4.不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