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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1 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教育訓練課程表 

 

一、 活動目的： 

    為辦理 111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教育訓練，規劃相關課程

提供受補助學校教師學習載具操作及相關軟體應用。 

二、參加對象： 

本案受補助學校之教師。 

三、研習內容： 

本案研習內容為得標廠商提供規劃之學習載具相關教育訓練。 

四、研習時間：依場次表辦理。 

五、研習地點：依場次表辦理。 

六、報名方式： 

(一) 請至「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點選 「活動查詢」，點選「活動

編號」輸入活動編號報名。 

（網址：https://drp.tyc.edu.tw/TYDRP/Index.aspx） 

(二) 本案研習出席教師，在課務自理原則下，請學校核予公(差)假登記，

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時數。 

七、活動聯絡人： 

(一)教育局：資訊及科技教育科 承辦人 蔡毓芳，電話：3322101#7511。 

(二)教育訓練廠商： 

1. 晶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褚道奇協理，電話：0988-114549。 

2.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易承祚經理，電話：0922-433952。 

3.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張詠傑經理 電話：0937-543063。 

4. 台灣松下銷售股份有限公司 舒御軒經理 電話：0922-12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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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廠商開課資訊： 

晶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訓練場次 

場次

編號 

活動編號 日期/時間 地點 課程名稱 講師 

1 G00020-

220800008 

111/09/02（五）

13：00-16：00 
仁和國小 MDM實作課程（進

階） 

Straight A 

講師 Adam 

2 G00020-

220800011 

111/09/21（三）

13：30-16：30 
南崁國小 從 iPad在課堂運

行概念設置 

Apple 原廠

講師 Sango 

3 G00020-

220800012 

111/10/05（三）

13：30-16：30 
南勢國小 從 iPad在課堂運

行概念設置 

Apple 原廠

講師 Sango 

4 G00020-

220800013 

111/10/19（三）

13：00-16：00 
育仁國小 從 iPad在課堂運

行概念設置 

Apple 原廠

講師 Sango 

5 G00020-

221000001 

111/10/21（五）

13：30-16：30 

https://meet.

google.com/dy

z-ngzr-eud 

Jamf Pro 裝置管

理平台基礎入門 

Jamf 原廠

講師 Eason 

6 G00020-

220800014 

111/10/26（三）

13：30-16：30 
同德國小 從 iPad在課堂運

行概念設置 

Apple 原廠

講師 Sango 

7 E00144-

220900004 

111/11/02（三）

13：00-16：00 
大園國小 從 iPad在課堂運

行概念設置 

Apple 原廠

講師 Sango 

8 
E00166-

220900002 

111/11/09（三）

13：30-16：30 
新屋國小 

從 iPad在課堂運

行概念設置 

Apple 原廠

講師 Sango 

備註 1. 建議研習對象：資訊組長（場次 1、5），其餘場次研習對象皆為一般教師。 

2. 場次 2～4、6～8為本案重點學校主辦場次。 

https://meet.google.com/dyz-ngzr-eud
https://meet.google.com/dyz-ngzr-eud
https://meet.google.com/dyz-ngzr-e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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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訓練場次 

場次

編號 

活動編號 日期/時間 地點 課程名稱 講師 

1 G00020-

221000002 

111/10/18（二）

14：00-16：00 

https://www.mi

crosoft.com/zh

-tw/microsoft-

teams/join-a-

meeting?rtc=1 

微軟 MDM Intune

載具管理 

（Android） 

吳冠豪 

Ken Wu 

2 G00020-

221000003 

111/12/1（四）

13：30-16：30 

https://meet.g

oogle.com/zcb-

xped-wsm 

投 Chromebook

一票.就是翻轉

教學環境 Part1 

益德士 

白一雅講師 

3 G00020-

221000004 

111/12/8（四）

13：30-16：30 

https://meet.g

oogle.com/zcb-

xped-wsm 

投 Chromebook

一票.就是擺脫

教學困境 Part2 

益德士 

白一雅講師 

備註 1. 建議研習對象：資訊組長（場次 1），其餘場次研習對象皆為一般教師。 

2. 課程簡介： 

（1） 場次 1：Intune介紹、群組設定、應用程式部署、裝置遠端設定、裝置限

制政策設定。（會議識別碼與密碼請見「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課

程活動資訊） 

（2） 場次 2：神奇的共用共編、Office系列、Jamboard。 

（3） 場次 3：Classroom解決各式疑難雜症、Meet新功能大解析、擴充功能。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microsoft-teams/join-a-meeting?rtc=1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microsoft-teams/join-a-meeting?rtc=1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microsoft-teams/join-a-meeting?rtc=1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microsoft-teams/join-a-meeting?rtc=1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microsoft-teams/join-a-meeting?rtc=1
https://meet.google.com/zcb-xped-wsm
https://meet.google.com/zcb-xped-wsm
https://meet.google.com/zcb-xped-wsm
https://meet.google.com/zcb-xped-wsm
https://meet.google.com/zcb-xped-wsm
https://meet.google.com/zcb-xped-wsm


4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訓練場次 

場次

編號 

活動編號 日期/時間 地點 課程名稱 講師 

1 G00020-

221000005 

111/10/7（五）

13：00-16：00 

https://u.cyb

erlink.com/li

ve/1119330514

935745284 

多媒體影音剪輯 

（威力導演） 

君邑資訊 

張婕葳 

2 G00020-

221000006 

111/11/25（五）

13：00-16：00 

https://u.cyb

erlink.com/li

ve/1119330861

133597450 

攝影構圖及後製 

（相片） 

君邑資訊 

陳啟維 

3 G00020-

221000007 

111/12/16（五）

13：00-16：00 

https://u.cyb

erlink.com/li

ve/1119331237

811456795 

IRS即時互動回饋 

（Slido/Kahoot/ 

Mentimetwe） 

君邑資訊 

林士傑 

備註 1. 建議研習對象：一般教師。 

2. 課程簡介： 

（1） 場次 1：超質感多媒體影片剪輯製作分享。 

（2） 場次 2：透視超完美拍攝構圖、修圖、後製技巧。 

（3） 場次 3：教學過程中，隨時進行提問、隨堂測驗或其它互動式教學。 

 

 

 

 

 

 

 

https://u.cyberlink.com/live/1119330514935745284
https://u.cyberlink.com/live/1119330514935745284
https://u.cyberlink.com/live/1119330514935745284
https://u.cyberlink.com/live/1119330514935745284
https://u.cyberlink.com/live/1119330861133597450
https://u.cyberlink.com/live/1119330861133597450
https://u.cyberlink.com/live/1119330861133597450
https://u.cyberlink.com/live/1119330861133597450
https://u.cyberlink.com/live/1119331237811456795
https://u.cyberlink.com/live/1119331237811456795
https://u.cyberlink.com/live/1119331237811456795
https://u.cyberlink.com/live/111933123781145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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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松下銷售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訓練場次 

場次

編號 

活動編號 日期/時間 地點 課程名稱 講師 

1 G00020-

221000008 

111/10/27（四）

14：00-16：00 

https://meet.

google.com/te

s-jajp-spt 

基礎資訊力 

2＆3 

微軟 

原廠講師 

備註 1. 建議研習對象：一般教師。 

2. 課程簡介： 

（1） 基礎資訊力 2-課程萬用數位筆記本與全班白板共同創作。 

（2） 基礎資訊力 3-視訊連線工具與開啟線上教室互動。 

 

https://meet.google.com/tes-jajp-spt
https://meet.google.com/tes-jajp-spt
https://meet.google.com/tes-jajp-s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