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 108年度資訊教育推廣活動- 

全國資訊科技教育合作社群研討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108年1月9日臺教資(三)字第1070218152C號-資訊教育108年度推動計畫

-資訊教育推廣活動。 

二、南投縣 108年度資訊教育推動計畫-全國資訊科技教育合作社群研討會計畫，

建立國內資訊科技教育合作的社群策略聯盟行動方案，並發展本縣資訊教育特

色。 

貳、指導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參、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肆、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伍、承辦單位：南投縣教育網路中心(延和國民中學)、南投縣大成國民小學 

陸、研討會課程表: 

 一、研討會地點：杉林溪大飯店  

  二、研討會時間：108年 7 月 3～5日（三天） 

三、議程表：如議程表 

柒、參加對象 

一、教育噗浪客(經常使用 Plurk、Facebook網路社群平台的教師) 

二、對本活動有興趣之教師 

捌、特殊規定 

一、凡報名參加本研討會者均應繳交 300秒(5分鐘)之簡報及 1000 字以上之文字檔

(以上檔案格式不拘)，參與「心跳三百」分享活動。 

二、簡報不限範圍、內容，如教學心得分享、作品發表、教育觀點等…。 

三、心跳三百稿件可於報名時至報名截止前，以大會指定方式上傳。 

四、心跳三百稿件含簡報檔及 1000字以上之文字檔(以上檔案格式不拘)，以上兩

者都要交件。 

五、繳交心跳三百簡報並非錄取必要條件，報名前請詳細評估。 

玖、研討會報名 

一、於 108年 5月 20日(一)起至 108年 5月 27日(一)止至教育噗浪客官網

http://tpet.ntct.edu.tw/報名。 

二、本次研討會員額上限 120名(不含工作人員)。 

三、承辦單位於報名完成經籌備會開會討論後(預計 108年 6月 3 日前)公佈錄取名

單並以電子郵件通知。 

四、本研討會因需事先安排學員食宿及準備材料，請事先確定需求及個人行程，完

成報名手續後請務必出席參加。若有要務不克參加研討會(最好不要)，請提早

與主辦單位聯繫，並將名額讓予未錄取之教師，以免造成資源浪費。 

五、本研討會相關訊息可上官方網站 http://tpet.ntct.edu.tw/ 查詢或 Facebook

社團「教育噗浪客 TPET@FB」留言詢問。 

 

http://tpet.ntct.edu.tw/
http://tpet.ntct.edu.tw/


六、主辦單位提供參加人員研討會團隊紀念衫及各項課程實做教材等服務（因經費

有限參加者需自付部分差額費用），大會考量服務人力有限，為提供學員建議

之更佳服務，將商請承辦學校家長委員會人力代為處理服務，自費金額將連同

錄取通知，以電子郵件寄發錄取人員。 

七、參與研討會之往返交通費用由參加人員所屬各縣市政府或機關學校本於權責及

相關規定處理。 

八、交通接駁：本研討會提供第一天由臺中烏日高鐵站至年會會場及研討會結束後

由年會會場至臺中烏日高鐵站交通接駁服務，請務必於指定時間至集合地點上

車（逾時不候），相關訊息會連同錄取通知以電子郵件通知參加人員。 

拾、其他注意事項： 

一、凡報名經主辦單位錄取參加本研討會者繳交 300秒之簡報參與「心跳三百」或

所分享文字稿內容；分享報告不支鐘點費，為符合教育部教學資源共享推動創

用 CC原則，著作人應同意簽署創用 CC授權同意書，以「姓名標示-相同方式

分享」。 

     （詳見: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tw/）。 

二、為提供本研討會共同參與性，針對本次研討會 LOGO、手冊封面、學員名牌、座

牌、海報、宣導 LOGO等設計公開徵稿，參加者請於 108年 6 月 1日起至 108

年 6月 15日止，將稿件設計電子檔寄南投縣延和國中收，經錄取使用者，由

主辦單位依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比照-宣傳摺頁﹣按件計酬-每件

3,470元（以三件計列）核支設計完稿費，版權及使用權歸主辦單位所有。 

三、其他未盡說明事項請隨時參閱「官方網站」http://tpet.ntct.edu.tw/。 

四、本研討會聯絡人： 

        南投縣聘任督學 洪旭亮  

        電話：0912-317267 

E-Mail:hsuliang@gmail.c

http://tpet.ntct.edu.tw/


第十一屆教育噗浪客年會(TPET 11)議程表(7/3) 

日期 時   間 研  討  議  題 講師/主持人 場地(編號) 

七 

月 

三 

日 

＊ 

三 

＋ 

10：00～11：00   報到：杉林溪大飯店 主辦單位  

11：00～11：30   開幕：長官及來賓致詞 主辦單位  

11：30～12：00   庶務工作報告 主辦單位  

12：00～12：50   午餐 主辦單位  

課程主題：大師論壇 

13：00～13：50 因材網於適性教學之應用與成效～郭伯臣司長/洪旭亮 

課程主題：年會經典 

14：00～15：30 噗浪咖啡館 

15：30～16：60 茶敘時間（餵食秀） 主辦單位  

課程主題：課程購物節～抽福袋 

16：00～17：50 課程購物節～世界經濟論壇未來人才十大基本能力分類與定義 

18：10～19：00 晚餐 主辦單位  

課程主題：夜間沙龍 

19：30～20：30 我和我的噗浪貢～楊傳峰/洪旭亮 

20：30～21：30 夜間聯誼 主辦單位  

21：30～ 進入夢鄉 主辦單位  



第十一屆教育噗浪客年會(TPET 11)議程表(7/4) 

日期 時   間 研  討  議  題 講師/主持人 場地(編號) 

七 

月 

四 

日 

＊ 

四 

＋ 

06：00～08：30 晨間活動/晨跑/森呼吸/早餐 主辦單位  

課程主題：Keynote 

09：00～10：00 世界創新 trend與未來人才圖像～林之晨/洪旭亮 

10：00～10：30 茶敘時間（餵食秀） 主辦單位  

課程主題：噗浪實作工坊 

10：30～12：00 

就從數位繪本開始～App Inventor 的

程式設計教學 
黃信溢 場地 A 

全民 3D的未來 蘇子敬 場地 B 

LoiLoNote教學實作 杉山竜太郎 場地 C 

客製化、跨平臺教學小工具實作 顏國雄 場地 D 

12：00～13：00 午餐 主辦單位  

課程主題：大師論壇 

13：00～13：50 教學的技術～王永福/洪旭亮 

14：00～15：30 心跳 300～15位 入選者  

15：30～16：00  茶敘時間（餵食秀） 主辦單位  

課程主題：噗 11課程購物節 

16：00～16：50 課程購物節擺攤分享活動(第一場) 

17：00～17：50 課程購物節擺攤分享活動(第二場) 

18：00～19：00 晚餐 主辦單位  

19：30～21：30 夜間聯誼 主辦單位  

21：30～ 進入夢鄉 主辦單位  



第十一屆教育噗浪客年會(TPET 11)議程表(7/5) 

日期 時   間 研  討  議  題 講師/主持人 場地(編號) 

七 

月 

五 

日 

＊ 

五 

＋ 

07：00～08：50 晨喚/早餐/森呼吸 主辦單位  

課程主題：噗浪講堂 

09：00～09：50 

1 分鐘驚艷簡報術～上 劉滄碩 場地 A 

啟夢：「科系探索」讓孩子遇見更喜歡

的自己 
許匡毅 場地 B 

維基小事，維基小試 孟嘉怡 場地 C 

從讀到寫 P.224 林怡辰 場地 D 

10：00～10：50 

1 分鐘驚艷簡報術～下 劉滄碩 場地 A 

海岸行腳~Google街景拍攝台灣海岸 劉月梅 場地 B 

不被理解的卓越 陳浡濬 場地 C 

   

11：00～12：30   綜合座談 主辦單位  

12：30～13：30 午餐 主辦單位  

13：30～17：30 生態攝影 主辦單位  

17：40～ 賦歸 主辦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