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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1 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教育訓練時程表 

 

一、活動目的： 

(一)依據教育部 111 年 4月 29日臺教資(三)字第 1110038625號函辦理。 

(二)為辦理 111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之教育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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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確定場次表辦理。 

五、研習地點：依確定場次表辦理。 

六、報名方式： 

於每場次開放報名後至「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站」完成報名(主辦單

位請選：資教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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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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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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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rp.tyc.edu.tw/TYDRP/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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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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700010 

111.8.12（五）

10：00 - 12：00 

https://meet.

google.com/ke

f-txpo-sri 

iPad 操作    

全攻略 

Straight A 

Hardy講師 

2 G00020-

220700011 

111.8.15（一）

10：00 - 12：00 

https://meet.

google.com/ke

f-txpo-sri 

MDM 設備部屬 

管理 

Straight A 

Adam講師 

3 G00020-

220700012 

111.8.16（二）

10：00 - 12：00 

實體課程 

仁和國小 

Apple與教育： 

iPad 課堂的各

種可能與成功 

關鍵 

Apple 原廠

Sango講師 

備註 建議研習對象：一般教師（場次 1），資訊組長（場次 2），校長和主任（場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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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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課程連結 課程名稱 講師 

1 G00020-

220700002 

111.7.26（二）

09:00 - 12:00 

https://meet.

google.com/zz

m-ieso-qmv 

教學神器

Chromebook新

手上路必學寶典 

益德士(EDS) 

白一雅講師 

2 G00020-

220700003 

111.7.26（二）

13:30 - 16:30 

https://meet.

google.com/zz

m-ieso-qmv 

Google Admin

後台控管

Chromebook必

學寶典 

益德士(EDS) 

白一雅講師 

3 G00020-

220700004 

111.8.2（二）

09:00 - 12:00 

https://meet.

google.com/zz

m-ieso-qmv 

教學神器

Chromebook新

手上路必學寶典 

益德士(EDS) 

白一雅講師 

4 G00020-

220700005 

111.8.2（二）

13:30 - 16:30 

https://meet.

google.com/zz

m-ieso-qmv 

Google Admin

後台控管

Chromebook必

學寶典 

益德士(EDS) 

白一雅講師 

5 G00020-

220700006 

111.8.3（三）

10:00 - 12:00 

https://meet.

google.com/fj

m-cmxz-gft 

三星平板超乎您

的想像 

三星電子 

李永仁講師 

6 G00020-

220700007 

111.8.3（三）

13:00 - 16:00 

https://meet.

google.com/fj

m-cmxz-gft 

線上學習-活用

SAMSUNG載具 

君邑資訊公司 

林士傑講師 

7 G00020-

220700008 

111.8.9（二）

10:00 - 12:00 

https://meet.

google.com/fj

m-cmxz-gft 

三星平板超乎您

的想像 

三星電子 

李永仁講師 

8 G00020-

220700009 

111.8.9（二）

13:00 - 16:00 

https://meet.

google.com/fj

m-cmxz-gft 

線上學習-活用

SAMSUNG載具 

君邑資訊公司 

林士傑講師 

備註 建議研習對象：一般教師（場次 1、3、5、6、7、8），資訊組長（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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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eet.google.com/fjm-cmxz-gft
https://meet.google.com/fjm-cmxz-gft
https://meet.google.com/fjm-cmxz-gft
https://meet.google.com/fjm-cmxz-gft
https://meet.google.com/fjm-cmxz-gft
https://meet.google.com/fjm-cmxz-gft
https://meet.google.com/fjm-cmxz-gft
https://meet.google.com/fjm-cmxz-gft
https://meet.google.com/fjm-cmxz-gft
https://meet.google.com/fjm-cmxz-gft
https://meet.google.com/fjm-cmxz-g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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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課程連結 課程名稱 講師 

1 
G00020-

220700013 

111.8.5（五）

13:00 - 16:00 

https://u.cyberl

ink.com/live/109

3570770656823644 

活用 Windows  

必學技巧 

君邑資訊公司 

林士傑講師 

2 
G00020-

220700014 

111.8.12（五）

13:00 - 16:00 

https://u.cyberl

ink.com/live/109

3571045245323141 

雲端硬碟應用 君邑資訊公司 

王錦宏講師 

3 
G00020-

220700024 

111.8.19（五）

09:00 - 12:00 

https://meet.goo

gle.com/kef-

txpo-sri 

MDM載具管理  

系統 

國眾電腦 

傅子嘉講師 

4 
G00020-

220700015 

111.8.19（五）

13:00 - 16:00 

https://u.cyberl

ink.com/live/109

3571165290497927 

隨身備課好幫手

-簡報製作 

君邑資訊公司 

呂品講師 

5 
G00020-

220700016 

111.8.26（五）

13:00 - 16:00 

https://u.cyberl

ink.com/live/109

3571286686238602 

手寫筆記應用 君邑資訊公司 

王錦宏講師 

6 
G00020-

220700017 

111.9.2（五）

13:00 - 16:00 

https://u.cyberl

ink.com/live/109

3571405368264587 

雲端課堂筆記本 君邑資訊公司 

呂品講師 

7 
G00020-

220700018 

111.9.16（五）

13:00 - 16:00 

https://u.cyberl

ink.com/live/109

3571541536344423 

遠距同步授課 

工具 

君邑資訊公司 

林士傑講師 

8 
G00020-

220700019 

111.9.23（五）

13:00 - 16:00 

https://u.cyberl

ink.com/live/109

3571681248610190 

數位文宣製作 君邑資訊公司 

陳啟維講師 

9 
G00020-

220700020 

111.9.30（五）

13:00 - 16:00 

https://u.cyberl

ink.com/live/109

3571795207849871 

課中教學之資訊

科技應用技巧 

君邑資訊公司

王錦宏講師 

備註 建議研習對象：一般教師（場次 1～2，4～9），資訊組長（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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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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課程連結 課程名稱 講師 

1 G00020-

220700021 

111.8.10（三）

14:00 - 16:00 

https://aka.m

s/TYLearn 

裝置載具管理 微軟教學團隊

Panda Wu 

2 G00020-

220700022 

111.9.7（三）

14:00 - 16:00 

https://aka.m

s/TYLearn 

認識你手上的

載具 

Surface 團隊

Mandy Wang 

3 G00020-

220700023 

111.9.14（三）

14:00 - 16:00 

https://aka.m

s/TYLearn 

基礎資訊力 微軟教學團隊

Coco Liu 

備註 建議研習對象：一般教師（場次 2和場次 3），資訊組長（全部）。 

 

https://aka.ms/TYLearn
https://aka.ms/TYLearn
https://aka.ms/TY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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