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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1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線上教學影片拍攝暨募集計畫 

111年 7月  日桃教中字第          號 

一、依據 

(一)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 12月 8日桃教中字第 1090111372號函。 

(二)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 6月 9日桃教中字第 1100050964號函。 

(三)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 8月 19日桃教中字第 1100070095 號函。 

二、目的 

(一) 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教學，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二) 運用科技資訊融入教師特色教學，引發學生學習興趣並厚植學力。 

(三) 邀集本市績優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展現活化創新教學典範成效。 

(四) 透過桃園智學吧及多元線上學習平臺，提供學生有效學習之資源。 

三、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桃園市大有國民中學 

四、辦理期程 

自 111年 8月 1日起至 112年 7月 31日止。 

五、辦理方式 

(一) 廣徵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雙語聯盟學校、各校績優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

等，拍攝或徵求募集教學影片，系統性建置本市線上多元學習資源。 

(二) 本市線上學習資源統一建置於「桃園智學吧」

（http://smartlearningbar.tyc.edu.tw/iPrepare/index），並透過多元線

上平臺及管道播出，如「學習吧─桃園專區」

（https://www.learnmode.net/home/）、YouTube頻道（含國中教育科頻道

https://reurl.cc/j87kLm）、本局 Facebook 粉絲專頁、本市有線電視臺頻

道第 3公用頻道及隨選視訊等。 

(三) 線上學習影片募集說明如下： 

1. 教學內容：學習領域核心概念、會考解析、雙語教學、新住民語文教學

等，採主題式內容拍攝。 

2. 拍攝及剪輯方式：由影片授課教師自行拍攝及後製影片，完成後逕行提供

影片予承辦單位彙整；或得由本局委請專案人員協助拍攝及後製作業。 

3. 影片長度：自 90分鐘未休息之授課過程中剪輯出每部影片 25至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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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另可視主題內容及學習效益，採上下分集形式呈現。 

4. 影片規格：MP4 檔案，畫面寬度高度 1920*1080，框架速度 30畫面/秒。 

六、獎勵方式 

（一）工作人員表現優秀者，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

教職員獎懲要點」等規定核敘嘉獎 1 次至多 9 名、獎狀 1 紙至多 9 名。 

（二）參與本案影片拍攝及製作表現優秀者，核發本局感謝狀 1紙。 

七、經費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八、預期成效 

（一）展現本市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素養導向課程教學之成效。 

（二）運用資訊科技，提供學生多元優質的線上學習資源，有效學習，學力提升。 

（三）建立本市教師人才資料庫，強化教學行動力，延伸並擴散公開授課效益。 

九、附則 

（一）每部影片以核發講座鐘點費新臺幣(以下同)2,000元整為原則，倘有多位教

師共同授課，講座鐘點費則平均核發。 

（二）授課教師及工作人員參與本案相關作業，得核予公假登記及課務排代。惟

因各校教師拍攝線上教學影片已支領講座鐘點費，於拍攝時間教師得請公

假但課務自理，課務排代及講座鐘點費不得同時支用。 

（三）影片倘由授課教師自行拍攝及後製，作業時間逾教師上班時間（含例假

日），得視實際出勤情形於 1年內覈實補休，或由本計畫支給加班費，校內

編制人員以個人加班費單價計算，每部影片加班費上限不得支領超過 1,400

元整；倘非本市所屬各級學校教師，得申請影片製作費，惟每部影片以

1,200元整為上限。 

（四）凡參與本案影片拍攝或募集者，皆須填具著作授權及肖像授權同意書。 

十、本計畫陳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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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著作授權同意書 

一、著作財產權之讓與 

本人（下稱甲方）同意因參與「○○」而拍攝之教學影片，其著作財產權均

無償讓與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並保證作品內容未侵犯任何第三人之權利，否則應

就乙方因行使上述受讓之著作財產權，而生之損害或損失(包括但不限於律師或訴

訟費用)負賠償責任。 

二、創用 CC授權之同意 

乙方同意將上述受讓自甲方之作品，以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

式分享」台灣2.5版對不特定之公眾授權；乙方仍保有受讓自甲方之著作財產權，但

同意授權予不特定之公眾以重製、散布、編輯、改作、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

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之方式利用該著作，惟利用人除非事先得到

乙方之同意，皆需依下列條件利用： 

 姓名標示：利用人需依著作人指定之方式標示著作人之姓名 

 非商業性：利用人不得為商業目的而利用本著作 

 相同方式分享：若利用人改變、轉變或改作本著作，當散布該衍生著作時，

利用人需採用與本著作相同或類似的授權條款 

創用 CC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相同方式分享 」 2.5版台灣授權條款詳

見：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5/tw/ 

 

甲    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乙    方 :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5/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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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肖像授權同意書 

 

本人               (被拍攝者/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同意並

授權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拍攝、修飾、使用、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

於所辦理之「○○」教學影片上。 

 

 

 

立同意書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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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線上教學影片拍攝暨募集計畫 

線上教學影片設計說明 

一、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授課領域/科目： 實施年級： 

單元/核心概念： 

二、核心素養 

總綱 
 

 

領綱 
 

 

三、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四、設計內容 

關鍵問題 
 

 

流程結構 
 

 

教學亮點 
 

 

教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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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線上教學影片拍攝暨募集計畫 

經費概算表 

（期程：111年 8月 1日至 12月 31日）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小計 備註 

1 講座鐘點費 

1,000  節  

1.依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覈實支給 

2.拍攝影片之授課教師，外聘隸屬關

係(本市所屬各級學校教師) 

3.影片 1 部*2節*1 人次 

1,000  節  

1.依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覈實支給 

2.拍攝影片之授課教師，外聘(教學

支援人員) 

3.影片 1 部*2節*1 人次 

2 加班費 

350  時  

1.依據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加

班費支給管制要點覈實支給 

2.桃園國中影片製作專案教師 

3.影片 1 部*4時 

350  時  

1.依據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加

班費支給管制要點覈實支給 

2.授課教師自行拍攝及後製影片，作

業時間逾教師上班時間，且上班日

不超過 4 小時，假日不超過 8 小

時，每月不超過 20 小時。 

3.影片 1 部*4時 

3 影片製作費 1,200  式  
含拍攝、剪輯、特效、片頭片尾合成 

檢據核實支應 

總計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單位：          校長： 
 

 

 

  



7 

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線上教學影片拍攝暨募集計畫 

經費概算表 

（期程：112年 1月 1日至 7月 31日）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小計 備註 

1 講座鐘點費 

1,000  節  

1.依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覈實支給 

2.拍攝影片之授課教師，外聘隸屬關

係(本市所屬各級學校教師) 

3.影片 1 部*2節*1 人次 

1,000  節  

1.依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覈實支給 

2.拍攝影片之授課教師，外聘(教學

支援人員) 

3.影片 1 部*2節*1 人次 

2 加班費 

350  時  

1.依據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加

班費支給管制要點覈實支給 

2.桃園國中影片製作專案教師 

3.影片 1 部*4時 

350  時  

1.依據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加

班費支給管制要點覈實支給 

2.授課教師自行拍攝及後製影片，作

業時間逾教師上班時間，且上班日

不超過 4 小時，假日不超過 8 小

時，每月不超過 20 小時。 

3.影片 1 部*4時 

3 影片製作費 1,200  式  
含拍攝、剪輯、特效、片頭片尾合成 

檢據核實支應 

總計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單位：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