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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象 為 本 深 學 習 入 班 教 學 暨 觀 議 課 實 施 計 畫 

 

壹、 辦理依據 

1. 依據 109 年 4 月 6 日教育部臺教師(三)字第 1090050153 號函有關 109 學年度師

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案辦理。 

2. 依據《師資培育法》及「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辦法」辦理。 

3. 依據「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經費補助要點」規定辦理。 

4. 依據「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之大「嘉」動起來：嘉義大學與夥

伴學校共創中小學教師心新視界子計畫之三-大「嘉」的教育實驗：現象本位學

習的本土化實驗辦理。 

貳、 辦理單位 

1. 指導機關:教育部 

2. 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3. 協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實驗教育研究中心 

參、辦理目的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已於 108學年實施，素養導向的教學以及跨領域共

構的模式為新一波課程教學革新的重點，而校本課程之發展、跨領域教學、素養導向

學習模式、差異化教學與評量等新興教育議題，都需被重視，教師是學校課程設計與

教學的關鍵推手，透過社群運作，推動大學教授、現場教師、師資生等多元組合之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應是迎向課程革新重要的途徑。    

    本計畫之目的是以師資培育大學之教師專業服務能量，與策略聯盟機構合作，透

過長期駐點服務及學習社群之運作模式，以師培大學教授、夥伴學校教師、師資生組

織專業學習社群，透過教師專業成長研習、觀課議課活動、主題工作坊等多元策略，

以學習社群運作模式，辦理教學實踐活動，不僅提高師資培育大學教師的專業能量、

提升中小學教師的專業成長，也發揮師資生的學習潛能，共創三贏。 

    其中教育實驗中，結合嘉義縣和嘉義市中小學教師嘗試進行「現象本位學習」

(phenomenon-based learning) 的課程與教學實驗，以累積有效的本土化經驗，作為

未來持續規劃及推動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基礎。「現象本位學習」是以學生為主體的

建構主義取向，引導學生探索貼近生活的議題，進行跨領域跨學科的學習，打破傳統

學科壁壘分明的教學策略，促使學生以整體學習主題或概念。 

 

肆、辦理內容(項目) 

1. 邀請中小學教師嘗試進行「現象本位深學習」課程與教學實驗。 

2. 組成「現象本位深學習」共備社群。 

3. 主要共作主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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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象本位深學習」的意涵和設計原則。 

(2)「現象本位深學習」的案例分析。 

(3)「現象本位深學習」的探究與教學設計。 

(4)「現象本位深學習」對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生學習的影響評估方法。 

4. 進行「現象本位深學習」的教學探究與實踐 

由參與共作坊成員於自己所任教的中小學場域，進行一個現象為本深學習方案

的探究與實作，鼓勵邀請其他夥伴進行觀課和議課，藉由實踐過程，進行持續

性歷程反思，於進階以策展形式持續探究與深化學習。 

5. 關於「教學者」： 

(1) 各組現象為本入班教學試驗日期及時間，並開放觀議課參與，以進行教學後

共備之討論。 

(2) 入班教學學校、班級、時間依各小組時間自行安排，由於亦須配合承辦邀請

之專家講師及助理時間，若需承辦單位協助安排入班教學單位，須填寫可安

排時段，以便安排後續相關行政作業程序。 

(3) 請於填表時完成以下資料填寫，除「入班教學學校資料填寫」請正確填寫

「主要教學者」及「協同教學者」。每入班教學補助津貼說明如下： 

a. 每節教學津貼為每節課 500元，預計規劃 2節課(不分學習階段)。 

b. 津貼分配原則為主要教學者每節次 500元，二節共 1000元。 

c. 協同教學者每節次 500元，二節共 1000元。 

d. 若協同教學者不只一人，依實際協助教學者依總額平均分配後簽收補

貼。 

(4) 請學員完成入班教學前需預備之項目(請於預定教學日一周前上傳雲端個人

資料夾)，分列如下： 

a. 現象為本教學設計教案。 

b. 完成修正之相關檔案上傳雲端資料夾。 

c. 附件二 入班教學教案(繳交格式)-請自行下載完成後上傳雲端。 

d. 附件六 參與者領據資料表(格式)-請自行下載完成後上傳雲端。 

e. 其他資料請參閱附件資料夾說明。 

(5) 注意事項： 

e. 請於「預定教學日前一周」將相關檔案上傳雲端，教學當日須提供給觀

議課教師之教學簡案，將由本單位承辦依照與會人數協助印出。 

f. 教學所需之印刷費、材料費等可開立收據報帳核銷(統編：66019206/抬

頭：國立嘉義大學)，每組基本預算 500 元，部分小組若須調整經費，可

依實際討論後為調整之。 

6. 參與「觀議課者」： 

(1) 預定開放觀課組別及時間： 

姓名 課程名稱 日  期 時  間 地點 行文日期 

吳金鼎 
水溶液的導電

性 
110/5/4(二) 

9:40-10:20 

(第二節) 

10:20-11:05 

議課討論 

雲林縣北

港鎮育英

國小五年

甲班 

110/4/27(

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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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綺 

三下第四單元

地方商店與消

費 

  

中年級

（3～4年

級混齡） 

 

陳佳萍 
林業文化大 

fun song 
  六年四班  

李苡溱      

張郁玲 

黃弘儒 
   

嘉義市北

興國中

(班級暫

未確認) 

 

PS.空白為待確認時間，將於確認後更新。 

PS. 110年入班教學公文將於活動前行文至參與者所屬學校或單位。 

a. 參與觀課請注意觀課禮節及準時出席，研習時數依實際參與核發。 

b. 需完成「觀課紀錄表」後繳交檔案至 iceyaouo@gmail.com 王歆慈助理

收，謝謝。檔案主旨：【繳交】入班教學觀課紀錄表-日期-您的姓名。 

c. 有意願參與觀議課教師會協助發予公文，惟行政作業需要時間，若您於

活動前一周或臨時報名者，無法協助發文還請見諒。 

d. 觀議課現場將進行全程錄影及拍照，若您同意再參與，並請於現場填寫

錄影錄音同意書。 

e. 若有發燒或身體不適需臨時取消，請通知承辦單位，以確認您的安全。 

 

伍、參與說明 

1. 參加對象：招募對象為嘉義市、嘉義縣、雲林縣之中、小、特、幼 各類科教師，

或其他有興趣之其他縣市教師及本校師資生及本校學生。 

2. 預計人數：參與現象為本共作坊之教師及師資生約 15人 

3.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0年 6月 6日(日) 前。 

4. 報名方式：填妥表單後，按「提交」送出(確認報名提交後，emal 收到填寫副

本才算報名完成)，並確認已加現象為本深學習之 line群組。 

5. 報名公告：觀課時間將使用 line 群組及 email、電話等進行確認，請留意填寫

之個聯絡資料是否填寫正確，若填寫有誤以致無法聯絡須自行負責。 

6. 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

My_qBOSFe48PTNdL18yLzAUrvacxvN8Ku22OUGcnA/edit?usp=sharing(現象為本深

學習觀課報名表) 

7. 時數及證書說明： 

(1) 教學者：完成初階培訓＋進階培訓＋教案繳交＋入班交ˋ學→全程參與給

予教師完訓證書。 

(2) 觀議課者：參與初階 or進階培訓＋繳交教案→給予初階培訓證明。 

(3) 教師參與核給研習時數，師資生及其他學生發給研習時數證明，惟須全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My_qBOSFe48PTNdL18yLzAUrvacxvN8Ku22OUGcnA/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My_qBOSFe48PTNdL18yLzAUrvacxvN8Ku22OUGcnA/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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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方可發給完訓證明。 

8. 其他未述說明事項若有疑問請洽承辦： 

(1) 地方教育輔導計畫-子三：王歆慈 iceyaouo@gmail.com 

(2) 地方教育輔導計畫-子三：林佳懃 wangfayer2007@gmail.com 

(3)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052263411轉 1756 施政豪先生 

 

陸、預期效益(應提出質量化預期效益)  

1. 強化教師專業能力，提升教師及師資生課程之多元性。 

2. 教師將現象為本深學習理念融入教學內容。 

3. 以原服務學校之中小學生為對象，試驗與修正現象為本深學習融入原課程之內

容，期能同時達成提升學生課堂參與、腦力激盪，進一步陶冶教師及師資生創

新教學能力和跨域整合能力。 

 

柒、專家講師介紹 

1. 計畫主持人：吳芝儀教授 

▲現任：國立嘉義大學實驗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暨輔導與諮商系教授 

2. 課程講師：洪詠善 老師 

▲現任：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經歷：國小音樂教師、主任、候用校長、美國華盛頓大學訪問學者、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總綱研修小組委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領綱研修小組副

召集人、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主持人、國際藝術教育學會亞洲區委員

(2019-2021) 

        學術研究領域：藝術與美感教育、課程研究、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設 

        計、藝術為本教師專業發展。 

3. 課程講師助理：王蒲寧 老師 

▲現任：國家教育研究院之研究教師 

4. 課程講師助理：王雅奇 老師 

▲現任：國家教育研究院之研究教師 

 

捌、防疫作為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預防措施，辦理活動及研習應注意事項如下列說

明,敬請參與成員配合。 

1. 參與人員於報到時須配合體溫量測、酒精手部消毒及填寫「健康關懷問卷」(附

件四)，敬請參與成員如實填寫，並於活動結束前繳交予工作人員。 

2. 所有人員入場前皆須配合體溫量測，耳溫攝氏 38、額溫 37.5度以上者、有嚴重

咳嗽或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狀者，為了你我健康請勿進入研習場域，建議回家

休息(建議參與人員於家中先自行量測，以防有至報到處而得知體溫超標不能入

場之情形)。 

3. 若有咳嗽、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或身體不適者，或符合衛福部公告需居家隔

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者，請勿參與本次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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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習場域因屬較密閉式空間，建議全程配戴口罩(口罩請自備)。 

5. 請參與師長於每次進場前清洗雙手。 

 

玖、其他說明 

1. 編列經費(包括自籌款):依計畫款項分配(公告版省略)。 

2. 附件資料說明： 

(1)附件一 入班教學教案(繳交格式)-請自行下載完成後上傳雲端 

(2)附件二 現象為本深學習入班教學-觀課紀錄表(參閱) 

(3)附件三 健康關懷問卷(參閱) 

(4)附件四 錄影錄音同意書(格式)-此由承辦列印 

(5)附件五 參與者領據資料表(格式)-請自行下載完成後上傳雲端 

(6)附件資料參閱及下載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7JG5HjCEjyK4ScnAhBg8tJi_UA

VIbww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7JG5HjCEjyK4ScnAhBg8tJi_UAVIbww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7JG5HjCEjyK4ScnAhBg8tJi_UAVIbwwG?usp=sharing


 

1 

 

現 象 為 本 深 學 習 入 班 教 學 暨 觀 議 課 研 習 - 入 班 教 學 時 間 及 參 與 者 名 單 

1. 參與觀課請注意觀課禮節，提前於觀課前到達，觀課後需參與議課討論，每組觀課參與時間預計二節課，研習時數依實際參與核發。 

2. 臨時無法出席請聯繫承辦單位，以確保您的安全及減少行政資源浪費。 

3. 鐘點費/交通補貼支應方式說明：主要教學者每節 500 元(至多 2 節)，協同教學每節 500 元(至多 2 節，超過 1 人則均分)，評審講師每

節 500元(至多 2節)，計畫主持人出席費依照計畫經費項目支應鐘點，以上參與者交通費依據計畫說明請領。 

姓名 課程名稱 日  期 
執行時段 

含教學前準備及議課 

時間 
地  點 參與者 

吳金

鼎 

水溶液的

導電性 

110/5/4(

二) 

9:40-10:20 

(第二節) 

10:20-11:05 

議課討論 

1.5 

小時 

雲林縣北港鎮

育英國小五年

甲班 

主要教學：雲林縣北港鎮育英國小吳金鼎(一節) 

協同教學： 

工作人員：國立嘉義大學林佳懃 

評審講師：實驗教育研究中心吳芝儀主任 

觀課教師：依表單報名人員。 

吳敏綺 三下第四

單元地方

商店與消

費 

   中年級（3～4

年級混齡） 

主要教學： 

協同教學： 

工作人員： 

評審講師：實驗教育研究中心吳芝儀主任 

觀課教師：依表單報名人員。 

陳佳

萍 

林業文化

大 fun 

song 

   六年四班 主要教學： 

協同教學： 

工作人員： 

評審講師：實驗教育研究中心吳芝儀主任 

觀課教師：依表單報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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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苡溱      主要教學： 

協同教學： 

工作人員： 

評審講師：實驗教育研究中心吳芝儀主任 

觀課教師：依表單報名人員。 

張郁玲 

 

黃弘儒 

    嘉義市北興國

中(班級暫未確

認) 

 

主要教學： 

協同教學： 

工作人員： 

評審講師：實驗教育研究中心吳芝儀主任 

觀課教師：依表單報名人員。 

PS.「※」記號為待確認時間，將於確認後更新。 

PS.110年入班教學公文依日期行文至參與者所屬學校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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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入班教學教案 

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現象為本深度學習設計 

組別：美好生活   組員：張瑜芬 

目

標 

探究現象主題（可與學生共同討論） 

生活選擇：一棟建築裡，不同個性的人各自創造自己的生活風格 

學生知識、技能、興趣、需求 

 

學習目標 

與總綱核心素養有關內涵 學習目標 

  

學習證據：我們如何得知他們有學習到? 

用簡單明確的文字列出探究歷程中學生提出的證據與期待的表現 

設

計 

學習設計概述（學生學習歷程中的主要活動） 

 

深度學習設計 

教學實踐 
條列你在這個任務中會使用到的教學策略。 

考量如何滿足所有學生的需求。 

學習夥伴關係 

夥伴關係可能會如何強化及深化學習? 

考慮讓學校環境和校外社區的其他學習者、成年人參與合作的

可能性。 

學習環境 

學習將在哪裡發生? 

你如何支持學習者主動勇於冒險及嘗試新的方式來思考、學

習、發表和反思? 

數位運用 科技如何擴大、加速和連結學習者和學習活動? 

實

施 

實施學習設計：實施時的調整、觀察以及發現。 

（實施後書寫） 

檢

核 

反

思 

改

變 

檢核：你將使用何種評量? 

 

評估學習 

從收集到的證據，是否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實施後書寫）收集到的證據如何符應你的學習目標和設計期待。 

反思和改變：評估學習設計 

學習設計有哪些部分非常可行，還有哪些需要改善? 

（實施後書寫）那些做得好?會改良什麼?你如何做? 

表

達

分

享 

如何展現現象為本的學習設計與實施的經驗 

（請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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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現象為本深學習入班教學-觀課紀錄表 

 

現象為本深學習觀課紀錄表 

觀 課 者：___________ 觀課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授課教師：__ 吳金鼎_________授課年級：五年甲班 

授課領域/科目：自然     教學單元：單元三-3 ；教學節次：共 1

節，本次教學為第 三節 

層

面 

事實摘要敘述指標與檢核重點(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

同儕互動之情形)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學習環境 

布置課堂內外的實體和虛擬環境以提供豐富  

與真實的學習情境。  

環境設計創造公平且互動，讓所有的學生深  

度深入且專注於協作過程。  

學生有自主學習空間。  

學習夥伴  

學習設計讓學生、教師和其他人間形成協作  

夥伴關係。  

學生能夠相互回饋改善學習。  

學生有歸屬感，在公平、共好、富責任感的夥  

伴關係中，彼此支持堅持不懈。 

教學實踐 

應用有效教學與學習回饋。  

學習設計能夠符應每個學生的優勢、興趣和需求，聆聽學生心聲。  

評估學習狀況適度提供鷹架，讓所有學生都能持續投入學習。  

擁有真實情境的經驗以及主動學習機會。運用自我和同儕回饋和評量策略，培養

自我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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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應用 

 深度學習設計在真實情境裡全面涵蓋數位  

工具，激發學生學習動力、投入。 

 連結社區及全球資源，應用數位工具提升  

創新與學習成效。 

 學生反思、分享、溝通和建構知識，具備數  

位公民素養。 

 

課堂軼事紀錄 

時間  教師教學引導  學生學習行為  備註 

    

觀  

課  

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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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健康關懷問卷 

國立嘉義大學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健康關懷問卷 

您好，由於 2019 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迅速蔓延，因應疫情「健康關懷問卷」調查」
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生及進入校園之訪客，需每 2 週調查一次(非本校正式教職員工及非正式
學籍學生，身份請點選訪客)。為配合政府協助防疫，也為了維護校園師生的健康，請您協助填
寫以下表單，非常感謝您的配合。 

Due to the rapid spread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Wuhan Pneumonia), the target 
of theHealthcare Survey in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is NCYU faculty, students and 
visitors who enterthe campus. Those who mentioned should be investigated every 2 weeks. 
For non-regular faculty and students, please click “Visitor” and fill it out. In order 
to cooperate with Taiwan government'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keep NCYU teachers and 
students healthy, the date of this survey willbe started from March 2nd to 13th, 2020.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 

 
請詳細閱讀以下注意事項，於嘉義大學活動期間配合防疫措施： 
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n detail and cooperate with Chiayi University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during these period： 
1. 維持手部清潔，保持經常性洗手，原則上可使用肥皂或酒精性洗手液進行手部衛生。儘量不

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Keep hands clean and wash hands regularly. In principle, soap or alcoholic dry 
cleaner can be used to keep hands tidy. Do not touch eyes, nose or mouth directly 
with hands. 

2. 校方為保護您的健康，將提供住宿給予需要的學生集中檢疫管理 14 天，管理期間倘若有發
燒(≥38°C)、咳嗽、喉嚨痛、呼吸道症狀(呼吸急促、呼吸困難)、流鼻水、肌肉酸痛或關節
等不適症狀，請立即戴口罩，主動通報校安中心 271-7373。 
For protecting your health, NCYU will provide accommodation to the students who 
need to do quarantine management for 14 days. If you have a symptom as fever, 
cough, throat pain shortness of breath, runny nose, muscle pain or joint pain 
during the quarantine period, please wear surgical mask immediately and contact 
School Security Center (271-7373). 
1. 近三個月出入境台灣史 □無   □有 
2. 最近 14 天內是否出現下列症狀(可複選)  

□無  □發燒(≥38°C) □咳嗽 □喉嚨痛 □流鼻水 □肌肉痠痛 □關節痠痛 □其
他症狀 

3. 您或您家屬是否曾與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病患有接觸? 
□是，若選此選項請於下方留下相關資訊  □否 

4. 承第 3題，與您的關係是?接觸日期為? ex: 媽媽，109年 04 月 27日。 
 

5. 您是否為衛生主管機關列管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或自我健康管理個案? 
□是  □否 

6. 承第 4 題，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我健康管理日期為 ，ex: 居家隔離，日期為
109年 03 月 15日至 109 年 03 月 28日 (共 14 天) 
 

本人＿＿＿＿＿＿性別＿   所填資料無誤，且已詳細閱讀以上之說明並且願意配合防護措
施。 

I confirm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survey is true, complete and 
accurate. I also acknowledge that I have read, understand, and will abide by the 
above named policies,procedures, codes, and instructions. 

 
簽名 Signature：______________ 身分為：□ 本校教職員及學生 □ 訪客 
日期 Date：_______年(year)_______月(month)________日(day)



 

1 

 

附件四-1 教學者適用 

 

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大

「嘉」動起來:嘉義大學與夥伴學校共創中小學教師心新視界 

拍攝與影片授權同意書 

茲授權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執行人員，將本

人參與國立嘉義大學本計畫「現象為本深學習入班教學暨觀議課」所拍攝之影

片與相片，以電子形式儲存、製作與運用（例如活動中全程影音錄製與製作、

參與活動中所使用之資料數位化並以光碟形式、或與電腦網路連結等方式整

合），提供計劃成員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學習與檢索、閱讀、列印等，得不

限時間與地域，為教學與學術研究等目的之參考。 

 

參與者姓名：                                                   . 

※ 立授權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 

※ 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性之授權，立授權書人對上述授權內容仍有著作權。 

 

立授權書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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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2 未成年者適用  

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大「嘉」動起來:嘉義大學與夥伴學校共創中小學教

師心新視界 

拍攝與影片授權同意書 

茲授權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執行人員，將本

人參與國立嘉義大學本計畫「現象為本深學習入班教學暨觀議課」所拍攝之影

片與相片，以電子形式儲存、製作與運用（例如活動中全程影音錄製與製作、

參與活動中所使用之資料數位化並以光碟形式、或與電腦網路連結等方式整

合），提供計劃成員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學習與檢索、閱讀、列印等，得不

限時間與地域，為教學與學術研究等目的之參考。 

 

參與者姓名：                                                       . 

※ 立授權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內容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 

※ 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性之授權，立授權書人對上述內容仍有著作權。 

 

法定監護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立授權書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11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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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教學者領據資料表(格式請自行下載上傳雲端) 

 

注意事項說明： 

1. 每組授課二節，以主要教學者每節課 500元/一位，協同教學者 500元/不限一位。 

2. 協同教學者每節課 500元，若多人協助，則平均分配協同教學津貼。 

3. 交通補助需票據證明，請填 車種及往返地點，範例：⬛台鐵自強，左營→嘉義。 

4.以下領據資料僅教學者須填寫，以便領據製作及公文發送，其他參與者無須填寫。 

5.若有其他闕漏資料，需另行聯絡將延長作業時間，還請見諒，謝謝。 

 

教學主題： 

【主要教學者】→限一位填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任職單位：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交通方式：⬜高鐵  ⬜台鐵   ⬜自行前往(無法支應交通費) 

往返地點： 

郵局帳戶：(局號)                      (帳號) 

郵局帳戶封面：(請直接上傳小組雲端，檔名為教學者姓名) 

 

【協同教學者】→不限一位，可自行複製格式。 

姓名： 

身分證字號： 

任職單位：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交通方式：⬜高鐵  ⬜台鐵   ⬜自行前往(僅能支應外縣市客運交通費) 

往返地點： 

郵局帳戶：(局號)                      (帳號) 

郵局帳戶封面：(請直接上傳小組雲端，檔名為教學者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