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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奕资讯科技集团1-1

网奕资讯科技集团，1999 年在台湾创立，累积 20 年的教育科技研发成果，发展醍摩豆 (TEAM Model) AI 智慧
学校的完整解决方案，包括教室端智慧教学系统、学生终端智慧学习服务、云端分析管理平台服务，以及能有
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与学生学情分析的大数据分析系统等，在全球持续建立智慧学校版图，目前已超过 5 万
间智慧教室、200 万名学生常态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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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红外线收发技术，推出第一代 IRS 即时反馈系统，开
启新时代教学互动模式。

推出醍摩豆 (TEAM Model) 智慧教育系统，软件整合科
技辅具，贯穿教学、评量、诊断、补救四大教学 e 化工
程。

运用无线电多点收发技术，推出新一代 IRS，
教学反馈、分析数据更准确。

运用小组平板与无线电多点收发技术，推出新
一代团队合作学习应用系统，精准促进团队学
习与表达。

领先全球提出「电子书包」名词及相关研究、论文
的机构。

1999

电子书包

第二代智慧教室 / 无线电 IRS 智慧教室

第四代智慧教室  / TBL / 电子书包智慧教室

Haboard 互动电子白板 荣获 第 21 届台湾精品奖

HiLearning 电子书包学习系统 
荣获 第 22 届台湾精品奖、2014 学习科技金质奖

HiTeach 智慧教学系统问世
荣获 国际知名 Best Choice Award 评审特别奖

荣获 国际知名邓白氏中小企业菁英奖

第一代智慧教室 / 红外线 IRS 智慧教室

第三代智慧教室 / HiTeach 智慧教室

2002、2005

2010、2011

2012

2013、2014

2016

2018

HiLearning 电子书包学习系统 
荣获 中东国际教育展 GESS 大奖

第六代智慧教室  / 智慧型议课厅

2017

首度发表醍摩豆 (TEAM Model) 智慧教室「AI 人工智
能苏格拉底方案」
推出 AClass ONE 智慧学伴手机 app，课前、课后学
习更便利。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充分整合软硬件，完成智慧学
校环境重要的一块拼图。多项
市场唯一的功能与应用，震撼
业界。

发展历程

推出兼顾自学、群学、决策、记录、智能等五
大特点的新一代电子书包系统。

新一代
电子书包

TBL

实现多间教室异地同步、即时互动、数据反馈，有效促进
教学资源均衡化发展。

第五代智慧教室 / 远距智慧教室

1-2

2019

整合智慧教学系统、教师专业发
展平台、AI 教育大数据分析，提出
醍摩豆 AI 智慧学校。

网奕资讯 2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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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取得台湾 BSMI、NCC，中国 FCC、CE、遥控器信赖测试、SRRC 认证、SRRC 射频认证、中国国家强制
性产品认证证书、教育设备检报告 ( 北京国家教育部教学仪器检测 )，日本 TELEC，欧洲 CE、RoHS、美国
FCC 认证，备受国际肯定。

技术认证

专业优势1-3

从「为教学而生」，到「生本互动」，醍摩豆 (TEAM Model) 智慧教育支持系统与其他智慧教育支持系统最
大的差异便是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引领，研发及核心团队皆是拥有丰富教学经验之硕博士，累积超过
20 年的产品开发整合经验，结合教育现场的专业经验，能充分掌握教师、学生的需求及痛点，设计符合
专业且便利实用的功能，满足教育现场所需，并不断进化，是真正能帮助教师与学生便利使用的系统。

教育专业化

▲智慧教育专书 ▲智慧教育相关刊物▲智慧教育年刊

出版智慧教育专刊以及专书，将理念、理论、研究系统性出版，并搜集醍摩豆用户最新讯息及产品应用
成功案例、表扬优秀智慧教师及智慧学校。

出版智慧教育相关刊物

醍摩豆 (TEAM Model) 坚持采用最新技术，教育科技领先业界，自 2016 年起，结合大数据及 AI 人工智能，
研发「AI 人工智能苏格拉底」，能自动采集、分析教学行为数据，生成苏格拉底影片、苏格拉底报告，并将
精华汇集于全球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下的苏格拉底平台，供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观看、研讨、学习，
帮助校园行政管理团队建构教师专业发展蓝图，策略性推进智慧教学，有效提升教师专业成长与教学
质量。

智能科技领先业界

360°系統性整合
醍摩豆 (TEAM Model) 智慧教育支持系统以完整的软、硬件整合，建构实体智慧教室，结合 AI 人工智
能与大数据，发展云端服务、教学行为分析、智慧校园管理服务，帮助老师因材施教、翻转教学，激发学
生课前自学、课中合作、课后复习的自主学习动机，辅助校务层级进行智慧学校管理。醍摩豆 (TEAM 
Model) 智慧教育支持系统 360°串连老师、学生与校园行政管理团队，构成完整的「醍摩豆 AI 智慧学校」
生态体系。

T

E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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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开始，网奕资讯团队创立「智慧课堂团队竞赛」教师专业
发展模型，以促进与加速教师专业成长为目标，由各区推选具
有丰富成果与经验的智慧课堂专家们组成战队出赛。

「智慧课堂团队竞赛」已连续4年举办，数家智慧教育厂商共聚
比拼，已累计近60支城市战队、每年超过千名智慧教师参与，台
湾桃园战队在竞赛中获得三次冠军，醍摩豆战队更是每届比赛
的十强常胜军，战果丰硕，技压群雄。

这是一项以促进与加速教师专业成长为目标，由区域推选出具有丰富成果与经验的智慧课堂专家们参加的教学竞赛活动。藉
由智慧课堂团队竞赛的形式提炼与交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践行现代教育理念的课堂，进而达到「以赛促学」的
最终目的。

「千师万才公益计划」
醍摩豆在各地散播教育种子，反馈社会帮助更多老师及学
生，会同台湾科技领导与教学科技发展协会合作发起「千师
万才公益计划」，逐步协助教师专业成长，培育更多智慧教
师，全球超过15,000位老师响应，此计划也获《亲子天下》创新
教育100选。

「偏乡希望工程」
有鉴于台湾偏乡地区缺乏教育资源，醍摩豆通过远距智慧教
室方案，用信息技术辅助各级学校推广阅读教育，持续建立
远距智慧联盟连结城乡的教育资源，通过远距辅导、远距研
习、远距教学、远距交流，增强偏乡地区整体的教育实力。此
计划也获「远见天下文化教育基金会」未来教育TAIWAN100
优秀项目。

为推广并复制扩散更多智慧学校，智慧教师的养成相当重要。
通过整合地区的教育资源，醍摩豆首先在国立政治大学成立
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中心，另外陆续在新北市北新国小、高雄
八卦国小、屏东县公馆国小启用醍摩豆智慧教育教师培训中
心，并希望未来拓展至全台湾各县市，成就更多老师及孩子。

首创智慧课堂团队竞赛模型 引领全球教师专业发展
两岸智慧好课堂邀请赛

醍摩豆技术创新，受邀至 GOOGLE 台北总部 
发表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专题演讲

醍摩豆投身公益，分享企业资源，
获政府与教育媒体一致好评

产学合作 成立政大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中心 
散布智慧教育种子

醍摩豆智慧教育AI人工智能研发领航者，也是电子书包第一人
的专家梁仁楷博士，受邀在Google台北总部分享AI人工智能
苏格拉底的最新发展，让台下中小学的校长领导，感受醍摩豆
(TEAM Model)智慧教室结合AI苏格拉底系统所带来的巨大价
值，以及未来的引领性。

醍摩豆智慧教育系统与理念全球发酵醍摩豆荣耀光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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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的全球年度盛会，与台湾科技领导与教学科技发展
协会合作，已连续8年举办，每年号召超过20个国家/地区的智
慧教育专家、学者、领导与校长齐聚台湾，共同分享顶尖科技
领导知识与实践成果。持续培养智慧教师、发展智慧学校及智
慧教育城市。

2015年获中国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信息化》杂志专访创办人，探讨理念引领的智慧教育；2017年全中国最具权威的教育信息
化期刊《中国电化教育》再集结两岸三地20多位智慧教育专家、教授、与老师们的心血结晶，以论文探讨醍摩豆智慧教育，如何
帮助教师专业成长，见证专业团队的坚强实力，展现醍摩豆的风采。

新媒体新技术教学应用研讨会暨全国中小学创新（互动）课堂教学实践观摩活动
中国教育部中央电教馆主办的「新媒体新技术教学应用研讨会暨全国中小学创新（互动）课堂教学实践观摩活动」，醍摩豆团队
连续数年参与，创办人吴权威教授受邀在大会主会场发表智慧教育最新发展讲座，多省的醍摩豆智慧课堂课例亦受邀现场公
开展示或说课分享。

醍摩豆连年受邀进行开幕式演讲及代表大会远距示范课
新媒体新技术教学应用研讨会暨全国中小学创新（互动）课堂教学实践观摩活动

醍摩豆每年号召全球教育领导齐聚，
共享智慧教育的实践成果
全球科技领导与教学科技高峰论坛

醍摩豆智慧教育理念独到，获教育部学术平台高度关注

2019年，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亚太区秘书长李跃汉受
邀在泰国GP Education年度论坛主讲「Digital and AI in 
Classroom」，运用教育大数据与AI人工智能，帮助教师专业成
长，吸引近600位泰国教育界人士前来共襄盛举，泰国教育部
副部长亲自颁发奖牌。

醍摩豆教育大数据与 AI 人工智能，
获得泰国教育部肯定
GP Education 年度论坛主讲 AI 教育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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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奕资讯科技集团在强大的竞争优势，以及众多国内外客户支持
下，集团得以稳定成长，产品销售扩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
约旦、保加利亚、日本、美国、波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马
来西亚、越南、巴西、印度等多个国家 / 地区，智慧教室版图跨
及五大洲，成为世界一流的智慧教育系统品牌。

让成都师范银都紫藤小学的
智慧教师可以常态化连接四
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校进行远端智慧教学，
大大提升偏乡薄弱地区的教
学品质，并带来强大教育刺
激。

这是智慧教师＋智慧教室＋
智慧模式（远距智慧教学）
的另一典范案例。

惠贞书院小学部与修人学
校城乡合作，利用醍摩豆
(TEAM Model) 远距智慧教
室支持系统发展“远距异地
同步学习”项目满周年，每
周固定跨越时空共同备课、
上课、议课，城乡孩子一起
学习，使修人学校成绩获得
提升，实现教育机会均等。

在千师万才公益计划的架构
下，台湾偏乡希望工程至
今共协助 13 所偏乡弱势国
中、小，16 个班级成立远
距 1+1 智慧教室，帮助约
1,200 位学生培养阅读兴趣
与精进语文能力。

培养远距智慧语文教学的专
业教师，这批受新课件、新
教法、新理念教师专业成长
洗礼的教师，未来将能够造
福更多学子。

台北市志清国小、香港学生
辅助会小学、福建厦门市同
安区阳翟小学、四川成都师
范银都紫藤小学成立“两岸
四地醍摩豆 (TEAM Model)
远距智慧教室联盟计划”，
通过醍摩豆 (TEAM Model)
远距智慧教室推广创新智慧
课堂的教学模式，通过直播
网络，帮助两岸广大教师社
群一起学习、成长。

情系汶川
信息技术助力精准扶贫

宁波江北
异地同步学习届满周年

穿越时空 234
远距智慧教学新模式！

台湾偏乡希望工程
培养影响孩子一生的

学习关键力

企业社会责任

全球影响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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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摩豆 AI 智慧学校，是指导入全球领先之醍摩豆智慧教育支持系统，并充分运用 AI 人工智
能与教育大数据服务，形成系统性、 大规模、常态化，让智慧科技能有效促进教与学质量和
效能的现代化智慧学校。

醍摩豆 AI 智慧学校

累积长达 20 年的教育科技研发成果，是发展智慧学校的完整解决方案，包括教室端智慧教
学系统、学生终端智慧学习服务、云端分析管理平台服务，以及能有效促进教师教与学生学
的行为分析系统等，是全球应用规模最大的智慧学校支持系统。

支持系统

教师是创新学校的关键力量，醍摩豆 AI 智慧学校提供可以加速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以 AI
人工智能苏格拉底系统作为教师专业发展 AI 智慧教练，快速培养智慧教师、提炼智慧模式、
展现智慧课堂。

发展平台

醍摩豆智慧教室是智慧教学教室，也是 AI 教育大数据采收与分析的终端。多元的教学应用
模式，包括 IRS 智慧教室、TBL 智慧教室、电子书包智慧教室、移动学习智慧教室、远距智慧
教室、智慧型议课厅等等，可以自动采收教与学数据，运用 AI 技术进行数据分析，提供教学
质量与效能。

数据分析

醍摩豆AI智慧学校面向全球，包括在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约旦、
迪拜、保加利亚、尼日利亚等超过十个国家 / 地区建立成功案例。二十年来，累积达三千所
学校，超过五万间智慧教室。

教育品牌

醍
摩
豆AI

智
慧
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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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摩豆 (TEAM Model) 智慧教室

醍摩豆 (TEAM Model) 智慧教室是基于 HiTeach 智慧教学系统而成的智慧教室，也是 AI 智慧
学校的基础组成单位。醍摩豆 (TEAM Model) 智慧教室从课堂中的「教」与「学」出发，完美整合
课堂中所需的各项软件、硬件以及云端、AI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各项服务，无须繁复的操作，
就能帮助老师和学生，达成现代化课堂的理想境界，翻转传统教学现场。

「TEAM」代表教学、评量、诊断、补救等四大 e 化工程，贯串教学前、中、后的学习历程，关注每
位孩子的学习。通过醍摩豆 (TEAM Model）智慧教室可以更容易实现以学生为中心、合作学习、
TBL、PBL、一对一教学等现代教育理念。

全方位智慧教育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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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醍摩豆云平台为中心，AClass ONE 智慧学伴 App 为终端，课堂上自动生成教材、电子笔
记、活动历程、诊断报告等学习资源，提供学生无所不在的学习环境与机会，成就每一个孩
子。个人影片，通过学习统计分析数据，学生可以更精准看到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而补救课
堂上所学不足之处。

醍摩豆 (TEAM Model) 智慧教室 四大特色：

系统环境整合
操作行云流水
教学便利无碍

科技辅助教学
决策准确迅速
提升学习效能

AI 人工智能
发挥机器学习效能

提升教学境界

数据采收与分析
掌握教学成效
了解学习情况

便利

智慧

效能

大数据

以 HiTeach 智慧教学系统整合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智能型手机、学生平板、云平台
资源，进行高互动智慧教学，展现便利、效能与智慧，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以学生为中心，点燃学习热情，激发教学智慧， 实现现代教学理念

课堂上老师随时提问，通过每位学生的学习载具，让学生进行合作讨论与反馈，弹指之间，
即可汇聚学生作答或反馈的数据，以图表清楚呈现精准教学。

精准数据决策，同步差异化
即时评量（e-assEssing）

醍摩豆 (TEAM Model) 智慧教室能分析学习反馈数据并产生报表，提供完整的科学化、视觉
化诊断分析图表，帮助老师精准关注每位学生的学习情况。醍摩豆引入 AI 人工智能技术的
应用，实时对教学模式、科技应用等进行分析，为教师专业成长增添助力。

运用 AI 人工智能挖掘与分析，实时生成教与学诊断报告
智慧诊断（e-diAgnosing）

课前、课中、课后无缝连接，学习资源无限延伸
无缝补救（e-reMediation）

便利、效能、智慧、大数据

智慧教学（e-Teaching） 醍
摩
豆
智
慧
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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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配大屏 智慧好上手
HiTA 智慧教室是最方便好入门的智慧教室型态，只要教室搭载HiTeach智慧教学系统，用HiTA智慧助教连接老师手机，即可
为教学带来互动与便利，改变传统教学。

HiTA 智慧教室

HiTA 智慧助教

无线 AP环境提醒

2-1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HiTeach  TA
 智慧教学系統

课堂情境

完成注册登录醍摩豆账号，使用HiTA智慧助教便能扫码
登录HiTeach智慧教学系统，省去输入账号密码的时间，
立即启动智慧课堂。

扫码就登录，真的好简单

在HiTA教室中，老师手机能够远端遥控HiTeach，不用站
在讲台上，也能轻松完成教学互动，提升教学效率。

智慧遥控器，互动更紧密

教師室 Haboard醍摩豆智慧大屏

老师端 使用HiTA智慧助教App扫描登录HiTeach，进行课堂教学及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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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TA 

智
慧
教
室

• 教室电脑─ HiTeach TA 智慧教学系统
• 教师手机─ HiTA 智慧助教 App

建置信息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75 吋或 86 吋 ) Haboard 互动式电子白板

HiTA 智慧教室

触控终端

智慧教室系统

醍
摩
豆
智
慧
教
室

该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013 年成为成都市首批未来学校建设试点校之一。全校建置醍摩
豆 HiTA 智慧教室 41 间，TBL 智慧教室 7 间，校内老师亦参加醍摩豆「千师万才公益计划」。

学校建立了成师附校智慧教育工作坊，实现了教师「教 - 学 - 练 - 用 - 思」五步循环式发展途径。
有了信息化教学的融入，年级内排名第六的试点班，通过两年智慧教室应用，成功上升到年级第
一，八年级试点班也一直稳居年级第一。

成都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校成功案例

或

HiTA智慧助教能够将老师手机中的图片或文件档案，快
速导入至HiTeach上，或是将云端上的教材汇入，迅速将
资料化作教学素材。教师能够更方便将档案分享给同
学，教学内容更多元。

云端教材传输，资源整合变轻松

通过拍照上传、微影片、即时影像功能，让老师可以将学
生上课作品、讨论过程或小组团队成果用影像的方式呈
现，立即向全班展示分享，进行作品观摩，引导讨论。

即时影像拍摄，分享不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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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习热情 看见每个学生的思考
在IRS智慧教室中，学生不再只是被动式的举手回答，通过HiTeach智慧教学系统的即问即答、抢权等功能，学生只要按下手
中的IRS即时反馈器，就可以针对老师的问题回答，并且实时产生统计数据，方便老师判断学生学习情况，增进教学效率。

HiTA 智慧助教 AClass ONE 智慧学伴

无线 AP环境提醒

IRS 智慧教室2-2

IRS 即时反馈器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课堂情境

HiTeach IRS
智慧教学系统

取代传统随堂测验，提升学习效率

有了IRS，教学可以有更多变化。将即问即答、抢权、票选
统计等功能应用设计在教学环节之中，能够丰富并活络
教学过程，提升学生专注力与主动性。

激发学习热情，活络课堂气氛

传统纸质试题流程繁复，通过HiTeach建立题目，即可通
过IRS即时反馈器进行回答，数秒之内实时掌握学习成
效，调整教学策略，而这些数据也会在云端形成诊断报
告，老师教学及学生学习都能更精准有效。

教師室 Haboard醍摩豆智慧大屏

老师端 使用HiTA智慧助教App扫描登录HiTeach，进行课堂教学及互动

学生端 上课时，人手一支学生IRS即时反馈器

下课后，使用AClass ONE智慧学伴进行课后复习、课前预习及个性化补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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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电脑─ HiTeach IRS 智慧教学系统
教师手机─ HiTA 智慧助教 App

IRS 智慧教室 

建置信息

学生端

IRS 

智
慧
教
室

触控终端

智慧教室系统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75 吋或 86 吋 ) Haboard 互动电子白板或

学生能动态获取电子笔记、评量记录、学
习影片、诊断报告等讯息
搭配 IES 智慧教学服务

1. 

2. 

• 手机或电脑 - AClass ONE 智慧学伴• 学生 IRS 即时反馈器

 RF-09A

20/30/40/50/60 人版

支持录播系统重 / 难点标记
生成学习影片

学生可以使用IRS即时反馈器进行重、难点标记。在课后，
这些标记会通过AClass One智慧学伴自动生成个人学习
影片，实现个性化补救教学。

重、难点标记，个人化学习

学生通过IRS即时反馈器回答的问题，皆能够将回答结果
与比例分析以视觉化的图表呈现，老师更能够清楚且客
观的根据统计数据，掌握学习状况。

视觉化数据，学习状况好掌握

醍
摩
豆
智
慧
教
室

贵阳市第一中学

贵阳一中在高三复习课课堂中，利用 IRS 即时反馈器即时掌握全班学生的个
别答题状况，针对分析图即时调整课程进度，使复习课效率提升了三倍。根
据统计，该校自 2014 年导入醍摩豆 IRS 智慧教室，一本率在三年间由原先的
81.17% 提升至 94.69%，2016 年全校诞生 3 位省高考状元。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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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合作 学习事半功倍
在TBL智慧教室中，利用团队合作学习，结合科技工具，让学生通过沟通、合作、讨论、分享，以教师中心转化为以学生为中心
的学习方式，翻转传统课堂。

HiTA 智慧助教 AClass ONE 智慧学伴HiLearning
电子书包学习系统

无线 AP环境提醒

TBL 智慧教室2-3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IRS 即时反馈器 HiTeach  TBL
 智慧教学系统

课堂情境

通过IRS即时反馈系统的分析，立即检测学生会与不会，
更能通过小组交流讨论过后，利用平板推送、递交回答，
并通过作品观摩迅速让全班看到答案，从个人到小组，
老师能有更全面的掌握。

IRS+ 平板 互动方式多元

科技的运用下，老师讲述的时间更少，学生自学、思考、
讨论的时间增加，教学设计上可以安排更多课前活动，
引导学生建立先备知识，达到翻转课堂的成效。

翻转课堂，就是这么容易

教師室 Haboard醍摩豆智慧大屏

老师端 使用HiTA智慧助教App扫描登录HiTeach TBL，进行课堂教学及互动

学生端 上课时，人手一支学生IRS即时反馈器学习及反馈，并且分组使用HiLearning App做团队合作

下课后，使用AClass ONE智慧学伴进行课后复习、课前预习及个人化补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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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龙岩市上杭一中

上杭一中于 2014 年全面导入醍摩豆 (TEAM Model)TBL 智慧教室与 IES 云平台，校内 300 名
教师平均年龄 47 岁，为鼓励资深教师实际活用智慧教室进行教学，与醍摩豆智慧教育培训团
队合作进行阶段性培训活动，用原有的“533 教学模式”为框架，辅以智慧教室系统应用，发
展九大学科高效创新教法。三年育成如今开花结果，上杭一中 2017 年高考成绩大幅跃进，大
学一本录取率超过 50%，其转型做法已成功推广至 11 所同区学校成为典范。

观看案例

成功案例

TB
L 

智
慧
教
室

教室电脑─ HiTeach TBL 智慧教学系统
教师手机─ HiTA 智慧助教 App
小组平板─ HiLearning App（最多支援 10 组平板）

TBL 智慧教室 

建置信息

学会端

触控终端

智慧教室系统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75 吋或 86 吋 ) Haboard 互动电子白板或

学生能动态获取电子笔记、评量记录、学
习影片、诊断报告等讯息
搭配 IES 智慧教学服务

1. 

2. 

• 手机或电脑 - AClass ONE 智慧学伴• 学生 IRS 即时反馈器

 RF-09A

20/30/40/50/60 人版

支持录播系统重 / 难点标记
生成学习影片

TBL团队合作学习模式具有社会化学习情境的特征，能
让当前大班教学型态发挥效益，社会化的情境即是人与
人之间的讨论及互动，引导学生「做中学」，更促进团队
合作能力养成、培养社会化能力。

教室即社会 培养社会化能力

学生在和同侪、教师互动、思维碰撞的过程中，能促进其
在各项高层次思考能力的养成，更能进一步培养沟通、
创造、思考、合作、问题解决…等未来人才所需要的关键
素养。

未来人才的关键特质  由此养成

醍
摩
豆
智
慧
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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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机 就是最便利的课堂互动工具
在移动学习智慧教室中，学生能用自己的HiLearning Mobile App或HiLearning Bot(微信WeChat)与老师进行互动与交流，让
学习更方便、快捷。

HiLearning Mobile
移动学习系统 AClass ONE 智慧学伴HiTA 智慧助教

高阶无线 AP、NAT 功能无线 AP 环境提醒

移动学习智慧教室2-4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HiTeach  Mobile
 智慧教学系统

课堂情境

运用动态名单技术，快速将上课的同学加入到课堂并建
立专属名单，让大专院校老师确实掌握课程学生名单。

动态名单 快速建立学生资料

学生通过HiLearning Mobile或通讯软件(微信Wechat)中
的HiLearning Bot与老师进行文字、数据、照片的互动，每
个学生都能实时发表自己的意见与想法。

手机 APP 打造课堂互动新体验

教師室 Haboard醍摩豆智慧大屏

老师端 使用HiTA智慧助教App扫描登录HiTeach Mobile，进行课堂教学及互动

学生端 上课时，在手机上使用HiLearning Mobile App或HiLearning Bot(微信WeChat)学习及反馈

下课后，使用AClass ONE智慧学伴进行课后复习、课前预习及个性化补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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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情境

教师在实践课程中用手机捕捉学生
练习细节，立即传送至屏幕与学生讨
论，加速学生成功实践过程。

放大实践细节，
精确教学环节

学生用智能手机进行照相或录像功
能，于小组活动进行检视与记录，让
学生相互督促与纠错，提高课堂参与
度。

组内督促、组间纠错，
提高学生参与度

教师通过IES智慧教学服务进行翻转
课堂教学，将知识应用与案例讨论在
课前进行，课中进行深度教学与探
讨。

翻转课堂，
提高教学效能

移
动
学
习
智
慧
教
室

建置信息

移动学习智慧教室

触控终端

智慧教室系统

学生端

• 教室电脑─ HiTeach Mobile 智慧教学系统
• 教师手机─ HiTA 智慧助教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75 吋或 86 吋 ) Haboard 互动电子白板或

• 学生手机─ HiLearning Mobile 移动学习系统
• 学生手机─ AClass ONE 智慧学伴
1. 学生能动态获取电子笔记、评量记录、学习影片、诊断报告等讯息
2. 搭配IES智慧教学服务

结合IES智慧教学服务，完整记录学生在校学科、术科学习
与考试表现，产出数据化诊断报告，帮助学生应聘时有学
习证明，加深企业主面试印象，提升录取率。

数据助力精准就业
醍
摩
豆
智
慧
教
室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2016 年建设 40 间醍摩豆移动学习智慧教室，采用
PBL 教学模式，促进临床医学教学，以智能手机作为
学习终端，参与即时互动及评价，同时与 IES 云平台
结合，实现学习大数据汇流，实现学生泛在学习。

成功案例

观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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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实践因材施教理念的醍摩豆智慧教室
醍摩豆智慧教室的环境中都能够达到1对1的学习效果，而在电子书包智慧教室中，每位学生配备一台平板。老师通过数据互
动关注到每位学生，提供每位学生适合的教材，培养独立思考与探究能力，是最能达到因材施教的智慧教室。

高阶无线 AP、NAT 功能无线 AP环境提醒

HiTA 智慧助教 HiLearning
电子书包学习系统

电子书包智慧教室2-5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HiTeach PRO

 智慧教学系统
AClass ONE 智慧学伴

课堂情境

通过数据互动精准掌握学生学习情况，活用数据统计信
息，提供不同教材给不同程度的学生，运用科技实现同
步差异化教学，帮助每位学生从不会到学会。

智慧决策 同步差异化教学

学生通过HiLearning App进行课堂反馈及互动，除了可
以使用IRS的功能之外，每个学生都能使用文字、图片，发
表自己的意见与想法。

一生一平板 训练独立思考

教師室 Haboard醍摩豆智慧大屏

老师端 使用HiTA智慧助教App扫描登录HiTeach Pro，进行课堂教学及互动

学生端 上课时，于个人平板上使用HiLearning App学习及反馈

下课后，使用AClass ONE智慧学伴做课后复习、课前预习及个人化补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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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子
书
包
智
慧
教
室

运用情境

根据作答数据，老师能分别推送不同页
面到不同选项学生的平板上。不同内容
提供不同程度的学习鹰架，学生可以在
鹰架协助下进一步思考解决问题的方
法，实践差异化教学。

自学思考

电子书包支持网络搜索功能。因为网
络丰富资源，老师得以引导学生随堂
搜集资料、制作报告，进行包括项目
式、主题式、探究式或问题导向式等
学习模式。

搜索研究

学生在电子书包上完成指定的评量
试卷，系统能将测验中所有答错的试
题自动积累成错题库，学生在考前可
将题库中所有题目复习一遍，能够有
效提高测验表现。

补救学习

成都市西川实验学校

自 2018 年建成校区，随即建设 10 间醍摩豆电子书包智慧教室系统，并建设 AI 苏格拉底系统，授牌成
为 10 所醍摩豆首批 AI 智慧学校之一。一年来，学校接待了美国、中国台湾、湖北、广东等地考察团的参
访交流。与香港刘永生中学进行远距教学教研，并签订远距合作意向书。2018 年底，学校举办第一届教
学研讨活动，展示电子书包精品课程并通过苏格拉底议课系统在线评课。一直秉承科技发展特色，在
信息化、科技化上狠下功夫，不断修炼内功。

成功案例

学校公众号

建置信息

移动学习智慧教室

触控终端

智慧教室系统

学生端

• 教室电脑─ HiTeach Pro 智慧教学系统
• 教师手机─ HiTA 智慧助教 App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75 吋或 86 吋 ) Haboard 互动电子白板或

• 学生平板─ HiLearning App
• 教师手机─ HiTA 智慧助教 App
1. 学生能动态获取电子笔记、评量记录、学习影片、诊断报告等讯息
2. 搭配IES智慧教学服务

结合IES智慧教学服务，完整提供学生课前预习、课中笔
记、课后复习的数据及资料。让学生进行针对性的补救教
学，有效提高学习成果。

云端整合 精准个人化学习

醍
摩
豆
智
慧
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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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人工智能结合智慧教学，智慧教室极致的展现
可支持各种形态的智慧教室，提供多元的教学模式，面对各种教学情形，皆能灵活运用，实时掌握，搭载AI人工智能苏格拉
底，方便进行课后的议课，帮助学生与老师有效成长。

旗舰版智慧教室2-6

AClass ONE 智慧学伴HiTA 智慧助教 HiLearning
电子书包学习系统

HiLearning Mobile
移动学习系统

或 或

智慧声控
老师上课更直观

HiLearning WeChat Bot 微信机器人
学生参与课堂更方便

搭配 AI 人工智能
苏格拉底服务

• 学生可通过App直接登录教室，进行课堂互动
• 免安装额外应用程序，简易上手

• 老师可利用语音控制启动醍摩豆智慧教室
的常用功能，例如：投票、挑人、计时器

• 连接学生个人平板、手机 或 IRS实时反馈器
• 支持TBL团队合作、移动学习、一生一平板学

习模式
• 支持远距连线

支持各种教学模式
课堂教学更多元

高阶无线 AP、NAT 功能无线 AP环境提醒

 HiTeach Premium
 智慧教学系统

IRS 即时反馈器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课堂情境

教師室 Haboard醍摩豆智慧大屏

老师端 使用HiTA智慧助教App扫描登录HiTeach Premium，进行课堂教学及互动

学生端 上课时，人手一支学生IRS即时反馈器，或个人手机上使用HiLearning Mobile App或HiLearning Bot(微信)学
习及反馈

下课后，使用AClass ONE智慧学伴做课后复习、课前预习及个性化补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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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子
书
包
智
慧
教
室

旗舰版智慧教室 

建置信息

学生端

触控终端

智慧教室系统
教室电脑─ HiTeach Premium 智慧教学系统
教师手机─ HiTA 智慧助教 App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75 吋或 86 吋 ) Haboard 互动电子白板或

• 学生 IRS 即时反馈器

 RF-09A

20/30/40/50/60 人版

支持录播系统重 / 难点标记
生成学习影片

学生能动态获取电子笔记、评量记录、学
习影片、诊断报告等讯息
搭配 IES 智慧教学服务

1. 

2. 

• 学生手机
HiLearning Mobile App / 
HiLearning Bot( 微信 WeChat)
- AClass ONE 智慧学伴

• 学生平板─ HiLearning App

在旗舰版智慧教室中，学生可以通过平板、手机甚至是
微信机器人来参与各种课堂的活动，互动多元好方便。

学生参与课堂，多元更方便

集结所有型态智慧教室，老师可利用所有智
慧教学系统的功能，面对各种教学情形，皆能
灵活运用，实时掌握。

智慧教室，一步到位

旗舰版智慧教室导入AI人工智能苏格拉底，可在课后生
成教学行为数据，于课堂结束后，使用苏格拉底议课App
进行课后议课，让教师专业成长更快速有效。

专业成长更快速

醍
摩
豆
智
慧
教
室HiLearning 电子书包学习系统

AClass ONE 智慧学伴

HiLearning Mobile 移动学习系统

HiTA 智慧助教

HiTeach 智慧教学系统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ezStation 智慧型录播系统

IRS 即时反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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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经典课堂，制作优质教学影片
全版本之醍摩豆智慧教室，结合ezStation智慧型录播系统，即可将教师的教学课程完美录制，课后生成教学影片并可用于
常态化录制纪录、学生补救教学影片。 

无线 AP环境提醒

醍摩豆智慧型录播教室2-7

课堂情境

ezStation
智慧型录播系统

全版本之
智慧教室

使用ezStation录制系统除了能够录制课堂，也能够
同时进行直播，将教学现场实时分享出去。

录播 / 直播 一机两用

在学校礼堂、体育馆等场地进行大型公开课展示，
根据环境进行现场录播，同步直播。

大型公开课录播

全版本之醍摩豆智慧教室搭配ezStation智慧型录播系统，录制每堂经典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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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信息

• ezStation 智能型录播系统
• 录播主机（可选购标准型或精品型录播主机及搭配设备）

• 液晶显示设备 ( 与录播主机配套使用 )、音效处理器、扩
大机、音响、各类线材与整合施工

全版本之智慧教室

醍摩豆智慧型录播教室

录播系统

其它设备

触控终端

智慧教室系统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75 吋或 86 吋 ) Haboard 互动电子白板或

教室内配备录播系统，鼓励教师常态化录制优质课程教学影片，保存优秀教
学案例，累积校本典藏资源，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常态化制作高质量教学影片

ezStation高度整合HiTeach 智慧教学系统，教学者可一键启动录制功能，自
动追踪、导播，并于课程结束自动上传云端平台，典藏经典课例；对学生来
说，可于课后同时生成个性化补救教学影片，提供学生课后复习。

搭配 HiTeach 智慧教育系统 简单使用一次就上手

天府新区第四小学

天府四小是成都市天府新区向金牛区引进“石笋街小学”优质教育品牌而举办的新建校，从建校起就引
入醍摩豆智慧教室系统，建置 IRS 智慧教室 16 间、TBL 智慧教室 27 间、电子书包教室 1 间，并打造了精
品智慧议课厅。2019 年，天府四小成为了第二批“醍摩豆 AI 智慧学校”，加入 AI 联盟，建立苏格拉底平台
专属频道，全校使用录播教室进行苏格拉底影片采集，常态化应用智慧课堂。

醍
摩
豆
智
慧
型
录
播
教
室

醍
摩
豆
智
慧
教
室

通过IRS即时反馈器，每位学生可自行标记，生成个性化影片。

学生个人能随时在课堂中标记重、难点，结合IES云平
台自动生成个性化补救学习影片，让学生在课后进行
切片式补救学习。

学生─生成自动个性化补救影片

课堂标记数据资料协助老师分析学生知识掌握度，在
课后进行教研反思，协助老师调整教学策略。

老师─分析课堂学情

智慧标签

成功案例



26

在影音同步的基础上，加上智慧教室的数据互动，打破时空限制，让两端学生能实际参与课堂互动，最多四个地方的孩
子同步学习，促进教育均衡化发展，也能实现跨域交流。

展现穿越时空 如临现场的精彩课堂

有别于一般的视频会议系统，DSC 提供的是数据互动功能。在既有的 TBL 智慧教室环境下，结合 ezStation
智慧型录播系统或第三方视频会议系统，通过 DSC 远距智慧教室服务平台，即可实现如临现场般的互动课堂，
让位于不同教室的学生也能够使用 IRS 即时反馈器、小组平板等实时反馈，上课老师就能精准掌握远端与本
地学生的数据，智慧决策，宛若在同一间教室上课。

数据串联　资料汇整DSC 远距智慧教室服务平台──迈入远距教学新时代

醍摩豆远距智慧教室2-8

ezStation
智慧型录播系统

支持 Hiteach TBL 以上
的智慧教室

课堂情境

无论是扶助偏乡教育、校际之间的活动交
流，甚至是跨国性的教学活动，远距智慧
教室都能帮助老師，达到影音数据同步互
动的课堂。

多种运用，一次满足

连线的各方教室，可以使用智慧教室的多
种功能，例如老师可以进行页面推送，而
学生除了IRS即时反馈之外，更可以执行
递交或飞递功能，天涯若比邻，就像在同
一间教室上课。

距离再远，教学依然精彩

打破距离限制，最高支持一个主讲端教室
及三个参与端教室，总共四个地方共同进
行智慧课堂。

天涯若比邻，时空不受限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两间以上智慧教室（HiTeach TBL 以上版本），搭配DSC远距智慧教室服务及ezStation智慧型录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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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偏乡教育的案例不胜枚举，包括
在宁波江北区、四川地区、台湾…等，
都有令人感动与激励人心的成果，帮
助了超过上万名学生。

分处不同的学校，可以利用各自学校
的优势课程资源，或校本特色课程，
与其他学校进行课程交流，嘉惠各校
的老师与学生。

国际友好学校以课会友，教学模式交
流，文化交流，引入数据互动之后的
交流过程，让国际教育走出一条不一
样的风景。

运用情境

远距智慧教室
联盟计划官网

公益─实践帮扶 共好─校际交流 拓展─国际交流

提供台北、香港、成都、厦门四地优质的教育资源互惠及共享平台。建构「共备（课前）、共学（课中）、
共研（课后）」三位一体之教师专业成长模型。

不仅学生上课获得新的刺激与收获，四校也派出教学上相当专精的智慧教师，推展精品课例，在
教学上相互切磋、讨论、进步，真正落实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 A 方案：
• 1. ezStation 智慧型录播系统
• 2. 录播主机
•     （可选购标准型或精品型录播主机）
• 3. 主讲端与参与端各需一套

• B 方案 ：
• 使用第三方视频会议服务

• 建议 2 只 ( 每间教室 )

• 65 吋以上液晶显示器 ( 各地老师与学生可看见彼此 )

• 液晶显示设备 ( 与录播主机配套使用 )、音效处理器、扩大机、音响、各类线
材与整合施工

• 高清摄影机 x 2 ( 每间教室 )

• DSC 远距智慧教室服务平台，主讲端与参与端皆需采购

建置信息

两间以上之智慧教室（HiTeach TBL 以上之版本）

醍摩豆远距智慧教室

视频会议服务系统

全向麦克风

显示器

其他设备

录播摄影机

数据互动服务

触控终端

智慧教室系统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75 吋或 86 吋 ) Haboard 互动电子白板或

远
距
教
室

醍
摩
豆
智
慧
教
室

两岸四地醍摩豆远距智慧教室联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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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摩豆智慧教室结合人工智能技术，通过 AI 进行数据分析，实时结合观课老师标记产出苏格拉底影片，让议课内容更精准，
讨论更聚焦，能够有效提升教师专业成长。

智慧教室结合 AI 技术，打造教师专业成长的练功房

教学区

议课区 高阶无线 AP、NAT 功能无线 AP、单向镜、音响喇叭环境提醒

醍摩豆智慧型议课厅2-9

专家、老师在观课时可以马上通过文字、照片纪录心得
与意见，通过App精准标记，并于课后实时呈现在苏格拉
底影片当中，让议课讨论更精准。

专家、老师实时观课点评

ezStation
智慧型录播系统

全版本之
智慧教室 苏格拉底议课 AppAI 人工智能

苏格拉底服务

通过AI人工智能苏格拉底服务与专家辅导，将快速累积
教师经验，让教师以十倍速成长。

加速教师专业成长　一年就能磨一剑

通过数据互动精准掌握学生学习情况，活用数据统计信息，提供
不同教材给不同程度的学生，运用科技实现同步差异化教学，帮
助每位学生从不会到学会。

自动生成苏格拉底 结合 AI 数据分析

课堂情境

全版本之智慧教室搭配智慧型录播系统及 AI人工智能苏格拉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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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小学为持续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建立全球第一间
醍摩豆智能型议课厅─「紫藤云」。其创新的教学应用与
卓越的学习效果，让紫藤云获中国教育部评选为 2017
优秀案例一等奖。

成都师范银都紫藤小学学校案例

阅读案例

精品智慧课堂数据、标记全记
录，是教学研究的好帮手。

建立校本课程智慧模式；而在教育行政单位，如教育
局的整合下，将能促进智慧学区专业成长，做到整合
数据、分析研讨、理解差异、目标性专业协助。

教师团队专业成长结合专家群体智
慧共同议课，共同分享、共同成长。

教师专业成长训练课程
（比赛课、公开课、研讨会、工作坊）。

教研 建模

交流 培训

运用情境

苏格拉底议课 App

醍摩豆智慧型议课厅主要有大教室模式、简易开放教室模式、观课室模式，
其对应的环境设备会有所不同，需另项目规划。

建置信息

醍摩豆智慧型议课厅

基础设备

议课端

其他配合环境

醍
摩
豆
智
慧
型
议
课
厅

醍
摩
豆
智
慧
教
室

大教室模式 简易开放教室模式 观课室模式

AI 人工智能苏格拉底服务全版本之智慧教室 
搭配 ezStation 智能型录播系统 及

学生桌面 学生桌面

专家评委

专家
专家

单向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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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 智慧教学服务 教与学大数据管理服务醍摩豆智慧学校
大数据管理服务

应用 IoT 物联网技术串联校内所有智慧教室，快速关注智慧校园教学
情况、校内教学资源、智慧课堂活动、教室设备应用与维护情形，协助
管理者建立 AI 智慧学校管理机制。

醍摩豆云平台
Big Data+AI+IoT  推动智慧学校全方位发展

AI 人工智能苏格拉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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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

智
慧
教
学
服
务

醍
摩
豆
云
平
台

智慧课堂的云和端，整合课前、课中、课后教学资源

IES智慧教学服务统整智慧课堂各阶段的教学资源，包含学生名单、教学教材、课堂笔记、评量成绩、课堂影
片等，并根据学生的互动产出学习历程、成绩与诊断报告。

功能特色

课堂上的互动数据与考试成绩都可汇入 IES 智慧教学服务，
生成 clouDAS 云端诊断分析报告，藉由各种学习诊断分析图
表，深入分析学生测验表现，了解每位学生的学习状况。

精准数据诊断，量化课堂教学成效 连结云和端，完整记录教学历程

IES 智慧教学服务3-1

老师可以在云端建立完整的学生名单、教材库及测验题库，方
便备课，上课时可在不同教室存取课程名单，并从云端下载所
需教材进行教学，便利性大增。

云端资源库 带着走 在线学习活动任务管理

老师可设定评量活动、家庭作业、在线讨论等任务给学生执行，
并开放让学生进行互评。学生上线作答后，系统自动批改学习
测验结果，老师可通过平台管理各项成绩数据。

老师可以公开分享在云端建立的教材库及测验题库，与平台
上的老师彼此交流，进行教师专业社群资源共享与课程共备，
通过团队力量让老师备课更便利。

虚拟社群 共享教学资源 累积教学大数据 串连 AI 苏格拉底

课堂上所有的教学活动、资源都会累积在 IES 智慧教学服务里，
形成大数据数据库，供教师使用 AI 人工智能苏格拉底服务进
行教师专业成长与产出分析报告的依据。

教师每堂课的电子笔记会自动上传 IES 智慧教学服务，成为
学生课后复习的重要资源。

IES 智慧教学服务会完整记录与分析学生在课堂中所进行的
各项评量活动，老师课通过 IES 智慧教学服务将资料传送给
学生及家长，协助家长了解孩子学习状况，进一步辅助学生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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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老师安排编序式的学习内容与练习任务，按进度发布
给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学习内容包含影片、阅读文件以
及网页链接等形式，练习任务则有学习单、在线测验以
及简答题等类型，并在完成后标示时间、结果以及整体
进度信息，方便老师掌握全班预习成果。

课堂学习

功能特色

AClass ONE 智慧学伴是最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的学习入口，从在线
到线下、课前到课后，提供自动化的教学数据汇流服务，为每一个
孩子生成专属的学习资源，通过移动装置，随时随地的学习，让学
习更有趣、与师生更紧密。

行动学习 自学补救一把抓

翻转课堂 翻转学习 一手掌握

安装AClass ONE智慧学伴App之后，学生与家长的手机能自动接收来自课堂与老师发布的教学活动信息，包
括：任务列表、电子笔记、评量记录、学习影片、诊断报告、电子纸条、作业发布。

＊支持网页版、iOS/Andriod手机

AClass ONE 智慧学伴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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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

评量作业

呈现各种类型的评量记录，包含醍摩豆(TEAM Model)智慧教室
互动评量、在线测验、网络阅卷评量等，可以通过关键字搜寻
快速找到特定的资料。评量记录除了基本评量信息的呈现外，
还有逐题作答明细、电子笔记、课堂影片、阅卷附件与答案卡
以及诊断分析报告，都会同时列出。逐题作答记录中，会列出
检讨与补救学习所需的教材与老师提示。

老师发布的家庭作业和在线评量，AClass ONE智慧学伴会自动通知，并且在任务列
表有缴交时间的提醒，叮咛学生按时完成作业和测验。

自动收集学生所有评量中回答错误的题目，可按课程检视错
题，每题的老师详解与补救学习资源可以直觉的点选浏览，方
便学生检讨和复习曾经答错的题目。

评量测验的结果通过云端诊断分析后，AClass ONE智慧学伴可
以让学生方便快速的看到自己的「个人诊断分析」报告；对于
家长，也能快速了解孩子学习的评鉴结果。

评量记录 评量诊断 知强补弱

家庭作业 和 评量测验

错题补救 错题分析 即时巩固

诊断报告 云端分析 数位报告

使用醍摩豆(TEAM Model)智慧教室进行的课程，老师上课笔
记，都会上传储存在醍摩豆云平台，并且推送到学生的移动装
置上，让学生能够随时通过AClass ONE智慧学伴复习上课内
容，帮助课后复习。

上课遗漏 下课补救电子笔记

汇整翻转课堂的预习影片，与老师发布至该课程的影音教
材，将影音资源一网打尽、重复观看。此外，结合ezStation智
能型录播系统所生成的课堂影片，同样可以通过AClass ONE
智慧学伴进行观看，以利课后复习。

学习影片 重点难点 ㄧ网打尽

AC
lass O

N
E 

智
慧
学
伴

醍
摩
豆
云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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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工智能采收课堂互动与教法应用的相关数据，结合观课专家及老师意见，自动生成专业的教学分析报告，提供议课讨
论与课堂反思更加聚焦的参考，通过AI技术辅助教师专业成长。

AI 人工智能苏格拉底服务3-3

AI

人
工
智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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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拉
底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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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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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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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报告通过图表呈现老师的「教学行为数据特征」和「AI人工智能分析」，通过报告可了解一堂课中老师采用何种教
学策略并且应用科技工具与学生进行互动。

苏格拉底报告 教学行为数据特征 +AI 人工智能分析

苏格拉底影片整合「课堂教学影片」、「行为数据特征」和「AI人工智能分
析」，在影片中自动记录课堂互动与观课者意见，点选智慧标记可以迅速切
换影片到对应时间点。

苏格拉底影片 一分钟品味四十分钟的智慧课堂

苏格拉底平台汇集上万部精彩教案与教学实例影片，建立AI智慧学校专属
频道，提供全球智慧教师们一个公开观摩与讨论交流的教师发展平台，推
动智慧教育扩散、加速教师专业发展。

全球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苏格拉底平台

全球教师专业成长社群影音交流平台

搭配人工智能苏格拉底议课App，观课专家及老师可在课程当中随时打点
标记，于课堂结束后直接产生苏格拉底影片，让教师专业成长更快速有效。

即时打点 同步议课

专家评审即席点评 课后同步产生苏格拉底影片

教学视频
完整记录
真实呈现

智慧标签
快速选取
观看不费力

AI 智能分析
统计数据图表
一目了然

教法应用科技互动 教材实践 教学科技
运用次数

教学科技
运用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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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摩豆智慧学校大数据管理服务  3-4

醍摩豆AI智慧学校通过物联网(IoT)技术，提供绝佳的智慧校园管理工具。学校团队能通过醍摩豆智慧学校大数据仪表板，了解
智慧教室的实时使用状态、妥善率与历史统计数据，便于行政团队管理；除此之外，仪表板还能显示学校中的线下课堂教学活
动状态、在线学习活动状态、以及教学资源的产出数量，作为评估智慧学校发展的依据。

智慧教室结合 IoT 技术 精确管理校内资源

      账号启用数
显示在醍摩豆AI智慧学校中，总共有多少教师与
学生登录帐号使用TEAM Model智慧教室与云端
服务，以及每日账号人数变化。

智慧教室仪表板
云平台动态全览   服务/资源/活动

      课堂类型分布
在全校开设的课堂中，以两阶层分类显示各类
别与各学科的智慧课堂开课分布比例。类别如
语文类、艺能类；学科如数学科、生物科等。

      学习历程与资源产出
统计智慧课堂相关的各类学习历程与资源产出数量，并能比较不同年级的数量差异。例如上传电子笔记、评量纪录、在线测验
的数量，或老师共享的教材、评量题目等。

      学习活动分析
针对醍摩豆云平台的在线学习活动分析，包括各类学习活动的数量、进行状态（未启动、启用中、已完成），以及完成率分析。

      课堂与资源分析
依照日期，叠图分析课堂数量、学习历程、资源产出的的变化趋势。

智慧学校仪表板
掌握全校智慧教室软硬件资源

      智慧学校平面图
在学校教室的平面图上，实时显示智慧教室的位置与
使用状态，包括正在进行课堂、系统故障、以及系统待
更新的教室数量，平面图上亦会显示该教室的使用热
度，便于行政人员管理。

      教室与课堂使用统计
显示全校的HiTeach开机数量、智慧课堂开课数量、以
及课堂参与人数等信息。数量趋势方面，则会显示在本
日范围内，每个小时的开课数量变化，以及不同年级的
开机/开课数量。

      课堂类型统计
此图表会分别显示全校各智慧教室的教学系统版本分布、作业系统版本分布，以及各个智慧教室如何使用教学系统的分
类，如载入简报、使用书面问答模式等。

醍摩豆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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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学大数据管理服务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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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醍摩豆AI智慧学校中，AI苏格拉底系统就相当于老师的专属个人教练，能通过AI人工智能分析课堂教学的科技使用情况，作
为个人专业成长的参考。而教与学大数据管理服务的仪表板，则让学校团队能一览全校教师的科技使用情况，并根据时间、学
年、学科等维度各别呈现图表，作为教学研究团队规划教师专业成长计划的重要参考依据。

运筹帷幄 教师专业成长的整体数据报告

 教与学大数据管理仪表板

　苏格拉底数据总览
呈现学校历年来纪录分析的总课堂数、参与教师人数，并能显示不同时间区间内的数量，例如本月分析的课堂数量；此外，图
表中也能显示各年级以及不同学科占总课堂数的比例。学校团队可由此得知教师使用AI苏格拉底系统进行教学研究、课堂分
析的频繁程度、典藏等级...等课堂分析数据总量。

　科技互动指数分析总览
「科技互动指数」能反应智慧课堂中教师的科技使用成熟度，范围介于0~100之间。此图表能显示在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条件

下，科技互动指数的人数分布情况。学校团队可利用这个图表推估「在三年级，科技互动指数落于中等的人数是多少？」，或「哪
一个学科的科技互动指数表现最佳？」等问题的答案。

　教法应用指数分析总览
教法应用指数能反应一堂课是否运用了多元教学方法，范围介于0~100之间。此图表分别显示在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条件
下，教法应用指数的人数分布情况。例如，学校团队可判断出「哪一个年级的教法应用较多元？」或「哪一个学科中，教法应用指
数落差较大？」。

　常用科技分析总览
此图表显示不同学科的课堂使用智慧教室功能的偏好。例如，学校团队能从中了解「教师们最常使用的科技功能是什么？」，或
能分析「语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常用科技有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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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摩豆团队耕耘智慧教育20年，在全球各地协助建置醍摩豆智慧教室、
醍摩豆 AI 智慧学校，乃至智慧学区，致力于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愿
景。智慧学校的核心在课堂，课堂的发展倚赖教师专业，因此教师专业
成长是发展智慧学校的关键。

为了加速智慧学校的发展，我们推出「智慧教育顾问服务」，根据学校
的现状，量身打造教师专业成长计划，包括导入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
院的专业课程体系、学校管理与发展策略、运用 AI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的分析技术、智慧教育专业教材等，辅助学校在更短的时间内发展为
醍摩豆 AI 智慧学校。

顾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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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智慧教育顾问服务4-1

醍摩豆AI智慧学校的发展理论基础——「三步三环」策略，乃是由各地学校发展的成功经验，浓缩粹炼而成的最佳成功途
径，分为「培训」、「教练」、「典藏」三步，每步各有三个环节，步步相连、环环相扣，有效辅佐学校循序发展为最先进的醍摩
豆AI智慧学校。

【理念引领】

AI 智慧教练之三步三环教师专业发展

由顾问进行一对一咨询，了解学校需求，量身规划专属的教师专业成长计划，以全球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的「五大课
程体系」搭配「六大培训活动」，系统化提升教师的智慧教育专业素养，搭配数据分析服务，协助学校管理者纵览校内教
师专业成长曲线及智慧教育发展指数，并理论结合实际，编著智慧教育出版品，乃是智慧教师绝不可少的案头利器。

【顾问服务项目】

【顾问服务流程】

顾
问
服
务

教练 典藏
科技互动 教法应用

教材设计

科技互动 教法应用

教材设计

科技 教法

教材

五大课程体系　　　　六大培训活动　　　　数据分析服务　　　 　专业出版品

需求查询 计划设计 计划实施 定期报告 成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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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课程体系】

由全球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提供的五大课程体系，内容涵盖醍摩豆、智连环、教师专业发展、醍摩豆AI智慧学校、智慧教育
理念等五类课程系列，以促进智慧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智慧教育理念为核心目标，兼顾理论与实践，运用教育大数据与AI人
工智能，是系统化、科学化、专业化，线下线上整合的智慧教育专业课程，满足学校发展、教师培训的各阶段需求。

培养智慧教师运用醍摩豆智慧教学支持系统的专业技术与应用能力，包含课前、课中、课后的
教与学活动、智慧评量与数据采收、云端诊断分析与自动化补救、智慧学习整合、智慧学区、智
慧城市整合方案等。

醍摩豆系列

运用全球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苏格拉底平台，协助智慧教师提炼具有数据决策、运算思维，
互动、差异、自主的智连环课例，兼具理念、案例、实作，加速发展智连环的课堂境界。

智连环系列

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研修新教材(T)、新教法(P)和新技术(C)三者深度融合的理论与实
务，运用AI人工智能辅助各学科教学研讨与精进，研修TBL、PBL、一对一，发展智慧语文、智慧
数学、精准教学等可复制的现代课堂。

教师专业发展系列

整合与运用全球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的教师专业化发展研究、教学行为大数据常模、智慧
课堂数据库课例、国际合作与交流机制等资源，邀请专家开展智慧教育、智慧学区、智慧学校
与智慧课堂等大师讲座，分享与交流智慧经验。

智慧教育理念系列

顾
问
服
务

辅导发展AI智慧学校与AI智慧学区，结合教与学大数据及AI人工智能分析，进行培训、教练、典
藏，达成系统性、大规模、常态化的AI智慧学校发展目标，建构高质量、高效能的现代教育新生
态。

AI 智慧学校系列

教育大数据 AI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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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培训活动】

「醍摩豆AI智慧学校」是充分运用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技术的学校，不仅能通过物联网技术掌握每一间醍摩豆智慧
教室的使用状态，更能使用AI人工智能，帮助教师专业成长。学校团队能从服务管理中枢查看各式仪表板，获取详细的
数据报告，例如通过「教与学大数据管理平台」了解教师掌握科技的程度、或通过「智慧学校大数据仪表板」分析智慧教
室的完善率。

而顾问则根据数据，定期和学校团队进行报告与讨论，协助学校团队分析现况、滚动式修正教师专业成长计划的进程或
目标，逐步而扎实地实现学校的科技愿景。

【数据分析服务】

日常培训 实作工作坊 入班观课与教学研讨

智慧学校参访与交流 专家学者讲座 成果发表活动

依据学校的需求与目的，规划不同形式的培训活动，至今已在全球各地累积超过万场顾问培训活动，是教师专业成长的
必备环节。

顾
问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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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摩豆 AI 智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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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色

Haboard醍摩豆智慧大屏搭载HiTeach智慧教学系统，充分整合智慧教室环境中的软硬件，连接老师手机HiTA智慧助教，让老
师教学更便利，嵌入语音声控助理，让老师和学生在课堂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专为教学设计的交互式触控屏幕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
Haboard Smarter Touchscreen

5-1

Haboard醍摩豆智慧大屏内搭建了荣获台湾精品奖、国际BC Award大奖的HiTeach智慧教学系统，轻松就能
整合各项智慧教学软硬件设备。让大屏有书写、划记等课堂实用功能，串联老师手机上的HiTA智慧助教APP，
更能够达到巡堂间操作软件的效果。

超强软硬件整合，搭载 HiTeach 智慧教学系统

醍摩豆智慧大屏作为教室的触控终端，支持升级AI人工智能苏格拉底服务，并整合物联网IoT服务，智慧学校
管理更方便，学校信息一目了然。

支持升级 AI 人工智能苏格拉底及 IoT 服务   AI 智慧学校管理一目了然

86吋超大屏幕搭配4K解析像素，采用最新的红外线表面光波演算触控技术，支持10点书写，防手掌误按，搭配
厚度4mm的防眩光高强度防刮抗磨玻璃面板，还可开启低蓝光护眼模式，保护师生看荧幕不伤眼。

4K 高画质大荧幕，护眼防眩光高强度玻璃面板设计

教师通过语音下指令即可直接操控醍摩豆智慧大屏，启动多样教学常用功能，如上下页、挑人、即问即
答等，享受更便利的课堂。

语音助理小豆，声控就能操作大屏

深耕台湾20年老字号品牌，销售与服务经验厚实。顶级面板，通过CE、BSMI之国际认证，质量有保证。

面板触控技术与生产质量，全球同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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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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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M-078R)

功能特色

• 采用双向红外线触控技术，反应速度快，支援多点触控
功能

• 不论使用手指或触控笔均可在电子白板上直接书写或
划记

• 可随意拖拽碰触之板面位置，延伸可书写范围或浏览
不同区域内容

装置Haboard互动电子白板与单台计算机的成本较低且学
习效益更高！
• 采用纳米涂装板面，耐刮不反光，保护师生眼睛健康
• 蜂窝式铝板，结构稳定不易变形，板面坚固延长产品使

用寿命
• 金属外框采阳极处理技术，呈现无与伦比的高质感，耐

用不褪色

简单 ‧ 稳定 ‧ 高性价比

双向红外线感应技术，支援多点触控

交互式教学中的基本触控终端。Haboard互动电子白板有超过10年销售与服务经验，品牌质量有保障。

只要有投影机，即刻打造您的智慧课堂

Haboard 互动电子白板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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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oard互动电子白板以教学使用为设计原则，整合教室
内多样教学设备连线，免切换，达到智慧(Intelligence)、便利
(Convenience)、效能(Efficiency)的ICE教学操作目的。
• 连接老师手机HiTA智慧助教
• 支持升级AI人工智能苏格拉底方案，打造AI智慧学校

超强整合能力
打造 AI 智慧、便利、效能的互动教学课堂

Haboard互动电子白板内建以荣获台湾精品奖、国际BC Award
大奖的HiTeach智慧教学系统升华老师教学软实力。板面两侧
快捷工具列设置快捷按钮，一键启用教学常用功能。
• 随堂问答、挑人
• 上/下页操作
• 书写功能
• 屏幕批注、分页保存教学笔记

软硬整合，常用教学热键 一键启用

版本规格

解析度 32,768 X 32,768

运作温度 -10℃ 至 45℃

核心技术 红外线感应技术

消耗电流 ≤ 100mA

左右两边各有 13 个手触式硬件快捷按钮，提供硬笔、荧光笔、橡皮擦、新增白板页、上一页、下一页、
IRS 即时反馈、挑人、计时器、计分板、页面推送、荧幕键盘、书写 / 视窗操作切换等功能。

选购项目
‧ 壁挂安装服务
‧ 标准安装服务 ( 采购移动式脚架 )
‧ 与传统黑板或白板整合施工服务

触控功能 使用感应笔或手指即可在白板上操作，可控制各种应用程序、网页搜寻、移动物件等功能。

光标速率

电脑界面

180 points / s

采用 USB 界面

表面材质 高强度、低反射材料、高耐磨损

电源 USB 接线直接供电，无须外接电源。

Haboard 互动电子白板 硬件规格

标准配备 电子白板 1 片、伸缩长笔、USB 连接线 1 条

投影机需求

硬件按钮设计

无特殊限制，任何厂牌与分辨率均可配合使用。

产品型号 HBI-082P

有效区域 1663mm X 1170mm

* 以下规格及设备以实机为主，本公司保留变更之权利，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触控点数 10 点

醍
摩
豆
智
慧
教
育
核
心
软
、硬
件



46

HiTeach内建多种实用教学工具，方便老师按照教学设计做各种变化，依据课程内容和教材教法选择适合的教具，或
是透过模式精灵选择模式，进行课程。丰富多元的教学活动，让学生更投入，教学更效率。

功能特色

互动教学 - 增添课堂教学活泼气氛

互动设计

直尺 量角器 三角板 圆规

几何教学

挑人 抢权计分板

挑战赛 抢答竞赛活动

计时器

推送 作品
观摩小组任务

HiTeach智慧教学系统是醍摩豆智慧教室的核心，除了软硬件整合外，能将课堂前、
中、后的繁复流程，化繁为简，帮助老师轻松翻转传统课堂，成为智慧课堂。

醍摩豆智慧教室的核心 改变世界教育的软件

醍摩豆账号

醍摩豆账号 (TEAM Model ID) 是醍摩豆云平台的通行证，只需一组账号就可畅行所有醍摩
豆服务，并且能够登入苏格拉底平台，在线观看世界经典课堂。

整合多项教学设备 尽在掌握中

整合 Haboard 醍摩豆智慧大屏，随时书写划记、并能透过声
控语音助理「小豆」。

整合老师手机 HiTA APP，移动中进行拍照、换页互动超方便。

整合 IRS 反馈器及平板，即问即答、飞讯、飞递功能满足各项
教学需求。

HiTeach 智慧教学系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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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现有的教学课件(.ppt/.pptx)，直接导
入HiTeach使用并开始上课；更支持PPT动
画。

HiTeach的上课记录会自动生成电子笔记，上传保存至
云平台，成为该堂课独一无二的记录，学生在个人计算
机、平板和手持装置上，皆可搭配AClass ONE智慧学伴
进行复习。

课前课后无缝接轨

无缝接轨 电子笔记

HiTeach支持AI人工智能苏格拉底，通过系统自动化采集
课堂教学行为数据，在云端智能分析生成教学行为特征报
告，教师与议课专家们通过教学行为大数据，进行个人教
学行为表征的科学教研，精准议课。 

以HiTeach进行测验后所产生的数据，生成clouDAS诊断分
析报告，进行深入有效的学习力诊断，让教学活动更完整。

学习历程 - 完整的课堂记录与测验诊断分析

支持AI人工智能分析

诊断报告

针对学生2~3次作答的结果进行挑人，让思考的转变在
教室里被看见；配合传统的随机挑人、按作答选项挑人、
分组挑人、挑指定组的人，无论教学设计与班级经营，皆
体现智慧教室符合生本教育的价值。

运用标签和推送的功能，通过题目编排与活动设计，实时
回应学生不同阶段的学习需求，达成一对一的差异化教
学。

因材施教 落实同步差异化教学

智慧挑人 差异化教材推送

各版本支持功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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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HiTeach智慧教学系统，学生在课堂中手持一支IRS实时反馈器，就可以
随时针对提问、随堂测验或其它交互式教学直接作答，并产生答题统计，供教
师一览反馈状况，是课堂教学的最佳辅助工具。

掌握学习情况 就是如此轻松简单

功能特色

全新视觉设计 IRS 更有型也更好用

2019年全新版的IRS，加上了液晶面板显示，学生在使用上更能够看到自己
作答的情形，也新增了多选答题的功能，让IRS更方便、更好用。

因为 IRS，课堂从此不一样

研究显示，使用IRS的班级平均成绩可提升5-10分，改变传统
单向授课方式，看见每个孩子的思考打破传统老师单方讲授、
学生独自听课的学习形态，提高师生间的互动性与专注力，增
进课堂气氛。

IRS 即时反馈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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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S可以帮助老师在教学上无往不利，独家采用RF无线传输
技术，搭配专用接收器，学生及教师可在通讯距离20米内，
360度无线发射讯号。

360 度无死角感应

IRS提供各选项统计以视觉化的长条图或圆饼图呈现，也能
翻牌显示每位学生的作答、选择各选项的所有学生统计等。
让老师在教学互动过程中有立即呈现的统计图表、排行榜、
历程记录、学习分析报表等信息。

一目了然的视觉化统计图表 
决策更精准

多元互动模式 教学好方便

即时评量：课前预习、课中练习、课后复习、学生自评或互评：学生也可以根据某个作品、发言、表演等给予分数，并立即获得总
分统计结果

不需预先准备题目，显示最快取得发言权者，可应用
在开放性或无标准答案的题目上。

抢权竞赛：

可以匿名方式进行各种活动，仅会显示实时图表， 活
动结束后不会留下任何记录。

匿名作答：

所有人扮演评审给分数，以动态方式呈现票选或分数
累计加总。

票选统计：

不需预先准备题目，应用在临时性的提问、意见调查
或票选表决。

即问即答：

随机挑选学生回答问题，可应用在挑选小组或个人作
答，亦可作为抽奖工具。

挑人作答：

需长时间思考、计算或一般评量测验等活动，学生可
依据纸质试题再通过IRS实时遥控器作答。

书面问答：

不只是学校 企业也爱用

IRS即时反馈系统，不只能运用在学校，企业内训、开会，也
是帮助投票、计算出席，做出回应最好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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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S即时反馈系统，搭配ezStation智能型录播，可以利用按
键标注课程重点/难点，实时在课后生成补救影片，针对个
性化学习更方便、容易。

重点难点标记 个性化学习应用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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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Station高度整合HiTeach智慧教学系统，教学者可一键启动录制功
能，自动追踪、导播，并于课程结束自动上传云端平台，典藏经典课
例。

智慧型录播教室 －典藏经典课例

ezStation结合AI人工智能苏格拉底，可进行同步议课点评，自动生成
包含上课教师、专家、观摩者的有效教学标记，方便使用者可以切换
到对应影片播放位置，不需要快转、倒带、搜寻...。一分钟，就能品味
四十分钟的完整教学专业精华。

智慧型议课厅－教师专业成长的练功房

双模式一机两用 
使用超便利

搭载高性能芯片
存取效率更提升

内置音效处理器
除去恼人杂音

多轨录播
版型自行定义

内建数字追踪
运用导播台更轻松

整合 HiTeach
表现更加亮眼

ezStation内建视频同步机制，两间智慧教室之间，有视频会议系统的效果，且教师可和主讲端及参与端的学生同时进行数据
互动，学生们亦能使用小组平板计算机、个人反馈装置进行实时反馈，非常适合不同校区、跨校授课或是偏乡学校合作授课，
对于教学资源的均衡有极大的助益。

远距智慧课堂－影音 + 数据互动 打破时空限制 

铝合金一体化设计，机身更美观。先进的嵌入式DSP视频处理技术、内置音效处理器，功能更强大；全新智慧模式识别技术， 满
足校园各种录播需求：课堂录制、典藏影片、实时直播、视讯会议、在线教研、远距互动课堂等。

记录每一堂精采课例，课程影片完美重现

ezStation 智慧型录播系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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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Station 相关硬件技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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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色

HiTA智慧助教App能够将老师的手机化为上课的最佳利器。除了可以直接遥控
HiTeach，也能使用摄影功能，将学生作品拍照上传或是录制影片、快速建立学生大头
贴等，让教学互动更方便、快速。

老師的最佳助教 就在手中

HiTA可遥控HiTeach的功能，帮助老师更
放心的走下讲台，与学生打成一片。教学
不中断、互动再升级、学生更专注，是兼顾
班级经营和教学效率的好帮手。

云端班级学生名单可以通过HiTA检视，直接
选择上课班级启动HiTeach；下课后，可以用
HiTA检视上传醍摩豆云平台的学习历程。从
课中到课后，全面支持老师的教学活动。

相机功能可拍摄照片，进行学生作品比较；微影
片适合重现课堂精彩的瞬间；实时影像则可以进
行老师演示或同学/小组演示，是最佳的观摩学
习工具。

老师手机中的图文档案，或储存于云端的档案，
皆可以通过HiTA快速的导入HiTeach做运用，使
老师的智慧更方便分享给同学。

智慧巡堂

云端课堂好助手影像记录

档案传输

HiTA 智慧助教5-6

轻碰即可进入拍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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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色

HiLearning Mobile是一套智能手机的App，提供IRS反馈工具(实时问答、实时抢权)、意见搜集(讯息接收传送)、图片推送等功
能，通过个人化的手机App，以及大众熟知的聊天软件（微信Wechat）中的Hilearning bot就能与老师进行互动，让上课体验方
便、有趣。

手机 APP 就是最好的课堂互动工具

大家熟知的聊天软件（微信
Wechat）也能与老师进行互
动，特别适合高等教育及企业
用户使用。

首创跨时代聊天机器人  
通讯软件也是你的工具

只要安装App，就能使用包括
IRS实时反馈功能、传送文字讯
息、推送图片...等功能，增进课
堂互动效率、提高专注程度。

多项实用功能  
轻松上手智慧教室

扫瞄二维码或输入教室IP能立
即登入课堂。

整合云端醍摩豆账号
快速登录没烦恼

搭配ezStation智能型录播系
统，学生随时都能标记重、难
点，自动上传云端生成个性化
课后补救影片。

 支持智慧标签
重 . 难点随时标记

学生的平板装置装上HiLearning电子书包学习App，即可与老师的HiTeach进行高
度互动，包括教材接收、作业递交、互动评量等，通过图像、数据、文字互动训练学
生思考表达能力，强化小组合作学习成果与个人化学习与的目标。

功能特色

学生可随时接收教师推
送的课堂任务或教学教
材，并马上在接收页面
进行编辑或标记，甚至
是拍照等。

教材接收

学生通过文字、图像、拍
照等方式随时递交课堂
任务及作业，老师可分区
指定学生将笔记页面（作
业）以飞递功能缴交指定
区域（分组缴交）。

作业递交

学生可通过平板向老师
进行反馈，促进课堂互
动效率，提高学习专注
度，还能将数据上传云
端进行学习诊断分析。

互动评量

醍
摩
豆
智
慧
教
育
核
心
软
、硬
件

平板上的多功能课堂互动 App
HiLearning 电子书包学习系统5-7

5-8 HiLearning Mobile 移动学习系统

手机扫描教室

二维码或输入

教室IP能立即

登录并完成课

堂签到，学生

签到更迅速方

便。

二维码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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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摩豆经典案例6-1

屏东中学自2013年起导入醍摩豆(TEAM Model)智慧教室，应用科技辅助课堂
发展创新教学模式，建构「以生为本」的互动课堂。成为福建省教育科技化示
范学校，在中考及高考皆表现亮眼，中考部分在2017年诞生全市状元与榜眼，
高考部分在2017年获得福建省质检文、理科「高中教学效益奖」，展现醍摩豆
智慧教育支持系统的强大成效。2015年国家教育部杜占元副部长亲临视察，
对屏东中学积极运用智慧教室的科技化手段开展课堂互动教学给予充分的
肯定并鼓励带好头，全面示范深入推进教育科技化目标。

广东福州市屏东中学

学校秉承容闳精神，致力于创办具有传统文化特色和国际化教育特点的品牌
学校。2017年，在“中国好课堂之容闳建构”的基础上，容闳学校启动以醍摩豆
智慧互动平台基础之上的容闳生命课堂，2018年全校覆盖醍摩豆TBL智慧教
室。过程中，先后成立了学科层面的醍摩豆攻坚团队，又建立学校层面的醍摩
豆种子教师团队，在2017年的青年教师赛课上，每学科各自打磨一节醍摩豆
智慧精品课参赛，获得评委一致好评。通过醍摩豆智慧教室建设、生命课堂建
构提升了珠海容闳学校的课堂教学效率及效益。

广东珠海容闳学校

东西湖实验小学于2015年成为全国合作学习联盟实验院校，四年来学校大
力推进合作学校教学模式，一年来建置14间醍摩豆TBL智慧教室，全校覆盖
HiTeach智慧教学系统，推选出8个智慧教育领航班，作为“醍摩豆实验班”。学
校注重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素养，不断推进课程改革。常态化运用信息技术教
学，并运用AI苏格拉底议课APP助力学校教研，助力学校青年教师参与各类教
学赛课荣获佳绩。

湖北武汉市东西湖实验小学

始建于1952年，是一所规模大，实力强的老校。目前全校建置40间醍摩豆HiTA
智慧教室、5间TBL智慧教室，校长亲自组建核心团队，培养优秀年轻智慧教
师，领导团队带头建立智慧教室研究小组，研究教育教学与智慧教室在课堂
中的融合。学校以数学学科为引领，师徒制教学经验分享，每周进行学科研讨
和公开课展示，深入研究智慧课堂教学法并常态化运用小组讨论学习模式。
每周全学科应用醍摩豆IRS即时反馈系统进行互动课堂常态教学，并定期进行
智慧教室操作培训、种子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北京东城区培新小学

惠贞书院是宁波江北区最好的完全中学，也是当地最早落实智慧教育的学
校。2011年起起导入醍摩豆(TEAM Model)TBL智慧教室，运用IRS即时反馈系
统与IES云平台服务营造「智教慧学」的教学环境；成立智慧教师高阶研修班，
精进教师现代教学模式，2016年组队参加「第一届智慧好课堂邀请赛」夺得冠
军。此外为促进扶贫与教育均质化目标，与修人小学进行「异地同步远距互动
教学」，成功帮助修人小学成绩大幅提升。智慧学校成果丰硕，至今每年超过
150次各地学校、教育局前往学习参访。

浙江宁波市惠贞书院

大有国中自2016年8月起建置智慧教室18间。经过一学期的使用，成效显著，
获教育局认可，学校便在2017年进行全校导入。总共建置50间智慧教室，为了
激起老师们对于智慧教室的学习动机，由娴熟智慧课堂的七年级教师共同组
成委员会，拟定“登山计划”，登山计划”将智慧教室使用目标分为五阶段，互
相激励，互相学习，让老师们通过“登山计划”熟悉使用智慧教室，并且给予奖
励，在大有，教师专业成长好幸福！

台湾桃园市立大有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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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区自1988年成立以来，在各级政府单位关心和支持下，秉持「科技
化、均衡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宗旨，统筹和试点相结合，稳步推进教育事业
健康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成都高新区已经成为成都市普教科技化建
设先进区域。从2013年起建设醍摩豆智慧教育支持系统，目前辖区内30余所
中小学总计建置500余间醍摩豆(TEAM Model)智慧教室，70%的老师加入醍摩
豆「千师万才公益计划」，积极探索智慧课堂模式，每年组织教师参与「新媒体
新技术大赛」、「两岸智慧好课堂邀请赛」等全国级教育科技化大赛夺得佳绩
深获各方肯定。

成都高新区

2015年134 Dimcho Debelyanov School率先引进醍摩豆智慧教育系统，校内
教师经过专业培训后展现亮眼成效，吸引政府官员、媒体前往参访并制作专
题报导，树立当地教育科技运用全新标杆，促进醍摩豆(TEAM Model)智慧教育
支持系统与政府合作进行实验教学计划，推动保加利亚智慧教育发展。2017
年，校内教师受邀至伦敦BETT国际教育展发表演说；举办公开课活动吸引数
十位老师共同参与。

保加利亚 -134 Dimcho Debelyanov School

Islamic Educational College是约旦最知名的学校之一，2016年起建设醍摩豆
智慧教育系统，迅速培训校内全部80位教师发展各自的智慧课堂模式，并在
阿曼教学科技高峰会上展示智慧课堂，2017年完成36间醍摩豆智慧教室建
置。2016年起每年联合当地智慧学校举办醍摩豆智慧课堂团队嘉年华，吸引
各级学校、企业参访，促进中东智慧教育发展。

约旦 - Islamic Educational College

2012 年，马来西亚三所华文独立中学，开始将科技导入课堂，建置了「醍摩豆
(TEAM Model) 智慧教室」，它们分别为新山宽柔、巴生光华以及日新独中。目
地在于期望通过科技结合教学，营造愉悦的学习环境，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
意愿。通过教育科技产品的辅助，学生平均成绩表现皆有显著的成长，表现结
果相当令人满意。

马来西亚

香港学生辅助会小学于2014年接触醍摩豆(TEAM Model)智慧教室，并于2016
年完成全校智慧教室化的目标，并进一步建置「远距智慧教室」促进教育资源
交流。校内根据学科把全校教师分为七个学习小组，利用醍摩豆智慧教室系
统进行常态性智慧教研。2016年该校组建香港战队参加「第一届两岸智慧好
课堂邀请赛」，加速校内教师专业培训；2017年与成都紫藤小学、台北志清国
小、厦门阳翟小学组成「两岸四地醍摩豆(TEAM Model)远距智慧教室联盟」，进
行远距智慧英文课示范教学。

香港学生辅助会小学

南京特殊教育示范学院是中国唯一一所独立设置以培养特殊教育师资为主
的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建设醍摩豆智慧教室Mobile模式27间、IRS模式10间，并
导入建立AI苏格拉底平台，通过人工智能评课议课促进特殊教育学校学科发
展及师范院校专业课模式提炼。学校组织开展了“青年教师智慧教学大赛”，
展示醍摩豆智慧课堂的魅力，全校师生参与其中，并利用IRS反馈器进行即时
评分，利用智能灵巧的技术，激发课堂活力和智慧，开创新型模式，构建精准
教学，打造特师“金课”。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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