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親師生平台-積點趣系列活動」 

實施計畫 
109 年 10 月 20 日新北教研資字第 1091976292 號函 

一、目標： 

(一) 鼓勵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教師善用親師生平台資源，實施翻轉教學之教學模式與設計。 

(二) 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模式，保持學生學習熱情。 

(三) 提升新北市親師生平台學習歷程紀錄效益，配合積點趣活動增加學生學習動機及意願。 

(四) 鼓勵學生善用親師生平台及線上學習資源，強化自學及多元學習成效。 

二、辦理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LearnMode 學習吧平臺、動物星球頻道、Discovery 頻道 

三、活動期間：自 109 年 10 月 12 日（一）至 109 年 12 月 13 日（日）止，依各平台公告時間。 

四、參加資格：本市所屬公私立國中及國小學生。 

五、活動內容： 

(一) LearnMode 學習吧-尋找黃金城 

(二) 動物星球頻道-動物檢定 

(三) Discovery 生活科技大挑戰 

六、活動說明： 

(一) LearnMode 學習吧-尋找黃金城 

1. 活動時間：自 109 年 10 月 12 日（一）至 109 年 12 月 6 日（日）止。 

2. 參加方式：活動期間以「校務行政系統帳號」登入新北市親師生平台

（https://pts.ntpc.edu.tw）後，於近期活動專區點選「尋找黃金城」圖示並加入指

定活動課程：「國語日報-讀報課程」與「AI 相招尬英語」（共兩個）即完成報名。（活

動期間可隨時加入課程，若退出課程等同放棄參加活動！） 

3. 活動簡介： 

(1) 尋找黃金城～亞特蘭提斯（國語日報-讀報課程）： 

活動類型 更新頻率 內容說明 積分計算 

新聞閱讀 每日 學生閱讀課程內所更

新的每日新聞 

學生完成閱讀，並畫記重點，每一篇新聞得 50 分 

朗讀重點新聞 每日 朗讀每日重點新聞，

並透過 AI 語音辨識

結果來給積分 

採計最後一次上傳的錄音辨識結果： 

達到綠燈可獲得 600 分，達到黃燈可獲得 400

分，紅燈可獲得 200 分 

（但不包括無法辨識或辨識結果為 0 的狀況） 

我是播報員 每日 透過每日的重要新聞

提問，讓學生回答出

自己的想法 

錄音時間達到兩分鐘以上可獲得 400 分 

https://www.learnmode.net/course/131268
https://www.learnmode.net/course/135351
https://www.learnmode.net/course/131268?passcode=025109


素養考題 每週五 分為「基礎題」五題

與「進階題」五題，

題目隨機排序 

可重覆參加測驗，依測驗平均分數給分 

測驗平均分數＝本次積分 

(2) 尋找黃金城～消失的大堡礁（AI相招尬英語）： 

活動類型 更新頻率 內容說明 積分計算 

英語朗讀 每週一 分為「初階文章」與

「進階文章」，朗讀文

章內容，並透過 AI 語

音辨識結果來給予積

分 

採計最後一次上傳的錄音辨識結果： 

達到綠燈可獲得 600 分，達到黃燈可獲得 400 分，

紅燈可獲得 200 分 

（但不包括無法辨識或辨識結果為 0 的狀況） 

閱讀測驗 每週一 分為「初階題」五題

與「進階題」五題，

題目隨機排序 

可重覆參加測驗，依測驗平均分數給分 

測驗平均分數＝本次積分 

(二) 動物星球頻道-動物檢定：  

1. 活動時間：自 109 年 10 月 19 日（一）至 109 年 12 月 13 日（日）止。 

2. 活動簡介：將各種動物行為及外表特色，化成一題一題有趣的影片知識問答，以尋找

動物知識王的遊戲方式吸引學生主動學習，滿足學生對動物的無窮好奇心！將各種動

物的特色、行為精簡成 1～3分鐘的知識短片，以答題闖關方式激發學生的好奇心與榮

譽心，每週更新 5題動物知識，天天都能上線複習。 

3. 參加方式：活動期間登入新北市親師生平台（https://pts.ntpc.edu.tw）後，於近期

活動專區點選「動物檢定」圖示進入活動。 

(三) Discovery 生活科技大挑戰 

1.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6 日（日）止。 

2. 活動簡介：將日常生活中神奇的科技，化成一題一題有趣的影片知識問答，以答題闖

關方式激發學生的好奇心與榮譽心，一天一個科學新知，學生上網學習還可拿好禮! 

3. 參加方式：活動期間由新北市親師生平台（https://pts.ntpc.edu.tw）燈箱登入後，點

選「生活科技大挑戰」圖示進入活動。 

七、獎勵方式： 

(一) LearnMode 學習吧-尋找黃金城 

1. 課程獲得的積分將以得分區間轉換成新北市親師生平台積點趣活動點數。 

可自由參加指定的兩個活動課程 

並且完成任務 
累計總積分區間 

轉換成 

積點趣銀行點數 

積點趣銀行點數 

預計分 2 次結算、匯入 

第 1 次結算：2020 年 11 月中 

35000 分以上 8000 點 

25000~34999 分 6000 點 

18000~24999 分 4000 點 

https://www.learnmode.net/course/135351?passcode=077142


第 2 次結算：2020 年 12 月中 15000~17999 分 3000 點 

10000~14999 分 2000 點 

5000~9999 分 1000 點 

3000-4999 500 點 

第 2 次匯入將扣除第 1 次已給的積點： 

例如：11/15 小明累計獲得積分 9600 分=獲得積點趣點數 1000 點；活動結束 12/6 累計總得分

為 23200 分，則再加給積點趣點數 4000-1000=3000 點 

▲注意：國語日報的計分方式只計算活動期間 2020 年 10/12-12/6 新增的內容！ 

2. 積分公布位置在活動頁面的［排行榜-個人賽］中。 

3. 為使資料完整，請您於第一次登入 LearnMode 學習吧平臺後，進入［個人設定］，

確認學校、班級、座號資料都有填寫完整且資料正確。並請在［班級］欄位填上年

級，例如：三年甲班。 

4. 為保護個資，公布方式會遮蔽部分帳號與部分姓名，但列出學校與班級。 

(二) 動物星球頻道-動物檢定： 

1. 活動期間，累計答題即可獲得新北市親師生平台積點趣活動點數，累積 20 題 200

點，累積 30 題 300 點，累積 40 題 400 點。 

2. 活動期間，另有抽獎活動： 

(1) 活動開跑首三日，用新北市親師生帳號註冊登入玩 5 題，當日前 10名即送

Discovery 環保袋+絕版動物星球造型手機座。 

(2) 活動期間完成 10 題以上，抽 Discovery 環保吸管組(20 組) 

(3) 活動期間完成 20 題以上，抽 Discovery 環保吸管組+筆記本+資料夾(10 組) 

(4) 活動期間完成 40 題以上，抽 Mojo Fun 擬真動物模型組合包 1 組(6 隻入) 

(三) Discovery 生活科技大挑戰：活動期間，只要透過「親師生平台」燈箱登入「Discovery 

生活科技大挑戰」活動頁面註冊及作答，即有機會獲得 Discovery 限量鴨舌帽 1 頂及精

美原子筆 1 組(限量各 50 組) 。 

(四) 累積之點數將儲存於「積點趣銀行」，學生可查詢目前累積點數及歷程；累積ㄧ定點數後

可至「積點趣商城」兌換商品。 

八、其他： 

(一) 本次活動屬於線上活動，學生須以校務行政系統帳號登入本市親師生平台

（https://pts.ntpc.edu.tw）進行學習，未使用親師生平台者不列入獎勵對象。 

(二) 聯絡方式：若對活動辦法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局承辦人 何春緣輔導員

（cherry@ntpc.edu.tw，2960-3456 分機 8422），若對平台操作有任何疑問，請洽： 

    LearnMode 學習吧平臺：推廣組邱雅君小姐，聯絡電話：02-89783882 分機 867291 

    電子郵件：winniechiu@dopod.com 

九、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