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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酷課雲—111年四技二專統一測驗重點複習直播課程計畫 

北市教資字第 11130384791號函 

壹、依據：111年臺北市酷課雲網路課程推動計畫 

貳、目的 

一、 推廣臺北酷課雲服務及學習資源，提升本市整體數位學習之風氣。 

二、 透過酷課網路學校平臺，以線上直播之方式，由各領域專業教師針對全

國四技二專統一測驗(以下簡稱統測)考生進行系統化重點複習，協助學

生迎戰統測及解決學科難題。 

三、 運用開放式課程影片及相關數位學習資源，發展「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之數位學習模式，提升學習品質與內容。 

參、辦理單位 

一、 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 承辦單位：臺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肆、實施對象：全國高中職學生 

伍、實施日期：111年 3月 31日（星期四）至 111年 4月 24日（星期日） 

陸、實施內容 

一、 本局於臺北酷課雲 （ http://cooc.tp.edu.tw）之酷課網路 課程

(https://ono.tp.edu.tw/)推出 111 年四技二專統一測驗考前重點複習直播

課程計畫，邀請各校專業名師進行考前重點複習。 

二、 本計畫透過直播複習及互動，幫助學生解決學科難題；並於課程直播後

提供相關課程影片教材，培育學生自主學習之能力。 

三、 課程時間及直播科目如下： 

 

時間 科目 授課老師 

3月 31日 (四) 18:30-20:30 共同英文 
三重商工 包孟加老師 

三重商工 陳涵瑋老師 

4月 6日  (三) 16:30-18:30 數學 C 
木柵高工 蔡麟傑老師 

木柵高工 林如苹老師 

4月 9日  (六) 14:00-17:00 
土建群_專二： 

製圖實習 1 
南港高工 廖美雯老師 

4月 10日 (日) 10:00-12:00 
設計群_專二： 

基礎圖學 
木柵高工 張倚瑄老師 

4月 10日 (日) 14:00-17:00 
土建群_專二： 

製圖實習 2 
南港高工 廖美雯老師 

http://cooc.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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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3日 (三) 16:30-18:30 數學 B 
木柵高工 蔡麟傑老師 

木柵高工 林如苹老師 

4月 14日 (四) 18:30-21:30 
外語群_專二： 

英文閱讀與寫作 

三重商工 包孟加老師 

三重商工 陳涵瑋老師 

4月 16日 (六) 09:00-12:00 
餐旅群_專一： 

觀光餐旅業導論 

普林思頓高中  

蘇涵瑜老師 

4月 16日 (六) 13:00-15:00 
餐旅群_專二： 

餐飲服務技術 

普林思頓高中  

蘇涵瑜老師 

4月 16日 (六) 15:15-17:15 
餐旅群_專二： 

飲料實務 

普林思頓高中  

蘇涵瑜老師 

4月 17日 (日) 09:00-12:00 
機械群_專二： 

機件原理 
大安高工 洪宗仁老師 

4月 17日 (日) 13:00-16:00 
設計群_專二： 

基本設計 
木柵高工 張倚瑄老師 

4月 17日 (日) 18:00-21:00 
電子群資電類_專二： 

數位邏輯設計 
海青工商 陳宏傑老師 

4月 19日 (二) 18:00-21:00 
商業群_專一： 

數位科技概論及應用 
士林高商 翁聖恩老師 

4月 20日 (三) 18:00-21:00 
電機與電子群_專一： 

基本電學 
海青工商 陳俊吉老師 

4月 21日 (四) 18:00-21:00 
電機與電子群_專一： 

電子學 
松山工農 黃建瑋老師 

4月 22日 (五) 18:30-20:30 
商業群_專二： 

會計學 1 
松山家商 丁碧慧老師 

4月 23日 (六) 09:00-12:00 
商業群_專一： 

商業概論 
松山家商 莊士賢老師 

4月 23日 (六) 14:00-17:00 
商業群_專二： 

會計學 2 
松山家商 丁碧慧老師 

4月 24日 (日) 10:00-12:00 
商業群_專二： 

經濟學(個經) 
松山家商 莊士賢老師 

4月 24日 (日) 12:30-14:30 
商業群_專二： 

經濟學(總經) 
松山家商 莊士賢老師 

4月 24日 (日) 15:00-16:00 國文 
木柵高工 張素靜老師 

樟樹高中 張文婷老師 

4月 24日 (日) 16:00-17:00 寫作 
樟樹高中 張文婷老師 

木柵高工 張素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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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報名方式： 

一、 欲報名之學生於課程開始前逕至酷課網路課程 http://ono.tp.edu.tw加入

各科課程。 

二、 本市學生一律使用「臺北市校園單一身分驗證服務」帳號加入課程，如

尚未取得「臺北市校園單一身分驗證服務」帳號者，請逕洽所屬學校資

訊組或臺北市校園單一身分驗證客服中心（LINE ID：@726lzmyc）。 

三、 非臺北市學生請使用「教育雲端帳號」加入課程，如有教育雲端帳號登

入 問 題 ， 請 電 洽 其 客 服 專 線 （ 04 ） 2222-0507 ， e-maiil ：

oidcservice@mail.edu.tw。 

捌、注意事項：  

一、 如對本課程有任何疑問，請電洽臺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應用務組洪

老師，（02）2753-5316 分機 246 或加入臺北酷課雲官方 LINE（LINE 

ID：@cooc）提問。 

二、 人數限制：課程無報名人數限制，惟直播互動教室登入上限人數為 100

人，超過 100名報名者登入同步教室者後，將開放第三方平臺（臺北酷

課雲 Youtube頻道）提供課程直播服務。 

三、 本課程直播皆有錄影重播檔，提供學生於直播結束後反覆觀看。 

玖、經費來源：由 111年臺北酷課雲推廣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壹拾、課程時間與授課教師得於總經費不變下，依實際執行情形調整。 

壹拾壹、本計畫經本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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