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東縣 臺東市 國中 新生國中 平板A~N組 學生台數:30 教師台數:1 (14個群組相同) 現代化共享模式

2 臺東縣 臺東市 國中 東海國中

平板群組名稱1：THJH-A 學生台數:30 教師台數:3

平板群組名稱2：THJH-B 學生台數:30 教師台數:3

平板群組名稱3：THJH-C 學生台數:30 教師台數:3

平板群組名稱4：THJH-D 學生台數:30 教師台數:3

平板群組名稱5：THJH-E 學生台數:30 教師台數:3

平板群組名稱6：THJH-F 學生台數:30 教師台數:3

平板群組名稱7：THJH-H 學生台數:30 教師台數:3

現代化共享模式

3 臺東縣 臺東市 國中 卑南國中
平板群組名稱1：112級 學生台數:28 教師台數:3

平板群組名稱2：113級 學生台數:28 教師台數:3

平板群組名稱3：114級 學生台數:28 教師台數:3

現代化共享模式

4 臺東縣 臺東市 國中 豐田國中
平板A車 學生台數：33 教師台數2台

平板B車 學生台數：33 教師台數2台
現代化共享模式

5 臺東縣 臺東市 國中 寶桑國中
平板群組名稱：平板A車 學生台數：30 教師台數：3

平板群組名稱：平板B車：學生台數：30 教師台數：4台
傳統式共享模式

6 臺東縣 臺東市 國中 知本國中
平板群組名稱1：八年一班 學生台數:19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八年二班 學生台數:13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八年三班 學生台數:17 教師台數:1

傳統式共享模式

7 臺東縣 卑南鄉 國中 初鹿國中
平板群組名稱1：七年甲班 學生台數:15 教師台數:9

平板群組名稱2：七年乙班 學生台數:15 教師台數:9
1比1模式

8 臺東縣 太麻里鄉 國中 大王國中

平板群組名稱: A車21U 七一&九四 學生台數:0

平板群組名稱: B車21U 七二 學生台數:28

平板群組名稱: C車21U 八一 學生台數:21

平板群組名稱: D車21U八二 學生台數:21

平板群組名稱: E車21U 九一 學生台數:22 台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 F車21U九二 學生台數:20 台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 G車30U七二 學生台數:28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9 臺東縣 太麻里鄉 國中 賓茂國中

701 學生:12 教師:2

801 學生:15 教師:2

802 學生:10 教師:2

901 學生:6 教師:2

902 學生:10 教師:2

903 學生:15 教師:2

1比1模式

10 臺東縣 大武鄉 國中 大武國中

平板群組名稱1：九年一班 學生台數: 22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九年二班 學生台數: 23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九年三班 學生台數: 24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4：八年一班 學生台數: 20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5：八年二班 學生台數: 20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6：七年一班 學生台數: 25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7：七年二班 學生台數: 25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8：特 教 班 學生台數: 5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11 臺東縣 鹿野鄉 國中 鹿野國中
八甲 學生台數：34 教師台數：1

九甲 學生台數：34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12 臺東縣 鹿野鄉 國中 瑞源國中
平板群組名稱：八年一班 學生台數：10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七年一班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1台
1比1模式

13 臺東縣 關山鎮 國中 關山國中

①平板群組名稱:701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2

②平板群組名稱:702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2

③平板群組名稱:703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2

④平板群組名稱:704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2

⑤平板群組名稱:801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2

⑥平板群組名稱:802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2

⑦平板群組名稱:803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2

⑧平板群組名稱:804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2

⑨平板群組名稱:901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2

⑩平板群組名稱:902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2

⑪平板群組名稱:903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2

⑫平板群組名稱:904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2

⑬平板群組名稱:SPE 學生台數:10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14 臺東縣 池上鄉 國中 池上國中

平板群組名稱1： A 學生台數:22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2： B 學生台數:21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3： C 學生台數:20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4： D 學生台數:18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5： E 學生台數:17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6： F 學生台數:23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7： G 學生台數:23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15 臺東縣 東河鄉 國中 都蘭國中

平板群組名稱1：7年1班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2：8年1班 學生台數:19 教師台數:3

平板群組名稱3：9年1班 學生台數:15 教師台數:3

平板群組名稱4：9年2班 學生台數:15 教師台數:3

1比1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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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臺東縣 東河鄉 國中 泰源國中

七忠學生台數9，教師台數2

七孝學生台數19，教師台數2

八孝學生台數12，教師台數2

九忠學生台數9，教師台數2

九孝學生台數20，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17 臺東縣 成功鎮 國中 新港國中

平板群組名稱1：901 學生台數:28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2：902 學生台數:28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3：903 學生台數:28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4：801 學生台數:26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5：802 學生台數:26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6：803 學生台數:26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4：701 學生台數:23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5：702 學生台數:22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6：703 學生台數:22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18 臺東縣 長濱鄉 國中 長濱國中
八年甲班：學生31臺 老師1臺

七年甲班：學生17臺 老師1臺
1比1模式

19 臺東縣 延平鄉 國中 桃源國中 平板群組名稱:八年忠班 學生台數9台 教師數1台 1比1模式

20 臺東縣 海端鄉 國中 海端國中
九年甲班，學生12人，教師1人；

八年甲班，學生7人，教師1人；
1比1模式

21 臺東縣 綠島鄉 國中 綠島國中
平板群組名稱1：七年忠班 學生台數: 14 教師台數:5

平板群組名稱2：八年忠班 學生台數:15 教師台數:6
1比1模式

22 臺東縣 蘭嶼鄉 國中
蘭嶼高中

國中部

國一２８台 國一教師３台 /

國二３２台 國二教師２台 /

國三３２台 國三教師２台

1比1模式

23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仁愛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五甲 學生台數:20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五乙 學生台數:20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五體 學生台數:18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4：六甲 學生台數:17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5：六乙 學生台數:17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6：六體 學生台數:11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24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寶桑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24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六年乙班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27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25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新生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綜合教室 學生台數:29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名稱2：自然教室A 學生台數:29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名稱3：語言言教室 學生台數:29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名稱4：書法教室 學生台數:29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名稱5：圖書室 學生台數:29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6：Smart1 學生台數：29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7：Smart2 學生台數：29、教師台數：2台

傳統式共享模式

26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馬蘭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四年級 學生台數:28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五年級 學生台數:28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六年級 學生台數:28 教師台數:1

現代化共享模式

27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知本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五年一班 學生台數:18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六年一班 學生台數:18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四年二班 學生台數:19 教師台數:1

訪客模式

28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建和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平板1車 學生台數：9台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平板2車 學生台數：13台 教師台數：1台
現代化共享模式

29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豐田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充電車01 學生台數:22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2：充電車02 學生台數:22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3：充電車03 學生台數:22 教師台數:2

傳統式共享模式

30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東海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A1 學生台數:29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2：A2 學生台數:29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3：A3 學生台數:29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4：A4 學生台數:29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5：B1 學生台數:29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6：B2 學生台數:29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7：B3 學生台數:29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8：B4 學生台數:29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31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復興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20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09 教師台數:1
傳統式共享模式

32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光明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光明國小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1

33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豐里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15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2：六年乙班 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3：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15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4：五年乙班 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1台

1比1模式

34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豐榮國小
六年丙班學生台數29教師台數1台

五年乙班學生台數29台教師台數1台
現代化共享模式

35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豐源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豐源(生生) 學生台數：19 教師台數:2 訪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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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康樂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平板A車 學生台數:23 教師台數:3 現代化共享模式

37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豐年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豐年IPad 學生台數:22 教師台數:2 現代化共享模式

38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卑南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平板A車 學生台數:22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2：平板B車 學生台數:24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3：平板C車 學生台數:18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3：平板D車 學生台數:14 教師台數:2

現代化共享模式

39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岩灣國小 群組名稱：YUPS 學生台數:3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40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南王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41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富岡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A 學生台數:12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B 學生台數:7 教師台數:1台
現代化共享模式

42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新園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4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1台
現代化共享模式

43 臺東縣 卑南鄉 國小 利嘉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平板A車 學生台數：40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平板B車 學生台數：15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44 臺東縣 卑南鄉 國小 賓朗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一甲 學生台數: 3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二甲 學生台數: 5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三甲 學生台數: 2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4：四甲 學生台數: 3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5：五甲 學生台數: 13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6：六甲 學生台數: 12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7：啟聰班 學生台數: 2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45 臺東縣 卑南鄉 國小 溫泉國小

平板群組：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24台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24台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12台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16台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12台 教師台數：1台。

1比1模式

46 臺東縣 卑南鄉 國小 初鹿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17 教師台數:1科任教師3

平板群組名稱2：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12 教師台數:1科任教師2

平板群組名稱3：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1科任教師2

平板群組名稱4：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12 教師台數:1科任教師2

1比1模式

47 臺東縣 卑南鄉 國小 東成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7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2：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7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3：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11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4：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48 富山國小

富山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甲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五甲 學生台數:14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四甲 學生台數:21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4：三甲 學生台數:21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49
富山國小

利吉分校

利吉分校

平板群組名稱1：六乙 學生台數:3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五乙 學生台數:3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四乙 學生台數:3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50 臺東縣 卑南鄉 國小 大南國小

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2台

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11 教師台數:2台

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12 教師台數:2台

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2

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16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51 臺東縣 卑南鄉 國小 太平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22 教師台數:0

平板群組名稱2：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20 教師台數:0

平板群組名稱3：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16 教師台數:0

平板群組名稱4：三年乙班 學生台數:15 教師台數:0

平板群組名稱5：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20 教師台數:0

平板群組名稱6：科任老師 學生台數:0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52 臺東縣 太麻里鄉 國小 三和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 3台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名稱2：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 5台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名稱3：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 11台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名稱4：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 14台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名稱5：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 7台 教師台數:2台

1比1模式

53 臺東縣 太麻里鄉 國小 大王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年一班 學生台數: 26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2：五年一班 學生台數: 23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3：四年一班 學生台數: 15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4：四年二班 學生台數: 15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5：三年一班 學生台數: 22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6：一年一班 學生台數: 16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54 臺東縣 太麻里鄉 國小 香蘭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8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3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4：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臺東縣 卑南鄉 國小



編號 平板架構模式班群分配縣市 學校名稱
鄉鎮市/

區
學制

55 臺東縣 太麻里鄉 國小 美和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六甲 學生台數：8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五甲 學生台數：7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四甲 學生台數：8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三甲 學生台數：4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二甲 學生台數：8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一甲 學生台數：8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56 臺東縣 太麻里鄉 國小 大溪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7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2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57 臺東縣 大武鄉 國小 尚武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 六甲 學生台數: 12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 五甲 學生台數: 11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 四甲 學生台數: 4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4： 三甲 學生台數: 9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5： 二甲 學生台數: 9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6： 一甲 學生台數: 4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58 臺東縣 大武鄉 國小 大武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一年級 學生台數:29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2：二年級 學生台數:19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3：三年級 學生台數:21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4：四年級 學生台數:20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5：五年級 學生台數:17 教師台數:1台

1比1模式

59 大鳥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DANPS 學生台數:35 教師台數:6台

平板群組名稱：AGPS 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1台
1比1模式

60

大鳥國小

愛國埔分

校

61 臺東縣 鹿野鄉 國小 鹿野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7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名稱: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5台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名稱: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10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名稱: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9台 教師台數:2台

1比1模式

62 臺東縣 鹿野鄉 國小 龍田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 4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2：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 7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3：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 8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4：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 6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63 臺東縣 鹿野鄉 國小 永安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101 學生台數:15 教師台數:0

平板群組名稱2：201 學生台數:10 教師台數:0

平板群組名稱3：301 學生台數:2 教師台數:0

平板群組名稱4：501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0

平板群組名稱5：601 學生台數:13 教師台數:0

平板群組名稱6：teacher 學生台數:0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64 臺東縣 鹿野鄉 國小 瑞豐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4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名稱：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8 教師台數:3台

平板群組名稱：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2 教師台數:3台

平板群組名稱：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0 教師台數:3台

平板群組名稱：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0 教師台數:2台

1比1模式

65 臺東縣 鹿野鄉 國小 瑞源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IPAD平板A車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7。

平板群組名稱2：IPAD平板B車 學生台數:22 教師台數:7。
1比1模式

66 臺東縣 關山鎮 國小 德高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4台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2：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2台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3：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5台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4：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6台 教師台數:0台

67 臺東縣 關山鎮 國小 電光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1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2：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7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3：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1 教師台數:0

平板群組名稱4：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68 臺東縣 關山鎮 國小 關山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一年忠班 學生台數:24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2：一年孝班 學生台數:24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3：二年忠班 學生台數:22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4：二年孝班 學生台數:23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5：三年忠班 學生台數:19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6：三年孝班 學生台數:22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7：三年仁班 學生台數:20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8：四年忠班 學生台數:23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9：四年孝班 學生台數:23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10：五年忠班 學生台數:26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11：五年孝班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12：六年忠班 學生台數:20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13：六年孝班 學生台數:21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14：愛班 學生台數:8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69 臺東縣 關山鎮 國小 月眉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一年級 學生台數:5

平板群組名稱：二年級 學生台數:3
1比1模式

臺東縣 大武鄉 國小



編號 平板架構模式班群分配縣市 學校名稱
鄉鎮市/

區
學制

70 萬安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 1：六年級 學生台數: 10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 2：五年級 學生台數: 7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 3：四年級 學生台數: 8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 4：三年級 學生台數: 7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71
萬安國小

振興分校

72 臺東縣 池上鄉 國小 福原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一年忠班 學生台數:19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二年忠班 學生台數:16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二年孝班 學生台數:15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4：三年忠班 學生台數:14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5：三年孝班 學生台數:12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6：四年忠班 學生台數:15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7：四年孝班 學生台數:12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8：五年忠班 學生台數:16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9：五年孝班 學生台數:20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10：六年忠班 學生台數:11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11：六年孝班 學生台數:14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73 臺東縣 池上鄉 國小 大坡國小

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7 教師台數：2

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2

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1

二年甲班學生台數：7：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74 臺東縣 東河鄉 國小 東河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2：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3：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10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4：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8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75 臺東縣 東河鄉 國小 泰源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7 教師台數: 1台

平板群組名稱2：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8 教師台數: 1台

平板群組名稱3：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10 教師台數: 1台

平板群組名稱4：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20 教師台數: 1台

平板群組名稱5：教師 學生台數: 教師台數: 8台

1比1模式

76 臺東縣 東河鄉 國小 北源國小
六年甲班 學生8 教師2

五年甲班 學生3 教師1
1比1模式

77 臺東縣 東河鄉 國小 都蘭國小
三甲 學生台數:11台 教師台數:2台

二甲 學生台數:16台 教師台數:2台

一甲 學生台數:10台 教師台數:2台

1比1模式

78 臺東縣 東河鄉 國小 興隆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甲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五甲 學生台數:8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四甲 學生台數:7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5：二甲 學生台數:2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6：一甲 學生台數:2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79 臺東縣 成功鎮 國小 成功國小

平板群組:六年一班 學生台數:26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六年二班 學生台數:24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五年一班 學生台數:22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五年二班 學生台數:24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四年一班 學生台數:18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四年二班 學生台數:19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三年一班 學生台數:21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三年二班 學生台數:21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二年一班 學生台數:16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二年二班 學生台數:18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一年一班 學生台數:20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一年二班 學生台數:20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天使班 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80 三民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本校一忠 學生台數:13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2：本校二忠 學生台數:14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3：本校五忠 學生台數:19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4：本校六忠 學生台數:12 教師台數:2

平板群組名稱5：分校 學生台數:18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81
三民國小

和平分校

82 臺東縣 成功鎮 國小 信義國小

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8 教師台數：1台。

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1台。

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1台。

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1台。

低年級 學生台數：0 教師台數：2台。

1比1模式

83 忠孝國小 群組名稱:平板A車 學生台數:12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臺東縣 成功鎮

臺東縣 池上鄉 國小

臺東縣 成功鎮 國小

國小



編號 平板架構模式班群分配縣市 學校名稱
鄉鎮市/

區
學制

84
忠孝國小

博愛分校

85 臺東縣 成功鎮 國小 三仙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 9 教師台數: 1台

平板群組名稱2：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 0 教師台數: 1台

平板群組名稱3：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 0 教師台數: 1台

平板群組名稱4：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 3 教師台數: 1台

平板群組名稱5：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 4 教師台數: 1台

平板群組名稱6：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 6 教師台數: 1台

1比1模式

86 臺東縣 長濱鄉 國小 長濱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 5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2：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 8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3：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 15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4：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 12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5：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 13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6：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 13 教師台數:1台

1比1模式

87 臺東縣 長濱鄉 國小 寧埔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2：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0台

平板群組名稱3：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0台

1比1模式

88 臺東縣 長濱鄉 國小 竹湖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1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2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4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4：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4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5：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1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6：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2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89 臺東縣 長濱鄉 國小 三間國小

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4 教師台數 1

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4 教師台數 1

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 0

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4 教師台數 0

1比1模式

90 臺東縣 長濱鄉 國小 樟原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 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3 教師台數:2台 1比1模式

91 臺東縣 金峰鄉 國小 介達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4 教師台數:3台

平板群組名稱: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名稱: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2台

平板群組名稱: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4 教師台數:2台

1比1模式

92 臺東縣 金峰鄉 國小 嘉蘭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15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2：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10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4：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14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5：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13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6：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12 教師台數:1台

1比1模式

93 臺東縣 金峰鄉 國小 新興國小

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15 教師：1

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14 教師：1

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12 教師：1

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11 教師：1

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6 教師：1

1比1模式

94 臺東縣 金峰鄉 國小 賓茂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17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2：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25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3：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24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4：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16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5：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18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6：平板A車 學生台數:0 教師台數:8台

1比1模式

95 安朔國小

平板群組二年甲班:學生台數:7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三年甲班: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四年甲班: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96
安朔國小

新化分校

97 臺東縣 達仁鄉 國小 土坂國小

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7 教師台數:1台

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3 教師台數:1台

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2台

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1台

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2 教師台數:1台

1比1模式

98 臺東縣 達仁鄉 國小 台坂國小

六年甲班學生台數：4教師台數：1

五年甲班學生台數：5教師台數：1

四年甲班學生台數：1教師台數：1

三年甲班學生台數：3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99 臺東縣 延平鄉 國小 桃源國小

二甲 學生台數:13台 教師:1台

三甲 學生台數:17台 教室:1 台

四甲 學生台數:14台 教師:1台

五甲 學生台數:12台 教師:1台

六甲 學生台數:14台 教師:1台

1比1模式

臺東縣 成功鎮

臺東縣 達仁鄉 國小

國小



編號 平板架構模式班群分配縣市 學校名稱
鄉鎮市/

區
學制

100 臺東縣 延平鄉 國小 武陵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12 教師台數: 4台

平板群組名稱2：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8 教師台數: 4台

平板群組名稱3：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 4台

平板群組名稱4：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15 教師台數: 4台

1比1模式

101 臺東縣 延平鄉 國小 鸞山國小
群組名稱1:五甲 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6台;

群組名稱2:六甲 學生台數:4 教師台數:6台
1比1模式

102 臺東縣 延平鄉 國小 紅葉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高年級 學生台數：26 教師台數：4台 1比1模式

103 臺東縣 海端鄉 國小 廣原國小

六年甲班-學生台數：7 教師台數：2

五年甲班-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2

四年甲班-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1

三年甲班-學生台數：10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104 霧鹿國小

A組 教師1+學生5

B組 教師1+學生5

C組 教師1+學生5

D組 教師1+學生5

1比1模式

105
霧鹿國小

利稻分校

106 初來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初來高年級 學生：20台 教師：16台，

學生17-20改教師
1比1模式

107
初來國小

新武分校

108 臺東縣 海端鄉 國小 崁頂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四甲 學生台數:8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三甲 學生台數:4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二甲 學生台數:2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4：一甲 學生台數:8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109 臺東縣 海端鄉 國小 錦屏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4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9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3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4：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5：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0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110 臺東縣 海端鄉 國小 加拿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一甲 學生台數:1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二甲 學生台數:1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三甲 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4：四甲 學生台數:2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5：五甲 學生台數:2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6：六甲 學生台數:3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111 臺東縣 海端鄉 國小 海端國小
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7 教師台數：1

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1

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2

1比1模式

112 臺東縣 綠島鄉 國小 綠島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平板甲車 學生台數:04 教師台數:02

平板群組名稱2：平板乙車 學生台數:11 教師台數:02

平板群組名稱3：平板丙車 學生台數:07 教師台數:02

平板群組名稱4：平板丁車 學生台數:06 教師台數:02

平板群組名稱5：平板戊車 學生台數:12 教師台數:02

平板群組名稱6：平板S車 學生台數:02 教師台數:02

1比1模式

113 臺東縣 綠島鄉 國小 公館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一年甲班 學生台數: 5 教師台數: 1

平板群組名稱2：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 10 教師台數: 1

平板群組名稱3：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 8 教師台數: 1

平板群組名稱4：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 7 教師台數: 1

平板群組名稱5：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 7 教師台數: 1

平板群組名稱6：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 8 教師台數: 1

1比1模式

114 臺東縣 蘭嶼鄉 國小 朗島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甲 學生台數:3台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2：五甲 學生台數:6台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3：四甲 學生台數:4台 教師台數:1台

平板群組名稱4：三甲 學生台數:4台 教師台數:1台

1比1模式

115 臺東縣 蘭嶼鄉 高中 蘭嶼高中
高一２１台 高一教師１台 /

高二２１台 高二教師１台 /
1比1模式

116 臺東縣 蘭嶼鄉 國小 蘭嶼國小

六年甲班 學生臺數:6

五年甲班 學生臺數:4

四年甲班 學生臺數:6

三年甲班 學生臺數:5

1比1模式

117 臺東縣 蘭嶼鄉 國小 椰油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 8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 7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 14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4：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 13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5：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 13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臺東縣 海端鄉 國小

臺東縣 海端鄉 國小



編號 平板架構模式班群分配縣市 學校名稱
鄉鎮市/

區
學制

118 臺東縣 蘭嶼鄉 國小 東清國小

平板群組名稱1：六年甲班 學生台數:7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2：五年甲班 學生台數:5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3：四年甲班 學生台數:10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4：三年甲班 學生台數:6 教師台數:1

平板群組名稱5：二年甲班 學生台數:2 教師台數:1

1比1模式

119 臺東縣 臺東市 國中
育仁高中

附設國中

120 臺東縣 臺東市 國中
均一高中

國中部
111_JH 學生27 教師1 1比1模式

121 臺東縣 臺東市 國小
均一高中

國小部
111_E 學生26 教師1 1比1模式

122
iPad-群組名:專辦iPad，學生77台

Chrome-群組名:專辦Chrome，學生45台

Android-群組名：專辦Android，學生7台

訪客模式

123

A 學生26+教師1

B 學生25+教師1

C 學生20+教師1

D 學生19+教師1

1比1模式

124 不設群組

125 不設群組 1比1模式

126 不設群組 1比1模式

127 群組名：專辦iPad，教師10台 1比1模式

合計

專案辦公室

研發中心-康樂國小

備品-蘭嶼高中

備品-椰油國小

備品-綠島國小

專案辦公室-256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