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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共享，我們的均一時代。
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2 0 1 8  年度報告

均一平台註冊使用者達

均一平台平均每週使用者 

1,394,796 人

43,737 人

影片觀看次數 636,239 次 ； 較去年成長 9.59%
練習題作答次數 11,212,041 次 ； 較去年成長 37.42%
 

團隊成長至  25 人

小額捐款共  18,774,533 元

企業贊助共  16,007,702 元

捐款者助攻團社群人數 859 人

0 2 . 年度成果

嗨!
我們是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我們相信每位孩子都應有
均等的學習機會、獨一無二的學習步調，來面對時代的變
遷、共創更好的未來。

非常感謝您打開我們今年度的成果報告，誠摯邀請您與
均一攜手回顧 2018、展望　2019，並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
持，期望未來的路能有您持續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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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說明－讓數字說真話 未來展望

Jan 第三季星空探險隊－火星之旅 創下歷年來參與人數最高記錄！
ShareClass 平台上線
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 Logo 誕生

Feb 均一教育平台註冊人數突破 100 萬

June
均一日「小小均一代言人！」－這次我們向全台的中小學生募
集介紹均一教育平台的影片，收到來自全台各縣市孩子的創
意炸彈！

July 第二屆磨數營－讓更多孩子因為用均一愛上學習數學！

Oct 雜學校 X 均一－策展主題：「如果學習可以重來」，你會想要
改變些什麼呢？

Dec 第四季星空探險隊－星空探險隊首度出現寶箱抽獎，老師跟
孩子們同心協力算數學。

Aug
共享班級、自主卷上架均一新功能上架！
均一神助攻集資案達標－用盡洪荒之力招財，感謝所有支持
我們的天使。

優化使用體驗

提升學習成效

自組卷

教師自組卷有兩項主打功能：自行選題、自行排序。

透過這兩項功能，教師可以依照學生程度、教學進度與評量目的設計出

符合需求的評量，讓教師可以更彈性的使用均一進行教學。

共享班級

共享班級讓老師透過連結分享班級的任務頁面，擁有連結的對象能查

看學生的任務完成率、分析報告、錯題集等資訊，讓多位師長能同時查

看同一個班級的教學進度，減少溝通時間，也補強孩子的學習效果。

培養核心素養，提升自學力

2018 年均一專注於研究如何幫助學生培養核心素養及擁有自學力，讓

孩子能夠自主學習並提升學習動機。因此我們提高了影片質量，將狐狸

貓元素加入課程影片、遊戲內容等，讓影片能夠增添故事性和趣味性，也

透過提升影片畫面感，製作出讓學生喜歡又學得會的影片，提高孩子學

習成就感。

面對 1 0 8  課綱，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108 課綱將於 2019 年 9 月上路，均一也跟上了這波課綱修改的浪潮，

我們希望透過課程設計結合生活以及時事議題開發主題性課程影片內

容，提升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培養核心素養。我們的目標是開發科目

整合度高的課程內容，讓每個學生能藉此增強自身能力及學力，並運用

所學面對未來生活、解決問題。

我們於 2018 年新增教學影片共 667 部
新增習題 4,213 題
並優化了 18,568 題習題

2018 年我們開發了許多協助老師在課堂中使用均一的功能，

其中兩大重要功能：

我們將透過四個部分說明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在 2018 年的成果，分別是：

優化使用體驗

提升教學成效

2012 年啟用均一教育平台 START
至今已有國高中數學、自然、英文、電腦科學等科目

教材包含教學影片、教學習題以及補充教材

平台於學生註冊人數於 2018 年已達 139 萬人

教學現場推廣 

現場教師培育

我們希望均一教育平台除了擁有良好的使用體驗以及提升學習成效的

教學內容之外，更希望能讓均一教育平台在教學現場被老師與學生妥

善使用。

在 2018 年我們舉辦了 92 場縣市或校園研習與工作坊，共有 2,246 位

教育工作者們參與，我們深入教育現場讓老師們更了解均一，並拜訪 50

間學校與老師們進行觀議課，給與最直接的回饋與幫助，讓均一成為老

師課堂中最好的助教。

除此之外，我們也創立「均一教師PA」臉書社團，讓老師們可以藉此社團

獲得最新資訊與進行相關討論；舉辦「均師聯盟」活動，邀請使用均一的

老師們齊聚一堂，進行經驗分享與課程共備，共同激盪出更多教育改革

的火花。

縣市合作補救教學

均一於 106 學年度開始與教育部國教署、屏東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合作

「數學科補救教學試辦計畫」，希望透過均一教育平台讓落後的孩子利

用個人化學習工具與模式回到正常課堂，亦透過專案人力與資源推動「

課中補救教學」模式，提升落後孩子基本學力。

參與本計畫之學生為數學科學習評量成果顯現學習較低成就者，我們

會依照學生之實際學習進度編班，另聘專案教師運用均一平台教材針

對學生較弱勢的主題進行教學，若於期末通過補救教學測驗便可回到

原班，以此落實「適性化課中補救」。

我們已提供全台 20 校 導入均一課中補救教學教師訓練，實行學校學生

補救教學通過率皆有提升，希望未來能再優化目前的教學模組並擴散

至更多學校使用。

維持財務健全

過去財務由董事、企業及許多大眾支持，為求財務健全發展，我們希望資

金結構比例是 10%  來自董事會、 45%  來自企業募款、 45% 來自大眾小

額定期定額捐款。為達成這樣的目標，我們發起第一次群眾募資案「均一

神助攻」，在這次募資案中我們獲得 2,199 位支持者贊助、每月 102 萬

元的定期定額捐款。

強化均一品牌

品牌是一個組織所提供服務或產品的象徵，在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成立

後，我們便積極的建立均一的獨特品牌形象，讓大眾能更加理解均一的

理念與行動，進而加入這場教育改革的行列。

我們也希望透過各種活動與更多支持者互動，因此我們在 2018 年 6 月

 1 日的均一日舉辦了「均一代言人」活動，向全台中小學生募集介紹均

一教育平台的影片，透過全台各縣市孩子們活潑創意的眼光介紹均一。

均一也參加了亞洲最大創新教育展「雜學校」，以「如果學習可以重來」

為主題，透過讓觀眾回想過去自身學習階段中曾經歷過的學習障礙，進

而了解這些都是均一正在努力解決的障礙，本次參展共有超過 1,000  

位觀眾與我們互動，均一也在本次策展中獲得 2018 雜學影響力獎，希

望未來能夠持續發揮我們的影響力！

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為不靠政府補貼之非營利組織，一路上靠許多的

天使夥伴與貴人們的協助，讓我們在第一年的獨立之路走得非常順利，

所有支持者給予我們的一分一毫都彌足珍貴，我們必當抱持感恩之心

做最有效的運用。

在未來的階段性目標中，均一將在五年內達到每週活躍使用者 50 萬人，

影響超過 1 萬位教師深度使用均一，因此我們會繼續透過以下幾個面向

深耕校園:

1.優化網站使用功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如：建立學習目標管理系統、

  結合人工智慧 AI 的推薦學習功能、優化手機版使用頁面。

2.因應 108 課綱開發教學內容，融入素養教學，培養學生在生活情境中

  理解並應用知識的能力。

3.開發電腦科學相關教學內容，讓學生具備基礎程式能力，以面對未來

  科技越發重要的社會。

4.開發與弱勢課輔體系合作的管道，將均一的使用導入弱勢課輔班，幫

  助更多弱勢的學生找回學習的動力。

上課鐘聲響起，教室裡的風景中，有些學生按自己的學習進度邊看影片

邊抄筆記、練習習題，學生們互相討論學習內容，而老師在台下輔導提

出疑問的學生。

這是均一期待未來能看見的教室風景，透過均一教育平台擔任老師與

學生的「智慧助教」，學生們可以按照自己的學習步調往前走，找到學習

自信心，在未來每個孩子都能夠樂於學習，擁有走向世界的能力、回饋

社會的心懷。

支出說明：

軟體研發組

包含軟體雲端服務費用、團隊人事費用、訓練支出等。

教育內容開發組

包含教材製作設備與人事費用。

推廣行銷組

包含全台推廣團隊交通與人事費用、推廣活動費用。

營運管理組

包含基金會管理行政人事費用、勞健保與勞退支出、基金會行政費用和營運費用。

穩定組織發展 

2018  年是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的第一年，過去均一教育平台由誠致教

育基金會支持，由方新舟先生擔任董事長，在世代交棒之後， 2018 年由

呂冠緯執行長帶領全職夥伴展開獨立之路。除了希望對外提供改變力量

之外，均一也需要維持組織內部穩定的發展，最重要的營運項目包含財

務健全以及品牌建立。

教學現場推廣

穩定組織發展

PA

舉辦縣市研習 92 場
參與人數 2,246 人

拜訪 50  間學校與進行觀課

長期提供全台20校均一導入課中補救教學教師訓練

教師PA社群使用者人數 4,463 人

積極進行縣市推廣：與台北市、新北市、宜蘭縣、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
台中市、南投縣、雲林縣、高雄市、澎湖縣、金門縣、屏東縣、花蓮縣合作。

星空探險隊參與班級數 1,600 班，參與人數 18,39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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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89,664
總收入

收入金額比例

支出金額比例

$63,581,101
捐款總收入

$32,650,617
總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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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3

$92,340

$63,581,101

$16,007,702

$18,774,533

$28,798,866

$4,886,331

$11,179,565

$7,774,638

$8,810,083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捐贈收入

個人小額

董事會

推廣行銷組

軟體研發組

營運管理組

教育內容開發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