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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九大分區資訊組長專業社群召集學校 

106年度 12月份聯席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貳、會議地點：新北市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3 樓藍館 

參、主持人：吳科長佳珊(許專員瑜紋代)                   記錄：吳安絜 

肆、主席致詞：略 

伍、 業務報告： 

一、 資訊推廣組： 

(一) 新北市 106 學年度程式教育「一小時玩程式」推廣活動計畫，證書上傳

已於 106 年 12 月 1 日截止，參加人數約 1 萬 9,000 人，於本會議中進

行公開抽獎(獎項如附件)，並訂於 106 年 12 月 11 日(一)於活動網站

(http://hoc.ntpc.edu.tw)公告獲獎名單。 

(二) 新北市 2017 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活動推廣計畫，已於 106 年 11 月 3 日

截止報名，挑戰賽期間自 106 年 11 月 13 日至 12 月 1 日止，本市報名

人數約為 2 萬人，是六都報名人數最多且參加比率最高的縣市。 

(三) 107 年度寒假青少年休閒育樂活動經調查預計有 14 個營隊開辦，感謝學

校踴躍辦理。 

(四) 為配合高雄市舉辦 107 年度全國貓咪盃-Scratch 競賽及創意秀活動，本

市 2018 Scratch 競賽及創意秀實施計畫於近日內發函至各校，請踴躍

報名參加。 

(五) 新北市 107-108 年行動學習學校遴選，報名至 106 年 12 月 8 日（星期

五）中午 12 時截止，請有意願申請學校至校務行政系統線上填報完成

申請作業。 

二、 系統平台組： 

(一) 校務行政帳號功能權限分配 

身分別 人事主任(教師) 資訊組長(教師) 使用者(教師) 

註冊組長(學生) 各班導師(學生) 使用者(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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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版校園網站預計於今年底前完成與 OpenID 介接事宜，預計於明年提

供學校申請安裝。 

三、 網管資安組： 

(一)校園網站主機自管學校的主機弱掃報告，已寄給各自管校。 

(二)106 年 12 月將陸續辦理 6 所學校到校資安輔導，協助學校檢視資安管理

情形，並提出建議解決方案，名單已發文學校。  

(三)近期 DNS 服務偶有運作緩慢或異常情形，經查應是當學校透過自設 NAT

對外連線時，連結至 Google QUIC 服務時預設會使用 UDP port 443，另

加上 DNS 服務預設使用 UDP port 53，造成 UDP session 總數超過防火

牆限制而遭封鎖所致，本局將研議在符合資安規範下調整 UDP session

數限制之可行性，以防止類似情形影響 DNS 服務運作。  

(四 )請各校若有網路設備故障或設定問題，請多加利用 CC 平台

（http://cc.ntpc.edu.tw/）報修或聯繫駐點工程師詢問（80723456 分

機 531、532）。  

(五)106 學年度九大分區資訊服務健檢團試辦計畫 

各班導師(家長) 各班導師(家長) 使用者(家長) 

輔導組長(志工) 輔導組長(志工) 使用者(志工) 

權限 帳號新增與啟用 

帳號刪除與停用 

還原密碼 

無線網路啟用與停用 

校務服務啟用與停用 

帳號完成度查驗 

帳號匯出 

帳號檢核與同步 

帳號異動記錄查詢 

自訂帳號 

更改密碼 

備用信箱驗證 

重設密碼 

分區 學校 健檢日期 參與人員 健檢結果 
退休教師 局端 

瑞芳

分區 

雙溪國小 11/14(二) 陳國全 

莊政儀 

吳安絜 1. 到校處理完畢。 

2. 設備於保固期間，請該

校依流程報修。 

http://cc.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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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校務行政系統之請假模組與公務填報模組在 IE 瀏覽器下無法正常

使用，提請討論。 

說明：校務行政系統之請假模組與公務填報模組在 IE 瀏覽器下會一直停留在

loading 的畫面，無法繼續操作，在 Chrome 瀏覽器則可以正常使用。 

決議：本案將請維護廠商協助修正，惟經確認僅能支援至 IE11 版本，故亦會檢

查使用者之 IE 版本，並提醒更新以提高電腦安全性。  

案由二：校務行政系統之班級學生的獎懲紀錄，彈出疑似惡意程式入侵，提請

討論。 

說明：校務行政系統之「學生獎懲系統」模組，導師預設權限為「瀏覽」，該權

限原先可以查看班級學生的獎懲紀錄。至本學期開始導師們陸續發生欲

查看班級學生獎懲紀錄時，系統彈出疑似惡意程式入侵的訊息警告對話

3. 無後續追蹤事宜。 

文山

分區 

和平國小 11/14(二)  李煒 1. 到校處理完畢。惟部分

問題（未納管之無線基

地臺及網路連線速度

等），已由李煒老師轉

請駐點工程師協助，並

列管。 

2. 提供初步協助，學校依

程序處理。 

三鶯

分區 

鳳鳴國小 11/21(二)  李煒 

吳安絜 

1. 校園內無線上網需

求，因訊號微弱，建議

加裝無線基地臺。 

2. 網路訊號不穩：建議學

校測試速度後，如排除

設備問題後，重拉線

路。 

淡水

分區 

育英國小 12/12(二) 陳國全 吳安絜  

新莊

分區 

中港國小 12/27(三) 張文杰 吳安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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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並於倒數結束後，自動登出系統，造成無法確實查看班級學生的獎

懲紀錄，且還需重新登入系統的困擾。 

決議：本案導師權限異常業已修正完畢，瀏覽權使用者已可正常查詢獎懲紀錄。 

案由三：有關校園 DNS/DHCP 管理平台是否會增加 DHCP 管理功能，提請討論。  

說明：DNS/DHCP 管理平台(http://web2d.ntpc.edu.tw)左側選項只有 DNS 管理，

是否會增加 DHCP 管理功能。 

決議：經查 WebDHCP 功能已初步建置完成，惟因目前學校所分配網段較為分散，

故仍需針對網段設定部分進行系統調整，將俟調整完成後再行通知。 

案由四：有關 107 年前瞻計畫智慧型教室採購案，提請討論。  

說明：107 年前瞻計畫-智慧型教室採購，是否在確定要執行前，請局端先行調

查符合實際需求的教室內的 3C 設備，或委由九大區代表及行動學習績優

學校老師代表參與計畫，採購符合本市適宜的設備，以免閒置。  

決議：本案同 11 月份會議臨時動議決議，本局已向教育部提報計畫爭取經費，

該經費須配合教育部指定辦理項目，其餘經費執行方向，將俟教育部確

定補助額度後，邀集本市長期推動資訊教育之校長及教師參與，並成立

專案小組，討論後續計畫細節，以符合現場教學所需。 

柒、臨時動議 

案由一：有關反映新北校園通 APP 移除後仍出現推播訊息，提請討論。 

決議：新北校園通 APP 移除後仍出現推播訊息，經查原因為使用者在瀏覽新北

市親師生平臺網站時，會出現要求「顯示通知」的權限，點擊「允許」

後，即會持續接收到網站所發出的各種推播通知，而非由 App 所發出。 

(一) 通知視窗顯示設定：前往 Chrome 設定≡→進階設定→隱私權→內容

設定→通知，將看到相關的通知設定。選擇要允許所有網站通知、

網站要求顯示時通知我、不允許所有網站通知我。 

(二) 關閉或允許特定網站的推播：前往「管理通知例外情況」進階設定，

依照網站個別選擇要允許或者封鎖通知欄彈出。 

案由二：建議更新教育局 FTP(ftp.ntpc.edu.tw)上應用軟體版本，提請討論。 

ftp://ftp.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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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鑒於自由軟體逐漸成熟，功能亦逐漸完備，建議學校可優先使用功能相

近之自由軟體，惟本局仍將視預算情形，研議辦理原有應用軟體更新事

宜。 

捌、散會(中午 12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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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6 學年度一小時玩程式推廣活動計畫獎品 

 
 

 

編號 獎      項 數量 

1 acer B118 筆記型電腦 1 

2 Chromebook 筆電  1 

3 Acer 雲教授標準包 1 

4 行動電源 
10 

5 英國貝爾熊健康水瓶 
20 

6 Ktduino 基礎入門套件 10 

7 造型一卡通 10 

8 手機充二合一電線 15 

9 新北創客套件組 5 

10 LED 手持風扇 25 

11 貓咪證件套 50 

12 程式校園 3+1 L 夾 80 

13 新北校園通 L 夾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