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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九大分區資訊組長專業社群召集學校 

107年度 5月份聯席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 年 5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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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吳安絜 

肆、主席致詞：略 

伍、 業務報告： 

一、 資訊推廣組： 

(一) 國中小前瞻計畫: 

1、 為進行國中小前瞻盤點作業，因尚有組長未註冊教育雲帳號(如附

件 )，請各分區代表提醒組長收信 -校務行政帳號 (自訂帳號

@ntpc.edu.tw)，並依信件內容指示，完成教育雲端 OpenID 帳號申請。 

2、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校園智慧網路與智慧教室設備盤點系統」各校填

報時間為 107 年 5 月 14 日至 5 月 25 日(暫訂)，將再發文通知各校時

程及相關資訊。 

3、 107 年建置項目: 

(1) 強化班級網路環境含班級無線網路環境，目標每班佈建 1 臺無線 AP

（本年度預計先行建置 50%班級），並於各班級提供 2 個有線網路連線

埠（CAT 6）。 

(2) 整合各班資訊影音設備，各班建置 1 組資訊設備暨影音整合控制器。 

(3) 建置各校集中式虛擬機房及伺服器(全市規劃)。 

(4) 建置集中式校園智慧網路管理系統(全市規劃)。 

4、 108 年建置項目：規劃以校為單位建置互動教室，每校至少 1 間，包

含大尺寸觸控螢幕、平板電腦及充電車等，細節需待教育部核定。 

5、 109 年建置項目：將依教育部核定及屆時發展成熟之數位學習設備為

主要建置項目。 

(二) 本學期資訊組長增能研習所錄製的影片，已放在本局數位學習影音網

(http://estudy.ntpc.edu.tw/Page/Index.aspx)，請以校務行政系統帳號密碼登入瀏

覽（路徑：首頁/影音服務/資訊組長研習）。 

(三) 107 年行動學習新進學校 22 校，請於 107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五）下

午至教研中心領取 1 顆 AP，現場提供 AP 使用教學，細節將另函通知。 

(四) 107 年度全國貓咪盃-SCRATCH 競賽暨創意市集活動，今年由高雄市主

http://estudy.ntpc.edu.tw/Pag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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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地點假義守大學，明年將由彰化縣主辦，本屆共 21 縣市近 310 人

參與，本市參賽 8 隊全數獲得獎項，其成績如下: 

1、 國小遊戲組：莒光國小佳作、裕德高中(國小部)佳作。 

2、 國小動畫組：碧華國小佳作、昌隆國小佳作。 

3、 國中遊戲組：三芝國中優等、華美美國國際學校佳作。 

4、 國中動畫組：大觀國中佳作、林口國中佳作。 

5、本屆各縣市獲獎情形： 

基隆市:佳作以上 2個 臺中市:佳作以上 4個 高雄市:佳作以上 6個 

新北市:佳作以上 8個 南投縣:佳作以上 4個 屏東縣:佳作以上 3個 

台北市:佳作以上 3個 彰化縣:佳作以上 7個 宜蘭縣:佳作以上 4個 

桃園市:佳作以上 5個 雲林縣:佳作以上 2個 花蓮縣:佳作以上 6個 

新竹市:佳作以上 3個 嘉義縣:佳作以上 2個 臺東縣:佳作以上 5個 

新竹縣:佳作以上 2個 嘉義市:佳作以上 2個 金門縣:佳作以上 3個 

苗栗縣:佳作以上 5個 臺南市:佳作以上 3個 連江縣:佳作以上 1個 

(五) 107 年北區四城市中小學學生專題寫作決賽由本市主辦，於 107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一)假本市大觀國小辦理完畢，本市共獲 3 隊特優、4 隊

優等及 5 隊佳作，獲獎隊伍如下： 

1、特優：重陽國小、光復高中國中部(NTJ025)、淡江高中。 

2、優等：新莊國小、光復高中國中部(NTJ007)、海山高中、秀峰高中。 

3、佳作：莒光國小、廣福國小、秀峰高中國中部(NTJ012、NTJ015) 、

南山高中。 

二、 系統平台組： 

(一) 有關校園網站軟體黑快馬預計於 107年 4月 30日至 5月 7日進行 RPage

系統更新，請已使用 RPage 之學校於 107 年 5 月 7 日之後再進行無障

礙 2.0 機器檢測。 

(二) 親師生平台近期新增相關內外部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與「康

軒載即便」，前者可瀏覽逾萬冊電子書，後者可直接下載康軒教材庫資

源。另「積點銀行」、「積點商城」、「數位儀表板」、「行動學習智能考

題系統」等開放測試，若有任何建議可洽本科胡翰民輔導員洽詢

（29603456 分機 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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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管資安組： 

(一)106 學年度九大分區資訊服務健檢團試辦計畫 

(二)前瞻計畫執行進度說明：網路基礎工程計畫 

1、4 月完成無線廠商約訪及設備抗壓測試方式協調及設備預測，預計 107

年 5 月初進行無線基地台抗壓測試；5 月中旬請原廠代理商推薦有能

力之系統整合商，並進行服務建議書審閱，將邀請九大分區資訊中心

學校代表於 5 月下旬參加抗壓測試及系統整合商服務建議書說明報告

會議。 

2、校園網路設備數量之精算清點進度：第一階段兩季巡迴人員清點校園

網路設備及副控使用埠數清點統計，統計資料已於 107 年 4 月 27 日完

成。第二階段將由學校組長進行數量確認。回收確認資料後，整體數

量將為採購及建置數量依據。目前確認之 EXCEL 表供大家參考，後續

統計網頁部分，將請業務同仁設計完成後，供各校專責人員上網填報

分區 學校 健檢日期 已到校健檢主要狀況

說明 

瑞芳分區 九份國小 4/10(二)上午 9 時 無線 AP故障未報修。 

瑞亭國小 4/12(四)上午 9 時 因從主控拉線過長至辦公
室，導致有線網路速度

慢，且光纖線路故障，同
時接 hub於辦公室使用。 

和美國小 4/19(四)上午 9 時 30 分 幼兒園、宿舍及行政辦公
室有線網路速度慢，查原

因為自行接 100Mbps hub
所導致速度受限。 

七星分區 萬里國中 4/20(五)上午 10 時 學務處副控 L2需更換，評
估為導致技藝中心網路問

題；該處辦公用電腦自行
接 100Mbps hub，導致速度

受限。 

淡水分區 鄧公國小 5/8(二)上午 9 時  

文山分區 福山國小 5/10(四)上午  

雙和分區 頂溪國小 5/22(二)上午 9 時 30 分  

三鶯分區 三多國中 5/29(二)  

板橋分區 重慶國中 6/5(二)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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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3、線路工程：約訪三家一線工班，確認施工標準、爭議工程細節施作及

驗收方式，並請廠商提供報價，對於搬移機櫃及副控設備安置定位進

行工程施作建議及價格估算；另請學校提出機櫃數量需求。5 月將對

於機櫃配線施作方式進行討論，施作工法請大家提供相關建議及意

見，供專案施工計畫寫作參考。 

4、智慧網管系統預計於 5 月開始進行廠商約訪，網管系統將提供學校網

管人員網管介面、了解管控校園網路，並提供整體大數據供後續分析

軟體運用。 

(三) SNGN 維運服務案宣導： 

1. 若網路設備發生故障，建請學校網路管理人員，務必至 CC 平臺報修

及致電 80723456#531、532 請駐點人員進行處理。 

2. 到校健檢時發現 AP 故障率偏高，教育局將要求每季巡迴人員確實檢

查設備，也請學校管理人員依據現況確實確認後再於維護單簽名。

另將於 107 年 6 月份會議，說明廠商到校巡迴工作項目，並且研議

線上滿意度問卷可能性。  

陸、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暑假各分區第二期「教師教學科技增能培訓」辦理內容及課程時

數，提請討論。 

決議：本次增能培訓每區時數至多 36 小時，可視各區培訓內容、師資狀況調整

場次數量，方便各區教師利用暑期時間進行研習；請教資科同仁儘早提

供培訓草案、研習主題方向及經費額度，以利各分區規劃課程內容及安

排時間。 

案由二：有關前瞻計畫案之普通教室新增網點，副控點亦需增加交換器，建議

新增光纖或網路線直接連至機房，以確保連線品質，提請討論。 

說明：普通教室新增網點後，原有副控點交換器的埠數需求成倍數成長，如果

新增交換器，建議新增光纖或網路線直接連至機房，以確保連線品質。 

決議：前瞻計畫經費優先以達到教育部所訂目標規劃，光纖線路因價格因素恐

難納入本次計畫工程內；若學校機房與副控距離未超過 100M，可以考慮

運用班級冗餘線路做頻寬擴充，並且兼具備援線路功能。 

案由三：建議親師生平台中所提供的資源網站，都能支援單一簽入，以簡化及

一致登入方式，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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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親師生平台中所提供的資源網站大都已支援單一簽入，教師及學生都可

以很方便的使用各種資源進行教學及學習，惟部份網站仍需再次登入(如

程式教育網站下的 code.org)，建議也能支援單一簽入，以便於教師教學

與學生學習。 

決議：有關將 code.org 支援本市單一簽入功能，將與該機構聯繫研商介接可能

性，惟其為國際組織，為新北客製化機會較低；親師生平台上學習資源

（具帳號認證機制者）皆已使用單一簽入功能。 

柒、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前瞻計畫是否有購置電子白板等智慧教室規劃，提請討論。 

決議：前瞻計畫 3 年重點計畫，第一年以強化網路基礎建設為主；第二年以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以每校設立一間創新互動教室(設備如師生使用平板電

腦、觸控螢幕、充電車等)；第三年將視前 2 年執行狀況及資訊發展趨勢

做滾動式調整。 

捌、散會(下午 12 時 05 分) 

 

http://co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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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