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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九大分區資訊組長專業社群召集學校 

108年度 4月份聯席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8 年 4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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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吳安絜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追蹤列管事項： 
案號 案由 辦理情形 

1. 採購合約相關資料放置

(查詢)位置。 

已由承辦學校建置，並放置於學校網

頁，以利提供相關更新資料。本案解

除列管。 

2 提早進行校園網站黑快

馬的會員機制結合 OPEN 

ID 可行性。 

已與廠商討論並取得工作時程與經費

評估，待行政程序及招標作業完成

後，預計 108 年 6 月底可提供各校使

用；本案持續列管。 

3 避免親師生對 AP 裝在

教室有疑慮之說帖進

度。 

1、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解

釋，無線 AP 之電磁波屬於非游離輻射

(無熱效應)，其電磁波粒子的能量太

低，並不會打斷化學鍵結，及破壞生

物細胞分子，所以對人體無害。詳見

NCC 官網 Q&A 及相關教材皆有說明。

https://memf.ncc.gov.tw/faqs.aspx 
2、請學校協助轉知家長有關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NCC)對於無線 AP 電磁波

解釋。 

3、本案解除列管。 

4 國中小校務行政系統模

組「競賽獎勵管理」增

加搜尋公告內容可行

性。 

已請廠商評估開發，預計 108 年 4 月

底可將此功能上線，於下次會議報告

進度。 

柒、新追蹤列管事項 
案號 案由 

1 校園網站廣告模組有 bug 以及憑證過期。 

2 有關條列必須停止使用校園網站網韻版本之原由，請教育局周

知各校。 

https://memf.ncc.gov.tw/faq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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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前瞻計畫校園無線工程線路工程及影音整合控制器採購案

相關合約於教育網路中心網頁(enctc.ntpc.edu.tw)，以利學校查

詢。 

捌、業務報告： 

一、 資訊推廣組： 

(一)有關國教署「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設備」補助案，日前更名為「108 年

度充實設施設備」，更新版表件請於國教署網頁(http://gg.gg/di5hc)

下載，另申請注意事項請參照 本局 108 年 3 月 26 日新北教工環字第

1080447561 號函。 

(二)檢附「新北市 107 學年度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科技教育教學與學習及

探索活動』實施計畫」(附件 1)，辦理期程自計畫公告日起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止，惠請鼓勵學校踴躍申請。本案計畫已於 108 年 4 月 2 日函

發至本市公立國中小學校，補助每校以新臺幣 5 萬元（經常門）為上限，

各校應依實施內容及其辦理方式編列經費概算表送校內會計室審核，未

列舉之項目依相關規定或實際需要核實編列。辦理對象以學生為主體，

教師次之，辦理形式可為競賽、活動、營隊、社團研習課程等。 

(三)檢附「新北市 2019國中小學生 SCRATCH程式設計競賽複賽獲獎名單」(附

件 2)，頒獎典禮將於 108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五)下午於明志國小體育館

舉辦。 

(四)感謝各校指導學生參加新北市 108 年度「Fun 寒假」寒假任務，本次計

有 8,259 位學生完成素養任務，4,408 位學生完成學科任務。得獎名單

已公布於本市親師生平台「新北市寒假任務網站」。積點趣銀行點數亦

於 108 年 3 月 25 日匯入學生帳戶，請協助轉知學生。 

(五)108 年 4 月份預計辦理「新北市 X 學習吧 108 年度線上學習活動」，透過

線上中、英文課程，幫助學生養成閱讀習慣並訓練閱讀理解能力，利用

AI 機器人幫助學生練習朗讀口說，搭配線上即時測驗檢核學生的閱讀理

解程度，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模式，請鼓勵師生踴躍參加。 

(六)新北市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資訊有Ｉ傳遞 I 試辦計畫案例分享-鄧公國

小、坪頂國小及忠山國小。 

(七)前瞻計畫下一年度建置項目將於 108 年 8 月進行草擬，預計 10 月確定

並進行招標程序，現行計畫項目為初步規劃，後續仍會滾動式修正，預

計於 108 年 5 月(暫訂本案 5 月會議結束後)進行討論，屆時亦提供五都

於前瞻計畫建置或採購項目供參考。 

二、 網管資安組： 

(一)108 年前瞻計畫智慧網路管理案(總金額 1,200 萬)，廠商提供優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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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L3(Dlink3620)、L2(Dlink1510)設備延長保固至 113 年 1 月。人力

駐點服務部分，需等 6 月完成全部學校佈建後，再行評估智慧網管維運

功能，預期可降低維運人力需求。 

(二)前瞻計畫校園無線工程線路工程 108 年 3 月 19 日已完成 SOP 訂定，4

月開始將依據規範及 SOP 範本大量建置。請組長協助監督工程品質。

若 有 任 何 疑 慮 ， 隨 時 使 用 工 程 管 控 網 頁

(http://wifiproject.hwacom.com/)、 line 群組、Email(alfred@ntpc.edu.tw)

提出異議，請聯絡各區學校知悉，並由廠商(華電)單一窗口 Eric(手機

0952-235377)立即協助處理各校反映問題。目前廠商代表 Eric 在區代表

群組，可即時回覆問題及排除問題。每週二上午 11 時於大觀國中辦理

工程管控會議，歡迎大家抽空參與，另每月最後一週週二於招標學校(正

德國中)進行一次總工程管控檢討會議。 

(三)感謝九大區代表參與前瞻基礎工程品質檢測，秀山國小、北新國小、新

店國小、鄧公國小及林口國小 5 所 Demo site 試作後 SOP，作為廠商施

作品質之範本，對於整體工程品質提升幫助甚鉅。無線設定技術部分，

經新莊國小蘇志展老師及江翠國中梁智勇老師與廠商進行兩次會議研

商後，目前擬開設一個隱藏的 SSID ClassXXX，經 QR code 掃描登入後，

可將教室內設備及載具加入至同一 Broadcast Domain 使用。目前設備設

定部分，預計 4 月先在新莊國小進行實驗。 

(四)感謝全體老師對於前瞻計畫校園基礎建設計畫的協助，從健檢團、Demo 

site 提供的環境困境回饋及各區代表協助帶隊到校勘查 Demo Site 給予

的回饋，訂定出一套務實可行的 SOP。另外針對試作期間提供錯誤態樣

的學校(新店國小、海山高中、成州國小)，依合約後續會請廠商儘速拆

除進行重建。另有學校表示廠商約定場勘時間卻未到情形，將向廠商華

電公司反應，並列入列管會議檢討。 

(五)108 年 4 月 1 日有部分學校收到資安事件通報，經電話詢問教育部資安

通報平台承辦人確認，因行政院技服中心於 108 年 1 月收到 1 份信箱密

碼外洩名單，故教育部於 108 年 4 月 1 日透過資安通報平台發送至疑似

外洩帳密的學校，請學校確認並回覆，初步查核外洩密碼多為學校自建

帳密，部分屬於未停用帳密外洩，少數是無該帳密或使用 google G Suite

帳號，請學校加強宣導，長期未使用或已不使用之帳密請停用或移除，

並提醒師生定期變更密碼，以防密碼外洩。 

(六)資訊安全線上填報管理系統於 108 年 4 月開放線上填報，填報至 108 年

7 月 26 日止，今年題型配合資通安全法及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新增及修

改題目，請學校務必參加教育訓練(擇 1 場次參加)，場次如下：108 年

4 月 9 日下午場、108 年 5 月 14 日上午場、下午場。 

mailto:http://wifiproject.hwacom.com/
mailto:alfred@ntpc.edu.tw


4 
 

三、 系統平台組：有關校園網站客服相關申訴，請學校資訊組長(或資訊人員)

填 妥 申 訴 表 ( 檔 案 下 載 路 徑 ： 教 育 網 路 服 務 網

https://enctc.ntpc.edu.tw→校園網站→校園網站安裝流程及相關文

件)，交由本局請廠商回覆並處理。 

玖、提案討論：無 

拾、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散會(下午 12 時 22 分) 

 

 

https://enctc.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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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7學年度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科技教育教學與學習及探索活動」實施計畫 

108年 4月 2日新北教研資字第 1080530924號函核定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科技領域課程作業要點。 

二、「新北市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書」子計畫三。 

貳、目標 

配合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透過科技教育教學與學

習及探索活動，提升學生對於科技議題的主動學習、創意思考及問題解決能

力。 

參、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肆、申請對象： 

一、新北市 7間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所屬科技推動學校。 

二、新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及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各校）。 

伍、參加對象：各校教師、學生（鼓勵跨校辦理）。 

陸、辦理期程：自計畫公告日起至 108年 7月 31日。 

柒、辦理內容 

一、科技及新興科技學習及探索活動（如科技體驗冬夏令營、科技體驗巡迴

與推廣活動、科技領域教學展示與競賽活動及科技產業體驗探索等活

動）至少 2場次，每場次至少開放 15位學生參加（學生數低於 15人

學校不在此限）。 

二、活動開設須參考以下原則與主題規劃辦理： 

年段 年級 建議活動主軸 

國小 
3-4 

資訊科技/生活科技概念養成及使用簡單工

具活動 

5-6 基礎科技領域統整性活動 

國中 
7 資訊科技/生活科技進階生活應用活動 

8-9 進階科技領域統整性活動 

（一）資訊科技：以「資訊運算思維問題解決」及「程式語言學習應用」

兩大類主題規劃。 

（二）生活科技：以「工具的操作與應用」、「材料選用與加工設計」、

「機構結構與機電應用」三大類主題規劃。 

三、活動規劃應注重性別平等的價值觀，尊重與包容性別差異；活動以專案

導向式（PBL）設計，避免單純以工具操作教學為活動內容。 

四、透過活動的學習內容能認識及學習到運用簡單機具及材料處理之科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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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培養學生的創意與設計能力，並藉此協助其了解科技的形成及其與

生活的關係；並提供學生跨學科知識整合的學習（如科學、科技、工程、

美感及數學），並藉此培養設計、創新、批判思考等高層次思考能力。 

捌、經費補助及編列 

一、本計畫經費包含教育部補助款及教育局自籌款，補助每校以新臺幣 5萬

元（經常門）為上限，各校應依實施內容及其辦理方式編列經費概算表

送校內會計室審核，未列舉之項目依相關規定或實際需要核實編列。 

項目 編列基準 

講師鐘點費 外聘每節 2,000元，內聘每節 1,000元。 

教師鐘點費 國中：每節 360。國小：每節 320元。 

國內旅費 核實編列。 

膳費 每人餐上限 80元，核實編列。 

印刷費 核實編列。 

教材教具費 20,000元，活動所需實作材料、教具等。 

場地布置費 每場(場地布置費+場地租借費)總和 3,000

元為上限，核實編列。 場地租借費 

加班費 每小時 200元，核實編列，附印領清冊 

雜支 不逾總經費（扣除雜支後）5%。 

二、書面資料：108年 4月 19日(星期五)前將申請計畫與核章經費概算表

寄送至本局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B1）承辦人李淑華小姐收，以郵戳為憑，逾時不予受理。 

三、電子檔：申請計畫(Word或 LibreOffice)及核章概算表(PDF檔)電子檔，

請同時寄至 leesh@apps.ntpc.edu.tw，主旨請註明「新北市 107學年

度「科技教育教學與學習及探索活動」-(校名)」。 

四、書面及電子檔請務必同時繳交，缺一不可，並請自留影本，無論是否入

選皆不退回，本局擇優補助各公立國民中小學計 68校。 

五、成果資料：各校應於計畫執行期間進行相關紀錄，彙整執行成果，並於

計畫結束後一週內，完成書面成果報告表(附件 2)暨活動照片(每次照片

至少 10張以上)，經核章後併同電子檔燒錄光碟 1份，免備文寄送本局。 

玖、聯絡人：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李淑華小姐（ 02-80723456#507，

leesh@apps.ntpc.edu.tw）。 

拾、獎勵 

辦理本案有功人員於計畫辦理完畢後，請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及相關程序敘獎，敘獎額度參照「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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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4項第 2款規定核

予主要策劃執行人員 1人嘉獎 2次，協辦及督辦人員嘉獎 1次以 4人為限。 

拾壹、預期效益 

一、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並培養正確的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 

二、善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造、設計、批判、邏輯、運算等思考。 

三、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四、理解科技產業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五、啟發科技研究與發展的興趣，不受性別限制，從事相關生涯試探與準備。 

六、了解科技與個人、社會、環境及文化之相互影響，並能反省與實踐相關

的倫理議題。 

七、透過此計畫能培養服務精神、創造思考、溝通表達等多元學習表現，引

發學習興趣，鼓勵適性展能，成就每一個孩子。 

拾貳、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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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北市 107學年度 OO國 O 

「科技教育教學與學習及探索活動」計畫書 

一、辦理內容簡述： 

二、活動規劃類型： 

□科技體驗冬夏令營 

□科技體驗巡迴與推廣活動 

□科技領域教學展示與競賽活動 

□科技產業體驗探索活動 

□其他                 

三、辦理課程(活動)內容說明： 

場次 日期 課程內容 人數 地點 時間(時) 

場次 

(一) 

108.O.O 
（星期 O） 

    

場次 

(二) 

108.O.O 
（星期 O） 

    

場次 

(三) 
     

場次 

(四) 
     

四、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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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費概算表 

108年度 

業 

務 

費 

講師鐘點費-外聘 2,000元 
  

領據核銷 

講師鐘點費-內聘 1,000元   領據核銷 

教師鐘點費-國小 320元   領據核銷 

教師鐘點費-國中 360元   領據核銷 

國內旅費    
核實編列，憑證核銷，參加活

動師生交通接駁、車資等 

膳費 80元   每人上限 80元，核實編列。 

印刷費    核實編列 

場地布置費 
   

每場(場地布置費+場地租借

費)總和 3000元為上限，核實

編列。 場地租借費    

加班費 200元 
  

印領清冊 

雜支   
 

不逾總經費（扣除雜支後）5% 

小計 元  

合計 元  

以上未列舉之項目，依相關規定或實際需要核實編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室：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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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新北市 107學年度 OO國 O 

「科技教育教學與學習及探索活動」成果報告表 

活動名稱  

辦理方式  

學生人數 人 

活動日期 108年   月   日至 108年   月   日 共   日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簡述、附課表) 
 

活動照片 

(10張) 
 

備註  



新北市 2019國中小學生 SCRATCH程式設計競賽-複賽獲獎隊伍名單 

獎項 編號 學校 區域 組別 指導教師及作者 

特優 E01121 莒光國民小學 板橋區 國小遊戲組 (指導老師：李昭誼)作者：汪意恆、黃鈺翔 

特優 E01217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雙和區 國小遊戲組 (指導老師：楊詠婷)作者：徐鏡翔、劉瑞傑 

優等 E01052 後埔國民小學 板橋區 國小遊戲組 (指導老師：顏欣妤)作者：林煥杰、林向綸 

優等 E01063 文化國民小學 淡水區 國小遊戲組 (指導老師：詹志偉)作者：蘇昱全、張瑀哲 

優等 E01084 重慶國民小學 板橋區 國小遊戲組 (指導老師：藍如櫻)作者：高瑀謙、王姿霽 

優等 E01086 安坑國民小學 文山區 國小遊戲組 (指導老師：柯嘉玲)作者：曾琮鈞、古宇柔 

佳作 E01016 板橋國民小學 板橋區 國小遊戲組 (指導老師：廖淑幸)作者：楊淮宇、徐孟謙 

佳作 E01085 重慶國民小學 板橋區 國小遊戲組 (指導老師：藍如櫻)作者：楊宇涵、林佩縈 

佳作 E01122 頭湖國民小學 新莊區 國小遊戲組 (指導老師：李凱婷)作者：李承學、陳詩耘 

佳作 E01142 景新國民小學 雙和區 國小遊戲組 (指導老師：廖素華)作者：彭玉翔、李維軒 

佳作 E01164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雙和區 國小遊戲組 (指導老師：彭依萍)作者：許若晴、黃品瑄 

佳作 E01177 光復國民小學 雙和區 國小遊戲組 (指導老師：呂玉瑞)作者：林易則、羅彥騏 

特優 E02073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雙和區 國小動畫組 (指導老師：彭依萍)作者：邱懷瑩、楊欣霓 

特優 E02105 三芝國民小學 淡水區 國小動畫組 (指導老師：黃俊偉)作者：江承懋、吳浩銓 

優等 E02005 介壽國民小學 三鶯區 國小動畫組 (指導老師：洪育佳)作者：周家釩、王益鈞 

優等 E02070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雙和區 國小動畫組 (指導老師：彭依萍)作者：蘇品云、歐陽樂恩 

優等 E02113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雙和區 國小動畫組 (指導老師：楊詠婷)作者：曾芷涵、張采儒 

優等 E02120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雙和區 國小動畫組 (指導老師：楊詠婷)作者：王絲霈、王柏心 

佳作 E02056 中信國民小學 新莊區 國小動畫組 (指導老師：黃勝傑)作者：張芯瑜、趙悅廷 

佳作 E02074 海山國民小學 板橋區 國小動畫組 (指導老師：周瑞祥)作者：段瑞宸、洪侑伶 

佳作 E02075 海山國民小學 板橋區 國小動畫組 (指導老師：周瑞祥)作者：柴路雅、沈宥卉 

佳作 E02097 泰山國民小學 新莊區 國小動畫組 (指導老師：陳春秀)作者：李睿哲、李怡萱 

佳作 E02115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雙和區 國小動畫組 (指導老師：楊詠婷)作者：陳薇安、林若蔓 

佳作 E02121 新北市私立育才國民小學 雙和區 國小動畫組 (指導老師：楊詠婷)作者：鄭云儀、施芊妤 

 

  



新北市 2019國中小學生 SCRATCH程式設計競賽-複賽獲獎隊伍名單 

獎項 編號 學校 區域 組別 指導教師及作者 

特優 J01027 新北市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三鶯區 國中遊戲組 (指導老師：蔡淑齡)作者：邱晨桓、張榕豈 

特優 J01100 私立裕德高級中學 板橋區 國中遊戲組 (指導老師：胡俊男)作者：許晏綸、紀丞業 

優等 J01022 福和國民中學 雙和區 國中遊戲組 (指導老師：廖文正)作者：許韶元、黃鄭丞 

優等 J01057 三芝國民中學 淡水區 國中遊戲組 (指導老師：吳振遠)作者：楊定祐、卓卿戌 

優等 J01082 私立裕德高級中學 板橋區 國中遊戲組 (指導老師：胡俊男)作者：林凱堉、鍾翔宇 

優等 J01102 泰山國民中學 新莊區 國中遊戲組 (指導老師：林剛名)作者：蔡欣庭、李昀庭 

佳作 J01016 正德國民中學 淡水區 國中遊戲組 (指導老師：游宜憫)作者：盧豐達、林正杰 

佳作 J01043 中山國民中學 板橋區 國中遊戲組 (指導老師：林合彥)作者：李易寯、許嘉容 

佳作 J01066 林口國民中學 新莊區 國中遊戲組 (指導老師：詹志偉)作者：侯任謙、許嘉維 

佳作 J01079 林口國民中學 新莊區 國中遊戲組 (指導老師：林曉雯)作者：陳恆愉、程子瑄 

佳作 J01101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七星區 國中遊戲組 (指導老師：葉寶富)作者：陳韋廷、王暄文 

佳作 J01120 林口國民中學 新莊區 國中遊戲組 (指導老師：陳明慧)作者：王紹戩、陳柏安 

特優 J02027 中山國民中學 板橋區 國中動畫組 (指導老師：賴思融)作者：李依庭、楊佳穎 

特優 J02036 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文山區 國中動畫組 (指導老師：王文琦)作者：朱麗妍、洪偲喬 

優等 J02011 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文山區 國中動畫組 (指導老師：王文琦)作者：宋若綺、潘詠筠 

優等 J02018 崇林國民中學 新莊區 國中動畫組 (指導老師：簡婉玲)作者：蔡宗霖、陳彥彤 

優等 J02033 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文山區 國中動畫組 (指導老師：王文琦)作者：黃郁婷、高睿妤 

優等 J02034 私立裕德高級中學 板橋區 國中動畫組 (指導老師：胡俊男)作者：鄭景馨、葉懿箴 

佳作 J02010 崇林國民中學 新莊區 國中動畫組 (指導老師：簡婉玲)作者：吳沛純、吳長玲 

佳作 J02015 崇林國民中學 新莊區 國中動畫組 (指導老師：簡婉玲)作者：呂宸昕、向居佑 

佳作 J02037 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文山區 國中動畫組 (指導老師：王文琦)作者：謝佳妤、陳兆瑜 

佳作 J02038 私立裕德高級中學 板橋區 國中動畫組 (指導老師：胡俊男)作者：江翊愷、王健毅 

佳作 J02040 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文山區 國中動畫組 (指導老師：王文琦)作者：林芸竹、彭姿寧 

佳作 J02052 中山國民中學 板橋區 國中動畫組 (指導老師：賴思融)作者：賴俊羿、黃耀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