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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九大分區資訊組長專業社群召集學校 

109年度 3月份聯席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年 3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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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陳綺媖 

肆、主席致詞：略 

伍、 上次會議追蹤列管事項： 

案

號 
案由 前次辦理情形 現辦理情形 決議 

1 學校伺服器安裝

安 全 性 憑 證

（Let’s Encrypt）

失敗，建請檢視

防火牆規則，若

有阻擋時，是否

能增列該網站為

白名單。（自由軟

體中心） 

新案。 1. 經 查 Let’s 

Encrypt 安裝之

存取行為為外

對內(Untrust to 

Trust) 。 Source 

ip 在外國，因此

被防火牆外國

對 教 網 策 略

(Policy)阻擋。 

2. 已 將 Let’s 

Encrypt 加入防

火牆白名單。 

本案解列。 

陸、業務報告： 

一、 資訊行政組： 

(一) 原定 109 年 3 月 3 日召開「108 學年度新北市所屬公立國中小班級

電腦資訊設備」案建置規劃說明會。因疫情暫緩，將函文予各校說

明本案配發事項。各校分配數量，計算原則如下： 

1. 電腦主機：依本局 108學年度國中小核定「普通班」班級數，扣

除於 105年 7期電腦統購案已配發（電腦主機）數量後，每班 1

部。 

2. 增配電腦主機：依本局 108學年度國中小核定「體育班」、「藝才

班」、「特教班」及「技專班」等班級數，各班增配電腦主機 1部

（不含螢幕）。 

3. 螢幕：依本局 108學年度國中小核定「普通班」班級數，每班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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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備用電腦主機及螢幕：每校 1部(不含安裝)。 

(二) iOS 系統得標廠商碁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原定於 109 年 3 月 3 日建

置說明會，說明 ASM 申請流程及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配發期程。

得標廠商協助辦理全市九大區資訊組長「ASM 申請說明會」，預計 3

月 10 日辦理 4 場，3 月 17 日辦理 5 場，內容涉及 DEP 申請及 MDM

設定，請選配 iOS 系統之學校資訊組長務必參加。若說明會時間異

動，請得標廠商另規劃時程。 

(三) 請各校預先規劃智慧教室之空間，有利於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使

設備物盡其用。 

(四) 配合前瞻計畫二期 109 年度教案 KPI，請各校於年底依照智慧教室

配發數量上傳教案至教育部教育雲網站，智慧學習領航學校教案須

符合第二層次互動教學及第三層次創新教學。 

二、 資訊教育推廣組： 

(一) 109 年新北市 SCRATCH 競賽作品上傳日期延至 109 年 2 月 26 日(已

先行公告於活動網頁)，複賽延至 5 月 6 日，後續發文通知各校。2

月 14日「109年度全國貓咪盃 SCRATCH競賽暨創意市集」第 1次說

明會，原決議維持 5月 1、2日舉行；惟疫情影響擴大，教育部會後

通知，建議大型集會活動競賽延至下半年；2月 21日召開第 2次說

明會，決議全國賽延期至 7 月 17、18 日舉行(若因疫情、颱風等不

可抗力因素，今年停辦)。 

(二) 有關資訊研習整合規劃說明如下： 

1. 108 學年度下學期「資訊科技教育增能培訓」，由大觀國中、樹

林國小、同榮國小、青山國中小及錦和高中協助辦理，經費簽辦

中，參考課表如附件 1(上課日期或課程內容如有異動，依辦理

單位最後公布於教師進修研習系統之資訊為準)。 

2. 109 年 2 月 5 日已提供 109 學年度研習調查之 google 共編表單

至各分區、自由軟體中心、校長科技領導社群、國小資訊團、國

中科技團代表，請協助於 3月底前於分區會議或各自群組調查資

訊能力素養(課程名稱)、推薦講師及授課對象。 

(三)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寒假活動一律暫停，108-1 科技教育教學與學

習及探索計畫執行期程延長至 109年 7月 31日，請各校調整時程辦

理。108-2計畫核准校數額度為 7校，另發文由學校提出申請。 

(四) 寒假智慧教室教師精進研習及智慧學習推廣學校工作坊已辦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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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教師反應良好，未來將於學期中及暑假辦理，請鼓勵教師踴躍

參加。 

(五) 「2020 國泰反毒英雄爭霸賽暨 PaGamO 全國學科電競大賽」延長報

名期限，並調整初賽日期，分區現場複賽及全國賽暫無異動，已發

文通知各國中小。 

(六) 為因應武漢肺炎疫情，鼓勵師生使用線上學習，請組長於學校各項

會議宣導使用新北親師生平台，以及「停課不停學，學習送到家-

線上學習資源」客製學習包，平時亦可善用網路學習資源，相關資

源已整合至新北市資訊業務入口網 

(https://mis.ntpc.edu.tw/p/406-1001-4554,r2.php?Lang=zh-tw

)。 

三、 系統平臺組： 

(一) 有關校務行政系統「寒暑期育樂營」學校反應功能不好使用，已於

109年 1月份提供寒暑期育樂營開設 SOP，並請九大分區協助轉給各

校，而後並未收到組長彙整之功能修改建議。另有關新北市中小學

寒暑期育樂營網站名稱是否可將寒暑期刪除，已便簽詢問特教科，

特教科建議維持現狀。 

(二) 為提升本局儲存設備暨校務行政系統效能，校務行政系統暨本局部

分服務及網站，將停機進行更新及維護作業，停機日期及受影響網

站將另發文通知。 

四、 網管資安組： 

(一) 防毒授權於 109年 2月 29日到期，新授權案採公開招標邀五家原廠

參加競標，規劃整合智慧網管，預計 3月 31日前完成。3月 1日至

3月 31日期間可沿用 Officescan，新的病毒碼不會更新。 

(二) 前瞻 WIFI案 3月 2日完成驗收，認證兩週內轉移至 ACOM。D-Link、

Fortigate一個月內轉移至 ACOM。後續規劃 ACOM、PRTG進行教育訓

練。駐點分機：80723456分機 544。 

(三) 前瞻噪音機櫃未辦理遷移的學校後續處理：提供 40台無風扇設備進

行噪音排除。新案交換器採購智慧風扇降低噪音。 

(四) 智慧教室 AP 採購，預計規格及功能採同前瞻思科無線等級 AP

（1080P/60人）。 

柒、提案討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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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 

案由一：校務行政系統需求建議，提請討論。（七星分區） 

說明：校務行政系統圖書館模組，附圖處希望和舊版一樣，顯示出年級班級

和座號，這樣圖書館志工在大量印製報表，切割後才知道要分給幾年

幾班的小朋友。 

決議：請業務科錄案研議，並將處理情形列入下次會議業務報告。 

 

案由二：崇林國中資訊組長提案，有關局端提供之「校務行政系統」-預約管

理的「課堂預約」，是否能自行新增第八節「16:05-16:50」。（新莊

分區） 

說明：本校會運用專科教室進行第 8 節課後輔導，但現行系統教室預約沒有

第 8 節。曾利用課務管理模組修改節次，惟系統有所限制，建議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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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能獨立操作。 

決議：請業務科錄案研議，並將處理情形列入下次會議業務報告。 

 

案由三：有關 AP之 SSID，提請討論。（瑞芳分區） 

說明：前瞻之 AP 目前有一 SSID 是 NTPC-MOBILE2，有別於原校園中的另一

SSID：NTPC-MOBILE，但隨著各校的平板以 MDM 導入，需有一預設之

SSID，建議仍維持 NTPC-MOBILE，將 NTPC-MOBILE2下架。 

決議：請業務科將 AP之 SSID有 2的設定於 2週內移除。 

 

玖、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