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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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份聯席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年 4月 7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貳、會議地點：線上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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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陸、業務報告： 

一、 資訊行政組： 

(一) iPad採購案已進入配發作業，關於 Apple ASM設定因校數過多，若

還沒申請通過，建置調查表可申請過後再繳交，Google表單可完成

後再填寫，填寫完成務必核章傳真至碁峰資訊。 

(二) 109 年度資訊有功人員表揚計畫已於 109 年 4 月 1 日發文，歡迎符

合資格的學校人員踴躍投件，請備妥相關資料一式 5份，於 4月 30

日前寄至本市金龍國小資訊組長收。 

二、 資訊教育推廣組： 

(一) 本市 109年度暑假青少年休閒育樂活動，本科預計辦理 FUN Coding

營隊(寒假因疫情延期之營隊併入辦理)，有意願辦理之學校請於 109

年 4 月 15 日 ( 星 期 三 ) 前 Email 回 覆 附 件 1 調 查 表

(apple6@apps.ntpc.edu.tw，呂曉昀助理員收)，各場次補助經費俟

調查表回覆情形盤整而定，再行通知活動計畫及經費概算表繳交時

程；另配合本局性平政策，鼓勵學校可辦理女性專班或女性優先報

名的營隊。 

(二) 程式教育體驗中心(中區)預計 109年 4月 24日(星期五)於錦和高中

辦理揭牌活動，現場種子教師展示利用 LinkIt 7697 學習套件自製

教具之教學成果，歡迎參觀。 

(三) 因疫情影響擴大，109 年度全國貓咪盃 SCRATCH 競賽及本市 109 年

SCRATCH 競賽賽程異動已於 109 年 3 月 6 日發文並公告於活動網站

(https://scratch.ntpc.edu.tw/)：本市複賽延至 5 月 6 日(星期

三)、全國賽延至 7月 17日(星期五)至 18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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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應線上補課計畫，相關公文已於 109年 4月 1日發函到校。 

1. 學校資訊設備不足時，由學校電話通知本局教資科聯絡窗口，

依實際需求詳填「資訊設備借用申請表」，並將申請表核章掃

描後以電子郵件寄至本局教資科聯絡窗口，由本局調度九大分

區內學校既有之資訊設備或本市教研中心資訊設備支援。 

2. 家中無網路可連線進行線上補課者，得由學校向本局申請免費

4G 門號(SIM 卡，啟用 15 天內有效)使用，不含無線網路分享

器。由申請學生及家長填具「4G 門號(SIM 卡)申請表」，並由

借用學校造冊及電話通知本局教資科聯絡窗口，申請表及名冊

核章掃描後以電子郵件寄至本局教資科聯絡窗口。 

(五) 親師生平台與國際知名動物星球頻道合作，拓展線上學習資源，將

「動物檢定」介接進入新北親師生平台，即日起新北市全體師生及

家長只要透過校務行政系統帳號登入，即可免費使用！4 月期間搭

配婦幼節，提供親師生平台「積點趣商城」多項獎品，以親師生平

台帳號每天登入「動物檢定」答題，登入 10次以上即有機會抽中動

物星球頻道學習禮包。 

三、 系統平臺組： 

(一) 有關各網站帳號介接及網址規範 

網址 單一簽入 備註 

https://nms.ntpc.edu.tw/ 已完成 
已經整合至親師生

平台 

https://prtg.ntpc.edu.tw/ 
介接技術錯誤

致無法整合 
相關會議已提三次 
網管組需列管 

https://wifi.ntpc.edu.tw/ 沒介接 
是否要廢棄？ 
網管組需列管 

https://acomwifi.ntpc.edu.tw/ 

沒介接 

九大區曾提議不要

用廠商英文名稱命

名網址 
網管組需列管 https://wifi.ntpc.edu.tw/ 建議修正 

https://acomwifi.ntpc.edu.tw/ntpcwifi/ 

已完成 

九大區曾提議不要

用廠商英文名稱命

名網址 
網管組需列管 https://console.wifi.ntpc.edu.tw/ 建議修正 

http://www.yesturnkey.com/winoc/ (寬廣科技) 
http://www.acom-networks.com/ (愛訊電網科技) 

提議：網管組爾後 DNS 申請須經由平台組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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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崇林國中資訊組長提案，校務系統[新]場地預約模組目前能設

定成依時間借用教室，可讓學校順利借用第 8節時段。 

(三) 有關校務系統全國圖書館模組功能建議，已轉達小教科並依模組增

修審查流程辦理。 

四、 網管資安組： 

(一) 駐點、交換器收送、交換器維運及 IP Phone維運案，將於 109年 4

月 9 日(星期四)進行投標廠商評選，俟評選結束後，依得標廠商提

供之 IP Phone數量，分配各校基本數量，教育局將發公務填報詢問

學校是否接受或放棄 IP Phone，結算剩餘數量再重新分配後，再行

公告實際配發之數量並安裝至各校。如 IP Phone分配後，學校仍有

需求時，可自籌經費並依該合約之擴充條款採購之。 

(二) 交換器收送服務說明，因智慧網管案創意回饋 DLINK 1510的五年延

保，不包含拆修收送服務，因此新案增加維運及設備收送服務。 

(三) 新案增購交換器為更替校園過保固 DLINK 3100為優先，以一換一台

做更新，以達成校園骨幹交換器均為局端維運及保固之效益。 

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針對 108學年度上學期全市資訊組長會議新增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教師減

課（至少 4節）一案，提請討論。（板橋分區） 

說明：因疫情各校資訊組長或資訊教師都忙翻了，希望資訊組有一協助資訊組長

的老師，每週減 4節，不知教資科有無規劃及處理（與小教科、中教科、

人事室、會計室協調）。 

決議：本案經內部研議後暫擬定 2 種方案，方案 1 為增加系管師，方案 2 為

提供一般教師減課支援資訊組長，依班級規模減 2至 7節課不等。目前

規劃以方案 2簽陳中，簽陳結果請列入下次會議業務報告。 

案由二：建議校務行政系統增加物品/設備借用模組，提請討論。（文山分區） 

說明：同案由。 

決議：請各分區代表協助詢問學校是否有新增此模組需求並蒐集相關建議，

請業務科與學校代表召開模組討論會議，並列入下次會議業務報告。 

案由三：建議校務行政系統，圖書管理增加辨識功能，提請討論。（文山分區） 

說明：圖書館系統中新增辨識系統的 API，以利未來新北圖書借閱更進一步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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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借書方式 API界接後 

 

 

 

決議：請業務科轉知小教科評估是否增修模組，併同案由 2 召開模組討論會

議，研議情形請列入下次會議業務報告。 

捌、臨時動議： 

案由一：智慧學習的資本門 10萬元不用招標，可否比照去年模式，使用收款

收據直接領回學校，比較好運用，提請討論。（三鶯分區） 

說明：同案由。 

決議：資本門 10萬元以下（含)可直接製據請款，如有剩餘款依規定繳回。 

案由二：新北市親師生平台 Zoom的使用，無時間限制，但若是曾經使用新北

市帳號註冊 Zoom 帳號，仍會被限制 40 分鐘，請教網協助處理帳號

@apps.ntpc.edu.tw，提請討論。（三鶯分區） 

說明：同案由。 

決議：考量目前教育部已通令禁用 Zoom，不宜以局層級要求該公司處理，建

議以個人名義逕與該公司反應問題。 

案由三：建議 OpenID是否能將導師身份加入所帶班級的年、班資訊，提請討

論。（自由軟體中心） 



5 

說明：同案由。 

決議：請業務科錄案研議，並列入下次會議業務報告。 

案由四：建議未來校務行政系統新增模組或功能時，盡量以 API 呼叫的方式

來設計，而不要寫死在程式裡，以方便未來其它模組介接，也可以

不必為了相同功能重覆花費時間與經費，提請討論。（自由軟體中心） 

說明：同案由。 

決議：未來新增模組功能時，請業務科考量功能、需求與經費許可情況下，

優先規劃以 API提供服務。 

案由五：建議未來校務行政系統更新或新增模組時，只要有表格資料，一律

皆加上匯出 csv、xlsx、xml 格式的功能。有 10 個以上核取方塊，

皆加上【全選】或【取消】功能，提請討論。（自由軟體中心） 

說明：同案由。 

決議：請業務科納入校務系統共通規範，並要求廠商配合辦理。 

玖、散會：中午 12時 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