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教育重點規畫說明

109年全市資訊組長業務聯繫工作坊

教資科曹孝元專員



網路管理、伺服器管理
軟硬體設備採購、資安……

校務行政系統、親師生平台
新北校園通App、校園網站……

智慧學習、程式教育
新興科技、資教活動……

業務分層架構大綱



基礎建設



109年行政電腦配發原則

◉行政電腦配發原則為學校職員員額編制校長、主
任、組長、幹事、技士、技佐、助理員、書記等職
務。
◉除新設校外，每所學校配發1台多功能工作站（依
學校前次填報可換2台電腦或筆電）。
◉另依 108學年度班級數，每滿24班配發1台電腦或
筆電（依學校前次填報品項）。

基礎建設



網路管理

◉網路教育訓練課程為11-12月。
◉網路相關設備故障，務必上CC網站報修，CC報修為完修依
據。
◉“校園智慧網路”課程預計內容：Acom認證系統使用教學、
PRTG智慧網管系統使用教學、Cisco無線控制器WLC使用教
學。
◉“智慧網管”課程預計內容：Siraya智慧網管系統使用、
服務品質監測、應用服務流量分析、DHCP IP使用狀態監測。

基礎建設



資訊安全主機弱點掃描-初測基礎建設

◉弱點掃描時間：109年8月10日~8月21日
◉弱掃結果多屬於web伺服器版本過舊與安全性
憑證問題。

◉學校自行架設的任何網站，請執行更新設定。
◉學校網站如採用局端提供的黑快馬系統，維護
廠商須配合本局資安政策、規範與檢測結果進
行弱點修補。



資訊安全主機弱點掃描-初測基礎建設

國小弱點掃描結果：

風險等級 主機數量 弱點數量

Critical 嚴重風險 14 18
High 高度風險 15 32
Medium 中度風險 139 362
Low 低度風險 29 40



資訊安全主機弱點掃描-初測基礎建設

國中弱點掃描結果：

風險等級 主機數量 弱點數量

Critical 嚴重風險 7 10
High 高度風險 13 19
Medium 中度風險 43 191
Low 低度風險 23 31



資訊安全主機弱點掃描-初測基礎建設

高中職弱點掃描結果：

風險等級 主機數量 弱點數量

Critical 嚴重風險 9 16
High 高度風險 6 39
Medium 中度風險 30 124
Low 低度風險 14 32



資訊安全主機弱點掃描-初測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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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新北市教育局 系統弱點掃描-初測 風險弱點數 統計圖表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教育局



高中職前瞻基礎建設前瞻基礎建設

建置校園智慧網路計畫

強化數位教學暨學習資

訊應用環境計畫

普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新興科技之認知計畫暨

促進學校

普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新興科技之認知計畫暨

區域推廣中心

高中職學術連網全面優

化頻寬提升計畫

新興科技之認知計畫

高中職前瞻基礎建設109年度部

款已依照各校來的請款資料向國

教署請款並陸續核撥給各校，市

款的部分議會已同意墊付，刻正

辦理撥款程序中。

落實數位化創新教學典

範學校計畫(



應用服務



國中小校務行政系統

學生帳號可經由學生帳號設定模組調整成用戶自
訂或系統自動配發。

家長帳號申請流程不變，審核方式新增自動審核
功能。

家長帳號審核方式預設為手動審核。
導師可在原審核畫面調整自動或手動方式審核家
長帳號申請。

應用服務



高中職校務行政系統

 每年8月份辦理系統教育訓練，包含學籍系統、成績系統、課務系統、
重補修系統、學務系統(含出缺勤、獎懲、社團)、輔導系統、學生學習
歷程系統等。

 各校開課請依照送審通過的課程計畫書辦理，並由學校端先行確認代
碼檢視，再由北科大完成開課通知。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今年高二生)的高一時期的學習歷程檔案，包含
「基本資料」、「修課記錄」、「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等
項目，將依規定統一於10月1日至10月30日間提交中央資料庫，若有
學校尚未給學生勾選上傳件數，請務必於上述期間先行作業，以保障
學生的權益。

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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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服務



校園榮譽榜、停
課訊息即時掌握。

多種數位學習
資源。

快速了解子女
學習情形。

我的訊息 校園公告成績查詢

親師生平台

班級活動、作業資
訊不再漏接!

精選影片

包含NHK、校園
生活等千部影音。

校務行政系統

校園網站

親師生平台

新北校園通APP

學生缺曠 學生獎懲

積點趣銀行及商城

累積店數及兌換商品。

應用服務



親師生平台暨校園通App

◉ 9月中發文請學校宣導校園通App，請各校協助宣導由導師自動審核家
長帳號，開通家長校園通App帳號，暢通親師溝通管道。

◉ 9月起親師生平台暨校園通App訊息推播模組，可由各校資訊組長對全
校親師生進行訊息推播。

◉ 10月中與學習吧、動物檢定及科學檢定合作積點趣活動。

◉ 規劃10月開始進行親師生平台暨校園通App各項宣導活動，請鼓勵各
校親師生下載。

應用服務



一、新北校務行政系統
1.使用學生帳號登入新北校務行政系統

家長帳號申請應用服務



一、新北校務行政系統
2.點選左側「家長人事管理」模組

家長帳號申請應用服務



一、新北校務行政系統
3.新增家長帳號，請導師進行審核

家長帳號申請應用服務



二、新北校園通App
4.下載新北校園通App

家長帳號申請應用服務



二、新北校園通App
5.使用家長帳號登入後即可使用

家長帳號申請應用服務



一、新北校務行政系統
1.點選「家長人事管理」模組

家長帳號審核應用服務



一、新北校務行政系統
2.勾選「自動審核」
★個案報護學生請勿勾選自動審核機制。

家長帳號審核應用服務



資訊教育



前瞻二期教育訓練與教師研習

一、成立智慧學習輔導小組，委由新店國小許德田校長及陳榮正主任協助
辦理，目前已進入課程規劃階段。
二、109年教育部教育雲推廣計畫委由新店國小陳榮正主任及智慧學習輔
導小組協助辦理，包含教育部教育雲相關研習及教案甄選計畫。
三、研習及認證
１、學習平台及國小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智慧學習輔導小組及新店國小協

助辦理，均一、學習吧、PaGamO、因材網+新北親師生平台之新北
認證課程，目標:每校1位種子教師。

２、國中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研中心辦理
3、平板融入程式教育教學：同榮國小程式教育體驗中心。
4、65校智慧學習領航學校辦理之研習。

資訊教育



智慧學習教室KPI規劃(繳交資料)
一、教案繳交
1.教育雲-教育大市集
2.以縣市帳號登入後，
點選「資源管理」。

3. 「我的資源」-上傳教學資源
4.點選「是」前瞻計畫教案。
5.上傳教案檔案，格式不拘。
6.事關新北市KPI，
務必按時上傳教案。



智慧學習教室KPI規劃-三層次教學與學習應用
二、年底教師問卷填報
每位教師均須填報，請組長協助提醒老師填報，並掌握全校教師填報情形。



資訊教育 推廣活動
7月AI鯨魚積木機器人教師培訓工作坊



推廣活動
8月新北欽賢國中成立AI科普教育推廣站

資訊教育



資訊教育 推廣活動
9月新北市2020教育創新國際論壇



資訊教育 推廣活動
9月鯨魚積木機器人捐贈記者會



資訊教育 推廣活動
109學年度程式教育啟蒙種子教師培訓

頒發證書

學員上課情形

議員致詞



新北市109年資訊科技教育成果展

 活動主題：冰封半島-極地守護者

 活動時間：11月20日（星期五）及11月21日（星期六）上午

10時至下午4時。

 活動地點：新北市立新莊體育館

 活動內容：以環境教育議題為主軸，將資訊融入於各領域教學，

活動包含闖關活動、創作工作坊、大師論壇及程式教育主題區。

資訊教育



 新北市資訊業務入口網 https://mis.ntpc.edu.tw

 請使用公務信箱(校務帳號@ntpc.edu.tw)

 請善用客服電話 (02)8072-3456，下列各項分機
 校務行政系統：550、551。

 校園網路：531、532。智慧網管 SIRAYA 系統：543。

班級無線網路 CISCO 與無線認證系統 ACOM：544。

 校園資訊安全：534。

 校園資訊設備報修：555、556。

 校園虛擬機房：546。

其他事項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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