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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106 年度第一次國民中小學 

資訊教育業務工作會議議程表 

時間：106 年 2月 21 日（二） 

地點：苗栗縣教師研習中心綜合研習室 

 

時間 活動內容 報告者 

13:00-13:20 報到 教研中心 

13:20-13:30 開幕式 教育處 

13:30-15:00 
資訊教育中心 

業務說明 
業務承辦人員 

15:00-15:10 休息 教研中心 

15:10-16:10 學校電腦病毒防護 SOP 資教中心分析師 

16:10-16:30 意見交流 業務承辦人員 

16:30 賦歸 教研中心 

 

※注意事項 

1. 出席人員請所屬單位給予公(差)假登記。 

2. 當日將宣達本縣資訊教育重要配合事項，敬請務必攜帶筆電或載具與會。 

3. 本次會議不提供紙本資料，敬請下載電子檔。 

  (http://it.mlc.edu.tw/)。 

4. 若有任何疑問，請洽苗栗縣資訊教育中心。 

  聯絡人：吳勉慶老師  聯絡電話：037-55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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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資訊教育中心 106 年度工作業務職掌 

 

職稱 姓名 工作職掌 

主任 

(處長) 

王承先 

333220 
綜理本縣資訊教育與中心業務。 

副主任 

(督學) 

黃于庭 

559694 

1. 襄理資教中心業務。 

2. 資訊教育政策執行與協調。 

3. 臨時交辦事項。 

執行秘書 
李銘華 

559700 

1. 資教中心業務管考。 

2. 辦理跨域資源整合專案。 

3. 辦理分析師人事業務。 

4. 臨時交辦事項。 

課程督學 
王克誠 

559700 

1. 資訊教育推廣活動（辦理各項資訊教育競賽、

資訊融入教學等）。 

2. 資訊知能培訓(資訊教育研習含教師在職進修

網管理、核定及成果)。 

3. 教育部教育大市集網站教材審核維護業務。 

4. 資訊科技教學應用(支援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

新應用團隊)。 

5. 運算思維推動計畫(執行教育部資科司補助有

關運算思維推動之相關計畫)。 

6. 教育雲平台推廣應用。 

7. 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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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工作職掌 

課程督學 
陳美君 

559700 

1.數位機會中心 DOC。 

2.偏鄉數位學伴。 

3.結合各界資源，促進數位機會運用均等。 

4.資教中心技術業務經費簽辦。 

5.教育部資訊設備填報系統。 

6.臨時交辦事項。 

輔導員 
徐淑華 

559699 

1. 辦理全縣國中小資訊設備及軟體授權更新與採

購。 

2. 資教中心預算編列及控管。 

3. 資教中心維運計畫及經費執行、控管。 

(含財產管理) 

4. 教育部細部計畫資訊設備擬定與申請。 

5. 學校申請補助案執行、管理。 

6. 學校申請教育部設備補助案。 

7. 臨時交辦事項。 

輔導員 
陳怡君 

559700 

1.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團隊選拔。 

2. 國中小行動學習推動計畫。 

3. 數位學習偏鄉教育創新發展計畫。 

4. 國中小學磨課師課程創新教學應用計畫。 

5. 臨時交辦事項。 

輔導員 
吳勉慶 

559699 

1. 統合視導及細部計畫成果彙整。 

2. 資安到校輔導 

3. 府內綜合業務。 

4. 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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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工作職掌 

輔導員 
黃國皓 

265087*18 

1. 協助技術組各平台基礎管理(系統帳號密碼查

詢或重新設定等相關作業)。 

2. 電腦教室管理及維護作業。 

3. 協助資安通報平台演練作業。 

4. 技術組行政文書作業(登錄學校端反映事項、

website 網站申請審核、協助海報列印相關作

業)。 

5. 報修系統基本問題初級處理。 

6. 臨時交辦事項。 

資訊 

分析師 

張奕勛 

265087*12 

1. 資訊安全稽核業務。 

2. 資安通報、演練。 

3. 個資保護業務聯繫窗口。 

4. 防火牆管理。 

5. SFS3學務系統管理。 

6. Webmail 諮詢服務與前端管理。 

7. 中心辦公室網路、電腦教室管理。 

8. 網路電話管理。 

9. 臨時交辦事項。 

資訊 

分析師 

吳士明

265087*11 

1. 教育骨幹網路管理與維護。 

2. 機房管理與維護。 

3. 無線網路系統規劃與運作。 

4. 虛擬化系統維護與管理。 

5. 報修系統管理。 

6. DNS維護與管理。 

7. GoogleApps 申請服務。 

8. Website 網頁服務。 

9. 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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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工作職掌 

資訊 

分析師 

劉孟鑫 

265087*14 

1. 教育處網站管理與模組開發。 

2. 教育處網站美工。 

3. OpenID服務規畫與執行。 

4. 中心網站 it.mlc 管理更新。 

5. Joomla學校網站管理維護。 

6. Etoe教學資源網管理。 

7. 程式研發。 

8. 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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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資訊教育中心 

106年度推動重點工作及執行目標 

項 

次 
項目 推動細目 說明 

備註 

(上傳資料) 

一 
資訊倫理與素

養 

(一)辦理學生

資訊倫理宣導

活動 

每學期辦理一次宣導

活動，建議可於 106

年 02月及 09月，各

學期開學初辦理。相

關資料，將於 10月

底，轉知學校上傳成

果。 

1. 相關佐證資料:含計畫

書、活動名稱、推動成

果(實施成效、需改進部

分、建議事項…)、實施

照片(含說明)，留校備

查。 

2. 106年 10 月底，發文轉

知各校填報相關資料並

請各校按範例格式彙整

上傳各校資訊教育成果

電子書於教育雲平台。 

(二)辦理家長

資訊倫理宣導

活動 

每年 10月 30日前辦

理一次宣導活動(可利

用親師座談會活動加

入相關議程)。 

上傳資料包括： 

1. 相關佐證資料:含計畫

書、活動名稱、推動成

果(實施成效、需改進部

分、建議事項…)、實施

照片(含說明)，留校備

查。 

2. 106年 10 月底，發文轉

知各校填報相關資料並

請各校按範例格式彙整

上傳各校資訊教育成果

電子書於教育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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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資訊教育中心 

106年度推動重點工作及執行目標 

項 

次 
項目 推動細目 說明 

備註 

(上傳資料) 

一 
資訊倫理與素

養 

(三)教職員工

資訊倫理與素

養線上研習 

1. 運用教育部數位學

習服務平台之線上

研習課程辦理。 

2. 該項線上研習課程

共有兩項： 

(1) 「上網不迷網」線

上研習課程、辦理

期間：106年 03

月 01 日~20日。 

(2) 「無形的拳頭：淺

談網路霸凌」線上

研習課程、辦理期

間：106 年 09月

01日~20 日。 

3. 上揭第一項次「上

網不迷網」線上研

習課程，若教師於

去年已參加，則免

參加是項研習。 

4. 請各校轉知教師該

項線上研習訊息。 

上傳資料包括：                                      

106年 10月底，發文轉知

各校填報各校參與人數及

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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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資訊教育中心 

106年度推動重點工作及執行目標 

項 

次 
項目 推動細目 說明 

備註 

(上傳資料) 

二 自由軟體教學 

(一)學生-應用

自由軟體教學 
每學期均排入課程 

上傳資料包括: 

1. 相關佐證資料:課表、教

學成果、實施照片(含說

明)，留校備查。 

2. 106年 10 月底，發文轉

知各校填報相關資料並

請各校按範例格式彙整

上傳各校資訊教育成果

電子書於教育雲平台。 

(二)每年辦理一

次校內自由軟體

教學應用研習 

(3 小時) 

1. 每年 10月 30日前

辦理一次研習活

動。 

2. 因應中央推動 ODF

文件格式，建議安

排 LibreOffice相

關軟體研習。 

3. 若研習性質偏重於

資訊技能操作，建

議學校可妥適運用

網路平台資源規劃

線上研習模式，

如:LibreOffice教

學。 

可參考以下網址 

https://goo.gl/p5

wtEK 

4. 請學校將研習課程

登錄於全國教師進

上傳資料包括：  

1. 相關佐證資料:含計畫

書、活動名稱、推動成

果(實施成效、需改進部

分、建議事項…)、實施

照片(含說明)，留校備

查。 

2. 106年 10 月底，發文轉

知各校填報相關資料並

請各校按範例格式彙整

上傳各校資訊教育成果

電子書於教育雲平台。 

https://goo.gl/p5wtEK
https://goo.gl/p5w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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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資訊教育中心 

106年度推動重點工作及執行目標 

項 

次 
項目 推動細目 說明 

備註 

(上傳資料) 

修研習網。 

二 自由軟體教學 
(三)運算思維教

育推動 

請於國小高年級彈性

電腦課或國中資訊課

排入有關運算思維主

題之視覺化程式設計

課程。 

上傳資料包括： 

1. 相關佐證資料:課表、

課程計畫、實施照片

(含說明)，留校備查。 

2. 106年 10 月底，發文轉

知各校填報相關資料並

請各校按範例格式彙整

上傳各校資訊教育成果

電子書於教育雲平台。 

三 資訊競賽 

(一)苗栗縣國中

小學生 Scratch

創作競賽。 

1. 縣賽於 106年 03月

底前辦理完畢。 

2. 縣賽特優隊伍，代

表本縣參加於台中

辦理之 106年 04月

28日之全國

Scartch競賽。 

3. 另因應全國賽，請

縣賽特優隊伍(含:

指導教師及參賽學

生)出席所規畫之增

能工作坊(3場次)。 

1. 縣賽：請全縣各校提交

作品參與競賽。 

2. 全國賽：由縣賽特優隊

伍(各組別 2 隊，預計共

8隊)代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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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資訊教育中心 

106年度推動重點工作及執行目標 

項 

次 
項目 推動細目 說明 

備註 

(上傳資料) 

三 資訊競賽 

(二)苗栗縣 106

年達客颷程式

「Coding Game 

Based 

Learning」網

路競賽 

1. 運用 E-game互動式

競賽平台辦理。 

2. 預計辦理時間為 106

年 04月。 

請各校踴躍鼓勵學生參

加。 

(三)苗栗縣 106

年度國民中小

學教師-各領域

電子書創作比

賽 

1. 辦理時間： 

106年 10月。 

2. 運用 QB電子書編輯

軟體製作數位教

材。 

請各校踴躍鼓勵教師參

加。 

(四)國際運算思

維挑戰賽 

1. 本測驗為線上測

驗，預計 106年 11

月辦理。 

2. 該項活動為教育部

運算思維教育推動

重點項目，請各校

參與。 

3. 與全球近 50國同步

舉辦。測驗分國小

高年級、國中、高

中等組別。 

1.請各校指導學生參加。 

2.將於賽後掌握追蹤各校

參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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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資訊教育中心 

106年度推動重點工作及執行目標 

項 

次 
項目 推動細目 說明 

備註 

(上傳資料) 

四 

教學環境及合

理使用情形填

報 

「教育部國民

中小學資訊教

學設備與使用

狀況」線上填

報系統 

預計 106年 06、11月

上網填報 

填報網址：

http://teis.moe.gov.tw/ 

五 

學校每班每週

可排電腦教室

情形 

學校每班每週可

排電腦教室 

國小 3年級(含)以上

班級，學校每班每週

可排電腦教室之比率

(學校電腦教室可供每

班每週排課至少 1堂

課) 

上傳資料: 

1. 提供各校電腦教室排課

表及相關佐證資料。 

2. 106年 10 月底，發文轉

知各校填報相關資料並

請各校按範例格式彙整

上傳各校資訊教育成果

電子書於教育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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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資訊教育中心 

106年度推動重點工作及執行目標 

項 

次 
項目 推動細目 說明 

備註 

(上傳資料) 

六 
數位應用機會

均等 

結合公私部門、

鄰近大專院校或

民間團體等支援

學校提升數位應

用機會均等及數

位關懷等工作 

(一) 各界資源，係

指： 

1.公部門：中央部

會、縣市政府、鄉

鎮市公所等及所屬

單位。 

2.大專校院：大學、

專校等公私立學

校。 

3.民間團體：銀行、

企業、公司、基金

會、社團等民間單

位及組織。 

(二) 結合形式：開設

課程、辦理研

習、舉辦營隊、

推廣活動等。 

(三) 辦理方式：合

辦、協辦、聘請

講師、場地借

用、提供器材設

備、捐贈、運用

教材等。 

上傳資料： 

(資訊成果網) 

1.活動辦法或實施計畫。 

2.活動相關資料(如：參加

人數、活動內容簡述、

活動日期等)。 

3.照片 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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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資訊教育中心 

106年度推動重點工作及執行目標 

項 

次 
項目 推動細目 說明 

備註 

(上傳資料) 

七 
行動學習 

推動計畫 

建立「隨地、隨

時、隨機」進

行的行動化教

學模式。 

1.學校導入行動學習於

課程中，發展以學

習者為中心的多元

創新教學模式。 

2.年底進行全縣成果

發表及教育部成果

嘉年華。 

上傳資料: 

1.上傳網站:教育部行動學

習輔導計畫網站。 

2.課程成果報告書、簡報

及教學影片。 

3.教學活動設計。 

4.溫馨故事。 

5.心得分享。 

6.輔導紀錄表。 

7.月報表。 

8.教學課程實驗案例研

究。 

9.教學活動照片。 

八 

數位學習偏鄉教

育創新發展計

畫 

(一)先期導入學

校:利用數位科

技翻轉偏鄉學校

的未來。 

(二)核心推動學

校:協助區域鄰

近或相關領域學

校運用數位工具

及資源 

1.先期導入學校:選擇

「數位應用導入」

或「主題課程導

入」，至少需有兩

個年級或課程進行

數位教學活動。 

2.核心推動學校:協助

區域內學校(或跨區

相關領域)推動數位

化教學工作，並提

供先期導入學校諮

詢服務，分享各項

教學資源。 

上傳資料: 

1.上傳網站:教育部數位偏

鄉教育創新發展計畫網

站。 

2.教學活動設計:先期導入

學校 2篇教案，核心推

動學習 6 篇教案。 

3.計畫結束依據具體質量

指標提報執行成果(推

動模式分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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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資訊教育中心 

106年度推動重點工作及執行目標 

項 

次 
項目 推動細目 說明 

備註 

(上傳資料) 

九 資訊安全 

(一) 資安自我

檢核表 

(二) 網站弱點

檢測報告

及防洩漏

個資檢測

報告 

(三) 保有個人

資料盤點

與清查彙

整一覽表 

1.配合教育部資安政

策，每年執行一次

資安自我檢測。 

2.請定期檢視各主機

的資訊安全防護，

確實落實系統更新

及漏洞修補，每年

執行一次網站弱點

掃描及個資掃描。 

3.每年定期檢視並更

新「保有個人資料

盤點與清查彙整一

覽表」。 

上傳資料: 

1.資安自我檢核表上傳苗

栗縣資訊成果網站。 

2.弱點掃描平台 

(http://ewavs.mlc.edu

.tw/)及 

個資掃描平台

(http://epdp.mlc.edu.

tw/)，將無嚴重等級的

學校網站檢測報告上傳

苗栗縣資訊成果網站。 

3.將「保有個人資料盤點

與清查彙整一覽表」上

傳到學校網站「個人資

料公開專區」內。 

http://ewavs.mlc/
http://epdp.m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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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資訊教育中心 

106年度推動重點工作及執行目標 

項 

次 
項目 推動細目 說明 

備註 

(上傳資料) 

十 教學與應用 

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創新應用特

色 

自行發展各校在教學上

應用資訊科技特色 

上傳資料包括：  

1.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

應用課程。 

2.資訊計畫推動成果（實

施成效、效益、學校使

用數、教學說明、建議

事項、至少四張照片說

明上傳) 

3.請於學校首頁設置資訊

教育推動專區，將上述

計畫及實施成效等相關

資料納入專區內容，並

將成果放至苗栗縣教育

雲平台，相關成果可互

相使用。 

十一 
雲端創新 

教學 

教育雲教學與應

用 

苗栗縣教育雲維護管

理及推廣應用計畫業

已函知各校 

推動內容包括： 

1.請各校依據計畫提升教

育雲使用率、增進教育

雲數位教學與學習電子

書的數量。 

2.請各校資訊組長(教師)

協助落實教育雲使用者

帳號之維護與管理。 

備註：請各校將需上傳之年度資訊教育成果資料電子書於 106年 10月 30

日前上傳指定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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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106 年度第一次國民中小學資訊教育業務工作會議

教育處資訊教育中心工作業務說明 

一、 李銘華執行秘書業務說明： 

(一) 請各校資訊組長就資訊業務推展相互配合，若有業務需求服務可與

相關業務承辦人聯繫；技術業務問題請多利用報修系統(網址：

help.mlc.edu.tw)填列提出。 

(二) 資訊教育業務統合視導項目整併進資科司縣市資訊教育年度細部計

畫審查會議辦理，請學校配合 106年度推動重點工作及執行目標進

行資料整理及準備。 

(三) 各校新補助之電腦、單槍投影機及無線基地台，請落實維護及管理

職責，若有發生故障與其他狀況，請儘速聯絡廠商進行維修，以利

教學進行。 

(四) 苗栗縣教育行政雲端系統將辧理教育訓練，請學校配合。 

(五) 配合教育部學術網路骨幹升級，今年已完成光纖轉換器的裝設，待

縣網至區網端頻寬加大，預計將各校到縣網端頻寬升速至 300M。 

 

二、 王克誠課程督學業務說明： 

(一) 資訊教育推廣及知能培訓(資訊研習部分) 

1.資訊教育中心於 106年度預計辦理 37場次研習，研習主軸含括： 

資訊倫理及網路素養、資訊融入教學、資訊技能素養、運算思維

與程式設計、自由軟體應用、教育雲服務運用..等主題。辦理方

式主要為線上研習、實體講授、產出工作坊、及分區研習等方式 

。 

        PS：線上研習除教育部數位學習服務平台外，另有運用本縣教育

雲平台設計線上研習課程，屆時發文轉知各校相關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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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校配合辦理。 

2.為鼓勵配合推廣之學校，凡學校教師參加本年度教育處資訊教育

中心辦理之資訊教育類實體研習三小時以上之人數達學校編制內

教師總人數的比例者（12班以下學校達比例 50％；13班至 23班

達比例 40％；24班以上達比例 30％），學校校長及相關業務承 

辦人記嘉獎二次。 

3.因應 107課綱上路，運算思維相關增能研習將於 106/03/24(五) 

辦理，請各校至少派一位教師參與研習，以了解其教學內涵與精

神。 

(二) 校園資訊倫理素養與自由軟體應用推廣 

1.請各校務必辦理資訊倫理與素養研習，包含對學生、家長的宣導

與學校教職同仁的研習，並鼓勵教師創作教案教材。 

2.請各校務必將自由軟體教學排入電腦課程，國小三至六年級，每

學期至少規劃 8節課；國中七到九年級至少規劃 2節課為原則，

請務必配合辦理。 

3.請於國小高年級彈性電腦課或國中資訊課排入有關運算思維主題

之視覺化程式設計課程。 

4.106年上半年學生安全上網課程與教學執行成果填報（預計於 106

年 6 月 15 日前請各校填報「標題：106 年度上半年（1/1 至 6/30）

國民中小學學生安全上網及防制不當使用網路課程與教學檢核表」

完成填報，以利彙整。） 

5.請各校教師參加「上網，不迷網」及「無形的拳頭：淺談網路霸

凌」數位課程，該項課程為教育部數位學習服務平台之課程。 

6.每年一次校內自由軟體教學應用研習，請各校確實辦理並請學校

將研習課程登錄於全國教師進修研習網。 

(三) 教育雲平台維護管理及應用推廣 

1.網站維護管理 



 

 

18 

 

(1) 請各校電腦任課教師，引導學生熟悉本縣教育雲平台的介面操

作。(平台即有提供學生介面的操作手冊) 

(2) 105學年度規劃有教育雲獎勵計畫，請各校師生善加運用苗栗

縣教育雲平台資源。 

2.研習應用推廣 

(1) 有關本縣教育雲平台之電子書分享研習，自 105年度下半年，

業已辦理 3場次分區研習(客庄國小、後龍國小、公館國小場

次)，106年度將規劃 4場次之分區研習。 

(2) 請各校鼓勵教師將自行研發之資訊融入教學課程教材上傳到本

縣教育雲平台（http://cloud.mlc.edu.tw/），並分享至教育

部教育大市集（https://market.cloud.edu.tw/）。 

(3) 若教育雲平台有操作問題，可至平台的技術諮詢反應。 

(四) 資訊教育推廣活動(資訊競賽部分) 

1.苗栗縣國中小學生 Scratch創作競賽：縣賽於 106年 3月底前辦

理完畢，縣賽特優隊伍，代表本縣參加於台中辦理之 106年 04月

28日之全國 Scartch競賽。 

2.苗栗縣 106年達客颷程式「Coding Game Based Learning」網路

競賽：配合教育部之計畫，預計辦理時間為 106年 04月。 

3.苗栗縣 106年度國民中小學教師-各領域電子書創作比賽：預計辦

理時間為 106年 9月下旬。 

4.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該競賽為教育部運算思維辦公室之重點推

動項目，本測驗為線上測驗，預計 106年 11月辦理，請各校配合

辦理踴躍參與。 

 

 

 

https://market.cloud.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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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陳美君課程督學業務說明： 

(一) 偏鄉數位關懷推動計畫 

1.106年本縣設有 8個數位機會中心(簡稱 DOC)，分別設立在三灣鄉

農會、頭屋鄉象山社區發展協會、公館鄉福基國小、銅鑼鄉立圖

書館、泰安鄉清安國小、卓蘭鎮卓蘭國小、苑裡鎮縣立苑高及通

霄鎮鄉野生活美學協會(新埔活動中心)，免費提供社區民眾電腦

設備使用及資訊課程教學。 

2.請 DOC週邊學校提供相關協助或與之合作開設行動分班，擴大 DOC

之功能。 

3.本縣 DOC資訊請上教育部「偏鄉數位關懷推動計畫網」 

http://itaiwan.moe.gov.tw/查詢。 

(二) 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 

1.以大學學伴制為概念，招募大學生擔任偏遠地區國中小學童之學

伴，每週 2次由大學生對中小學學童進行一對一線上即時課業輔

導，協助提供資訊應用及課業輔導諮詢。藉此提升學童學習興趣 

，促進當地教育文化發展。 

2.106年本縣計有獅潭國中、南湖國中、大湖國中、泰安國中小、 

南和國中、東河國小、新開國小及栗林國小，共 8所學校參與數

位學伴計畫。 

3.107年度數位學伴申請宣導，預計排定於 9月份資訊組長工作會 

議中說明。 

(三) 教育部資訊教學設備與使用狀況線上填報系統 

■ 每年 2次填報，於 6月及 11月進行(目前教育部預定修改為每年

填報一次，等候正式公文確認後通知)，屆時將會函文轉知各校於

期限內完成填報，進行資料更新作業，請學校配合期程核實填報。 

(四) 與信望愛基金會合作行動學習方案 

1.105年度受贈學校計有:縣立苑中、新港國中小、建功國小、蟠桃

國小、中山國小、苑裡國小、文苑國小、通霄國小、山腳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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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國小、后庄國小、三灣國小、錦水國小、僑樂國小、海寶國

小共 15所學校，敬請持續使用 LearnMode學習吧平台  

        (http://lms.learnmode.net/home)進行教學，今年度將於 4月 20日辦 

理學習吧平台教學之研習，屆時請受贈學校務必派員參加。 

2.Flyer平板維修申請需求請至 

       http://goo.gl/ouHtr ~學校窗口可到此提報維修機器。 

3.二手 Flyer平板需求調查填報: 

 此批平板係由北市高中端移轉，已由高中生短期用過，非全

新品或整新機；基金會是考量到部分國中小仍有此需求，故協助

於中協調，僅期望能夠達到物盡其用，屆時若捐贈數量確認後，

由各校逕行接收物品移轉之簽收、基本檢測及軟體設定，亦可申

請基金會派員協助教育訓練，需求填報網址: 

     https://goo.gl/forms/NmjI3JII4WD2TPPZ2，請於 2/25 前填報完畢。 

 

 

 

四、 徐淑華輔導員業務說明： 

(一) 106年度電腦教室更新計畫（一般性補助） 

1.依據教育部政策辦理電腦教室更新以四年為原則。 

2.106年度電腦教室更新預計於年底進行數量調查，原則上更新 102

年度補助學校，待確定數量、規格及採購方式後函知各校辦理，

並採抽查驗收方式確認執行狀況。 

3.電腦數量核定原則依當學年度學籍資料為主，國小採計小三至小

六階段班級人數最多者為準，國中以一、二年級階段班級人數最

多者為準，若跨學年度有人數增加，請檢附證明文件函文到府申

請。 

4.請各校妥適處理未達報廢年限或年限已達尚可使用之電腦設備，

並優先移作行政辦公室或班級教室供教學使用。 

http://lms.learnmode.net/hom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jd56bIoOab26S9Hfb-sl2bg0aHuvM6uvhrYxP9RK_g6qYKg/viewform?c=0&w=1&usp=send_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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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6年度達年限投影機補助 

1. 依據本府 103年 2月 6日府教務字第 1030024900號函，自 103年

度起本縣所屬學校採購之單槍投影機財產最低使用年限改為 5 年；

103年度以前年限仍為 8年。 

2. 106年度投影機更新預計於年底進行數量調查，原則上更新 98年

度採購，並符合 106年 12月 31日前將達投影機財產使用年限且

仍有需求者，待確定數量、規格及採購方式後函知各校辦理，並

採抽查驗收方式確認執行狀況。 

3. 因 98年度待補助數量較多，為考量縣府財政狀況及中央補助資源

有限，新年度將以班級教室為優先補助原則，申請學校必須檢附

教室平面圖及投影機財產帳冊，圖面需清楚標示學校目前投影機

裝設位置(包含待報廢之投影機)及待更新安裝位置，總數量應與

財產帳冊相符。 

4. 經審查結果若有其他疑義，本府將擇期至學校進行會勘確認。 

5. 請申請補助學校務必核實提出需求，若在後續驗收產生不符之情

事，本府將不予補助並收回該設備。 

(三) 申請縣府或教育部補助資訊設備注意事項 

1.請依紙本公文方式辦理，並檢附學校最新資訊設備配置圖與經費

概算表(儘量敍明規格、數量、單價，減少使用「一式」的概括性

字樣)，本府會擇期現場會勘後確認補助需求。 

2.申請縣府補助計畫內容請依國教科函文說明辦理(104年 1月 8日

府教國字第 1040003675號函)。 

3.申請教育部補助計畫內容請依 105年 1月 28日府教國字第

1050019227號函教育部申請格式辦理。 

4.申請補助資訊設備請先考量學校原有設備相容性及整合規劃，設

備規格及數量應符合學校需求並妥為訪價，應避免產生閒置設備

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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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陳怡君輔導員業務說明： 

(一) 國中小行動學習推動學校計畫 

1.計畫說明: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結合學術界、縣市政府、學校

教育現場及民間資源推動「國中小行動學習計畫」，鼓勵學校善

用資訊設備發展資訊科技在教學應用的特色，及發展以「學習者

為中心」多元創新教學模式。 

2.本年度行動學習推動學校(共 9校:武榮國小、後龍國小、建中國

小、新港國中小、同光國小、中山國小、中興國小、蟠桃國小及

公館國中)，敬請配合教育部輔導計畫依時程上傳課程成果。 

3.本縣「行動學習創新教學成果發表會」訂於 10月 26日(四)假苗

栗縣教師研習中心綜合研習室辦理，敬請各校務必派員參與。 

4.本年度假資教中心電腦教室舉辦四場次「行動數位大平台應用工

作坊」，研習內容主題包含:Minecraft 教育版, Power BI, 

Webduino, GAFE及學習吧，歡迎全縣教師踴躍報名參加。 

5.歡迎對行動學習有興趣之學校團隊積極申請明年度計畫，並與資

教中心聯絡。 

(二) 苗栗縣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團隊 

1.各校應於課程計畫中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教學活動。 

2.今年度徵件文已於 1月 16日發出，2月 20日前截止，歡迎各校踴

躍提出申請。 

3.各校參賽情形將列入本縣資訊教育補助考評。 

4.敬請各校落實資訊教育創新課程特色發展與推動，並於學校首頁

設置「資訊教育推動專區」。 

(三) 數位學習偏鄉教育創新發展計畫 

1. 計畫說明:在偏鄉地區協助學校和導入優質資源，以發揮資源效率，

並達成數位學習推廣與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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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年本縣共有三所學校參加，包含:核心推動學習-同光國小; 先

期導入學校-田美國小及大南國小。 

*核心推動學校 (可同時申請教育部行動學習計畫 ):以學校過去

推動數位學習的經驗，協助區域內(或跨區相關領域)先期導入

學校推動數位化教學工作，並提供先期導入學校諮詢服務分享

各項教學資源。 

*先期導入學校 (不可同時申請教育部行動學習計畫):申請學校依

照學校意願，可選擇以「數位應用導入」或「主題課程導入」

兩種擇一執行。「數位應用導入」型學校在教師教學和學生學

習須至少有二個年級有明確的導入數位學習教學活動; 「主題

課程導入」需發展或選擇二個課程或領域進行專題導向式學習。 

3. 請依照教育部時程上傳繳交成果資料至計畫輔導部落格。 

4. 併同行動學習計畫舉辦四場次工作坊及全縣成果發表。 

5. 歡迎對偏鄉數位教育有興趣之學校團隊積極申請明年度計畫，並

與資教中心聯絡。 

(四) 國中小學磨課師課程創新教學應用計畫 

1. 教育部為建立多元彈性磨課師(MOOCS)課程教學應用模式，於 105

年舉辦第二屆徵件計畫，本縣共 6所學校獲選為補助學校，分別

為:烏眉國中、中興國小、同光國小、三灣國小、景山國小、蟠桃

國小，並訂於 7月 18日舉辦全縣成果發表評選會。 

2. 敬請參與計畫學校依計畫期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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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吳勉慶輔導員業務說明： 

(一) 辦理各校資訊教育暨資安防護到校輔導 

1.本縣各國民中小學，自 104年度起分三年期程輪流辦理，104年度

49校，105年度 48校，106年度 48校。 

2.實際到校了解學校推動資訊教育推動情形及所需之幫助。 

3.預計 106年 3月中旬至 4月初期間至各校輔導。 

4.106年度預計輔導共計 48所(國中 11所，國小 37所)，名單如下: 

［苗栗市］文華國小、建功國小、新英國小、福星國小 

［頭屋鄉］明德國小 

［公館鄉］鶴岡國中、公館國小、仁愛國小、福基國小 

［三義鄉］三義高中(國中部)、鯉魚國小、僑成國小 

［苑裡鎮］致民國中、客庄國小、藍田國小、蕉埔國小 

［通霄鎮］啟新國中、啟明國小、烏眉國小、通霄國小 

［西湖鄉］西湖國小、僑文國小、五湖國小  

［頭份市］頭份國中、永貞國小、尖山國小、信義國小 

［竹南鎮］竹南國中、山佳國小、頂埔國小、竹南國小 

［南庄鄉］蓬萊國小 

［造橋鄉］大西國中、造橋國小 

［後龍鎮］維真國中、新港國中小、外埔國小 

［大湖鄉］南湖國小、東興國小、武榮國小 

［獅潭鄉］獅潭國中、獅潭國小 

［卓蘭鎮］雙連國小、景山國小 

［泰安鄉］泰安國中小、清安國小、士林國小、梅園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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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張奕勛分析師業務說明： 

(一) 每年執行一次資安自我檢測，重新檢視資安自我檢核表之項目，確

實填寫核章後上傳。 

(二) 每年執行一次學校網站弱點掃描(http://ewavs.mlc.edu.tw/)，若

有檢測出等級為嚴重的弱點，需盡快解決後再次執行弱點掃描，上

傳無重要(高)等級的弱點檢測報告。 

(三) 每年執行一次學校網站個資掃描(http://epdp.mlc.edu.tw/)，若有

檢測出等級為嚴重的個資漏洞，需盡快解決後再次執行個資掃描，

上傳無重要(高)等級的個資漏洞檢測報告。 

(四) 106年教育部全國中小學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https://isas.moe.edu.tw/) 

1. 訂定 106 年 4 月 13 日(四)下午舉辦學校端管理員填報教育訓練。 

2. 106年 4月 5日至 6月 16日開放學校端管理員線上填報。 

3. 106年 11月 1日起開放學校端下載 106年度評量報告書。 

4. 此計畫正式公文已發到各校。 

(五) SFS3學務系統 

1.備份政策:每二日定期備份，資料保留一個月，過期資料將被刪除。 

2.檔案上傳:由於託管伺服器的硬碟空間考量，單檔案上傳限制 2M。 

(六) Webmail電子郵件系統 

1.定期密碼更新:一直以來都有發生信箱帳號被盜用來大量發送垃圾

郵件之情形，中心人員會立即將其密碼變更並暫時停用其帳號，

建議可利用適當的會議或課程向教職員宣達密碼更新的必要性。 

2.離職人員刪除:資訊帳號管理系統未輸入資料及離職退休之人員，

將刪除 webmail信箱帳號。 

3.此為公務用個人信箱，應加強宣導勿使用於個人私人信件收發。 

4.避免肇生公務資訊外洩之情事，公務相關信件不宜使用非公務信

箱收發，亦不應逕行轉發公務電子郵件至非公務信箱處理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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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因部分學校發生勒索病毒資安事件，致重要資料毀損影響公務正常

進行。請各校加強資安觀念宣導與執行，勿下載不明來歷軟體。各

校重要資料，應做好定時與異地備援(備份)機制，以因應資安事件

發生時所需。 

八、 吳士明分析師業務說明： 

(一) 各校資訊技術問題分層三級報修機制，第一級學校端教師及使用者、

第二級學校資訊組長或維護廠商、第三級資教中心技術同仁。並請

善用報修系統(http://help.mlc.edu.tw)填報問題。 

(二) 請注意學校 L3網路設備擺放環境，目前 L3網路設備為有條件終身

保固，若因學校環境導致 L3 設備生鏽則很可能影響到設備保固權益，

建議無機房或是靠近海邊的學校添購防潮櫃，以延長設備使用壽命

及保固權益。 

(三) 新無線網路系統 SSID分別為 SSID:TANetRoaming–2.4G、

TANetRoaming–5G、Eduroam–2.4G、Eduroam–5G，登入帳號為

Webmail帳號，若使用者可以登入 Webmail系統

(http://webmail.mlc.edu.tw)，但是無法連上無線網路，則請聯絡

無線網路維護廠商，詳細資料請參考資教中心網站相關訊息

(http://it.mlc.edu.tw/index.php/2012-03-24-08-48-16/2012-

03-22-00-22-41/281-802-1x-4)。 

(四) 申請 G Suite for Education(原 GoogleAppsforEducation)，由資

教中心驗證網域事宜: 

1.請各校先至 G Suite for Education網站申請

(https://www.google.com/a/signup/?enterprise_product=GOOG

LE.EDU#0)，請注意：學校網域及學校網址為不同參數；如竹南國

小學校網域為 junanes.mlc.edu.tw、學校網址為

www.junanes.mlc.edu.tw。於 G Suite for Education 填完申請

表單後，請將申請時填寫的管理者郵件地址及密碼，Email給資教

http://help.mlc.edu.tw/
http://it.mlc.edu.tw/index.php/2012-03-24-08-48-16/2012-03-22-00-22-41/281-802-1x-4
http://it.mlc.edu.tw/index.php/2012-03-24-08-48-16/2012-03-22-00-22-41/281-802-1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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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承辦人(ming77@webmail.mlc.edu.tw)，由資教中心代為驗證

網域。 

2.資教中心驗證網域後，請學校管理者於管理者介面中「帳單」(結

算)來查閱是否已為教育版，並依照 Google來信內容完成升級至 G 

Suite for Education。 

(五) 管理 Website網站(http://website.mlc.edu.tw)，瀏覽器請使用

FireFox或是 GoogleChrome操作網站管理介面。 

九、 劉孟鑫分析師業務說明： 

(一) 苗栗縣教育行政雲端系統建置: 

為提昇本府教育處網站之服務品質及安全性，目前正在建置新

的教育行政雲端系統網站，由於新系統與舊系統有相當大的差異，

本中心預計 106年 5月中旬將會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屆時請各校務

必派員參加。 

(二) 苗栗縣國中小學校 OpenID帳號說明，請向校內使用者宣導： 

1. 教職員工 

(1) OpenID資料來源：資訊帳號管理系統及 webmail系統。 

(2) OpenID帳號、密碼=webmail帳號、密碼 

(3) 新進教職員工欲申請 OpenID帳密，請先申請 webmail帳號，

由校內資訊帳號系統管理者，登錄新進使用者資料，並點選

webmail帳號申請連結，待資教中心管理者審核通過，且

OpenID資料更新(每日 9點、10點、13點、14點)後，即可使

用 OpenID服務。 

2. 學生 

(1) 請各校將本學期新進的轉學生資料 Email給資教中心

(s9727244@webmail.mlc.edu.tw)，由資教中心於每週一至五

早上 11:00批次匯入至 OpenID系統。 

mailto:ming77@webmail.mlc.edu.tw
http://website.ml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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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各校依以下欄位規則，提供學生 OpenID資料： 

(3) 學生 OpenID資料欄位共四欄 

○ 第一欄：身分證字號大寫 

○ 第二欄：在校學生姓名 

○ 第三欄：各校之教育部學校代碼 

○ 第四欄：學號 

(4) 各欄位間請用,符號分隔。 

(5) 範例:K123456789,王大明,054317,100048 

(三) 資訊帳號管理系統 

1.新版教育處網站將從本系統取得資料，請各校人事異動時，確實

維護資訊帳號管理系統

(http://www2.mlc.edu.tw/account/login.asp)的人事資料，以

確保教職員工的系統作業權限及新網站資料匯入作業。 

2.請確實填入正確的「縣內 webmail帳號」資料，以確保能夠使用

OpenID介接的各項系統及新網站資料匯入作業。 

(四) 學校相關網站 

1.學校網站使用 JoomlaCMS系統，運作上以一個學校一個虛擬機的

方式管理，網頁空間為 4GB，如果空間不夠，學校可以結合各項雲

端服務，如網路相簿、youtube影片等，節省網站空間。 

2.Joomla學校網站的託管管理政策 

(1) 每所學校提供一個 IP及一個虛擬機。 

(2) 管理密碼，請強化複雜度，網站開放所有 IP均可瀏覽，請重

視資安防護。 

(3) 申請託管及解除託管，請直接下載相關表單，填妥後免備文送

中心即會處理，路徑如下： 

            it.mlc.edu.tw->表單下載連結->學校網站託管。 

(4) Joomla學校網站的操作手冊及程式下載網址，路徑如下： 

http://www2.mlc.edu.tw/account/log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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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mlc.edu.tw->技術文件->教學文件->Joomla學校網站教學

文件 

(5) 網站每週備份一次、資料保留一個月。 

3.個人資料保護法 

(1)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請各校避免在學校相關網站(含 Website

和 Joomla)直接張貼成績單、學生或家長的個人資料，以符合

法規規定。 

(2) 每年一次維護學校網站之「個人資料公開專區」，檢視並更新

附件一覽表，以符合學校現況及法規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