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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0 年度資訊教育推動目標（資訊教育白皮書推動目標） 

一、培養學生應用資訊科技解決問題的能力 

(一) 促進學生應用資訊科技 

1、推動各校課後開放電腦教室及 e 化專科教室 

2、辦理學校、區域及全國性資訊科技應用競賽 

(1)辦理各項全縣資訊科技應用競賽 

(2)自由軟體競賽採學生集中比賽 

(二) 落實資訊科技課程與教學 

1、辦理資訊科技課程實施評鑑 

2、成立資訊科技學科教學資源中心 

3、推動學生資訊科技應用能力評量 

(1) 頒布中小學資訊教育能力指標作為資訊科技教育的課程綱要 

 (三) 提升資訊科技教師專業知能 

1、成立資訊科技學科輔導團 

2、辦理資訊科技新知及教材教法工作坊 

(1) 規劃成立資訊科技學科輔導團 

（2）鼓勵學校成立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工作坊 

二、養成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正確觀念、態度與行為 

(一) 營造合理使用資訊科技的校園環境 

1、設計並實施合理使用資訊科技的學習活動 

2、訂定校園中合理使用資訊科技規約 

(1) 訂定校園使用無線網路規範 

（2）遵守合理使用資訊科技規約 

(二) 推動資訊安全教育 

1、編纂資訊安全教材 

2、辦理資訊安全推廣活動 

(1) 辦理資訊安全推廣活動 

（2）推動縣級學校推廣資通安全教育 

三、保障並促進師生的數位機會均等 

(一) 整合各界資源促進數位機會均等 

1、持續推動數位機會中心的建置 

2、持續補助資訊科技教育志工計畫 

(1) 目前數位機會中心已經建置 11 點，督導及協助其營運 

(二) 保障弱勢師生的數位機會 

1、增強弱勢師生的資訊科技應用素養 

2、開發適宜弱勢學生的數位學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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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弱勢學生申請國民電腦或二手電腦 

四、培訓具備資訊科技應用能力的教師 

(一) 激勵校長與教師定期檢核自我的資訊科技應用能力 

1、建立各領域教師的資訊科技應用能力指標 

2、建立校長的資訊科技應用能力指標 

3、訂定激勵校長和教師發展資訊科技應用能力的具體措施 

(1) 期待教育部訂定校長與主任的資訊素養指標及培訓教材 

(二) 規劃校長與各領域教師的資訊科技應用能力培訓課程 

1、開發校長與各領域教師的資訊科技應用培訓教材 

2、辦理校長與各領域教師的資訊科技應用能力培訓 

(1) 目前有一般教師及資訊教師的培訓教材 

(三) 激勵校長與教師將資訊科技應用於教學 

1、鼓勵縣市成立校長與教師資訊科技應用能力培訓專責單位 

2、辦理應用資訊科技提升學生思考能力的教學工作坊 

3、設置資訊科技教育卓越獎 

(1) 成立資訊科學輔導團。 

（2）鼓勵成立應用資訊科技提升學生思考能力的教學工作坊 

（3）辦理獎勵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人員 

 (4) 資訊輔導團到校服務，輔導校園資訊科技之使用及教學 

(四) 規劃校長與各領域教師的資訊科技應用能力線上培訓課程 

1、開發校長與各領域教師的資訊科技應用線上培訓教材 

(1) 推廣教育部數位學習服務平台 

(2) 培訓輔導員錄製線上資訊學習課程，充實學習平台課程。 

2、辦理校長與各領域教師的資訊科技應用能力線上培訓 

(1) 推廣教育部數位學習服務平台 

(2) 培訓輔導員錄製線上資訊學習課程，充實學習平台課程。 

(3) 鼓勵偏遠學校教師利用線上學習平台自我進修學習資訊教育課程。 

五、發展多元的數位教學資源 

(一) 整合數位教學資源 

1、發展數位教學資源的素材 

2、持續發展數位教學資源的相關網站和軟體 

3、建立數位教學資源發展的產學合作機制 

(1) 已經建置全縣國中小推動資訊教育成果網 

（2）規劃爭取民間合作 

(二) 推廣數位教學資源分類標準及公共授權機制 

1、推廣數位教學資源分類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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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廣「創用 CC」授權機制 

(1) 訂定中小學採用自由軟體的規範 

（2）推廣「創用 CC」授權機制 

六、提升教室和校園的軟硬體設備與網路服務 (含縣市網路中心計畫） 

(一) 提升一般教室和專科教室的軟硬體及網路設備 

1、增加一般教室的資訊科技設備 

2、推動多功能 e 化專科教室 

3、訂定校園無線網路規範 

4、訂定中小學資訊科技設備標準 

(1) 要求汰換的電腦移至一般教室使用 

（2）普遍增加多功能 e 化專科教室 

（3）訂定校園無線網路規範 

（4）掌控中小學資訊科技設備，確實補強設備弱勢學校 

 (二) 推動集中式的網路服務 

1、訂定集中式網路服務規範 

2、訂定集中式學習管理系統規範 

(1) 建置公務用單一認證系統 

（2）建置學生資料管理系統 

（3）提供 WEBMAIL、DNS、防火牆管理等服務 

（4）提供註冊繳費、請購、差假管理等應用服務 

 (三) 推動軟體多元發展與應用 

1、建立教學用自由軟體的研發團隊 

2、訂定中小學採用自由軟體的規範 

(1) 目前已有 54 個種子學校 

（2）每學期必須有一單元課程為自由軟體教學。 

(四) 提升資訊管理技術人員及網路管理技術人員的知能與服務品質 

1、辦理資訊管理技術人員及網路管理技術人員的專業研習 

2、獎勵績優的資訊管理技術人員及網路管理技術人員 

(1) 定期辦理資訊管理技術人員及網路管理技術人員的專業研習 

（2）辦理獎勵績優的資訊管理技術人員及網路管理技術人員 

(五) 促進校務行政 e 化 

1、成立校務行政 e 化推動組織 

2、建立校務行政資料交換標準 

3、獎勵校務行政 e 化績優人員 

(1) 成立校務行政 e 化推動組織 

（2）建立校務行政資料交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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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規畫獎勵校務行政 e 化績優人員辦法 

七、發展並推廣各校在教學上應用資訊科技的特色與典範 

(一) 鼓勵學校發展資訊科技在教學應用的特色 

1、獎勵於教學上應用資訊科技的典範團隊 

2、獎勵教師發展在教學上運用資訊科技的創新模式 

(1) 定期辦理獎勵於教學上應用資訊科技的典範團隊 

（2）定期辦理獎勵教師發展在教學上運用資訊科技的創新模式 

(二) 推展國內外資訊科技教育合作交流 

1、建立國內資訊科技教育合作的社群 

(1) 鼓勵並獎勵建立國內資訊科技教育合作的社群 

(2) 辦理教育噗浪客年會，建立國內資訊科技教育合作社群。 

2、建立國際資訊科技教育合作的社群 

（1）鼓勵並獎勵建立國際資訊科技教育合作的社群 

八、建立健全的資訊科技教育行政機制 

(一) 落實資訊科技教育的推動機制 

1、鼓勵縣市成立推動資訊科技教育的組織 

2、持續修訂資訊科技教育補助原則 

3、持續修訂資訊科技教育評估指標 

4、檢核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的制度與法規 

(1) 以優渥的獎勵措施鼓勵學校加強利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九、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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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訊教育行政運作 

一、組織架構圖 

 

 

二、組織人力 

業務分工 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資訊教育單位主管  劉仲成 教育處處長 049-2222106 ccliu36@ ntct.edu.tw 

資訊教育業務主管 
蔡振發 

科長 049-2203429 shin@ntct.edu.tw 

業務名稱 承辦人 
林淑娟 科員 049-2244818 chuan2@ntct.edu.tw 

（一）資訊基礎

環境維運 

1.資訊設備更新 
林淑娟 科員 049-2244818 chuan2@ntct.edu.tw 

2.偏遠地區學校電

信費 
林淑娟 科員 049-2244818 chuan2@ntct.edu.tw 

（二）建置中小

學優質化均等數

位教育環境計畫

-國民中小學校

長及教師資訊知

1.國民中小學校長

及教師資訊知能培

訓 

江坤誌 校長 049-2773242 t01728@ ntct.edu.tw 

2.校園自由軟體教

學推廣應用 
林取德 校長 049-2773242 t01728@ntc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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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工 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能培訓暨校園自

由軟體及數位教

學資源推廣與維

護 

3.數位教學資源推

廣與維護 
蔡昆穎 網路中心 049-2241043 kyt@ntct.edu.tw 

（三）發展並推

廣各校在教學上

應用資訊科技的

特色與典範 

 

1.E 化創新學校     

2.電子書包實驗教

學試辦學校 

 
   

3.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創新教學模式

（資訊科技應用於

教學的創新教學模

式暨典範團隊） 

林淑娟 科員 049-2244818 chuan2@ntct.edu.tw 

（四）資訊教育

策略聯盟及資訊

教育創新應用發

展 

1.資訊教育策略聯

盟 
洪旭亮 校長 049-2702482 hsuling@gmail.com 

2.資訊教育創新應

用發展 
林淑娟 科員 049-2244818 chuan2@ntct.edu.tw 

（五）資訊教育推廣活動 鄭明彰 網路中心 049-2241043 t07219@ntct.edu.tw 

（六）縣市教育

網路中心 
1.主要負責人 林紹湖 校長 049-2332625 shaohu@ntct.edu.tw 

2.資安負責人 王嘉麟 網路中心 049-2241043 frank@ntct.edu.tw 

3.網管負責人 王登儀 網路中心 049-2241043 dem@ntct.edu.tw 

4.智財負責人 陳佳呈 網路中心 049-2241043 t05933@ntct.edu.tw 

（七）數位應用

機會均等 

1.國民電腦應用計

畫 
陳佳呈 網路中心 049-2241043 t05933@ntct.edu.tw 

2.推動提升民眾資

訊素養 
陳佳呈 網路中心 049-2241043 t05933@ntct.edu.tw 

（八）其他     

教育局資訊教育承辦人力 資訊輔

導團人

力 

教育網路中心

人力 

其他資訊 

支援人力 
 

  

  
10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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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處)資訊業務承辦人力」項目，教育局(處)局(處)長及課長人力不列計算(不含兼職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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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0 年度資訊教育推動工作內容 

    （請依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 2008-2011 之推動策略及行動方案規劃） 

一、資訊基礎環境維運 

（一）資訊設備更新 

             （行動方案 29：增加一般教室的資訊科技設備）  

 

第二次電腦教室資訊設備更新： 

1. 執行方式： 

(1)本縣於 98 年度起分 4 年（98～101）執行本縣中小學電腦教室電腦及週邊設備。 

（2）98 年度起計執行第二次電腦教室資訊設備更新，98 年度更新 94 年度採購之

電腦，以此類推（99 年更新 95 年採購之電腦；100 年更新 96 年採購之電腦；

101 年更新 97 年採購之電腦）。 

（3）採購方式均由縣府統一採購後交貨至各校使用。 

2. 如何運用舊電腦(依下列順序)： 

(1)、 移撥至一般班級教室，提供資訊學習角使用。 

(2)、 移撥專科教室，供上課學生分組討論使用。 

(3)、 汰換學校行政電腦。 

(4)、 成立弱勢學生資訊輔導教室。 

(5)、 已老舊不堪使用者，依規定辦理報廢。 

 

（二）偏遠地區學校電信費 

    （行動方案 14：增強弱勢師生的資訊科技應用素養）  

連線方式 
偏遠校

數 
月租費 

電信服務 

廠商 
連線速率 

學校端 

頻寬 

縣市網中心

端頻寬 
集縮比 

光纖 107 1700 

1.中華電信 

2.台灣數位光

訊科技 

100M 100M 2.5G 

1.40：1 

2.20：1 

其他（）        

全縣電信費用大約 3,712,800 元，分攤方式： 

□ 教育局全額支付 

□ 教育局與學校分攤（分攤比率 ： ） 

 項        目 校數 電腦教室數 電腦主機數 電腦螢幕數 備    註 

全縣應更新數 197 202 5733 5733   

100 年預計更新數 38 40 1574 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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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自行負擔 

■其他（本縣因偏遠及次偏遠學校校數多達 100 多所，為因應教育部規定中、小學網路均需 

達光纖 100M 之規定，本縣於 98 年度運用教育部補助建構「新一代校園寬頻有線及無線網路 

環境 NGN」計畫經常門經費，已將本縣各國民中小學全面建置完成光纖網路（補助偏遠學校 

網路使用費至 99 年 12 月 30 日止）。本縣偏遠學校 100 年度所需之光纖網路使用費 2,596 

,000 元整，請教育部惠予同意專款補助，以利偏遠學校網路正常教學。） 

備註：100 年度補助經費以 99 年度現況為基準（即 99 年度推動成果資料）。 

 

（三）經費概算 

（依本部經費申請表格式及經費編列標準） 

         經   費  經常門 資本門 經資門小計 所需總經

費 

自籌 

自籌 補助 自籌 補助 自籌 補助 比例 

(一)資訊設備更新   23,300 22,471 23,300 22,471 45,771 50.91% 

(二 )偏遠地區學校電

信費 

 2,596    2,596 2,596 0% 

 

二、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計畫－100 年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資訊

知能培訓暨校園自由軟體及數位教學資源推廣與維護  

（一）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資訊知能培訓 

      （行動方案 20：辦理校長與各領域教師的資訊科技應用能力培訓；行動方案 24：

發展數位教學資源的素材、行動方案 28：推廣「創用 CC」授權機制） 

1.校長資訊教育研討會 

（1）計畫目標 

a.藉由辦理國民中小學校長資訊教育研習課程，提昇校長對於資訊教育認知與實

踐。 

b.辦理資訊技能研習課程，引導國民中小學了解校長資訊融入教學與資訊科技應

用能力。 

c.為落實資訊教育政策推動及協助校長能正確掌握學校資訊教育、資訊環境、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及教師專業的發展方向，以提昇學校整體資訊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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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況描述 

                    a.99 年度針對南投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校長辦理資訊教育研習會，主要提升國

中小校長資訊運用與教學能力，並探討資訊教育技能、資訊素養、資訊融入

教學的教學理論與實務。 

                    b.積極辦理資訊教育課程，包括文書處理、電腦繪圖、試算表、電腦簡報、資

訊安全、作業系統、電腦架構、中英文輸入、程式語言、網路與通訊、網路搜

尋、資訊倫理與法律、智慧財產權等議題，強化學生運用資訊能力課程。 

                    c.辦理電子電子書包參訪教學研習活動，提昇校長進一步認識與體認資訊教育

的發展與現況。 

（3）工作內容及執行方式 

100 年度資訊課程內容及培訓人數規劃 

研習時數 課程內容摘要 對象 備註 

6 小時 數位教學資源應用與分享 

1. 教學素材及資料蒐集學習加油站、六大學習

網、教學資源網現有數位教學資源介紹與應

用 

2. 創作與分享：著作權新觀念－創用 CC 

國民中小學

校長 184人 

 

6 小時 科技媒體選擇與運用模式 

1. 符合教學目標的媒體設計 

2. 媒體種類、特性及考慮因素 

3. 系統化計畫運用科技媒體模式 

國民中小學

校長 184人 

 

 

（4）預期成效（含量化與質化指標) 

a.100 年度將全縣 184 所國民中小學校長列入培訓範圍中，並優先辦理「資訊教 

育」系列相關培訓課程，100%的校長研習時數達到 6 小時以上。 

b.全縣 184 所國民中小學校長均能參加「資訊融入教學應用能力」系列相關培 

訓課程。 

c.引導全校國中小校長瞭解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對學校教育之影響，並增進對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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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作時程 

項次 課程內容 方式與內容 辦理時程 經費來源 

1 

數位教學資源應用

與分享 

經驗分享、專

題、研討  

100 年 4 月

18 日 

由教育部補助經

費辦理 

2 

科技媒體選擇與運

用模式 

專題研討及研究  

100 年 9 月

20 日 

由教育部補助經

費辦理 

（6）其他 

 

2.校長及教師「網路素養」及「資訊融入教學」培訓課程（含線上） 

（1）計畫目標課程內容及培訓人數規劃 

A.校長「網路素養」培訓課程 

研習時數 課程摘要 對象 備註 

6 小時 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案例探討(網路素養、網

路禮節、網路交友、網路安全、資通安全等) 

國民中小學

校長 184人 

 

6 小時 教學資源創用 CC 授權合理引用、智慧財產

權宣導及網路法律案例探討 

國民中小學

校長 184人 

 

B.教師「網路素養」及「資訊融入教學」（如六大學習網、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與數位典藏內容融入教學…等）培訓課程 

研習時數 課程摘要 對象 備註 

12 小時 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案例探討(網路素養、網

路禮節、網路交友、網路安全、資通安全等) 

國民中小學

教師 400人 

 

12 小時 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與數位典藏內容融入教學、智慧財產

權宣導及網路法律案例探討 

國民中小學

教師 400人 

 

C.偏遠地區教師「網路素養」及「資訊融入教學」培訓課程 

研習時數 課程摘要 對象 備註 

12 小時 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案例探討(網路素養、網

路禮節、網路交友、網路安全、資通安全等) 

偏遠地區教

師 200 人 

 

12 小時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方法與規劃 偏遠地區教

師 200 人 

 

12 小時 學科領域資訊融入教學案例經驗分享 偏遠地區教  



 

 12 

師 200 人 

D.數位教學資源推廣及維護（含本部線上教學資源，如九年一貫資訊教育

議題教材、六大學習網、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自由軟體線上教學資源

與…等） 

課程 / 需求項目 
時

數 

課程設計及呈

現形式說明 

九年一貫資訊教育議題教材－教師篇 3 以情境糢擬式

多路徑課程為

主，案例研討課

程 

九年一貫資訊教育議題教材－主任篇 3 

九年一貫資訊教育議題教材－校長篇 3 

數位教學資源應用與分享 6 

呈現方式配合

學習內容，以生

動活潑易於學

習為原則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方法與規劃 6 

科技媒體選擇與運用模式 6 

六大學習網 6 

數位教材製作－進階篇 6 

數位教材製作－組合應用篇 6 

合計 45  

E. 全國各縣市資訊教育推動工作交流研討會議 

研習時數 課程摘要 對象 備註 

6 小時 教育部資訊教育白皮書推動目標、重

點工作及相關教學資源網 

全國各縣市資訊教育

業務承辦人 100 人 

 

3 小時 發展並推廣各校在教學上應用資訊

科技特色與典範計畫--典範團隊經

驗分享與交流 

全國各縣市資訊教育

業務承辦人 100 人 

 

2 小時 各縣市推動資訊教育經驗分享及交

流 
全國各縣市資訊教育

業務承辦人 100 人 

 

 

（2）現況描述 

a.透過資訊教育課程規劃並推動資訊教育課程與運用資訊融入各領域教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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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有效提升各校教師資訊運用與教學的能力，並培養資訊教育相關技能、概

念與素養，落實九年一貫課程中，資訊教育課程的實施理念。 

b.透過資訊教育課程研討會，進一步強化各校教師運用資訊科技、網際網路及以

資訊科技融入各領域教學的能力。 

c.透過研討及增能協助各校教師深究資訊教育課程之能力指標與教材教法。 

d.透過資訊教育資訊教育課程規劃育推動，傳承各校教師運用電子白板於教學及

資訊教育課程學技巧與教學實務。 

（3）工作內容及執行方式 

a.提升全縣 184 所國民中小學校長資訊基本素養能力，透過實際案例研討，提升

對資訊倫理、資訊應用安全議題、智慧財產權、網路侵權及創用 CC 授權等相

關法律認知。 

b.落實本縣中小學校長具備資訊基本素養能力，並適時輔導與處理學生有關網路

交友、網路法律等基本網路安全問題。 

c.提升國中小教師對於資訊倫理研習課程，提升教師資訊倫理、安全與健康的認

知與實踐。 

d.運用實際案例研討，提昇教師對資訊倫理、資訊應用相關法律及資訊應用安全

議題的認知與智慧財產權的尊重。而對青少年應用網路所產生的問題進行探

討，亦可提昇教師資訊倫理、健康、安全知能與實踐動機。 

e.辦理三場資訊教育研討會，提昇教師對資訊教育政策了解，以能正確掌握學校

資訊教育、資訊環境、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及教師專業的發展方向。 

f.增進教師資訊融入教學應用能力，建立合作分享的學習社群，了解現有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數位資源及觀摩各學科推動案例。 

g.提昇全縣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科技應用能力，達成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及創新教

學目標。 

（4）預期成效（含量化與質化指標） 

a.國民中小學校長完成資訊素養研討工作坊研討心得與推動成效報告。 

b.完成辦理國民中小學教師資應用培訓，並提供培訓研習成效評估，包括：學員

研習成效評估、學員滿意度調查、學員心得分享紀錄等。研習教材請上傳至本

縣教育處網站，以彙整研習課程，提供教師參考使用。 

c.依本縣資訊教育推動成效評估指標：資訊素養研習（如網路倫理、智財權、資

訊應用安全）研習人數比例達到 100％。 

d.各校辦理教師資訊應用培訓成果，以做為下年度各校教師資訊應用培訓經費補

助參考。 

e.80％ㄧ般及偏遠地區教師能實施並應用資訊融入教學應用，建立合作分享的學

習社群，並了解現有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數位資源及觀摩各校推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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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作時程 

a.100 年 1 月：擬定計畫 

b.100 年 2 月-10 月：辦理各項資訊教育課程研習與活動 

c.100 年 11 月：彙整各項執行成果  

d.100 年 12 月：檢討與修正計畫 

（6）其他 

 

（二）校園自由軟體教學推廣應用 

      （行動方案 35：建立教學用自由軟體的研發團隊及行動方案、36：訂定中小學

採用自由軟體的規範） 

1. 計畫說明 

(1)延續 99 年年度國中小校園自由軟體教學應用實施計畫，持續推動自由軟體在

校園及教學上的應用 。 

(2) 辦理全縣性學生部落格巡禮： 

a.讓學生展現運用自由軟體學習的成果與交流分享。 

b.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自由軟體教學應用』經費中支應。 

2. 預期目標 

(1)參與『自由軟體教學應用』研習教師達到 1000 人次。 

(2)學生能普遍運用自由軟體，自主學習。 

(3)辦理全縣性學生自由軟體應用競賽，參與人數達 500 人次以上。 

3. 執行方式 

項   目 99 年執行數 100 年規劃新增數 備      註 

種子學校數 25  校 5 校  

研習場次 28  場 40 場 98 年研習場次

持續執行至

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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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99 年執行數 100 年規劃新增數 備      註 

教師培訓人數 880  人 1000 人  

教材教案數 11  件 20 件  

應用於教學校數 25  校 5 校  

特色發展 推廣教學可應

用之自由軟

體，使教師樂

於應用於教

學，進而改變

教師使用軟體

之習慣 

1.製作教育噗浪客

教學應用專用隨身

碟程式 

 

其他    

4. 評核與獎勵 

績效良好的學校除獎勵行政主管及工作人員外，併列入『推展資訊教育成

效』評比的重要指標。 

 

（三）經費概算 

     （依本部經費申請表格式及經費編列標準） 

 

 

三、發展並推廣各校在教學上應用資訊科技的特色與典範 

   （42：獎勵於教學上應用資訊科技的典範團隊、行動方案 43：獎勵教師發展在教學上運用資訊科技

的創新教學模式、行動方案 44：建立國內資訊科技教育合作的社群、行動方案 45：建立國

際資訊科技教育合作的社群） 

（一）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 

南投縣 100 年度資訊科技應用於教學的創新教學模式暨典範團隊計畫 

1、計畫目標 

(1)暸解數位典藏網站在各領域教學上的資源，以及介紹數位典藏網路資源融入教

學活動之設計。 

(2)將數位典藏網站資源帶入教案設計 

(3)介紹國家數位典藏的豐富資源，並透過網路探索學習模式(WebQuest)的介紹與

實做，提供教師實際體驗任務式網路探索學習的樂趣，以幫助教師應用網路探

索學習策略整合數位典藏資源，簡易而有效地利用現有的數位典藏網站，進行

教學設計並發揮資訊融入教學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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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況描述 

(1)本縣各校推動「數位教育與網路學習－數位典藏內容融入教學計畫」之推廣研

習，目的在於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文化、教育層面之應用，擴大與深化數

位典藏成果在教育、文化面的應用，促成數位社會之健全發展。 

(2)各校推動重點在於應用數位典藏內容融入國中小課程中，提供全國中小學教師

加值及善用數位典藏豐富文化資源，達成精緻化之資訊融入教學課程目標。 

(3)本縣為促進教師應用數位典藏內容融入國小課程中，進行教學與課程設計。推

廣國小數位典藏融入教學數位教材共二十單元，包含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之教學內容。 

3、工作內容及執行方式 

編號 研習時數 99年場次 課程內容摘要 對象 備註 

1 6 小時 1 數位典藏教學資源應用與網路資源融入教案

設計平臺介紹 

國民中小學

教師 179人 

 

2 6 小時 1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線上課程 國民中小學

教師 179人 

 

3 6 小時 1 實作課程：數位典藏融入中小學課程之教案設

計分組設計教案 

國民中小學

教師 179人 

 

4 6 小時 1 網路探索學習模式的基本概念及教學實例介

紹 

國民中小學

教師 179人 

 

5 6 小時 1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相關實例分享 國民中小學

教師 179人 

 

 

4、預計成效 

(1)配合九年一貫六大議題的資訊教育，將資訊融入社會領域教學單元，促進教師

應用網路資源，協助教學與課程的設計 

(2)將數位典藏網站內容介紹推廣於中小學教師，提高中小學教師使用網路資源融

入教學活動設計的普及性，且透過研討座談培育推廣數位典藏教育的種子教

師。 

(3)落實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於教育上的運用，「數位典藏e-school 研習課程—

中小學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系列」辦理 5 場國中小教師數位典藏教學資源運用推

廣課程。 

(4)研習課程介紹國家數位典藏的豐富資源，並透過網路探索學習模式(WebQuest)

的介紹與實做，提供教師實際體驗任務式網路探索學習的樂趣，以幫助教師應

用網路探索學習策略整合數位典藏資源，簡易而有效地利用現有的數位典藏網

站，進行教學設計並發揮資訊融入教學的精神。 

(5)建置「數位典藏 e-school」平台及線上應用範例，協助教師運用數位典藏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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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資源設計教學活動，提高中小學教師使用數位典藏及應用網路探索教學策略

之能力。 

5、績效指標 

(1)配合九年一貫資訊融入、統整課程與生活化教學，促進全縣中小學教師應用資

源，進行教學與課程設計。 

(2)推廣「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優質教學資源網站於中小學教師，以提昇中

小學教師使用網路資源融入教學活動設計及跨領域教學之能力。 

6、其他 

 

（二）經費概算 

     （依本部經費申請表格式及經費編列標準） 

 

 

四、資訊教育創新應用發展 

（一）資訊教育創新應用發展 

     （行動方案 44：建立國內資訊科技教育合作的社群、行動方案 45：建立國際資

訊科技教育合作的社群，含國際交流） 

 

南投縣 100 年度全國跨縣市資訊科技教育合作社群研討會計畫 

1.計畫目標 

(1) 設計資訊融入學科領域的教材與教案，有效支援各科教學活動。 

(2) 發展資訊融入教學的教學模式與策略，促進教學生動活潑，提高教學效果。 

(3) 探討發展主題探究式教學和網路專題研究，加強教師運用資訊進行學習的基

礎能力。 

(4) 利用網路即時平台，凝聚資訊教育共同意識，發揮行動科技理念，創造城鄉

雙贏。 

(5) 使用新社交媒體 plurk，凝聚國內有志資訊教育伙伴之共識，並提供資訊教育

之教材工具。 

(6) 提供資訊融入及資訊技術專家諮詢平台，建立異地即時專業知識支援系統。 

(7) 因應教育部振興經濟均質化資訊教育環境專案硬體建置，提供各校資訊融入

教學相關應用經驗及教學資源。 

2.現況描述 

(1) 本縣以農建縣，土地幅員遼闊，加上縣府財政窘困，為減少與他縣及國際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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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差，在資訊科技方面時有急起直追的必要，以落實縮短城鄉差距。 

(2) 縣內教師之資訊能力落差頗大，每年辦理的資訊研習，或因教師意願低落，

或因學校遴派參加之消極，使得要提昇資訊科技操作能力， 仍呈現部分點

的推廣階段，無法達到線與面的局勢。 

(3) 電腦資訊技能的提昇，部分課程需依賴上機作業，才能讓使用者因實務操作

熟析系統，然受限於學校電腦教室之主機台數，每項參加研習之人數固定於

35 人左右，如何利用資訊學習平台。現況描述 

(4) 網路各類 WEB2.0 資訊平台繁多，若能運用其優點串連全國各地愛好資訊

科技與資訊融入教學之同好共同產出、分享所學心得，對於本縣教師資訊素

養及教學能力之提昇有相當之助益。 

 

3.工作內容及執行方式： 

(1) 組織跨縣市資訊社群團隊，並建立資訊教育共筆平台。 

(2) 運用資訊教育共筆平台，發揮教師專業知能，建置各類資訊教學應用文件、

教案，並以公用授權方式分享。 

(3) 廣為宣傳資訊教育共筆平台，鼓勵教師加入。 

(4) 定期召開年會，訂定主題式議題於年會中討論並作成成果紀錄供全國教師參

考使用。 

(5) 號召有志一同教師針對各項教學資源軟體應用進行彙整、試用、評估、推薦。 

(6) 針對教育部各項資訊融入計畫進行經驗交流與分享，並對資訊融入教育訓練

及推廣模式進行交流。 

(7) 建置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實務專家諮詢名單，以提供各縣市教師諮詢服務。 

 

4.預期成效（含量化與質化指標) 

(1) 利用 WEB2.0 網路即時資訊平台帶動教師線上討論風氣，縮短城鄉數位落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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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各縣市資訊人才資料庫，促進跨縣市交流，提昇教師資訊應用能力。 

(3) 形成線上支援團體，提供教師在各領域資訊融入教學技能及資訊技術支援，

提高教學效果。 

(4) 匯集各縣市教師教學經驗，共筆產出各領域教學資源並建立分類資料庫，開

放供全國各縣市教師參考使用。 

(5) 建立全國性資訊教育共筆平台，鏈結學有專精教師之部落格、微網誌等資訊

供搜尋參考，一年內各縣市參與人員達百人以上。 

(6) 每年辦理「教育噗浪客年會」，各縣市參與人數達 100 人以上，。 

(7) 每年出版資訊融入教學教案、資訊網管技術、資訊教學軟體操作等學習手

冊，並免費提供全國教師下載使用。 

（二）經費概算 

     （依本部經費申請表格式及經費編列標準） 

項次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1 

鐘點費（內聘） 時 800 3 2,400  

鐘點費（外聘） 時 1,600 7 11,200  

2 住宿費 人次/天 1,400 120*2 336,000 
（住宿地點不提

供早餐、研討會

參加人員 100

人、工作人員 20

人） 

3 膳食費（第 1 天） 人次/天 160 120*1 19,200 （含茶水） 

4 膳食費（第 2、3 天） 人次/天 200 120*2 48,000 （含茶水） 

5 講義費 本 200 150 30,000  

6 場地租借費 天 6,000 3 18,000 3 天 

7 成果印刷費 本 300 50 15,000  

8 場地布置費 式 10,000 1 10,000  

 小計    489,800  

9 雜支 式 10,200 1 10,200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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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合計    500,000  

新台幣 伍拾萬元整 

 

 

五、資訊教育推廣活動 

    （行動方案 2：辦理學校、區域及全國性資訊科技應用競賽） 

 

南投縣 100 年度配合教育部三大競賽縣內初賽計畫 

1.計畫目標 

(1) 鼓勵學生合作學習，以自由軟體發揮創意進行競賽 

(2) 鼓勵本縣國民中小學教師自製暨運用數位化多媒體教學，以改進教學方法，增進教學

效果，並推廣優良教學媒體，提昇教學品質，促進教學經驗之交流及觀摩。 

(3) 配合教育部 98 年全國資訊融入教學創意競賽活動，辦理本縣資訊融入教學創意競賽

之初賽，以提高本縣教師參加本競賽之數量及品質。 

2.現況描述 

本縣幅員廣大，教師交流不易，彼此之間觀摩學習機會較少，對於教育部舉辦之各項

競賽無動力積極參與，嘉獎亦無多少誘因，故而參賽人數偏少。 

3.工作內容及執行方式 

(1) 辦理學生校園自由軟體競賽—鼓勵學生合作學習，以自由軟體發揮創意進行競賽 

(2) 辦理教師校園自製教學媒體競賽—鼓勵本縣國民中小學教師自製暨運用數位化多媒

體教學，以改進教學方法，增進教學效果，並推廣優良教學媒體，提昇教學品質，促

進教學經驗之交流及觀摩。 

(3) 辦理資訊融入教學創意競賽—配合教育部 98 年全國資訊融入教學創意競賽活動，辦

理本縣資訊融入教學創意競賽之初賽，並規劃本縣初賽辦法，訂定相關獎勵方式，以

提高本縣教師參加本競賽之數量及品質。 

4.預期成效（含量化與質化指標） 

(1) 學生校園自由軟體競賽—鼓勵學生合作學習，以自由軟體發揮創意進行競賽，參賽學

校達全縣二分之一以上。 

(2) 獎勵教師參加全國校園自製教學媒體競賽隊伍逹十隊以上，並能得獎三隊以上 

(3) 獎勵教師參加教育部 100 年全國資訊融入教學創意競賽活動隊伍達十隊以上，並能得

獎三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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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費需求單位：千元 

項目 

辦理校園自

由軟體競賽 

辦理資訊融入

教學創意競賽 

辦理校園自製教

學媒體競賽 

經資門合計 

金額 100 540 100 740 

 

六、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行動方案 31：訂定校園無線網路規範、行動方案 32：訂定中小學資訊科技設備標準、

行動方案 33：訂定集中式網路服務規範、行動方案 37：辦理資訊管理技術人員及網路

管理技術人員的專業研習、行動方案 38：獎勵績優的資訊管理技術人員及網路管理技

術人員） 

(一) 計畫說明：依據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行動方案 31：訂定校園無線網路規範、

行動方案 32：訂定中小學資訊科技設備標準、行動方案 33：訂定集中式網路服務規範、

行動方案 37：辦理資訊管理技術人員及網路管理技術人員的專業研習、行動方案 38：

獎勵績優的資訊管理技術人員及網路管理技術人員    

(二) 計畫範圍： 

    1.訂定校園無線網路規範 

    2.訂定中小學資訊科技設備標準 

    3.訂定集中式網路服務規範 

    4.獎勵績優的資訊管理技術人員及網路管理技術人員 

(三)辦理單位： 

    1.指導單位：教育部電算中心 

    2.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3.承辦單位：名間國中、縣網中心 

(四)現況描述 

1.中心人力：6 人 

2.行政主管：林紹湖校長  

3.行政網路組：蔡昆穎老師、陳麗華老師及陳佳呈老師  

(1)、 學籍系統服務。  

(2)、 教師介聘服務。  

(3)、 教師甄選服務。  

(4)、 教師研習管理服務。  

(5)、 各種報表列印。  

(6)、 各種查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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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辦理教師資訊素養相關研習。  

(8)、 辦理學籍電子化相關研習。  

(9)、 辦理網路管理、資訊科技融入各科教學相關研習。  

(10)、 辦理縣內管理小組、技術小組研討會議。  

4.系統、伺服器及應用程式維護組：王登儀老師、王嘉麟老師、鄭明彰老師。 

(1)、 主機房設備管理 -- 各式網路設備,線路,電源及冷氣設備。  

(2)、 郵件伺服器-提供中小學教職員工 E-MAIL 服務。  

(3)、 快取伺服器-提供 PROXY 服務。  

(4)、 新聞傳輸伺服器。  

(5)、 檔案傳輸伺服器。  

(6)、 DNS 管理。  

(7)、 防火牆管理。  

(8)、 不當資訊防治及管理。  

(9)、 網頁伺服器-提供教育局及縣網 WWW 服務。  

(10)、 應用程式維護。  

(11)、 網路流量統計。  

(12)、 各校網路連線監控。  

(13)、 資料庫維護。  

(14)、 公務填報管理。  

(五)工作內容 

主要是維護網路基本運作，包括連線狀況、網路流量統計、DNS 服務、WWW 服務、EMAIL

服務、各式主機系統維護、資料庫維護、網路管理委員會、網管教師研習及教育部 TANET

指定之工作項目等。 

(六)辦理資訊推廣活動 

(七)創新服務 

項 目  說 明  對 象  備 註  

1.擴充教育處

網站內容  

配合教育處的需求，修改及新增教育局網

站的應用系統 

教育局及全縣教

職員工 

修改及新

增(須符合

無障礙需

求) 

2.國小學籍系

統 
配合學校需求修改各子系統 

國小教師及行政

人員 
修改 

3.建置各校推

動資訊教育

成果網站 

配合教育白皮書行動方案 2、行動方案

3、行動方案 32 等的需求，增加應用程

式，呈現相關資訊供教育處參考 

國民中小學各校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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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對 象  備 註  

4.備援及備份

機制 

建立本機備份及異地備援的機制，維護資

料庫的安全 

教育局及國民中

小學 
執行 

5.國小學生註

冊繳費系統 

利用學籍系統的學生資料，計算繳費金

額、列印繳費通知、電子繳費及各項報表

等全部電腦處理 

國民小學各校 推廣 

6.辦理資訊教

師研習 

透過資訊輔導團規劃辦理資訊教師(組長)

資訊專業知能研習 

國民中小學學校

資訊組長(資訊教

師) 

持續辦理 

7.辦理資通安

全演練及相

關研習 

透過資訊輔導團規劃辦理資通安全演練

及相關研習 
國民中小學教師 持續辦理 

8.辦理尊重智

慧財產權 

透過資訊輔導團規劃辦理尊重智慧財產

權相關研習 
國民中小學教師 持續辦理 

9.辦理校園自

由軟體推廣

相關研習 

透過資訊輔導團規劃辦理校園自由軟體

推廣相關研習 
國民中小學教師 持續辦理 

10.國中學籍系

統 
建制國中學籍系統 

國中教師及行政

人員 
新增 

11. 發展多元

的數位教學

資源 

配合教育白皮書行動方案 24、行動方案

25、行動方案 28 等的需求，增加應用程

式，彙集多元的數位教學資源。 

國民中小學教師 新增 

 

(八)預期成果 

    1.提供全縣中小學師生整理集中式的網路服務。 

      2.持續擴充行正電子化的項目及功能，以提昇教育行政的效能。 

      3.透過網站呈現執行推動資訊教育的各項成果。 

（九）經費概算 

      （依本部經費申請表格式及經費編列標準） 

七、數位應用機會均等 

    （行動方案 12：持續推動數位機會中心的建置、行動方案 13：持續補助資訊科技教育志工

計畫） 

（一）國民電腦應用計畫 

1、辦理輔導員之招募、培訓與管理。 

2、積極爭取地方資源募集之規劃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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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續辦理學生戶電腦使用之培訓。 

4、持續辦理輔導員的專業成長與管理。 

5、辦理學生學習競賽活動。 

6、將辦理情形，詳細登載於 http://140.111.66.156/index.htm 

(二) 數位機會中心的督導運作 

1.DOC 平日營運：責成各 DOC 的負責人或執行長督導其平日的運作，並做成

紀錄。再由縣府聘任的輔導員每年 4 次訪視，審視其各項紀錄是否完整。 

2.DOC 自主經營進度：請輔導員輔導 DOC 儘量多方面、多元的自籌財源，以

達到自主經營的目的。 

3.DOC 訪視與考核：由縣府聘任著名大專院校教授，每年 4 次定期及不定期

的訪視，藉由訪視所見所得加以輔導，使其步入正軌。訪視結果由輔導員填

報在網站(http://140.111.34.197/system/login.aspx)，並作成考核紀錄送部

核備。 

(三)、積極配合區域輔導中心、輔導大學及受輔導學校辦理教育部偏鄉地區中小學

網路課業輔導服務計畫： 

1.持續配合教育部辦理本縣偏鄉地區中小學學生網路課業輔導之推薦、甄選及後續輔

導等相關業務。 

2.透過電腦網路課業輔導的方式協助偏遠地區學生增加課後學習時數及機會，提升學

習成效，促進學習機會均等。 

3.結合各校之電腦教室電腦網路環境及教育部之國民電腦應用計畫之推動基礎，以發

揮服務能量。 

(四)、整合各界資源協助推動 

1.現況分析：近年經濟較不景氣，許多善款捐獻均縮水，資金募得不易。但仍可由多

方面募得外界資源。例如：大專青年下鄉服務、企業募款、社區發展協會補助、政

府公部門各項計畫……等。 

2.推動機制： 

(1). 提供各方面訊息，鼓勵 DOC 申請。 

(2). 輔導員訪視時，加以鼓勵 DOC 負責人申請各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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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各界資源協助縮短數位落差    單位：千元 

             

單位名稱 

(募集對象) 

預估經費 

(或資源) 
說明 

企業公司 1,000  尋求大企業，或地方企業資助 

公部門計畫 800 鼓勵 DOC 負責人申請公部門各項計畫 

電子商務 1,500  協助建立電子商務系統，推動電子商務。 

(六)、其他：數位機會中心是縮減成鄉差距很重要的政策，也是繁榮地方的妙方，應

持續加以推動輔導其成長茁壯。DOC 現今仍需以政府補助以協助營運順利，但

終仍需以自主營運為終極目標。本府除了積極鼓勵其爭取資源並自主營運外，

仍需請求中央協助補助 100 年度運作費用，其細目、金額如下表。 

 單位：千元 

  

網路

電信

費 

臨時

人員

費 

水電

費 

資訊

耗材

支出

費 

資訊

設備

維修

費 

講座鐘

點費 

研習活動

費 

出席

費 

差旅

費 

鄉（鎮）

成果或

招生、

推廣活

動等 

雜支 合計 

新民 96 600 0 72 120 64 1,276.80 40 120 500 144.44 3,033.24 

龍安 48 600 120 72 120 128 1,257.60 80 60 500 149.28 3,134.88 

梅林 96 600 120 72 120 64 1,178.00 40 120 400 140.5 2,950.50 

青雲 96 600 120 72 120 38.4 1,035.60 48 48 400 128.9 2,706.90 

清流 96 600 120 72 120 115.2 537.6 24 48 216 97.44 2,046.24 

集集 96 600 120 72 120 64 1,178.00 40 120 400 140.5 2,950.50 

中寮 96 600 120 72 120 38.4 1,035.60 48 48 400 128.9 2,7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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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里 96 600 120 72 120 38.4 1,035.60 48 48 400 128.9 2,706.90 

曲冰 48 600 120 72 120 128 1,257.60 80 60 500 149.28 3,134.88 

鹿谷 96 600 120 72 120 64 1,257.60 48 48 400 141.28 2,966.88 

竹山 96 600 120 72 120 64 1,257.60 48 48 400 141.28 2,966.88 

信義 96 600 120 72 120 64 1,257.60 48 60 400 141.88 2,979.48 

小計 1056 7200 1320 864 1440 870.4 13565.2 592 828 4916 1632.58 34284.18 

 

 

（二）推動提升民眾資訊素養 

 (1) 數位機會中心的督導運作 

(1). DOC 平日營運：責成各 DOC 的負責人或執行長督導其平日的運作，

並做成紀錄。再由縣府聘任的輔導員每年 4 次訪視，審視其各項紀錄

是否完整。 

(2). DOC 自主經營進度：請輔導員輔導 DOC 儘量多方面、多元的自籌財

源，以達到自主經營的目的。 

(3). DOC 訪視與考核：由縣府聘任著名大專院校教授，每年 4 次定期及不

定期的訪視，藉由訪視所見所得加以輔導，使其步入正軌。訪視結果

由輔導員填報在網站(http://140.111.34.197/system/login.aspx)，並作

成考核紀錄送部核備。 

(2)社區大學的維運 

1.持續辦理南投縣社區大學的學務運作。 

2.建立優質社大講師群的資料庫，開設民眾需要及想要的課程。 

3.辦理社區大學期末成果展，以呈現學員學習的成效。 

4.持續辦理招生廣告，鞏固舊學員，招募新學員，擴大辦學效果。 

(3)持續辦理「南投縣全民 e 起來上網」活動 

1.持續推廣「隨身閱讀‧輕鬆環保」的理念，將行動學習車結合電子閱讀器，民眾可

透過無線下載方式，閱讀各類電子書籍。 

2.預計提供 4,000 人次以上之縣民免費學習電腦的機會，利用網路享受 e 化生活，

實現網路生活化、生活網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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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數位機會中心是縮減成鄉差距很重要的政策，也是繁榮地方的妙方，應持續加

以推動輔導其成長茁壯。DOC 現今仍需以政府補助以協助營運順利，但終仍需以自

主營運為終極目標。本府除了積極鼓勵其爭取資源並自主營運外，仍需請求中央協

助補助 100 年度運作費用。 

（四）經費概算 

      （依本部經費申請表格式及經費編列標準） 

八、其他 

南投縣 100 年度資訊教育輔導團到校服務實施計畫 

1.計畫目標 

爲沿襲資訊教育團隊服務精神，由本縣輔導團資訊教育小組研究員及輔導員至各

校，落落實「服務到校」的輔導理念，以專業對話方式，了解學校資訊網路軟硬

體狀況、提供診斷性服務，並協助教師解決資訊教育課程教材及教法疑難，進一

步引導教師以資訊科技融入各領域教學，改進教學方法，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2.現況描述 

由本縣輔導團資訊教育小組於每學期初調查本縣國民中小學接受資訊教育課程

輔導意願，向本縣資訊教育小組提出申請。透過本縣資訊教育小組研究員及輔導

員共同蒞校諮詢服務輔導，以專業對話方式提供協助，並邀請駐區督學陪同協助

學校解決教學上的問題。 

3.工作內容及執行方式 

本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教師如在資訊教育或以資訊融入各領域教學上有疑難

問題，可與本縣資訊教育小組研究員或輔導員連繫，上教學網站提交資訊領域教

學輔導團解答。 

    4.預期成效（含量化與質化指標） 

                ※質化指標 

（一）資訊教育小組到校服務的運作的方式與任務之適切性與執行力。 

（二）透過輔導員及研究員與學校資訊教學相關人員共同進行專業對話，並提出意見

交換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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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期檢討檢討到校服務實施成效、教學活動成效、學生的學習成效、活動的實

施成效等。  

            ※量化指標 

             南投縣 OO 國民中（小）學--資訊課程規劃與教學 

項  目 學  校  情  形 備註 

基本資料 

班級數：      班。電腦教室：    間 

教     師     數：       人 

學  生  總 人 數：       人 

班級學生最高人數：       人 

設有資訊課程教育推動小組 
有 

無 

 

實施資訊教學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七年級 

 

資訊課程教學進度表 有 

無 

 

資訊課程教材 
自編教材 

坊間電腦書籍 

其他（請於備註欄說明） 

 

規劃自由軟體課程？ 有（請於備註欄說明） 

無 

 

在資訊課程規劃與教學上所面

臨之困難 
 

在資訊課程規劃與教學上之特

色 
 

資訊融入教學教師人數比例（該

師每週平均融入 20％以上） 

80％以上 

60%以上 

30%以上 

未達 30%（請於備註欄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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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於資訊融入教學的意願  

80％以上 

60%以上 

30%以上 

未達 30%（請於備註欄說

明） 

 

教師認為資訊融入教學的有效

模式為何？ 

教育部各學習資源網 

簡報文件（PPT、WORD） 

多媒體教材網路資源 

電子白板製作教材與教學 

教科書提供之電子書光碟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投縣 OO 國民中（小）學—教師與學生資訊素養 

項  目 學   校  情  形 備註 

基本資料 

班級數：      班。電腦教室：    間 

教     師     數：       人 

學  生  總 人 數：       人 

班級學生最高人數：       人 

學校網頁更新頻率 

隨時 

普通 

不常 

 

班級網頁建置比例 

100％ 

90％~99％ 

70%~89% 

50%~69% 

30%~49% 

未達 30% 

 

是否建置資源分享平台 
是（請於備註欄說明） 

否 

 

校務 E 化項目（如人事系統…）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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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教育授課教師類別 
專任教師__________人 

班級導師授課______人 

科任老師授課______人 

 

 

資訊教育授課教師背景 
資訊相關科系畢業____

人 

非資訊教育相關科系畢

業______ 人 

 

每學期是否辦理資訊相關研習 

 有_____次 

無 

 

 

是否建立學生成果分享平台 

是 

否 

 

是否實施學生資訊能力檢測 

是 

否 

 

在教師與學生資訊素養上所面臨

困難點 
 

在教師與學生資訊素養上之特色  

 

5.工作時程 

日期 鄉鎮 諮詢輔導學校 研究員 輔導員 聯絡人 

03/04 名間鄉 弓鞋國小 江坤鋕 江明勳、謝濰萁 謝濰萁（新興國小） 

03/18 名間鄉 名崗國小 洪旭亮 江明勳、謝濰萁 謝濰萁（新興國小） 

04/08 信義鄉 同富國中 江坤鋕 侯靖男、陳重堅 陳重堅（營盤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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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 信義鄉 信義國中 洪旭亮 侯靖男、陳重堅 陳重堅（營盤國小） 

05/06 中寮鄉 廣福國小 江坤鋕 姚述勤、吳憲銘 吳憲銘（新民國小） 

06/03 埔里鎮 麒麟國小 洪旭亮 周信裕、鄭佳昇 鄭佳昇（平和國小） 

09/09 信義鄉 地利國小 江坤鋕 江明勳、謝濰萁 謝濰萁（新興國小） 

09/21 仁愛鄉 仁愛國中 洪旭亮 江明勳、謝濰萁 謝濰萁（新興國小） 

10/07 國姓鄉 國姓國小 江坤鋕 侯靖男、陳重堅 陳重堅（營盤國小） 

10/21 南投市 新豐國小 洪旭亮 姚述勤、吳憲銘 吳憲銘（新民國小） 

11/04 集集鎮 永昌國小 江坤鋕 姚述勤、吳憲銘 吳憲銘（新民國小） 

12/18 草屯鎮 平林國小 洪旭亮 周信裕、鄭佳昇 鄭佳昇（平和國小） 

 

          經費概算表 

 

項    目 單   價 數  量 金   額 備   註 

訪視費 1000 30 人次 30,000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

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核支 

交通費 300 30 人次 9,000 依實核支  

膳費 90 30 2,700 餐費 70 元，茶水 20 元 

雜費 2,000 1 2,000 5％以下 

合計   4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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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00 年度預估總經費 

單位：千元 

     經   費 

工作項目 

 經常門 資本門 經資門小計 所需總

經費 

自籌 

比例 自籌 補助 自籌 補助 自籌 補助 

（一）資訊基礎

環境維運 

1.資訊設備更

新 
  23,300 22,471 23,300 22,471 45,771 50.91% 

2.偏遠地區學

校電信費 
 2,596    2,596 2,596 0% 

（二）建置中小

學優質化均等數

位教育環境計畫

－100 年國民中

小學校長及教師

資訊知能培訓暨

校園自由軟體及

數位教學資源推

廣與維護 

1.國民中小學校

長及教師資訊

知能培訓 

100 2,000   100 2,000 2,100 4.76% 

2.校園自由軟體

教學推廣應用 
42 378 60 540 102 918 1,020 10.00% 

（三）發展並推

廣各校在教學上

應用資訊科技的

特色與典範 

 

1.E 化創新學校         

2.電子書包實驗

教學試辦學校 
        

3.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創新教學

模式（資訊科技

應用於教學的

創新教學模式

暨典範團隊） 

50 450     50 450 500 10.00% 

（四）資訊教育

策略聯盟及資訊

教育創新應用發

展 

1.資訊教育策略

聯盟 
        

2.資訊教育創新

應用發展 
50 450     50 450 500 10.00% 

（五）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含基礎維運與資安防護） 
2,012 2,090 66 660 2,078 2,156 4,234 49.08% 

（六）數位

應用機會均

1.國民電腦應用計

畫 
       

依申請

數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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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費 

工作項目 

 經常門 資本門 經資門小計 所需總

經費 

自籌 

比例 自籌 補助 自籌 補助 自籌 補助 

等 補助 

2.推動提升民眾資

訊素養 
        

（七）其他 4.7 42.6    43.7 73.7 10.00% 

合  計 2258.7 8006.6 23426 23671 25680 31084.7 56794.7 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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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困難與建議 

一、困難： 

自從振興經濟方案補助學校 1~3 片電子白板之後，反而見凸顯得電子白板數量不足，如

果要鼓勵教師使用電子白板，數量應更普及，要依靠縣府佶侷的財政，恐怕無法支援。 

二、建議： 

部裡政策都是從偏鄉學校、原住民學校補助起，而這些類型學校有時會有其他捐助來源，反而中大型

學校，缺乏經費來源，請長官以後能針對中大型學校多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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