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 107年度資訊教育推廣活動- 

全國資訊科技教育合作社群研討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106年12月22日臺教資(三)字第1060181155B號-107年資訊教育推動細部

計畫—資訊教育推廣活動。 

二、南投縣 107年度資訊教育推動細部計畫-全國資訊科技教育合作社群研討會暨

網站擴建計畫，建立國內資訊科技教育合作的社群策略聯盟行動方案，並發展

本縣資訊教育特色。 

貳、指導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參、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肆、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伍、承辦單位：南投縣教育網路中心(延和國民中學)、南投縣大成國民小學 

陸、研討會課程表: 

 一、研討會地點：杉林溪大飯店  

  二、研討會時間：107年 7月 4～6日（三天） 

三、議程表：如議程表 

柒、參加對象 

一、教育噗浪客(經常使用 Plurk、Facebook網路社群平台的教師) 

二、對本活動有興趣之教師 

捌、特殊規定 

一、凡報名參加本研討會者均應繳交 300秒(5分鐘)之簡報及 1000 字以上之文字檔

(以上檔案格式不拘)，參與「心跳三百」分享活動。 

二、簡報不限範圍、內容，如教學心得分享、作品發表、教育觀點等…。 

三、心跳三百稿件可於報名時至報名截止前，以大會指定方式上傳。 

四、心跳三百稿件含簡報檔及 1000字以上之文字檔(以上檔案格式不拘)，以上兩

者都要交件。 

五、繳交心跳三百簡報並非錄取必要條件，報名前請詳細評估。 

玖、研討會報名 

一、於 107年 6月 1日(五)起至 107年 6月 8日(五)止至教育噗浪客官網

http://tpet.ntct.edu.tw/報名。 

二、本次研討會員額上限 120名(不含工作人員)。 

三、承辦單位於報名完成經籌備會開會討論後(預計 107年 6月 15日前)公佈錄取

名單並以電子郵件通知。 

四、本研討會因需事先安排學員食宿及準備材料，請事先確定需求及個人行程，完

成報名手續後請務必出席參加。若有要務不克參加研討會(最好不要)，請提早

與主辦單位聯繫，並將名額讓予未錄取之教師，以免造成資源浪費。 

五、本研討會相關訊息可上官方網站 http://tpet.ntct.edu.tw/ 查詢或 Facebook

社團「教育噗浪客 TPET@FB」留言詢問。 

六、主辦單位提供參加人員研討會團隊紀念衫及各項課程實做教材等服務（因經費

http://tpet.ntct.edu.tw/
http://tpet.ntct.edu.tw/


有限參加者需自付部分差額費用），大會考量服務人力有限，為提供學員建議

之更佳服務，將商請承辦學校家長委員會人力代為處理服務，自費金額將連同

錄取通知，以電子郵件寄發錄取人員。 

七、參與研討會之往返交通費用由參加人員所屬各縣市政府或機關學校本於權責及

相關規定處理。 

八、交通接駁：本研討會提供第一天由臺中烏日高鐵站至年會會場及研討會結束後

由年會會場至臺中烏日高鐵站交通接駁服務，請務必於指定時間至集合地點上

車（逾時不候），相關訊息會連同錄取通知以電子郵件通知參加人員。 

拾、其他注意事項： 

一、凡報名經主辦單位錄取參加本研討會者繳交 300秒之簡報參與「心跳三百」或

所分享文字稿內容；分享報告不支鐘點費，由主辦單位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

畫經費編列基準表之撰稿－一般稿件每千字 580元核支稿費；為符合教育部教

學資源共享推動創用 CC原則，著作人應同意簽署創用 CC授權同意書，以「姓

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詳見: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tw/）。 

二、為提供本研討會共同參與性，針對本次研討會 LOGO、手冊封面、學員名牌、座

牌、海報、宣導 LOGO等設計公開徵稿，參加者請於 107年 6 月 1日起至 107

年 6月 15日止，將稿件設計電子檔寄南投縣延和國中收，經錄取使用者，由

主辦單位依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比照-宣傳摺頁﹣按件計酬-每件

3,470元（以三件計列）核支設計完稿費，版權及使用權歸主辦單位所有。 

三、其他未盡說明事項請隨時參閱「官方網站」http://tpet.ntct.edu.tw/。 

四、本研討會聯絡人： 

        南投縣聘任督學 洪旭亮  

        電話：0912-317267 

E-Mail:hsuliang@gmail.com

http://tpet.ntct.edu.tw/


 第十屆教育噗浪客年會(TPET 10)議程表(7/4) 

日期 時   間 研討議題 講師/主持人 場地(編號) 

七 

月 

四 

日 

＊ 

三 

＋ 

10：00～11：00   報到：杉林溪大飯店 主辦單位 大講堂 

11：00～11：30   開幕：長官及來賓致詞 主辦單位 大講堂 

11：30～12：00   庶務工作報告 主辦單位 大講堂 

12：00～13：00   午餐 主辦單位 吉祥廳 

13：00～14：30 噗浪咖啡館 主辦單位 大講堂 

14：30～15：00 茶敘時間(餵食秀) 主辦單位  

噗浪十年回顧 

15：00～15：50 

噗浪十年的奇遇 賴飛鐘 大講堂(A1) 

嘰哩呱啦 ACE個人網誌寫作歷程分享 江明勳 集思室(B1) 

分享、共好～航向偉大的航道 顏國雄 廣義室(C1) 

16：00～16：50 

成為我的伙伴吧－教師社群的藏寶圖 鍾昌宏 大講堂(A2) 

大學塾長在哪裡？ 張原禎 集思室(B2) 

偏鄉小校的行動學習 張哲剛 廣義室(C2) 

17：00～17：50 

Flyer 從家鄉飛到全球的社會課 張崴耑 大講堂(A3) 

噗浪十年回顧 林怡辰 集思室(B3) 

噗浪十年，以身為教育噗浪客為榮 黃德文 廣義室(C3) 

18：10～19：00 晚餐 主辦單位 吉祥廳 

19：30～20：30 
夜間沙龍：老蘇時間 

                 ~交心 2.0 
蘇明進/洪旭亮 大講堂 

20：30～21：30 夜間聯誼 主辦單位 如意廳 

21：30～ 進入夢鄉   

 



第十屆教育噗浪客年會(TPET 10)議程表(7/5) 

日期 時   間 研討議題 講師/主持人 場地(編號) 

七 

月 

五 

日 

＊ 

四 

＋ 

06：00～08：30 晨間活動/晨跑/森呼吸/早餐 主辦單位 園區 

08：30～09：20 
愛創新夢起飛 

         ~談南投的教育創新之路 
李孟珍/林取德 大講堂 

09：30～10：20 
Keynote  

         ~專業簡報表達力 
葉丙成/洪旭亮 大講堂 

10：20～10：30 休息時間（餵食秀） 主辦單位  

10：30～11：10 噗一復刻版大亂鬥之肥皂箱~一 

主辦單位 大講堂 11：10～11：20 換場/休息 

11：20～12：00 噗一復刻版大亂鬥之肥皂箱~二 

12：00～13：00 午餐 主辦單位 吉祥廳 

13：00～14：30 心跳 300~15位 入選者/林取德 大講堂 

14：30～15：00  休息時間（餵食秀） 主辦單位  

TPET實作工坊 

15：00～16：20 

7697 自走車實作~1 許桓光 大講堂(A4) 

偷插電的資訊科學 PLUS~看見運算思

維的進一步想像 
謝宗翔 集思室(B4) 

資訊新視界，多元新選擇~ezgo 蔡凱如 廣義室(C4) 

16：30～17：50 

7697 自走車實作~2 許桓光 大講堂(A4) 

科普好好玩~數位化實驗 鄭志鵬 集思室(B5) 

國小生活實作課程 朱明禧 廣義室(C5) 

18：00～19：00 晚餐 主辦單位 吉祥廳 

19：30～21：30 夜間聯誼   

21：30～ 進入夢鄉   

 

 



第九屆教育噗浪客年會(TPET 10)議程表(7/6) 

日期 時間 研討議題 講師/主持人 場地(編號) 

七 

月 

六 

日 

＊ 

五 

＋ 

07：00～09：00 晨喚/早餐/森呼吸 主辦單位 園區 

噗浪講堂 

09：00～09：50 

誰說學生無動力：跨領域課程發展與

實施(上) 
藍偉瑩 大講堂(A5) 

技職人生：用技能與社會對話 黃偉翔 集思室(B6) 

10：00～10：50 

誰說學生無動力─跨領域課程發展與

實施(下) 
藍偉瑩 大講堂(A5) 

LIS 的辛酸血淚史以及能提供給老師

應用的教材介紹 
嚴天浩 集思室(B7) 

11：00～12：30   綜合座談 主辦單位 大講堂 

12：30～13：30 午餐 主辦單位 吉祥廳 

13：30～17：30 劉憲仁~攝影講座 劉憲仁/洪旭亮 園區 

17：40～ 賦歸 主辦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