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專校院推動 ODF-CNS15251 推廣課程
「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係行政院重要政策
之一，期扎根基礎教育與學研領域，營造友善文件流通環境，落實文件以
ODF（Open Document Format）文件格式流通保存。鼓勵大專校院學研計畫之
文件、表格與成果等相關文件優先以 ODF 文件格式製作，大專校院師生以可製
作標準 ODF 文件之軟體作為基礎教育應用工具，期各界共同推動 ODF 文書格式，
響應政府開放文件標準格式，提升我國軟實力。
109 年度規劃「ODF-CNS15251 文件教師研習工作坊」及「ODF-CNS15251
文件應用工具研習課程」，「教師研習工作坊」主要為教師暖身，打造教學情
境藍圖，推動 ODF-CNS15251 文件標準格式於課堂教學中。歡迎教師前往鄰近
地點參加研習課程，可同時報名「教師研習工作坊」及「文件應用工具研習課
程」，每場次課程因場地限制，如人數額滿即關閉該場次。
如有相關問題，歡迎聯繫 ISAC：
林竺瑩秘書 isac_naomi@mail.isac.org.tw，(02)2576-2040
邱郁茹專員 isac_gina@mail.isac.org.tw，(02)2577-424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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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F 教師研習工作坊】
課程期間：109 年 2 月 20 日、2 月 25 日、2 月 27 日，每場三小時。
報名資格：全國大專校院之專任或兼任教師。
報名截止日：各場次開課日前一週。
報名網址：https://seminars.tca.org.tw/D12a01031.aspx
注意事項：
1. 若個別場次報名教師未滿 30 位，主辦單位保有調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2. 若場次取消，主辦單位將以原報名提供之 EMAIL 做為優先通知之管道。
3. 教師出席本活動，可登錄學習時數。
舉辦場次：
區域

開課日期

開課地點

聯絡窗口

輔仁大學
109/02/20(四)
宜真學苑 1F 創意設計中心
14:00-17:00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電算中心 胡智勛組長
02-29053645
067225@mail.fju.edu.tw

東海大學
109/02/27(四)
大智慧科技大樓 ST338 多媒體教室
台中
13:00–16:00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電算中心 巫文杰組員
04-23590121#30239
wudennis@thu.edu.tw

台北

台南

國立成功大學
計網中心 陳怜吟組員
109/02/25(二)
光復校區耐震擴建教學大樓 1 樓 5118 教室 06-2757575#61024
13:30-16:30
liyn@gs.ncku.edu.tw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 65-53 號)

活動議程 (依各場次開始時間，共計 3 小時)：
課程內容

長度

主持人/主講人

開場介紹（課程主題、議程說明）

10 分鐘

協辦學校 CIO、ISAC

行政院推動 ODF-CNS15251 計畫簡介
教育部重點推動分工項目說明

30 分鐘

教育部

ODF 應用於教學現場經驗分享
（108 年 ODF 競賽得獎老師）

30 分鐘

大同大學古聖如老師/
南亞技術學院林秀蓁老師/
朝陽技術學院許哲瑜老師

中場休息&交流時間

20 分鐘

分組交流：
1. ODF 應用於教學所需具備的元素？
2. 如何讓學生認識並願意使用 ODF？
3. 課程推動 ODF 可能遇到的問題？
4. 校園如何推廣 ODF？

60 分鐘

1. 小組長負責流程進行
2. 教師分享交流

分組上台分享

30 分鐘

每組 5 分鐘
(進行歸納及統整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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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F 文件應用工具研習課程】
課程期間：109 年 2 月至 109 年 3 月，09:00~17:30
報名資格：全國大專校院之專任或兼任教師
報名截止日：各場次開課日前 3 天。
報名網址：https://seminars.tca.org.tw/D12a01023.aspx
注意事項：
1. 課程內容視現場教學情況可能微調，主辦單位保有調整本活動之權利。
2. 本課程不提供午餐便當。
3. 教師出席本活動，可登錄學習時數。
活動議程：
時間

課程內容
上午場

09:00~09:20

行政院 ODF 推動計畫簡介

09:20~09:30

ODF 相關工具介紹、下載、安裝

09:30~12:00

Writer 教學與實作
(文件排版應用、小技巧操作、公文範本實作)
下午場

13:30~15:00

Calc 教學與實作
(函數應用、資料統計)

15:00~15:10

中場休息

15:10~17:30

Impress 教學與實作
(投影片版面配置、母片建立、動畫設定)

17:30~17:40

課程滿意度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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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場次：
北部場
區域

開課日期

台北

109/02/03(一)
09:00~17:30

授課教師

開課地點

聯絡窗口

李燕秋老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大樓 401 教室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教學服務組 林智偉 系統工程師
02-77345553
debby@ntnu.edu.tw

桃園

109/02/04(二)
09:00~17:30

李燕秋老師

長庚大學
管理大樓 3 樓電腦教室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9 號)

資訊中心 陳嘉瑋
03-2118800 #5849
rachel5849@mail.cgu.edu.tw

台北

109/02/10(一)
09:00~17:30

蔡凱如老師

大同大學
尚志教育研究館 B209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40 號)

電算中心 陳怡君 組長
02-21822928#6879
yjchen@ttu.edu.tw

新竹

109/02/12(三)
09:00~17:30

蔡凱如老師

玄奘大學
圖資大樓電腦教室 L339
(新竹市香山區玄奘路 48 號)

圖書資訊中心 李家萍 組員
03-5302255#5133
acq@hcu.edu.tw

新北

109/02/18(二)
09:00~17:30

蔡凱如老師

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
資訊大樓 1F09 教室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

行政暨諮詢組 馬宏泰 專員
02-86741111#68202
pstcmht@mail.ntpu.edu.tw

中部場
區域

開課日期

授課教師

開課地點

聯絡窗口

雲林

109/03/02(一)
09:00~17:30

蔡凱如老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大樓 AC207 教室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媒體與服務組 吳昇哲 組員
05-5342601#2684
wusc@yuntech.edu.tw

台中

109/03/03(二)
09:00~17:30

蔡凱如老師

朝陽科技大學
圖書館 5 樓 L~503 檢索訓練教室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 號)

圖書資訊處系統組 邱嘉信 組長
04-23323000#3090
chsin@cyut.edu.tw

台中

109/03/06(五)
09:00~17:30

陳飛亨老師

中山醫學大學
正心樓 6 樓電腦教室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東海大學電算中心 巫文杰
04-23590121#30239
wudennis@thu.edu.tw

南部場
區域

開課日期

授課教師

高雄

109/03/09(一)
09:00~17:30

李燕秋老師

樹德科技大學
電算中心 LB111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 59 號)

屏東

109/03/16(一)
09:00~17:30

陳飛亨老師

國立屏東大學
五育樓電腦教室 G
(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

台南

109/03/23(一)
09:00~17:30

李燕秋老師

開課地點

南臺科技大學
E0303 教室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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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窗口
行政諮詢組 呂淑慧 組長
07-6158000#2405
sinba@stu.edu.tw
簡君霖 助理
08-7663800#21101
vivi@mail.nptu.edu.tw
行政諮詢組
劉毓芬 組長
朱奕蓁 技士
06-2533131#2605
yfl@stust.edu.tw
eimp@stus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