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推動ODF-CNS15251文件應用工具研習課程】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二、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 (ISAC)
三、課程期間：110 年 1 月至 110 年 3 月，每場 3 小時。
四、參加對象：大專校院之專任或兼任教師、行政人員。
五、報名網址：https://seminars.tca.org.tw/D12a01  244  .aspx  。
六、聯絡窗口：陳勝萍專案經理，(02)2577-4249#838，isac_vivian@mail.isac.org.tw
七、注意事項：

(一) 若個別場次報名人數未滿 30 位，承辦單位保有調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二) 出席本活動，可申請研習證明。

八、課程安排：

時間 課程內容 說明

15 分鐘
國內推動現狀況、ODF 編輯工具簡介、
ODF 競賽宣傳

承辦單位代表報告

160 分鐘
ODF 文件應用工具實作
(Writer / Calc / Impress 擇一) 專業講師授課

5 分鐘 課程滿意度問卷調查 填寫滿意度問卷

九、舉辦場次：
(一) 數位課程

區域 開課時間 內容 授課教師 開課地點 聯絡窗口

不限 2/8~3/31 Writer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
(請於 110/01/31 日前報名)

教學服務組
林智偉系統工程師
(02)7734-5553
debby@ntnu.edu.tw 

(二) 實體課程

區域 開課日期 內容 授課教師 開課地點 聯絡窗口

臺北
1/19(二)

09:00~12:00
Calc 蔡凱如

臺北藝術大學
研究大樓 R312 電腦教室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 1 號 

電算中心
陳俊文先生
(02)2896-1000
mavins@academic.tnua.edu.tw

臺北
2/2(二)

09:00~12:00
Writer

Calc 侯語彤
臺北醫學大學
電腦教室 A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 

資訊處
李佩珊小姐
(02)2736-1661#2621
sandylee@tmu.edu.tw

臺北
2/22(一)

13:00~16:00
Writer

Impress 孫賜萍
銘傳大學台北校區
電腦教室 F605
臺北市中山北路五段 250 號 

資訊網路處
林琬婷小姐
(02)2882-4564 #2566
wtlin@mail.mcu.edu.tw

臺北
3/11(四)

09:00~12:00
Writer 蔡凱如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2219 電腦教室
臺北市貴陽街一段 56 號

電算中心
王錦娟小姐
(02)2311-1531 #2232
jessica@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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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開課日期 內容 授課教師 開課地點 聯絡窗口

新北
3/5(五)

13:30~16:30
Writer

Impress 胡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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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中心行政暨諮詢組
馬宏泰專員
(02)8674-1111#68202
pstcmht@mail.ntpu.edu.tw

新北
3/17(三)

13:30~16:30
Impress 侯語彤

輔仁大學
進修部教學大樓
ES601 電腦教室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資訊中心
胡智勛組長
(02)2905-3645
067225@mail.fju.edu.tw

新竹
1/18(一)

09:00~12:00
Writer 楊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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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萍小姐
(03)530-2255#5133
paggy@hcu.edu.tw 

新竹
2/24(三)

1330~16:30
Writer 李文仁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圖資大樓 L204 電腦教室
新竹市香山區元培街 306 號 

圖資處資訊組
廖子萱小姐
(03)610-2489
victory46122@mail.ypu.edu.tw

新竹
3/12(五)

13:30~16:30
Writer 胡凱元

明新科技大學
電中心大樓 2F 教室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 1 號

資訊處
陳岱昀小姐
(03)559-3142#2532
taium@must.edu.tw

台中
1/27(三)

9:00~12:00 
Writer 楊玉文

東海大學
電算中心 ST023 電腦教室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電算中心 
巫文杰組員
(04)2359-0121#30239
wudennis@thu.edu.tw

台中
3/16(二)

14:00~17:00
Writer 蔡凱如

朝陽科技大學
管理大樓 T2~507 電腦教室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
號

圖資處
邱嘉信先生
(04)2332-3000#3090
chsin@cyut.edu.tw

台中
3/17(三)

13:00~16:00
Writer 陳飛亨

修平科技大學
行政大樓 5F 電腦教室
臺中市大里區工業路 11 號 

總務處文書組
陳淑茹組長
(04)2369-6040
juju@mail.hust.edu.tw

台南
3/24(三)

13:30~16:30 Writer入門 侯語彤
崑山科技大學
圖書資訊館電腦教室 5
臺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電算中心
陳智維先生
(06)2727-175#363
chihwei712@gmail.com

台南
3/24(三)

13:30~16:30
Impress 陳飛亨

南臺科技大學
修齊大樓 E303 電腦教室
臺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 號 

計網中心
朱奕蓁小姐
(06)2533-131#2605
eimp@stust.edu.tw

高雄
2/24(三)

14:00~17:00
Writer 孫賜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資訊大樓 B1 資 002 電腦教室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 號

電算與網路中心
李淳婷小姐
(07)381-4526#13132
chunting@nkust.edu.tw

高雄
3/10(三)

9:00~12:00
Writer 陳飛亨

樹德科技大學
圖資大樓 LB210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 59 號

電算中心
林燕珊小姐
(07)615-8000#2405
yslam@s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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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開課日期 內容 授課教師 開課地點 聯絡窗口

屏東
3/26(五)

14:00~17:00
Writer 李文仁

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
五育樓 B1 電腦教室 G
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簡君霖小姐
(08)766-3800#21101
vivi@mail.nptu.edu.tw

花蓮
3/24(三)

14:00~17:00
Writer 李文仁

慈濟大學
C305 電腦教室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 號

電算中心
呂燕如小姐
(03)856-5301#1580
anne@mail.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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