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 2005 年自由軟體研討會

【實施計畫】
壹、緣起

    由於現今政府財源拮据，縣內各國中小也無足夠經費採購軟體,為節省

軟體使用費，在校園內導入自由軟體是不錯之選擇。

    但，在導入自由軟體的過程中仍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為讓有心推動自

由軟體之人士能更瞭解自由軟體，主辦單位特別舉辦了自由軟體研討會。

藉由專家學者之分析及實際推動學校之經驗分享，並透過座談互動，從中

發現問題並尋找解決之道，進而協助各校導入自由軟體。

貳、目標：

一、提升自由軟體使用率，並促進校園資訊環境多元化。

二、配合九年一貫課程，應用自由軟體融入各科教學。

三、促進推動自由軟體之學校與老師間經驗交流。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宜蘭縣政政府教育局

二、協辦單位：宜蘭縣黎明國小、頭城國小、三民國小、龍潭國小

三、承辦單位:宜蘭縣梗枋國小

四、指導單位: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肆、舉辦日期：九十四年七月四、五日（星期一、二)。

伍、會議地點：宜蘭縣宜蘭市黎明國小視聽教室。

（宜蘭縣宜蘭市校舍路 1 號）

陸、參加對象及名額：

一、本縣各級學校對自由軟體有興趣之教職員工。

二、對自由軟體有興趣之社會人士。

三、名額以六十名為限。

柒、研習活動程序表（詳見附件一）

捌、報名：

一.縣內國中小教師請至 eip.ilc.edu.tw 網站上報名。

二. 其他身份人士請於報名表上填妥姓名、註明葷食或素食等資料，並於

六月三十日前傳真（03-9774635）或 e-mail:t860072@ilc.edu.tw  予梗枋

國小曾家寶主任（報名表如附件二）。【承辦單位保留錄取審核權利】

玖、報名費用:本次研討會免收任何費用（午餐需自費）。

拾、經費概算:(略)

mailto:t860072@ilc.edu.tw


【附件一】

宜蘭縣 2005 年自由軟體研討會
【研習活動程序表】
7月 4日（星期一）

日期時間 內容 備註 活動地點

08:30-09:00
報到 與會教師與來賓報到

宜蘭縣黎明
國小視聽教

室

09:00-09:10 長官及來賓致詞

主持人：
梗枋國小  林光章 校長

參與貴賓：
教育局長官
黎明國小校長等

研習教室

09:10-12:00
演講及座談（一）

自由軟體在教學上之應
用

主  講 人 :台北縣大豐國小 呂宗憲
實例分享:宜蘭縣三民國小 詹勝凱
實例分享:宜蘭縣梗枋國小 林光章

研習教室

12:00-13:00 午 餐及午休

13:00-16:00

演講及座談（二）
E-

MAP(Mysql、Apache、PHP
)介紹及應用

主  講 人 :晟鑫科技             洪宗勝
實例分享:宜蘭縣羅東國小 儲三翔
實例分享:宜蘭縣輔導團   陳宣霖   

研習教室

7月 5 日（星期二）

時間 內容 備註 活動地點

09:00-12:00

演講及座談（三）
DRBL(Diskless Remote 
Boot in Linux)介紹、、

應用及操作

主  講 人 :  國  網  中  心      蕭志榥
實例分享:宜蘭縣龍潭國小  林仕強
實例分享:宜蘭縣梗枋國小  林光章

系統實機操作及介紹：
Debian/knoppix

宜蘭縣龍潭國小  林仕強
Mandrake

宜蘭縣三民國小  詹勝凱
Fedora

宜蘭縣頭城國小  林昭名

研習教室
及

專科教室

12:30-13:30 午      餐

13:00-16:00
演講及座談（四）

Live CD Linux介紹及應
用

主  講  人:亞矽氏資訊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鄭啟宏
實例分享:宜蘭縣頭城國小 林昭名

研習教室

16:00- 賦        歸

演講及座談--時間分配表

時間(分鐘)共180分鐘 內容 主持人

110 演講 主題講者

10 休息

40 實例分享 分享講者



演講及座談--時間分配表

20 Q&A 主持人&主題各講者

講師名冊
主題:自由軟體在教學上之應用
講師:呂宗憲 老師 

台北縣新店市大豐國民小學
台北縣新店市民族路 108號
Tel:(02)22193609 Fax:(02)22192693

主題:E-MAP(Mysql、Apache、PHP)介紹及應用
講師:洪宗勝 技術長 victor.horng@ossii.com.tw

晟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SS Intergral Institute Co. Ltd.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295 號 7樓
Tel:(02)2703-8868 Fax: (02)2703-8789 

主題:DRBL(Diskless Remote  Boot in Linux)介紹、、應用及操作
講師:蕭志榥  steven@nchc.org.tw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新竹市科學園區研發六路七號‧
電話:03-577-6085

主題:Live CD Linux介紹及應用
講師:鄭啟宏先生

亞矽氏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 105 敦化南路一段 25 號 10樓之 1 
Tel：(02)2570-0003

分享主題:FreeMind 使用及教學經驗分享
分  享 者 :林光章 校長 gavin@ilc.edu.tw

宜蘭縣頭城鎮梗枋國民小學
宜蘭縣更新里 59號
Tel:(03)9771634 Fax:(03)9774635

分享主題:OpenOffice 使用及教學經驗分享
分  享  者:詹勝凱 老師 supau@ilc.edu.tw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國民小學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村十六結路 100 號
Tel：03-9882271 Fax：03-9880741



分享主題:Moodle 使用及教學經驗分享
分 享 者 : 儲三翔 老師 shine@ilc.edu.tw

宜蘭縣羅東鎮羅東國民小學
宜蘭縣羅東鎮民族路 1 號
Tel：03-9542342 Fax：03-9547690

分享主題:Blog使用及教學經驗分享
分  享  者: 陳宣霖 老師 rainlan@ilc.edu.tw

宜蘭縣國教輔導團
宜蘭市民權路一段36號 　
TEL : (03)9332978 　FAX: (03)9331526
分享主題:OpenOffice 使用及教學經驗分享

分享主題:DRBL使用及教學經驗分享
分 享 者: 林仕強 老師  johnlin@ilc.edu.tw

宜蘭縣礁溪鄉龍潭國民小學
宜蘭縣礁溪鄉育龍路 71 號 　
TEL: 03-9284764  FAX:03-9284360
分享主題:OpenOffice 使用及教學經驗分享

分享主題:Live CD使用及教學經驗分享
分  享  者: 林昭名 老師  t850008@gmail.com

宜蘭縣頭城鎮頭城國民小學
宜蘭縣頭城鎮開蘭路 282 號 　
TEL：03-9771011、03-9776498



【附件二】

宜蘭縣 2005 年自由軟體研討會

【報 名 表】

姓　　名 職　　稱

服務單位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含行動）

E-mail 用　　餐 □葷　　□素
（請務必勾選）

◎注意事項：

1. 報名截止日期：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星期四），報名傳真：03-9774635。

2. 聯絡人：曾家寶　　洽詢電話：（03)9771634轉 12。

e-mail:t860072@ilc.edu.tw

mailto:t860072@il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