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大專校院 ODF-CNS15251 推動競賽簡章

一、指導單位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ISAC）

三、競賽緣起

推動 ODF-CNS15251 政府文件標準格式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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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格式流通保存。105 年成立大專校

院 ODF 推動專家工作小組，六所先導學校辦理相關推動計畫。106 年至 107 年進行學校

網站、學校電腦、資訊系統、電子公文等推動項目。108 年為鼓勵大專校院教師使用 ODF

開放文件格式軟體作為教育應用工具，同時鼓勵學生繳交作業以 ODF 開放文件格式為主，

以扎根基礎教育與學研領域。

四、參賽資格：

(一)全國大專校院之專任及兼任教師。

(二)限定 108 年 2 月至 108 年 6 月期間之教材與作業。

(三)歡迎運用 Libre Office、Open Office 或 NDC ODF Application Tools 之教師報名參賽，

如非 Windows 作業系統下操作，也可報名參賽。

五、競賽報名網站：www.isac.org.tw/odf

六、競賽時程：

(一)網路報名與成果上傳：108 年 6 月 7 日至 108 年 6 月 21 日

(二)資料審查：108 年 6 月 24 日至 108 年 7 月 1 日

(三)初賽：108 年 7 月 2 日至 108 年 7 月 16 日

(四)決賽：108 年 9 月 6 日 13:00~17:00

(五)頒獎典禮：108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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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審方式

(一)採用 ODF 格式之授課教材及學生作業，佔 20%。

(二)ODF 格式之作業繳交人次，佔 20%。

(三)產生之 ODF 檔案個數，佔 20%。

(四)所繳交文件內容豐富性，佔 20%。

(五)其他有助 ODF 推廣之項目，佔 20%。

備  註：以書面評審為原則，主辦單位得視報名狀況或評審需求，視需要通知現場簡報。

八、獎項訊息：

(一)第一名(1 名)：新台幣 50,000 元及得獎證明乙紙。

(二)第二名(2 名)：新台幣 30,000 元及得獎證明乙紙。

(三)第三名(4 名)：新台幣 10,000 元及得獎證明乙紙。

(四)佳 作(20 名)：得獎證明乙紙。

備  註：以上名額將視報名人數多寡增減之。參與競賽之每位老師，經評審委員檢視

ODF 成果佐證資料，如具相關成效者，由主辦單位提供參與競賽之證明。

九、競賽報名資料說明： 

(一)成效表(如附件 1)

(二)採用 ODF 後之心得分享(如附件 2)

(三)ODF 未來推廣之建議(如附件 3)

(四)佐證資料(上傳之相關佐證檔案皆須符合ODF 格式，例如 odt, ods, odp 等)

備  註：佐證資料請以附件呈現並加附件編號及頁碼。

十、如有相關問題，歡迎聯繫 ISAC聯絡人：

林竺瑩秘書：isac_naomi@mail.isac.org.tw，(02)2576-2040。

陳勝萍專案經理：isac_vivian@mail.isac.org.tw，(02)2577-4249#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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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成效表 (線上填寫)

項目 內容 自評 補充說明

一、採用 ODF 格式之授課教材及學生作業

1
使用 ODF 格式之工

具？ 

□NDC ODF Application Tools
□LibreOffice
□Open Office
□其它 

2
是否使用上述之工

具製作？ 

□完全採用    □大部分採用

□部分採用    □少部分採用 

3 檔案類型包含？ □.odt    □.ods     □.odp 

二、ODF 格式之學生作業繳交人數與人次 (如有多個課程班別時，累計後填入)

1 使用 ODF 格式之授課班別數 _____

2 採用 ODF 格式繳交作業總人數 _____；課程學生總人數 _____ 

3 採用 ODF 格式繳交作業總人次 _____

三、產生之 ODF 檔案個數 (如有多個課程班別時，累計後填入)

1
教材檔案總數 _____，分別有： 

_____個 .odt 檔案、 _____個 .ods 檔案、 _____個 .odp 檔案。

2
學生作業檔案總數 _____，分別有： 

_____個 .odt 檔案、 _____個 .ods 檔案、 _____個 .odp 檔案。

四、所繳交文件內容豐富性

1 □ 非常豐富 □豐富 □尚可

2 採用 ODF 後之心得分享 (限 2000字)

3 未來推廣建議 (限 2000字)

五、其他有助 ODF 推廣之項目 
(每週師生運用 ODF的持續性、其他 ODF 格式宣導及教學應用等作法及措施…)

1 □ 全力推廣 □有進行推廣 □尚可

* 上傳之相關佐證檔案皆須符合ODF 格式，例如 odt, ods, odp 等。

* 每一個項目佐證資料超過一個檔案，請打包成 .rar 或 .zip 之壓縮檔。

* 每一個項目佐證資料，只能有一個.rar 或 .zip 之壓縮檔。

* 每個壓縮檔案大小不超過 3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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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採用 ODF 後之心得分享 (線上填寫或檔案傳送)

(限 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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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未來推廣建議 (線上填寫或檔案傳送)

(限 2000字)

5


	一、 指導單位
	二、 主辦單位
	三、 競賽緣起
	四、 參賽資格：
	(一) 全國大專校院之專任及兼任教師。
	(二) 限定108年2月至108年6月期間之教材與作業。
	(三) 歡迎運用Libre Office、Open Office或NDC ODF Application Tools之教師報名參賽，
	如非Windows作業系統下操作，也可報名參賽。
	五、 競賽報名網站：www.isac.org.tw/odf
	六、 競賽時程：
	(一) 網路報名與成果上傳：108年6月7日至108年6月21日
	(二) 資料審查：108年6月24日至108年7月1日
	(三) 初賽：108年7月2日至108年7月16日
	(四) 決賽：108年9月6日13:00~17:00
	(五) 頒獎典禮：108年9月27日

	七、 評審方式
	(一) 採用ODF格式之授課教材及學生作業，佔20%。
	(二) ODF格式之作業繳交人次，佔20%。
	(三) 產生之ODF檔案個數，佔20%。
	(四) 所繳交文件內容豐富性，佔20%。
	(五) 其他有助ODF推廣之項目，佔20%。

	八、 獎項訊息：
	(一) 第一名(1名)：新台幣50,000元及得獎證明乙紙。
	(二) 第二名(2名)：新台幣30,000元及得獎證明乙紙。
	(三) 第三名(4名)：新台幣10,000元及得獎證明乙紙。
	(四) 佳 作(20名)：得獎證明乙紙。

	九、 競賽報名資料說明：
	(一) 成效表(如附件1)
	(二) 採用ODF後之心得分享(如附件2)
	(三) ODF未來推廣之建議(如附件3)
	(四) 佐證資料(上傳之相關佐證檔案皆須符合ODF格式，例如odt, ods, odp等)

	十、 如有相關問題，歡迎聯繫ISAC聯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