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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說明 

一、 專案名稱 

本專案名稱為「臺北市智慧學習教室暨親師生平臺建置服務計

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 專案目標 

面對資訊化、雲端化及行動化的時代，資訊科技可有效增進

學生學習成效，爰此，本專案規劃採購大尺寸顯示器及音訊

設備，搭配多元教學軟體，協助教師實施互動教學與創新教

學，另為降低使用門檻及蒐集大數據，同步建置資訊整合控

制器，以提供教師友善的資訊設備環境，此外，須開發親師

生雲端整合平臺提供老師教學、備課、學生紀錄學習歷程、

教師分享教材及親師溝通的管道，為臺北市智慧教育開啟嶄

新的一頁。 

三、 專案範圍 

(一) 親師生平台服務對象：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各公私立高、國中

小學校使用者（老師、學生、家長、學校與教育局管理人員）。 

(二) 智慧學習教室環境建置（硬體整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各公

立國中、小(3~9 年級)智慧學習教室之建置。 

四、 專案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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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1 億 4,435 萬 7,200 元整。 

五、 專案期程 

(一) 硬體設備交貨：自決標次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15 日止。 

(二) 硬體設備安裝設定：自決標次日起至 108 年 1 月 31 日止。 

(三) 親師生平臺及數據收集系統：自決標次日起至 108 年 1 月 31

日止。 

 

壹、 專案需求與作業說明 

一、 專案組織 

廠商專案組織需具備以下人員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 專案主持人：代表廠商，需有決策權，負責本專案相關作業

規劃、執行及行政事務之處理，且須曾承接政府部門數位學

習與教育科技相關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資歷，為本專案

協調聯絡窗口。 

(二) 教育研究人員：團隊須具備有教育行政、科技化教學經歷且

有現場教學實務經驗人員，針對本局教育政策及教室設備提

供教學方案或相關教材。 

(三) 軟體開發人員：須具備數位學習互動技術、學習分析及相關

系統軟體開發能力（如：包含 LMS、LCMS、課中平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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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分析、學習履歷紀錄系統平台等技術領域研究開發），曾擔

任數位學習服務平台或資訊科技專案技術開發人員經歷。 

(四) 廠商應於本專案決標日起 10 個工作天內，提交本專案成員之

有效學歷（例：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畢業證書）

及資歷（例：聘任文件、工作證明書、訓練結業證明書）等

證明文件書面資料影本，報請機關審查。專案期間若有更換

人員事宜，須於 10 個工作天前書面通知，並經本局同意。 

(五) 為確保本專案維護品質，人員若因資歷不符契約規範、工作

能力或服務品質等因素致不符機關需求時，機關以書面通知，

要求更換專案人員，廠商應立即處理且不得拒絕。 

二、 硬體設備基本規範 

(一) 觸控液晶顯示器 

1. 顯示尺寸：85 吋 (含)以上。 

2. 影像顯示技術(背光技術)：液晶顯示(LED)。 

3. 影像解析度：3840x 2160 像素(含)以上。 

4. 影像對比：1200 : 1 (含)以上。 

5. 亮度：410 cd/𝑚2(含) 以上。 

6. 面板壽命：30,000 小時(含) 以上。 

7. 顯示色彩：1.07BColors(含)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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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作耗電量：300watts(含)以下。 

9. 反應時間：8ms 以下(含)以下。 

10. 最大可視角度：175° (H) / 175° (V) (含)以上。 

11. 影像訊號輸入源須包含： 

(1) VGA 輸入端子：1 個(含)以上。 

(2) HDMI 輸入端子：2 個(含)以上。 

(3) DisplayPort：1 個(含)以上。 

(4) AV 端子：1 個(含)以上。 

12. 音源：Audio in / out。 

13. 內建喇叭：10W x 2(含)以上。 

14. 具備 RJ-45 Port1 個(含)以上。 

15. 具備 USB  Port 2 個(含)以上。 

16. 期望具有 RS232 PORT 供資訊整合控制器開關機使用(本項

非必要條件)。 

17. 螢幕表面材質及厚度：4mm(含)以上之強化玻璃或防眩光玻

璃。 

18. 觸控模組： 

(1) 觸控解析度：32,767 x 32,767 pixel(含)以上。 

(2) 觸控點：10 點(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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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支援 Mac OS/Windows/Android。 

(4) 觸控控制介面：USB*1(含)以上(即插即用)。 

(二) 嵌入式拉門黑(白)版 

1. 參考尺寸：寬 450(480)x 高 131x 深 20cm，實際以可安裝

85 吋觸控顯示器為原則。 

2. 觸控顯示器與磁性黑(白)板兩用雙層式設計。 

3. 配備寬度≥50mm 一體化粉塵槽，防止粉塵垂直落地。粉塵槽

與下邊框一體化設計，清掃時無粉塵死角。 

4. 崁入式拉門黑(白)板下方需設置兩個粉筆盒。 

5. 上下左右四面採鋁合金邊框可實貼固定於牆面。所有鋁合金

邊框顏色須為鋁原色(銀色)。 

6. 所有滑輪需有軸承裝置，且須具備緩衝滑軌，以防止夾到手。 

7. 雙層板面使用時應有固定及之功能，杜絕顯示器遭破壞之疑

慮。 

8. 中間為 1 片活動式黑(白)板(遮蔽大型顯示器)，其接縫處，採

無邊框密合設計，以利教師上課時，板面書寫之連貫性。(密

合時中間要有卡榫機制以避免左右兩片上下不平。) 

9. 顯示器與板面間空隙部分，左右側邊與壁面間以黑(白)板修飾，

螢幕上下方空隙則以黑(白)板修飾，以維持整體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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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拉門黑(白)板主體結構外框需使用不鏽鋼支架強化固定。 

(三) 資訊整合控制器 

1. 輸入介面：VGA(可使用轉接頭)、HDMI*2、USB*2、3.5mm 

Audio。 

2. 輸出介面：HDMI、VGA(可使用轉接頭)、3.5mm Audio。 

3. 具備 1 組 RJ45 網路 Potrt。 

4. 可透過資訊整合控制器切換不同來源音訊設備。 

5. 須可控制投影機及電動布幕開關機(若能控制大尺寸觸控螢幕

之開關機尤佳)。 

6. 須收集觸控式液晶螢幕(不限廠牌)使用時間之數據。 

7. 須收集投影機(不限廠牌)使用時間之數據。 

8. 須辨別並收集與資訊整合控制器介接之其它資訊設備使用時

間數據。 

9. 前述數據收集資料落差不可超過 12 小時。 

10. 須將相關數據傳送至後端資料庫，並能於網頁上顯示前述收

集之數據，且依使用者需求產出報表。 

(四) 音訊設備 

1. 固定於教室中，連接到資訊整合控制器。 

2. 麥克風可採無線或有線方式連接，且為標準規格，不限於特



9 
 

定機型。 

3. 提供 3.5mm 耳機插孔，並支援藍牙 4.2, 可連接藍牙喇叭、

鍵盤、滑鼠、遙控器與其他週邊裝置。 

(五) 觸控液晶顯示器、資訊整合控制器及音訊設備得整合於同 1

個或 2 個裝置設備中，或分屬在 3 個不同設備。 

(六) 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VR)設備 

1. VR 頭戴式解決方案為有線或無線皆可，若無線需支援 802.11 

a/b/g/n/ac 並配置專屬控制器。 

2. 內置揚聲器或具備 3.5 毫米耳機插孔提供聲音輸出。 

3. 顯示區域至少 2160 x 1200 解析度（每眼 1080 x 1200）(含)

以上，75Hz（含）以上之更新率。 

4. 具備 32GB 的儲存空間（可以記憶卡型態進行擴充）。 

(七) 本專案相關硬體設備，投標廠商除須滿足基本規範外，得提

出更優之解決方案，以作為本專案評選委員評比各家廠商服

務建議書之參考。 

 

貳、 親師生平臺 

一、 目標及需求 

1. 建置親師生平臺基礎建設：連結智慧學習教室多元設備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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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至少 3 種不同身分使用者之個人化數位教、學應用服務，

至少包含：老師、學生、家長。（個人化情境、不可被特殊硬

體綁定） 

2. 提供授權與認證機制：平臺應整合臺北市教育使用者單一身

分驗證服務並提供單一簽入功能，協助導入第三方應用服務，

該機制須遵循個資法以及協助訂立審核規範。 

3. 整合資料數據服務：因應政府開放資料政策，應訂定適當之

資料介接與匯流機制，針對智慧校園各式軟硬體、內容使用，

皆可透過開放性架構進行數據蒐集，提供營運服務。（教室應

用數據蒐集、雲服務營運模式） 

 

臺北市親師生平台架構圖： 

 

圖：臺北市親師生平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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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功能及規格(基本要求) 

 

親師生平臺重點規格架構圖如下所示： 

 

圖：親師生平臺重點規格架構圖 

 

1. 單一簽入：與台北市教育局單一身分驗證服務對接整合，提

供親師生使用者單一簽入（Single-Sign-On, SSO）服務。 

2. 帳號整合：與異質平臺間的帳號整合，教學使用者（教師與

學生）可採用教育局發給的帳號密碼登入，或是採用個人（家

長）熟悉的 Google、Facebook 帳號登入。 

3. 應用市集管理：平臺管理者可針對不同身分使用者，上架或

下架已整合的第三方網路平台服務，當服務數量增多時，可

對這些第三方網路服務做分類管理，並提供每個服務的使用

數據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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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臺入口介面須提供客製化服務，發展臺北市智慧教育服務

特色，並具備自適應前端設計與個別化介面，除根據載具自

動調適網頁之解析度與佈局，提供使用者一致且直覺的操作

環境，並針對不同身分使用者自動提供適切之入口頁面內容，

包含：最新消息、應用服務、管理介面，應該根據不同身分

客製，並提供自訂內容之功能以符合個別化之需求。 

5. 雲端架構：平臺以真實雲端技術為核心基礎，進而體現資源

彙整（resource pooling）、高彈性（rapid elasticity or 

expansion）、計算為服務（measured service）等特性。 

6. 服務營運：得標廠商團隊需搭配教育局團隊，合作推動台北

市智慧教育永續營運模式。 

7. OAuth 2.0 授權機制：本平臺提供符合 OAuth 2.0 規範之授

權機制，在成功認證使用者身分，以及取得使用者的授權之

後，會發給用戶端一個暫時的、僅能存取限制資料範圍（scope）

的存取標記（access token），供第三方系統進行後續的資料

存取動作。此機制為本市提供給第三方系統進行身分認證與

資料交換等系統整合的機制。 

8. 授權流程：此授權機制根據 OAuth 2.0（IETF RFC 6749，以

下同）之規範，其授權流程必須包含 Authorization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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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Implicit Grant、Resource Owner Password 

Credentials Grant、以及 Client Credentials Grant 等四種授

權流程。 

9. 使用者授權：此授權機制確保介接此授權機制的第三方系統

所進行的資料存取，都必須經過使用者授權，而所有的使用

者授權紀錄均須被妥善保存。 

10. 資料存取時間：授權機制提供第三方系統在必要時延長資料

存取時間。 

11. 裝置管理：因應不同裝置之登入需求，應開發不同登入機制。

例如：行動裝置可透過專用 App 輔助進行登入，應提供兩

步驟驗證以確保裝置為使用者本人使用。應提供裝置遺失或

轉移時之管理機制，例如：透過網站註銷裝置之授權...等。 

12. 存取驗證：授權機制必須協助資源伺服器驗證存取標記

（access token）的有效性。 

13. 第三方系統資料存取：此授權機制提供第三方系統進行系統

整合的申請。然而必須經本市教育局核准之後，才允許第三

方系統進行資料存取。 

14. 第三方系統撤銷：對於惡意的第三方系統，本平臺管理者可

主動撤銷該系統之介接核可。撤銷之後，該第三方系統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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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再介接本平臺的服務。 

15. 擴充彈性：本案需提供公開 API 供其它系統介接，另本平臺

保固期間內如需與其它系統介接(其它系統已有 API)，廠商需

開發介接之 API，且本平臺需保留未來擴充第三方系統整合的

彈性。 

16. 帳號申請及管理： 

(1) 師生帳號：師生帳號藉由平臺介面，並可彈性介接校務行

政資料，提出平臺使用授權申請，教育局可即時透過線上

進行審核，確認身分後，予以審核通過，並提供後續服務。 

(2) 家長帳號：家長帳號藉由平臺介面，提出平臺使用授權申

請，可即時透過線上進行審核，透過學生與家長之間隱私

權的關聯設定機制，確認身分後，予以審核通過，並提供

後續服務。 

(3) 帳號申請須與上述機制為基礎，並延伸發展到以系統自動

化為主，大幅降低行政人員及使用者帳號的申請審核時間，

同時又能確保帳號的正確性與安全性。 

17. 本平臺提供之資料服務機制，須在使用者同意下，才可將校

務系統等該使用者的相關資料，以 XML / JSON 資料交換格

式提供給發出請求的第三方系統。而資料傳遞過程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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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及 TLS 1.2 加密連線防止監聽。而使用者的所有同意

記錄，都必須妥善儲存。 

18. 本平臺提供之資料服務機制，須符合 OAuth 2.0 資料授權標

準當中的資源伺服器規格，必須驗證來自本平臺之授權機制

所發出的 token 之有效性，並確認使用者身分與資料範圍都

符合之後，才可進行資料交換。 

19. 本平臺之資料服務機制，須將資料服務區分為不同的資料範

圍（scope），並保留未來擴充資料範圍（scope） 的彈性。 

20. 本平臺提供之資料服務，可按需要提供使用者設定查詢條件，

以保有查詢彈性。 

21. 打造數據整合介面與倉儲：針對平台服務與數位內容之使

用： 

(1) 平台服務數據：例如電子教科書、課中教學互動、即時評

測…等平台之教學行為數據。 

(2) 數位內容服務數據：例如電子書閱讀、作業繳交、學生自

主學習…等平台之學習行為數據。 

(3) 數據資料倉儲：提供第三方平台介接、數據匯流後之資料

倉儲（Data warehouse）服務，並考量教育大數據與學習

分析（Learning Analytics）之需求，建立具大數據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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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儲架構，並考量高安全性與效能設計。 

22. 本平臺提供之功能：需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制定開放資料服務，

將可提供之資料(非特種資料及敏感資料)區分為公開資訊、個

人資料及系統管理資訊(例如：系統運作之軌跡資訊、統計資

訊及利用率資訊等，也需申請通過教育局核可得以介接)，提

供給第三方應用介接。三種不同資料應選擇適當的 OAuth 驗

證流程，以符合個資法等相關法規的要求。 

23. 平臺所提供給學生、老師、家長身分使用者之各項已整合的

第三方教學平台、數位內容或網路服務須經本局審核。 

24. 使用者可選擇其中某些服務，設定為我的最愛，以便使用者

快速使用常用服務。 

25. 採用雲端服務來推播訊息通知，連結親師生之間交流與溝通

橋樑，並需兼具穩定、效能與安全性。 

26. 主管機關特定人員可針對全市或各區的學校執行廣播、校長

與老師可依校務系統定義的群組關係群播給全校親師生或所

教授之班級家長及學生，可擇一推播。 

27. 提供教育局的活動電子公告內容，並查看發送者及發送時

間。 

28. 提供方便且安全的家長帳號建立與綁定機制，透過家長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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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共同高安全性的隱私資訊認證來進行帳號整合，在便利及

安全之間的平衡下建立此服務。 

29. 各項學習成績查詢模組：提供親師生查詢班級學生段考成績，

以及各學期之學期與領域成績。 

30. 個人獎懲相關資訊模組：提供親師生查詢班級學生各學期獎

懲之紀錄，含獎懲事由、數量、日期及獎懲類別總計。 

31. 學生請假系統模組 

(1) 提供家長查閱學生缺課紀錄，可針對缺課節次或其他節次提

出請假。 

(2) 提供家長查閱提出之假單之處理狀態。 

(3) 提供班導師查閱家長之申請紀錄，並做假單審核。 

32. 問卷調查模組 

(1) 提供學校建立問卷並上線至教師端填寫。 

(2) 提供教師填寫問卷。 

33. 各項局端報表產出：提供局端查閱各校學生成績、獎懲、請

假紀錄及健康資訊之統計分析資訊。 

34. 校園健康資訊模組：提供親師生查閱班級學生各學期之基礎

健康項目之紀錄，如: 體重、身高、視力、疫苗接種紀錄。 

35. 本平臺需結合使用者體驗服務與人機介面研究之結果，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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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教學現場對於智慧服務的需求、使用情形與應用情境，

提供相關服務作為現有內容優化與未來研發之參考依據。 

36. 廠商必須提供數位內容、課程或平台服務於整體解決方案中

（例如：電子書、電子教科書、教學影音、虛擬實境(AR)/擴

增實境(VR)虛擬課程…等），需求重點及基本規範如下： 

(1) 提供台北市智慧學習教室（三層次：輔助教學教室、互動教

學教室、創新教學教室）的教學用（老師用）、自學用（學

生用）之數位內容，範圍主要為台北市高中、國中與國小各

年段，與現有中小學課程綱要能搭配對應，方便師生於課前、

課中或課後情境的教與學應用。 

(2) 提供本市國中學生每人至少涵蓋 3 個科目(國文、英語、數

學、自然、社會、藝文、綜合、健體…等)。 

(3) 提供本市國小學生每人至少涵蓋 3 個科目(國語、數學、生

活、自然、社會、藝文、綜合、健體、閩南語、客家語…等)。 

(4) 數位內容服務需介接本案親師生平臺帳號單一簽入整合認

證，提供教室現場於觸控液晶螢幕、投影機、學生平板電腦

或 Chromebook 使用。 

(5) 另提供之方案須具擴充性，未來若教育局持續採購，可新增

各式多元數位內容服務於此次提供之專案環境（軟硬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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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須考量相關學習行為與歷程之數據蒐集之設計規劃。 

(6) 國中、小至少各提供 1 個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VR)虛擬

課程之數位內容或教學應用。 

 

參、 教室建置內容及施工規範 

一、 教室建置內容 

各校選定一般教室建置，建置內容如下： 

(一) 輔助教學教室 

1. 使用原教室投影設備(投影機+布幕) 

(1) 資訊整合控制器 

(2) 音訊設備 

2. 建置大尺寸顯示器 

(1) 觸控液晶顯示器+嵌入式拉門黑(白)版 

(2) 資訊整合控制器 

(3) 音訊設備 

(二) 互動教室 

各校選定專科教室建置，建置內容如下： 

1. 觸控液晶顯示器+嵌入式拉門黑(白)版 

2. 資訊整合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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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訊設備 

4. 33 臺 Chromebook 或平板電腦+充電車 

(三) 創新教室 

各校選定專科教室建置，建置內容如下： 

1. 觸控液晶顯示器+嵌入式拉門黑(白)版 

2. 資訊整合控制器 

3. 音訊設備 

4. 33 臺 Chromebook 或平板電腦+充電車 

5. 6 組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VR)設備 

二、 教學需求 

1. 智慧學習教室需支援行動學習，走動式教學，老師不應被限

制在顯示器周圍，可透過平板電腦或多元行動裝置，在教室

現場進行走動，並遠端控制前方觸控液晶顯示器顯示畫面。 

2. 提供護眼方案或方法，以保護師生眼睛。 

三、 施工規範 

1. 前述各類教室建置相互連接之線料(如:電源、網路、HDMI 等)

均由廠商負責。 

2. HDMI 線之訊號傳輸需保持訊號不衰減，觸控液晶顯示器或

投影機可以清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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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路整合清楚、標示清楚，教室走線需乾淨、線路清楚流暢，

施工應顧及線路之美觀，走線處以線槽或壓條方式固定其線

路，線槽或壓條內須以噴釘、螺絲或矽利康固定以防止日後

線路脫落。 

4. 教室內既有單槍投影機及投影布幕如須拆除，廠商須負責拆

除交付學校，拆除過程如有損壞，廠商須負責賠償事宜。 

5. 教室內如須建置觸控液晶顯示器+嵌入式拉門黑(白)版，廠商

須負責將原黑板拆除，依學校指示搬運至指定地點存放或協

助丟棄。 

6. 廠商需負責協助移除教室內不必要之線路，含相關固定組件，

並協助完成牆面恢復。 

7. 若資訊整合控制器及音訊設備為獨立設備，須提供並整合於

單一壁掛機箱中(須具有防護措施:如以泡棉或防撞膠條包覆

等或其它方式)，以方便現場使用及後續維修，並考量學童教

室現場安全性，安裝於黑板附近，並設計至少 2 式教室施工

配置方案與教育局協商確認。遨遊 

8. 廠商於施工作業前，須函報本局施工作業期程表(內容包括:

設備廠牌規格型號及各校預計施工期程)，本局同意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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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查驗、驗收、付款及罰款事宜 

一、 硬體設備 

(一) 硬體設備點收付款： 

1. 廠商將硬體設備依各校建置數量(如附件1)送至學校指定存放

地點或安裝於指定教室內。 

2. 廠商填寫「設備點收確認單」1 式 2 份(附件 2)，經需求學校

點收並確認數量及規格無誤後簽章，廠商攜回 1 份彙整於「硬

體設備交貨報告書」，報告書內容如下： 

(1) 各校設備彙整總表。 

(2) 各校設備點收確認單。 

(3) 設備使用手冊。 

(4) 原廠保固證明書。 

3. 廠商須於 107 年 12 月 15 日前提報驗收，本局辦理驗收時抽

驗採實地驗收，經本局驗收合格後支付觸控液晶螢幕(含黑板)、

平板電腦或 Chromebook 及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VR)設

備之費用(依價格分析表金額)。 

(二) 硬體設備安裝設定查驗及付款： 

1. 廠商將硬體設備依各校建置數量安裝設定完成。 

2. 廠商填寫「設備安裝確認單」1 式 2 份(附件 3)，經需求學校



23 
 

點收並確認數量及設定無誤後簽章，廠商攜回 1 份彙整於「硬

體設備完工報告書」，報告書內容如下： 

(1) 各校設備彙整總表。 

(2) 各校設備安裝確認單 

3. 廠商須於 108 年 1 月 31 日前提報驗收，本局辦理查驗時抽

驗，並拍攝相關照片，供全案驗收查證。 

二、 親師生平臺 

(一) 廠商須於 108 年 1 月 31 日前提報驗收。 

(二) 將由本局邀請專家學者及技術人員組成小組，召開審查會議，

依本局作業規範辦理查驗作業，廠商需提供查驗所需相關資

料或簡報。 

(三) 驗收時需交付本平臺之程式碼(source code)。 

三、 本案辦理全案驗收，驗收合格後支付本案剩餘款項。 

四、 文件格式：本專案所要求之各項履約文件、表單，應以 A4(或

A3)紙張製作，由左至右、橫式直書繕打為原則，惟如有較大

型圖表或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文件、表單如需裝訂成冊，

除圖、表、隔頁、型錄外，以雙面列印為原則，文件封面應註

明案名、文件名稱、版本、日期、廠商名稱、加蓋廠商及其負

責人印章，1 式 3 份以公文書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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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件修正：如本局要求廠商修正查驗或驗收應交付文件，廠商

應於接獲通知後 10 個工作日內完成修正。本局應於接獲修正

後文件之日起 10 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查該修正部分。 

六、 罰款 

(一) 本案罰款以新臺幣計罰。 

(二) 期限以工作天規定者，每逾一個工作天計罰 5,000 元逾期懲

罰性違約金。 

(三) 期限以日曆天規定者，每逾一個日曆天計罰 5,000 元逾期懲

罰性違約金。 

(四) 廠商經機關(學校)通知後未能於 8 小時內將故障設備與線路

維修完畢者或提供同級(含)以上備品替用，未完修每超過 4 小

時累積計罰 1,000 元，並得連續計罰至修復完成為止(每日晚

上 7 點至次日上午 7 點及國定假日不計入維修時間)。 

(五) 如因廠商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應注意義務，或操作、設計不當

造成服務中斷或內容資訊有誤者，或未依約定之標準作業程

序辦理…等事件，遭受財物或是嚴重名譽損失時，每一事件或

每次罰款 10,000 元。 

 

伍、 維護、保固、授權及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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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硬體 

1. 觸控液晶顯示器、嵌入式拉門黑(白)版、資訊整合控制器及音

訊設備均自驗收合格次日起保固 5 年。 

2. 平板電腦或 Chromebook 及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VR)設

備均自驗收合格次日起保固 3 年。 

3. 保固期間廠商須提供報修網站，如發生故障，學校直接上網

填報。 

4. 廠商須於學校報修後 8 小時內完修，如無法完修須提供相同

規格之替代品(每日晚上 7 點至次日上午 7 點及國定假日不計

入維修時間)。 

5. 於本案決標後 1 個月內，廠商須設置 2 組(含)以上專線電話，

提供技術支援及諮詢服務至本案保固到期止，服務時間為週

一至週五（國定假日除外）09：00～18：00。 

6. 各項硬體設備於保固期間須依本局要求更新韌體(無需另付費

用)。 

7. 硬體所需之各項授權，於保固期間無需再支付任何費用。 

二、 親師生平臺 

1. 親師生平臺自驗收合格之日起保固 2 年。 

2. 親師生平臺發生服務異常，廠商須於教育局通知後 6 小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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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修復、恢復正常運作；若屬教育局相關軟硬體故障所衍

生之服務異常事項，須配合教育局進行故障排除及系統復原、

資料回復等相關事宜；並提供平臺備援與資料備份機制，災

難復原須於 4 小時內完成。 

3. 保固期間，每年 2 月、5 月、8 月、11 月需辦理工作會報，

由專案經理報告工作內容、相關訊息及追蹤事項。 

4. 保固期間每年另需提供 50 小時/人力服務時數，使用需經本

局同意，於工作會議中或以其它書面方式通知。 

5. 於本案最後一次工作會報時須交付最新完整之程式碼。 

三、 教育訓練 

1. 得標廠商完成驗收後須配合於每年保固期間每年辦理 2 場次

(含軟硬體)教育訓練，共計 10 場次，教育訓練計畫經本局審

核通過後實施，主要內容須符合下列原則： 

(1) 訓練內容為本案軟(硬)體操作知識。 

(2) 時數 3 小時(含)以上。 

(3) 訓練對象包括本案學校資訊組長與其他相關人員。 

(4) 訓練日期、內容、人數、場次及地點由廠商安排及提供。 

2. 實施報告內容最少包含教育訓練資料、簽到表及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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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簡報內容 

1. 評選時廠商需針對各自服務建議書內容所提智慧教室功能製

作介紹影片(影片長度不得超過 5 分鐘)，另案辦理簡報時間

15 分鐘，共 20 分鐘。 

2. 以影片、動畫或 3D 圖，呈現本案智慧教室內建置之各項硬體

設備示意圖，未來實際建置將依此圖為藍圖經本局決定後施

作。 

3. 簡報其它規範詳見評選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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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智慧教室需求彙整表 

學校 輔助教學教室 

使用原教室投影設

備(投影機+布幕) 

輔助教學教室 

建置觸控液晶顯示

器顯示器 

互動教室 創新教室 

 

仁愛國中  59 2 1 

南門國中  45 2 1 

北投國中  38 2 1 

百齡高中(國中部)  32 2 1 

實踐國中  27 2 1 

民生國中  23 2 1 

龍山國中  21 2 1 

雙園國中  6 2 1 

福安國中  9 2 1 

格致國中  6 2 1 

百齡國小  36 2 1 

東門國小  37 2 1 

民生國小  39 2 1 

國語實小  38 2 1 

南湖國小  36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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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輔助教學教室 

使用原教室投影設

備(投影機+布幕) 

輔助教學教室 

建置觸控液晶顯示

器顯示器 

互動教室 創新教室 

 

力行國小  32 2 1 

古亭國小  28 2 1 

志清國小  18 2 1 

永吉國小 7 13 2 1 

修德國小 8 12 2 1 

劍潭國小 6 12 2 1 

忠孝國小 4 10 2 1 

蘭雅國小 6 10 2 1 

總計 31 587 4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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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 

設備點收確認單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廠商名稱  聯絡電話  

施作學校  

學校聯絡人  聯絡電話  

實際完成 

履約日期 
 年  月   日 

是否逾期(本欄位

由教育局填寫) 
□未逾期      □逾期(天數：       天) 

設備名稱 規格 數量 

觸控液晶螢幕   

嵌入式黑(白)板   

資訊整合控制器   

音訊設備   

Chromebook或平板電腦及充電車   

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VR)設備   

以上資料由廠商填寫後，要由施作學校確認上述規格及數量， 

符合者請在「是否符合」欄位打  ，不符合者打×。 

規格是否符合 數量是否符合 安裝設定是否完成 備註/補充說明 

    

廠商(施作人)簽章 施作學校確認 

 資訊組長/系統管理師： 

 

總務主任： 

說明：(請詳閱) 

1、 本確認單 1式 2份分別由施作學校及廠商收執，廠商彙整報告交付本局。 

2、 上開確認項目如有不符，廠商應於本案規定期限前完成改善。 

3、 請施作學校依規定規格、數量及安裝設定結果確認廠商是否完成設備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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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 

設備安裝確認單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廠商名稱  聯絡電話  

施作學校  

學校聯絡人  聯絡電話  

實際完成 

履約日期 
 年  月   日 

是否逾期(本欄位

由教育局填寫) 
□未逾期      □逾期(天數：       天) 

設備名稱 安裝設定 數量(填寫設定完成數量) 

觸控液晶螢幕   

嵌入式黑(白)板   

資訊整合控制器   

音訊設備   

Chromebook或平板電腦   

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VR)設備   

以上資料由廠商填寫後，要由施作學校確認上述設定及數量， 

符合者請在「是否符合」欄位打  ，不符合者打×。 

規格是否符合 數量是否符合 安裝設定是否完成 備註/補充說明 

    

廠商(施作人)簽章 施作學校確認 

 資訊組長/系統管理師： 

 

總務主任： 

說明：(請詳閱) 

4、 本確認單 1式 2份分別由施作學校及廠商收執，廠商彙整報告交付本局。 

5、 上開確認項目如有不符，廠商應於本案規定期限前完成改善。 

6、 請施作學校依規定規格、數量及安裝設定結果確認廠商是否完成設備安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