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手冊

壹、時間：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3 日（六）  14:00-17:30

貳、地點：
A+A space 共創共享空間（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213 號 4 樓之 1）

參、主席：
主席：翁佳驥（第九屆理事長）
會議紀錄：許家雋

肆、報告事項：
1. 本會第九屆常務監事林子忠老師，不幸於 107 年 4 月 7 日病逝，享年

63 歲。監事遺缺由鄭國正老師遞補，並改選胡崇偉為常務監事。

2. 協會 107 年度工作報告

2.1. 協會 107 年度完成事項：

• 持續以協會名義協助國發會導入 ODF/LibreOffice 專案，並協
助橋接文件基金會。

• 協會的線上商店已經開張：https://ec-store.slat.org。主要開發
者為清華大學洪靖嘉同學。目前主要產品為協會出版的書籍、
開源自由浪潮系列的 T-shirt與帽 T 等。

• Designing with LibreOffice 已由曾政嘉、黃柏諺、翁佳驥等人翻
譯完成，另外感謝林博仁與洪良茂的協助。本書書名為
《LibreOffice 排版設計》，已在協會的線上書城與線上商店上
架，實體書一本 600元。

• Debian Conference 首次由台灣主辦，於 107 年 7月底在交大
舉行，協會贊助兩萬元。

• 與台中自由軟體社群（TFC）還有 A+A Space合辦 Blender 分
享會，贊助場地費用 6,000 元。

• 贊助成大舉辦 Hacktoberfest@NCKU 活動 10,827 元。
• 贊助 S4A 兩岸交流活動 8,910 元。
• 贊助成大陳奕熹同學參加 2018 年 FOSSASIA 機票 6,000 元。

https://ec-store.slat.org/


• 贊助 ezgo發表會隨身碟 19,900元。
2.2. OSSACC 專案新的一期由文化大學得標，協會的專案組織已於

2 月底解散並結清帳戶。往後將以協會身份繼續推廣 ezgo 在政
府、企業、教育之應用。

2.3. 協會加入 Open Source Initiative（OSI）成為組織會員，目前代
表為翁佳驥。有興趣參與相關事務的會員可以一同加入。

3. 協會 107 年度財務狀況報告

3.1. 資產負債表



3.2. 收支決算表



3.3. 現金出納表

3.4. 協會 108 年度預算



4. 協會 108 年度工作計畫與未來展望

4.1. 持續協助國發會與各級政府機關、學校進行 ODF/LibreOffice 導
入

4.2. 未來展望與方向：以社會運動形式持續推廣「軟體自由運動」

5. 本屆理監事任內進行與完成事項：

5.1. 翁佳驥

5.1.1. 持續在各地散佈軟體自由運動的價值觀

5.1.2. 持續在各地散佈開放文件格式標準與 LibreOffice/國發會應
用工具等自由軟體

5.1.3. 以協會身份參與文件基金會董事會的運作，並加入 OSI

5.2. 蕭志榥

5.2.1. 主持 Clonezilla專案，從 2017/4起，共發行 5個穩定版的
系統備份與佈署軟體 Clonezilla live。新增的功能有:

a. Clonezilla lite server:可透過Clonezilla live來做系統大量部
署，並且可以直接使用現場環境之 DHCP服務，避免新增
的 DHCP服務與現有的服務衝突

b. 新增 bittorrent佈署機制: 除了 unicast, multicast 與 brodcast
機制外，新增了 bittorrent 的系統佈署機制，在佈署節點量
大的時候，可讓佈署功能更快速，並且更加穩定。

5.2.2. 發表兩篇系統佈署，自由軟體相關論文

a. Shiau, S., Sun, C. K., Tsai, Y. C., Juang, J. N., & Huang, C. Y. 
(2018).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Novel Open 
Source Massive Deployment System. Applied Sciences, 8(6),
965.

b. Shiau, S. J., Huang, Y. C., Yen, C. H., Tsai, Y. C., Sun, C. K., 
Juang, J. N., Chi-Yo Huang, Ching-Chun Huang, & Huang, S.
K. (2019). A Novel Massive Deployment Solution Based on 
the Peer-to-Peer Protocol. Applied Sciences, 9(2), 296.

5.2.3. 協助維護GParted live，從 2017/4起，共發行 5個穩定版的
GParted live

5.3. 鄭郁霖

5.3.1. 相關演講

a. [2017/04/24] FreeNAS 企業應用經驗分

b. [2017/05/21] Duplicati 應用經驗分享會 @台中-HexBase

c. [2017/07/29] Proxmox VE 企業應用經驗分享@台中-資策會
台中

d. [2017/08/10]臺中市 106 年度暑期教師資訊應用增能研習-開
源軟體介紹與操作 @台中-教育局資訊教育暨網路中心



e. [2017/09/22] Proxmox VE、FreeNAS 企業應用經驗 @台中-
台中市政府

f. [2017/11/22] 開源 x節流、Proxmox VE、FreeNAS 企業應用
經驗 @台中-國興資訊

g. [2017/12/16] Proxmox VE 開源虛擬化平台一日實戰 @台東-
台東大學

h. [2018/07/13] 國際資訊安全組織台灣高峰會：開放或封閉的
安全之刃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http://2018.twcsa.org/speakers.html#spkr_0713_owasp_03

i. [2018/07/21] Blender 台中分享會：開源應用經驗分享 
@Monospace

j. [2018/08/19] OPEN / CLOSE：開放或封閉的安全之刃 
@Monospace

k. [2018/11/10] 2018 NAS使用者年會台中場：LibreNMS 企業
實戰經驗分享 @Monospace

l. [2018/12/23] 2018 PVE 進階使用者研討會台北場：Proxmox 
VE 5.3 Cluster, High Availability & Others @台北-台大集思
會議中心米開朗基羅廳

m. [2019/03/21] 2019 臺灣資安大會：突破困境-資安開源工具
之應用分享@台北-世貿一館第一會議室
https://cyber.ithome.com.tw/speaker-page/5712#speakerMod
al 

5.3.2. 開源專案貢獻

a. Proxmox VE、Promox MG (繁中語系，已併入官方版本)
https://github.com/jasoncheng7115/pve-cpatch 

b. LibreNMS、LibreNMS-Agent (功能增加與修正，繁中未 PR)
https://github.com/librenms/librenms/commits?
author=jasoncheng7115 

c. Duplicati (繁中語系，已併入官方版本)

d. PHP Server Monitor (繁中語系)

e. BookStack (繁中語系，已併入官方版本)
https://github.com/BookStackApp/BookStack/commits?
author=jasoncheng7115 

f. netdata (繁中語系)
https://github.com/jasoncheng7115/netdata-cpatch 

g. monitoring-plugin-check_domain (加入 .tw domain 支援，未
PR)
https://github.com/jasoncheng7115/monitoring-plugin-
check_domain 

https://github.com/jasoncheng7115/monitoring-plugin-check_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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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heck_pve (加入 LibreNMS 支援，未 PR)
https://github.com/jasoncheng7115/check_pve 

i. zfs-auto-snapshot (+8時區修正，未 PR)
https://github.com/jasoncheng7115/zfs-auto-snapshot 

5.3.3. 開源專案導入案例

a. LibreNMS 建置 / 臺中市政府 1999話務中心

b. Proxmox VE、FreeNAS 建置與顧問 /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c. Proxmox VE 建置與顧問 / 名世科技

d. Proxmox VE 實戰班講師 / 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中區中心

e. 其它

5.3.4. 雜誌文章

a. Linuxpilot 國際中文版

b. Proxmox VE 企業應用經驗談
https://www.linuxpilot.com/applying-proxmox-ve-in-
enterprise-environments 

c. 免費 NAS FreeNAS 企業應用經驗談
https://www.linuxpilot.com/nas-applications-freenas-
experiences 

d. 郵件伺服器 Zimbra Microsoft Exchange 最佳代替品
https://www.linuxpilot.com/zimbra-is-the-best-replacement-of-
microsoft-exchange 

5.3.5. 社群活動 (TFC台中自由軟體愛好者社群)

a. [2017/04/24] FreeNAS 企業應用經驗分享 (講者：鄭郁霖)

b. [2017/05/21] Duplicati 應用經驗分享會 (講者：鄭郁霖) 
https://tfc.kktix.cc/events/dup-use-share 

c. [2017/06/25] 讓軟體開發與應用更自由：使用 Docker 容器
技術 (講者：邵玉龍)
https://tfc.kktix.cc/events/docker-be-freefom 

d. [2017/07/29] Proxmox VE 企業應用經驗分享 (講者：鄭郁
霖)
https://tfc.kktix.cc/events/pve-use-share 

e. [2017/08/19] 用最潮的 PHP框架，做簡單的 CRUD 的資料
庫管理 (講者：黃文志)
https://tfc.kktix.cc/events/php-laravel-crud 

f. [2017/09/23] SDN x OpenvSwitch x Open Networking (講者：
黃秉均、邱宏瑋)
https://tfc.kktix.cc/events/sdn-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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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2017/10/21] SDS x ZFS 技術研討會 (講者：王仁傑)
https://tfc.kktix.cc/events/sds-zfs-share 

h. [2017/11/26] 智慧家庭：我的夢、我的愛、我的家 (講者：
張閔壽)
https://tfc.kktix.cc/events/smart-home-share 

i. [2017/12/23] Kubernetes Workshop (講者：白凱仁) 
https://tfc.kktix.cc/events/k8s-workshop 

j. [2018/01/13] 接案陰陽師 (講者：余澄奕)

k. [2018/03/03] Blockchain x Ethereum x Kubernetes Workshop 
(講者：李麒傑)
https://tfc.kktix.cc/events/blockchain-ethereum-kubernetes-
workshop 

l. [2018/04/15] Web 開發者眼中的 .NET Windows 視窗程式開
發 (講者：余澄奕)
https://tfc.kktix.cc/events/web-dotnet-windows-develop 

m. [2018/05/13] 經驗分享：開源社群經營 x 網站空間服務 
(講者：楊宇凡)
https://tfc.kktix.cc/events/local-community-taiwan 

n. [2018/06/23] 情感運算革命：機器能有情緒嗎？ (講者：張
小均)
https://tfc.kktix.cc/events/heart-of-the-machine 

o. [2018/07/21] 開源 3D：Blender 台中分享會 (講者：鄭郁
霖、楊景貴、蘇子敬)
https://tfc.kktix.cc/events/blender-share-taichung 

p. [2018/08/19] OPEN / CLOSE：開放或封閉的安全之刃 (講
者：鄭郁霖)
https://tfc.kktix.cc/events/open-source-vs-close-source 

q. [2018/09/15] 開源音樂軟體 x 音創筆電實戰 x 親手試工作
坊 (講者：張正一)
https://tfc.kktix.cc/events/open-source-music-workshop 

r. [2018/09/29] 實戰 - WebGL 2D 遊戲引擎開發 (講者：余澄
奕)
https://tfc.kktix.cc/events/webgl-typescript-pixijs 

s. [2018/10/13] 開源 3D：Blender 台中分享會 II (講者：楊景
貴、張芳榮)
https://tfc.kktix.cc/events/blender-share-taichung-2 

t. [2018/10/20] 開源科技社群如何參與科技政策規劃？ (講
者：黃宇新)
https://tfc.kktix.cc/events/sense-tw-g0v-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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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018/11/10] 2018 NAS使用者年會台中場 (講者：賴一甫、
鄭郁霖、簡岏容、祁中明、黃鼎文、林文誠)
https://tfc.kktix.cc/events/nas-tw-2018 

v. [2018/11/18] 實戰 - WebGL 2D 遊戲引擎開發 II (講者：余
澄奕)
https://tfc.kktix.cc/events/webgl-typescript-pixijs-2 

w. [2018/12/16] 開源文書軟體 x 開源報表系統 (講者：林毓
能)
https://tfc.kktix.cc/events/open-report-api-platform 

x. [2018/12/23] 2018 PVE 進階使用者研討會台北場 (講者：鄭
郁霖、Ishtar Lin、向聖夫)
https://tfc.kktix.cc/events/pve-tw-2018 

y. [2019/01/30] Ansible 技術概觀介紹 (講者：黃秉鈞)
https://tfc.kktix.cc/events/ansible-introduction 

z. [2019/03/02] 開源軟硬體機房環控建置經驗分享 (講者：李
汶昇、鄭鍾翔、陳弘明)
https://tfc.kktix.cc/events/opensource-ems-exp 

aa. [2019/03/09] Kubernetes 1001 (講者：邱宏瑋)
https://tfc.kktix.cc/events/kubernetes-1001 

5.3.6. 相關文章撰寫

a.  [經驗分享]LibreNMS 的 Address & Ports 頁面無法正常顯
示問題

b. [經驗分享]LibreNMS 更新 PHP 7.2 問題與解決方法

c. [專案分享]netdata 繁體中文化更新檔

d. [經驗分享]淺談 Proxmox VE 版本更新與授權模式

e. [經驗分享]以 netdata 強化 Proxmox VE 效能監視戰力

f. [經驗分享]Proxmox VE 快照機制與遺失快照處理

g. [經驗分享]Proxmox VE 中 LXC Swap 神秘爆增之謎

h. [經驗分享]關於 Proxmox VE 漏洞修補與更新速度

i. [經驗分享]分析 Proxmox VE 客體機 DISK I/O 效能

j. [經驗分享]Proxmox VE 設定檔的三種備份方式

k. [經驗分享]為 Proxmox VE 啟用雙因素驗證登入

l. [經驗分享]更強大的 Proxmox VE 命令列管理工具 – pvesh

m. [經驗分享]讓 Proxmox VE 的 ZFS 儲存支援使用 QCOW2

n. [套件介紹]監測 Proxmox VE 服務運作健康狀況

o. [經驗分享]Proxmox VE 虛擬磁碟格式兩種轉換方法

p. [經驗分享]Proxmox VE 採用 NFS 連接儲存的重點事項

https://tfc.kktix.cc/events/kubernetes-1001
https://tfc.kktix.cc/events/opensource-ems-exp
https://tfc.kktix.cc/events/ansible-introduction
https://tfc.kktix.cc/events/pve-tw-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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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經驗分享]開啟 Proxmox VE 的 IPMI Watchdog 支援

r. [經驗分享]查看 Proxmox VE 執行虛擬機器的完整參數

s. [經驗分享]為 Proxmox VE 節點加入叢集連線備援介面

t. [經驗分享]深入 Proxmox VE 複寫功能

u. [經驗分享]解決 Proxmox VE 在不支援 Multicast 環境下叢
集通訊問題

v. [經驗分享]Proxmox VE 批次遷移多台主機

w. [經驗分享]檢測 Proxmox VE 叢集連線健康狀態

x. [經驗分享]Proxmox VE 管理介面快速建立 zfspool

y. [經驗分享]讓 Proxmox VE 將 USB 碟做為備份區使用

z. [經驗分享]查看 Proxmox VE 相關服務的事件記錄

aa. [經驗分享]Proxmox VE 複製虛擬機的幾種方法

ab. [經驗分享]GitLab Repository 404 無法開啟問題處理

ac. [經驗分享]讓 Proxmox VE 儀表板儲存指示計正確顯示

ad. [經驗分享]Proxmox VE 遷移虛擬機時走指定網路

ae. [經驗分享]調整 Proxmox VE 內建 KSM 機制參數

af. [經驗分享]Proxmox VE 上傳 ISO 檔注意事項與技巧

ag. [工具推薦]Proxmox VE 排程自動快照工具

ah. [工具推薦]Proxmox VE 儲存區排程同步工具

ai. [經驗分享]PVE 與 ESXi 簡易效能測試

aj. [經驗分享]找尋虛擬機磁碟 I/O 效能問題所在

ak. [經驗分享]解決 ESXi 6.5 以上 VMDK 相容問題

al. [套件介紹]支援 Proxmox VE 的 VPS 管理套件

am. [議程簡報]Proxmox VE 叢集、高可用性與其它進階技巧

an. [經驗分享]讓 Proxmox VE 中 VM 放本機磁碟者做線上遷
移

ao. [經驗分享]LibreNMS無法取得某些 FreeNAS儲存區資訊

ap. [經驗分享]基礎程式 locale、ldconfig 等消失事件

aq. [經驗分享]MariaDB服務消失的離奇事件

ar. [功能測試]各家 Office軟體"裝訂線"對決

as. [行業觀察]IT維運六備輪迴

at. [議程簡報]LibreNMS 企業實戰經驗分享

au. [期刊文章]Proxmox VE、FreeNAS、Zimbra 企業應用經驗
談



av. [工具推薦]開源議題協作平台 SenseMap

aw. [問題處理]讓 Nagios Plugin 域名檢查支援 tw

ax. [專案更新]PHP Server Monitor 支援 Telegram 與繁體中文
語系更新

ay. [問題處理]LibreNMS 1.42 版 Alert 功能異常

az. [議程簡報]開放或封閉的安全之刃

ba. [新貨測試]SoftMaker FreeOffice 2018 新版推出

bb. 台中社群與共創空間

bc. [軟體推薦]開源圖表繪製軟體

bd. [資訊分享]Proxmox VE Storage Plugin

be. [經驗分享]在 macOS 安裝使用 Windows 版漢書軟體 – 
Wine

bf. [經驗分享]開源知識管理平台 – BookStackApp

bg. [套件更新]Inkscape 0.92.3 改善 Windows 版啟動過慢問題

bh. [套件分享]開源跨平台資料庫複寫軟體 – SymmetricDS

bi. [經驗分享]LibreOffice 功能推薦：記事本工具列 (Notebook 
Bar)

bj. [重磅新貨]開源郵件閘道伺服器 - Proxmox Mail Gateway

bk. [工具推薦]開源記錄即時分析系統 – Graylog

bl. [專案分享]zfs-auto-snapshot 時區問題修正版

bm. [專案更新]LibreNMS 1.33 釋出與中文化對應版本更新

bn. [專案分享]Proxmox VE 繁體中文化更新檔

bo. [專案分享]LibreNMS 1.32 主要介面中文化版本

bp. [經驗分享]開源 IT 資產管理系統 - Open-AudIT 2.0.x 全新
改版

bq. [好物推薦]即時圖表的系統效能監控 – gtop

br. 好物推薦]開源私有雲端硬碟套件 – KODExplorer

bs. [經驗分享]開源伺服器虛擬化平台 - Proxmox VE

bt. [經驗分享]開源 IT資產管理系統 – Open-AudIT

bu. [經驗分享]ProxmoxVE虛擬機磁碟容量 0MB異常事件

bv. [誠心推薦]開源網路裝置管理系統 – LibreNMS

bw. [經驗分享]FreeNAS Rebuild 速度以及故障影響

bx. [經驗分享]Visual Studio for Mac 實用度越來越好

by. [經驗分享]開源的原始碼檢測系統 – SonarQube



bz. 史諾登：開放原始碼的重點在於不必妥協

ca. [經驗分享]開源自動化 APP安全測試系統 – MobSF

cb. [經驗分享]比 rsync 更適合大檔案同步的 bigsync

cc. [經驗分享]功能強大的集中式主機管理開源軟體

cd. 極盡美化與酷炫的開源終端機介面

ce. [經驗分享]資訊全面的系統監控神器 – Glances

cf. FreeNAS 整合 AD + CIFS/SMB 設定完全經驗分享

cg. FreeNAS 複寫失敗的處理實例與心得

ch. 開源版本控制系統 GitLab 9.0 釋出

ci. 開源程式碼品質檢測系統 SonarQube

cj. 開源弱點掃描系統 OpenVAS 推出最新版本 9

ck. 企業資料備份的開源方案推薦 – Duplicati

cl. 線上問卷與投票系統的選擇

5.4. 曾政嘉

5.4.1. 與黃柏諺一起參與 GNU 專案網站翻譯，計已完成自由軟
體是什麼、銷售自由軟體、自由軟體類別、著作傳 (Copyleft)
是什麼、GNU 的歷史、自由的 GNU/Linux 散布版……等文章
翻譯

5.4.2. 完成《LibreOffice 排版設計》一書翻譯與出版

5.5. 洪朝貴

5.5.1. 持續在「玩具烏托邦」部落格撰寫教學文

5.6. 胡崇偉

5.6.1. 參與資策會數位轉型研究所開源貢獻者培育方案 擔任 
Plone 團隊 Mentor

5.6.2. 參與宜蘭教網中心研習 Scratch 然後 Python 擔任講員

5.6.3. 參與均優學習論壇 規劃執行 Python 與程式教育 議程 可
參考 http://quality-learning.net/2018 

5.6.4. 參與籌辦 PyCon Taiwan 可參考 http://tw.pycon.org/2018 

5.6.5. 參與在東京舉辦的 Plone Conference 可參考 
http://2018.ploneconf.org/ 

6. 請洪靖嘉同學分享透過開發協會電商平台跨入程式設計領域的心得
與收獲。

http://2018.ploneconf.org/
http://tw.pycon.org/2018
http://quality-learning.net/2018


伍、提案：
1. 通過本會 107年度工作報告
提案人：翁佳驥
提案說明：107年度工作報告如理事長報告事項，提請會員大會決
議是否通過
決議：

2. 通過本會 107年度財務決算表
提案人：翁佳驥
提案說明： 107 年度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收支決算表請參考
大會手冊，提請會員大會決議是否通過
決議：

3. 通過本會 108 年度預算
提案人：翁佳驥
提案說明：108 年度預算請會員大會決議是否通過 
決議：

陸、臨時動議

柒、選舉
1. 程序：

1.1. 請有意進入理事會、監事會的會員發表想法與政見。
1.2. 領取選票。
1.3. 推選開票、唱票、計票、監票人員。
1.4. 開票並宣布理監事選舉結果。
1.5. 隨即召開第十屆第一次理監事會，選舉常務理事、理事長、常

務監事。
2. 說明
請參考：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第四條（選舉方式）

人民團體之選舉，其應選出名額為一名時，採用無記名單記法；
二名以上時，採用無記名連記法。但以集會方式選舉者，經出席
會議人數三分之一以上 之同意，得採用無記名限制連記法。 前
項無記名限制連記法，其限制連記額數為應選出名額之二分之一
以內，並不得再作限制名額之主張。

第七條（選票格式應載事項及種類）



人民團體之選舉應使用選舉票，其格式分為左列三種並應載明團
體名稱，選舉屆次，職稱及年月日等，由各該團體理事會（許可
設立中之團體由籌備會）擇一採用：

一、將全體被選舉人姓名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者。
二、按應選出名額劃定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者。
三、將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人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並
預留與應選出之名額同額之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者。

前項第三款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人，得依章程規定或經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決議，由理事會提出；或由會員（會員代表）向所
屬團體登記，其人數為應選出名額同額以上，如登記名額不足應
選出名額時，由理事會（許可設立中之團體由籌備會）決議提名
補足之。但被選舉人不以參考名單所列者為限。

3. 選舉方式：請會員大會決議以無記名連記法或無記名限制連記法選
舉。
表決結果：

4. 選舉結果
4.1. 第十屆理事選舉當選人：共 9 名。
4.2. 第十屆常務理事選舉當選人：
4.3. 第十屆理事長選舉當選人：
4.4. 第十屆監事選舉當選人：
4.5. 第十屆常務監事當選人：

捌、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