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106學年度 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議會議記錄 

 

壹、 會議時間：107年05月21日（星期一）上午11點 

貳、 開會地點：成均館三樓會議室(C334) 

參、 出席人員：如開會通知單 

肆、 主  席：吳萬益 學術副校長 

 

伍、 上次會議（106年05月15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提案：修訂「南華大學網路安全管理作

業規範」。 

決議：調整二-5 內容，其餘照案通過。 

已於 106 年 6 月 12 日行政會議提案通

過，並已公告於資訊中心網頁。 

2 提案：本校教職員離職及學生畢業後之

電子郵件帳號是否刪除。 

決議：請資訊中心研究是否可以提供另

一個網域之電子郵件給離職教職

員及畢業學生使用。新方案確認之

前，原則上保留帳號，例外情況刪

除。 

1、 可提供另一網域之電子郵件供離職

教職員及畢業學生使用。 

2、 詳細執行辦法將於行政會議提案討

論。 

1 
 



 

陸、 業務報告事項 
一、 資通安全管理 

(一) 依據教育部資通安全管理規範之要求，本校自107學年度開始連結校內無線網路

皆須經授權才能使用，登入之帳號、密碼與校務行政系統相同。 
(二) 106年5月18日取得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驗證證書。 
(三) 106年5月至107年4月辦理資通安全管理相關活動清單如下 

日期 活動名稱 備註 
106.05.04 106年度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105 人) 
106.05.12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教職員) 教育訓練(127 人) 
106.05.25 校園網路及資訊安全研討會  

106.06.05 IRCON 2017 臺灣資訊安全事件應變研討會  
106.06.29 微軟雲端技術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14 人) 
106.08.10 106 年度臺灣學術網路危機處理中心資安巡迴研討會  
106.08.24 網路威脅手法暨 DDos 分析資安巡迴研討會  
106.09.18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一、二級主管) 教育訓練(46 人) 
106.09.22 Ipv6 內部升級 Router 設定與 DHCPv6 Server 建置技術講

習 
 

106.09.29 CDX of Ethical Hacking 101  
106.09.29 
106.10.27 

「2017 TWNIC 新一代網際網路協定教育訓練」及「IPv6
內部升級 Router 設定與 DHCPv6 Server 建置研習」 

 

106.10.13 從 Ccleaner 後門事件看企業如何因應 supply-chain APT 
attack 

 

106.11.03 資安聯防全面啟動研討會  
106.11.10 教育體系資訊安全責任等級 A、B 級機關學校資安治理成

熟度評估教育訓練 
 

106.11.24 資訊安全之管理與應變研討會  
106.11.29 惡意程式鑑別課程 教育訓練(15 人) 
106.12.28 資安風險評鑑與內部稽核課程 教育訓練(15 人) 
107.01.09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教職員) 教育訓練(129 人) 
107.01.09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一、二級主管) 教育訓練(22 人) 
107.02.01 資安內部稽核  
107.02.23 Wan Loadblance 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15 人) 
107.03.22 資訊安全管理審查會議  
107.04.11 教育體系資安驗證第一次追查稽核  
107.04.20 107 年度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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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 

(一) 本校於106年11月20日至11月22日完成教育體系個資驗證稽核，106年12月30日

通過矯正計畫。 

(二) 106年5月至107年7月辦理個資保護相關活動清單如下 
日期 活動名稱 備註 

106.05.08 教版個人資料保護制度四階文件定稿會議  
106.05.12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教職員) 教育訓練(127 人) 
106.05.15 資安暨個資保護推行委員會會議  

106.05.17 個人資料盤點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68 人) 
106.05.19 教版個人資料保護制度四階文件適用說明會 教育訓練(83 人) 
106.05.24 個人資料盤點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90 人) 
106.05.26 教版個人資料保護制度四階文件適用說明會 教育訓練(49 人) 

106.06.07~06.21 個人資料保護制度實地輔導  
106.06.19 個資系統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119 人) 
106.07.05 個人資料隱私衝擊分析與風險評鑑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92 人) 
106.07.06 個人資料隱私衝擊分析與風險評鑑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36 人) 

106.07.26~07.27 個人資料盤點實地輔導  
106.08.16~08.21 個人資料風險評鑑實地輔導  

106.08.29 個人資料適法性查檢  
106.09.18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一、二級主管) 教育訓練(46 人) 
106.09.18 個資侵害事故之緊急應變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127 人) 
106.10.13 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內部稽核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95 人) 
106.10.19 個人資料管理內部稽核準備會議  

106.10.23~10.24 個人資料管理內部稽核  
106.11.06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審查會議  

106.11.20~11.22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教育部驗證中心來校稽核驗證  
106.11.30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審查會議(稽核缺失矯正計畫)  
106.12.30 完成稽核缺失矯正計畫  
107.01.09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教職員) 教育訓練(22 人) 
107.01.09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一、二級主管) 教育訓練(129 人) 

107.07 個人資料盤點(含個資系統)及風險評鑑教育訓練(場次 1) 教育訓練 
107.07 個人資料盤點(含個資系統)及風險評鑑教育訓練(場次 2)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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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交工程演練 

(一) 教育部社交工程演練 

1、 106年度演練結果 (本校參演人數：251人) 

(1) 第 1 次演練合格 

(2) 第 2 次演練合格 

(3) 本校兩次演練皆為合格，列為成績優良單位 

2、 107年度演練計畫 

(1) 第 1 次演練期間：107 年 4 月 

(2) 第 2 次演練期間：107 年 9 月 

(二) 資訊中心進行社交工程宣導事務，包括電子郵件通知、教育訓練、協助進行Email

設定等，並定期對校內同仁進行惡意電子郵件測試，以加強同仁對惡意郵件的

警覺及防範。 

(三) 校內社交工程演練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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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    由：制定本校 107 學年度辦理資通安全管理相關活動，提請討論。 
說    明： 

1、 107 學年度推動資通安全管理相關活動，依據相關資料彙整如下表 

日期 活動名稱 備註 
107.09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一、二級主管) 教育訓練 
107.09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教職員) 教育訓練 
107.12 資訊安全管理資產盤點與風險評鑑  
108.01 資訊安全管理內部稽核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 
108.02 資訊安全管理內部稽核  
108.02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定版與外部稽核申請  
108.03 資安管理審查會議  
108.04 教育部驗證中心資通安全管理制度稽核  
108.04 資安管理審查會議(稽核缺失矯正計畫)  
108.04 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 
108.05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一、二級主管) 教育訓練 
108.05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教職員) 教育訓練 

※視實際經費做調整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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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    由：制定本校 107 學年度辦理個人資料管理相關活動，提請討論。 
說    明： 

1、 107 學年度推動個人資料管理相關活動，依據相關資料彙整如下表 

日期 活動名稱 備註 
107.08~09 個人資料盤點及風險評鑑  

107.09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一、二級主管) 教育訓練 
107.09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教職員) 教育訓練 
107.10 個人資料內部稽核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 
107.10 個人資料管理內部稽核準備會議  
107.10 個人資料管理內部稽核  
107.10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外部稽核申請  
107.11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審查會議  
107.11 教育部驗證中心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稽核  
107.11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審查會議(稽核缺失矯正計畫)  
107.12 稽核缺失矯正計畫  
108.05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一、二級主管) 教育訓練 
108.05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教職員) 教育訓練 
108.07 個人資料盤點(含個資系統)及風險評鑑教育訓練(場次 1) 教育訓練 
108.07 個人資料盤點(含個資系統)及風險評鑑教育訓練(場次 2) 教育訓練 

※視實際經費做調整 

 
決    議：照案通過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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