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105學年度 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 會議時間：106年05月15日（星期一）下午3點 

二、 開會地點：成均館三樓會議室(C334) 

三、 出席人員：如簽到記錄 

四、 主  席：吳萬益 學術副校長 

紀錄：周容如 
 
五、 上次會議（105年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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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南華大學網路安全管理作業

規範」。 

決議：照案通過。 

已於 105年 3月 28日行政會議提案通過，並已公

告於資訊中心網頁。 

2 提案：新訂「南華大學電腦設備安全管理

作業規範」。 

決議：照案通過。 

已於 105年 4月 18日行政會議提案通過，並已公

告於資訊中心網頁。 

3 提案：新訂「南華大學個人資料權利行使

作業程序書」。 

決議：請資訊中心將名稱修改為「南華大

學個人資料權利行使作業程序」，其

餘照案通過。 

名稱已修改，並已公告於資訊中心網頁。 

4 提案：新訂「南華大學個人資料安全保護

基本措施」。 

決議：照案通過。 

已於 105年 3月 7日行政會議提案通過，並已公

告於資訊中心網頁。 

5 提案：新訂「南華大學個資委外監督履約

切結書」與「南華大學委外廠商個

資安全維護措施查核表」。 

決議：「南華大學個資委外監督履約切結

書」與「南華大學委外廠商個資安

全維護措施查核表」，照案通過。 

1.已公告於資訊中心網頁。 

2.已請總務處事務組協助針對個資委外廠商填寫

切結書及查核表。 

 

6 提案：推動全校進行個資盤點及風險評鑑

等工作。 

決議：1. 照案通過。 
2. 由資訊中心於五月底前統籌協

調各單位間於盤點期間所需釐

清之疑義。 
3. 請研發處研究本校個資保護推

動所需經費是否可由獎補款支

應。 

1.個人資料保護制度與資訊安全管理規範之建置

和驗證委外服務案(案號 105‐U105000499)已於

106年 1月 13日決標，使用自籌款支應。 

2.相關疑義將由顧問協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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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業務報告事項 

一、 為落實及推動個人資料保護、避免本校因個資外洩導致校譽受損、因應教育部各項評

鑑或訪視等要求及符合105年8月5日正式訂定發布之新版「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

料管理規範」要求，由資訊中心辦理個人資料保護制度與資訊安全管理規範之建置和

通過驗證委外服務案，已於106年1月13日決標。本案分為資訊安全管理及個人資料保

護兩部分執行： 

(一) 資訊安全管理 

資訊中心於106年2月24日發布新版資通安全管理規範；106年3月20日完成內部稽

核；106年4月10日、4月11日完成教育體系資安驗證稽核，稽核結果共開立4項次

要缺失(詳如附件一，P4)與12項觀察事項(詳如附件二，P8)。資訊中心於4月21
日提出次要缺失之矯正預防措施回覆，目前矯正計畫已通過，已進入發證程序。

預計5月底將可取得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驗證證書。 

(二) 個人資料保護 

1、 專案範圍 

教務處、學務處、人事室、資訊中心 (含以上各處室之二級單位)、產學合

作及職涯發展處-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就學服務處-招生事務組。 

2、 驗證範圍 

教務處-註冊組、學務處-衛生保健組/學生輔導中心/生活輔導組、人事室、

資訊中心、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就學服務處-招生

事務組。 

3、 推動工作項目及時程如附件三(P20)。 

 

二、 教育部為提高教育體系各學校人員警覺性以降低社交工程攻擊風險，辦理「106年度臺

灣學術網路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服務計畫」，(在106年4月~6月進行第1次集

中演練,7~9月進行第2次集中演練)，會計算惡意郵件開啟數量，進行點擊率之統計(點
閱人數/受測人數)，惡意郵件開啟率應低於10%以下；惡意連結(或檔案)點擊率應低於

6%以下，演練成績待改善單位，需提報後續改善計畫，並列為後續教育部資安輔訪對

象。 

為因應教育部之要求，資訊中心進行宣導事務，包括電子郵件通知、教育訓練(參加人

數105人)、協助進行email設定(完成175人數--含自行設定61人、到場協助設定114人)
、電話提醒(總數共251人，已完成通知2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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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    由：修訂「南華大學網路安全管理作業規範」(詳如附件四，P22)，提請討論。 
說    明：1.105 年 03 月 28 日通過之「南華大學網路安全管理作業規範」，經 105 年 06

月 28日資訊指導委員會委員建議網路異常流量管理機制併入「南華大學網路

安全管理作業規範」。 

          2.修訂對照表詳如附件五(P24)。 
決    議：調整二-5內容，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本校教職員離職及學生畢業後之電子郵件帳號是否刪除，提請討論。 
說    明：1.為有效利用系統資源與避免有心人士利用本校管理核發之電子郵件進行違法

行為，引發資訊安全或個資保護...等相關之法律問題。 

2.提請討論是否於本校教職員離職後及學生畢業後主動刪除其電子郵件。 
3.有特殊需求者，可向本校申請繼續使用電子郵件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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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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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南華大學網路安全管理作業規範(草案) 

 

105年 02月 15日 104 學年度第 1次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05年 3月 28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所屬機關及各級公私立學校資通安全

工作事項』制定「南華大學網路安全管理作業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以維

護本校網路使用之安全與保障合法使用之網路流暢度，並建立網路對外服務申

辦作業及安全檢查之規範。 

二、 本校網路 IP 之管理： 

1. 本校 IP 劃分為四類：實體固定 IP、實體動態 IP、虛擬固定 IP 及虛擬動

態 IP;資訊中心依各單位業務需求進行相關配置。 

2. 每單一 IP每日流量(即上傳和下載總量)限制為 10GB，計算期間為每日

00:00~23:59，一旦超過流量限制時，該 IP 當日無法使用網路，直到隔日

才能再度使用。 

3. 各個單位原則上均採行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方

式取得 IP。 

4. 如因教學、研究或行政作業上需求，欲申請固定 IP、網域名稱或需要利用

網路進行大量傳輸者，須向本校資訊中心提出申請，經審查核准後始可設

定。 

5. 利用本校網路發送非公務信件、入侵他人電腦或干擾網路上其他人之軟硬

體系統情節重大者，資訊中心得招開審查小組決定是否停止該帳號使用本

校網路之權利。 

三、 無線網路之管理： 

1. 為避免干擾無線網路之正常運作及保障本校資訊安全，校內不得私設無線

網路基地台；但若因教學、研究或行政作業等需求，得向資訊中心申請核

可。 

2. 如需增加無線網路基地台，應向資訊中心申請，經審查核准後始可安裝設

定。 

四、 防火牆之安全管理： 

1. 內部與外部網路之連接須加裝防火牆，以控管內外網路之連線與存取。 

2. 防火牆系統之安全控管策略應定期檢討，並作必要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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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火牆系統軟體，應經常更新版本並定期備份。 

4. 各單位伺服主機或其他具有網路連線功能之設備，若需開放對外連線功

能，需向資訊中心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始予提供。 

5. 應對網路異常流量進行管理，以提升本校之資訊安全及網路服務品質。 

五、 主機安全之防護： 

1. 開放對外連線之主機，應防制合法使用者身分遭假冒、登入主機進行偷竊、

破壞等情事。 

2. 為提升主機伺服器或其他具有網路連線功能之設備連線作業之安全性，應

視需要使用 VPN等各種安全控管技術，以建立安全及可信賴的通信管道。 

3. 本校對外提供服務之伺服器，應遵守「南華大學電腦設備安全管理作業規

範」。 

4. 主機應定期進行軟體更新並修補漏洞，資訊中心得協助各單位進行主機安

全檢查。 

5. 禁止使用點對點互連(P2P)軟體或提供分享版權軟體及影音檔案。如因教

學、研究或行政作業等需求，得向本資訊中心申請核可。 

六、 軟體使用與控制： 

1. 禁止下載、安裝或使用來路不明、未經授權或影響電腦網路環境安全之電

腦軟體。 

2. 使用外來檔案，應先進行掃毒，勿任意移除或關閉防毒軟體。若設備中毒

導致嚴重影響本校網路，資訊中心得立即停止該設備之網路使用權，並請

該設備之管理者進行病毒清除；待設備之管理者向資訊中心回報已完成病

毒清除，資訊中心得解除該設備之網路管制。 

3. 各單位採購之軟體，需妥善保存授權證明、原始程式或使用手冊等。 

4. 資訊中心應定期稽核本校公用電腦包括專案電腦、電腦教室、行政電腦等

電腦主機，是否有安裝不法軟體。 

七、 網路使用者違反本規範者依校規及相關獎懲辦法查處。 

八、 本校各單位依本規範向資訊中心申請作業時，請填寫本校 ISMS相關表單並送

交資訊中心；為建立檢核機制，資訊中心應進行適當安全檢核。 

九、 本規範經本校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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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

育部所屬機關及各級公私立學校

資通安全工作事項』制定「南華大

學網路安全管理作業規範」(以下

簡稱本規範)，以維護本校網路使

用之安全與保障合法使用之網路

流暢度，並建立網路對外服務申辦

作業及安全檢查之規範。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

『教育部所屬機關及各級公私

立學校資通安全工作事項』制定

「南華大學網路安全管理作業

規範」 (以下簡稱本規範)，以

維護本校網路使用之安全，並建

立網路對外服務申辦作業及安

全檢查之規範。 

加強文字說明 

二-2 

每單一IP每日流量(即上傳和下載

總量)限制為 10GB，計算期間為每

日 00:00~23:59，一旦超過流量限

制時，該 IP 當日無法使用網路，

直到隔日才能再度使用。 

 增列 IP 每日流

量限制與管理說

明 

二-4 

如因教學、研究或行政作業上需

求，欲申請固定 IP、網域名稱或需

要利用網路進行大量傳輸者，須向

本校資訊中心提出申請，經審查核

准後始可設定。 

如因教學、研究或行政作業上需

求，欲申請固定 IP或網域名稱，

須向本校資訊中心申請，經審查

核准後始可設定。 

新增網路進行大

量傳輸之申請 

二-5 

利用本校網路發送非公務信件、入

侵他人電腦或干擾網路上其他人

之軟硬體系統情節重大者，資訊中

心得招開審查小組決定是否停止

該帳號使用本校網路之權利。 

 增列社交攻擊行

為之管理事項 

六-2 

使用外來檔案，應先進行掃毒，勿

任意移除或關閉防毒軟體。若設備

中毒導致嚴重影響本校網路，資訊

中心得立即停止該設備之網路使

用權，並請該設備之管理者進行病

毒清除；待設備之管理者向資訊中

心回報已完成病毒清除，資訊中心

得解除該設備之網路管制。 

如因教學、研究或行政作業上需

求，欲申請固定 IP或網域名稱，

須向本校資訊中心申請，經審查

核准後始可設定。 

新增設備中毒之

網路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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