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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107學年度 第二學期 資訊指導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 年 04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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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人員：曾清義、郭文壽、謝文欽、陳立奇 

肆、 主  席：林聰明校長 

紀錄：何麗秋 

伍、 上次會議（107年1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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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教師研究室網路共用印

表機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於107年12月10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並

公告於資訊中心網頁。 

2 

提案：修訂「南華大學網頁競賽活動辦法」，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於107年12月10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並

公告於資訊中心網頁。 

3 

提案：新生基本資料轉至本校校務行政系統宜

有更新機制，提請討論。 

決議： 

一、學生資料更新機制:每學期選課前，必須確

認個人資料無誤，才能進行選課。 

二、請導師利用多重管道(例如line)跟學生進行

宣導，維護學生個人基本資料正確性。 

資訊中心:新生基本資料已具更新機制。 

教務處:本校在學生選課系統及校務行政

系統中，登錄後即會跳出視窗提醒學生

更新個人基本資料。 

(1)選課系統： 

 
(2)校務行政系統： 

 

主席

結論 

一、請資訊中心規劃本校網頁平台開發及導入

時程。 

已完成規劃，規劃內容已於108年1月22

日簽請校長審核完成。 

二、相關教室衝堂問題，請課程異動單位及教

務處落實查核空間衝堂情形，事前協調。 

已完成修改空間借用系統，當發生空間

衝突時，會主動寄發 E-mail 通知借用

人，再由借用人與教務處協調。 

三、網頁廠商違約處理，請資訊中心上簽補正

程序。 

已於 107 年 11 月 20 日簽請校長審核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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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四、學生微軟大宗授權軟體合約是否續約，請

資訊中心分析「使用免費版本 Office365」及

「購買微軟授權軟體」的利弊得失，再提出討

論。 

目前 Office365 免費版仍無法完全取代

微軟授權軟體(分析結果參考業務報

告)，建議仍繼續採購微軟大宗授權軟

體。 

五、研究室印表機 106-2 學期列印張數較去年

同期明顯增加，由資訊中心瞭解增加原因。 

經查實該數據為誤植，列印張數並無增

加，為避免類似錯誤發生，已請科技整

合組開發自動統計程式。 

六、請資訊中心在主管會報或行政會議中進行

學生安全健康上網宣導。 

已於 107 年 12 月 19 日的導師會議中進

行宣導，後續仍將定期宣導。 

陸、 業務報告： 

一、 行政諮詢組 

(一) 研究室共用印表機 

1. 107-1總印量118,253張(106-1總印量121,753) 

2. 目前總印量152,351張(~108/04/01)。 

4000張以上5位、3000張以上6位、2000張以上18位。 

(二) 電腦教室C107、C209、C210、C225、W200、Z405、Z503 

1. 完成 C210、C225 個人電腦主機更新、C225 教學廣播系統更新。 

2. 107-2 課程需求完成教學軟體安裝。 

3. 配合課程需要 W200 追加 8 台電腦。 

4. 108 學年新增通識中心程式設計必修課程: 

3/19 已召開課程教室協調會議，108-1 共 11 門、108-2 共 13 門。 

108-1 學年課表及使用空間如下: 

(1)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程(星期三)(1 -2 節)-C209 

(2) 幼教系(星期一) (6 -7 節)-W200 

(3) 文學系(星期一) (6 -7 節)-C209 

(4) 應社系(星期一) (6 -7 節)-C107 

(5) 傳播系(星期一) (6 -7 節)-C225 

(6) 民音系(星期一) (6 -7 節)-C210 

(7) 外文系(星期三) (6 -7 節)-H314 

(8) 資管系(星期一) (8 -9 節)-W200 

(9) 生技系(星期一) (8 -9 節)-C107 

(10) 企管系(星期一) (8 -9 節)-C225 

(11) 財金系(星期一) (8 -9 節)-C209 

提醒:1 各系排課請避開(星期一下午) 

     2.請通識中心提供或告知課程所需之教學軟體。 

(三) 數位講桌電腦 

1. 寒假期間：更新防毒軟體病毒碼、作業系统、Office 授權認證。 

2. 數位講桌電腦維修 107-1 共計 45 件。 

(四) 電腦設備維護 

1. C210、C225 電腦教室舊電腦，轉移到需求單位；共 109 台，已安裝 89 台，

已申請未安裝 20 台，剩 0 台。 

2. 電腦送資訊中心維修 107-1 共計 117 件。 

3. 電腦教室維修每週利用教室空堂檢查與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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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 

1. 107-1 支援各單位海報輸出，申請總數 106 件：A0 共 92 張、A1 共 118 張。 

2. 支援 LED 推播:107-1 共 42 筆，107-2 截至 108/04/02 共 50 件。 

3. 教育部公文填復「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續階實施計

畫執行情形調查表」已於 108/01/25 完成回覆。 

4. 微軟 KMS 主機虛擬化：已完成，並將原 Win7、Win10 兩台 KMS 主機整

合在同一台。因主機更換、如有註冊失敗，請與資訊中心聯絡(分機 1514)。 

5. PrintQuota 主機虛擬化已完成，統計總量以學年度計算，將於暑假測試，

108 學年度上線。 

6. 新增中道樓、嘉義會館教職員簽到主機。 

7. 南華大學、微軟 office365 

網址 :off ice365.com  

登入帳號 :emai l（例如 :xxxxxxxx@nhu.edu. tw）  

密碼 :#身分字號（例如 :#Q121234567），登入後請變更密碼  

8. Office 2016 與線上免費版 Office 365 優缺點比較 

 

離線安裝版 Office 2016 線上版 Office 365 

優點 缺點 優點 缺點 

1. 目前教學上使

用，使用者已

經習慣。 

2. 電腦教室及學

生電腦都可安

裝。 

3. 功能齊全。 

4. 可離線使用。 

1. 續約費用(約

210 萬/3 年)。 

2. 每台電腦都需

安裝且需定期

更新。 

3. 線上共用分享

不易。 

1. 全校師生可免

費使用。 

2. 不需安裝，登

入帳號即可使

用。 

3. 線上共用分享

容易。 

1. 功能簡易，無法完全

取代離線版，學生考

微軟 TQC 認證，沒

有離線版軟體可練

習。 

2. 使用時需網路連線

且佔用對外頻寬，網

路連線或微軟伺服

器不穩時，影響使

用。 

3. 缺 Publisher、 

Access、Project、

Visio。  

 

二、 網路系統組 

(一) 協同廠商進行智慧校園無現金大學城線路建置施工及悠遊卡廠商裝機設定

上線。 

(二) 網路系統白皮書第一版建立完成。 

(三) 『健康上網，幸福學習』學生安全健康上網計畫會議與計畫申請。 

(四) 雲水居舊線路更換改善無線網路涵蓋率、速度及穩定性。 

(五) 校園無線網路登入驗證相關異常狀況處理 

(六) 宿網委外網路報修問題件數處理 107-1 共計 138 件。 

(七) 緣起樓各類網路報修及相關問題處理 107-1 共計 29 件。 

(八) 宿舍住戶有線電視裝申請、裝機、維護及退租事宜處理 107-1 共計 20 件。 

(九) 教育部資安通報事件處理及回覆 107-1 共計 8 件。 

(十) 教職員與學生 email 帳號，開通處理 107-1 共計 112 件；登入異常相關問題

處理 107-1 共計 102 件。 

(十一) 校友信箱轉換程式測試。 

http://office3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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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網路負載平衡器裝設及測試。 

(十三) 辦理「學生安全健康上網推動小組」會議(107/12/17)。 

(十四) 辦理資訊安全管理委員會會議(107/11/21)。 

(十五) 辦理主管級資安教育訓練(108/01/14)。 

(十六) 辦理資訊中心資安內部稽核(108/02/14)。 

(十七) 辦理 108 年度資安管理審查會議(108/03/20)。 

(十八) 資訊中心進行 ISMS 資安外部驗證稽核(108/4/10)。 

(十九) 社交工程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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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術網路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服務計畫」。第二次演練已

於 108/1/10 收到通知，演練合格。 

1. 107 年度臺灣學術網路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 

(12) 第 1 次演練期間：107 年 5 月。 

(13) 第 2 次演練期間：107 年 9 月。 

2. 107 年度演練結果： 

(1) 本校參演人數：226 人： 

A. 第 1 次演練合格，列為成績優良單位。 

B. 第 2 次演練合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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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發展組 

(一) 完成重點工作 

1. 依產職處需求，於 107/11/12 依弱勢學生學習獎勵辦法，完成弱勢學生學

習獎勵金管理作業系統，供學務處、教發中心、產職處承辦人員，管理維

護申請內容。。 

2. 學務處公佈欄管理系統，於 107/11/20 依需求完成新版學校各區公佈欄之

張貼申請、審核、下架、延長的處理作業。 

3. 依產職處需求，於107/12/19完成學生校外實習管理作業系統與教育訓練，

方便教育部校庫資料彙整。 

4. 學務處兵役系統，於 108/1/25 完成新版學生兵役調查功能，在上傳身份證

背面圖片系統會自動加入浮水印，教官進行審核作業，方便比對學生戶藉

資料。 

5. 依人事室、會計室需求，修改工讀生管理，工讀金核銷作業，雇主負擔核

銷統一由人事室依計畫、單位彙整核銷，並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

教學助理納保作業要點(108/2/1 以後生效)，補助教學型助理之兼任助理，

雇主負擔之勞保勞退健保費，修改核銷統計以利後續補助申請作業，

108/3/4 交付驗收完成。 

6. 108 學年度學測落點分析系統於 108/2/1 上線使用，至 108/3/20 服務學生

約 27860 人次。 

7. 會計學雜費管理系統，新增台灣 PAY行動支付，行動APP功能調整，Qrcode

設計，新版繳費單列印，修改相關功能。 

8. 配合秘書室內控內稽作業，進行學校單位之電腦使用安全查檢與個資管理

之個資盤點，風險評鑑稽查。相關工作如下。 

(1) 107/11/16 舉辦個人資料內部稽核教育訓練-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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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7/11/20 舉辦個人資料內部稽核教育訓練-職員 

(3) 107/12/07 舉辦個人資料內部稽核教育訓練-內部稽核員 

(4) 108/01/14 舉辦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教育訓練-一二級主管 

(5) 108/03/04 寄發宣導資訊安全政策及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公告 

(6) 108/03/04 寄發宣導確實加強個人電腦及資料安全保護措施公告 

(7) 107/12~108/04 配合秘書室內控內稽進行個資稽核 

i. 總稽核單位數為 38 個，已稽核單位數共計 35 個，尚餘 3 個單位未

稽核。(註：未稽核單位為總務處、自然醫學研究推廣中心、民族

音樂學系) 

ii. 常見問題 

 未完整識別單位保有個人資料並盤點至系統中。 

 未確實進行個人電腦安全設定，例如螢幕保護程式未開啟繼續執

行後顯示登入畫面、未關閉插入外接媒體自動執行功能、暫存資

料夾未清空等。 

 人員離開座位時，辦公桌面放置含個資之文件未淨空。 

9. 完成本年度網頁競賽 

(1) 網頁競賽期間:107/11/1~11/15 

(2) 得獎單位 

i. 教學單位: 

特優:企業管理學系 

優等:生死學系、財務金融學系 

佳作:資訊工程學系、通識教育中心、建築與景觀學系 

進步:企業管理學系及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並列 

ii. 行政單位: 

特優:教務處 

優等:教學發展中心、國際及兩岸學院 

佳作:學務處、校務及研究發展處、圖書館 

進步:秘書室 

(3) 優秀單位分享會於 108/3/28 完成 

(4) 評審委員意見後續將陸續寄給各單位參考，並列入下次網頁稽核查

核項目。各單位較常見的問題如下所示: 

i. FAQ 搜尋無內容，建議設置一些簡單的 Q&A 

ii. 活動剪影未更新 

iii. 增加最新消息更新頻率 

iv. 可增加各級會議紀錄 

v. 課程資訊未更新 

vi. 畢業生專區資料不足 

vii. 產學合作未更新 

viii. 沒有重要行事曆。 

10. 108/3/29 公告開放佛光山系統大學數位學習平台(moodle)，供各校建置課

程，並 Email 通知各校管理者帳號。 

11. 完成佛光山系統大學網站管理平台設計，進行最後測試與手冊製作，預

計於 4 月底開放各校維護。 

12. 學校網站管理進度 

學校網站新版上線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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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程項目 
時程 

所需時間 
起 迄 

設計

系統

平台 

．整合 AD 帳號驗證 

．設計線上編輯器 

．系統前、後台介面設計 

．表單介面樣式設計 

．頁面模組設計 

．雙重認證帳號申請審核機制 

．選單模組設計 

．系統使用權限模組設計 

．最新訊息公告模組設計 

．多語系架構設計 

．與 Moodel 系統帳號申請串接 

107/8/1 107/11/30 4 個月 

前置

作業 

．以系統大學平台的基礎模組為藍本，規劃全校網站框架。 

．分析現有各單位網站內容與功能模組 
107/11/15 107/11/30 0.5 個月 

系統

開發 

整合 AD 帳號/調整公告模組/調整頁面模組 107/12/1 108/1/5 

約 8 個月 

設計廣告模組/設計版型模組/權限管理控管 

(完成使用者介面) 
108/1/6 108/2/10 

調整選單模組/前端手機操作介面/中、英文語系切換 

(版型模組、FAQ 問答模組、相關連結模組、檔案下載模組) 
108/2/11 108/3/15 

無障礙規範系統測試 108/3/16 108/4/25 

資料庫移轉 108/4/25 108/7/31 

系統

測試 

資訊中心先行測試與回饋/針對回饋問題修正優化 108/8/1 108/8/31 

約 4 個月 

 

第一階段測試：行政與學術各一個單位測試 108/9/1 108/9/30 

第二階段測試：行政與學術各三個單位測試 108/10/1 108/10/31 

製作操作手冊 108/11/1 108/11/30 

系統

展示 
108-1 資訊指導委員會上進行展示    

系統

導入 

申請主機 IP 開通/調整 Domain Name 網址 108/12/1 108/12/8 

約 9 個月 

教育訓練與推廣 

108/12/1 109/8/31 

各單位測試與回饋/針對回饋問題修正優化 

校首頁資料搬移/各單位資料搬移 

各單位資料移轉驗收 

正式上線/系統轉換 

(二) 進行中工作 

1. 學校單位網站管理平台設計 

2. 本學期各單位網頁稽核作業。 

3. 個資內部稽查作業，個人電腦使用安全查檢均有多項缺失，計畫訓練工讀

生對行政電腦進行全面查檢修正相關安全設定。 

4. 雲端虛擬桌面及電腦教室規劃。 

 

四、 科技整合組 

(一) 系統開發部份: 

1. 建置新版學生時序表及學程管理系統。 

2. 新增學生線上院跨領域、雙主修及副修選修學程系統。 

3. 建置新版開排課系統，所有課程整合新版學生時序表系統。 

4. 建置南華大學全網域 SSL 驗證環境 

5. 新增行動南華 APP 繳費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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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合就學服務處需求，新增及修改招生管理系統。 

7. 完成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考生學習資料表輸入系統」建置。 

8. 完成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線上書審資訊系統」建置。 

9. 新增畢業生 Email 管理系統 

10. 從 107 學年 11 月至今新增需求單共計 82 件，已完成 28 件 

(二) 硬體建置部份:建置系統備援機制，確保資料安全及提升系統可用性。 

(三) 其它業務部份： 

1. 填寫「公文電子交換系統終端層資訊安全稽核表」並回覆教育部。 

2. 制定資訊機房管理規則。 

3. 佛光山系統大學佛光山教育雲聯繫溝通。 

4. 107/11/8辦理107學年度第1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 

5. 107/11/12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智慧校園推動委員會會議。 

6. 制定南華大學機房管理辦法。 

7. 完成簽署「108 年台灣 Pay 校園活動合作意向書」。 

8. 建置及推廣無現金校園。 

無現金大學城、校園行動支付-進度報告 

(1) 無現金大學城簽約與裝機進度 

 

  
項次 單位 是否簽約 是否裝機 

1  教務處(成績列印自動

化繳費系統) 

  已請教務處編列預算，

預算通過後將請悠遊卡

公司與廠商介接系統。 

2  圖書館(櫃檯)     

3  正北園麵食館     

4  咖啡學     

5  南華商行(7-11)     

6  毓佳社(學慧樓)     

7  永大餐飲(雲水居)   悠遊卡公司審核廠商資

料中，預計四月底前完

成審核。 

8  統一速邁自動股份有限

公司 

  廠商與悠遊卡公司介接

系統中。 

9  捷修網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與悠遊卡公司介接

系統中。 

10  南華滴水書坊   經悠遊卡公司審核，因

廠商負責人與帳戶戶名

非屬同人，不符合申請

要件，故無法申請裝機。 

11  源順自動機器有限公司 預計第二

階段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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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園行動支付簽約與設定進度 

 

 

 

 

 

 

 

 

 

 

 

 

 

 

 

 

 

(3) 啟用時程規劃:無現金大學城與校園行動支付預計於 108學年度第 1

學期啟用上線，並辦理啟用典禮與發佈新聞稿。 

柒、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  由：盤點全校電腦教室現況，提請討論。 

說  明：經盤查全校目前共計 14間電腦教室，相關各電腦教室資訊詳如附件所示。 

決  議：以更新管院電腦教室 2012 年度採購之電腦汰舊換新為優先，由高教深耕

計畫支應相關經費為原則。 

捌、 主席結論 

一、研究室共用印表機超出2000張以上列印張數的教師名單，整理清單提供給予
校長參考。 

二、「健康上網，幸福學習」學生安全健康上網計畫會議與計畫於明年度持續進
行申請。 

三、佛光山系統大學網站管理平台務必上線。 

四、校內學校網站平台另安排於前瞻會議進行展示。 

五、網路系統白皮書另安排於前瞻會議進行報告。 

六、無現金大學城、校園行動支付何時能準備好全面上線，另南華滴水書坊無法
裝機，請資訊中心與滴水書坊研究是否有其他解決方案。 

七、108年4月26日請西來大學顧問對本校教職員進行線上教學經驗分享。 

八、 本校數位教學平台可學習逢甲大學雲端學院的運作模式，提昇本校數位教學
平台品質，請教學發展中心研究如何改善。 

九、針對委員提出的建議，可否對於教學意見調查系統上每個科目加註排除上課
頻率少、曠課與請假時數超過1/3、被扣考、教學評量意見偏頗(全部填寫:非
常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等無效填答數，以提昇填答有效度，請教務處思考後續
在「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要點」法規如何修訂及系統如何改善。 

十、針對委員提出同學在校一學期即可轉系或外籍生退學事宜，本學期部份學生
名單好像仍在導師或選課名單中，請教務處思考後續在時程上如何處理改善
。 

玖、 散會(17:50) 

項次 單位 是否簽約 是否裝機 

1  咖啡學     

2  捷修網股份有限公司     

3  正北園麵食館 與店家洽談中  

4  南華商行(7-11) 與店家洽談中  

5  毓佳社(學慧樓) 與店家洽談中  

6  永大餐飲(雲水居) 與店家洽談中  

7  南華滴水書坊 與店家洽談中  

8  校外-敘茶園早餐店     

9  校外-駿士機車行     

10  校外-丸 e玩-咖哩麻辣燙     

11  校外-晨樂噠噠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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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全校電腦教室現況 

       
2550 SSD 單價 

 
  

教室編

號 
所屬單位 管理單位 請購年 電腦數量 

108 學年

預算是否

編列 

  SSD 預

算 

電腦主機 

(22258

元) 

管理軟體
(3444) 

1 H516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2012(51)

、
2015(30) 

81 無 206550 1802898 278964 

2 C212 科院進修 科技學院 2014 38 無 96900 845804 130872 

3 C209 資訊中心 資訊中心 2014 51 有(沒過) 130050 1135158 0 

4 W200 資訊中心 資訊中心 2015 61 有(沒過) 155550 1357738 0 

5 Z405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 2016 61   155550 0 0 

6 H353 語文中心 語文中心 2016 56   142800 0 0 

7 C107 資訊中心 資訊中心 2017 71   181050 0 0 

8 Z503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 2017 57   145350 0 0 

9 C219 資工系 科技學院 2017 51   130050 0 0 

10 H314 語文中心 語文中心 2017 55   140250 0 0 

11 C210 資訊中心 資訊中心 2018 51   130050 0 0 

12 C225 資訊中心 資訊中心 2018 61   155550 0 0 

13 W100 資工系 科技學院 2012 68 

有
(SSD+D

DRAM+

管理軟

體) 

173400 0 0 

14 
C211 

Apple 
資管系 科技學院 

2012(30)

、
2016(31) 

61 無 0 0 0 

          小計    1943100 5141598 409836 

1.電腦主機、PhantoSys管理軟體 均為  台銀共同供應契約價。 

2.螢幕不更換、如有需求再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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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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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簽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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