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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107學年度 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06月05日(星期三)上午10點00分 

貳、 開會地點：成均館三樓會議室C334 

參、 主  席：資訊安全長 吳萬益副校長 

肆、 出席人員：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一級主管 

 

伍、 上次會議（107年05月21日）決議事項 

 

決議：准予備查。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提案：制定本校 107 學年度辦理資通安全管理相

關活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依規劃辦理活動。 

2 提案：制定本校 107 學年度辦理個人資料管理相

關活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依規劃辦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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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業務報告事項 

一、 資通安全管理 

(一) 108年4月10日進行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第二次追查稽核並通過驗證。 

(二) 107學年度規劃及執行辦理情形 

規劃時程 活動名稱 執行情形 

107.09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一、二級主管) 已完成 
(108.01.14) 

107.09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教職員) 已完成 
(107.09.17) 

107.12 資訊安全管理資產盤點與風險評鑑 已完成 
(107.12~108.02) 

108.01 資訊安全管理內部稽核教育訓練 已完成 
(107.01.15) 

108.02 資訊安全管理內部稽核 已完成 
(108.02.14) 

108.02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定版與外部稽核申請 已完成 
(108.02.22) 

108.03 資安管理審查會議 已完成 
(108.03.20) 

108.04 教育部驗證中心資通安全管理制度稽核 已完成 
(108.04.10) 

108.04 資安管理審查會議(稽核缺失矯正計畫) 已完成 
(108.04.17) 

108.04 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教育訓練 已完成 
(108.05.21) 

108.05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一、二級主管) 
108 年主管級授課

時 數 已 符 合 規

定，故未執行 

108.05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教職員) 預計 108.06 辦理

(三) 其他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107.04.24 參加雲嘉區網中心「網路安全新秩序」資訊安全研討會 

107.05.31 參加 107 年『雲嘉區網路中心』第 1 次管理會議暨技術研討會 

107.06.01 參加 106 學年度校務行政 e 化交流服務計畫 

107.07.20 
參加教育體系資訊安全責任等級 A、B 級機關學校「資安置理成熟度評估教育

訓練」 
107.08.14 參加「TANet 資安趨勢與鑑識實務分享資安巡迴研討會」 

107.08.22 
參加教育體系資訊安全責任等級 A、B 級機關學校「資安置理成熟度評估教育

訓練」 
107.09.04 參加「TANet 資安趨勢與鑑識實務分享資安巡迴研討會」上機課程 

107.11.01 參加 107 年『雲嘉區網路中心』第 2 次管理會議暨技術研討會 

108.01.21 參加 TANet 網路維運管理與靈活、安全和自動化的未來數位網路研討會 

108.05.23 參加 108 年雲嘉區網中心第 1 次管理會議暨校園網路安全案例分享 

預計 
108.07.30 參加資安治理成熟度評估、個資與資安文件管理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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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 

(一) 107學年度規劃及執行辦理情形 

規劃時程 活動名稱 執行情形 

107.08~09 個人資料盤點及風險評鑑 已完成 
(107.08~12) 

107.09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一、二級主管) 已完成 
(108.01.14) 

107.09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教職員) 已完成 
(107.09.17) 

107.10 個人資料內部稽核教育訓練 已完成 
(107.11.16 /11.20) 

107.10 個人資料管理內部稽核準備會議 已完成 
(107.12.07) 

107.10 個人資料管理內部稽核* 進行中 
(107.12~預計 108.07 完成)

107.10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外部稽核申請 

本 學 年 度 無 預

算，故未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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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主管級授課

時 數 已 符 合 規

定，故未執行 

108.05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教職員) 預計 108.06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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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 108.07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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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 108.07 辦理 

(二) 其他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107.10.03 寄發宣導資訊安全政策及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公告 

107.10.03 寄發宣導確實加強個人電腦及資料安全保護措施公告 

107.12.14 寄發宣導資訊安全政策及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公告 

107.12.14 寄發宣導確實加強個人電腦及資料安全保護措施公告 

108.01.16 參加「教育體系新版個資規範」轉版說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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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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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4.15 
向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申請 108 年度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導入個別

輔導案 
預計 

108.06.19 參加個資管理資訊系統隱私設計、歐盟法規要求與法規遵循訓練 

預計
108.07.04 參加 BS 10012 LAC 轉版課程(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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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導入個別輔導案 

1、 108 年 4 月 15 日向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提出輔導申請，4 月 26 日來文

通知審核通過。 

2、 輔導範圍，共計 12 個二級單位，包含 
(1) 教務處-註冊組 
(2)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學生輔導中心/生活輔導組 
(3) 人事室-服務組/行政組 
(4) 資訊中心-行政諮詢組/網路系統組/系統發展組/科技整合組 
(5)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6) 就學服務處-招生事務組 

3、 上述所列單位及同仁須配合顧問輔導團隊接受輔導課程及完成外部稽核

之驗證，執行期間預計為 108 年 6 月至 108 年 12 月。 

(四) 為避免教職員生個人資料外洩，請各單位處理個資文件或檔案時(例如招生資

料、學生試卷、班級名單等)，務必落實保護及銷毀之管理責任。 

(五) 各單位進用之工讀生，若會接觸到教職員生個人資料者，敬請填寫工讀生保

密切結書(P6，附件一)，表單可至資訊中心下載專區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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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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辦理資通安全管理相關活動，提請討論。 
說    明： 

1、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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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將視實際核准預算做調整。 

日期 活動名稱 備註 
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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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安全管理資產盤點與風險評鑑  
資訊安全管理內部稽核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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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 資訊安全管理內部稽核  
資安管理審查會議  
教育部驗證中心資通安全管理制度稽核  
資安管理審查會議(稽核缺失矯正計畫)  
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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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    由：制定本校 108 學年度辦理個人資料管理相關活動，提請討論。 
說    明： 

1、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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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將視實際核准預算及輔導案輔導情形做調整。 

日期 活動名稱 備註 
上學期 個人資料盤點及風險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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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導入個別輔導案實務輔導  
個人資料管理內部稽核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

個人資料管理內部稽核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審查會議  
教育部驗證中心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稽核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審查會議(稽核缺失矯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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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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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盤點及風險評鑑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

決    議：照案通過。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上午10點30分 



 

6 
 

附件一：工讀生保密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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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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