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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105學年度 第二學期 資訊指導委員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6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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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1月9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提案：廢除「南華大學個人電腦及網路使用注意事

項」，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105年11月18日於資訊中心網頁

法規專區進行移除。 

2 

提案：廢除「南華大學資訊中心管理辦法」，提請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105年11月18日於資訊中心網頁

法規專區進行移除。 

3 

提案：為補強資安防護能力，規劃增購應用程式防

火牆主機，提請討論。 

決議：由獎補助支應，照案通過。 

已於105年12底前完成採購程序

，目前已上線測試。 

4 

提案：為配合本校資安相關辦法之規定，控管網路

異常流量，規劃增購網路流量管理系統設

備，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納入 106學年度預算。 

已編入106學年度預算。 

5 
提案：提請討論南華大學資訊技術顧問聘任案。 

決議：照案通過。 

已於105年11月25日發送聘書。 

6 

提案：資訊中心規劃於成均館 C334會議室、雲水居

B244國際會議廳，增設遠距視訊教學設備，

以支援教學、視訊會議之場所，擬請討論經

費與建置方式、地點。 

決議：以教學卓越計畫經費為主，若教學卓越計畫

無預算，則納入 106學年度預算。 

已編入106學年度預算，C334會議

室增設遠距教學設備，預算費用

為287,900，106學年度預算初審

未通過。 

7 

提案：明年起擬取消續辦本校網頁競賽活動。 

決議：1.資訊中心持續辦理。 

2.未評分主管，於 105/11/30檢視完成。 

已於106年3月13日完成105學年

度網頁競賽活動辦理，並持續與

副校長討論改善措施。 

臨時

動議 

提案：各單位網頁版型改版費用支應。 

決議：於 105/11/9起需改版的單位，費用部份由資

訊中心與使用單位各支付一半改版費用。 

已於申請表單上詳註支付說明，

企管系已依該方式實行。 

決議: 

提案 4:擬請會計室優先考量該預算之核準。 

提案 6:該經費由教學卓越計畫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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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權責單位 

資訊中心修正系統 

使用者諮詢 

問題 

結案 

業務單位教育訓練 

操作問題 系統問題 

業務單位回答問題 

陸、 業務報告： 
一、 依據教育部來文，持續「推動 ODF-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目前校

內推動情形說明: 

(一) 行政院積極推動不可編輯文件使用 PDF格式，可編輯文件使用 ODF格式。 

(二) 配合政府政策，資訊中心已於校內免費軟體安裝平台提供 ODF軟體供教職員生

下載安裝使用，校內免費軟體安裝平台:free.nhu.edu.tw(登入帳號、密碼與校

務系統相同)。 

(三) 資訊中心於 106/2/22 新進人員講習與 106/3/8 導師會議，說明 ODF推動事宜

以及介紹 ODF相關軟體安裝與使用方式。 

(四) 資訊中心未來仍將持續於新進人員講習與新生訓練等適當場合，說明 ODF推動

事宜以及 ODF相關軟體安裝與使用方式。 

(五) 通識中心將規劃 ODF相關微學分課程，提供教職員生熟悉 ODF編輯軟體操作細

節。 

二、 中道樓電腦教室高架地板、電源、網路等工程已於 3/14決標。考量避免干擾校慶與

一樓大師一筆字展覽活動於四月中施工，預計六月底前完成整個電腦教室建置作業。 

三、 近來校內同仁發生多起綁架病毒中毒事件，中毒後硬碟資料被加密，付錢才能救回資

料，建議同仁: 

(一) 勤做資料備份，用光碟片、外接硬碟、USB硬碟。 

(二) 若用 google雲端硬碟，不要設定自動同步，不定期手動同步。 

(三) 安裝防毒軟體並定時更新。 

(四) 發生異常，疑似中綁架病毒時，立刻拔除電源，避免全部資料被加密。 

四、 校務行政系統資料庫更新至最新版本(2016版)，預計 4/22日上線，上線前資訊中心

已完成必要測試，上線後請業務使用單位注意使用情況，如有問題請即時跟資訊中心

反映。 

五、 系統操作說明過度依賴系統開發人員，當系統完成上線後，應由資訊中心提供操作手

冊並指導業務權責單位進行教育訓練，後續操作說明應由業務權責單位處理相關問

題，若有系統問題由業務權責單位反應至資訊中心，其相關流程如下圖所示。 

 

六、 資安認證：資訊中心於 106/4/10至 4/11兩天，進行新版 ISMS 教育單位資通安全稽

核驗證，本校是全國第一間接受新版 ISMS驗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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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個資時程:請各單位配合個人資料保護制度推動預定時程辦理。個人資料保護制度專

案範圍、驗證範圍、及預定時程說明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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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職處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及就學服務處招生事務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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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預定時程： 

項次 工作項目 參與人員 預計完成日期 

1 教版個人資料保護制度四階文件定稿會議 專案範圍個資窗口 106.04.28 

2 
資安與個資認知宣導與案例分享教育訓練 全校職員 

開放全校教職員工參加 

106.05.11/107.01.10 
*至少擇一場次參加 

3 
教版個人資料保護制度四階文件適用說明

會 

全校單位個資窗口 

專案範圍單位代表 
開放全校教職員工參加 

106.05.17/05.19 
*至少擇一場次參加 

 

4 
個人資料盤點教育訓練 全校單位個資窗口 

專案範圍單位代表 
開放全校教職員工參加 

106.05.17/06.07 
*至少擇一場次參加 

5 

個人資料盤點實地輔導 

個資適法性查檢 
(將到專案範圍內之單位辦公室實地輔導) 

專案範圍個資窗口 

專案範圍單位代表 

106.05.18~06.06 

106.06.08~06.27 
*各單位時間另訂 

6 
個人資料盤點資料諮詢與確認教育訓練 全校單位個資窗口 

專案範圍單位代表 
開放全校教職員工參加 

106.06.28 

7 
個人資料隱私衝擊分析與風險評鑑教育訓

練 

全校單位個資窗口 

專案範圍單位代表 
開放全校教職員工參加 

106.07.05/07.26 
*至少擇一場次參加 

8 

個人資料隱私衝擊分析與風險評鑑實地輔

導 

個資適法性查檢 
(將到專案範圍內之單位辦公室實地輔導) 

專案範圍個資窗口 

專案範圍單位代表 

106.07.06~07.25 

106.07.27~08.13 
*各單位時間另訂 

9 
個人資料隱私衝擊分析與風險評鑑資料諮

詢與確認教育訓練 

全校單位個資窗口 

專案範圍單位代表 
開放全校教職員工參加 

106.08.16 

10 
個資侵害事故之緊急應變教育訓練 全校單位個資窗口 

專案範圍單位代表 
開放全校教職員工參加 

106.08.23 

11 
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內部稽核教育訓練 個資內部稽核人員 

開放全校教職員工參加 

106.09.20 

 

12 
個人資料保護制度內部稽核 驗證範圍全體同仁 

個資內部稽核人員 

106.09.28~09.30 
*各單位時間另訂 

13 
個人資料保護制度管理審查會議 專案範圍個資窗口 

專案範圍單位代表 

106.10.13 

14 
「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

個資驗證 

驗證範圍全體同仁 106.11.30 

15 
資訊安全管理規範暨個人資料保護制度四

階文件施行適用調整會議 

專案範圍個資窗口 10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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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  由：電腦教室本學期以來多次發生夜間課程下課後，教室未上鎖的情況，為維

護設備安全，擬改善措施提請討論。 

說  明：一、C107、C209、C210、C225電腦教室最晚課程到第 12節，有時會有電

腦教室未上鎖之情形發生。 

二、資訊中心夜間無工讀生值班，無法確認電腦教室下課後是否上鎖。 

三、建議改善措施： 

建議 1.提供工讀經費，安排夜間值班工讀生。 

建議 2.請警衛於每日 22:00夜間巡邏時，幫忙檢查電腦教室是否上鎖。 

決  議：一、教務處與資訊中心多方宣導，請課程安排在夜間上課的任課老師協助

關閉及上鎖門窗或提醒同學離開前關閉及上鎖門窗。 

二、由警衛夜間巡邏時，協助檢查是否上鎖。 

提案二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  由：為補強網路資訊機房消防安全與資安防護能力，需規劃購置網路機房自動

消防系統，相關預算分別於 106及 107學年度編列，擬請優先通過，提請

討論。 

說  明：一、資訊中心兩處網路資訊機房消防設備，僅能提供火警相關之偵測功能，

發生火警事故時，需依賴人力使用滅火器進入機房，才能進行滅火作

業。 

二、經檢討，若火警事故發生於深夜或非上班時間，並無適當之人力，可

以進入機房進行滅火作業，無法有效防護機房各項重要設備與資料，

對本校資訊安全影響甚鉅，且人力進入機房滅火，也有造成人員傷亡

之可能。 

三、自動消防系統，可在不需人力介入下，於火警災害發生時自行發出警

告，自動進行滅火作業(若為誤觸時，可手動解除警報與自動滅火程

序)，確保人員、設備與資料安全，降低損失。 

四、為增進機房設備及重要資料之安全性防護，維護學校網路安全與系統

之正常運作，資訊中心已規劃建構網路資訊機房自動消防系統。廠商

估價費用，成均館 C228與無盡藏 W101兩機房合計約需 2,464,000元。 

五、106學年度已編列 C228網路資訊機房自動消防系統預算 1,232,000；

預計 107學年度編列 W101網路資訊機房自動消防系統預算。 

六、擬請審核預算時，優先通過相關預算。 

決  議：照案通過，以網路流量管理系統為優先考量，再進行該設備的建置，並將

誤觸消防系統之機制納入採購考量。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主席結論： 
一、 校務行政系統資料庫更新至最新版本(2016版)，原預計 4/22上線改為 4/29上線。 

二、 綁架病毒事件進行宣導。 
三、 Facebook直播教學宣導由資訊中心進行協助。 
四、 本校異地備援可考量增加佛光山作為異地備援地點。 

壹拾、 散會：(15:00) 



 

 
5 

會議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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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簽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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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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