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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10學年度 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1 年 07 月 06 日(星期三) 上午 10：00 

貳、開會地點：C334 

參、出席人員：如開會通知單 

肆、主席：個資管理長/資訊安全長 李坤崇副校長 

伍、上次會議(110 年 06 月 22 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無 無 

決議：無。 

陸、業務報告 

一、資通安全管理 

(一) 110學年度活動執行情形： 

完成日期 活動名稱 執行情形 

110.12.13 資安程序修訂管理會議 已完成  

110.12.23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教職

員) 
已完成 

111.01.06 資訊安全管理資產盤點與風險評鑑 已完成  

111.01.18 資訊安全管理內部稽核教育訓練 已完成  

111.02.21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一、二級

主管) 
已完成 

111.02.11 資訊安全管理內部稽核 

稽核結果：共 3項缺

失，均已於 111年 2

月 24 日完成矯正工

作。  

111.03.11 資安管理審查會議 已完成  

111.03.31 資安系統弱點掃描 已完成 

111.04.15 教育部驗證中心資通安全管理制度外部稽核 
稽核結果：共 0項次

缺、6項觀察事項。  

111.05.12 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教育訓練 已完成  

110.09- 

111.07 

校內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測試 

(奇數月執行) 
已完成 

111.03~ 

111.11 

教育部、所屬公務機關及臺灣學術網路防範惡意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 
111年進行中 

*資安稽核缺失矯正管理審查會議之稽核結果：因無次要缺失，故不需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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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1學年度規劃辦理相關活動列表 

序號 活動名稱 預計辦理時間 備註 

1.  資安程序修訂管理會議 111年 12月  

2.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教育訓練(全校教職

員) 

111年 12月  

3.  資訊安全管理資產盤點與風險評鑑 111年 12月  

4.  資安內部稽核教育訓練 112年 01月  

5.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

(一、二級主管) 

112年 02月  

6.  資訊安全管理內部稽核 112年 02月  

7.  資安管理審查會議 112年 03月  

8.  資安系統弱點掃描 112年 2~3月  

9.  
教育部、所屬公務機關及臺灣學術網路防

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 

112年 

時間未定 

依教育部來文

配合執行 

10.  資通安全管理制度外部稽核 112年 04月 視經費決定是

否執行 11.  資安稽核缺失矯正管理審查會議 112年 04月 

12.  
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宣導教

育訓練 

112年 04月  

13.  
校內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測

試 

111年 09月- 

112年 07月 

 

將視實際核准預算及現狀做活動調整。 

二、個人資料保護管理 

(一) 110學年度活動執行情形： 

完成日期 活動名稱 執行情形 

110.08.23~ 

08.24 
教育部驗證中心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稽核 

稽核結果：2個次要缺

失，11個觀察事項均於

6 月 15 日完成矯正預

防。 

110.08.24 
個人資料保護專責人員教育訓練(單位個資

窗口) 
已完成 

110.09.20 個人資料盤點及風險評鑑 已完成 

110.09.30 新進教職員研習會-個人資料保護宣導 已完成 

110.12.23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

教職員) 
已完成 

110.12.29~ 

111.02.10 

個人資料管理內部稽核(非驗證單位)： 

全校各單位盤點表、辦公區域安全、電腦安

全設定保護檢查 

50 個單位稽核結果不

合格之單位已進行修

正。 

111.02.21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一、

二級主管) 
已完成 

111.02.25 新進教職員研習會-個人資料保護宣導 已完成 

111.02.23 個人資料管理內部稽核教育訓練 已完成 

111.03.02~ 

03.09 
個人資料管理內部稽核(驗證單位) 

稽核結果：12單位有缺

失事項，均於 5月 6日

完成矯正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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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日期 活動名稱 執行情形 

111.03.17~ 

04.29 

個資當事人抱怨處理或個資事件發生處理

與文件之紀錄和歸檔 
已完成 

111.05.11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管理學院導師會議-個

人資料保護宣導 
已完成 

111.05.19 
寄發宣導個人電腦保護措施&辦公區域安

全保護措施(一、二級主管、教師) 
已完成 

111.05.28 個人資料盤點及風險評鑑教育訓練 已完成 

111.06.15 個人資料事件教育訓練 已完成 

111.06.28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審查會議 已完成 

111.07.06 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議 進行中 

111.05.25~ 

07.30 
個人資料盤點及風險評鑑歸檔 進行中 

(二) 111學年度規劃辦理相關活動列表 

序號 活動名稱 預計辦理時間 備註 

1.  教育部驗證中心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稽核 111年 08月 外部稽核 

2.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審查會議(稽核缺失矯正

計畫) 
111年 08月 

外稽結束後

兩週內依據

外稽次缺事

項召開 

3.  維護單位個資保護專責人員(個資窗口) 111年 08月  

4.  新進教職員研習會-個人資料保護宣導 111年 09月  

5.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 111年 09月 教育訓練 

6.  資訊指導委員會 111年 10月  

7.  個人資料盤點及風險評鑑教育訓練 111年 11月 教育訓練 

8.  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

教職員) 

111年 12月 
教育訓練 

9.  個人資料內部稽核教育訓練 112年 03月 教育訓練 

10.  個人資料內部稽核作業 112年 03月 內部稽核 

11.  個人資料事件教育訓練 112年 04月 教育訓練 

12.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審查會議 112年 05月  

13.  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議 112年 06月  

將視實際核准預算及現狀做活動調整。 

  



4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由： 修訂「南華大學個人資料安全保護基本措施」，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0年 12 月 8日臺教高(一)字第 1100162035D號函文，修訂「南

華大學個人資料安全保護基本措施」。 

 二、修改條文對照表及修改後條文詳如附件 1。 

決議： 照案通過，並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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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個人資料安全保護基本措施」修正草案條文及修訂對照表 

修改後條文 原條文 修改原因 

三、作業管理措施 

(十) 學校、機構提供電子商務服務系統或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六條所定個人資

料種類之資通系統時，應採取下列資

訊安全措施： 

(1)使用者身分確認及保護機制。 

(2)個人資料顯示之隱碼機制。 

(3)網際網路傳輸之安全加密機制。 

(4)應用系統於開發、上線、維護等各

階段軟體驗證及確認程序。 

(5)個人資料檔案與資料庫之存取控

制及保護監控措施。 

(6)防止外部網路入侵對策。 

(7)非法或異常使用行為之監控及因

應機制。 

前項所稱電子商務，指透過

網際網路進行有關商品或服務之

廣告、行銷、供應或訂購等各項商

業交易活動；資通系統，指用以蒐

集、控制、傳輸、儲存、流通、刪

除資訊或對資訊為其他處理、使用

或分享之系統 

(十一) 進行個人資料國際傳輸前，應檢視

有無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為國際傳輸之限制，並且告知

學生及教職員其個人資料所欲國

際傳輸之區域，同時對資料接收方

為下列事項之監督： 

(1)預定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範

圍、類別、特定目的、期間、地

區、對象及方式。 

(2)當事人行使本法第三條所定權

利之相關事項。 

 因應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8 日來

文，「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及私立

學術研究機構個人資料檔案安

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第 12 條

之 1、第 12 條之 2 ，新增第三

條第(十)項、第(十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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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結論：無 

 

壹拾、散會 (10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