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109學年度 第一學期 

資訊指導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9年11月23日（星期一）下午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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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主 席：林聰明校長 

紀錄：蔡玉欣 

伍、 上次會議（109年4月29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主席

結論 

一、銳綸違約案，請資訊中心將相關資料

準備妥當，於適當時機再進行訴訟，

並儘快將現行網站資料進行移轉至

本校開發的系統平台。 

現行網站資料於109年9月1日全數移

轉至本校開發系統平台並進行上線，

資訊中心將以新平台為重心，不再維

護銳綸相關平台資料。 

二、為能維持足夠的工作人力以儘速完成

學校網頁資料移轉至新開發系統平

台，同意資訊中心可對預計於 5 月底

離職之原學校網頁維護業務承辦同

仁，以專案上簽方式並會商人事與計

等業務相關單位，申請該同仁以遠距

不在學校內的工作方式繼續執行並

完成學校網頁資料移轉業務，該遠距

不在內的時間預計為期 2 個月。 

資訊中心於109年5月6日以專簽方式

申請原學校網頁維護業務承辦同仁以

遠距工作執行業務，該同仁於109年6

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已完成學校網

頁資料移轉全數業務，資料經驗收確

認後於109年9月1日上線使用。 

三、電子公文部份功能需持續改進，請行

政副校長主持並邀集業務相關單位

如秘書室等共同溝通協調，資訊中心

負責將電子公文系統功能改善以符

合本校行政的需求。 

電子公文系統為委外廠商開發之系統

，資訊中心與秘書室除了持續監控系

統功能是否正常外，近期更與電子公

文系統進行資料整合，未來將可進一

步應用公文簽核資料，開發相對應之

功能以符合行政需求。 

  決議：准予備查。 

 

陸、 業務報告： 

一、行政諮詢組 

(一) 研究室共用印表機 

1. 108 學年總印量 195,889 張(108-1 總印量 104,269，108-2 總印量 91,620)。 

2. 學慧樓 6 樓已無教師研究室，移除印表機連線。 

3. 增設妙音樓研究室印表機，設置於 2 樓系所辦公室。A4 紙、碳粉由資訊中心提

供。 

4. 109 學年總印量：2020/08/01 新學年重新計數。 

目前總印量：35,631 張(109/08/01~109/11/04)，使用總人數：152 人。  



(二) 電腦教室 C107、C209、C210、C225、W200、Z405、Z503、H516  

1. 109 學年無汰換與新增電腦教室設備。 

2. 配合教務處開課時程，協助共用電腦教室使用調查，彙整資訊課程並協調空間排

定與教學軟體安裝。 

3. 學期中如有新增軟體需求，配合任課老師安裝軟體。 

4. 電腦故障報修，在電腦桌面填寫「電腦教室報修單」電子表單，方便維修與檢測。 

5. 防疫期間，每間電腦教室均有消毒酒精，進出教室請手部消毒，使用中避免摸口

鼻眼。資訊中心於教室空堂時段，進行鍵盤、滑鼠、桌面消毒。 

6. 總務處協助於 109-1 開學前完成 C107、W200 教室之無障礙坡道施作。 

7. W200 效能提升：更換 240G SSD(61 台)及－套 Phantosys 電腦教室管理系統。 

(三) 數位講桌電腦 

1. 暑假期間：檢測相關設備，更新防毒軟體病毒碼、作業系统、Office 授權認證。 

2. 學期中支援數位講桌電腦故障排除。 

(四) 電腦設備維護 

1. 電腦送資訊中心維修共計 150 件(109/01/02~109/11/04)。 

2. 硬體設備無法執行 Windows 10，將逐步汰換。 

(五) 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 

1. ODF 開放文件專區：資訊中心網頁－ODF 開放文件專區，供需求者安裝下載。 

2. 南華大學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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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調查兩次。下半年調查表已於 109/10/21 回覆資科司系統科郭瑞南先

生 kevinkuo@mail.moe.gov.tw。 

3. ODF 宣導：109/10/5 新進教職員研習會中宣導。 

(六) 其他 

1. 108 學年支援 LED 顯示屏冪及電視訊息推播(95 筆)。 

2. 108 學年支援各單位海報輸出，申請總數 152 件：A0 共 69 張、A1 共 209 張。 

  海報輸出機故障，目前廠商備料維修中。 

3. 微軟大宗授權 

⚫ 全校教職員合約：(109/01/31 止) ，續約請購中。(110/02/01~111/01/31) 

⚫ 全校學生授權合約：108/06/01~111/05/31 

⚫ 相關軟體下載網址：全校教職員、學生 

ftp://203.72.1.252(以校務系統帳號、密碼登入。須在校內網段) 

4. 微軟提供教職員生免費線上版 office365 

  109 學年新生已經匯入 

網址：office365.com 

登入帳號：email (例如：109XXXXX@nhu.edu.tw) 

密碼：身分字號# (例如：Q1234567#)，登入後請變更密碼 

http://ic2.nhu.edu.tw/Web/Pages?mid=4020&n=ODF%E9%96%8B%E6%94%BE%E6%96%87%E4%BB%B6%E5%B0%88%E5%8D%80


兼任老師如有需求，可協助新增帳號 

二、網路系統組 

(一) 各行政及系所單位網路與宿舍網路相關報修問題處理。 

(二) 全校無線網路訊號狀況查測與資料彙整。 

(三) 全校新網站申請相關 DNS(名稱伺服器)設定及問題處理。 

(四) 校園無線網路登入驗證相關問題處理。 

(五) 緣起樓宿舍各類網路報修及相關問題處理。 

(六) 委外宿舍網路報修及相關問題處理。 

(七) 宿舍住戶有線電視裝申請、裝機、維護及退租事項處理。 

(八) 線路負載平衡器(Load Balance)與網域名稱伺服器(DNS)相關設定調整測試與問題

處理。 

(九) 教育部資安通報事件處理及回覆。 

(十) 校友信箱轉換、申請、舊帳號停用及相關問題處理。 

(十一) 網域名稱系統(DNS)、郵件伺服器(Mail server)、網站伺服器(Web server)主機，網

際協定第 6 版(IPv6) 系統修正與測試。 

(十二) 電子郵件相關問題處理。 

(十三) 三好南華盃棒球比賽直播相關之網路線路建置與處理。 

(十四) 雲水居無線基地台維護、線路改善及測試。 

(十五) 各伺服器作業系統 MS server 2016 版升級及測試。 

(十六) 網路管理設備韌體更新及系統維護。 

(十七) 資訊志工各項協助工作執行。 

(十八) 辦理資安管理審查會議。 

(十九) 辦理資安暨個資教育訓練 

(二十) 辦理社交工程防範教育訓練。 

(二十一)eduroam(跨域無線漫遊)系統：RADIUS(802.1X)認證伺服器驗證機制及相關設

備調整、測試及問題處理。 

(二十二) 學術網路線路頻寬(1 G)升級至(10 G)相關設備建置及調整。 

(二十三) 虛擬主機伺服器(VM)系統優化調整及問題處理。 

(二十四) 學慧樓至球場及公車亭導覽機光纖線路維護。 

(二十五) 機房設備、主機及線路優化之規劃、測試與調整。 

(二十六) 進行 109 年教育部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外部稽核，並通過認證。 

(二十七) McAfee EPO Server(防毒系統中控台)更新及修正。 

(二十八) IPV6 測試及問題處理。 

(二十九)因應學術網路漫遊中心停止國家發展委員會 iTaiwan 免費無線網路服務，進行

相關設定。 

(三十) 緣起樓宿舍無線網路基地台設備更新規劃及測試。 



(三十一) 同步教學網路設備及頻寬系統規劃、建置與測試。 

(三十二) Moodle 同步教室網路介面升級 10G 相關事項處理(廠商提供借測)。 

(三十三) 配合 Moodle 同步教室 FortiGate 601E 防火牆安裝及測試(廠商提供借測)。 

(三十四) 配合系所及行政單位新網站建置進行相關設備與線路設定調整。 

(三十五) 圖書館舊基地台更換及維護測試。 

(三十六) NOPAM 郵件防護過濾系統版本更新升級。 

(三十七) 社交工程演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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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臺灣學術網路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服務計畫」，本校 109 年度上

半年，參演人數：99 人，惡意郵件開啟率及惡意連結(或檔案)點擊率皆為 0%，

演練合格，符合規定，本校獲列成績優良單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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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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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校內社交工程演練歷次演練統計圖(106/5~109/9)如圖一所示。 

  

圖一、校內社交工程演練歷次演練統計圖 

 

(三十八)持續監控全校網路流量情況，本學期全校網路服務排名及網站排名統計圖如圖

二、圖三所示(統計時間為 109/9/1~109/11/11)。 



圖二、全校網路服務排名統計圖 

 

圖三、全校網站排名統計圖 

 

  



三、系統發展組 

(一)完成重點工作(109/5/1~109/10/30，完成需求 21 件，不含新校網站設計) 

1. 新校網站上線與維護 

(1) 新校網站正式上線(109/07/20)、全校各單位網站全部上線(109/09/01) 

(2) 目前全校申請使用的網站數 63 個、累計檔案(含圖片、相本)數 39,546 個，版

型模組 7 個(109/10/28 統計)。 

(3) 教育訓練 2 場( 109/04/24、109/07/09)。 

(4) 各月瀏覽人次統計： 

3 月 17,857 4月 25,490 5 月 34,992 6 月 34,495 

7 月 101,001 8月 189,021 9 月 312,539 10 月 168,123 

2. 本年度網頁競賽 

(1) 獎勵與評比標準，如附件一、109 學年度網頁競賽_南華大學網頁競賽評分表 

獎項 獎勵 名額 

特優 5,000 元及獎牌一面 學術、行政各 1 名 

優等 3,000 元及獎狀一紙 學術、行政各 2 名 

佳作 2,000 元及獎狀一紙 學術、行政各 3 名 

進步獎 2,000 元及獎狀一紙 學術 2 名、行政 1 名 

 

(2) 時程表 

期間 工作項目 備註 

109 年 

10/15 網頁競賽公告 1、 競賽期間 

2、 評分表 

10/15~10/31 1、 各單位網頁調整期間 

2、 請校長勾選委員名單 

3、 聘請網頁評審委員 

 

11/01~11/15 網頁競賽期間 評審團依評分表

評分 

11/16~11/30 彙整競賽結果  

12/01~12/15 網頁競賽總結 呈副校長 

12/16~12/31 公告並通知授獎單位  

110 年 01/18 行政會議頒獎  

 

3. 建置新生獎學金管理系統(5 月~ 8 月) 

(1) 年度獎學金管理設定：提供年度獎學金基本設定、新生學生匯入管理 

(2) 學生獎助學金控制表：提供學生擁有獎學金項目、請領金額與明細 

(3) 獎助項目調整單處理作業 

(4) 獎助項目請領單處理作業 

(5) 學期獎助學金成績參照作業 

(6) 學期入學助學與住宿扶助試算作業 



(7) 國際處已將歷年海外學習獎勵金之請領資料匯入(7 月底) 

(8) 依 10 月報部資料，學務處進行查核驗證中 

4. 建置校務系統服務支援網站與製作操作教學影片 

(1) 完成系統操作教學影片 42 支(5 月~ 8 月) 

(2) 利用校內網站平台，建置校務系統服務支援網站(含最新消息、公告、常見

問題、教育訓練、系統操作教學影片)，網址:。http://ecisSupport.nhu.edu.tw 

5. 個資保護管理 

(1) 舉辦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校教職員) (109/06/19) 

(2) 舉辦個人資料盤點及風險評鑑教育訓練(單位個資窗口與處理員)(109/07/28) 

(3) 個資管理系統年度改版上線測試(109/08/01~109/08/15) 

(4) 舉辦個人資料保護專責人員教育訓練(單位個資窗口)(109/09/09) 

(5) 各單位進行個人資料盤點及風險評鑑(109/08/15~109/10/31) 

(6) 11月份預計進行 109學年第一學期資安暨個資保護宣導及教育訓練課程(全

校教職員) 

6. 校務系統之系統開發、維護需求單 

(1) 109/05~109/10 之需求單共 25 件，已完成 21 件。進行中 4 件 

(2) 詳細列表，請參考附件二、109 年 5 月-10 月需求單與完成紀錄表 

7. 109 指考落點分析 

(1) 於 109/07/01~109/07/28 關閉時，使用人次有 24,471 人次 

(二)進行中的重點工作 

1. 個資盤點與風險評鑑作業之追稽 

2. 進行本學期網頁競賽作業 

3. 彰化銀行帳戶資料介接改版 

4. 國稅局薪資報稅系統、上傳檔案格式改版，系統修正 

5. 校網站系統優化處理 

6. 國際處海外學習獎勵管理系統 

 

 

四、科技整合組 

(一)軟體系統開發及維護 

1. 新增廠商申請登入功能，功能包含登入畫面新增忘記密碼功能，後台管理新增廠

商重設密碼及廠商登入開通 

2. 修改書審系統成績分析功能，包含委員成績匯入，各委員成績標準差，委員間成

績差距提示，報表輸出及 Excel 資料輸出。 

3. 完成學生時序表系統建置。 

4. 完成學生跨領域系統建置。 

http://ecissupport.nhu.edu.tw/


5. 完成學生雙主修選修管理系統建置。 

6. 完成新版開排課系統建置。 

7. 完成教師調補系統建置。 

8. 配完招生作業流程，新增及調整相對應系統功能。 

9. 更新 App（Android、iOS）系統核心，並導入 App 線上繳費功能。 

10. 於 109/4/29~109/10/29 共新增 147 件功能新增修改需求單，已完成 127 件。 

11. 新增 Moodle 3.9 資料同步 API設計開發，共計 15 項。 

(二)系統維護 

1. 公車亭導覽機修改及更新至最新導覽系統。 

2. 緣起樓導覽更新至最新導覽系統。 

3. 綠能機房第一階段建置完成。 

4. 實體主機轉虛擬主機系統共計 6 台。 

5. 持續建置主機備援備份機制。 

6. 完成建置雲端桌面系統建置。 

7. 安裝設定 HP2050 All Flash Storage。 

8. 批次轉入 Office365 全校新生帳號。 

9. 安裝設定 Moodle 主機硬體環境。 

(三)一般性事務 

1. 處理銳綸 R45 Web 相關事務。 

2. 修改本組 108 學年度 SOP 內稽改善回應表、SOP。 

3. 進行問卷調查-校園行動 APP「使用滿意度」、「使用方便性」後回報研發處。 

4. 協助處理 1082 校庫填報相關資料。 

5. 協助學校招生活動直播及考生視訊面試。 

6. 導入無現金大學城建置。 

7. 新增校務行政系統操作手冊共計 26 件。 

(四)進行中工作 

1. 新版學生選課系統建置，預計 109 學年上線。 

2. 新版 Moodle 建置，預計 110 年 1 月 31 日完成。 

3. 規劃智慧機房建置計畫。 

4. 處理主機代管暨虛擬主機與網站租用申請業務。 

5. 協助各單位校務研究計畫資料查詢：協助開發相關系統程式及報表，並提供校務

研究計畫所需要的校務資料。 

6. 系統維護及修改：人事、教務、招生、終身學習學院、南華 App、問卷系統、學

生 e-Portfolio、圖書館電腦及相關系統維護。 

 

 

 



柒、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由：建議各開課單位，將可製作標準 ODF 文件格式之軟體，如 NDC ODF 

Application Tools、LibreOffice 等，納入相關課程內容，提請討論。 

說明：依教育部來文--臺教資(五)字第 1090150422A 號，鼓勵學研計畫相關文件

優先以 ODF 文件格式製作、學校行政作業以 ODF 文件格式流通、教師以

可製作標準 ODF 文件格式之軟體，作為教育應用工具，教師在職訓練納

入 ODF 文件格式課程。 

決議：請教務處、教發中心、各院等相關單位鼓勵教師將可製作標準 ODF 文件

格式之軟體納入相關課程內容。 

 

 

提案二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由：銳綸數位有限公司(下稱銳綸)違約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本校於 108 年 10 月 22 日與銳綸和解成立，銳綸於 108 年 11 月 29 日來函

申請展延和解內容有關網站升級期程，資訊中心於 109 年 1 月 10 日覆函同

意展延，相關內容重點節錄彙整如表 1 所示。依照銳綸未完成事項所需給

付費用計算，應給付本校 223,000 元。 

2、 此案自 107 年 4 月 3 日起，本校已耗時 2 年半的時間，與銳綸、無漏法律

事務所、嘉義地方法院等單位，進行協商、會談、和解等程序，相關費用支

出將近 60,000 元左右。 

3、 後續若欲對銳綸追討前項所述費用，預估將衍生下列成本： 

(1) 時間成本:聯繫銳綸負責人(目前為失聯狀態)、訴訟期程長度無法預估。 

(2) 金錢成本:委託律師撰寫起訴書狀、代為出庭及撰寫訴訟書狀之費用，

每次約 53,000 元，次數無法預估。 

(3) 人力成本:與相關單位(銳綸、無漏法律事務所、嘉義地方法院等)溝通之

聯絡窗口、代為本校出庭之訴訟代理人。 

4、 惟為避免本校爾後再受此案影響，導致全校網站無法正常使用及維運，資訊

中心已全力開發完成新版網頁系統平台，並於 109 年 9 月 1 日上線啟用，

各單位網頁資料亦已全數移轉至新版網頁系統平台。故無論銳綸是否履行

和解筆錄第 3 項、第 4 項所揭事項，皆已與新版網頁系統平台無關，不致

影響本校系統維運，資訊中心可無須再維護 R2、R4.5 相關網頁。 

5、 綜上所述，倘若將再對銳綸追討前述費用，將難以評估所需時程、人力與經

費，建請本案保留法律追訴權。 

決議：請諮詢本校法律顧問後，再與相關人員研議討論。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主席結論： 

1. 有關資訊講桌設備，吳副建議設置webcam(教師端)提供線上教學使用，請再進

行設備及經費評估。 

2. 請評估電腦教室的電腦汰換時程，若有需要請於編列年度預算時提出。 

3. 外籍學生反映文會樓WiFi訊號不良，請資訊中心再與廠商溝通協調處理。 

 

壹拾、 散會：15：40。 



表 1、相關內容重點節錄彙整 

項次 和解內容 展延內容(經資訊中心同意) 現況(截至 109 年 11 月 6 日止) 

1 
銳綸願於 109 年 8 月 1 日前給付本校

60,000 元。 

未變更事項，仍需遵期給付。 銳綸未於 109 年 8 月 1 日前完成，應給付

本校 60,000 元。 

2 

銳綸願於 108 年 11 月 21 日前，對本校工

程師進行至少 1 次 R4.5 系統安裝備份、還

原、災難、備援演練之完整教育訓練。未

有正當理由無故不依約履行其一者，願給

付本校 53,500 元。 

展延至 109 年 3 月另擇雙方均可的日期進

行。 

銳綸已於 109 年 3 月 4 日進行 R4.5 系統

安裝備份、還原、災難、備援演練之完整

教育訓練。符合原和解筆錄中第二項揭示

事宜。 

3 

銳綸願依本校規定期日，將「全校官網平

台維護服務(案號：106-U106000125）」採

購契約書之 R2 網頁版本升級為 R4.5 網頁

版本，並協助內容轉換，總計 63 個。未遵

期履行時願就未升級網頁之個數分別給付

本校 1,500 元。 

分段驗收時間皆順延 45 天，分別為：第一

階段於 109 年 2 月 10 日前完成 24 個單

位、第二階段於 109 年 3 月 3 日前完成 19

個單位、第三階段於 109 年 3 月 12 日前

完成 20 個單位。 

R2 網頁版本升級為 R4.5 網頁版本，並協

助內容轉換，總計完成 1 個，未完成 62 個，

依和解筆錄，以未升級網頁之個數 62 個計

算，應給付本校 93,000 元。 

 

4 

銳綸自 108 年 10 月 22 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願開放 R4.5 網頁版本原始碼予

本校，且同意本校於校務範圍內修正及改

進 R4.5 網頁程式碼，並無償提供本校就

R2、R4.5 網頁，諮詢、修改…等必要協助。

未有正當理由無故不依約履行其一者，願

給付本校 70,000 元。 

未變更事項，仍需遵期給付。 銳綸並未於 109年 7月 31日止前開放R4.5

網頁版本原始碼予本校及提供網頁，諮詢、

修改…等必要協助，應給付本校 70,000元。 

 



附件一 

學術單位 

南華大學網頁競賽評分表 

(學術單位-中文) 

評審委員：  

評審團評分 (100分)：評審團成員由副校長推薦並經校長核可。 

說明：評分項目依據系所評鑑網頁評比必要資訊進行列入及調整。 
評分主題 評分細項 委員評分 

最新消息(10%) 最新消息(含重大活動/訊息)  

 基本資料(22%) 

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中英文名稱 

成立宗旨 

沿革/簡史 

未來展望 

發展重點 

主管簡介 

行政組織與職掌 

連絡方式 

地理位置 

法規與 SOP 

師資介紹(12%) 

教師姓名/照片 

  

連絡方式 

專長領域 

重要獎項 

相關著作 

Office Hour 

個人網頁 

課程資訊(10%) 課程資訊 

  
研究及產學(16%) 

研究計畫 

研究成果 

學術活動 

產學合作及實習 

研究設施 

招生(6%) 

招生資訊 

  未來學生 

國際學生 

畢業生(6%) 

校友 

  發展方向 

工作機會 

連結資訊(10%) 

校外單位 

  

本校首頁 

單位首頁 

連結正確性 

規章及表單 

Q&A 

特殊表現(8%) 

新生專區 

 
系學會 

學生榮譽與成果 

活動剪影、花絮 

總分(100%)   

給予該單位建議   



附件一 
南華大學網頁競賽評分表 

(學術單位-英文) 

 

Evaluator:  

Evaluation Categories (100%): 

1.可點選單位文字，進行超連結至該單位網頁。 

2.以評分要項的分數評比，並可參考評分細項進行評分。 

3.敬請委員於「給予該單位建議」欄(可採條列式)，提供缺失改善意見。 

評分要項 Categories 評分細項 Criteria 
Unit 

A1 

基本資料(20%)  

Basic Information 

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Objectives & Core Competencies 

 

中英文名稱 Bilingual Titles 

沿革/簡史 Background & History 

發展重點 Future Plans & Development 

連絡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法規與 SOP Admission Rules & Procedures 

師資介紹(10%)  

Faculty Profiles 

教師姓名/照片 Faculty Information 

 專長領域 Expertise 

重要獎項 Awards 

課程資訊(15%)  

Department Curriculum 
課程資訊 Department Curriculum   

研究及產學(15%)  

Research & Business Cooperation 

研究計畫 Research Projects 

 

學術活動 Conferences 

產學合作及實習  

Business Cooperation & Internships 

研究設施 Facilities 

招生(20%) Admissions  
招生資訊 Recruitment  

 
國際學生 International Students & Activities  

連結資訊 (10%) Hyperlink  本校首頁 NHU Hyperlink  

畢業生(10%) Alumni 

校友及活動剪影 

Alumni Accomplishments&Leisure & Cultural Activities 
 工作機會 Career Prospects  

Q&A 

總分 Total  

給予該單位建議  Suggestions/Comments 

 

 

  



附件一 
行政單位 

南華大學網頁競賽評分表 

(行政單位-中文) 

 

評審委員：  

評審團評分 (100分)：評審團成員由副校長推薦並經校長核可。 

說明：評分項目依據系所評鑑網頁評比必要資訊進行列入及調整。 
評分主題 評分細項 委員評分 

最新消息(10%) 最新消息(含重大活動/訊息)  

 基本資料(22%) 

中英文名稱 

  

成立宗旨 

沿革/簡史 

主管簡介 

行政組織與職掌 

連絡方式 

地理位置 

服務功能(28%) 

業務規章 

  

發展重點 

工作成果 

文件下載 

提供服務或資源 

SOP 

業務統計 

連結資源(18%) 

校外單位 

 

本校首頁 

單位首頁 

連結正確性 

Q&A 

特殊表現(16%) 特殊表現  

總分(100%)    

給予該單位建議   

 

  



附件一 
南華大學網頁競賽評分表 

(行政單位-英文) 

 

Evaluator:  

Evaluation Categories (100%): 

1.可點選單位文字，進行超連結至該單位網頁。 

2.以評分要項的分數評比，並可參考評分細項進行評分。 

3.敬請委員於「給予該單位建議」欄(可採條列式)，提供缺失改善意見。 

評分要項 Categories 評分細項 Criteria 
Unit 

O1 

基本資訊(30%) 

Basic Information  

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概觀 Overview 

關於我們 About Us 

聯絡我們 Contact Us 

地理位置 Location 

其他特點和功能(30%) 

Other Features and Functions  

表現和目標 Performance and Goals 

 檔案下載 Downloads 

提供的服務和資源 Services and Resources Provided 

相關連結(20%) 

Related Links 

本校首頁 NHU Homepage 

 單位首頁 Division Homepage 

其他網站 Other Websites 

其他(20%) Other 特殊表現 Additional Functions/Features  

總分 Total  

給予該單位建議  Suggestions/Comments 

 

 

 



附件二

系統類別 專案名稱 作業名稱 摘要說明 建檔時間 完成時間 預計完成日 處理狀態 需求人
最後維護

人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弱勢助學金查詢及匯出增加欄

位
如需求增加欄位 2020/5/20 2020/5/27 2020/5/27 處理完成 周容如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web-D學務系統

已協助完成設計此一需求，說明：

一、已調整介面使其整體畫面更為友善

二、已放大QRCode 條碼尺寸，更易於手機掃瞄動作

三、介面已增加活動日期、活動類別資訊

四、介面中增加最後10位完成簽到退之名單，做為確

認之依據

2020/6/18 2020/7/1 2020/7/15 處理完成 周容如 謝宗豪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師長假單審核介面 2020/6/29 2020/11/28 處理中 謝文欽 謝宗豪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請假線上系統-新增功能 2020/6/29 2020/11/28 處理中 周容如 謝宗豪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請協助選課系統美工作業 2020/6/29 2020/8/12 2020/8/12 處理完成 周容如 周容如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系統需求】桌面雷達－B7教

師鐘點費管理系統，新增「勞

退金」欄位

新增「勞退金」欄位

修改每月鐘點教師費調整計算、付款作業、EMail通

知、查詢、年度鐘點費統計等功能工具。

2020/7/6 2020/7/16 2020/7/16 處理完成 黃玉玲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學雜費款項更改會計科目

C07外籍生獎學金改為514104校內入學獎學金支出

C08入學獎學金514104校內入學獎學金支出

C09入學助學金改為514208校內國立收費助學金

C10校內住宿扶助金改為514210校內住宿扶助金

C11生活扶助金改為514209校內生活扶助金

2020/7/15 2020/7/15 2020/7/15 處理完成 釋妙超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學雜費減免設定修改系統
依需求擴展欄位長度為20個中文字，可完成顯示目前

系所名稱。
2020/8/6 2020/8/7 2020/8/11 處理完成 吳文雯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出納支付系統調整

1.出納支付作業支票號碼欄位與A6個人及廠商請領款

明細查詢支票號碼欄位未連結，請協助此欄位連結作

業。

2.支票列印套表位置微調。

2020/8/13 2020/8/18 2020/8/18 處理完成 高千茹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出納支付作業調整-支票列印

調整支票列印設定：

1.相同傳票製票號中，同一領款人合併金額，使款項

得以列印於同一張付款支票

2.傳票製票號區間查詢

3.匯出Excel

4.可選擇合併金額列印否?

2020/8/13 2020/8/20 2020/8/20 處理完成 高千茹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F11 年度計畫預算項目表查詢

新增功能

1.限制經費來源: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及資本門

2.可依項次查詢請購單、請購明細、核銷單及核銷明

細

3.前述查詢資料包含已支付日期作為查詢條件

4.根據計畫項次所屬，可檢視計劃控制表)

2020/8/17 2020/9/8 2020/9/11 處理完成 何政州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E06採購管理系統獎補助款功能

需求單

一.請購單簽文，款項為獎補助款先會辦研發處登記桌

，位置於總務處登記桌前。

二.檢視計畫控制表，核銷明細，選項請增加製票號與

傳票號碼。

三.E06採購管理系統，若摘要項次為獎補助款-資本門

或獎補助款-經常門，請依據項次於年度計畫預算款源

顯示 獎補助款-資本門或獎補助款-經常門。

四.E06採購管理系統，選項請增加製票號與傳票號

碼。

2020/8/24 2020/9/8 2020/9/11 處理完成 周容如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有關B1員工基本資料管理---個

人學歷頁面功能修改

1.個人學歷1.就讀起日、就讀訖日之欄位改為非必填

欄位

2.新增<個人學歷查詢>工具

2020/9/3 2020/9/17 2020/9/18 處理完成 黃巧玲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學雜費及預算系統修改功能

1.預算系統：當預算名稱有變更時，其他核銷資料亦

同步變更。

2.學雜費系統：入學助學金、入學獎學金、住宿補

助、生活扶助等會計科目，每月轉傳票借貸處理。)

2020/9/8 2020/8/28 2020/8/28 處理完成 釋妙超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小雷達行政系統出納出付系統

功能新增

依需求於會計/出納-傳票移轉支付作業中的分轉傳票

所屬核銷單頁面增加顯示分轉製票號
2020/9/8 2020/9/14 2020/9/14 處理完成 周容如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學雜費系統新增表單

調整與修改<學生超貸查核與退回>工具

1.新增單據處理類型<就貸生活費退費單>

2.新增加貸生活費學生查詢

3.整批/個別產生可退生活費單據，計算規則如需求

單。

2020/9/8 2020/9/23 2020/9/26 處理完成 周容如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109-1TA培訓課程申請 2020/9/14 2020/9/30 2020/9/30 處理完成 周容如 黃詠瑞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請購預算審查作業進階篩選請

加請購序號
如需求，於工具進階篩選中加入<請購序號>欄位選取 2020/10/5 2020/10/5 2020/10/5 處理完成 賴姵岑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財產品項查詢程式增加可查詢

已離職同仁財產之功能

財產品項查詢中新增已離職者勾選選項，功能已新增

完成
2020/10/5 2020/10/5 2020/10/5 處理完成 何旻玲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Moodle 多語系切換功能需求 2020/10/14 2020/9/30 2020/9/30 處理完成 周容如 黃詠瑞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修改 雷達系統 A68個人專案計

畫申請-成員-約用申請表及異

動表(用印欄位)

如需求，修改文件套表內容。 2020/10/16 2020/10/16 2020/10/19 處理完成 邱聖真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收據退費核銷 2020/10/19 2020/12/11 處理中 釋妙超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核銷系統加欄位 年度預算核銷預算管理，新增經費執行單位(成本) 2020/10/26 2020/10/28 2020/10/30 處理完成 釋妙超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E05採購功能  進階塞選新增欄

位
如需求單所述，完成相關功能修改。 2020/10/26 2020/10/26 2020/10/27 處理完成 賴姵岑 曾清義

校務系統 開發、維護、測試 資源教室-特殊生個管系統 2020/10/27 2020/10/27 處理中 周容如 謝宗豪

109年5月-10月需求單與完成紀錄表







 

序號 身分 單位 姓名 簽到 簽到時間 

委員 

1  教職員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代表 林俊宏 劉亮君(代理) 2020/11/23 

 

[電子簽到紀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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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中⼼-蔡⽟欣 <orbit@nhu.edu.tw>

【開會通知】預計109/11/23(⼀)下午15點於C334召開本校「⼀○九學年度第⼀學期資訊指導委員會會議」 
1 封郵件

資訊中⼼-蔡⽟欣 <orbit@nhu.edu.tw> 2020年11⽉11⽇ 下午3:29
收件者: 林聰明 <tmlin@nhu.edu.tw>, 林辰璋 <cclin1952@mail.nhu.edu.tw>, 吳萬益 <wanyi@nhu.edu.tw>, 楊思偉 <swyang@nhu.edu.tw>, 陳柏青
<bcchen@nhu.edu.tw>, yml@nhu.edu.tw, tcytu <tcytu@mail.nhu.edu.tw>, tcytu@nhu.edu.tw, lkclkc@nhu.edu.tw, horngtf@nhu.edu.tw, 會計室主任-陳志
妃 <jhy@nhu.edu.tw>, ycyeh@nhu.edu.tw, 洪嘉聲 <cshung@nhu.edu.tw>, 賴淑玲 <sllai@nhu.edu.tw>, 簡明忠 <meishan@nhu.edu.tw>,
sphu@nhu.edu.tw, 莊文河 <riverjuang@nhu.edu.tw>, ylchang@nhu.edu.tw, thyeh@mail.nhu.edu.tw, 洪銘建 資訊管理學系- <chemy@nhu.edu.tw>, 林俊
宏 ⾃然⽣物科技學系- <jhlin@nhu.edu.tw>, 沈昭吟 <cyshen@nhu.edu.tw>, hpchiu@mail.nhu.edu.tw
副本: 林冠儀 <kuanilin@nhu.edu.tw>, 郭美伶 <mei79925@nhu.edu.tw>, 資訊管理學系-簡伊汝 <blythe@nhu.edu.tw>, huangyuya@nhu.edu.tw,
cyi91088@nhu.edu.tw, scho@nhu.edu.tw, 陳姿璇 <smallqwe@nhu.edu.tw>, 學務處-⾼筱婷 <kao917@nhu.edu.tw>, 林瑩姿 <makiai520@nhu.edu.tw>,
教發中⼼-吳佩珊 <peishan0503@nhu.edu.tw>, ⼈事室-服務組-謝明峰組⻑ <mfhsieh@nhu.edu.tw>, 秘書室-陳鈺琪 <yuchi@nhu.edu.tw>,
ctchiang@nhu.edu.tw, 圖書館_莊梅香 <mei@nhu.edu.tw>, 柯婉懿 <wiko@mail.nhu.edu.tw>, giniwang@nhu.edu.tw, kico@nhu.edu.tw, 研究發展處-邱聖
真 <csj@nhu.edu.tw>, 黎君薇 <wei2008910@nhu.edu.tw>, 謝文欽 資訊室- <wuchin@nhu.edu.tw>, 資訊中⼼-陳立奇 <jerryclc@nhu.edu.tw>, "清義
(chinyi)" <chinyi@nhu.edu.tw>, 郭文壽 <wskuo@nhu.edu.tw>, 陳姵尹 <pychen@nhu.edu.tw>, 沛晴 <ycchen@mail.nhu.edu.tw>, tonya@nhu.edu.tw, 科
技學院-謝佩君 <pchsieh@nhu.edu.tw>, 劉亮君 <lcliu@nhu.edu.tw>, zyinsoll@nhu.edu.tw
密件副本: 葉柏成 <10625202@nhu.edu.tw>

南華⼤學 資訊中⼼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
發文⽇期：中華⺠國109年11⽉11⽇ 
發文字號：南華資內字第10911001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會議議程

開會事由：召開本校「 ⼀○九學年度第⼀學期資訊指導委員會會議 」 
開會時間：109年11⽉23⽇（星期⼀）下午15點 
開會地點：成均館C334會議室 
主持⼈：林聰明校⻑
  
出席者：副校⻑、⾏政單位及學術單位⼀級主管、教師代表與學⽣代表
列席⼈員：資訊中⼼各組組⻑

備註：
1.會議議程請參閱附件。 
2.為利環境永續並推⾏無紙化會議，請各位主管將電腦設備攜帶⾄會場使⽤。
3.若不克出席，請務必派員代理，本會議須達⼆分之⼀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  
單位：南華大學資訊中心科技整合組
聯絡人：蔡玉欣

聯絡電話：05-2721001#1561、05-3102100#1561

109-1資訊指導委員會會議議程_1091111.pdf 
78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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