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
電子計算機中心指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7 年 07 月 02 日（星期三）上午 09 時 30 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七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方代理校長俊雄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議程：
一、 主席致詞：
二、 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如附件一 , p.1)。
首頁改版問題與建議：
中心主任：首頁經費不足部份放在教卓計劃經費中執行。
中心羅組長：第一期經費 50 萬，因為本次首頁是全校性改版加上各系需求，目前
技術部份放在第二階段由教卓計劃經費執行。
莊一仁委員：各系加入首頁，可減少伺服器又有中心備份穏定管理，首頁屬全校
性公開訊息，在權限規劃架構風格可否要學校一致性，各單位若沒
意識其重要性，中心配合度有問題請在行政會議多宣導推動。
代理校長指示：首頁編列教卓計劃經費請再與教務長協調，首頁委託製作時請中
心仁一定深入了解以便日後接手管理。
中心主任：近來首頁部份資應組組長及同仁積極調查處理，並持續對原有首頁修
正，往後仍將會持續努力完成。

三、 電算中心工作報告
(一)

中心主任：(如附件二 ,p.3)。

(二)

諮詢服務組：(如附件三 ,p.6)。

(三)

資訊網路組：(如附件三 ,p.6)。

(四)

資訊應用組：(如附件三 ,p.7)。

工作報告問題與建議：
黃研發長：中心提一些新工作計劃，例：校務系統整合與開發介面，將不同系統整
合管理，系統建置完成後後端資料庫能自行處理，直接至 WEB 端存取
資料，納入新興工作考考量，減少相關系統維護費，亦不易被外包廠商
牽制。
張俊陽委員：電算中心是支援角色，由校長、研發長創訂目標未來發展願景，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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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高階主管提前瞻性（最主要目標策略）中階主管執行（例如：
系所是否要一致性項目由學校訂定一些基本功能），首頁未來架構功
能雛型先給各單位參考提出意見，中心配合依學校需求及各單位意見
分析確認，本校首頁才能表現整體方向與風格。
中心羅組長：感謝委員建議，各單位子系統及全校資料庫規劃導正將會列入重要工
作，教卓統及各系統之整合也會做長遠考量，另各單位網頁基礎架構
需求已調查將會逐步進行。
中心主任：感謝委員建議，本學期期末會議將會討論 98 年新興工作內容。

四、 提案討論
提案一：擬修正本校電算中心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如【附件五,p11】
，提請
說

審議。

明：依據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第 0970100108 號函及教育部台電字第 0970077254
號函辦理如【附件五-1 ,p13】及【附件五-2 ,p15】，本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說明如【附件五-3 ,p17】。

決

議：請再修正，中心原先預訂在年底前檢核各項法規於會議討論後再依程序
提出修正。

五、 委員建議
委員綜合建議：
莊一仁委員：中心同仁可到各校參訪，多了解人力規畫及配合收費等問題
劉世崑委員：各組人力分配規畫，並加強資安工作之配合。
卓明遠委員：中心人力短缺，建議多支持解決 ap 人力開發及資料庫維護問題
李茂順委員：因應燕巢校區圖資大樓興建，在新舊校區經費使用時要事先規劃有效
利用。
中心主任：感謝校長及所有委員之指導，本次會中提案及建議事項，中心均將列入
分工表執行及管考。

六、 臨時動議(無)
七、 主席結論
1.

首頁改版功能性確認事項請研發長協助中心完成。

2.

各組職掌檢討及人力配置，年度計劃規畫時要考量人力需求調度安
排。

3.

中心軟硬體設備經費，可由部計畫或外來大型計畫經費做補貼，預
估各項經費精準度高，使預算配合調度更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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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力支援校務需求，全力支援教學需求，中心同仁挑戰努力目標

5.

電腦收費問題多溝通，多參考遴近學校（一科、中山大學、高師大、
高雄大學）作法。

6.

肯定同仁努力，時代進步快大家承受壓力大，學校會盡力支援，目
前學校業務大約七成與中心有關連，可多了解其他學校情況，與各
委員 請益參考。

八、散會（11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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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計算機指導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96 年 11 月 05 日（星期一）下午 03 時 00 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七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方代理校長俊雄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一、主席致詞：感謝各委員參加。
二、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如(略)。
三、電算中心工作報告
(一)

中心主任：如附件二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略)，附件三 96 年度電算中心
計畫工作(含延續性及新興)執行成效(略)，與附件四 97 年度電算中心計畫
工作概要 (略)。

(二)

諮詢服務組：(略)。

(三)

資訊網路組：(略)。

(四)

資訊應用組：(略)。

工作報告問題與建議：
黃研發長：行政及教學軟體部份，請再詳細說明，以便進一步了解防毒軟體及教學
軟體所需經費，以利中心 97 年度預算經費之編列。
中心主任：
i.行政軟體部分如微軟校園 CA 授權之說明，預計可因授權人數的降低而
減為 120 萬左右。
ii.防毒軟體編列 20 萬元，教學軟體清單如提報研發處之清單，所需經費
78 萬元。因為已有多年未更新版本，期盼 97 年度能核撥，以提升相
關課程教學成績，符合社會需求。
四、提案討論
提案一：中心資應組擬於下年度進行本校網站首頁改版，提請討論。(資訊應用發
展組)
說 明：(1)本校現行首頁已使用約４年，因時勢變遷校務架構稍有調整，為因應
此變動，擬配合下年度預算提出首頁改版需求（擬委外以符合美工及
無障礙需求），
(2)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電算中心期初會議決議推動，並列入97年度新
興工作計畫(略)，
(3)擬請計算機指導委員會及秘書室參與及指導。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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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照案通過

iv.

本案在執行上配套措施如下：
1. 送簽成立委員會協助委外設計相關事宜，
2. 將委員建議的內容納入規範書：
甲、 具搜尋及統計功能，
乙、 具英文網頁連結功能，
丙、 具招生資訊連結功能，
丁、 採用中心同仁可以維護之 Web 技術
戊、 參考有效，如雲林科大、第一科大、台科大、成大等，之
網頁模式訂定規範，並邀請其委外之設計公司參與投標。

五、委員建議
委員綜合建議：
黃研發長：提案一 未來功能擴充所需經費，建議納入 97 年度之教學卓越計畫
中心主任：感謝校長及所有委員之指導，本次會中提案及建議事項，中心均將列入
分工表執行及管考。
六、臨時動議（無）
七、主席結論：
1.

電算中心如同學校發展之四輪驅動，角色相當重要。因此，雖然本人
為代理校長，仍全力支持本次約僱程式設計師之聘任案。希望此次能
慎選應徵者，使其工作績效大於學校支付的成本。

2.

希望電算中心所有同仁共同努力，未來在電算工作上之成效能超越其
他科大。

八、散會(四時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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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96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算機指導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分工表
96.11.20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負責人

中心資應組擬於下年度進行本校網站
首頁改版，配套措施如下：

提案一

委員建
議：
黃研發長：

1. 送簽成立委員會協助委外設計相關
事宜，
2. 將委員建議的內容納入規範書：
甲、 具搜尋及統計功能，
乙、 具英文網頁連結功能，
丙、 具招生資訊連結功能，
丁、 採用中心同仁可以維護之 Web
技術
戊、 參考友校，如雲林科大、第一
科大、台科大、成大等，之網
頁模式訂定規範，並邀請其委
外之設計公司參與投標。
未來本校網頁功能擴充所需經費，建議
納入 97 年度之教學卓越計畫。

預定完成日
期

結果

備 註

97.12.31

執行中

附件六

97.06.30

已編入
97 年度之教
學卓越計畫

羅孟彥組長
劉光漢老師

羅孟彥組長

陳明堂主任
羅孟彥組長

2、95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算機指導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分工表
工作項目

校長指示

提案一

工作內容
(1)教室滿意度調查結果，可針對各
學 年不滿 意的 地方進 行分析 改
善，
(2)今年度各項工作計劃目前執行結
果，要與原工作計劃做比較，並
將具體成果在當年度最後一次會
中報告，讓委員瞭解。
參照教務處學雜費調漲程序，執行
學校對學生在校使用電腦與網路設
備酌收電腦使用費方案推動，於 97/1
推行。

負責人

預定完成日期

陳聰毅組長
翁希齡小姐
陳聰毅組長
羅孟彥組長
李俊宏組長

陳明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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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96.10.22
備 註

本次會議報告

附件四

本次會議報告

附件二.3

97.6.24

97.12.31

執行中

3、97 年度電算中心計畫工作(含延續性及新興) 執行成效報告
一、計畫項目及經費概算統計表
單位：元
業務
類別

業務(計畫)項目名稱

設備費

業務費 無形資產

延續推動業務

教室環境改善
20,000
微軟全校授權軟體租用
1,200,000
防毒軟體
200,000
全校行政教學軟體改善
網路核心主幹設備更新與擴充 1,500,000 200,000
電算中心暨行政大樓及圖書館
網路與電腦設備維護費
遠距教學系統維護費
校務行政系統及使用資料庫維
護費
Mail2000 軟體維護費(含 MPASP
垃圾信郵件防治軟體系統及
Sophos 防毒軟體年度授權合約)

1-2 資應組
1-3 諮詢組
1-4 資網組

780,000

2,610,000 1-5 諮詢組
90,000 1-6 資應組
1,300,000 1-7 資應組
300,000 1-8 資網組
延續推動業務

4,300,000 金額累計

年度新興工作

2-1 諮詢組

903,495

2-2 資應組
2-3 資網組
年度新興工作
金額
累計

500,000
300,000

設備費/業務費/維護費個別
300,000 903,495
總計

延續推動業務與年度新興工作
合計

1,800,000 2,523,495 1,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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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1 諮詢組

設備費/業務費/維護費個別
1,500,000 1,620,000
總計
擴充教室之記憶體及還原卡升
級或更換液晶螢幕
本校網站改版
Mail 主機磁碟陣列擴充

維護費

4,300,000

二、執行成效重點說明
(一) 1-1 教室環境改善(諮詢組)
預留颱風季節及雨季電腦教室突發狀況之臨時修繕經費，以保持各教室穩定，
提供師生良好教學環境。
(二) 1-2 微軟全校授權軟體租用防毒軟體(資應組)
1. 已提出請購-更新通用軟體的正式版權，維持全校行政教學用電腦基本運作功
能。
2. 已提出請購-更新防毒軟體的正式版權，年度租賃續約。
(三) 1-3 全校行政教學軟體改善(諮詢組)
中心已於6月初調查收集後再針對各教室採購所需上課軟體升級版權，以期教學
用書籍及軟體同步，並增購開放教室作業區軟體。
(四) 1-4 網路核心主幹設備更新與擴充(資網組)
延續由於對外頻寬提昇，更新管理學院、土木系、化材系、資管系、資工系網
路主幹L3 SWITCH單位提升為Giga頻寬，並防止IP佔用及管理閒置IP，提高網
路主幹穩定性及頻寬。
(五) 1-5 至 1-8 等維護合約(中心主任)
中心維護430萬元，比96年度實支減少34.6萬元(約7.96%)。
(六) 2-1 擴充教室之記憶體及還原卡升級或汰換液晶螢幕(諮詢組)
經調查未有老師使用新系統，改採購汰換資201教室液晶螢幕。
(七) 2-2 本校網站改版(資應組)
1. 豐富暨充實本校網頁內容，落實提升高應大對外形象與能見度，並提高本校
競爭力。
2. 符合行政院研考會「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設計，而建構一個同時兼具即時
性、互動性、易用性、便利性以及擴充性的無障礙網站。
3. 落實「行政機關電子資料流通實施要點」所規範的電子資料標籤與相關格
式，促進資料的流通與查詢的便利。
(八) 2-3Mail 主機更換磁碟陣列擴充(資網組)
已增購安裝硬碟使電子郵件系統並測試完成使主機運作更順暢，提升全校師生
mail系統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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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計算機指導委員會
電算中心各組工作報告
一、諮詢服務組
(一)
(二)
(三)
(四)

(五)

中心地下室資 002 教室之教學廣播系統已於 3/29 進行安裝與測試。
中心於 4/12～5/31 每週六上、下午時段與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第五科合辦二班
『外籍及大陸配偶初級電腦研習班』課程。
資 202 教室整修工程已於 6 月中旬提出申請，7 月初開始施工，預定 8 月底
前完成全部作業。
中心於期末前完成 96 年度使用本中心電腦教室內各項軟硬體使用問卷調
查，本次發出問卷計 904 人(回收 636 人)其中不滿意部份佔 7.5%，(如附件
四)，此調查結果將提供教室相關之改進，以保持電腦教室教學服務品質。
教育部於 6/23 上午在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辦數位學習示範課程「環境變遷與永
續發展」大專通識教學研習會，由中心支援行政工作業已圓滿完成。

二、資訊網路組
(一)

(二)

(三)

(四)
(五)

最近校園 P2P 下載軟體使用量偏高，且產生擬似侵權行為，為避免影響其他
網路資源使用及智慧財產權保蘐,網路組已於 1/18 禁止下列 P2P 平台使用：
(1) FOXY(gnutella)。
(2) BT(bit-torrent)。
(3) EDONKEY。
依教育部 97 年 1 月 22 日台技(四)字第 0970008142 號函通知，填報 97 年 3
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系統於 3 月 2 日前設定完成，並於 3 月
6 日及 4 月 21 日舉辦校內研習會，各單位已於 4 月 30 日填報完畢，並於 5
月 7 日前匯整資料輸出。5 月 12 日前將資料寄至『校務基本資料庫維運小組』
以備查。
寒假期間針對宿網小組新成員做網路課程集訓，主要內容如下：
(1) 網路基礎概念。
(2) L2 SWITCH 實機練習。
(3) 校園網路主幹與宿舍網路架構介紹。
(4) L3 SWITCH 實機練習。
中心主機房於 3 月份整修，將入口處老舊木櫃拆除及架設前端高架地板並設
無障礙坡度，目前已完成施工。
五月底已完成更新管理學院、土木系、化材系、資管系、資工系網路主幹
L3 SWITCH，主要功能包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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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八)

(1) 能提供多網段 IP 與網路卡 BINDING，防止 IP 佔用及管理閒置 IP。
(2) 每個網路 PORT 皆能控制廣播封包流量,防止廣播型病毒為害。
(3) 每個網路 PORT 皆為 Giga 模組，以建置單位網路 Giga 主幹。
燕巢校區地下一樓演藝廳增佈網路線，主要內容如下：
(1) 有線 UTP 網路線 6 條。
(2) 無線網路 AP 基地台室內及室外區域共 3 台。
主機房增加二廻路電源供 E-MAIL 磁碟陣列主機機櫃及卓越教學伺服器機櫃
使用。
中心配合研發處修改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作業時間從 6/5~6/12，並提供
一組帳號供其下載資料庫資料，以方便核對。

三、資訊應用與發展組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自本學期開始新增版面重要訊息置頂（Top）功能，實施
以來提供給各單位屬全校性且需在訊息頂端公告之即時性消息一個醒目的
宣導方式。
97 年度全校授權軟體部分含微軟 Client 端軟體及卡巴斯基防毒軟體已於近
日陸續完成續約事項，並為因應各系所外籍生增加，各電腦教室及研究室所
需英文版作業系統之需，中心已將 WindowXP、Office2003 及 Office2007 英
文版製成 iso 檔，並置於校務系統軟體管理網頁，讓各單位自行下載燒錄成
印象檔安裝使用。
97 年 3 月 31 日舉行之 96 學年度第 2 次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會議，協助相關
事宜包括：(1)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網路教學獎勵申請案審核。(2)訂定獎勵措
施以提升教師教學歷程檔案平台使用率及數位教材製作數量。
配合教務處教學服務組教師教學評量改版作業，本組提供校務系統資料庫與
相關功能權限的設計，同時正式開放日間部、進推部及進修學院學生線上評
量，與全校教師以及各系所主管觀閱評量的結果。
協助人事室及秘書室關於校長遴選影片置放校務系統提供教職員觀看之技
術支援。
校務行政系統於行政大樓 5 樓教務處異地備援伺服器新增 2TB 硬碟，以備份
日益龐大之資料庫資料，降低發生資料遺失的風險。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行政系統選課作業無重大事件發生，目前在原有選課
系統下，搭配使用新的教學評量系統，雖有部份小問題，但皆能迅速處理完
成，未來新系統漸趨成熟後，將讓選課作業更加順利。
會議系統已陸續增加各功能的權限保護，如:瀏覽會議時程、登錄工作報告、
登錄提案資料、歷年校務會議紀錄、歷年行政會議紀錄、查詢校務發展委員
會議紀錄、彙整議程資料等。請從主畫面進行登入動作，登入後各項功能的
使用與原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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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出差管理系統使已新增出國公差申請功能，煩出國從事公務者，請使用出國
公差申請取代出國休假申請。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教學開課申請日期由 5 月 26 日起至 97 年 6 月 13 日
止，共 22 門課提出。
中心配合 97 學年度高屏區四技進修部二專夜間部聯合登記分發電算組作
業，已順利進行下列各項業務：5 月初之教育部檢測、6 月 18 日至 6 月 20
日順利完成團體報名作業及 6 月中的集體報名作業及正在進行中的網路報名
作業。
進修學院 97 學年度高雄區四校【推甄】及【聯合】招生電算組作業，在天
方科技公司招生系統及詮翊電腦公司監控網路流量協助下，目前為止皆順利
進行中。
電算中心目前正積極進行技正職缺的甄選工作，於 97.05.21.召開第一次職員
甄審委員會決定評分標準，97.06.02.召開第二次實作測驗及面談評分，已完
成內陞的作業程序，期以嚴謹的態度尋覓傑出人才來為學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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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96 學年度使用電算中心各電腦教室問卷調查分析
電算中心為保持電腦教室服務品質，以 96 學年度全校師生對於電腦教室內各項軟硬體
之使用調查表，本次發出問卷計 904 人(回收 636 人)其中不滿意部份佔 7.5%，此調查結
果將提供中心在各軟硬體等設備改進之用。

96學年度使用電算中心電腦教室問卷滿意調查表
極不滿意
1.4%

不滿意
6.1%

很滿意
8.8%

尚可
34.6%

滿意
49.0%

96學年度全校使用電算中心各教室問卷滿意度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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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201

資20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滿意度比例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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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不滿意

90%

100%

96年度中心各教室問卷不滿意比率表
100%

80%

60%

資202

40%

資201
20%

資002
資001

0%

速度

網路

系統

空調

數量

電腦
系統

軟體

使用
系統

廣播

教學
速度

系統

硬體

服務

整體

大小

容量

硬體
度

明亮

燈光

根據各項議題問卷分析，中心除持續保持服務品質外，更會針對不滿意部份努力改進。

96學年度使用電算中心電腦教室各項問卷改進分析表
燈光明亮度
14人

硬體容量大小
19人
整體服務
28人

網路速度
107人

硬體系統速度
40人

使用軟體系統
44人

空調系統
80人

教學廣播系統
43人

電腦數量
58人

本次問卷計636件，人數為問卷各項議題回答不滿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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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電算中心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91.06.10 九十學年度第二次計算機指導委員會議通過
97.6.24 九十六學年度第二次計算機指導委員會議修正

第 一 條 依據
依據教育部台(90)電字第 90187600 號函，訂定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園網
路使用規範。
第 二 條 宗旨
本校校園網路的目的，在支援本校校務行政電子化與教學研究活動，並提供
各大學及研究機構間之相互教學研究活動，以分享電腦資源並提供資訊合作
機會。為充分發揮校園路功能、普及尊重法治觀念，並提供網路使用者可資
遵循之準據，以促進教育及學習，特訂定本規範。
第 三 條 校園網路之範疇
本規範訂定之校園網路包含本校教學、研究空間區域及宿舍空間區域內，與
電腦及網路相關之所有軟硬體設備。
第 四 條 規範之對象
本規範之對象為本校之教、職員、工、生。
第 五 條 尊重智慧財產權
網路使用者避免下列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一）使用未經授權之電腦程式。
（二）違法下載、拷貝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三）未經著作人之同意，將受保護之著作上傳於公開之網站上。
（四）BBS 或其他線上討論區上之文章，經作者明示禁止轉載，而仍然任意
轉載。
（五）架設網站供公眾違法下載受保護之著作。
（六）其他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第 六 條 禁止濫用網路系統
使用者不得為下列行為：
（一）散佈電腦病毒或其他干擾或破壞系統機能之程式。
（二）擅自截取網路傳輸訊息。
（三）以破解、盜用或冒用他人帳號及密碼等方式，未經授權使用網路資源，
或無故洩漏他人之帳號密碼。
（四）無故將帳號借予他人使用。
（五） 隱藏帳號或使用虛假帳號。但經明確授權得匿名使用者不在此限。
（六）窺視他人之電子郵件或檔案。
（七）以任何方式濫用網路資源，包括以電子郵件大量傳送廣告信、連鎖信
或無用之信息，或以灌爆信箱、掠奪資源等方式，影響系統之正常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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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以電子郵件、線上談話、電子佈告欄（BBS）或類似功能之方法散布
詐欺、誹謗、侮辱、猥褻、騷擾、非法軟體交易或其他違法之訊息。
（九）利用學校之網路資源從事非法教學研究等相關活動或違法行為。
（十）除因公務需要外，不得使用點對點(P2P)分享軟體。
第 七 條 網路之管理
（一）網路管理依據子網路(subnet)及子網域(subdomain)，分層負責管理原則
進行。
（二）各主機型態伺服器(WWW、BBS、FTP、DNS、NEWS、Mail Server)，
應設置專人負責管理、維護。
（三）宿舍區域內不得私自架設任何型態之主機伺服器，作業系統不在此限。
（四）相關權責管理單位，得另訂定管理辦法，以配合特殊需要。
（五）對網路流量應為適當之區隔與管控。
（六）對於違反本規範或影響網路正常運作者，得暫停該使用者使用之權利。
（七）應設置專人負責管理、維護。違反網站使用規則者，負責人得以刪除
其文章或暫停其使用。情節重大、違反校規或法令者，並應轉請學校
處置。
第 八 條 網路隱私權之保護
學校應尊重網路隱私權，不得任意窺視使用者之人資料或有其他侵犯隱私之
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為維護或檢查系統安全。
（二）依合理之根據，懷疑有違反校規之情事時，為取得證據或調查不當行
為。
（三）為配合司法機關之調查。
（四）其他依法令之行為。
第 九 條 違規處理
一、網路使用者違反本規範者，將受到下列之處分：
（一）停止使用網路資源。
（二）依情節之輕重，接受校規之處分。（教職員送教評會或人評會處理）
二、網路管理者違反本規範者，應加重其處分。
三、違規者另有觸犯法律行為時，行為人尚應依民法、刑法、著作權或其他
相關法令負法律責任。
第 十 條 本規範由「計算機指導委員會」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十一條 獎懲辦法
一、申誡：違反網路使用規範，情節較輕者。
二、小過：違反網路使用規範或管理辦法，情節嚴重者。擅自侵害的法定權益。
三、大過或定期查看：建立色情暴力網路或其他利用網路從事不法行為，情節
嚴重，影響校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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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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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高應大電子收文
附件五-2

教育部 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5 號
傳真：(02)2737-7043
聯絡人：塗正良
聯絡電話：(02)7712-9045

受文者：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8 日
發文字號：台電字第 0970077254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第 0970100108 號函、禁用 P2P 相關規定

主旨：請配合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規定於本(97)年 6 月底前訂定有關
公務電腦禁止安裝非公務用 P2P 分享軟體之相關規範，並
清查單位公務電腦軟體安裝情形，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中華民國 97 年 3 月 3 日資安
發字第 0970100108 號函辦理。
二、學校除行政人員外，亦應考量教師、學生等各類人員，依
校園管理訂定相關適用規範。
正本：大仁科技大學、大同大學、大葉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華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
、元培科技大學、元智大學、世新大學、台南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正修科
技大學、玄奘大學、佛光大學、亞洲大學、明志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明道
大學、東吳大學、東南科技大學、東海大學、長庚大學、長榮大學、南華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真理大學、高苑科技大學、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空中大學、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
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
臺南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國
立臺灣體育大學(臺中)、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崑山科技大學、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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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1002399

江大學、清雲科技大學、逢甲大學、景文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華梵大學、
開南大學、慈濟大學、萬能科技大學、義守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嘉南藥理科
技大學、實踐大學、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醫學大學、輔仁大學、輔英科技大
學、遠東科技大學、銘傳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靜宜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台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
心、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副本：本部高教司、技職司、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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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3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算中心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目編號
第六條
增列第(十)

原條文
增列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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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十)除因公務需要外，不得使用
點對點(P2P)分享軟體。

附件六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校首頁改版計畫執行進度
已完成事項:
1. 資料蒐集: 從技術面、架構面、功能面、內容面、與資訊檢索等面向分析國內各主要
國立大學與國立科技大學的學校首頁架構設計。
2. 訪談國內各主要國立大學與國立科技大學之網頁模式訂定規範，並了解其委外之設計
公司(資料整理如附件六-1)
3. 成立學校首頁改版委員會，經第一次會議後議決由資應組組長成立工作小組，了解並
蒐集校內各單位對網站改版需求。
4. 召開工作會議邀集校內各單位(出席記錄如六-2)並已彙整校內各單位對學校首頁改版
的需求(各單位需求整理如附件六-3)
5. 分析現有技術以及評估可能參與廠商的專業能力，以確定各單位需求的可行性。
6. 學校網站改版規格書已擬定，待學校首頁改版委員會議決通過

待完成事項:
1. 召開第二次首頁改版委員會議，議決學校網站改版需求規格書(預定完成日期:7 月十
號前)。
2. 預計七月中前公告招標。
3. 七月下旬開始執行網站製作，年底完成驗收與相關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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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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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2

第 23 頁，共 26 頁

附件六-3
單位名稱
副校長室
教務處

單位代表 是否納
入首頁
羅月秀
是
林宗輝
是

學務處

蔡保宗

是

許廣宗

否
是

進修推廣
部

巫聖惠

是

圖書館

陳瑩潔

否

軍訓室

凌銓

是

總務處
研究發展
處

理由

現在網頁缺點

如附件。
1.公告資訊空間不足，
單位所貼訊息很快被排
到次頁。
2.美工編輯可再強化
3.上傳公告資料介面不
易操作。
學務處現有網站將 受限學務處本身無相關
後端管理之程式設 技術人員可處理網頁程
計，惟本身並無相關 式修改，致網頁管理維
專業人力可做積極 護難以因應外界變遷而
性之管理維護。
做適當內容調整。
1.全校網頁風格一
致。
2.統一管理降低人
力成本。
3.資料彙整後，檢索
之便利性提高。
4.惟舊資料匯入之
方式恐將造成網站
移植困難。

1.背景主題色調不可替
換。
2.全校各單位沒有一致
性的簡介。
3.資料分類不清楚，檢
索不易。
4.資料不易更新維護。
5.與單位網站僅有連
結，增加各單位資料檢
索之困難。

1.目前網頁存放在
進修部 PC 上，安全
性低。
2.單位網站納入學
校，安全性及維護性
較佳。

以招生訊息為例：目前
需上傳三個網頁 1.學
校首頁 2.招生資訊 3.
進修推廣部，有可能作
連結,只要傳一次嗎?

未來首頁的
需求或建議
如附件。
1.加強公告及搜尋功
能。
2.招生資訊網及學雜
費資訊仍請保留於首
頁醒目處。
以現有方便之後端管
理為基礎，搭配學校專
業網管之技術支援，可
改善現有網頁管理，修
正等不易之困難。
1.可利用 CSS 方式設
計，便於替換背景主
題，可因應季節或節慶
更換，使網頁活潑化。
2.各單位至少應有基
本之簡介頁面，增加網
頁之內容深度。
3.可以參考現行 BLOG
的架構作為規劃參考
4.後續維護更新應納
入規劃。
5.廣告輪播欄位有
限，可利用跑馬方式增
加可用欄位。
上傳公告簡單。

是否可將圖書館連結
置放於首頁之第一
層，目前各校大多將其
置於學校首頁較明顯
的地方，以方便了解本
校資源。
維持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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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體育室

人事室
會計室

單位代表 是否納
理由
現在網頁缺點
入首頁
魏春娥
是
希望在新的網頁設
計上簡單化，讓操作
者在修改的時候較
為方便。
何主美
否
無意見。
蔡雅文
否
建議將學雜費專區置於
本校首頁較明顯位置。

通識中心

陳宛伶

是

師資培育
中心

林銘福

否

工學院
電資學院

鄒采蘋
廖幸園

是
否

人文社會
學院
電機工程
系

蕭麗娟

是

柯旭峰

否

工業工程
與管理系

鄭琇馨

是

資工系

陳建宇

否

通識中心自 97 學年
起，列為比照院級之
一級單位，應獨立於
人文社會學院之外。

給各單位網頁空間不夠
大，網頁互動性不高，
無法大量使用多媒體動
畫。
最新消息可否作分類:
例如：重要訊息、活動
訊息、各單位頭條…
等。

容易讓訪客搜尋到
比較工整。
由學術單位選項即 搜尋功能加強。
可選取。視工學院，
及管院，人文學院需
求，電資配合。

網頁版面寬度太小，功
能雜亂，網頁導覽不明
顯，美觀不足，Firefox
無法讀取部分網頁及功
能。
無法每位系上教師自行
更新網頁內容(期刊論
文，教學檔案，教材下
載...更新) 。

1.按鈕太多。
2.頁面設計太複雜。
3.太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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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首頁的
需求或建議

無特殊需求。
1.加強網頁搜尋功能
2.設一法規專區供各
單位上傳，以利使用者
查閱。
請學校提供網頁基本
套裝軟體，並增加網頁
空間。
後端管理維護能否改
成：只要在各行政及學
術單位多一項功能,在
這個功能欄位發佈的
訊息,也會同步顯示在
學校首頁。
可多放些校園景觀照。

加入各學院及系所的
重要公告，RSS 及
E-mail 重要訊息給想
知道的人(電子報) 。
1.讓每位系上教師擁
有自行更新網頁內容
之權限，確保資料的即
時性。
2.可以連結到老師的
個人網頁。
3.老師可在網頁上直
接修改內容。
1.影片。
2.簡單即可。
3.設計具現代感。

單位名稱
資管系

應用外語
系
文化事業
發展系

單位代表 是否納
入首頁
柯博昌
否

是
李穎杰

是

金融系

許淳妙

是

財稅系

胡鳳英

否

理由

現在網頁缺點

由學校統籌管理
1.歷史活動訊息公告，
分類方式待改進，建議
將公告方式以年度分類
較易查詢。
2.搜尋功能待改進，似
乎搜尋資料之速度較慢
3.首頁面應予以美化，
增添藝文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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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首頁的
需求或建議
1.IE6、IE7、Firefox
的相容度。
2.SQL Injection 檢測
3.RSS 資訊即時更新
4.首頁動態功能列表
的新增修改刪除。
5.系所資料與電算中
心資料同步(資料範圍
再斟酌) 。
不要過於僵化，功能可
以增加或刪減修改。
1.系所內部的最新資
訊異動，能否連結至首
頁公告，以節省公告之
程序。
2.建議將教務處公告
之學年度行事曆，放置
於首頁，以利查詢
3.訊息公告應加註分
類，如：徵才訊息，招
生訊息，藝文訊息，學
術交流研討會....等。
本系網頁現有功能保
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