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一○四學年度第二學期
計算機與網路中心指導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2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本校建工校區行政大樓 7 樓第 1 會議室
主席：楊校長正宏

記錄：黃俊榮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一、 上次會議紀錄及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況報告：略。

二、 計網中心工作報告: 略。
三、 提案討論
提案一：擬訂定「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計算機與網路中心機房伺服器代管服務
辦法」詳如附件三，(P.16-17)，提請審議。
說

明：
一、為降低各單位伺服器維運成本，落實節能減碳政策，提供非本中心管轄
之伺服器申請放置本中心機房機架空間，並為符合使用者付費精神，特
訂定本辦法。
二、經計算機與網路中心指導委員會會議討論後，再提行政會議審議。
三、伺服器電費計算：以 1U 伺服器用電功率 250W、每度電 3 元來計算。每
小時 0.25 度*24 小時*365 天*3 元=6570 元/年。
空調電費計算：以 PUE 值為 1.9 來計算，空調用電約為資訊設備用電的
0.9 倍。6570 元*0.9 倍=5913 元/年。
伺服器與空調電費合計為 12483 元/U/年。
四、參考友校收費標準：
學校

基本收費

南華大學

500 元/U/月

其他收費

國立中興大學 12000 元/2U/年 交換器通訊埠：500 元/年
國立清華大學 1450 元/U/月
決

機房空間設定：1500 元/次

國立政治大學 42000 元/2U/年
議：基本收費修正為 6,000 元/U/年，本辦法修正後通過，依程序提行政會議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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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擬訂定「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計算機與網路中心虛擬機服務管理辦法」
如附件四(P.18-19)，提請審議。
說

明：
一、為降低各單位伺服器維運成本，落實節能減碳政策，提供申請本中心虛
擬機，並為符合使用者付費精神，特訂定本辦法。
二、經計算機與網路中心指導委員會會議討論後，再提行政會議審議。
三、收費標準以不超過一般 IaaS 雲端運算費用為原則。
Linux、2 個 vCPU、4GB 記憶體、100GB 硬碟空間收費試算：2400 元+1200
元*2+1200 元*4+600 元*100=15600 元/年
四、參考 IaaS 業者收費：
1. 中華電信
A. Linux 標準型 M 型(2 個 vCPU、4GB 記憶體)，90 元*365 日
=32850 元/年
B. Windows 標準型 M 型(2 個 vCPU、4GB 記憶體)，100 元*365
日=36500 元/年
C. 30GB 硬碟空間，4.8 元*365 日=1752 元/年
2.

決

D. 100GB 硬碟空間，16 元*365 日=5840 元/年
微軟 Azure
A. Linux 基本層次 A2(2 個 vCPU、3.5GB 記憶體、60GB 硬碟空
間)，2669 元*12 月=32028 元/年
B. Windows 基本層次 A2(2 個 vCPU、3.5GB 記憶體、60GB 硬碟
空間)，4003 元*12 月=48036 元/年

議：本管理辦法之收費基準、執行對象..等，請計網中心再予研議及協調，
再予提送本委員會審議，本案先行撤案。

提案三：擬確認本校 105 年資安認證維運範圍，詳如附件五 (p.20)，提請審議。
說

明：
一、 資訊安全系統驗證範圍將逐步含括校務核心業務，並檢視每年在校級的
管理決策會議中檢視驗證範圍是否有調整必要。
二、依據 104 年委託漢晰技術服務有限公司資安認證維運案中「政府機關（構）
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與現況差異分析報告、一○四學年度第
一學期計算機與網路中心指導委員會會議提案二決議事項及 104 年原有
資安認證維運範圍增修。附件五 (p.20-24)
三、105 年資安認證維運範圍除現有認證範圍「計算機與網路中心、機房及校
務系統 (含子系統：基本資料系統，學籍管理系統，成績管理系統，課
程管理系統， 試務管理系統，教師鐘點費系統，操行管理系統，學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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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管理系統，學生社團管理系統，兵役管理系統，就學貸款系統，招生
管理系統)之安全維運 」及前述範圍以外全校網段所有系統設備之系統
弱掃事宜外再增加。
(一) 本校圖書館「使用者資料管理系統」及總務處「公文管理系統」ISMS
導入及通過第三方驗證。
(二) 完成自行開發系統之滲透測試及本校網路(包括架構檢測、封包監
聽與分析、APT 工具測試、網路設備紀錄檔分析等)資安健診項目。
決

議：照案通過。

四、 委員建議：
許委員光城: 有關之前委外開發之學習平台，經過 104 學年第 1 學期的推廣使用，
學務處從學生及老師取得相當多的寶貴意見，本平台將於 106 年由計網中心自行維
運，請計網中心規劃人力來了解平台之源碼，俾利後續無縫接軌維運。
五、臨時動議：無。

六、主席結論：
(一) 電子簽章系統已開發部分，應儘速於主管會議上線先行使用測試，以減少
後續與無紙化系統之結合開發後之測試期程。
(二) 有關中心硬體設備之採購應以逐年汰換辦理，以妥善運用中心經費。

七、 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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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一○四學年度第一學期
計算機與網路中心指導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9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 7 樓第 1 會議室
主席：楊校長正宏

記錄：黃俊榮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一、 主席致詞：略
二、 頒發委員聘書：略
三、 上次會議紀錄及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況報告，如(議程資料)。
四、 計網中心工作報告，如(議程資料)
五、 提案討論：
提案一：「104 年度資訊安全管理系統(ISMS )年審及個資及資訊安全管理制度委
託持續維運案」專案工作期中成果報告(略)如議程資料，提請審議。
說 明：
一、 依據 104 年 7 月 20 日核定「104 年度資訊安全管理系統(ISMS)年審
及個資及資訊安全管理制度委託持續維運案」專案工作報告書-專案階
段工作說明辦理。
二、 經查已完成工作項目及繳交之工作報告書符合專案工作報告書規定，報
告書摘要結果(略)如議程資料。
三、 本案經 104 年 9 月 2 日 104 年度資訊安全管理系統(ISMS )年審及個資
及資訊安全管理制度委託持續維運案」專案工作期中審查會議決議「依
據審查意見修正後通過」，並依據會議決議「提送 104 年第一學期計算
機與網路指導委員會議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本提案予以核備。
提案二：滾動修正本校 105 年資安認證維運範圍：本校圖書館「使用者資料管理
系統」及總務處「公文管理系統」納入 2016 年驗證範圍，提請審議。
說 明：
一、 104 年資安認證維運範圍「計算機與網路中心、機房及校務系統 (含子
系統：基本資料系統，學籍管理系統，成績管理系統，課程管理系統，
試務管理系統，教師鐘點費系統，操行管理系統，學生宿舍管理系統，
學生社團管理系統，兵役管理系統，就學貸款系統，招生管理系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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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運 」。
二、 依據 104 年 8 月 19 日「104 年度資訊安全管理系統(ISMS) 年審及個資
及資訊安全管理制度委託持續維運案」契約工作範圍確認會議記錄，為
考量整體外稽驗證之延續性，圖書館使用者資料管理系統於本年前須完
成「使用者資料管理系統」驗證前置作業、人員培訓及維運，俾利連同
總務處公文管理系統納入 2016 年驗證範圍，詳如(略)如議程資料。
三、 本案若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將依程序辦理 105 年持續維運認證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有關本校 103-106 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計網中心滾動修正新增項目，
提請審議。
說 明：
一、 為強化本校資訊環境，提供有效率的 e 化服務，擬於 105 年度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計網中心滾動修正：於「F 優化行政服務效能策略」項下新增
「提升行政 e 化」
，於「G 營造舒適校園環境」-「G-5 提高全校資訊環
境，電力配適度與網路環境妥適度」項下增列「多點同步遠距視訊系統」
及「應用層網路防護」等 3 項 (略)如議程資料。
二、 本案經 104 年 9 月 9 日中心主管會報審議通過，提送本委員會審議；本
案若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將依程序提送修正增列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六、 委員建議：
(一)

(二)

(三)

(四)

(五)

國立中山大學圖資處李錫智處長：有關貴校計網中心辦理之資訊安全及個
人資料保護，已相當具有成果，尤其個人資料保護已推動至全校行政單位
及教學單位院及系辦，其推動之進度，值得嘉許。
楊校長正宏： 國立中山大學為南部地區區域網路中心，其設備、規範及辦
理維運範圍，遠遠超過本校，其資訊安全維護之難度及事項亦遠高於本校，
國立中山大學應仍賡續協助本校提供更好之網路安全之服務。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邱月香理事長:資輔產業為未來國家發展重要方向，
其市場相當龐大如工業 4.0 大數據分析、IT 產業及資安產業等等、資訊人
員的培訓及建置良好之就業環境是國家急切推動的項目，政府長期重視資
訊硬體產業之發展，而漠視資輔產業軟體及人員就業環境的培養，使致資
輔人才之流失，及產業之移轉併購，應大力疾呼政府重視。
高雄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黃水成理事長：台灣現況資訊軟體往往係附加於
資訊硬體設備下，現況資訊硬體設備利潤日益微薄，而資訊軟體公司往往
係屬小型公司，資輔產業軟體及人員就業環境實屬不佳。高雄軟體科學園
區設立，係期望留住資輔產業軟體及硬體開發人員於高雄，身為 高雄市電
腦商業同業公會理事長，將盡最大的努力呼籲政府將經費撥付輔導資輔產
業，以創造良好之就業及學習環境，留住資輔資產及人才。
楊校長正宏： 針對工業 4.0 之發展趨勢，計網中心各組所發展或執行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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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及項目，均屬 low-end 層級，針對工業 4.0 之發展，計網中心應有人發
展如大數據分析之開發及運用，創造各組織之特色。
(六) 楊校長正宏：台灣以往重硬體輕軟體，資策會應負重大之責任 ，台灣硬體
是發展強項應結合軟體共同推廣，共同推廣至國際，增加硬體附加價值，
才有利潤，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邱月香理事長身為資策會常董，應要求
資策會下放計畫及經費，由下而上共同推動。
(七) 楊校長正宏：邱月香理事長及 黃水成理事長均是影響政府之重量級人物，
應多提供本校投入工業命 4.0 及資輔開發之經費及計畫，大家一起推動資
輔產業及人才之培訓。會後請 2 位理事長研商和本校合作之計畫，其可由
經濟部、工業局….等相關事業主管機關撥付經費給南部學校推廣開發合作
或人才培訓。
(八)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邱月香理事長:個人身為行政院相關大數據、雲端…
等諮詢委員及資策會常董，曾數度於行政院相關會議提供建言，深獲行政
院副院長的肯定，上次召開行政院之大數據會議，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已爭取到大數據推動補助款項，相關輔導範圍可至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網站查詢。
(九)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邱月香理事長:政府對資訊安全領域並不重視，但資
訊安全是極大且可開發之產業，我也極力建言政府需投入資訊安全之開發
及投入，培養相關之人才。
(十) 楊校長正宏：有關資訊安全是高階開發之產業，若政府不重視，可建議資
策會投入開發及輔導資訊安全產業。
(十一)電資學院電機系黃文祥委員：計網中心執行成效確實有目共睹，且中心資
訊安全及個人資料保護除了通過認證外，也期待透過認證落實資訊管理。
針對中心個人有 2 點建議如下，針對工業 4.0 的時代，請計網中心賡續評
估虛擬化平台之構建及其整體之效益，非僅在於節能及硬體維護費用節省。
從工作報告中得知軟體中心同仁負荷比已達 1.0 以上，如果開發及負荷持
續增加，其對中心開發人員有何影響。
(十二)執行秘書汪主任維揚:中心已在分析及研究外部化雲端平台及內部虛擬化
平台系統之構建系統之特性、種類及成本，將適時提出分析報告。關於黃
委員第 2 點所說「在開發及負荷持續增加，其對中心開發人員有何影響」
乙事，本中心除了賡續開發相關新增軟體外，亦經使用率及成本分析，開
始檢討已開發軟體之為運效能，逐步採以成本分析制來均和同仁之負荷，
以因應開發負荷持續增加。

七、 臨時動議：無
八、 主席結論：如委員建議說明事項。
九、 散會：16:00

p.3

附件二

全校資訊
全
訊化成本統
統計圖
1.依軟體
體組自行開
開發及委外開
開發系統與
與軟體協會
會間產值

表 1. 每月產值
值比
2.各系統
統工作項目
目所佔比率

目比
表 2.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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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單位
位使用系統
統成本分析

表 3.各
各單位成本
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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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 5 年
年來各開發
發系統與人力
力配置之統
統計

圖:近五年
年系統數一
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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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計算機與網路中心機房伺服器代管服務辦法
一、宗旨：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計算機與網路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提供非本中心管轄之
伺服器申請放置本中心機房機架空間，特訂定本辦法。
二、適用範圍：
本校各學術、行政單位。
三、實施要點：
(一) 本中心提供機房機架空間及必要之空調、電力、學術網路等基礎設施，供申請
單位放置伺服器等設備。
(二) 申請單位放置之設備以機架型伺服器為限，放置地點原則上為本中心燕巢校區
機房。
(三) 申請單位使用本服務，須遵守本校「校園網路使用規範」
、
「校園伺服器管理要
點」及本中心資訊安全管理系統(ISMS)規定。
(四) 本中心不提供作業系統、資料庫等相關軟體授權(License)，申請單位須自行準
備。
(五) 本中心不提供伺服器硬體設定、作業系統安裝、平台內容維護、資料備份等服
務，申請單位須善盡自行管理與備份責任。
(六) 申請單位之伺服器系統發生遭經由網路入侵、破壞、竊取資料等情形所衍生之
損失，本中心不負賠償責任。
(七) 申請單位之伺服器硬體、系統、資料因天災、停電、電信業者線路障礙等不可
抗力因素造成損失，本中心不負責賠償責任。
(八) 停電時本中心機房不斷電系統(UPS)僅能暫時提供停電期間之緊急用電，無法
長時間供應伺服器主機持續運作所需之電力，申請單位需自行判斷伺服器之處
置方式。
四、服務申請：
(一) 申請單位填寫「伺服器代管服務申請表」，提出書面申請，本中心得考量機房
相關設施容量狀況，決定是否接受申請。
(二) 申請單位之伺服器須黏貼校內財產標籤。
(三) 伺服器移入機房時，申請單位人員須與本中心管理者於現場核對其型號、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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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及財產編號等資料。
五、服務終止：
(一) 申請單位填寫「終止伺服器代管服務申請表」，提出書面申請。
(二) 申請單位違反相關管理規範時，本中心得立即停止提供服務。
(三) 伺服器移出機房時，申請單位人員須與本中心管理者於現場核對其型號、規格、
數量及財產編號等資料。
六、收費標準：
(一) 以 1U 為一單位計算，每單位每年 13,000 元整，未滿一年依使用期間比率收費。
(二) 本服務之收入以專款專用為原則，用於支付本服務相關維運費用，包含機房設
備擴充、汰舊換新等項目。
七、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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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計算機與網路中心虛擬機服務管理辦法

一、宗旨：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計算機與網路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提供虛擬機(Virtual
Machine)申請服務，特訂定本辦法。
二、適用範圍：
本校各行政單位。
三、實施要點：
(一) 本中心提供必要之伺服器、虛擬化平台、空調、電力、學術網路等基礎設施，
供申請單位使用虛擬機，申請用途以建置公務資訊系統為限。
(二) 申請單位使用本服務，須遵守本校「校園網路使用規範」、「校園伺服器管理
要點」及本中心資訊安全管理系統(ISMS)規定。
(三) 本中心僅代為安裝作業系統，不提供資料庫等相關軟體授權(License)，申請
單位須自行準備。
(四) 本中心不提供虛擬機作業系統設定、內容維護、資料備份等服務，申請單位須
善盡自行管理與備份責任。
(五) 申請單位之虛擬機系統發生遭經由網路入侵、破壞、竊取資料等情形所衍生之
損失，本中心不負賠償責任。
(六) 申請單位之虛擬機系統、資料因天災、停電、電信業者線路障礙等不可抗力因
素造成損失，本中心不負責賠償責任。
(七) 停電時本中心機房不斷電系統(UPS)僅能暫時提供停電期間之緊急用電，無法
長時間供應虛擬機實體主機持續運作所需之電力，申請單位需自行判斷虛擬機
之處置方式。
(八) 申請單位管理人員異動時，應主動向本中心更新聯絡資料。
(九) 申請單位須於服務期滿後 1 個月內將相關資料自行移出，逾期本中心有權將虛
擬機關閉且不負資料保管責任。
四、服務申請：
(一) 申請單位填寫「虛擬機服務申請表」，提出書面申請，本中心得考量機房相關
設施容量狀況，決定是否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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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期限最長以 5 年為限，期滿後如欲繼續使用，須再提出書面申請。
五、服務終止：
(一) 申請單位填寫「終止虛擬機服務申請表」，提出書面申請。
(二) 申請單位違反相關管理規範時，本中心得立即停止提供服務，已繳納之費用概
不退還。
六、收費標準：
(一) 基本服務收費 2400 元/台/年，每 1 運算核心收費 1200 元/年，每 1GB 記憶體收
費 1200 元/年，每 10GB 硬碟空間收費 600 元/年。
(二) 若申請單位未自行準備 Windows 作業系統授權，而由本中心提供 Windows 作
業系統授權，則增加收費 10000 元/台。
(三) 收費以年為計算單位，未滿一年依使用期間比率收費。
(四) 本服務之收入以專款專用為原則，用於支付本服務相關維運費用，包含機房設
備擴充、汰舊換新等項目。
七、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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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安全管理系統」
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
與現況差異分析
機密等級：限閱
編號：
版本編號：
紀錄編號：

修訂日期：104.07.24
使用本文件前,如對版本有疑問,請與修訂者確認最新版次。

p.11

1

目的：
為明確符合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流程，
透過資通安全（以下簡稱資安）管理，以防範潛在資安威脅，
進而提升國家資安防護水準。

2

依據：
依「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應辦事
項要求，A、B 級機關應於 104 年底前完成資訊系統分級、105
年底前完成應有防護基準，C 級機關依主管機關規定辦理。

3

責任分級定義：
依據「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中，
學術機構區分為：
3.1 A 級
凡涉及各相關機關委託研究具國家安全機密性或敏感性之學
校。
3.2 B 級
3.2.1 各大學。
臺灣學術網路各區域網路中心暨各直轄市、縣（市）教育
網路中心。
3.3 C 級
各學院、專科學校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故本校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歸屬為 B 級。

4

作業規定
請參考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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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名稱

資訊系統分

ISMS 推動

資安專

稽核方

業務持續

類分級

作業

責人力

式

運作演練

防護縱深

監控管理

安全性檢測

資安教育訓練

專業證照

(一般主管、資訊
人員/資安人
員、一般使用者

等級
B級

1.完成資訊
系統分級
(104 年底
前)
2.完成資訊
系統資安
防護基準
要求(105
年底前)

1.至少 2 項
核心資訊
系統完成
ISMS 導
入(106 年
底前)
2.至少 2 項
核心資訊
系統通過
第三方驗
證(107 年
底前)

指派資
安專責
人力 1
人

每年至
少1次
內稽

每 2 年至 1.防毒、防火 SOC 監控
少辦理 1
牆、郵件過 (105 年底
前)
次核心資
濾裝置
訊系統持 2. IDS/IPS
續運作演 3. Web 應用
程式防火
練
牆(機關具
有對外服
務之核心
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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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年至少辦 1.每年資安人員
理 1 次網
(資訊人員)至
站安全弱點
少 1 人次須接
檢測
受 12 小時以上
資安專業課程
2.每 2 年至少
辦理 1 次
訓練或資安職
系統滲透測
能訓練
2.每年一般使用
試
3.每 2 年至少
者與主管至少
辦理 1 次
須接受 3 小時
資安宣導課程
資安健診
並通過課程評
量

每年維持
至少 1 張國
際資安專
業證照與 1
張資安職
能訓練證
書之有效
性

5

作業項目與現況比較
5.1 完成資訊系統分級(104 年底前)
預計於 104/11/30 前完成。
5.2 完成資訊系統資安防護基準要求(105 年底前)
預計於 104/11/30 前完成。
5.3 至少 2 項核心資訊系統完成 ISMS 導入(106 年底前)
目前已符合要求。
5.4 至少 2 項核心資訊系統通過第三方驗證(107 年底前)
目前已符合要求。
5.5 指派資安專責人力 1 人
目前已符合要求。
5.6 每年至少 1 次內稽
目前已符合要求。
5.7 每 2 年至少辦理 1 次核心資訊系統持續運作演練
目前已符合要求。
5.8 防毒、防火牆、郵件過濾裝置
目前已符合要求。
5.9 IDS/IPS
目前已符合要求。
5.10 Web 應用程式防火牆(機關具有對外服務之核心資訊系統)
無。
5.11 SOC 監控(105 年底前)
無。
5.12 每年至少辦理 1 次網站安全弱點檢測
目前已符合要求。
5.13 每 2 年至少辦理 1 次系統滲透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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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5.14 每 2 年至少辦理 1 次資安健診
無。
5.15 每年資安人員(資訊人員)至少 1 人次須接受 12 小時以上資安專業課
程訓練或資安職能訓練
目前已符合要求。
5.16 每年一般使用者與主管至少須接受 3 小時資安宣導課程並通過課程
評量
目前已符合要求。
5.17 每年維持至少 1 張國際資安專業證照與 1 張資安職能訓練證書之有
效性
目前已符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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