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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電子計算機中心  

一、組織系統 

 

 

 

 

 

 

 

 

 

 

 

 

 

 

 

 

 

 

 

 

附註：計算機諮詢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進修推廣部主任、主計室主任、主任秘書、圖書館系統資訊組組長、

各學院院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資訊工程學系主任、資訊管理學

系主任、及由電子計算機中心推薦資訊教師若干名擔任委員，電子計

算機中心主任兼執行秘書組成之。以校長為主席，研討有關計算機中

心之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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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制與員額 

組  別 職  稱 員  額 

電算中心 主任 1人 

資訊網路組 組長 1人 

程式設計師 1人 

專案人員 2人 

諮詢服務組 組長 1人 

計算機操作員 1人 

技工 1人 

專案人員 1人 

系統研發組 組長 1人 

程式設計師 1人 

技士 1人 

技佐 1人 

專案人員 7人 

遠距教學組 組長 1人 

技士 1人 

專案人員 1人 

合  計  23人 

 

三、年度工作目標 

(一)網路業務規劃執行 

1.建置及維護校園網路。 

2.建置管理無線網路系統及網路漫遊服務。 

3.管理及建置校園骨幹網路。 

4.蘭潭、民雄、新民及林森宿網之網路設備維護。 

5.協調本校校區間光纖網路租用合約。 

 (二)支援教學 

1.承攬本年度微軟CA學生全校授權軟體之轉銷商「松崗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102學年度畢業學生能購買由 Microsoft 

公司所壓製具有單一獨立序號，可免 KMS 認証之光碟，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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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與微軟CA學生全校授權軟體合約續約下，享有合法使用權。 

2.購買全校性教學用軟體。 

3.定期更新電腦教室軟體版本，定期檢視軟體之合法授權(每學期

至少兩次)。 

4.各電腦教室安裝還原卡並持續更新軟體或軟體修正檔，改善電

腦中毒情形。 

5.電腦教室教學區IC卡管控程序優化，並宣導學生應多以樓梯上

下以節能。 

(三)校務資訊化業務執行 

1.本校全球資訊網維運及維護作業，包括全校各單位子網站系統

相關技術支援，並開始規劃設計APP。 

2.校園IC卡業務執行與維護，持續加強智慧型校園安全管理機制。 

3.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Web版)功能加強及新增需求規劃與開

發。除維護現有功能運作外，陸續協助各行政單位需求建置及

提供學籍、課務、必選修科目冊、教學評量、選課、成績、畢

業離校、學生工讀管理、學生請假、導師維護、班會會議紀錄、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學雜費減免、弱勢生、住宿、信件

領用、教學大綱上傳、捐贈管理、教師職涯歷程檔案、教師研

究計畫管理、財產管理、車輛管理、線上申請停車證、校友資

料管理。配合學校人事規劃及教師自審制度，建置人事差勤、

員工報到、生日卡片寄發、人事室線上投票、人事室知識管理、

教師提聘等各項行政E化改版及建置與校務線上服務。 

4.持續維持現行校務行政系統(Client版)功能加強及新增需求規劃

與開發，除維護現有功能運作外，陸續協助各行政單位需求建

置及提供學籍、課務、教師鐘點、選課、成績、畢業生離校、

操行獎懲、兵役、就學貸款、學雜費等各項行政E化建置與校務

服務。 

5.學雜繳費與銀行自動銷帳機制持續維護，提供快速及自動的繳

費處理流程，縮短金流處理時程及減少人工作業之失誤。 

6.配合語言中心、電算中心、體育室，規劃語文、資訊能力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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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能檢定機制自動化。 

7.配合時代需求潮流，導入RWD(Responsive Web Design)技術，進

行規劃、設計及開發新版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Web版)，並配

合資安作業ISMS完成單一帳密作業。 

8.招生及網路報名系統持續維護改進，提供快速及便捷的報名管

道。 

9.新生資料網路登錄系統維護，提供快速及便捷的入學報到管道。 

10.持續導入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建置本校資訊安全管理

制度(ISMS)，通過第三方驗證，持續進行PDCA及制度落實施

作。 

11.持續提供及配合本校各行政單位需求或法令規定等，提供各項

行政E化作業之規劃、設計、開發等各項資訊服務。 

 (四)綜合業務規劃執行  

1.開辦教職員工生電腦資訊教育訓練課程及加強個人電腦維護小

組工讀生之教育訓練。 

2.召開二次計算機諮詢委員會、四次中心會議，並追蹤各項會議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網路業務規劃執行 

1.管理及建置校園網路：除例行性的管理維護工作外，並完成下

列較重要工作，102年9月18日完成蘭潭校區理工大樓的有線及

無線網路工程驗收。102年10月21日完成民雄及新民校區50台網

路設備更新工程，新民校區A及B棟各樓層共27台網路設備全部

更新﹔民雄校區則更新初教館(4台)、科學館(4台)、美術館(3

台)、音樂館(2台)、創意樓(9台)、樂育堂(1台)。新增林森校區

育樂堂之校園網路，以室外AP連接育樂堂至林森機房之間，並

佈線至B1櫃台。102年12月25日完成小木屋的有線及無線網路建

置工程，由生技科學館拉光纖至小木屋，並依使用者需求設置

有線及無線網路。 

2.建置及管理無線網路系統及網路漫遊服務：完成民雄校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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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及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新增或更新無線AP，於民雄大學館演

藝廳、演講廳及控制室外牆加裝Cisco無線AP共計4台﹔另於新

民校區國際會議廳2台無線AP更新。完成民雄校區人文館無線

網路建置計安裝43台Aurba AP-93。規劃設計蘭潭校區食品系館

(含工場)的無線網路建置，預計103年8月可驗收。 

3.管理及建置校園骨幹網路：完成圖書資訊大樓至台灣魚類保育

研究中心之間的骨幹光纖鋪設工程，並於103年7月3日驗收。 

4.管理及維護宿舍網路：定期檢視及維修學生宿舍網路設備機房

冷氣，並解決學生宿網問題；同時持續辦理宿網流量監控，對

超流學生執行斷網3天之處罰；並對宿網維護工讀生定期辦理教

育訓練。 

5.執行電子計算機中心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辦理教育訓

練、BCP演練、內部稽核、進行矯正預防控制及召開管理審查

會議等活動。於102年8月27~28日辦理內部稽核，並於102年11

月27日通過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的重新驗證稽核。  

6.e-mail系統管理：擴充NetApp磁碟陣列系統,新增一組硬碟擴充

機箱及24顆硬碟，以供e-mail系統儲存資料。另使用MailGate垃

圾郵件防治軟體加強過濾垃圾郵件。 

7.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依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辦

理之網路管理工作，點對點互連(P2P)軟體已改為申請方可使

用。本學年度計發生0件疑似侵害智財權事件。 

8.協調本校校區間光纖網路租用合約：完成招標作業，與中華電

信公司簽訂103年度校區間光纖網路租用合約，目前正依約執行

中。 

9.配合教育部辦理社交工程演練﹕103年度第1次教育部社交工程

演練於103/05/27~06/23進行，本校提供行政人員(含兼職教師、

約聘僱及技工友)計235人之名單參加演練，其中3人開啟測試信

件，開啟率為至1.28%及點選連結率為0%，優於B級資安單位本

次測試平均值(13.29%及3.01%)，達到教育部規定之奬勵標準(開

啟率<2.5%及點選連結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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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與人事室、松崗資產管理公司合作於103年3月12日下午於蘭潭

校區圖書資訊大樓地下一樓演講廳舉辦「資訊安全課程-個資

法下的E-mail資料保護」資訊安全教育訓練，由微軟技術經理

常志誠經理介紹資訊、網路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因應之

道，計121名教職員工參加，參加同仁可登記研習時數3小時。 

11.配合校內活動協調、支援有線及無線網路服務：102年8月14~15

日支援於新民校區召開的高中職校長會議之無線網路服務,參

加校長約300人﹔102年11月26日支援「102年師資培育之大學

主管聯席會議」之網路服務；103年3月29~30日支援「103年全

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之有線、無線網路服

務，於瑞穗館、嘉禾館、學生活動中心等場地設置有線、無線

網路；103年4月22~23日支援學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的職涯

博覽會及校園徵才活動；103年6月7日支援三校區同步視訊畢

業典禮之網路視訊轉播服務。 

(二)支援教學 

1.承攬本年度微軟CA學生全校授權軟體之轉銷商「松崗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102學年度畢業學生能購買由 Microsoft 

公司所壓製具有單一獨立序號，可免 KMS 認証之光碟，於學

校與微軟CA學生全校授權軟體合約續約下，享有合法使用權。 

2.購買全校性教學用軟體。 

3.定期更新電腦教室軟體版本，定期檢視軟體之合法授權(每學期

至少兩次)。 

4.更新民雄校區電腦教室壹間，以因應多媒體教學需求。 

5.提升電腦教室硬體維護(修)品質。 

6.各電腦教室安裝還原卡並持續更新軟體或軟體修正檔，改善電

腦中毒情形。 

7.電腦教室教學區IC卡管控程序優化，並宣導學生應多以樓梯上

下以節能。 

(三)校務資訊化業務執行 

配合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進修部、研發處、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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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師培中心、語言中心等單位之業務需求，維護、開發

校務資訊系統相關程式及修改資料庫架構： 

1.完成本校全球資訊網維運及開發作業：持續修改本校全球資訊

網相關程式與增加版面，維持網頁資訊的新穎性及正確性，並

且通過無障礙網站驗證。另根據「國立嘉義大學網站管理規範

要點」，有效管理本校全球資訊網網頁系統。 

2.完成校園IC卡業務維護執行： 

(1)協助門禁系統權限進出記錄查詢及卡片修復及檢核事宜。 

(2)校園IC卡卡務、門禁、資訊站、巡邏等系統維護。 

(3)負責門禁、資訊站、差勤刷卡等設備維護。 

(4)與合作銀行、製卡公司及各管理單位取得密切聯繫，使新生

學生證如期發放。 

(5)門禁卡務系統維護更新，以持續相關業務。 

3.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Web版）功能加強及新增需求規劃與開

發： 

(1)持續維護必選修科目冊暨課程地圖。 

(2)持續Web教學大綱維護系統。 

(3)新增教師教材上傳功能。 

(4)持續教學評量系統Web維護。 

(5)學分學程資訊系統新增開課數及跨院系修讀統計表。 

(6)維護選課相關報表網頁版。 

(7)維護學生證件申請作業系統。 

(8)新增會議系統並維護會議簽到系統。 

(9)維護校友資料網及校友資料管理系統。 

(10)維護捐贈管理系統維護，提供線上填寫捐款單及管理維護。 

(11)產官學管理系統維護。 

(12)持續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維護及開發。 

(13)規劃空間管理系統。 

4.持續維持現行校務行政系統（Client版）功能加強及新增需求規

劃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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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籍系統：持續新生學籍維護，更新相關程式3支。 

(2)課務系統：配合網路課程規定，更新開課作業系統相關程式5

支。 

(3)選課系統維護：修改選課篩選程式加上跨部、跨學制不得超

過已選學分數1/3。 

(4)成績系統維護：配合相關會議與規定，修改成績系統6支，新

增程式3支，。 

(5)畢業生離校手續作業系統維護：修改相關程式7支。 

(6)教師鐘點計算系統維護：修改相關程式3支。 

(7)學務系統：持修維護住宿系統、學雜費減免維護系統、學生

工讀管理系統。 

5.學雜費繳費與銀行自動銷帳機制建立及維護： 

(1)產生年度綜合所得稅扣除額之學雜費資料上傳至教育部。 

(2)進行銷存系統規劃與開發完成上線。 

(四)遠距教學課程 

1.辦理數位學習教師資訊研習計20場次。 

2.線上統計調查網路輔助教學成效，滿意度達4.0。 

3.推廣使用網路輔助教學平台課程1,764門。  

4.辦理網路課程網路視訊教學，提供民雄及蘭潭兩校區通識講座

課程即時轉播，共30場。 

5.於電算中心網頁介紹與宣傳數位學習型態。 

(五)綜合業務規劃執行 

1.配合ISMS資訊安全認證，強化合法軟體使用之宣導，落實「杜

絕非法軟體」之軟體使用。 

2.提升電腦維護小組工讀生教育訓練。 

3.持續協助各學術及行政單位網站管理並符合無障礙化。 

4.協調學校入口網站內容分工及職掌之連繫工作。 

5.加強宣導智慧財產權與自由軟體之觀念。 

6.防毒軟體之全校授權，教職員可上網站下載、安裝、更新。 

7.加強微軟CA校園授權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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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不定期訓練本校之電腦維護小組工讀生，提供本校各單位同仁

叫修服務，節省維護費用及時間。 

9.強化服務品質，提高服務效率並強化電話禮儀與問題追蹤。除

恪遵工作規範外，遇有需即時提供服務者，以電話聯繫或現場

支援提供服務。 

10.協助校內各教學單位網頁落實英文化。 

11.網頁管理與內容建置，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Windows 7/8及

Office 2010/2013 啟動方式為KMS；由「校務行政系統」登入，

點選左方「下載微軟授權軟體」功能項，下載「認證程序檔」

完成認證作業。    

五、年度創新業務與成果 

(一)配合教學卓越計畫開辦混成教學課程，審查內容分級，初級課程

吸引未曾使用數位平台教學方式的教師，進階課程深化數位教學

授課模式。進行課程內涵的質變，開辦至少五類不同屬性的課程，

包含簡報語音錄製類、教學影片類、課程線上討論類、課程線上

作業類、視訊教室教學類、pdf輔助教材類、診斷式教學類等，共

計完成17門進階課程。 

(二)與松崗資產管理公司合作辦理研習活動，於102學年度舉辦3場，

參加同仁可各登記研習時數3小時。活動資訊如下： 

1.2013/10/15 Microsoft Office 365研習課程。 

2. 2014/2/26 Microsoft Win 8.1研習課程。 

3. 2014/3/13 Adobe Acrobat XI研習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