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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計算機諮詢委員會暨遠距教學委員會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20 分 

地    點：蘭潭校區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李明仁校長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記錄 

記    錄：楊閔瑛 

 

壹、主席報告 

很高興各位委員能夠出席 99 學年度第一次計算機諮詢委員會暨遠距教學委 

員會會議，此會議關係到學校整體教學跟研究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這幾年來一直希望中心能夠提升效率，雖有進步但距離一流大學標準還是有 

一段距離，由於經費短絀，怎樣利用最有效的方法來提升我們的效率，這是 

目前最關鍵的，現階段整合系統不夠完善，未來希望能把文書、會計、人事、 

出納等系統整合提升；凡事要有妥善規劃才會進步。 

 

貳、工作報告 

書面報告：（請參閱會議書面資料） 

洪主任：中心系統研發組這兩年來一直在做整合全校資料庫系統。 

主席：英文網頁電算中心是幫了很大的忙，但似乎各系所程度及用心度不夠，系

所內涵及最近一直在更新的各行政單位包括招生、選課的英文網頁，實在

差強人意；達到國際化三大難題分別是：（一）英文網頁一定要加強；（二）

英文課程開的太少；（三）外籍生的輔導不夠，請大家共同努力。 

會計室吳主任：（一）感謝電算中心的幫忙協助，在讓原先的學雜費收費系統帳目

更清楚；系統上有提供應收及退費功能，但目前進修部及出

納組都會有零星造冊，怕會與系統脫節，產生出的清冊相對

也要花人力去比對，希望還是統一由電算中心系統產生，我

們才能掌控資料的正確性。    

       （二）人事系統包括課程系統給鐘點費清冊的方式，造冊出來非常

複雜，及非由學務處產生的學生工讀助學金印領清冊，行政

部門每天要花許多時間去審查，實際很浪費紙張與人力，希

望電算中心能夠協助可以減少紙張使用及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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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工讀生印領清冊上核章欄位是否可以精簡，必免延誤發放時程。 

會計室吳主任：現在發放工讀金會延誤時程大都是零星申請的，各單位或系所是

否可以跟著學務處學生工讀助學金的發放時間，這樣可必避免延

誤發放。 

洪主任：有關購買 Windows 7 及 Office 2010 方案已經結束，全校約購買 5 千多 

套，預計下個月初可發放。 

洪主任：比較關心的是即將畢業的學生，預計二個月後資訊能力檢定通過率可達

到 80%-90%。 

主席：資訊能力檢定希望能與 TQC 合作，學校提供所有服務，爭取降低考詴費用， 

進而取代校內資訊檢定，英文檢定也是如此。 

洪主任：今年中心是用鼓勵的方式讓學生參加校外檢定，中心提供 50 個名額，只

要通過校內資訊能力檢定者可免費報名參加校外檢定，慢慢提升學生參

加校外檢定通過率。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資訊網路組 

案由：有關撥接網路停用乙案，提請  討論。 

說明： 

一、目前本校撥接網路代表號為 2101112，採 ISDN 線路，一條 T1 線路可提供

23 條撥接線路(23B+D)，每條撥接線路的頻寬為 56K，每月費用 7,165 元，

一年費用需 85,980 元。 

二、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大都已改用 ADSL 或其他方式上網，而本校撥接網路因

速率慢，幾乎沒有使用者上線，已不符合成本效益。 

三、擬停止撥接網路的使用，退租撥接電話線路，每年可節省約捌萬陸仟元經

費。 

四、自本年度 6 月 1 日起,統計撥接伺服器流量，每日、週及月的平均使用量及

人數皆為 0（詳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資訊網路組 

案由：有關電子郵件帳號密碼，擬授權各系所、單位可以設定「密碼重設權限」

乙案，提請  討論。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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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學生電子郵件帳號之密碼更改步驟如下： 

（一）學生本人持學生證至各校區(蘭潭、新民、民雄)之電算中心或林森校

區進修部，在管理人員查驗身份後，由學生填單申請「密碼重設權

限」。 

（二）管理人員在接到申請單後，將申請學生的「密碼重設權限」設定。 

（三）擁有「密碼重設權限」的學生，在有效期內自行上網設定密碼。逾期

須再重新申請權限。(「密碼重設權限」可設定一次密碼，有效期限

為兩個星期。) 

二、由於管理人員對學生不熟悉，需要學生本人持學生證到場查驗；而申請地

點少，且非在學生上課活動範圍，造成學生在申請上的不方便。 

三、擬將申請地點擴大延伸到各系所、單位，由各系所、單位之管理人員查明

學生身份後，設定「密碼重設權限」，再由學生自行上網設定密碼。 

四、教職員工電子郵件帳號之密碼更改，擬回歸一般行政流程，比照學生的申

請方式辦理。由教職員工本人在系所、單位提出申請，各系所、單位之管

理人員設定「密碼重設權限」後，再由教職員工自行上網設定密碼。如此

可縮短申請等待時間，達到即時處理之成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資訊網路組 

案由：引用「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相關要點、規範及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提請 討論。 

說明： 

一、教育部廢止「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及「台灣學術網路管理原則」，並發

布「台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取代之。 

二、本校以往中所訂之相關要點、規範及辦法皆引用廢止之「台灣學術網路使用

規範」，因此需配合修訂改引用新頒布之「台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 

三、本次共修訂下列要點、規範及辦法共計7種。檢附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要點及規範 

名稱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說  明 

國立嘉義大

學資訊安全

管理規範實

施要點 

六、使用者管理 

 （一）使用者應遵守「臺

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及

本校校園網路使用相關

規定。 

六、使用者管理 

 （一）使用者應遵守「台

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及

本校校園網路使用相關規

定。 

將引用「台灣學術

網路使用規範」修

正為引用「台灣學

術 網 路 管 理 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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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

學電腦教室

管理作業規

範 

三、說明 

3.使用學術網路應遵守「台

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及

「台灣學術網路 BBS 站

管理使用公約」。  

三、說明 

3.使用學術網路應遵守「台

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及

「台灣學術網路 BBS 站管

理使用公約」。  

將引用「台灣學術

網路使用規範」修

正為引用「台灣學

術 網 路 管 理 規

範」。 

國立嘉義大

學電子計算

機中心網路

主機帳號管

理要點 

十二、本要點未規範之事

項，悉依本校相關規

定、「台灣學術網路

使用規範」及相關法

律辦理。 

十二、本要點未規範之事

項，悉依本校相關規

定、「台灣學術網路管

理規範」及相關法律辦

理。 

將引用「台灣學術

網路使用規範」修

正為引用「台灣學

術 網 路 管 理 規

範」。 

國立嘉義大

學 

網域名稱伺

服機(DNS)及

主機網域名

稱管理要點 

七、各機器的使用不得違反

「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

範」、智慧財產權、及相關

法律，否則不但中心可以直

接裁撤 DNS或主機網域名稱

的註冊，機器管理者並要自

負相關法律責任。 

七、各機器的使用不得違反

「台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

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律，否

則不但中心可以直接裁撤

DNS 或主機網域名稱的註

冊，機器管理者並要自負相關

法律責任。 

將引用「台灣學術

網路使用規範」修

正為引用「台灣學

術 網 路 管 理 規

範」。 

國立嘉義大

學網站管理

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台灣學術

網路使用規範」及「台灣

學術網路 BBS 站管理使

用公約」訂定之。 

七、BBS站架站管理： 

（九）使用者必須註冊完

全，必須告之真實姓

名、地址、電子郵件地

址或郵寄身分證影印

本。如註冊不全、不實

或違規使用者，系統管

理者應清除其帳號，並

根據「台灣學術網路使

用規範」，停止其使用

權三個月。 

八、本要點未規範之事項依

「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

範」及「台灣學術網路

BBS站管理使用公約」辦

理。 

一、本要點依據「台灣學術網

路管理規範」及「台灣學

術網路 BBS 站管理使用公

約」訂定之。 

七、BBS站架站管理： 

（九）使用者必須註冊完

全，必須告之真實姓名、

地址、電子郵件地址或郵

寄身分證影印本。如註冊

不全、不實或違規使用

者，系統管理者應清除其

帳號，並根據「台灣學術

網路管理規範」，停止其

使用權三個月。 

八、本要點未規範之事項依

「台灣學術網路管理規

範」及「台灣學術網路 BBS

站管理使用公約」辦理。 

 

將引用「台灣學術

網路使用規範」修

正為引用「台灣學

術網路管理規

範」。 

國立嘉義大 七、本申請辦法要點未規範 七、本申請辦法要點未規範之 將引用「台灣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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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網站架站

申請要點 

之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

定、「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

範」、「台灣學術網路 BBS站

管理使用公約」及「國立嘉

義大學網站管理要點」辦

理。 

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定、「台

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台灣

學術網路 BBS 站管理使用公

約」及「國立嘉義大學網站管

理要點」辦理。 

網路使用規範」修

正為引用「台灣學

術網路管理規

範」。 

國立嘉義大

學學生宿舍

網路管理要

點 

 

十一、本要點未規範之事

項，悉依本校相關規

定、「台灣學術網路使

用規範」、及相關法律

辦理。 

十一、本要點未規範之事

項，悉依本校相關規定、

「台灣學術網路管理規

範、及相關法律辦理。 

將引用「台灣學術

網路使用規範」修

正為引用「台灣學

術網路管理規

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系統研發組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作業計畫」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說明： 

一、配合台灣學術網路危機處理中心正式運作，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改至教育

機構資通安全通報應變網站進行資安通報應變作業，國家資通安全會報通

報應變網站亦停止教育體系的通報作業。修訂本校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

作業(含作業計畫、作業流程、事件處理單)。 

二、檢附「國立嘉義大學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作業計畫修正草案對照表」（附

件二）及「國立嘉義大學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作業計畫」（附件三）、「國

立嘉義大學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作業流程」（附件四）、「國立嘉義大學資

安事件處理單」（附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遠距教學組 

案由：請審議本學期新開設遠距教學課程申請。 

說明：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辦法辦理。 

二、本學期新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共計 2 門如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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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遠距教學組 

案由：九十八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評鑑審查，請審議。 

說明：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辦法第十二條規定，定期評鑑學校所

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成效。相同之課程，評鑑良好者，得不再做評鑑，

連續 2 學期評鑑不佳者，得禁止其續開該門課程。 

二、九十八學年遠距教學課程教學滿意度調查統計，如附件 。 

三、新開設之課程共計 4 門，包含郭建賢老師的台灣海洋生物多樣性、陳政見

老師的書藝與生活、吳游源老師的認識生命科學及王皓立老師的網際網路

導論，各科滿意度調查統計分數如附件( 3 分為普通，4 分為滿意，5 分為

很滿意)。 

四、建請上述 4 門遠距教學課程審查通過，未來可以續開。 

 
98(1) 台灣海洋生物多樣性(生) 郭建賢 4.23 

 書藝與生活(人－網路通識) 陳政見 4.64 

 生活與園藝(生-網路通識) 沈榮壽 4.35 

 管理學概論（社－網路通識) 池進通 4.33 

 人力資源管理（社－網路通識） 池進通 4.03 

 網際網路導論（物－網路課程） 李龍盛 4.11 

    

98(2) 認識生命科學 吳游源 4.12 

 網際網路導論（物－網路課程） 王皓立 4.71 

 網際網路導論（物－網路課程） 李龍盛 4.69 

 生活與園藝(生-網路通識) 沈榮壽 4.8 

 書藝與生活(人－網路通識) 陳政見 4.77 

 人力資源管理（社－網路通識） 池進通 4.4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 

案由：請審議本校「國立嘉義大學提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辦法」修正案。 

說明 : 

一、本次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提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辦法」，修改第一條文字及

第二條條文，新增在職生及 50 歲以上學生免於檢定。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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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第二條條文：身心障礙學生、及 50 歲以上有特殊原因經系（所）務會

議同意者）得以除外，文字修正後通過。 

 

肆、臨時動議 

林教務長：可以請電算中心幫忙將 80 幾年的學籍資料檔匯入系統；教務處願意支

付相關費用來解決問題。 

洪主任：可以找時間討論，中心需要多少時間與人力來進行本項業務。 

伍、散會 

上午 11 時 3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