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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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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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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算中心編制與員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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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及驗收進德樓之網路工程。 
2.建置初教館之無線網路工程及管理本校無線網路系統及網路漫

遊服務。 
3.管理及建置校園網路(新建進德樓骨幹回蘭潭校區、更新民雄校

區部分校園骨幹網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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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建置蘭潭、民雄及新民等3校區的機房環境控制系統。 

(二)支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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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電腦教室硬體維護(修)品質。 
2.加強電腦教室軟體安裝更新。 
3.購置及租用全校性之教學軟體。 
4.維護電腦教室良好之教學環境與使用紀律。 

(三)校務資訊化業務執行 
1.本校全球資訊網維運及開發作業，包括全校各單位子網站系統及

版面一致性規劃與相關技術支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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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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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管理、住宿、

信件領用、教師研究成果、教學大綱上傳、教師計畫管理、財產

管理、車輛管理、線上申請停車證、短促方案人員資料管理、校

友資料管理等各項行政E化改版及建置與校務線上服務。 
4.配合時代需求潮流，導入Web2.0，進行規劃、設計及開發新版E
化校園（校務行政系統Web版）單一簽入入口網站及公用模組等

作業。 
5.招生及網路報名系統維護，提供快速及便捷的報名管道。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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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配合學校人事規劃及教師自審制度，規劃及建置人事差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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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置。 
8.學雜繳費與銀行自動銷帳機制建立及維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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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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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校園IC卡業務規劃及執行，建立智慧型校園安全管理機制。 
10.導入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理規範，建置本中心資訊安全管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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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進德樓學生宿舍之網路建置工程：完成進德樓學生宿舍佈線

工程，以1G的光纖連接蘭潭校區機房，8層共計建置337個資訊

點供住宿學生使用。 
2.管理及建置無線網路、提供網路漫遊服務：建置民雄校區初教館

無線網路，共佈建50個無線基地台供師生使用；並配合教育部政

策將無線網路漫遊服務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移轉教育部

「TANet無線網路漫遊交換中心」。 
3.管理及建置校園骨幹網路：重新佈放民雄校區中心機房至人文

館、科學館、音樂系、美術系、育樂堂、朷教館、警衛室等建築

之光纖骨幹等。更新林森校區應數系、蘭潭校區應物館、應化館

骨幹線路。 
4.建置機房環境控制系統：100年3月15日驗收包括蘭潭、民雄及新

民等3校區主要機房的温度、濕度、漏水、偵煙、電力、備援電

力(UPS)、空調、門禁、消防等監控及預警系統。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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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校區間光纖網路租用合約，目前正依約執行中。 
6.執行電子計算機中心資訊安全管理制度(ISMS)：辦理教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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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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99年12月7~8日通過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的第一次

追查稽核認證。  
7.e-mail系統管理：持續進行e-mail系統軟硬體維護，並安裝垃圾郵

件防治軟體，過濾垃圾郵件。 
8.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依計畫辦理大專院校校園保護智慧財

産權行動方案之網路管理部分，點對點互連(P2P)軟體已改為申

請方可使用。本學年度計發生2件疑似侵害智財權事件。 
9.辦理社交工程演練計畫:配合教育部辦理「100年度學術機構分組

防範惡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練計畫」，除進行資訊安全宣導工

作，並於100年4月函送397人參加演練，197人抽中參與測試，其

中3人開啟惡意郵件，開啟率為1.52%；1人點閱惡意郵件所附連

結，點閱率為0.51%；開啟率及點閱率皆低於B級資安單位本次

測試平均值(17.99%及7.93%)，並且低於教育部所訂之本年度目

標值(10%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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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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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及租用全校性教學用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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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新蘭潭校區與民雄校區各電腦教室乙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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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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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服務櫃台提供即時支援，除資訊軟、硬體外，亦針對流行病如h1n1
等提供衛教與消毒等相關措施。 

(三)校務資訊化業務執行 
配合教務處、學務處、進修部、研發處、人事室、通識中心、師

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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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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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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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E化校園功能： 

(1)校務行政系統網站入口(單一簽入入口網站及公用模組系統)正
式上線使用。 

(2)校務行政系統網站完成中英雙語化介面。 
(3)運動場地線上借用管理系統設計與開發。 
(4)學生體適能成績管理系統設計與開發。 
(5)新增教師鐘點線上查詢功能。 
(6)新增各系所開課比及開課容量查詢功能。 
(7)必選修科目冊之課程地圖建置： 

A.新增核心能力維護。 

B.新增基本能力指標維護。 

C.新增核心能力檢核指標機制維護。 

D.新增領域維護。 

E.新增職類維護。 

F.新增未來發展維護。 

G.新增課程地圖維護。 

H.新增全校課程地圖瀏灠程式。 

I.新增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地圖批次複製。 

J.學習歷程圖檔轉檔程式。 

(8)新增Web教學大綱維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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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新增教學大綱維護界面。 
B.新增教學大綱複製功能。 

C.新增各單位大綱未填寫完整及填寫率之查詢程式。 

D.新增大綱核對清單，以供課務組印出予單位核對。 

E.新增單位大綱核對用系統，以檢核內容是否正確完整。 

F.新增單一課程教學大綱內容列印。 

(9)教學評量系統Web新版維護： 
A.異動資料架構，將評量分成一般課程、實驗課程及實作課程

問卷，並修改所有相關報表。 
B.非母語授課資料不列入校平均計算。 
C.期中評量回收率不足50%需納入校平均計算。 
D.新增定性題型。 
E.評量新增篩選題作為純統計用，互檢題用以區分問卷類別。 
F.教師評量統計表新增雷達圖顯示。 
G.將部份評量報表改依課程性質及學制平均值統計 

(10)配合修正提早開放Ｅ化校園學生期中成績查詢。 
(11)增加學生抵免科目查詢網頁程式，學生可以在網頁上查詢自

己已通過抵免、抵修的科目及學分。 
(12)重新改寫學生抵免抵修查詢、期中各項考核成績查詢、單學

期成績查詢，提供中英文雙語介面及套用新版基礎模組。 
(13)學生工讀管理系統維護，提供學生工讀登記、單位工讀時數

維護、學生工讀時數與工讀金維護等。 
(14)學生請假系統維護，修改線上請假流程。 
(15)線上申請清寒優秀學生獎學金，協助辦理99學年清寒獎學金

申請與發放。 
(16)修改操行獎懲系統網頁查詢獎懲紀錄英文版。 
(17)捐贈管理系統維護，提供線上填寫捐款單及管理維護。 
(18)產官學管理系統維護： 

A.計畫基本資料建檔、計畫請款、經費流用變更、計畫延期、

助理人員約用申請等作業，計畫主持人須從線上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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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行政程序簽核辦理。 

B.管理者線上審核及報表匯出及列印。 

(19)教師職涯歷程檔案開發，教師個人基本資料、教學部分、研

究部分及服務部分資料報表產出及線上維護。 
3.學籍系統： 

(1)99學年新生轉入學籍檔。 
(2)轉出新生資料給各處室。 
(3)維護學籍系統。 
(4)轉換學年並升級維護。 

4.課務系統： 
(1)因應遠距教學平台整合，修改相關程式。 
(2)配合教學評量新增評量種類，修改開課作業相關功能。 

A.合班課程評量種類不一致，需出現提醒訊息。 
B.要接授評量而未填評量種類，於開課時出現提醒訊息，於修

正時禁止存檔。 

(3)開課作業，若實驗實習課程之授課類別為正課，新增提醒功能。 
5.教師鐘點計算系統維護： 

(1)新增五年一貫的學生（預研生）及碩專班，每位每週折算0.5
小時功能。 

(2)博士生與碩士生需二年級以上才能折抵鐘點；預研生不限年

級，僅限身份。 
(3)配合期初教學評量及教學大綱上網，合併、更改教師代號時，

同步修正相關檔案。 
(4)教師申請全學年合併計算鐘點維護： 

A.新增以系所為單位建檔功能。 
B.新增在校專任教師才能建檔之判斷功能。 

(5)教師指導研究生折抵鐘點資料審核，新增以系所為單位審核功

能。 
(6)教師鐘點資料表，新增教師代碼欄位。 
(7)配合主持研究計畫折抵鐘點改由教務審核，修改相關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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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選課系統維護： 
(1)配合100學年度起轉系檔新增教學分組，修改必修科目預先設

定相關程式。 
(2)在校生選課預先設定批次作業，將課程類別為0101、0106之課

程，特殊修別改設定為0通識。 
7.成績系統維護： 

(1)修正日間部書卷獎郵局代存總表(407)、團體轉存明細(030) 及
媒體檔。 

(2)修正成績自動列印站歷年成績表，修正自動計算取消除了最後

一學期以外各學期的學期名次計算，以減少學生等候時間。 
(3)協助教務處及進修部產生99學年第1學期書卷獎學生名單，排

除修課學分低於標準及同分者優先順序。 
(4)修正成績自動列印站程式，增加保護名單不提供列印功能。在

校成績證明書、學生歷年成績表，保護名單內學號檢查及列印

前提示承辦人員確認為本人申請。 
8.畢業生離校手續作業系統維護： 

(1)修正畢業生離校手續作業，畢業問卷填答比率門檻由固定75%
改為從參數資料表自訂，自99學年度起訂為80%。 

(2)修正教育學程學分證明書，增加適用教育部核准課程標準。 
(3)修正師範學院教育學分證明書，修正必修課程改列選修課程判

別。 
(4)修正各項專業學程學分證明書版面編排調整學程名稱位置。 
(5)修正畢業前三名獎狀列印程式，增加國際志工及宿舍幹部獎狀

版面。 
(6)預備畢業生離校手續作業增加僑生或外籍生國際學生關卡及

勾選程式；恢復大學日間部學制學生學習歷程完成率門檻；修

正學生學程資料表判斷師資生身份。 
9.基礎學科學力競賽系統：教學發展中心需求訪談，後續進行系統

分析與資料結構設計。 
10.住宿系統維護：進行99學年度第1學期之新生住宿登記與排定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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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房號，協助辦理99學年度第2學期之舊生住宿抽籤。 
11.學雜費減免維護：協助辦理99學年度之學雜費減免上傳教育部。 
12.新增班級學生相片名冊。 
13.學雜費系統維護： 

(1)修改繳費單查詢頁面為英文版面。 
(2)新增學生繳費證明單列印程式。 
(3)新增收據系統上線。 
(4)新增綜合所得稅匯報程式，並產生99年度綜合所得稅扣除額之

學雜費資料上傳至教務部。 
14.校園IC卡業務規劃執行： 

(1)協助門禁系統權限查詢及卡片修復及檢核事宜。 
(2)執行門禁汰換案第三期招標案，並完成驗收及系統程式安裝測

試及上線。 
(3)校園IC卡卡務、門禁、資訊站、巡邏等系統維護。 
(4)負責門禁、資訊站、差勤刷卡等設備維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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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辦理各項臨時卡業務。 
(7)辦理例行性換、補發錄卡及寫卡等卡務作業。 

(四)遠距教學課程 
1.辦理教師網路輔助教學研習23場次。 
2.線上統計調查網路輔助教學成效，滿意度達83%。 
3.推廣混成式網路輔助教學課程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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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即時轉播與錄製共約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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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電腦維護小組工讀生教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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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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不定期訓練本中心之電腦維護小組工讀生，供本校各單位同仁叫

修，節省維護費用及時間。 
9.強化服務品質，提高服務效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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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強化電話禮儀與問題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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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Windows Vista/7及Offic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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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配合辦理100年「大學校院國際學生學習環境調查訪視計畫」，

協助各單位加強本校全球資訊網雙語化之指標內容及技術支

援。 
(3)100年4月20日舉辦全校教職員工「站在雲端看世界」研討會，

提昇同仁認識雲端科技新概念。 
    

五、年度創新業務與成果 

1.配合教學卓越計畫開辦混程教學課程，於網路教學平台建置同步即

時視訊教室，修課學生不管是位於民雄校區、蘭潭校區或新民校

區，只要透過校園網路，師生可以進行即時同步視訊教學或討論。

上課之簡報檔內容及教師影像清楚的呈現在螢幕上，透過麥克風音

響設備，即可進行師生即時影音互動教學。 
2.配合考選部學歷認證平台，採用模式三：自動批次檔案介接，安裝

考選部WEB service介接程式，設定資料庫連接資訊及查詢介面。

提供考選部透過網路安全通道自動化查驗本校自89學年度起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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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歷驗證，協助國家考試網路報名達成無紙化，也簡化本校畢

業學生報名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