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楊11華司長、李德
財校長共同宣布合作平台芷式啟動 。

(左起為 NII 吳國雄執行長、教育部莊玉秀高級

分析師、教育部楊~I華司長、本校李德財校長、

SGS 鮑略兒協理、本校計資中心昌瑞麟主任)

PIMS: 個人資訊管理系統
那一年，我們導入的個資保護

畫、緣起

r1'國人資料保護法」於 99 年 4 月立法院

三讀通過，並於 101 年 10 月正式上路，對於公

司企業及機關學校，皆帶來巨大的影響，如何

提升員工對於個資保護的意識， 8成為重要課

題。本校李德財校長為聞名國內外的資訊科學

學者，資訊安全更為其專長，有鑒於學校擁有

大量職員、教師、學生與社會人士之個人資料，

應及早建置相關管理機制，除了避免執行業務

時不慎觸犯法令，亦可降低個資遭竊或外洩之

風險。故倡導、推動本校成立「資訊安全暨個

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J '導入個人資訊管理

制度(加onal Infonn組on抽nagement Sys剛PIMS) , 
並以強化校務行政相關作業之個人資料保護為

目標。

E 、 P IMS 導入時程

一、 101.03 中興大學領先全國，啟動個資防護

機制

計資中心於 101 年 3 月 22 日下午，在致平

。文 / 校友中心、計資中心綜合整理

廳舉辦「資訊安全與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專

案毆始會議J '由徐堯揮副校長主持，宣示中

興大學進入個資元年，正式敢動校內個資防護

機制。並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家資訊基本建

設產業發展協進會(下稱 NII) 的協助下，導入

「個人資訊管理系統J (下稱 PIMS) ，於 101 年

底完成行政單位 BSI0012 國際標準認證。

此外，依據本校第 367 次行政會議訂定之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

要點〉第五點，成立「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會J '由林俊良副校長擔任資訊安

全長(召集人)負責督導，計資中心呂瑞麟主

任為執行秘書，負責制度之推動事宜，藉此落

實校內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

﹒區區轉陸國
l酷!!..\II 目F.lilrl幢主動瞌組盟i圖l
Eæ:閻長~，~~重E閹割府~也4

...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之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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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1.04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 (PIMS) 之導入

因 NII 過去輔導其他單位建置 PIMS 與通

過BS 10012第三方驗證，有著非常豐富的經驗，

是以由 NII 協助本校進行一系列 PIMS 的導入

建置活動。導入過程分為兩梯次，第一梯次針

對全校行政單位，以一年時間為期，第二梯次

則於 102 年針對學術單位進行。而 PIMS 專案

預計分六個階段進行，如上圖所示。

為了配合 PJMS 導入工作，計資中心於此

段時間陸續培訓近 40 名個資主導稽核員，每人

受訓時數 40 小時，作為各單位個資稽核的種子

人員。並協助辦理內部稽核，以期能順利進入

PIMS 的正式建置工作。

。小結

藉由 PIMS 之建立，讓本校同仁可維持與

改善個人資料保護管理程序，確保在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面與實務面，皆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政

策與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法律要求。

三、 101.05-09 PIMS 前三階段之鐘圖

為達成 PIMS 之建置，計資中心主辦多場

專題演講，讓校內同仁對於個資保護有進一步

的了解，略述如下:

(一)個人資料保護演講 :5 月 17 日邀請行政

院科技會報柴惠珍主任假資訊科學大樓致

平廳演講，講題「那一年，我們談的個人

資料保護J '內容大綱分為個資保護法概

要、個資外洩知多少、保護你的個資，建

置校內同仁初步的個資觀念。

(二)個人資料隱私衝擊分析與風險評鑑 :6 月

14 、 15 日二天下午，邀請 NII 資深經理

劉志銘先生演講，主題「個人資料隱私衝

擊分析與風險評鑑J '介紹個資資產清冊

建立、說明風險評鑑與風險管理作業及清

查網站個資方式。

(三)舉辦個資研討會 :9 月 21 日辦理「個人

資料檔案風險評鑑暨鑑別結果討論說明

會J '分享建置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的

經驗談，以加深同仁對如何做個資風險分

析的印象，並針對第三方驗證稽核員抽查

提問之內容做說明。

除此之外，計資中心也陸續對校內 82 個單

位進行訪談，藉此協助各單位資產盤點，並完

成風險評鑑之分析。

四、 101.10 逐步完成 PIMS

因內部稽核將於 10 月底舉行，外部稽核

亦將於 12 月初登場，故計資中心除陸續辦理

PIMS 相關的教育訓練外，也協助各單位完成稽

核所需具備之文件，並徹底落實「說、寫、做」

一致的導入精神:

(一)專案執行準備與管理:完成專案工作說明

書、專案行前會議、專案敢始會議。

(二)流程訪談暨個資盤點作業:完成「個人資

料檔案清冊」

(三)個人資料管理衝擊分析及風險評鑑:完成

導入單位之「個人資料檔案風險評鑑」

與各單位確認「個人資料檔案風險處理計

畫J 0 並協助各單位完成「個人資料檔案



個資事故緊魯應變之演練

~ 101.10.29-11.02 針對全校一級(含所屬)
行政單位，進行內部稽核活動

隱私衝擊分析報告」及「個人資料風險評

鑑報告」

(四)協助建立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 r個人

資料保護管理制度相關文件」完成初版討

論，待推動委員會核准公布。

(五)辦理 PIMS 導入專業教育訓練其中包

含「個人資料保護法語案例宜導」、「個

資管理制度盤點教育訓練」、「個人資料

隱私衝擊分析與風險評鑑教育訓練」

「個資侵害事故緊急應變教育訓練J r個

人資料管理文件宣導教育訓練」與個人資

料管理制度稽核暨委外管理教育訓練共 6

場次 12 梯次。

五、通過個人資訊管理制度 8810012 酸誼

綜觀行政單位的 PIMS 建置，從 101 年 3

月 2 日開始導入個人資訊管理制度，至 12 月

6 日正式接受 BSI 驗證公司的第三方驗證，並

在 12 月 27 日取得英國標準協會 BSI0012 的認

證，這代表校內巳了解現行法律之要求，且建

立起相關的管理流程規範。而目前在國內取得

參、中興視野 25 

BSI0012認證的機關僅有 10家，以金融業為主，

本校超越其他金融與電信機構率先通過個資保

護認證，並成為全台第一所通過的學校，並榮

獲多方稱讀及諸多媒體報導，可謂 PIMS 成功

導入之典範代表 o

繼去年 12月行政單位通過驗證後，今 (102)

年 6月教學研究單位也取得BSI0012 國際認證，

於 8 月 16 日舉辦授證儀式 a 同時，本校與教育

部資料司合作建置「教育體系個資導入交流平

台 J '開放個資文件範本供各公立大學下載，

並提供熱線諮詢專線(臺灣學術網路 TANet 校

園網路電話 93110722 或市話 04-22840307 轉

722) 與電子信箱( nchu-pims@nchu.edu.tw )諮

詢服務，期盼與他校分享成功經驗，共同體現

個人資料之防護措施。

參、總結

自去年實施個資管理制度導入以來，校內

透過計資中心陸續辦理多場教育訓練，並藉由

實際的稽核，徹底落實個人資料的防護，成為

全台第一所通過 BSI0012 驗證的學校，意義非

凡。期盼未來本校的個資防護模式能成為各界

典範，繼續將資安教育、隱私教育、個資教育

融入生活之中 o .

感謝計實中心提俱相關實料

...本校通過 8810012 驗譚，英國標準協會總經
理蒲樹盛蒞校頒發證書 ， 李德財校長代表接受

盡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