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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運事項-資訊處理事項： 

◎系統委外開發標準作業 

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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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需求單位提出委外軟體開發需求 

2.1.1. 需求單位需先填寫「資訊-程序-14-01 資訊系統開發與變更申請單」提出應

用系統之需求。 

2.1.2. 所需之應用系統經資訊中心系統開發組評估其可行性後，依需要採取委外

開發，並提請相關需求單位辦理系統委外開發提案與編列預算。 

2.1.3. 如系統複雜龐大，需求單位應遴選專家，成立專案小組，小組成員應包含

業務專才與技術專員，以統籌控管進度與品質。 

2.2. 需求單位與資訊中心校內討論定案 

需求單位提出軟體開發需求，資訊中心經評估及相關會議討論後，欲將業務委外辦

理。 

2.2.1. 限於技術或人力無法自行辦理。 

2.2.2. 自行辦理難以滿足時效要求。 

2.2.3. 自行辦理不符經濟成本效益。 

2.2.4. 其他相關環境條件無法配合。 

2.3. 廠商系統展示甄審 

2.3.1. 辦理業務委外時，由權責單位遴選廠商將其所需要的電腦化概念知會廠

商，由廠商轉為實際的軟體規格蒞臨本校展示。 

2.3.2. 權責單位遴選廠商時，可邀約相關業務單位或資訊相關科系老師，依其專

業知識給予建議。 

2.4. 公告招商依採購程序辦理 

2.4.1. 參與廠商所提之服務建議書應符合本徵求文件所訂之規範，由相關人員進

行審閱、審查；如有不合將酌予扣分。 

2.4.2. 一切的公開招商程序依據本校的採購作業辦法程序辦理。  

2.5. 委外開發服務 

2.5.1. 委外廠商應依據契約中所詳載之需求，提供服務並滿足需求。 

2.5.1.1. 軟體委外開發的服務範圍主要工作如下： 

2.5.1.1.1. 了解需求單位的電腦化概念。 

2.5.1.1.2. 分析業務流程及架構。 

2.5.1.1.3. 建議系統架構及功能清單、包含系統分析設計、

程式設計。 

2.5.1.1.4. 系統安裝、測試。 

2.5.1.1.5. 教育訓練等工作。 

2.5.2. 委外廠商於進行服務時，若無法滿足契約之要求時，應由需求單位、資訊

中心與委外廠商，就雙方爭議之部分，舉行會議協商，進行問題之檢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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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直至雙方達成共識為止。 

2.5.3. 委外廠商應提供「資訊-程序-18-01 委外廠商保密切結書」及參與本案相關

人員之「資訊-程序-18-02 委外廠商人員保密切結書」，也就是需保證與委

外作業有關的各方（包括分包商）都應遵守資訊安全法令規定。 

2.5.4. 委外廠商於本校發生重大資訊安全威脅時，應配合提供維護服務及緊急應

變處理。 

2.6. 系統測試 

2.6.1. 資訊人員協助測試時，除依據系統分析及設計之文件，測試程式是否符合

分析及設計之需求外，並應特別注意程式內部設計邏輯是否有疏漏，在同

時處理大量資料時其反應時間是否合理。 

2.6.2. 使用者測試主要為依據系統分析及設計之文件及使用手冊等，測試程式的

畫面、報表等是否符合需求，並能產出正確的結果；若遇到異常資料時，

是否有合理的反應等。 

2.7. 系統驗收 

如有成立專案小組，由專案小組負責驗收工作。 

2.7.1. 系統通過測試後，依據契約之驗收標準進行驗收作業，廠商應提交功能驗

收清冊，驗收單可參考「資訊-程序-14-03 資訊系統驗收單」。 

2.7.2. 功能驗收由需求業務單位負責。 

2.7.2.1. 依委外系統功能規格項目逐項驗收。 

2.7.2.2. 驗收者請用實際資料登打處理記錄及驗收說明，若有不合要求

請說明原因及應修正部分及需求。 

2.7.3. 效能檢測由技術單位負責。廠商必須建置環境可執行下列系統測試驗收。 

2.7.3.1. 系統壓力測試。 

2.7.3.2. 系統反應測試。 

2.7.3.3. 大筆資料存取測試。 

2.8. 教育訓練 

2.8.1. 廠商應提交系統操作手冊。 

2.8.2. 廠商應協助需求單位，舉辦教育訓練。 

2.8.3. 教育訓練次數，人數或時數，應明定於合約中。 

2.9. 委外維護 

系統開發完成後，後續維護工作分為資訊中心承接之後維護業務或仍然由委外廠商

維護二種。 

2.9.1. 資訊中心承接維護 

2.9.1.1. 與廠商合作開發之系統。 

2.9.1.2. 廠商必須提供程式的原始碼(包含系統功能、工作流程、資料格

式)及開發工具的技術輔導，爾後由資訊中心承接之後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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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3. 資訊中心承接維護工作，廠商必須提供技術性的協助。 

2.9.2. 委外維護 

2.9.2.1. 需求單位日後使用系統有任何問題，則反應給廠商，由廠商進

行系統維護。 

2.9.2.2. 系統委外維護則是由廠商負責保持系統正確運作的各項管理工

作，主要工作如下： 

2.9.2.2.1. 程式碼維護：包含系統功能、工作流程、資料格

式的調整或修改。 

2.9.2.2.2. 資料庫維護：包含資料庫系統的各項管理工作。 

2.10. 上線使用 

2.10.1. 完成系統測試及驗收後，便可將系統正式上線。 

2.10.1.1. 上線前應進行系統備份，並通告相關人員系統上線期間之影響。 

2.10.1.2. 上線前之系統環境設定及安裝程序，須由廠商告知需求單位，

而安裝過程由需求單位負責。 

2.10.2. 系統的上線建置工作由廠商負責，資訊中心配合整合性的業務處理。 

 

3. 控制重點： 

3.1. 需求單位提出委外軟體開發需求 

3.1.1. 是否填寫「資訊-程序-14-01 資訊系統開發與變更申請單」。 

3.1.2. 相關需求單位是否辦理系統委外開發提案之預算編列。 

3.2. 公告招商依採購程序辦理 

3.2.1. 公開招商程序是否依據本校之採購作業辦法程序辦理。  

3.3. 委外開發服務 

3.3.1. 與廠商契約中是否詳載委外之需求。 

3.3.2. 委外服務時，廠商是否滿足委外契約之要求。 

3.3.3. 委外廠商，若無法滿足委外契約之要求，是否舉行會議協商，進行問題之

檢討與改善。 

3.3.4. 委外廠商是否提供「資訊-程序-18-01 委外廠商保密切結書」。 

3.3.5. 委外廠商及參與本案相關人員是否提供「資訊-程序-18-02 委外廠商人員保

密切結書」。 

3.3.6. 委外廠商於本校發生重大資訊安全威脅時，是否配合提供維護服務。 

3.4. 系統驗收 

3.4.1. 系統通過測試後，是否依據契約之驗收標準進行驗收作業 

3.4.2. 廠商是否提交功能驗收清冊。 

3.4.3. 驗收單位是否詳填驗收紀錄及驗收報告。 

3.5.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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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廠商是否提交教育訓練手冊，需求單位是否詳加保管。 

3.6. 資訊中心承接維護 

3.6.1. 委外廠商是否提供程式之原始碼(包含系統功能、工作流程、資料格式)及開

發工具的技術輔導。 

3.6.2. 資訊中心承接維護工作後，廠商是否提供技術性之協助。 

3.7. 上線使用 

3.7.1. 上線前是否進行系統備份，並通告相關人員系統上線期間之影響。 

3.7.2. 上線前之系統環境設定及安裝程序，是否由廠商告知需求單位，而安裝過

程由需求單位負責。 

3.7.3. 系統的上線建置工作是否由廠商負責。 

4. 使用表單： 

4.1. 資訊-程序-18-01 委外廠商保密切結書 

4.2. 資訊-程序-18-02 委外廠商人員保密切結書 

4.3. 資訊-程序-14-01 資訊系統開發與變更申請單 

4.4. 資訊-程序-14-03 資訊系統驗收單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依據南華大學ISMS程序書「資訊-程序-14-系統發展與維護管理程序書」之辦法。 

5.2. 依據南華大學ISMS程序書「資訊-程序-18-委外作業管理程序書」之辦法。 

6. 修訂紀錄： 

序號 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 

1 

1. 修改字型 

2. 增加事項分類 

3. 版本改為修訂日期 

4. 修改控制重點內容 

107/0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