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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站涉洩露學師生個人資料 案由： 
中部某所知名大學網站因控管不當，透過Yahoo、 

Google等搜尋引擎，便可直接取得該校就學貸款學
生名冊，名冊內含學生身份證字號、貸款金額等個
人資料，讓學生資料暴露於危險之中。 

預防方式： 
網站應指派專人管理審內容，以避免洩漏學生、教
師個人資料。  

不適合公開的檔案不可存放在公開之網站上。  

網站上過期的資料應進行檔案刪除、不可只移除超
連結，以免被搜尋引擎取得而被讀取。  

2015/6/8 3 



二、電腦失竊造成資料遺失 案由： 
南部某國小電腦遭竊，人事教職員資料因存放於電腦
中而外洩、會計預算電子檔案亦於電腦中一同遺失。 

預防方式： 
業務資料應養成備份習慣，避免造成資料永久遺失。 

筆記型電腦、行動碟等儲存設備因攜帶方便、容易遺
失，應設定密碼保護或資料加密，並儘可能避免存放
機密公務資料，並妥善保管。  

辦公處所應加強門禁管制，設備遭竊應立即向所轄派
出所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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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駭客竊取帳號修改網站 案由： 
北區某知名高中之學生於駭客教學網站習得駭客入侵
技巧，練習入侵多所學校網站，並於某小學網站發布
『學校寒假延長訊息』假消息，另刪除多所學校網站
重要資料。 

預防方式： 
校園應加強宣導駭客行為必須擔負法律責任。  

建置網站開發程式應加強系統安全(如輸入欄位必須進
行字元檢查)，避免產生程式漏洞，遭駭客入侵。  

網站作業系統、資料庫、服務軟體(如 web Server)應
定期更新軟體，避免系統漏洞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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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事家辦洩密 案由：(轉載自法務部) 

某中央政府機關內人員習慣將公文之電子檔案，以
隨身碟拷貝至家中電腦辦公並儲存。因家中電腦已
遭駭客植入後門程式，以致長期大量經手之機密文
書外洩，又經各娛體大富報導，損害政府機關形象 

 預防方式： 

公務機密資料攜出應依程序辦理。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規定：公務機密資料攜出辦公處
所，應經機關首長核准)  

家中電腦之使用較缺乏定期更新軟體與防毒程式之
習慣，應妥善設定自動更新機制，以防範病毒入侵 

家中電腦連線上網時通常沒有防火牆保護，應加裝
個人電腦防火牆，以降低遭入侵之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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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8警所私灌FOXY偵查筆錄外洩 案由：(轉載自法務部) 

據電腦犯罪防制中心指出：8所警察機關之警員擅自安裝
FOXY (檔案下載軟體)於警所電腦中，且不熟悉FOXY之
設定方式，誤將電腦中所有資料開放予所有人下載，造
成警所電腦筆錄資料外洩，警政署怒追究相關人員的疏
失責任。 

 預防方式： 

點對點(P2P)檔案下載軟體因版本與種類多，軟體容易被
改寫加入木馬或後門程式，故不要安裝P2P軟體，如 
Bittorrent(BT)、eMule、FOXY等，以免造成機密資料
外洩；另P2P下載之檔案也容易含有病毒或是非法之盜
版軟體，容易遭到廠商追蹤舉發而產生訴訟與巨額賠償 



紙本資料安全 

單一系統上的電腦安全(Computer Security) 
保護儲存於電腦上的檔案與資訊 

分散式系統上的網路安全(Network Security) 
資料傳輸時的保護 

網際網路安全 

組織s以網路將它們的資料處理設備連接在一起 

個人資料安全 

網路智財權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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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三要素 

機密性(Confidentiality) ：不得洩露 

完整性(Integrity) ：不得竄改、破壞、偽造 

可用性(Availability) ：要使用時就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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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 
Confidentiality 

完整性 
Integrity 

可利用性 
Availability 

不可否認性(Non-Repudiation) 

提供通訊連線中協同作業實體否認的保護 

•來源端：確認訊息來自認定的對等端 

•接收端：確認訊息已被認定對等端接收 



資訊安全考量範圍： 
人員、文件、軟體、通訊、硬體、資料、環境 

• 軟體 
 作業系統、工具軟體、應用程式、校務行政系統… 

• 硬體設備 
 電腦、伺服器、智慧型手機… 
 電話、影印機、傳真機、照像機… 

•通訊、環境 
 有線/無線網路、網路設備、纜線、電源、溫溼度… 

• 資料 
 儲存在電腦硬碟、電腦外各式記憶體內的數位資訊 
 公文、學生考卷、成績單、電話簿各種紙本資料 
 營業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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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等級 符合下列任一情形 

4(A)級事件 

1. 國家機密資料遭洩漏。 
2. 國家重要資訊基礎建設系統或資料遭竄改。 
3. 國家重要資訊基礎建設運作遭影響或系統停頓，無法於可容

忍中斷時間內回復正常運作。 

3(B)級事件 

需通報 

1. 密級或敏感公務資料遭洩漏。 
2. 核心業務系統或資料遭嚴重竄改。 
3. 核心業務運作遭影響或系統停頓，無法於可容忍中斷時間內
回復正常運作。 

2(C)級事件 

需通報 

1. 非屬密級或敏感之核心業務資料遭洩漏。 
2. 核心業務系統或資料遭輕微竄改。 
3. 核心業務運作遭影響或系統效率降低，於可容忍中斷時間內
回復正常運作。 

1(D)級事件 

需通報 

1. 非核心業務資料遭洩漏。 
2. 非核心業務系統或資料遭竄改。 
3. 非核心業務運作遭影響或短暫停頓。 

0(E)級事件 違反校園網路使用規範或其他公約，未影響資訊服務之提供。 

依據：教育部資通安全處理小組作業說明；資安管理規範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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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名稱 

防護 

縱深 

ISMS(資訊安
全管理制度)

推動作業 

稽核
方式 

資安教育訓練 
專業
證照 

檢測機
關網站
安全弱
點 

防火牆、
防毒、
郵件過
濾裝置 

自行成
立推動
小組規
劃作業 

自行成立推動
小組規劃作業 

自我
檢視 

每年至少： 

一般主管：2小時 

資訊人員：6小時 

資安人員：12小時 

一般使用者：3小時 

資安
專業
訓練 

每年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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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台電字第0940134927號函 

 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作業綱要 

 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 

 教育部所屬機關及各級公私立學校資通安全工作事項 

 校園通用資安管理原則  

 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及私立學術研究機構個人資料檔案安全
維護實施辦法_20140821 

 年度資訊安全自評 

 年度資訊安全演練 

 104資訊安全統合視導指標：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與資訊
安全（含個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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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指標 評分標準 自我檢核說明 

1.已通過資安管理
制度認(驗)證，並
保持證照有效性(4

分) 

(1)每年保持證照有效性：
4分。 

(2)通過資安管理制度認(

驗)證：2分。 

(請提供有效之資安管理
認(驗)證書) 

訪視細項 (一)：教育體系資安政策配合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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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指標 評分標準 自我檢核說明 

2.已訂定「網路
安全管理作業規
範」，建立網路
對外服務申辦作
業及安全檢查？
(3分) 

已訂定「網路安
全管理作業規範」
或納入學校相關
行政規則：3分。
(請檢附相關管理
作業規範) 

 

訪視細項 (一)：教育體系資安政策配合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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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指標 評分標準 自我檢核說明 

3.已訂定「電腦設
備安全管理作業規
範」，以規範伺服
主機及個人電腦作
業系統建置安全，
系統上線使用前應
建立申辦作業及安
全檢查？(3分) 

已訂定「電腦設
備安全管理作業
規範」或納入學
校相關行政規則：
3分。 

(請檢附相關管理
作業規範) 

 

訪視細項 (一)：教育體系資安政策配合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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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指標 評分標準 自我檢核說明 

1.資安事件通報及
處理時效已符合
「教育機構資安通
報應變手冊」之相
關要求(4分) 

(1)通報及處理時效均
符合規定：4分。 

(2)通報或處理時效符
合規定：2分。 

(提供當年度資安事件
通報單及處理時效等
佐證資料) 

訪視細項 (二)：教育機構資安通報應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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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指標 評分標準 自我檢核說明 

2.已配合辦理教育
體系資安通報演練
並符合演練要求？
(4分) 

(1)符合演練要求：4分。
(2)配合辦理教育體系
資安通報演練：2分。

(提供最近1次資安通報
演練計畫與演練結果
等佐證資料) 

 

區網中心提供演
練結果紀錄 

訪視細項 (二)：教育機構資安通報應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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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指標 評分標準 自我檢核說明 

3.已定期更新連線
單位資安連絡人？
(2分) 

已定期更新連線單位
資安連絡人：2分。 

(提供最新資安連絡人
名冊) 

新店校區： 

第一連絡人-江昆仲、
第二連絡人-彭麒修、
第三連絡人-阮宜豐 

 

宜蘭校區： 

第一連絡人-阮宜豐、
第二連絡人-江昆仲、
第三連絡人-彭麒修 

訪視細項 (二)：教育機構資安通報應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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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指標 評分標準 自我檢核說明 

1.已辦理不同職級
員工之資安教育訓
練 (主官、主管、
技術人員、一般人
員 )並符合相關時
數要求？(4分) 

(1)已辦理不同職級員
工之資安教育訓練並
符合相關時數要求：
4分。 

(2)僅辦理部分職級員
工之資安教育訓練並
符合相關時數要求：
2分。 

(提供不同職級員工之
資安教育訓練證明(例
如簽到表)) 

持續辦理中 
1.訓練規畫表 

2.技術人員教育訓練
統計表 

3.教育訓練簽到單 

4.資安素養評量表 

 

訪視細項 (三)：辦理資安宣導推廣及技術教育訓練活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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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指標 評分標準 自我檢核說明 

2.學校已開設
「資訊安全」
通識課程，以
強化學生具備
資安素養？ 

(3分) 

(1)學校開設3門以上「資訊
安全」相關通識課程：3分。

(2)學校開設2門「資訊安全」
相關通識課程：2分。 

(3)學校開設1門「資訊安全」
相關通識課程：1分。 

(檢附當年度最新「資訊安全」
相關通識課程課表) 

本校尚未開設
「資訊安全」
相關通識課程 

訪視細項 (三)：辦理資安宣導推廣及技術教育訓練活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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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指標 評分標準 自我檢核說明 

3.資安從業人員已
有專業證照？ 

(3分) 

(1)資安從業人員具有3

張以上專業證照：3分。
(2)資安從業人員具有2

張專業證照：2分。 

(3)資安從業人員具有1

張專業證照：1分。 

(請檢附佐證專業證照資
料 ( 例如 CISSP 、 ISO 

27001 LA證照等)) 

本校為C級資安
機關，無此要求，
 

但本校資訊組除
新進約聘同仁外，
其餘皆具有資安
相關証照(MTA) 
 

訪視細項 (三)：辦理資安宣導推廣及技術教育訓練活動(10%) 



資訊安全政策 

資訊安全管理辦法 

資訊安全暨緊急應變管理規範 

資訊資產保管人、使用人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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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機房管理作業程序 

日常操作管理作業程序 

資訊資產異動作業程序 

人員安全與教育訓練作業程序 

緊急應變與處理作業程序 

災難復原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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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資產： 
人員、文件、軟體、通訊、硬體、資料、環境 

機密等級： 

一般 

限閱 

敏感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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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資產價值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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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評估標準 數值 

無特殊之機密性要求 1 

僅供組織內部人員或被授權之單位及人員使用 2 

僅供組織內部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及其主管，或被授權之單位及人員使用 3 

所包含資訊為組織或法律所規範的機密資訊 4 

完整性評估標準 數值 
完整性要求極低 1 
具有完整性要求，當完整性遭受破壞時，不會對組織造成傷害 2 
具有完整性要求，當完整性遭受破壞時會對組織造成傷害，但不至於太嚴重 3 
具有完整性要求，當完整性遭受破壞時會對組織造成傷害，甚至造成業務終止 4 

可用性評估標準 數值 
該資訊資產可容許失效3工作天以上 1 
該資訊資產可容許失效8工作小時以上，3工作天以下 2 
該資訊資產僅容許失效4工作小時以上，8工作小時以下 3 
該資訊資產僅容許失效4工作小時以下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