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度資訊與個資安全暨
社交工程演練教育訓練

報告單位：圖書暨資訊處
報告地點：J401國際會議廳



趨勢科技—防毒新趨勢[非凡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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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1wYB2ovMWs



報告大綱

•資訊安全 (ISO 27001)

•個資管理 (BS 10012)

•社交工程演練計畫說明

•推動ODF(Open Document Format)文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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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



政府機關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

•依行政院104年1月20日院臺護字第104012116號函及教育部

104年2月10日臺教資(四)字第1040009728號函辦理。

•為提升國家資安防護水準，防範潛在資安威脅，特訂定「政府機

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

•將資安責任等級修訂為A、B、C三個等級，原屬D等級單位，簡

併納入C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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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項目 B級單位-各大學及縣市網路中心

1.資訊系統分類分級
1.完成資訊系統分級(104年底前)
2.完成資訊系統資安防護基準要求(105年底前)

2.ISMS推動作業
1.至少2項核心資訊系統完成ISMS導入(106年底前)
2.至少2項核心資訊系統通過第三方驗證(107年底前)

3.資安專責人力 指派資安專責人力1人

4.稽核方式 每年至少1次內稽

5.業務持續運作演練 每2年至少辦理 1 次核心資訊系統持續運作演練

6.防護縱深
1.防毒、防火牆、郵件過濾裝置
2. IDS/IPS
3. Web應用程式防火牆(機關具有對外服務之核心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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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項目 B級單位-各大學及縣市網路中心

7.監控管理 SOC監控(105年底前)

8.安全性檢測
1.每年至少辦理 1 次網站安全弱點檢測
2.每2年至少辦理 1 次系統滲透測試
3.每2年至少辦理 1 次資安健診

9.資安教育訓練(一
般主管、資訊人員/
資安人員、一般使用
者

1.每年資安人員(資訊人員)至少1人次須接受12小時以上資安
專業課程訓練或資安職能訓練
2.每年一般使用者與主管至少須接受3小時資安宣導課程並
通過課程評量

10.專業證照
每年維持至少1張國際資安專業證照與1張資安職能訓練證書
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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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電腦操作應注意事項

要做的

1. 升級作業系統與更新程式

2. 安裝防毒軟體

3. 設定密碼定期修改 ( 半年 )

4. 開啟螢幕保護 ( 10分鐘 )

5. 重要資料備份 (2份以上 )

6. 有個資內容檔案要加密

不要做的

1. 不要去奇怪的網站

2. 不要亂點選連結或附件

3. 不要隨便輸入帳號密碼

4. 不要將帳號密碼交付他人

5. 不要用懶人密碼

6. 不要分享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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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四大資安趨勢

•資料外洩事件翻倍暴增

•勒索軟體風暴狂襲

•百萬IoT殭屍大軍來勢洶洶

•連接網際網路威脅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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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外洩事件翻倍暴增

金融業成竊資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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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軟體風暴狂襲

資安跨業聯手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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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IoT殭屍大軍來勢洶洶

Tb級DDoS攻擊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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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網際網路的威脅驟升

關鍵基礎設施拉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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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簡稱：個資)管理



個資管理相關法令(規)

個人資料保護法

• 公(發)布日期：

104年12月30日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

行細則

• 公(發)布日期：

105年3月2日

其他法令、法規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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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部個人資料保

護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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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定義

1. 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
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
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
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
識別該個人之資料。(青色部分為特種個資)

2. 個人資料檔案：指依系統建立而得以自動化機
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檢索、整理之個人資料
之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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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個資的作業區分

• 處理以外或提供

第三方之使用

• 超過使用期限

• 內部單位符合目

的之使用

• 自己直接取得

• 別人間接提供

處
理

利
用

銷
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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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蒐集、處理關鍵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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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律明文規定。
二. 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三. 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 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

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 經當事人同意。
六.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 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

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八. 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每年一次個資盤點流程

各單位業務承辦人填寫業務流程

個資聯絡窗口協助審核

配合資訊系統簡化作業

專人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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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辦人填寫個資盤點表與風險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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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主管審核個資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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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風險評鑑

業務承辦人填寫個資盤點表

單位個資專員(聯絡窗口)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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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內(外)部稽核

訂定稽核計畫

選定稽核時間

完成稽核報告

矯正與改善

外部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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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工程演練



社交工程演練教育訓練

•資安教育訓練應納入社交工程防制有關之認知宣導，各機關學校
人員每年至少需接受1小時社交工程防制宣導講習。

•宣導課程應分兩階段辦理：

1) 第一階段（於演練作業辦理前）：各機關學校應針對單位所
有行政人員，全面性實施教育訓練。

2) 第二階段（於演練作業完成後）：針對開啟惡意郵件比例較
高、點閱惡意郵件所附連結或檔案之人員再次進行教育訓練
加強宣導，以強化其警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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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工程演練時程

•提報演練名單：5月2日前送出。

•各機關學校自行辦理宣導教育訓練：5月中旬前完成。

•教育部進行第1次集中演練：4-6月。

•納入本部演練單位針對開啟惡意郵件或點閱惡意郵件附件內容人
員，進行加強宣導：8 ~ 9 月。

•教育部進行第2次集中演練：7-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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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評量標準

•惡意郵件開啟率：開啟惡意郵件之人數 / 機關提報人數，應低於
10%以下。

•惡意連結(或檔案)點擊率：點閱惡意郵件所附連結或檔案之人數 / 
機關提報人數，應低於6%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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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ODF(Open Document 
Format)文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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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odf#_1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odf#_1


推動ODF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

•依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104年6月5日院授發資字第
1041500700號函辦理。

•上述計畫自104年至106年，並設立各年度具體目標：

1) 104年各機關網站提供下載的可編輯文件應支援ODF文書格式，
非可編輯者則採用PDF的文書格式。

2) 105年各機關系統間、政府與企業的資料交換，須支援ODF文
書格式。

3) 106年則全面推動各機關使用可編輯ODF文書軟體。



主辦
機關

項
次

項目
計畫律定應
完成期限

作業完成進度

105年
6月

105年
12月

106年
6月

106年
12月

各機關 一
各機關網站提供下載的可編輯文件應支
援ODF文書格式

104年12月 100%

各機關 二
政府系統轉入及轉出之可編輯文書須支
援ODF-CNS15251格式

105年12月 50% 100%

各機關 三
全面安裝可編輯ODF-CNS15251文書
軟體及輔導應用

106年12月 25% 50% 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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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配合該計畫之推動措施如下：

• 106年5月底前，完成ODF文書格式編輯軟體教育訓練，
陸續推廣使用可編輯ODF文書軟體。

• 106年7月底前，完成檢視學校各單位網頁提供文件與
表單，均有ODF及PDF兩種文書格式。

• 106年9月(即106學年度起)，資訊開放格式列入資訊教
育課程。

• 106年10月底前，完成本校電腦安裝ODF文書應用軟體，
以及輔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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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F文書格式編輯軟體教育訓練

日期 上課教室 上課時間 課程內容

5/17 B503 下午2:00~4:00 Writer(Word)

5/19 B506 下午2:00~4:00 Calc(Excel)與Impress(PowerPoint)

5/23 B505 上午10:00~12:00 Writer(Word)

5/25 B506 下午2:00~4:00 Calc(Excel)與Impress(PowerPoint)

37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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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ormationsecurity.com.tw/
http://www.informationsecurity.com.tw/


感謝大家的聆聽
請將測驗問卷繳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