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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電子報                                     發行日期：101年 4月 1日 

 

壹、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業務簡介     林偉正 

一、 前言 

  ISMS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是一套有系統地

分析和管理資訊安全風險的方法。隨著資訊網路快速的發展以及網路

應用的普及，資通訊安全管理是目前政府機關所面臨的重要課題。本

中心為配合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國家資通訊安全發展方案（98

年至 101年）」推動方案，辦理本中心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以下簡

稱 ISMS)，建立電子化、制度化、文件化及系統化的管理機制，持續

監督及審查管理績效，並預計在 101年度通過 ISO27001：2005之驗證，

以落實本中心資訊安全及業務持續營運之理念。 

二、 管理目標 

（一） 依據 ISMS之精神與要求，作為本府推廣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之基

礎準則。 

（二） 確保本府相關資訊系統之資料的機密性(Confidentiality)、完整性 

(Integrity)與可用性 (Availability)，以達正常持續運作之目標。 

（三） 依據 PDCA（Plan、Do、Check、Action）

流程模式，以循序漸進及週而復始的精

神，確保本府資訊業務運作之有效性與持

續性，並由資訊安全目標量測機制，持續

精進。 
www.enter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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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本府內部具備安全管理能力，並建立資訊管理制度，做好資通

訊安全防護機制。對府外資通訊環境，防範病毒及駭客入侵，當

系統遭受攻擊仍可維持正常運作之能力。 

三、 環境說明 

（一） 本府資訊機房(含新市政機房及陽明機房):： 

放置各項資訊系統伺服器及網路設備，現有約 50座機櫃及 350部

伺服器，GSN 100Mbps骨幹網路(100年擴充為兩條 100Mbps)、

GSN VPN網路、防火牆、骨幹交換器、防毒牆、節點交換器、UPS

電力系統等。 

（二） 本府資訊機房系統： 

公文管理系統、公文交換系統、全球資訊網站系統、人事差勤系

統、電子郵件系統、人民陳情暨區政管理及市長信箱系統、府會

連線暨首長決策系統、表單簽核流程系統、防毒系統、備份系統…

等及其他代管主機系統（如:戶役政資訊系統等）。 

四、 推動概況 

（一） 成立「資通安全工作小組」，主導資訊安全相關程序書制訂及決策

事宜，並統籌資訊安全管理等事項之協調及推動。 

（二） 透過對資產的識別與分類，評估其資產之機密性、完整性與可用

性對營運之影響程度，以決定該資產之價值，並建立「資產清冊」

予以適當的控管。 

（三） 透過人員角色及責任識別，於人員上任前、業務執行中及業務終

止或變更時，運用人員審查、考核獎懲等管理機制與教育訓練活

動，使其正確執行職務，降低竊盜、詐欺、設施誤用及人為錯誤

的風險，以確保營運安全。 

（四） 透過安全區域管理、設備安全管理、資訊機房與辦公區域工作環

境管理等措施，以防止「資訊機房」與辦公區域之作業場所與設

備遭受未經授權的實體存取、損害及干擾。 

（五） 確保正確與安全地操作「資訊機房」內的資訊傳輸通訊及處理設

施，以防止資料被未經授權的揭露、修改、移除或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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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確保「資訊機房」內資訊系統軟硬體設備之存取安全，人員將實

施適當之職務區隔，並就使用者、網路、作業系統、應用系統及

資料庫之存取予以管控，以避免遭受未經授權之存取、破壞或竊

取。 

（七） 確保資訊系統開發及維護採取有效的管理，在新或現有資訊系統

之修補程式、更新程式須安裝或維護時，透過文件審查及資訊安

全檢測，以確保相關資訊系統之營運安全。 

（八） 於遭遇資訊安全事件時，本中心將迅速通報並進行緊急應變處

置，並在最短時間內回復，以確保本府及相關單位作業之正常運

作。 

（九） 透過整體之風險評鑑，再根據營運持續運作之基礎架構，以規劃

實施整體營運持續運作，並符合 PDCA 循環，確保關鍵性業務在

受重大故障和災難事件而中斷時，能以迅速、有效的方法回復正

常運作。 

（十） 本年度安全性檢測於府內網段已執行一次主機弱點掃描及滲透測

試並於 101 年 2 月 8 日召開測試說明會，資訊安全訓練已辦理二

梯次並執行一次社交工程演練。 

五、 未來規劃 

  資訊安全和 ISMS是長期而且必須持續進行的工作。本中心將針

對風險評鑑結果風險較高系統，規劃有效的安全管控措施，以降低系

統風險至可接受程度。並規劃透過資安監控中心(SOC)委外監控服務、

網頁安全檢測、主機弱點掃描、滲透測試、社交工程演練、資訊安全

訓練等厚植本府資安處理機制，持續降低資安風險繼而充份掌握整體

的資安狀態。 

六、 結語 

  隨著個人資訊保護法實施在即，面對最高上限兩億元罰鍰，勢必

對政府機關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做好資訊安全管理工作是當務之急。

資訊安全不僅為資訊人員之責任而且是本府全體的責任，全體每位成

員都可能成為資安與個資防護漏洞，而 ISMS推動必須持續不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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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環持續改善，投入資源來確保資訊安全以達成可信賴之資訊

通訊環境。 

 

◎ 二月份網路流量監控發現有下列 IP作大量線上檔案上、下載：

192.168.212.101 (都發局更新科)、192.168.201.13 (環保局)、192.168.93.107 

(社會局)、192.168.151.26 (文化局)、192.168.175.14 (法制局消費者服務中

心)及172.20.26.56 (陽明消保官室)，資訊中心呼籲同仁，勿用公用電腦及

網路下載私人及非法檔案，以免影響公務正常運作。 

◎ 為因應國際智慧城市論壇(ICF) 創辦

人將於4月23日至4月24日來訪至本市

進行實地訪查，3月27日由蕭副市長主

持召開2012  ICF TOP 7 實地訪查專案工作小組會議，邀集產、官、學、

研共同研商作業細節。 

◎ 差勤系統第三階段導入工作共計有 13個

機關，共辦理 13場教育訓練場次；第四

階段導入工作共計有 12 個機關，本中心已於 3 月 20 日函文各導入機關

收集相關差勤資料，並請於 4月 20日前回傳，以利匯入差勤系統。廠商

於 2 月 7 日起派駐一員客服人員於新市政大樓文心樓 6 樓維護及備料

室，客服電話為(04)2228-9111分機 22568，同仁若有系統操作相關問題，

皆可洽該專線諮詢。 

◎ 本府公文線上簽核各機關全面實施辦理說明會已於2月10日下午假集會

堂辦理完成，第1梯上線機關已於3月26日起實施線上簽核;第2梯上線機

關之教育訓練預計於4月17日至5月4日辦理，預定於5月7日起實施線上簽

核，請上線機關同仁踴躍參加。為確保訓練成效及掌控上課人數，教育

訓練不接受現場報名，請參訓者事先自行至臺中市公務人力訓練中心網

站（http://selectexam.tccg.gov.tw/）報名。本中心於3月1日起提供客服專

www.intelligentcommuni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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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客服電話為（04）2228-9111 分機22570，同仁若有系統操作相關問

題，皆可洽該專線諮詢。本府全面推行預計辦理時程如下:: 

梯次 機關名稱 教育訓練時間 上線時間 

1 

(42機關) 

財政局、民政局、法制局、政風處、地

政局、主計處、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

生命禮儀管理所、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26區戶政事務所(中、西、西屯區除外)、

10地政事務所 

101 年 3月 5

日至 3月 23日

(1796人) 

101年 3月 26

日 

2 

(27機關) 

文化局、水利局、原民會、農業局、經

發局、警察局、客委會、消防局、新聞

局、勞工局、大墩文化中心、葫蘆墩文

化中心、港區藝術中心、屯區藝文中心、

文化資產管理中心、動物保護防疫處、

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勞動檢查處、就

業服務處、8區公所(原台中市)  

101 年 4月 17

日至 5月 4日

(2058人) 

101 年 5 月 7

日 

3 

（48機關） 

觀光局、社會局、風景區管理所、仁愛

之家、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21

區公所(原台中縣) 、22市立托兒所 

101 年 5月

(2281人) 
101年 6 月 

4 

（16機關） 

建設局、衛生局、都發局、教育局、交

通局、公共運輸處、捷運工程處、停車

管理處、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家

庭教育中心、體育處、保安警察大隊、

刑事警察大隊、交通警察大隊、婦幼警

察隊、少年警察隊 

101 年 7月

(2335人) 
101年 8 月 

5 

（15機關） 環保局、警察局 14分局 
101 年 9月

(2062人) 
101年 10 月 

 

◎ 本中心規劃開發之「臺中市政府中文網站整合服務平台」擬於本(101)年

度進行改版暨擴充功能，截至 3月底止，已完成 44個機關需求訪談，並

訂於 101年 4月 13日進行各機關需求訪談結果確認會議後，全案將進入

系統開發階段。 

◎ 本中心訂於 101年 3月 30日下午 1:30~下午 4:30(共 3小時)假本府新市

政大樓 A棟惠中樓 4樓 401會議室，辦理「網際網路通訊協定升級盤點

http://links.taichung.gov.tw/tcf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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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作業說明會」，對本府各機關說明有關 IPv6網路升級事宜。 

◎ 為提升同仁電腦影像處理之專業能力，本中心於本(101)年 3月 30日(五)

配合「101年度員工知能補充訓練實施計畫」，辦理 Photoimpact 研習。 

◎ 因應節能減碳時代來臨，以及增進本府同仁了解綠色環保資訊機房之管

理，於 101年 3月 28日下午 2:00~下午 4:00（共 2小時），假本市府新

市政大樓 B棟文心樓 6樓研考會會議室，辦理「打造綠能機房新概念」

講座。邀請「台達電子」林士基經基擔任講師，講授主題包含： 

(一) 綠能機房概述 

(二) 電源管理 

(三) 空調管理 

(四) 監控整合 

◎ 為落實各機關網站定期檢視，並即時更新網站資料，本府訂有「臺中市

政府各機關網站稽核檢測作業」，4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一) 一級機關：經濟發展局、人事處、農業局、衛生局、都事發展局、

消防局、地方稅務局。 

(二) 二級機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體育處、仁愛之家、葫蘆墩文化中

心、海洋資源漁業發展所。 

(三) 戶政事務所：西區戶政、南屯區戶政、大里區戶政、石岡區戶政、

東勢區戶政、清水區戶政、豐原區戶政。 

(四) 地政事務所：中興地政、東勢地政。 

(五) 區公所：南區區公所、南屯區區公所、大甲區公所、大雅區公所、

沙鹿區公所、神岡區公所、潭子區公所、后里區公所。 

檢核項目主要有四項：1.失效連結檢測、2.網頁內容更新檢測、3.不定期

機關網站服務信箱檢測、4.政府公開資訊檢測。請受測機關依規處理，屬

自建網站機關者並請依規提報檢測結果。 

◎ 為增進本府同仁了解有關資訊方面的專利權，訂於 101年 4月 3日下午

2：00~5：00（共 3小時），假本府新市政大樓 A棟惠中樓 4樓 401會議

室，辦理「電腦軟體專利」講座，邀請「聖島國際法律事務所」資深律

師黃于珊小姐擔任講師，講授主題包含： 

http://ecolife.tenki.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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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謂專利。 

(二) 何謂電腦軟體專利。 

(三) 電腦軟體專利之取得與保護。 

(四) 電腦軟體專利之侵害訴訟。 

 

◎ LTE 

LTE(Long Term Evolution)長期演進，其與 WiMAX、UMB(Ultra Mobile 

Broadband)技術一起被稱為 4G，過去的 3G技術是指可提供語音和數據通

訊的無線網路服務，但到了 4G時代則變成為全數據無線網路。 LTE是

從 GSM／UMTS的移動無線通信技術衍生而來，因此很容易從 3G/3.5G

基地台升級成 LTE基地台，可以明顯減低基地台的佈建成本，深受電話

通信業者喜愛。 

◎ RSS 

RSS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一般譯為「簡易供稿機制」，它是一種

以 XML為格式基礎的內容傳送系統。 看到這個圖示時，就表示該網

站提供 RSS即時更新訂閱服務，讀者可訂閱了多個 RSS Feeds(來源)，

並在個人電腦上安裝並開啟 RSS Reader(閱讀軟體)，即能透過網際網路

方便且迅速地取得有興趣的資訊，之後如果有新的文章、新聞、留言，

你都會自動收到通知，而不用一個一個網頁慢慢逛 。亦有人將 RSS解

釋為：Rich Site Summary或 RDF(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Site 

Summary 。 

◎ IM： 

IM（Instant Messaging）即時通訊是一個即時訊息傳送的通訊系統，允

許兩人或多人使用網際網路時，能即時的傳遞文字訊息、檔案、語音或

視訊交流，為廣受歡迎的溝通工具，目前仿間較常見者如：MSN、Skype、

即時通等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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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SAN (Storage Area Network) 存儲區域網路是一種連接伺服器外接存儲

設備和外接存儲設備的架構。外接存儲設備包括磁碟陣列、磁帶櫃、光

碟櫃，而連接部分則是利用光纖通道拓補結構，光纖通道技術提供了比

NAS 更為可靠和快速的通信指標。該架構的特點是，連接到伺服器的

外接存儲設備，將被作業系統視為直接連接於伺服器上之存儲設備。 

◎ NAS： 

NAS(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網路附加儲存是一種資料儲存技術，在

NAS 設備上面的作業系統和軟體僅提供資料儲存、資料存取，以及相

關的管理功能，所以網路上的其他伺服器就可以不必再兼任檔案伺服器

的功能。NAS 最大的特色在於它可將儲存空間分配在異質平台伺服器

之間，做到檔案格式的轉換，檔案、網頁資源共享。只要連上網路任何

節點，各種不同作業系統的伺服器便可藉由 NAS 設備，享受方便快捷

的檔案存取服務。NAS是以檔案的方式個別傳輸，而 SAN卻可以資料

區塊的方式傳送。 

◎ iSCSI： 

iSCSI又稱為 IP-SAN，iSCSI就是利用 TCP/IP協定來傳遞 SCSI資料，

使網路儲存架構可作無限的地域延伸，簡單的說也就是使用現有乙太網

路組成 SAN ，其可大幅節省建置費用；但會因封包碰撞而產生資料遺

失或錯誤而使得傳輸效率較低，於是 iSCSI 常常被認為是種低階 SAN

架構，或是光纖通道（Fibre Channel）的一個低成本替代方法。因此目

前 iSCSI主要用在對可靠性與性能要求不高的設備 

◎ IT：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資訊技術，泛指用於管理和處理資訊所採

用的各種技術的總稱。IT 專業人員利用計算機系統（包含電腦硬體、

軟體）與網路通訊技術去設計、開發、處理、安裝和實施資訊系統等業

務。它也常被稱為資訊和通訊技術（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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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 Address： 

MAC Address（Media Access Control Address）媒體存取控制位址，一般

稱為網路卡實體位址，也就是每張網路卡出廠時即擁有一個獨一的識別

號碼，該識別號碼代表網路上任一硬體連線到網路的位址，它是由 6個

bytes組成，有時又被稱為 Physical address 或配接卡位址。 

◎ CRM： 

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客戶關係管理，企業活動面

向長期的客戶關係，以求提升企業成功的管理方式，其目的之一是要協

助企業管理銷售循環：新客戶的招徠、保留舊客戶、提供客戶服務及進

一步提升企業和客戶的關係，並運用市場營銷工具，提供創新式的個性

化的客戶商談和服務，輔以相應的資訊系統或信息技術如數據挖掘和資

料庫營銷來協調所有公司與顧客間在銷售、行銷以及服務上的互動。(摘

自維基百科) 

◎ ERP：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業資源規劃，是「一個大型模組化、

整合性的流程導向系統，整合企業內部財務會計、製造、進銷存等資訊

流，快速提供決策資訊，提升企業的營運績效與快速反應能力。」它是 e

化企業的後台心臟與骨幹。(摘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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