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資訊組長會議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4學年度下學期



08：30~09：00  報到

09：10~10：00  資訊教育&預算審查宣導

10：10~11：00  中心基礎維運介紹與訓練

11：10~11：50  臺南市智慧城市4G應用說明會

12：00~13：00  用餐&休息

13：10~14：00  資安政策宣導&學校分享

14：10~15：00  專家學者演講

15：10~16：00  專家學者演講

16：00~16：30  綜合座談&散會

會議流程



「國民中小學資訊知能培訓」及

「中小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

臺南市105年度資訊教育實施計畫



1、自由軟體Scratch程式設計研習

辦理時間：105年2月辦理(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支援師資)

參加對象：本市中小學教師

2、國民中小學校長資訊教育研討會

辦理時間：預計105年5月辦理

參加對象：本市中小學校長(全部參加)

3、教師資訊知能培訓研習

辦理時間：105年3-9月。

辦理方式：各校申請自行辦理(函文各校提出申請，

預計100校)。

一、國民中小學資訊知能培訓



4、教師網路素養研習(2小時)
辦理時間：國小4月分區辦理、國中7-8月分區辦理。
參加對象：各校30%以上教師完成報名研習。

5、教育部教育雲推廣應用研習(2小時)
辦理時間與方式：配合教師網路素養研習辦理

6、飛番雲電子書融入教學創新模式之推廣研習
辦理時間：105年3-9月
辦理方式：由本市資訊輔導團規畫辦理

一、國民中小學資訊知能培訓



1、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團隊扶植培訓

辦理時間：105年2-9月

參加對象：本市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績優團隊

2、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經驗分享研習

辦理時間：105年6月

參加對象：本市中小學教務主任

3、請各校積極整合校內特色課程成為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創新教學模式。

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



1、學生資訊倫理素養宣導

辦理時間：建議運用班週會、始業與結業式或其他重要
集會宣導

辦理方式：建議宣導資料書面化或列入班會討論議題。

2、教師資訊倫理素養宣導

辦理時間：建議校務會議或導師會報。

辦理方式：宣導資料列入校務會議或導師會報資料

3、家長資訊倫理素養宣導

辦理時間：建議班親會、家長講座或聯絡簿書面宣導。

辦理方式：宣導資料列入班親會資料

三、資訊倫理素養宣導



資訊教育推動

行政管理組



緣由：
為積極回應各地方政府對於地方教育事務統合視導業務之相

關建議，教育部業於104年10月2日及10月7日分別召開部內會議
檢討與邀集外部學者專家進行指標項目檢視，將104年地方教育
事務統合視導項目，由原公布之388項刪減為160項。

減量前：總計三大項、２２小項

減量後：總計二大項、９小項

未來目標：
除104年度視導項目減量外， 105年度將以歸零思考方式，

重新檢討並調整105年以後的統合視導辦理方式。

一、104年教育部統合視導減量－調整脈絡



第一大項 教學、訓練與宣導成果

(一)資訊倫理與資安素養
推動辦理情形

1.辦理學生資訊倫理宣導活動

2.辦理家長資訊倫理宣導活動

3.辦理教師資訊倫理宣導活動

4.教師「網路素養」課程研習人數比

(二)推動數位學習等實施
方案增進學童學習能力

1.有辦理數位學伴計畫
2.無辦理數位學伴計畫

一、104年教育部統合視導－減量後之指標



第二大項 資訊教育推動實務

(一)數位應用
機會均等

縮減數位落差相關推動業務
有、無設立數位機會中心

(二)資訊基礎
環境建設與營
運

◎母群：
教職員、
國中7至9年級、
國小3至6年級

1.完成縣（市）內所屬學校之校園無線網路
有無漫遊機制
接收存取點有無制定統一命名(TANet
Roaming/EDU Roaming)並完成設定
無線網路校園教室覆蓋率達40％以上

2.校園OpenID單一帳號驗證服務啟用人數

3.校園雲端電子郵件服務活動推廣與註冊人數

二、104年教育部統合視導－減量後之指標



網址：http://mail.edu.tw

請透過臺南市OPENID認證服務帳號登入使用

各校請鼓勵教職員與學生申請

教育部Email申請

http://mail.edu.tw/


教育部Email申請－申請流程圖



教育部Email申請－申請流程圖（一）



教育部Email申請－申請流程圖（二）

未註冊：導至申請郵件帳號頁面 已註冊：直接登入郵件系統

注意事項
申請帳號不能與現有帳號重覆

一個使用者只能申請一個郵件帳號

帳號至少6碼

決定帳號後則無法再更改



教育部Email申請－管理者功能

◎學校管理者：
一、各學校管理郵件系統老師
二、處理所管轄學校使用者操作郵件系統的基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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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Email申請－管理者功能

管理者介面

點選帳號



教育部Email申請－管理者功能

教育部Email簡報資料下載網址：
(一)http://rs.edu.tw/cloudmail/
(二)校園電子郵件首頁http://mail.edu.tw/edumail.html

http://mail.edu.tw/edumail.html


《統合視導減量係教育部對教育局視導事項減量》

一、法令有規定的，請配合辦理，例如資安事項、個資保護。

二、教育部相關政策或計畫事項，需要配合辦理者，例如教育部

「資訊教學設備與使用狀況」線上填報作業。

三、資訊倫理（含網路素養）研習宣導，因教師有研習時數規定

，建議還是要規劃安排此類研習。

四、還是鼓勵多使用教育部教育雲各項系統，例如校園雲端電子

郵件服務、飛番雲教學平台。

三、104年教育部統合視導－注意事項



電腦設備先期審查

行政管理組



一、設置及應用電腦計畫先期審查－流程

預計
時程

5月中旬 5月底前 6月初 6月初 6月中旬 7月初

辦
理
單
位

1.本局各科室
2.二級機關
3.各級學校

本局資訊
中心

1.市府資訊
中心

2.各級學校

1.永續校園
科

2.各級學校

市府資訊中
心

本局會計室

學
校
辦
理
事
項

提交經費明
細表、財產
清冊、人事
派令等相關
文件送本局
彙整

初審資料
完整性及
彙整本局、
二級機關
及學校資
料送市府
資訊中心
並上網填
報

針對市府資
訊中心初審
需求，佐證
不足者，請
學校補提更
詳細的資料

提報基金賸
餘經費預算
編列（相關
資訊設備提
列內容需與
5月提報內
容一致）

召開提裁事
項會議，請
秘書長裁示
是否同意核
列

市府資訊中
心函文審查
結果，送本
局會計室審
核後，依經
費來源不同
，分別公告



送審前
(一)未事先進行校內溝通與調查，導致資訊預算排擠其它預算。
(二)線上填報資料與書面核章資料不一致。
(三)誤以為提報係額外給予資訊預算而浮列項目。
(四)有汰換需求，卻未陳報逾年限之財產清冊。
(五)平板電腦不列入先期審查；提出之經常門在基本額度內編列者，較無

爭議。
(六)未依填寫說明之規格、金額進行填報（例如編列個人電腦主機－中階，

卻填報較高價格）

送審中
(一)送審資料擅自更改經費來源(例如由基本額度更改為基金賸餘)。
(二)送審資料擅自更改請購數量(例如送教育局業務科審查時購買數不符)。
(三)送審資料擅自增減審查項目(例如送教育局業務科時部分項目不見了，

或者學校臨時想到又增加新項目)。
(四)因未能於需求說明充分表是必要性，導致須另行要求補件。

核定後
請依核定數量、金額，於貴校預算書中進行編列

一、設置及應用電腦計畫先期審查－流程



1、明年度預算額度，以不逾今年預算額度為編列原則。
2、資本門採逐項審查。
3、經常門在學校預算內支應，並審查其編列的項目與數量合理性

逾基本額度之經費依新興案件辦理逐項審查。
4、審查項目：

二、審查原則

項目 審查原則

個人電腦 1.屬汰舊換新：申請數多於財產清單冊逾年限6年數量之四分之一時，
核准數以後者為原則，並優先汰換年代較久之設備。

2.屬新增設備：僅同意新機關成立及機關增列員額提列部分。
(僅限個人電腦，需檢附相關人事資料佐證)

筆記型電腦

印表機

其他資訊軟硬
體設備(如
NAS、伺服器、
網路交換器、
無線基地台等)

1.屬汰舊換新者：請檢附財產清冊審查。

2.屬新增設備：請檢附需求文件，如相關計畫、系統架構、項目及用
途說明、廠商報價單等或其他看得出有此需求的文件。

(伺服器、超過10萬元務必檢附相關文件審查)



5、非屬資訊軟硬體設備(如：投影機、影印機、數位相機、攝影機、
平板電腦、教學廣播系統等)購置、租賃及勞務服務，不需提報市府審查。
註：某校提報明年編列20臺平板電腦，最終審查意見為「非屬資訊設備，不予審查，予
以刪除」並非指不能編列平板電腦，而是平板電腦不需編在資訊預算，學校仍可以編列。

6、Office因具沿用性，僅核可新購個人電腦之Office購置。

7、資訊設備核列金額標準：
(1)依共同供應契約標準核列。(會提供單價標準表統一規定)
(2)未列於共同供應契約，依市場行情提報單價，市府審核所提

合理性。

8、編列價格昂貴(逾100萬)或非核心業務之資訊系統申請時，
另提該項申請呈市府長官裁定。

二、審查原則

2014-04-09--資訊預算審查--單價標準表(共同供應契約).xls


(一)若無編列需求，設置及應用電腦經費明細表「仍須」核章回傳並加註
「本校無編列需求」；填報系統亦請填0。

(二)填報系統資料請與紙本資料一致，避免造成彙整資料的不便，並請注
意資料的正確性。(尤其是數量、金額、經費來源)

(三)因係使用學校自家預算，並非是額外補助款，故編列前應先進行內部
協商及瞭解經費來源(基本額度或基金賸餘)，避免超編。

(四)提報後如經市府審查通過後則需確實編列。

(五)同時間，永續科調查動用基金賸餘編列預算，其中若有資訊預算，請
確認與本次資訊設備先期審查提列資料一致。

(六)先期審查並非只審查「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及印表機」，除已列非
屬資訊設備外，有資訊相關的設備(例如：AP、伺服器、交換器等)請
先提出送審，避免因無送審而無法編列預算。(尤其是資本門一定要送審)

三、重要提醒



第三點
學校運用以前基金賸餘款改善教學環境設備，應優先編列處理之項目臚列如下：
（一）安全性相關修繕，如天花板修繕、遮雨棚架修繕、地坪修補或連鎖

磚整平更新、樹木竄根處理等現存具安全疑慮之校園環境，本項目
應優先編列處理。

（二）一般或例行性修繕或保養：水溝整治或清理疏濬、樹木修剪、燈具
及門窗更新汰換、建物設施油漆粉刷或防鏽處理、水電維修檢測、
抽水馬達保養、耗材補充等校內相關修繕項目。

（三）學生課桌椅或辦公傢俱更新汰換。
（四）飲水及衛生設備保養及更新。
（五）體育遊戲設施設備修繕保養及更新。
（六）預計申請本局相關整建及設備經費提撥之配合款。

第四點
學校運用以前年度基金賸餘款改善教學環境設備者，其提報於次年度運用之
賸餘款中至少百分之五十應編列於上開各優先處理項目，其餘部分則由學校
依教學需求彈性運用。

臺南市各國民中小學以前年度基金賸餘款使用規範



文件一：設置及應用電腦經費明細表

文件二：逾汰換年限的財產清單
需提列從購置日期到當年底已使用逾6年的財產清單供審查，且核准數以

1/4為原則，例如：本校已逾6年的電腦共20臺，最多可申請汰舊５臺。
若今年設備已報廢，可附報廢單佐證，並在「逾汰換年限的財產清單」寫

明「已報廢尚未購置新設備」。
若電腦主機及螢幕是分開列帳的，可合併計算於汰換年限數量，例如：逾

6年之主機有25臺、螢幕有30臺，可合併算個人電腦有25臺。
屬汰舊換新需求者，請一併提列財產明細。

文件三：相關人事資料，如人事派令、增額同意函－增額需求

文件四：相關需求文件，如計畫書、廠商報價單－特殊需求

四、檢附文件



Q1：「網路使用費」及「電腦設備及維護管理費」需要提先期審查嗎？
A1：以上經費係依市府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進行編列，原則上不用，但

如果是採購資本門設備，一定要提先期審查。

Q2：請問可以用「電腦設備及維護管理費」採購投影機燈泡嗎？
A2：原則上如為電腦教室之燈泡汰換是可以的，但一般教室之燈泡汰換則

要回歸會計認定（多數是使用辦公室用品費支應）。

Q3：平板電腦、投影機是否須提報先期審查？
A3：不用提報先期審查。如有需求，請於校內預算編列時再編列送審。

Ｑ4：３Ｄ印表機、無線網路基地台或交換器要先期審查嗎？
Ａ4：因多屬資本門之資訊設備，故需送先期審查。

Ｑ5：如果原經費來源是基金賸餘，學校可以私下修改成基本額度嗎？
A5：不行。因為基金賸餘與基本額度的來源不一樣，且牽一髮而動全身

，會導致年度會計編列錯帳，故提列前請務必詳細評估。

Ｑ6：如果提報的數量後來想追加或減少，可以在教育局送審後再提出嗎？
Ａ6：不行。所以還是請先詳細評估再送資料，避免學校作業產生困擾。

五、問題集



中心基礎維運
網路規劃說明

網路管理組 郭子誠組長



• 補助各國小班級網路電話，請優先使用於班級。

• 若班級已有校內分機並可撥打網路電話，可將網路話機挪作他處使用。

• 網路電話號碼異動請登入http://voip.tn.edu.tw網站，點選”異動申
請”進行話機號碼異動。

• 各校班級網路電話建置率為教育部指標。

在學校總機加裝VoIP閘道器(業者免費提供),
如右圖,校內分機即可撥打網路電話

安裝申請資訊

http://web.tn.edu.tw/forum/?p=633

網路電話相關問題窗口

鄭盛南 老師 VoIP: 64095

已安裝VoIP閘道器學校

http://voip.tn.edu.tw/modules/voip/list.php

網路電話宣導事項

http://voip.tn.edu.tw/
http://web.tn.edu.tw/forum/?p=633


105年度無線網路基地台費用參考

廠牌 型號 規格說明 售價(含稅)
*不含安裝/佈線*

Aruba AP-205 2.4G/5G , AC1750 , 含 AP 授權 , 
2T2R

16,000元 /每台

AeroHi
ve

AP-130 2.4G/5G , AC1750,含 AP 授
權 ,2T2R

16,550 元/每台

Siraya 西拉雅無
線網路基
地台

2.4G/5G , AC1750 , 3T3R (不需
授權)

9000元/每台

• 以上AP均可支援台南市「無線網路認證管理平台」。
• AP交給各校時，相關設定皆已完成，接上網路即可使用。
• 佈線費用參考 : 標準佈線含配管，每台AP佈線費用 2500元，

佈線距離不超過80公尺，費用依實際還境有所不同，還有調
降空間，各校也可自行找佈線廠商施作。



台南市無線認證管理平台

• 台南市無線網路認證管理平台自104年12月開始提供服務。
• 提供自建帳號平台應用於教育局補助各校AP(Aruba, 

Aerohive, Siraya) 同時提供各校自建「支援802.1x驗證之
無線基地台」透過帳號認證平台進行無線網路身份管控。

• 無線認證管理平台採OpenID方式登入，限資訊組長。

• 無線網路帳號管平台相關教育訓練文件請參考:
http://web.tn.edu.tw/forum/?p=744

• 教育局補助各校AP請勿必保持上線，將定期做檢查，若
發現有閒置情形，將調整給優先需要學校。

• 平台操作相關問題窗口: 卓國興 VoIP 64096

http://web.tn.edu.tw/forum/?p=744


無線網路帳號證證平台應用
● 整合各校自建AP帳號管理，一組帳號校內AP都適用。

● 透過無線網路帳號管平台驗證之SSID一律為TN-Domain或

TN-Domain-001或TN-Domain-class

● 可限制帳號可用時間，如時間到，自動停用並可查詢帳號

● 提供查詢各帳號登入時間，上線地點及使用時間。

● 提供AP上線狀況、上線率、使用人次(AP需支援Radius 

accouting)。

● 提供批次建立帳號及修改帳號功能。

台南市無線認證管理平台



透過自建帳號平台認證之AP SSID命名原則

● 一律為TN-Domain，若有5G，則為TN-Domain-5G。

● ThinAP 架構(Aruba, Aerohive)只提供TN-Domain。

● 若想要連線至特定AP，或方便辨識區別，命名原則如
下:

TN-JLJHS-class

TN-JLJHS-class-5G 

TN-JLJHS-2F

TN-JLJHS-3F

提醒: 若SSID不同，當使用者移至另一個AP收訊範圍下，
若是第一次登入該AP，則需輸入帳號密碼，只要密碼記
憶住後，下次便不需要再輸入。

台南市無線認證管理平台



TANetRoaming TN-Teacher TN-Domain

取得網路環
境

中心IP 中心IP 校內IP 含學校自建
NAT(IP分享器)

驗證方式 網頁驗證
(先取IP再認證)

WPA2
802.1x(PEAP)
(認證完成,取得ip)

WPA2
802.1x(PEAP)
(認證完成,取得ip)

登入方式 臺南市教育局Email
帳號
個人voip帳號

臺南市學生帳號
iTaiwan帳號

臺南市教育局
Email帳號
個人voip帳號

臺南市教育局Email帳
號
個人voip帳號

認證平台自建帳號

漫遊範圍 跨縣市(含跨校)
使用iTaiwan，為全
台漫遊

跨校
(臺南市教育局無線
網路管轄學校)

跨校

學校使用

配合無線認管理平台調整TN-Domain認證方式

台南市無線認證管理平台



臺南市校園無線網路
SSID

使用無線

網路

學生

or

訪客

TANetRoaming

TN-Domain

臺南市教職員

TANetRoaming

TN-Teacher

TN-Domain

無線網路佈建規劃



臺南市e-mail帳號可使用其他參與漫遊單位提供之無
線網路，

•旅遊景點或公共運輸場所提供之iTaiwan
•參與學術網路漫遊之學術單位(TANetRoaming)
https://roamingcenter.tanet.edu.tw/select_unit.ph

p

因臺南市認證伺服器為AD環境，透過MSCHAPv2認
證方式，部份單位的無線環境並不支援，若在無線漫
遊時，發生無法驗證成功，請改用
user@mail.tn.edu.tw方式進行驗證，該認證主機由
原先的AD改向中心E-mail伺服器進行驗證。

無線網路漫遊常見問題

https://roamingcenter.tanet.edu.tw/select_unit.php


使用者可透過測試平台，選擇使用地點，測試帳號是否能使用

該區域的無線網路漫遊服務，測試網址

https://roamingcenter.tanet.edu.tw/?page_id=2033

無線網路漫遊自我檢測



•近期無線網路資安事件，使用者操作環境多半是
Windows  XP，請盡速升級作業系統。

• Android或IOS，則應避免安裝未受信任的第三方
APP(例如:root) ，以免被植入攻擊程式。

•一旦偵測無線網路用戶有對外攻擊行為或接獲資安通
報，第一時間將進行帳號封鎖或封鎖設備MAC，避免
影響其他使用者，並通知帳號所屬學校網管，協助排
除問題。

•若單一帳號同時使用於多個設備，經判定屬異常使用，
將暫停帳號使用。

無線網路發生資安事件處理方式



資安政策宣導

資訊安全組 呂政鴻組長



資安政策宣導-大網

(一)

資安年度工作及期程說明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資安通報演

練、弱點掃描

(二)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及個資

防護



一、資安年度工作及期程說明

•每年定期進行主機及個資弱掃。
(1)弱點掃瞄

•每年定期進行自我評量。(2)ISMS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 發生資安事件應立即處理與通報。(3)資安通報



(1) 弱點掃描

•主機弱掃平台：https://webcan.tn.edu.tw/

(一年2次，屆時公告 通知掃描時間)

•個資弱掃平台：https://pscan.tn.edu.tw/

(一年 請自行進行至少4次掃描)

•平台帳號皆是學校的Domain Name，如密碼忘

記可點選「忘記密碼」重設。

教育部

主機與

個資弱

點掃描

平台

•如有高度風險務必處理。

•處理方式可洽資訊中心資訊安全組或網路

管理組

掃瞄結果

處理方式

https://webcan.tn.edu.tw/
https://pscan.tn.edu.tw/


(2) ISMS-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階段

（資安自評)

• 自評時間：4月 ~ 6月 （依教育部期程安排）

• 網 址：https://isas.moe.edu.tw/

• 注意事項：各校上傳佐證資料＆進行自評。

第二階段

（線上審查）

• 審查時間：8月~10月（依教育部期程安排）

• 審查結果：給予各校一份稽核報告書。

• 矯正與預防處理單(須請機關首長核章)：依據報告書中不符合項目填寫。

第三階段

（實地訪視）

• 訪視時間：預計3月

• 注意事項：抽查學校進行實地訪視。

https://isas.moe.edu.tw/


(3) 資安通報

正式通報 演練通報

https://info.cert.tanet.edu.tw
https://drill.cert.tanet.edu.tw 

(演練期間才開放)

演練時間：9月 ~ 10月 (依教育部期程安

排)，屆時將以公告通知各校。

演練方式：簡訊及電子郵件發出「告知

通報演練」。資安聯絡人收到後，請於

1小時內到演練平台通報＋應變。

帳號：為學校OID； 密碼忘記可於平台上點選「密碼查詢」。

https://info.cert.tanet.edu.tw/
https://drill.cert.tanet.edu.tw/


(3) 資安通報

告知通報：

係由其他單位所告知教育部所屬單位所發生之資安事件，須於 1 小時

內登入通報平台完成通報，也可順道完成應變流程。

自行通報：

係由各校自行發現資安事件，或由資訊中心監控發出電子郵件通知學校

網路異常，請各校排除異常後主動向上級通報。不管是那一級資安事件，

當第一線人員發現事件時須登入通報平台完成通報+應變此事件。

資安預警：

係未確定事件或待確認工單。需登入資安通報平台完成此工單的判定

(誤判、確實事件或無法判斷)。



(3) 資安通報

告知通報
&

自行通報
通報 應變 通知方式

1、2級
資安事件

1小時內完成 72小時內完成
簡訊+Email通知(告知通報)

資訊中心以Email通知(自行通報)

3、4級
資安事件

1小時內完成
需電話通知資訊中心

36小時內完成
簡訊+Email通知(告知通報)

資訊中心以Email通知(自行通報)

資安預警事件 判定(一個禮拜完成) 通報

Email通知 誤判、確實事件、無法判斷 確實事件需進行【自行通報】



(3) 資安通報

帳號(學校OID)
第一資安連絡人：資訊組長或網管老師2.16.886.111.90028.900xx.1xxxxx

第二資安連絡人：教務主任或教導主任2.16.886.111.90028.900xx.1xxxxx.1

第三資安連絡人：校長2.16.886.111.90028.900xx.1xxxxx.2

第四資安連絡人：職務代理人1 2.16.886.111.90028.900xx.1xxxxx.3

第五資安連絡人：職務代理人2 2.16.886.111.90028.900xx.1xxxxx.4

並於資料整備期間更新連絡人密碼

資安連絡人增刪諮詢窗口如下：

TACERT(臺灣學術網路危機處理中心)
服務電話：(07)525-0211(網路電話：98400000)



(3) 資安通報-新增連絡人帳號管理欄位



(3) 資安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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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通報平台連絡人密碼更新(2015/10/04前更新完畢)

資安通報平台連絡人更新100.xlsx


二、電子郵件社交工程及個資防護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

個資防護



什麼是社交工程?

社交工程是利用人性的弱點進行詐騙，是一種

非「全面」技術性的資訊安全攻擊方式，藉由

人際關係的互動進行犯罪行為。

以人為本

手法萬萬種

技術門檻較低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



這就是結果



有下列症狀的同仁請注意了

太有正義感
太有愛心
好奇寶寶
太容易被唬



讀取信件要領

 先確認寄件者。
- 是否為您認識的人或業務需要。

 確認郵件主旨。
- 是否為奇怪的主旨, 或與寄件者不搭的主旨。

 確定郵件內容是否與寄件者或主旨有關。

 確定郵件內容是否得宜。
- 例如是否得提供個資料機敏資料。

 是否非得開啟附件或點選連結。

 是否須向寄件者確認。



1.執行各種作業系統、應用軟體設定更新

2.必須安裝防毒軟體，並確實更新病毒碼

3.收信軟體安全性設定

- 必須以純文字模式開啟郵件

- 必須取消郵件預覽功能

4.防止垃圾郵件

- 設定過濾垃圾郵件機制

5.啟用個人防火牆

使用者防護停.看.聽(1/3)

停─ 使用任何電子郵件軟體前，必須先確認



看─ 開啟電子郵件前應先依序檢視

使用者防護停.看.聽(2/3)

【寄件者】:
1. 若【寄件者】與您業務相關且認識，並確認電子郵件信箱位址無誤，如有

冒用偽裝情形，則建議直接刪除該郵件。
2. 若【寄件者】來自政府機關，其信箱位址應屬於gov.tw，若【寄件者】來

自非政府機關，則應特別謹慎確認。

【郵件主旨】:
若【郵件主旨】與您業務無關或主旨怪異，則建議直接刪除該郵

件。

【附加檔案】:
1. 若【附加檔案】名稱顯示與您業務無關或檔名怪異、錯誤，請勿開

啟【附加檔案】或建議直接刪除該郵件。
2. 若有需要開啟【附加檔案】，不得直接點選開啟檔案，應先另存新

檔後，再使用相關軟體開啟。



使用者防護停.看.聽(3/3)

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向寄件人確認郵件真偽

聽─ 若懷疑郵件來源，必須進行確認



使用電子郵件時應有的習慣

收信
1.檢查寄件者的真偽
2.確認信件內容的真實度
3.不輕易開啟郵件中的超連結以及附件
4.開啟超連結或檔案前，確認對應軟體（如IE、
Office、壓縮軟體）都保持在最新的修補狀態

轉信或寄信
1.未經查證之訊息，不要轉寄
2.轉寄郵件前先將他人郵件地址刪除，避免別人
郵件地址傳出

3.寄送信件給群體收件者時，應將收件者列在密件
副本，以免收件人資訊外洩。



個資主要外洩管道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1

•惡意/非法軟體2

•可攜式設備(USB/智慧型手機)3

•雲端應用4



個資外洩衝擊

機關學校形象受損

失去師生家長信任

部分校務作業可

能中斷

相關人員面臨個

資法等法律制裁

可能必須負擔鉅

額賠償



軟體-資安案例



軟體昇級

業務內需使用軟體?
- 壓縮軟體
-影音撥放軟體…

合法軟體?
- 版權
-授權數量

自由軟體?
License agreement.





因應措施

公用隨身碟
資料加密



手機應用容易忽略的6大風險

合法上架的手機App不一定安全

3G網路成為內部網新後門

手機遺失等同筆記型電腦遺失

無法封口阻擋的USB隨身碟

手機是進入核心系統的鑰匙

越獄讓手機系統安全出現漏洞



手機防護重點

越獄/root

安裝APP

手機遺失密碼要求

沒有

防護機制



總結

個資保護與資訊安全必須是一種習慣與文化，
而不能只是一種技術與專業。



綜合座談



感謝您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