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球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

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
一般認知講習

111.08.31 14：00-17：00-視訊
辦理單位：圖書資訊處/人事室



課程內容
• 法遵要求-須遵守或注意

• 事件分享-從事件看資安

• 與自己相關的資安與個資

• 案例與因應-我還可以這樣做

• 教育部重要宣導事項與QA

• 自我檢測-牛刀小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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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遵要求
-須遵守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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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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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委外契約管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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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委外契約管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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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與即時通訊軟體
使用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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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特別注意本校各line群組，特別是【環球福委會…】
它含了學生和非本校人員…請勿隨意PO公務相關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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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安全性設定-本校規範

• 依帳號及密碼控制管理程序(ISMS-02-010)個人電腦設備應設定
帳號及密碼，密碼長度至少8 碼(密碼需穿插特殊字元以符合複雜
度(數字、英文字大、小寫或特殊符號等，至少 3 種以上))，至少
每六個月更換一次密碼，密碼勿置放於顯而易見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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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安全性原則

 按下〔視窗鍵〕+〔R〕來帶出「執行」視窗，輸入
「secpol.msc」點選〔確定〕來開啟〔本機安全性原則〕。

 在“安全性設定”的左側選項中，依次選擇：“帳戶原則”—
“密碼原則”。

 按兩下“密碼必須符合複雜性要求”。選擇“已啟用”，按下
“確定”即可。

 “密碼最長使用期限”

 密碼到期日，設定“180”天。

 “強制執行密碼歷程記錄”。

 密碼記錄的保留期，設定“1”。

 “最小密碼長度”。

 密碼最少必須是，設定“8”個字元。

 按下〔視窗鍵〕+〔R〕來帶出「執行」視窗，輸入
「secpol.msc」點選〔確定〕來開啟〔本機安全性原則〕。

 在“安全性設定”的左側選項中，依次選擇：“帳戶原則”—
“密碼原則”。

 按兩下“密碼必須符合複雜性要求”。選擇“已啟用”，按下
“確定”即可。

 “密碼最長使用期限”

 密碼到期日，設定“180”天。

 “強制執行密碼歷程記錄”。

 密碼記錄的保留期，設定“1”。

 “最小密碼長度”。

 密碼最少必須是，設定“8”個字元。



查詢本機使用者最後一次變更密碼時間

 步驟1：按下〔視窗鍵〕+〔R〕來帶出「執行」視窗，輸入
「cmd」點選〔確定〕來開啟。

 步驟2：在“C:\User\*******>”後，輸入「net user 」按下
〔enter〕。列出windows的使用者名單

 *******就是使用者登入帳號(例如 TWU 或是使用者名字)

 步驟3：在“C:\User\TWU>”後，輸入「net user  TWU」按下
〔enter〕。

 步驟1：按下〔視窗鍵〕+〔R〕來帶出「執行」視窗，輸入
「cmd」點選〔確定〕來開啟。

 步驟2：在“C:\User\*******>”後，輸入「net user 」按下
〔enter〕。列出windows的使用者名單

 *******就是使用者登入帳號(例如 TWU 或是使用者名字)

 步驟3：在“C:\User\TWU>”後，輸入「net user  TWU」按下
〔enter〕。



螢幕保護裝置設定

 Windows 10 作業系統設定：

 步驟01A：按下〔視窗鍵〕+〔I〕來
開啟「Windows設定」視窗，點選
『個人化』。

 步驟01B：或在桌面上按滑鼠右鍵，
點選開啟『個人化』。

 步驟02：點選『鎖定畫面』，將右側
『鎖定畫面』畫面捲至下方點選『螢
幕保護程式設定』。

 步驟03：『螢幕保護裝置』在下拉選
單任選一個喜歡的螢幕保護程式「如
3D文字」，設定等候時間為「10分
鐘」，並勾選『繼續執行後，顯示登
入畫面』，按下『確定』，設定完成。

 Windows 10 作業系統設定：

 步驟01A：按下〔視窗鍵〕+〔I〕來
開啟「Windows設定」視窗，點選
『個人化』。

 步驟01B：或在桌面上按滑鼠右鍵，
點選開啟『個人化』。

 步驟02：點選『鎖定畫面』，將右側
『鎖定畫面』畫面捲至下方點選『螢
幕保護程式設定』。

 步驟03：『螢幕保護裝置』在下拉選
單任選一個喜歡的螢幕保護程式「如
3D文字」，設定等候時間為「10分
鐘」，並勾選『繼續執行後，顯示登
入畫面』，按下『確定』，設定完成。



事件分享
-從事件看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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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重大資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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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se.ncc.gov.tw/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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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se.ncc.gov.tw/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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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8431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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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9271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9271


https://udn.com/news/story/6925/550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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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6925/550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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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122472/577209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53C183tFaA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925/2087193.htm

https://udn.com/news/story/122472/577209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53C183tFaA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925/20871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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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735592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73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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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7314/5927958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5927958


33



34

IOT設備



與自己相關的資安與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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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事件-資源回收廠



本校事件-大樓垃圾桶

個資？？隱私？？
都侵犯了當事人權益



https://pipa.ndc.gov.tw/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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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與因應
-我還可以這樣做…想一下，我還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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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外洩案例(個資保護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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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外洩案例(委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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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軟體攻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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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資安弱點攻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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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攻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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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帳密遭暴力破解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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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帳密遭暴力破解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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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委外廠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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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委外廠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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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委外廠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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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維：零信任-Zero Trust

59
https://www.webcomm.com.tw/blog/zero-trust-security-model/

零信任，全名為零信任安全模型 (zero trust security model)，其他常見的名稱還有零信
任架構 (zero trust architecture, ZTA)、零信任網絡架構 (zero trust network 
architecture, ZTNA) 等等，有時也用 perimeterless security 一詞代表。從字面意思去
想，一般人會認為零信任具有開放的意思，但實際上，零信任的“零”一字代表著完全
不信任，正因為不給予任何信任，所以每個環節都會進行驗證，所有驗證都通過才放行。

https://en.wikipedia.org/wiki/Zero_trust_security_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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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人、事、物的失誤
減少、降低非必要風險…..

資安因實作、落實而完整



日常訊息來源

• https://nicst.ey.gov.tw/Page/EB237763A1535D65?page=1&PS=15&

• https://www.nccst.nat.gov.tw/Law

• 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

• https://www.twcert.org.tw/

• https://www.ithome.com.tw/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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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icst.ey.gov.tw/Page/EB237763A1535D65?page=1&PS=15&
https://www.nccst.nat.gov.tw/Law
https://www.twcert.org.tw/
https://www.ithome.com.tw/security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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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可用的防毒、防駭工具
MSE（微軟安全掃描工具）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windows/security/threat-
protection/intelligence/safety-scanner-download

Avast（捷克防毒軟體）
https://www.avast.com/zh-tw/download-thank-
you.php?product=FAV-PPC&locale=zh-tw

Kaspersky（卡巴斯基)
https://www.kaspersky.com.tw/updates/home-security/free-
antivirus

VursTotal（病毒、蠕蟲、木馬和各種惡意軟體分析服務）
https://www.virustotal.com/

TWCert Virus Check（惡意檔案檢測服務)
https://viruscheck.tw/ 64



教育部重要宣導
110年06月29日臺教資 (四)字第110008589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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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06月29日臺教資(四)字第1100085899號函
內容與建議措施…

• 教育體系發生多起因管理不當導致之重大資通安全事件，相關根
因分析及建議措施，請學校據以檢核自身資安管理情形，避免類
似資通安全事件發生。且針對教育部所屬機關及大專校院，即日
起將加強相關措施如下：

1. 機關、學校因管理不當導致資通安全事件，教育部將以不遮蔽該機關、學
校方式作為教育體系內部案例宣導。

2. 針對發生重大資通安全事件之機關、學校，教育部將辦理專案實地稽核，
未落實稽核缺失改善者，將循相關機制提報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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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資安事件相關根因 建議措施

弱密碼及身分驗證缺失
案例：本部某機關委託某大學辦理X系統，X
系統管理人員使用弱密碼，該弱點遭利用致
管理人員帳號遭未授權登入，洩漏多筆個人
資料。

一. 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第11條規
定（附表十資通系統防護基準），資通
系統應依其防護需求等級，落實身分驗
證管理措施內容之相關要求。

二. 資通系統使用密碼進行驗證時，應強制
最低密碼複雜度。密碼複雜度規範對象，
應包含所有具管理權限之帳號。密碼複
雜度檢查程序，應被納入所有密碼變更
功能。

三. 機關宜訂定密碼複雜度共通規範，如禁
止使用與帳號名稱相同、身分證字號、
學校/機關代碼、易猜測之弱密碼或其他
公開資訊等。

四. 弱密碼及身分驗證缺失問題，建議納入
機關安全性檢測項目。

五. 針對管理人員因設置弱密碼導致資通安
全事件，建議評估予以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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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資安事件相關根因 建議措施

未落實安全軟體發展生命週期相關要求
（SSDLC）
 案例A：某學術單位未落實SSDLC相關要

求，忘記密碼功能具有未發現之安全邏
輯漏洞，致帳號遭未授權登入，洩漏多
筆個人資料。

 案例B：某大學X系統因應疫情變化緊急
上線，未經適當安全性測試程序，存在
安全弱點致個資可被他人不當存取

一. 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第11條規
定（附表十資通系統防護基準），資通
系統應依其防護需求等級，落實系統與
服務獲得構面之相關要求，針對資通系
統發展生命週期各階段，完成各項安全
要求。如委外辦理，應將相關安全需求
明定於委外契約。

二. 資通系統於上線前之測試階段，應進行
弱點掃描安全檢測，並進行中、高風險
弱點修補。如因應業務需求緊急上線，
仍應保留安全性測試所需時間，避免因
重大安全漏洞導致機關嚴重損失。

三. 應針對系統重要功能建立安全檢核機制，
如忘記密碼功能，並於測試階段完成安
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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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資安事件相關根因 建議措施

重要資料庫未最小授權
案例：某大學重要資料庫提供系統介接功能，
惟介接作業未確保最小授權，X系統防護等
級較低但具備介接完整資料表權限，致系統
被入侵後即取得高權限，洩漏多筆個人資料。

一. 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第11條規
定（附表十資通系統防護基準），資通
系統存取控制應採最小權限原則。

二. 機關應建立系統介接作業之權限審核機
制。重要資料庫應以最小權限原則進行
存取授權，依介接系統之業務功能，提
供所需資料表及資料欄位。

人員未經適當資安教育訓練或資安職能不足
案例：某學校人員個資保護意識不足，將具
敏感資訊之個人資料張貼於公開網路。

一. 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第11條規
定（附表一至八機關應辦事項），機
關、學校人員應依所屬人員類型（一般
使用者及主管、資通安全專職人員、資
通安全專職人員以外之資訊人員）完成
對應之資通安全教育訓練法定時數要
求。

二. 各單位主管應積極督促所轄人員完成資
通安全教育訓練，建議由專責單位（如
人事單位）定期追蹤管考以確保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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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資安事件相關根因 建議措施

學校資安規範適用範圍未包含重要資通系統
案例：某大學負責管理重要資通系統之單位，
未納入學校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適用範
圍，相關系統開發測試流程未有適當規範遵
循，因管理不當導致資安事件。

一. 依資通安全管理法第10條規定，公務機
關應訂定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內容包括
資訊及資通系統之盤點、資通安全風險
評估、資通安全防護及控制措施等項目。

二. 學校資通系統之盤點，應包含行政單位、
教學研究單位自行或委外開發之資通系
統。學校資通安全防護及控制措施相關
規範，即應涵蓋全校前揭資通系統，並
依風險評估結果針對重要資通系統予以
適當保護。

70

註：資通系統之重要等級仍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附表九資通系統防護需求分級原則」辦理，無論等級
高／中／普階需依法進行相關防護作業，防護要求則需依「附表十資通系統防護基準」要求事項進行作業。



本校核心資通系統及關鍵服務設備
-110學年度第二次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111.08.01校長簽核通過

類別 核心資通系統/服務設備
業務失效
影響說明

最大可容忍中斷時間
(MTPD)

系統等級

核心資通系統 校務資訊系統/學生資訊
統

影響本校各資訊服務及
關聯授權系統之資訊提
供與服務。

24小時 中

核心資通系統 校屬電子郵件系統 影響本校日常業務運行 24小時 普

核心資通系統 Web官網 外界觀感不佳 影響校
譽

24小時 中

關鍵服務設備 WAN Cisco 6503 影響本校對外網路 24小時 --

關鍵服務設備 Core Cisco 6509 影響本校各棟大樓之網
路交換

24小時 --

關鍵服務設備 FortiGate 1100E 影響本校外對內之網路
安全

24小時 --

註：系統等級說明--中：影響作業之運行或造成業務中斷/普：雖影響作業運行，但校務仍可正常推動、運行

資通系統等級分級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附表九資通系統防護需求分級原則」辦理．
7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30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GetFile.ashx?FileId=0000254363&lan=C


自我檢測-70分級格

-牛刀小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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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一電腦被植入惡意軟體，應該如何處理？

只要電腦裡沒有重要資料就沒關係

使用移除工具將間諜軟體移除，並確認電腦是否有安裝防毒軟
體

只要往後不使用該臺電腦上網就不會有損失

重新開機就可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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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種密碼相對最難破解？

r7%0sL@zp

12345678

Apple

1qaz2w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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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駭客透過特殊方式將用戶電腦內的檔案資料鎖住或加密，並要求
用戶支付贖金才能拿到解密金鑰，請問以上敘述屬於下列哪種常
見網路犯罪手法？

瀏覽器劫持者(Browser hijacker)

勒索軟體(Ransomware)

暴力攻擊法(Brute-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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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完考題收到研習證明就可以下線囉！
線上考題訂於17：30關閉，請把握時間~~~

再次感謝大家的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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