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年度第 2 次「臺灣學術網路(TANet)臺東地區連線單位座談會」議程
時

間：104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三) 下午 12:10

地

點：國立臺東大學校本部(知本校區) 圖書資訊館 資訊棟 2 樓第 2 會議室

主

席：圖書資訊館 謝明哲館長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王振光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區網中心工作報告
一、 104 年度暑期區網研習
(一) 於 8 月 17 日(星期一)至 8 月 27 日(星期四)，假國立臺東大學校本部(知本校區)圖書資訊
館資訊棟 1 樓 C119 電腦教室舉行暑期區網研習，上課日期與課程內容如下：


08-17 APT 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介紹與網頁應用程式 10 大弱點介紹



08-20 小型機房規劃建置與管理實務(上) (下)



08-21 伺服器虛擬化 VMware vSphere 系統介紹(上) (下)



08-24 實用 APP 介紹



08-24 The Dude 網管軟體介紹



08-25 Linux 系統管理實務(上) (下)



08-26 擴增實境 APP 實作(上) (下)



08-27 Excel 進階應用



08-27 PowerPoint 進階應

(二) 參與研習人員之滿意度、學習效果與意見回饋彙整如下：
研習課程名稱

滿意度*

學習效果#

4.5

3.6

無

小型機房規劃建置與管理實務(上) (下)

4.3

4.3

可以再開相關課程。

伺服器虛擬化 VMware vSphere 系統介紹(上)

4.5

4.4

再深入了解虛擬環

APT 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介紹與網頁應用程式

意見回饋

10 大弱點介紹

(下)

境的規劃和管理以
及不同虛擬系統的
比較，建置成本和維
護評估。

實用 APP 介紹

4.9

4.6

無

The Dude 網管軟體介紹

4.8

4.6

非常實用，可以回去
運用在網路管理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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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工作上。
Linux 系統管理實務(上) (下)

5

4.7

無

擴增實境 APP 實作(上) (下)

4.9

3.9

1. 希 望 能 開 設 防 火
牆 管 理 與 Linux
安全性設定課
程。這次一系列課
程安排得很好，感
謝區網中心與講
師的辛勞。
2. 可 多 增 加 此 類 課
程。
3. 未來可開 Scratch
兒童程式設計教
學課程。

Excel 進階應用

4.9

4.2

未來可開影像剪輯
課程

PowerPoint 進階應

4.7

4.3

未來可開照片後製
課程

*

5:非常滿意 / 2:滿意 /

#

5:高度 / 3:中度 / 1:低度

3:普通 / 2: 不滿意 / 1:非常不滿意

二、 教育部 104 年度資通安全通報演練
(一) 於 104 年 10 月 4 日前完成演練資料整備作業，各連線單位已變更 2 位主要連絡人的密
碼，並將未使用之連絡人帳號關閉。
(二) 於 104 年 10 月 5 日至 10 月 8 日與各連線單位完成資安通報演練作業。
(三) 通報演練結果：所有連線單位皆在時效內完成事件通報與應變，區網中心亦在時效內完
成事件審核。
三、 教育部 104 年度臺東區網中心資安事件單評量統計
(一) 事件單評量統計結果
統計期間: 104/1/1 - 104/11/6

臺東區域網路中心

1. 1、2 級資安事件處理
(1)通報平均時數：

5.46 小時

(2)應變處理平均時數：

0.00 小時

(3)事件處理平均時數：

5.46 小時

(4)通報完成率：

95.08% 百分比

(5)事件完成率：

98.48% 百分比

2. 3、4 級資安事件通報
(1)通報平均時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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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2)應變處理平均時數：

無

小時

(3)事件處理平均時數：

無

小時

(4)通報完成率

無

百分比

(5)事件完成率：

無

百分比

3.資安事件通報審核平均時數：

0.97 小時

(二) 通報完成率與事件完成率未達 100%為有少數連線單位之案件超過 24 小時才完成通報
(通報完成率)，或超過 72 小時才完成通報、應變與審核(事件完成率)。此為今年度新的
評量指標，敬請各連線單位之師長與伙伴們未來在通報與應變時效內能完成資安事件之
填報與處理。
四、 宣導事項：
(一) 教育機構資安通報平台案件處理
1.

通報應變規則

2.

填寫範例介紹

3.

事件附檔下載

(二) 網站應用程式弱點監測平台及防洩漏個資掃瞄平台。
1.

網站應用程式弱點監測平台網址：http://210.240.172.214

2.

防洩漏個資掃瞄平台網址：http://210.240.172.215

(三) 行政院與教育部有關資安與個資保護相關規定。
1.

資安
(1) 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
(2)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及學校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
(3) 資訊系統分級與資安防護基準作業規定

2.

個資保護
(1) 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2) 教育機構個人資料保護工作事項
(3) 教育體系個人資料安全保護基本措施及作法

(四) 行政院推動校園網路課餘時間開放偏鄉社區民眾使用。
1.

依「臺灣學術網路管理會第 67 次會議」會議紀錄【案由一】討論事項之決議：
(1) 依據臺灣學術網路管理規範第三條第（五）款規定，同意通過偏遠地區（含原
住民部落）透過校園介接 TANet，提供偏鄉學童及民眾社會教育使用。
(2) 為縮減偏鄉與城市數位落差，提供學童課後數位學習機會。TANet 偏鄉學校調
整部份頻寬，以校園無線延伸社區及介接至原住民部落公共場域方式，供偏鄉
民眾利用校園網路介接 TANet 骨幹，並結合 iTaiwan 帳號無線上網，惟後續相
關使用者管理及服務原則仍應明確定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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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安人科技網介紹 (http://www.informationsecurity.com.tw)。

參、 討論提案
【提案一】有關 105 年度臺東區網研習課程之規劃與建議，請

討論。
(提案單位：臺東區網中心)

說

明：

一、 為使臺東區網中心舉辦之研習課程內容符合臺東各連線單位與各級學校教師之需求，並增
加研習課程在工作上可實際應用程度，請提供以下 105 年度臺東區網研習課程規劃之相
關建議：
(一) 舉辦日期時間：目前多數研習課程皆於暑期兩週內舉辦完畢，若考量各位師長每學期
之工作時程，請建議是否有需調整舉辦之日期與時間，如分散於上學期、暑期、下學
期舉辦。
(二) 舉辦地點：目前皆在本校校本部(知本校區)舉行，請建議是否有需調整，如部份課程
可移至臺東市區或在各連線單位校內舉行。
(三) 舉辦方式：目前多數研習課程皆由臺東區網中心獨自承辦，請建議是否有需調整，如
跨校合作承辦，成果共享。
(四) 推薦課程主題與講師：
1.

提供以下課程分類，供各位師長推薦相關課程：機房管理、網路技術、主機管
理、資料庫管理、應用系統開發與程式設計、網頁設計、硬體維修、資訊安全、
個資保護、影像與繪圖處理、文書處理、專案管理、資訊服務管理、高中職與
國中小教學需求、熱門 IT 議題(如：雲端應用、虛擬化、大數據分析、行動裝
置應用、物聯網、數位教材與線上磨課師課程、穿戴式裝置技術、3D 列印技術、
DevOps 流程、Container 虛擬化技術)

2.

請協助推薦適合主講相關課程之講師，如曾聽過課的講師、專業網站上的人氣
版主、校內適合之老師、或其他單位曾推薦的講師，以能提早與講師約定 105
年之研習日期時間。

決

議：

一、 有關舉辦日期與時間，維持原方式於暑期擇 1 至 2 週舉辦系列課程，惟若考量特殊情況
與需求，仍可於上下學期間安排 1 至 2 天研習課程。
二、 依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之提議，明年可先與該校合辦 1 至 2 場有關資安與個資之研習，地
點由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提供，相關日期與課程主題及講師，則再由區網中心與臺東專科學
校協調討論。
三、 有關研習課程主題與講師或其他研習相關之建議事項，為方便研習之安排，請各連線單位
於會後再思考是否有推薦之課程與講師或相關建議。原則上請於暑假前 3 個月(即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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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底前)向區網中心助理提出。
【提案二】有關 105 年度連線單位座談會之舉辦時程，請

討論。
(提案單位：臺東區網中心)

說

明：為避免每年 2 次之連線單位座談會影響各連線單位與會師長或人員之日常教學與維運工
作，請建議 105 年度連線單位座談會適合之舉辦時程。

決

議：連線單位座談會較適合之舉辦時間為週三上午 11:00，未來將以此為第一優先安排之開
會時間。此外，未來在開會通知上會說明預估之會議結束時間，以利各連線單位之師長
與伙伴調整相關工作時程。

肆、 臨時動議
一、 針對本年度臺灣學術網路問卷調查報告結果，有關各連線單位在網路管理遭遇的困難、對
區網在網路維運管理的建議以及臺灣學術網路運作的整體建議，歸納如下：
(一) 缺乏資訊專業人員編制。
(二) 無足夠經費更新設備。
(三) 對外頻寬不足。
(四) 能對各連線單位之個別問題提供諮詢服務。
決

議：有關(一)至(三)點，臺東區網將於本年度區網中心年終工作研討會議之報告提出建議。
另，有關於區網中心對各連線單位之個別問題提供諮詢服務，將先利用網路社群平台建
立臺東區網中心之群組，邀請各連線單位相關人員加入，以期能透過此平台即時提出問
題並利用社群討論尋求解決方案。

伍、 散會 下午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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