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域網路中心年終評量項目說明 

104年度區網維運推動成果 

（一）網路中心經費使用 

核定計畫金額︰NT$1,388,000 

教育部補助金額︰NT$1,388,000 

自籌金額︰NT$1,917,000 

實際累計執行數（至 11/30）︰ 

（二）網路中心人力數 

     (含圖書服務及資訊服務人力) 

（請填數字）專任：8 人      兼任：1人 

其中包含教育部補助網管人員：1 人，證照數：0張。 

資安人員：1 人，證照數：2張。 

 

（三）網路中心連線情形   

  (請填數字, 可加以說明) 

項目(校數) 大專  高中職 其他 總計 

1.區網中心連線學校數: 5  11  1  17 

2.連線方式：ADSL（校）                              1    1 

            專線（校）     5    1  6 

            光纖 50M（校）                              10    10 

            光纖 100M（校）          

            其他     

3.連線總校數： 5 11 1 17 

4.連線縣(市)網路中心： 花蓮縣教育網路中心 

5.屬於(其他)連線單位名稱： 花蓮縣教育網路中心 

(四)資訊安全環境整備 

1.網路中心及連線學校

資安事件緊急通報

處理之效率及通報

率。(由教育部資訊

及科技教育司提供

數據) 

統計期間:104/1/1 - 104/11/6 花蓮區域網

路中心  

1. 1、2 級資安事件處理   

(1)通報平均時數： 1.96 小時 

(2)應變處理平均時數： 3.15 小時 

(3)事件處理平均時數： 5.11 小時 

(4)通報完成率： 98.06% 百分比 

(5)事件完成率： 100.00% 百分比 

2. 3、4 級資安事件通報   

(1)通報平均時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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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 小

時 

2.網路中心配合本部資

安政策。 

1.資通安全通報應變平台之所屬學校及

單位的聯絡相關資訊完整度：100 %。

(由教育部參照資安通報演練作業現

況提供) 

2.區網網路中心依資通安全應執行事項: 

(1)是否符合防護縱深要求? █是 □

否 

(2)是否符合稽核要求? █是 □否 

(3)符合資安專業證照人數： 8 員 

(4)維護之主要網站進行安全弱點檢測比

率：  100   %。   

(五)網路中心運作情形 

1.出席本部 TANet相關

會議參與率。 

1.出席 TANet相關技術及管委會等會議

參與率 100%。 

2.公告 TANet相關技術及管委會會議紀

錄。 

網址： 

http://www.hdrc.edu.tw/index.php/2

012-11-14-09-06-28/2012-11-29-06-4

2-50/119-tanet 

2.區網中心與連線單位

互動。 

1.召開區域網路中心管理會議： 

召開次數 1 次。(請填次數) 

會議紀錄網址： 

http://www.hdrc.edu.tw/index.php

/2012-11-14-09-06-28/2012-11-29-

06-42-50 

2.連線單位平均出席率 76 %。(請填百

分比) 

3. 將於 12月中旬舉辦 104年第 2次花

蓮區域網路中心管理委員會。 

4.其他與連線單位相關活動說明。 

(1)到慈濟科技大學辦理資安研討會 1

場。 

(2)到花蓮南區玉里高中，辦一場資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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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研討會。 

(3)派個資講師到大漢技術學院教導個

資盤點與風險評鑑實作課程。 

(4)派員協助慈濟科技大學進行 ISMS及

個資之內部稽核。 

(5)與東部其他4所學校簽署泛太平洋聯

盟圖書資訊服務互惠協議，內容除圖

書資源共享外，尚含蓋資料異地備

份、ISMS 資安內部稽核支援、DNS 異

地備援機制、網頁互相推廣行銷等。 

5.主動以區網郵件群組通知連線單位參

加本區網所主辦的各類研討會。 

3.建立連線單位通訊資

料。 

連線單位網管人員連絡通訊(公務用)

相關網頁連結或書面資料，並註明最

後更新日期。 

  網址： 

http://www.hdrc.edu.tw/index.php

/2012-11-14-03-00-40/2013-11-19-

15-19-04 

最後更新日期為 104年 11月 3日 

(六)推動網路資訊應用環境與導入 
推動相關基礎建置及營

運效能。 

1.協助連線單位推動 IPv6說明及成效。 

 TANet 骨幹路由器連線學校 IPv6 路由

設定，於東華大學端達 100%。 

 輔導連線學校進行 IPv6路由設定： 

慈濟科技大學、台灣觀光學院、縣網

中心、花蓮高中、花蓮女中、花蓮特

教學校。 

 DNS支援 IPv6學校： 

慈濟科技大學、台灣觀光學院、縣網

中心、花蓮高中、花蓮女中、花蓮特

教學校。 

 DNSSEC導入： 

東華大學、縣網中心 

2.網路管理機制。 

在 TANet及 Hinet 的入口分別建置資

安設備 Fortigate FG-3140B 及 Palo 

Alto PA-3050，將所有異常及 P2P 的

流量阻擋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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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oIP over IPv6推動及成效。 

目前推動東華大學（500 門）、花蓮 

女中（60 門）、花蓮高中（51 門）VoIP 

服務，這些單位校內均啟用 IPv6 服務，

目前協助進行 VoIP IPv6 支援測試 

 

(七)網路應用特色服務 
提供各類網路應用特色

服務或分享。 

效益成果及分享。 

網址︰

http://net.ndhu.edu.tw/tanet/repor

t/104/104-07.html 

(八)辦理教育訓練及研討會活動情

形 

1.辦理教育訓練活動及

研討會活動。 

教育訓練及研討會活動名稱(例如網路

管理及網路應用、資安、個資及智財權

等，並提供參考網址及資料下載位址)： 

http://www.hdrc.edu.tw/index.php/2

012-11-14-09-05-59 

2.維運人力專業能力教

育訓練。 

專屬維運及資安人員專業能力教育訓

練，均有符合 ISMS資安人員教育訓練時

數要求，達每年 16 小時以上。 

(九) 105年度預計推動之重點 
105年度預計推動之重

點工作 

1.推廣已導入本區網的網路異常流量偵

測系統，並將其提供所屬連線學校使

用。 

2.鼓勵連線學校使用 TWAREN網路效能

監測系統。 

3.到花蓮中南區辦理資安或個資研討

會，讓資訊安全相關技術與訊息，可

以傳遞到花蓮偏遠地區。 

4.主動協助連線單位解決網路運作上的

相關問題。 

5.輔導有意願的連線學校建置 IPv6基

礎環境。 

6.分享本校推動個資的相關經驗，予轄

下連線學校。 

7.持續與其他單位合作，舉辦資通安全

及個資相關之研討會，引進先進的資

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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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議事項  

1. 持續與他校合作，引進所需的技術與

服務。 

2. 有些連線學校針對資安事件的通報與

應變處理並不積極，本區網將加強與

連線學校積極聯絡，以使其重視此事。 

3. 針對連線學校希望的服務，本區網將

竭力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