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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網中心基本資料及人力(1/2)
 單位地址：26047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一號

 網址：http://www.ilrc.edu.tw
 專任人員3名、兼任人員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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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網中心基本資料及人力(2/2)
 連線單位數：17
縣網中心 x1，連線頻寬2.5Gbps(含500Mbps IPv6頻
寬)

大專院校 x5，宜蘭大學20Gbps、佛光大學200Mbps、
蘭陽技術學院400Mbps、聖母專校30Mbps、耕莘專校
40Mbps

高中職 x11，除了宜蘭高中1Gbps、羅東高商為
30Mbps外，其餘9所學校均為20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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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網中心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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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環境整備(1/3)
 教育機構資安通報平台

本年度於10月14日~18日進行連線單位通報演練，
所有連線單位除了2所(1~2小時)學校外，其他13所
均能於時限(1小時)內完成事件通報

共通報749件資安事件(其中2件為自行通報)，所有
資安事件均透過教育機構資安通報平台加以追蹤管
理，事件通報平均時數為3.39小時，事件處理平均
時數為3.51小時，區網中心審核平均時數為0.95小
時

EWA資安預警數共92件，其中2件為真實資安事件

連線單位聯絡資訊完整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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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環境整備(2/3)
 ISMS導入

98年11月05日、06日通過「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
稽核驗證，於99年1月20日獲頒證書。101年11月07
日、08日通過重新換證稽核，有效期限至104年1月
19日

本年度11月13日進行並通過年度追查稽核

協助宜蘭縣教網中心內部稽核，並通過重新換證稽
核

目前所有B級連線單位均已通過驗證

目前共6位同仁具ISO 27001 LA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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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環境整備(3/3)
 其他

•歷年資安學程實習表列
• 100年度:王威程、吳聲佑

• 101年度:何松昱、李秉義

• 102年度:侯承育、陳則言、吳振維

教育部102年度營運持續計畫(BCP)演練獲評優等90分
參與資安聯盟「網路資訊安全維護暨實習計畫」，於暑
假期間提供工讀機會供學生實習

本年度共舉辦6場次資安教育訓練(其中4場次至連線學

校辦理)，內容包含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資安防護宣導

提供網站應用程式弱點監測平台及防洩漏個資掃描平台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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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網中心運作情形(1/5)
 本年度已召開二次管理委員會(06/26及11/20)，連線單

位平均出席率約70%(高中職學校因人力有限，開會時間
遇到上課就無法出席)。教育部所辦理之會議及活動(如
管委會、技術小組會議) 每次均會參與

 有透過smokeping對網路連線做監測，區網中心對教育部
電算中心電路妥善率達99.8%以上，對連線單位平均達
99%以上

 年度營運計畫KPI已全部達成

 協助辦理「蠕蟲處理概述暨開源碼個資防護實作資安研
討會」(TACERT，東區場次，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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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網中心運作情形(2/5)
 本年度辦理6場次個人資料保護法教育訓練

 連線單位網管人員聯絡資訊至少每半年檢視更新一次
(最近一次為09/01)

 協助TANet無線網路漫遊認證交換中心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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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網中心運作情形--IPv4對外流量(3/5)

註：每天尖峰時刻頻寬即將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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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網中心運作情形--IPv6對外流量(4/5)

註：IPv6流量穩定成長

去年流量 今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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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網中心運作情形--網路連線監測(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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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服務(1/6) 
 區網中心目前提供連線單

位DNS及Proxy服務

 組織輔導團隊，直接至各
連線單位協助解決網路、
資安問題，並做成輔導紀
錄(12/5及12/11將至另二
校輔導)。

 協助TANet無線漫遊認證
交換中心維運

 配合推廣數位機會中心，
縮減城鄉數位落差

 明年度提供連線單位雲端
伺服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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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服務--無線漫遊認證交換中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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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服務--無線漫遊認證交換中心(3/6)

總數量 己加入(去年度) 己加入(本年度) 未加入

縣市網中心 22 22 22 0

大專院校 164 147 151(+4) 13

高中、職 486 43 58(+15) 428

其它 10 9 10(+1) 0

總計 682 221 241(+20) 441

註：已完成和iTaiwan双向漫遊測試，俟教育部政策
確定後即可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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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服務--無線漫遊認證交換中心(4/6)

可直接輸入帳號測試漫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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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服務—數位機會中心(5/6)
 結合宜蘭縣政府以及配合教育部資科司之創造偏鄉數位

機會中心計畫，協助數位機會中心之推動，縮減城鄉數
位落差

 目前宜蘭縣境內有7處數位機會中心

 宜蘭數位機會中心網址：http://doc.ilr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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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服務—數位機會中心(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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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網路資訊應用環境之導入(1/2) 
 網路電話互連互通已有9校申請門號，其中4校已完成建

置並使用

 已開通至各連線學校v4/v6雙協定服務，並配發各連線學
校IPv6位址

 透過MRTG及Smokeping監控連線單位流量及線路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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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網路資訊應用環境之導入(2/2) 
 每日Netflow流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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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及推廣活動(1/2)
日期 課程或活動名稱 時數

1/22 個人資料保護法宣導與學校因應措施 3小時

1/23 個人資料保護法宣導與學校因應措施 3小時

3/11 個人資料保護法宣導與學校因應措施 2小時

7/16 資安防護與個人資料保護法宣導 3小時

7/23
個人資料保護介紹與實務及電子郵件社交
工程簡介與防範(2場次)

3小時

8/01 蠕蟲處理概述暨開源碼個資防護實作資安
研討會

6小時

註：1.本年度已辦理6場次教育訓練及1場次資安研討會

2.藍色字體表示至連線學校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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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及推廣活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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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計畫所提績效指標辦理情形(1/2)
 每年至少召開2次連線學校管理會議，藉以瞭解各單位

的需求，以便提供連線學校更佳的服務

本年度已召開2次連線學校管理會議（6/26及11/20）
 持續做好區網中心維運及網路管理，提供連線學校更

穩定的網路環境。並透過網路監控機制，降低連線學
校斷線次數及時間，讓網路可用率能達到99%以上

本年度網路可用率能達到9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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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計畫所提績效指標辦理情形(2/2)
 辦理至少5場次教育訓練，提升連線單位及學校網管人

員網路相關技術、建置、管理及維護之能力和經驗，
以及連線學校一般人員對資訊安全、資訊倫理及法律
的認知

本年度已辦理6場次教育訓練及1場次資安研討會

 加強推動連線單位IPv6網路環境建置，除了協助連線
單位及學校骨幹支援IPv4/IPv6網路環境外，至少協助
60%以上連線單位及學校啟用IPv6網路服務（如DNS、
WWW、Mail）
連線學校骨幹均已支援IPv4/IPv6網路環境，64%學
校啟用IPv6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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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執行狀況

 基礎維運與資安人員計畫，教育部補助經費121萬元，
至11月底執行率88%

 本年度學校動支校務基金225萬元建置雲端系統

經費項目 預算金額

人事費 1,053,431元

業務費 153,952元

雜支 2,617元

合計 1,2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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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建議(1/2)
 目前運作良好，皆能達到 鈞部及下游連線單位的要求

 區網中心目前有17個連線單位及學校，數量並不多，中心
人員較能深入各線單位及學校推展各項服務，連線學校有
問題亦會即時聯繫區網中心，必要時並請求人員協助

 本年度高中職頻寬每校各提升10Mbps，感謝 鈞部協助

 8e6不當資訊過濾系統目前雖穩定運作並提供服務，但已
過保固，因維護費用龐大，資料庫無法更新，懇請 鈞部
協助(有不少區網中心有同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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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單位反映，由於擔任資訊人員的大部分皆非專
職，在資訊網路管理業務推動上有頗大的困難度。

解決方式建議: 

1. 辦理各項資訊教育訓練，如網管、伺服器建置、維
護等，加強資訊人員相關網路技術能力。

2. 由區網中心主導，協助連線單位排除各項資訊網路
問題。

3. 建議是否由教育部直接修正組織人員編制法案，或
是有其他管道方式可以正式設置高職端的管理人員。

綜合建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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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度工作重點
 繼續維持日常營運及服務，並提供網路規劃服務及相關諮

詢

 協助下游連線單位建置IPv6網路環境及服務

 提供連線單位雲端伺服器服務，如DNS、WWW
 持續輔導各連線單位推行ISMS，並協助內部稽核

 開設各項教育訓練課程，強化各連線單位網管人員的技能

 持續針對個資法相關議題，至各連線單位做教育訓練及宣
導



THANKS !THANK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