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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基本項目 

一、 計畫期程 

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到 106 年 12 月 31 日 

二、 計畫執行單位 

高屏澎區網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 圖書與資訊處 網路系統組 

貳、 計畫執行內容 

一、 區域網路中心基本維運現況說明 

（一） 臺灣學術網路(TANet)高屏澎區域網路中心(也是台灣高品質學術研究網路

的 GigaPOP)，提供區域內大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教育網路中心及大專

院校與社會服務組織連接到學術網路的接取服務。 

（二） 中心除提供穩定與安全的網際網路連線外，並積極提供更好的網路服務品

質和更佳的網路資源管理。對於大高雄市、屏東、澎湖區域內的各連線單

位，可透過高屏澎區網中心首頁(http://www.kpprc.edu.tw)取得各項相關的

資訊與公告，除此之外，高屏澎區網中心亦提供兩套流量分析、一套網路

即時監控系統，有網路問題發生時，得以於最短時間內處理相關問題。 

二、 配合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工作重點 

(一)、網路管理 

1. 網路使用及流量統計分析 

(1) 高屏澎區網中心首頁(http://www.kpprc.edu.tw)：提供本中心各項服

務，並已取得 IPv6 Ready Logo。 

(2) 高屏澎區網中心 DNS(163.28.129.1 與 163.28.129.2)：提供給本區域內

連線單位使用，IPv6 位址為 2001:288:8000::1:2、2001:288:8000::1:2。 

(3) 高屏澎區網 MRTG IPv4 流量統計，提供給本區域內連線單位網路流

量狀況與資訊。 

流量更新時間：2016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一 15:20，來源

http://mrtg.tanet.edu.tw/tanet/tanetbb/asr-nsysu-ipv4.html 

http://www.kppr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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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 In  9728.1 Mb/s (24.3%)平均 3377.8 Mb/s (8.4%)目前 8466.9 Mb/s (21.2%) 

最大 Out 1654.9 Mb/s (4.1%)平均 768.5 Mb/s (1.9%)目前 1254.6 Mb/s (3.1%) 

(4) 高屏澎區網 MRTG IPv6 流量統計 

流量更新時間：2016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一 15:22，來源

http://mrtg.tanet.edu.tw/tanet/tanetbb/asr-nsysu-ipv6.html 

 
最大 In  1774.0 Mb/s (4.4%) 平均 341.0 Mb/s (0.9%)目前 869.5 Mb/s (2.2%) 

最大 Out  290.7 Mb/s (0.7%) 平均 70.3 Mb/s (0.2%)目前 217.4 Mb/s (0.5%) 

(5) 高屏澎區網 GGC(Google Global Cache)：提供給連線單位更好的

Google 相關服務，並有效提升頻寬使用效率。 

流量更新時間：2016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一 15:24，來源

http://mrtg.kpprc.edu.tw/mrtg/192.192.60.117_151.html 

 
最大 In  4436.9 Mb/s (44.4%) 平均 1235.9  Mb/s (12.4%)目前 3398.8 Mb/s (34.0%) 

最大 Out 1290.0 Mb/s (41.0%) 平均 448.1  Mb/s (4.5%)目前 1089.2 Mb/s (10.9%) 

 

(二)、機房監控與管理 

1. 空間狀況： 

高屏澎區網中心將ASR 9010放置在中山大學機房機櫃中，依照 ISO27001

之實體與環境安全之建置及強化機房實體安全與系統網路管理，讓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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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可隨時監測及控制。 

2. 電力狀況： 

(1) ASR9010 設備的電力平常由台電的市電供給，同時連接到地下二樓

電器室 UPS，若有斷電情形則由 UPS 提供電力，且校方發電機值班

人員會立即到達，以確定發電機順利啟動，而達到不間斷之電力供

應（如圖一所示）。 

 
圖一：電器室 UPS 設備 

(2) 為避免 TWAREN 網路設備運作時的電力中斷，本校圖書與資訊處已

完成主機房電力雙迴路及雙電力備援之建置，藉此維持網路連線之

穩定。 

3. 空調現況： 

(1) 今年度機房新建置機櫃式空調（如圖二所示），並將區網核心路由

器 ASR 9010 放置在機櫃式空調環境中，以提供更穩定的空調環境。 

 

圖二：本機房所使用機櫃式空調 

(2) 機房之空調狀況，除了上班時專職維運人員的監控外，非上班時間

亦可透過環控系統的 WEB 監控頁面，隨時隨地監控機房狀態(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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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示)。下圖中顯示的三個紅色燈號，表示目前運轉中的三部水冷

式主機為啟動狀態。 

 

圖三：本機房之環控系統 

4. 消防與安全管制： 

(1) 機房規劃有消防警示系統及自動滅火系統、氣體滅火控制器（含溫

度監測之告警系統）（如圖四所示），且當有異常事件發生時，環

控系統會自動發送簡訊給管理者。 

  

  
圖四：本機房的消防警示系統 

(2) 機房出入口有門禁及監視系統(如圖五所示)，可 24 小時監控人員與

設備的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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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本機房之監視器 

5. 其他： 

(1) 人員進出機房皆應於「機房進出登記簿」登記。 

(2) 設備進出機房需填寫「設備進出紀錄表」。 

(3) 持續受理高屏澎區網的大專院校介接新世代骨幹網路連線申請(升

速)，於管理會中審查。 

6. 本區網中心至 105 年度止，共完成 29 個連線單位的 IPv6 路由設定，其

中，包括 3 個縣市網路中心及 26 個連線單位，分項條列如下： 

(1) 縣市網路中心：高雄市網、屏東縣網、澎湖縣網。 

(2) 連線單位：今年新增高雄醫學大學、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屏東大學

及海軍官校 4 所連線單位，加上中山大學、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大

學、屏東科技大學、義守大學、輔英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文

藻外語大學、大仁科技大學、陸軍官校、中正預校、高雄榮民總醫

院、空軍官校、高雄空大、航空技術學院、慈惠醫專、育英醫專、

高雄餐旅大學、高雄第一科大、美和科技大學、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及高苑科技大學計 27 所。 

(三)、資訊安全 

1. 高屏澎區網網站應用程式弱點監測平台(http://ewavs.kpprc.edu.tw)：提供

給連線單位申請掃描該單位網站是否有漏洞問題;今年度已提供手機版本

弱點掃描服務(http://m.ewavs.kpprc.edu.tw)。 

http://ewavs.kppr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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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屏澎區網防洩漏個資掃瞄平台(https://privacyscan.kpprc.edu.tw/)：提供

連線單位之網站個資掃瞄服務。 

3. 協助連線單位網路與資安等各項問題處理與諮詢服務，如進行 Wordpress

套件 pingback 漏洞更新及防火牆設定等服務。 

4. 提供 DNS 虛擬機範本服務(Bind 9.9 以上版本)，並提供範本說明文件，連

線單位可依範本修改無痛升級至最新版本，以防止 DNS 相關資安漏洞。 

5. 於 98 年 7 月 20 日通過教育體系資訊安全管理規範(ISMS)之驗證，並取

得證書，今年於 7 月 6 日通過 ISMS 追查驗證，確保區網中心業務持續營

運，可以提供更安全及更穩定的區網網路服務。 

6. 105 年架設異常流量偵測系統 NFSEN，提供連線單位查詢即時與過去

TCP、UDP、ICMP，封包、流量、總量大小等服務。 

7. 與桃園區網中心合作導入 FDNS 異常流量系統，可偵測 UDP flooding、

Port scanning 等異常流量及查詢 TopN 流量，並以研討會方式推廣至連線

單位夥伴。 

(四)、網管及連線管理 

1. Nagios 系統監控連線單位界面狀態：定期發送 ICMP 封包至連線單位網

路設備，以偵測網路是否異常，並偵測連線品質(Round Time Average)。

如有異常，透過 Email 立即通知網管人員。 

系統網址：http://mgmt.kpprc.edu.tw/nagios3/ 

2. WhatsUp 簡訊系統監控連線單位界面：使用此系統定期監控每個界面是

否正常運作，若發生斷線，將立即以簡訊方式通知區網網路管理人員。

系統網址：http://netmgm.nsysu.edu.tw/ 

3. Arcsight Logger 系統 (syslog 訊息監控)：將區網核心路由器 log message

導到此 log 管理系統，區網管理人員每日定期檢視是否有異常 log 出現並

能立即處理。 

系統網址：https://logger.kpprc.edu.tw/platform-ui/ 

4. Mrtg 流量監控連線單位界面流量狀態∶提供連線單位夥伴查詢即時流量。 

系統網址：http://www.kpprc.edu.tw/files/11-1273-84.php?Lang=zh-tw 

 

 

http://mgmt.kpprc.edu.tw/nagios3/
http://netmgm.nsysu.edu.tw/
http://netmgm.nsysu.edu.tw/
https://163.28.129.15/platform-ui/
http://www.kpprc.edu.tw/files/11-1273-84.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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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屏澎區網中心 APP 服務  

1. 說明：自行開發建置之 APP，104 年完成開發 Android 系統版本，今年為提 供

連線單位夥伴更佳之行動化服務，新開發建置 iOS 系統版本及推播服務功能  

2. 功能簡介：  

(1).最新消息：查詢區網中心公布之最新消息  

(2).研討會：瀏覽區網中心辦理之最新研討會相關訊息  

(3).流量查詢：讓連線單位夥伴便利查詢自己單位的即時流量  

(4).討論區：隨時參與區網最新議題討論 

(5).網路小工具(Ping Test)：可利用 ICMP 協定測試主機是否正常運作  

(6).推播服務(push notification)：用推播服務即時傳送重大訊息及最新活動  

(7).高屏澎區網中心 APP 功能畫面(iOS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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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掃瞄下載： 

 Android Platform iOS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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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6 年度區網中心工作重點及特色服務 

106 年度工作重點將致力於提升區網中心資訊安全相關服務，包含 IDS 及異常

流量系統建置與整合，同時有別於其它區網中心，未來將把異常流量系統整合至

高屏澎區網中心自行開發建置之 APP，更便利連線夥伴單位使用查詢。同時亦將

建置並整合另一套 open source 弱點掃描工具，以加強並提升連線單位夥伴資訊系

統防護。偏鄉服務也將新增澎湖地區之連線單位，以服務更多偏鄉連線單位夥伴。 

(一)、資安服務 

項目   KPI 指 標   

IDS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系統 

1. 以 open source 套件架設 IDS 系統，分析結果並

找出潛在的資安攻擊。 

2. 整合至區網中心網站，並開放連線單位夥伴查詢

使用。 

異常流量系統

改善與整合 

1. 改善現有異常流量系統，以達到更便利查詢為目

標。 

2. 提供虛擬機 VM 範本，讓連線單位夥伴便利架設

自己的異常流量系統，以提升防護。 

3. 整合至高屏澎區網中心 APP，以支援行動化查

詢。 

協助連線單位

進行 DNS 版本

升級服務 

1. 以問卷調查連線單位 DNS 系統版本 

2. 若為舊版本，協助連線單位升級至 Bind 9.9 以上

版本。 

3. 需要時至連線單位夥伴學校現場協助升級服務。 

弱點掃瞄系統 

1. 別於其它區網中心，建置另一套 open source 弱

點掃瞄系統，以掃瞄系統提供服務套件的軟體版

本及 port 資訊，以加強區網連線單位夥伴相關資

訊系統防護能力。 

2. 建置完成後將整合至高屏澎區網中心網站。 

資訊安全知識

交流 

1. 於區網討論區加強資安觀念並分享相關知識  

2. 開設關於 Web security 最新弱點防護相關課程

(如 OWASP TOP 10 弱點)，並請連線單位夥伴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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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用特色服務 

項目   KPI 指 標   

應用特色服務 

1. 行動裝置服務：高屏澎區網中心 APP 功能強化(如

網路品質監測及其它功能開發)並提升使用連線

單位夥伴人數。 

2. 持續提供連線單位更佳之雲端虛擬主機服務，包

含更便利使用的虛擬機範本。 

3. 偏鄉服務：新增澎湖地區偏鄉服務，並以資訊營   

方式培養種子教師電腦、資訊安全及網路等相關

知識及技能。 

4. 資安服務：詳如上述(一)資安服務。 

(三)、辦理研討會 

項目   KPI 指 標   

辦理研討會 
主題包括資訊安全、網路技術、個人資料等主題研

討會，預計舉辦 4 場研討會以上。 

(四)、協助連線單位工作及應用服務推廣重點 

項目   KPI 指 標   

區網管理會 預計上半年及下半年各舉辦 1 場，共計 2 場。 

應用服務推廣 

1. 協助連線單位進行骨幹設備間之 IPv6 設定，提升

IPv6 使用率。 

2. 持續推廣 Windows update 服務。 

3. 持續推廣 Dr.speed 測速服務。 

4. 持續維護高屏澎區網中心服務討論區以加強與連

線單位之互動交流。 

5. 推廣高屏澎區網 APP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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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經費需求 

經費項目包括人事費、業務費、雜支費及維護費，總計預算經費 1,521,434 元，其

預算內容如附件一。 

一、 人事費 

（一） 網管人數 1 位，依據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

考表及參考工作年資編列（所具曾任年資經審定合於採計提敘者，得於

本職高薪範圍內酌予提晉薪級，惟每滿一年最多提敘一級）。 

（二） 資安人數 1 位，依據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

考表及參考工作年資編列（所具曾任年資經審定合於採計提敘者，得於

本職高薪範圍內酌予提晉薪級，惟每滿一年最多提敘一級）。 

（三） 網管人員、資安人員之勞健保費、離職儲金、補充保費。 

（四） 預算經費 1,178,234 元 

二、 業務費 

包括講座鐘點費、膳費、差旅費、雜支、電信費、場地使用費、設備維護費、

週邊零件費及工作費，預算經費 343,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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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附件一、經費需求明細表 

 

 

 

 

申請單位：高屏澎區網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 

計畫名稱：106 年度臺灣學術網路(TANet)區域

網路中心基礎維運及資安人員計畫 

計畫期程：106年 01月 0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1,521,434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1,521,434元，自籌款：0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經費項

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人 
事 
費 

專任

行政

助理 

35,640 13.5 481,140  

網管專任行

政助理 1~12

月薪資及 1.5

個月年終獎

金。 

  

行政

助理

勞、

健保

費 

4,235 12 50,820  

網管專任行

政助理 1~12

月勞、健保

費。 

  

行政

助理

勞工

退休

金 

2,178 12 26,136  

網管專任行

政助理 1~12

月離職儲

金，依勞保投

保金額 6%級

距 15級計

算。 

363,00*6%= 

2,178 

 

178 

2,0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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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高屏澎區網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 

計畫名稱：106 年度臺灣學術網路(TANet)區域

網路中心基礎維運及資安人員計畫 

計畫期程：106年 01月 0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1,521,434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1,521,434元，自籌款：0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經費項

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全民

健康

保險

補充

保費 

1,021 1 1,021 

網管專任行

政助理補充

保費：

35,640*1.5*

1.91%=1,021 

  

專任

行政

助理 

35,640 13.5 481,140 

資安專任行

政助理 1~12

月薪資及 1.5

個月年終獎

金。 

  

行政

助理

勞、

健保

費 

4,235 12 50,820  

資安專任行

政助理 1~12

月勞、健保

費。 

  

行政

助理

勞工

退休

金 

2,178 12 26,136  

資安專任行

政助理 1~12

月離職儲

金，依勞保投

保金額 6%計

算。 

363,00*6%= 

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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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高屏澎區網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 

計畫名稱：106 年度臺灣學術網路(TANet)區域

網路中心基礎維運及資安人員計畫 

計畫期程：106年 01月 0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1,521,434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1,521,434元，自籌款：0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經費項

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全民

健康

保險

補充

保費 

1,021 1 1,021 

資安專任行

政助理補充

保費：

35,640*1.5*

1.91%=1,021

元 

  

兼任

行政

助理 

5,000 12 60,000  

兼任行政助

理 1人，工作

為開發區網

業務相關系

統，其 1~12

月薪資： 

5,000*12 

=60,000元。 

。 

  

小計   1,178,234 

   

業 
務 
費 

講座

鐘點

費 

1,600 12 19,200  

外聘專家學

者 1,600元

/Hr，12小時

/每場次。 

1場合計 3小

時，共 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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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高屏澎區網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 

計畫名稱：106 年度臺灣學術網路(TANet)區域

網路中心基礎維運及資安人員計畫 

計畫期程：106年 01月 0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1,521,434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1,521,434元，自籌款：0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經費項

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膳費 120 100 12,000  

膳費： 

半天每人上

限 120元，每

場次預計 50

人，共 2 場。 

  

國內

旅

費、

運費 

2,000 20 40,000  

參加會議之

旅、運費，單

程以 2,000

元估算，預估

15人次來回

為 2,000*20 

= 40,000元 

  

設備

維護

費 

10,000 12 120,000  

區網中心相

關伺服器、

VoIP、防火

牆、資安防護

等設備維護

費。預計每月

10,000*12月

=1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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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高屏澎區網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 

計畫名稱：106 年度臺灣學術網路(TANet)區域

網路中心基礎維運及資安人員計畫 

計畫期程：106年 01月 0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1,521,434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1,521,434元，自籌款：0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經費項

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電

腦、

通

訊、

周邊

設備

之介

面、

零件 

10,000 12 120,000  

電腦及周邊

設備零件、耗

材等。預計每

月 10,000*12

月=120,000

元 

  

維護

運

作：

辦公

室電

信

費、

水

費、

電費 

1,000 12 12,000  

網管警訊簡

訊費、行動電

話費、電話費

用等。

1,000*1= 

1,000元/每

月 

  

雜支 20,000 1 20,000  

凡前項費用

未列之辦公

事務費用屬

之。如辦公用

品、紙張、資

料夾、資訊耗

材、郵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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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高屏澎區網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 

計畫名稱：106 年度臺灣學術網路(TANet)區域

網路中心基礎維運及資安人員計畫 

計畫期程：106年 01月 0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1,521,434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1,521,434元，自籌款：0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經費項

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小計   343,200 

   

合  計   1,521,434 
  本部核定補助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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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主(會)計       機關學校首長 

單位          單位           或團體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

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
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
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
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
不補助人事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
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
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
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
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指定項目補助□是□
否) 
【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請敘明依據）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