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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礎維運資料 

一、 經費及人力 

請依下列項目提供本年度報告資料 

區域網路

中心經費

使用 

1. 教育部核定計畫金額︰新臺幣   1,655,000  元 

2. 教育部補助計畫金額︰新臺幣   1,655,000  元 

3. 區域網路中心自籌額︰新臺幣     0       元，補助比率 0 ％。 

4. 實際累計執行數(1 月至 11 月)︰新臺幣 1,209,622 元，執行率 73  

％。 

區域網路

中心人力

運作 

專任：  6   人，兼任：  3   人。 

其中包含教育部補助： 

1. 網路管理人員：  1   人，證照數：  5   張。 

2. 資安管理人員：  1   人，證照數：   7   張。 

3. 雲端管理人員：  0   人，證照數：  0   張。 

二、 請詳述歷年度經費使用情形及績效檢討。 

說明: 1.請填寫前 3 年度(106-108)經費使用達成率及本(109)年度預計達成率。 
     2.檢討歷年度達成率。(如有經費繳回，請述明原因)。 

年度 達成率 繳回金額 說明 
109 95% (預估) 82,750(預估) 專任助理離職人力替補空窗期結餘款 
108 99.5%  7,685 專任助理轉任校務行政助理結餘款 
107 94.6% 83,373 專任助理轉任校務行政助理結餘款 
106 88.1% 181,024 專任助理離職，替補人力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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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詳述本部補助貴區網中心網路管理、資安管理及雲端管理人力之服務績效。 

說明: 1.請填寫前 3 年度(106-108)及本(109)年度人事經費運作(人員配置及異動)情形。 
         2.檢討歷年度人事經費運作(人員異動因素，如人事經費有繳回，請述明原因)。 
(一) 請填寫前 3 年度(106-108)及本(109)年度人事經費運作(人員配置及異動)情形。 
 

年度 專任人力 兼任人力 網管人力 資安人力 
109 8 人 3 人 1 人 1 人 
108 8 人 3 人 1 人 1 人 
107 7 人 3 人 1 人 1 人 
106 6 人 3 人 1 人 1 人 

 
本(109)年度人員配置運作情形 

(1) 教育部補助網管人員，主要負責項目如下： 
• 區網 IPv6 服務建置及推動 
• 區網設備維護如 Cisco 核心路由器、DNS 服務伺服器及 VoIP 
• 區網設備及網管系統每日監控、維護、穩定度測試及參數修正∶包含簡訊管理系統、Nagios 網管系統

維護、Log 訊息管理系統、 
• Log 訊息管理系統 
• 辦理連線單位頻寬升速事宜。 
• 區網相關會議及研討會工作辦理、協助、發文等作業 
• 區網 VM 服務系統維護 
• 網路流量分流設備維護及管理  
• 舉辦區網中心管理會議及技術分享會議 
(2) 教育部補助資安人員，主要負責項目如下： 
• 辦理網站弱點掃描服務改版作業 
• 資安及個資稽核認證導入及維護證書有效性(ISO 27001 認證) 
• 資安及個資相關政策維運及各項表單維護修改 
• 辦理區域網路中心暨縣（市）教育網路中心業務持續運作(Business Continuity Plan)演練計畫 
• DNS 版本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執行 
• 協助連線單位處理資安事件，包含攻擊手法分析及資安鑑識等 
• 開發 DNS 異常流量偵測系統 
• 舉辦網站應用程式弱點掃瞄系統講習課程 

 
(二) 檢討歷年度人事經費運作(人員異動因素，如人事經費有繳回，請述明原因)。 

詳如前述「二、經費使用情形及績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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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礎資料(網路管理及資安管理) 

請依下列項目提供本年度報告資料 

(一) 區域網路中心連線資訊彙整表 

 項目 
縣(市)教
育網中心 

大專

校院 
高中

職校 
國中

小學 

非學校之

連線單位

(不含 ISP) 
總計 

(1) 下游連線學校

或連線單位數統

計 

連線學校(單位)數 3 31 2 0 1 

連線單位總數： 

37 

連線單位比例 8.1% 
83.7

% 
5.4% 0% 2.7% 註：單位數 / 總數 

(2) 連線頻寬與電

路數統計 

專線(非光纖) 0 0 0 0 0 0 

光

纖 

10M(不含)以下 0 0 0 0 0 0 

10M(含)以上

100M(不含)以下 
0 0 1 0 0 1 

100M(含)以上 
500M(不含)以下 

0 7 1 0 0 8 

500M(含)以上 
1G(不含)以下 

0 4 0 0 1 5 

1G(含)以上 
10G(不含)以下 

1 19 0 0 0 20 

10G(含)以上 2 1 0 0 0 3 

其他(如 ADSL 等) 0 0 0 0 0 0 

連線電路小計 3 31 2 0 1 37 

連線頻寬合計 
(電路實際租用頻寬加總) 

31G 
36.2

G 
110
M 

0 600M 

連線頻寬總計： 

67.9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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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頻寬比率 45.6% 
53.3

% 
0.2% 0% 0.9% 

請加總電路實際租

用頻寬/總計頻寬 

(3) 連線縣(市)教
育網路中心 

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連線頻寬 合計 

1.  高雄市教育網路中心 
連線頻寬(1) 10G 

20G 
連線頻寬(2) 10G 

2.  屏東縣教育網路中心 
連線頻寬(1) 5G 

10G 
連線頻寬(2) 5G 

3.  澎湖縣教育網路中心 
連線頻寬(1) 1G 

1G 
連線頻寬(2)  

(4) 非學校之連線

單位(不含 ISP) 
連線單位名稱 連線頻寬 備註 

1.  高雄榮民總醫院 600M  

(5) 連線 TANet  

 主節點名稱 連線頻寬 備註 

1.  台南主節點 100G  

2.  台中主節點 100G  

(6) 其他線路 

ISP 名稱(AS) 連線電路數 連線頻寬(合計) 備註 

1.  中華電信 Hinet(AS3456) 1 10G  
2.  新世紀資通 Seednet(AS4780) 1 500M  
3.  新世紀資通 NCIC(AS9919) 2 500M  
4.  中嘉和網 KBT(AS9461) 0 0  
5.  台灣固網 TFN(AS9964) 1 300M  
6.  亞太電信 APG(AS17709) 1 100M  
7.  GGC server 1 10G  

(7) 補充說明： 
 
 
 

(8) 連線資訊 請依附表「學校/單位連線資訊詳細表」格式填附 

 

(二) 區域網路中心資訊安全環境整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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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區域網路中心及連

線學校資安事件緊

急通報處理之效率

及通報率。 

(請向教育部資科司資

安窗口取得數據) 

1.   1、2 級資安事件處理： 

(1) 通報平均時數： 0.05   小時。 

(2) 應變處理平均時數： 0.09   小時。 

(3) 事件處理平均時數： 0.68   小時。 

(4) 通報完成率： 100%   。 

(5) 事件完成率：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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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事件完成率： 無   。 

 

資安事件通報審核平均時數：  0.49   小時。 

(2) 區域網路中心配合

本部資安政策。 

(請向教育部資科司資

安窗口取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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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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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員 

(4)維護之主要網站進行安全弱點檢測比率：      100    %。 

貳、 請詳述貴區網中心之網路連線、網管策略及具體辦理事項(網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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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109 年度網路管理維運具體辦理事項。 
2.110 年度網路管理營運方針。 

一、109 年度網路管理維運具體辦理事項 

(一)、導入網路流量分流設備 

高屏澎區網中心今年已建置網路分流設備(Gigamon)，並連線 40G 流量至區網中心 Core Router，未來

將更有彈性部署各資安及網路設備。目前網路分流設備主要應用在偵測 DNS 流量異常及不當資訊防

護系統。 
 網路架構如下： 

 

(二)、不當資訊防護系統 

1. 高屏澎區網中心自行開發 TANet 不當資訊防護系統，強化臺灣學術網路的網路內容安全，保

護學齡中使用者避免接觸不當資訊內容網站。 
2. 防護範圍包含：全國各縣市網路中心及全國各區網高中職連線單位。 
3. 系統特色及架構：請詳見特色服務。 

(三) DNS 版本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 

 DNS 版本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服務網址：https://goo.gl/6PgWh4) 
 為連線單位夥伴提供 DNS Bind 版本升級服務(9.10.4 以上版本)，並包含 DNS 安全性 
設定服務及健檢： 
1. ACL 設定 
2. 限制來源查詢要求 
3. Response Rate Limit (RRL) 
4. Zone Transfer 限制 
5. Open DNS Resolver 偵測服務(防止 DNS 放大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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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inimal-any 設定(防止 DNS 放大攻擊) 
 
 今年協助屏東縣網及高師大完成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目前已協助 9 間連線單位夥伴 
(三間普通大學、四間科大、1 所軍事院校及 1 間縣網中心)完成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 
 提供設定好之範例 VM 檔(OVF)給連線單位夥伴下載使用 
 並於區網管理會議推廣此服務 

(三) NFSEN 異常流量偵測系統服務(Open source 系統) 

系統網址：https://nfsen.kpprc.edu.tw/nfsen.php 
說明： 
1. NFSEN 為 WEB 圖形化介面、搭配 NFDUMP 轉出 NetFlow 數據的一套自由化流量監測工具。 
2. NFSEN 透過前端路由設定發送 NetFlow，使用 Flow Capture 將資料傳送到 NFSEN Server 的 9995 

Port。 
3. 提供即時與過去 TCP、UDP、ICMP，封包、流量、總量大小查詢。 
4. 透過 WEB 自訂查詢規則(例如:前 10 大流量 IP 排行、來源及目的 Port)。 
系統畫面∶ 

 
(觀察流量前幾名的 IP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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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連線單位網路流量查詢服務 

 系統網址∶https://web.kpprc.edu.tw/  點選網路流量>點選 CACTI 
 說明∶本系統提供下轄單位與骨幹連線之流量查詢，以利各連線單位針對校園網路異常時可即時查

詢，判斷是否遭受攻擊。 
 系統畫面： 

 

 

二、110 年度網路管理營運方針 

(一) 鑒於連線單位對於網路流量需求頻寬日益提升，110 年度重點將持續精進網路流量分流設備，分

流出各連線單位各服務流量如 HTTP、HTTPS、NTP、DNS 等流量，以偵測出連線單位之異常流

量，並能有效做各流量控管，並將流量導入資安設備，以偵測出資安威脅。 
(二) 有鑑於近年資安攻擊頻繁，為提升連線單位可自行有效監控連線流量，明年度將推出容器化流量

監控系統，推廣下轄單位自行使用，預期透過即時流量的監測，提升各連線偵測遭受 DDoS 攻擊

之能力，通知中心進行流量清洗，降低網路中斷之風險。 

參、 請詳述貴區網中心之資安服務、資安政策及具體辦理事項(資安服務) 

說明:1.109 年度資安服務維運具體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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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年度資安服務目標(實施措施)。 

一、109 年度資安服務維運具體辦理事項 

(一) 區網所有連線單位網路流量監測系統 

1. 主要運作原理及架構： 
• 目前以觀察 DNS 流量為主，每天觀察連線單位 DNS 網路流量 
• 觀察流量排行前 20 名之 DNS Server 流量及查詢 domain 是否有異常 
• 檢測是否有 Open DNS resolver 存在，以防止被利用作為 DNS 放大攻擊來源 
• 如有發現任何異常，將 Email 通知連線單位修正 

2. 系統視覺化界面如下： 

 
DNS 查詢 type 及前 20 名 DNS server 流量監測 

 
DNS 查詢 Domain name 前 10 名及 DNS Response Code 

 
3. 目前已監控到 10 臺 DNS Server 存在 Open DNS resolver 問題，並通知對方做 DNS server 設定修正，IP

及連線單位如下 
• 140.127.114.2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燕巢校區) 
• 140.133.78.58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燕巢校區) 
• 210.71.32.4 -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中心 
• 140.127.242.254 - 澎湖縣教育網路中心 
• 163.24.157.1 - 屏東縣教育網路中心 
• 163.24.79.8  - 屏東縣教育網路中心 
• 210.60.80.1 - 高苑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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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0.80.2 - 高苑科技大學 
• 140.117.11.165 - 中山大學 
• 163.15.183.33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二) 弱點掃瞄監測系統改版升級(推出容器化版本) 

 系統網址: https://scan.kpprc.edu.tw/omp 
 說明:為保持弱點掃描引擎為最新版本，並支援最新弱點定義庫，本中心持續精進弱點掃瞄

系統，以求準確之數據，109 年推出容器化版本提供下轄單位自行申請建置，提升單位資

安防護能力。 
 系統畫面: 

 

 
 弱點報表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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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手冊剪輯 

  

 
(三)區網中心網站應用程式弱點掃瞄系統 
 說明:本中心推出 Open Source 網站應用程式弱點掃瞄平台，採用 Ruby On Rails 架構提供跨

平台執行，發佈 Windows 及 Linux 兩種版本，使用者可直接在本機直接執行，使程式開

發者可以即時掃描修正弱點，提升網站安全。 
 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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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點分析 

 
 報表轉出 

 



13 
  

 

 操作手冊剪輯 

 
  舉辦網站應用程式弱點掃瞄系統講習課程 

• 舉辦日期: 11 月 5 日(四) 
•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資訊大樓 2F 研討室 
• 講習主題: 網站應用程式弱點掃瞄系統安裝及操作 
• 講習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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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 年度資安服務目標(實施措施) 

(一) 持續精進容器化弱點掃描系統引擎版本及弱點定義庫，使下轄連線單位快速操作及使用，降低原

先集中於區網中心掃描之資安風險。 
(二) 運用容器化整合資安檢測及網路檢測工具，簡化其設定流程，預期達到更新便利，安裝快速簡便，

輕鬆簡易的維護與操作，提升下轄單位整體資安防護之能力。 
(三) 高屏澎區網網路流量分析系統建置，110 年將監測 DNS、NTP 等網路流量，以防止被利用作為放

大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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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請說明貴區網中心服務推動特色、辦理成效與未來營運計劃(特色服務) 

說明:1.109 年度服務特色辦理成效。 
2.110 年度創新服務目標與構想。 

一、109 年度服務特色辦理成效 
(一) TANet 青少年網路內容防護 

1. 簡介：高屏澎區網中心自行開發之不當資訊防護系統，以防護全國各區縣市網路中

心青少年存取不適合網站，並將核心技術深留於學術網路中。 
2. 系統防護範圍：此系統已部署在全國各區網及縣市網路中心，防護範圍含括全國各

縣網中心之國中小學及各區網之高中職。防護架構示意圖如下。 

 
3. 各區網已建置單位數及涉及範圍(國中、國小欄位代表直接連區網而非縣市網的單

位) 
 

已建置網路中心 類型 縣市網

中心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其他 
單位 

區

域

網

路

中

心 

高屏澎區網中心 區網 
高雄市 
屏東市 
澎湖縣 

3 0 0 0 

桃園區網中心 區網 
桃園市 
金門縣 
連江縣 

17 0 0 0 

台北第二區網中心 區網 新北市 
基隆縣 19 0 1 2 

台南區網中心 區網 台南市 43 0 0 2 

台北第一區網中心 區網 台北市 14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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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區網中心 區網 
雲林縣 
嘉義縣 
嘉義市 

8 0 0 0 

竹苗區網中心 區網 
新竹縣 
新竹市 
苗栗縣 

8 0 0 0 

花蓮區網中心 區網 花蓮縣 10 0 0 1 

 
4. 不當資訊防護完成導入區域 

 
5. 防護核心技術：為三層式防護機制架構，提升防護力，防護機制包含 Layer7、IP、

DNS 防護，防護無死角。 
6. 論文發表：將此計畫開發之防護技術及成果，發表在 TANET2020 研討會，論文題

目「Multi-layer inappropriate website blocking system 」。 
7. 防護架構(各區網架構類似，本圖以高屏澎區網中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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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國各部署系統監控服務： 
開發建置 open source 監控服務系統以監測各區網中心不當資訊伺服器系統狀態，監控畫面

如下： 

 
 

9. 阻擋成效統計表(109 年 9 月資料)： 
 

區域 單位 瀏覽次數 阻擋次數 阻擋比率  

高屏澎

區網 

高雄市網 1,681,949,666 948,855 0.06% 

屏東縣網 764,033,184 3,071,916 0.40% 

澎湖縣網 274,806,420 38,629 0.01% 

區網高中職 35,464,241 527 0.00% 

桃園 

區網 

桃園市網 728,717,725 903,437 0.12% 

金門縣網 25,747,645 380 0.00% 

連江縣網 18,992,036 8,512 0.04% 

區網高中職 137,518,522 54,007 0.04% 

台北第 新北市網 1,146,503,252 104,57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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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網 基隆市網 578,321,481 6,312 0.00% 

區網高中職 119,858,319 11,477 0.01% 

台北第

一區網 

台北市網 1,328,726,744 239,301 0.02% 

區網高中職 30,626,292 1,578 0.01% 

其它 

縣市網 

臺中市網 1,549,851,694 7,233,310 0.47% 

彰化縣網 1,742,467,809 1,242,462 0.07% 

台南市網 893,352,014 2,036,831 0.23% 

臺東縣網 894,730,292 5,591 0.00% 

花蓮縣網 260,562,143 4,842 0.00% 

宜蘭縣網 420,594,673 50,386 0.01% 

 
10. 報表系統查詢畫面： 

 

報表系統頁面 

 
系統阻擋網頁排名查詢頁面 

 
二、110 年度創新服務目標與構想: 

(一) 不當資訊防護系統導入全國各區網中心：預計 110 年導入台中區網及南投區網，並對

台南區網、雲嘉區網、桃園區網及台北第一區網進行網路架構調整，完善防護架構(備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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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 
(二) 精進虛擬容器(container)網站弱掃系統及弱點掃瞄系統 
(三) 導入資安及網路監測工具容器化 
(四) DNS 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持續推動 
(五) 資安弱點及威脅情資整合 
(六) 持續推動區網網站服務導入 IPv6 
(七) 協助連線單位有關 TANet 連線及資安相關問題排除 
(八) 持續推動區網中心與連線單位夥伴技術分享 

 

伍、 前(各)年度執行成效評量改進意見項目成效精進情形 

一、 已經協助 9 間連線單位進行 DNS 版本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建議能協助檢視連線單位之 DNS 版
本，在 109 年能升級完畢，避開資安漏洞。 
 辦理成效說明：今年已持續推廣 DNS 版本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包含今年度第 1 及 2 次管理審查

會議，協助連線單位夥伴升級，同時今年亦建置 DNS 流量監測服務(詳見第 2 次管理會議簡報)，
主動監控異常流量之 DNS 主機，以協助連線單位夥伴找出 DNS 安全性問題。 

二、 建議 109 年度之工作規劃能對區網業務，諸如網路管理營運方針、資安服務目標、創新服務目標與

構想等等訂出較明確切實之 KPI 值，以便將原該做的業務早日完成。 
 辦理成效說明：謝謝委員建議，未來工作規劃將列出較明確之 KPI 指標，以利早日執行完成。 

三、 澎湖縣網之連線只有 500M，為目前縣網頻寬最低者，建議能了解協助其運用網路來提升離島之教育

與應用，來提升其使用需求，以利要求教育部提升其網路頻寬。 
 辦理成效說明：澎湖縣網頻寬已提升至 1G，經詢連線單位澎湖縣網中心，目前頻寬已能滿足其需

求，同時亦提供澎湖縣網另一條備援線路，目前已建置中。 
四、 辦理網路攻防體驗營只有一次性可惜。 
 辦理成效說明：今年因疫情影響，故研討會辦理場次較少，未來將持續跟國網中心合作，再次辦理

網路攻防體驗營。 
五、 可考量建立工具擴散協處。 
 辦理成效說明：目前區網中心提供之資安服務工具，如容器化弱掃工具，目前皆放置在區網中心網

站，供連線單位夥伴申請使用。另因資安考量，目前資安工具擬採申請制使用。 
六、 已經用心提出未來工作重點，建議可進一步列出優先序與 KPI。 
 高屏澎區網中心 110 年服務目標 KPI 

項次 指標 指標定義 KPI 指標 
1 特色系統服務 1.容器化系統精進整合(10%) 

2.資安健檢服務推動(10%) 
3.流量分析服務(10%) 
4.不當資訊系統防護(10%) 

1. 至少提供一種以上

容器化系統 (如 Cacti
網管系統) 
2. 持續辦理 DNS 資安

健檢服務，至少協助 3
所連線單位以上實施

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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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年已提供 DNS 流

量分析服務，預計再加

入NTP流量分所服務。 
4. 現已導入 8 個區網

中心，明年預計導入至

10 個區網中心。 
2 區網中心服務 1.威脅情資整合(10%) 

2.網路管理(10%) 
3.技術交流(10%) 

1. 今年已與空軍航空

技術學院進行威脅情

資整合，預計明年再跟

另一所連線單位進行

整合。 
2. 推廣至少一種以上

網路管理相關工具，幫

助連線單位提升網管

能力。 
3. 至少辦理 2 場以上

技術交流研討會。 
3 成果推廣 1.上半年度成果會議 

2.下半年度成果會議 
3.期末成果報告 

辦理3場成果推廣會議 

 
七、 問卷調查之中已經整理出連線單位需求分析，宜進一步提出後續解決方案。 
 辦理成效說明：謝謝委員建議，我們對於連線單位提出之需求，皆會積極協助處理並提出後續解決

方案，如 108 年連線單位提出之建議「建置黑名單 IP 共享」，今年已先與連線單位空軍航空技術

學院進行威脅情資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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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區網網路架構圖 

一、 區網與連線單位(含縣(市)教育網路、連線學校、其他連線單位等)、TANet、

Internet(Peering)的總體架構圖 

 
 
 

二、 網路配合各種應用架構(如連線分流、頻寬管理)或資安架構(防火牆、IDS/IPS/WAF)

的規劃或實際運作架構。 

架構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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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連線資訊詳細表 

1.請以電路服務商分列填寫，若單位/學校有多條連線但為同一供應商，請填寫一列合計頻寬，若有多

供應商之連線，每一供應商填寫一列，寫多列個別填寫多列。 
2.表格可自行調整。 

  單位/學校名稱 電路頻寬 電路服務商 備註 

縣(市)
教育

網中

心 

1.  高雄市教網中心 10G 中華電信 單 10G 介面 
2.  高雄市教網中心 10G 亞太電信 單 10G 介面 

3.  屏東縣網中心 10G 中華電信 2 路 10G 介面(各跑

5G 流量) 
4.  澎湖縣網中心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大專

院校 
 

1.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2.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400M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3.  慈惠醫專 500M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4.  樹人醫專 300M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5.  中山大學 10G 中華電信 單 10G 介面 

6.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500M 中華電信 接在澎湖縣網下 

7.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

校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8.  空軍軍官學校 1G 亞太電信 單 1G 介面 

9.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10.  海軍軍官學校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11.  陸軍軍官學校 1G 亞太電信 單 1G 介面 

12.  國立高雄大學 400M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13.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1G 台灣固網 單 1G 介面 

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

平校區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1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

巢校區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16.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

一校區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17.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

梓校區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18.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

工校區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19.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旗

津校區 
400M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20.  高雄-國立高雄餐旅大 200M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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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21.  高雄-私立文藻外語大

學 
600M 亞太電信 單 1G 介面 

22.  高雄-私立正修科技大

學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23.  高雄-私立育英護理專

科學校 
100M 亞太電信 單 1G 介面 

24.  高雄-私立和春技術學

院 
200M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25.  高雄-私立東方設計學

院 
1G 亞太電信 單 1G 介面 

26.  高雄-私立高苑科技大

學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27.  高雄-私立高雄醫學大

學 
500M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28.  高雄-私立義守大學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29.  高雄-私立實踐大學高

雄校區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30.  高雄-私立輔英科技大

學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31.  高雄-私立樹德科技大

學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32.  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33.  屏東-國立屏東大學 1G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34.  私立大仁科技大學 1G 台灣固網 單 1G 介面 

35.  私立美和科技大學 200M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高中

職校 

1.  市立左營高中 100M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2.  瑞祥高中 10M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其他

單位

(非
ISP) 

1.  高雄榮民總醫院 600M 中華電信 單 1G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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