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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執行成效報告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處長：賴威光教授

報告人：王聖全、曹仲杰



2 高屏澎區網中心

Agenda

•網路中心基礎維運

•網路及資安技術支援

•創新特色服務

•連線單位需求分析及滿意度調查

•未來營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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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網路中心基礎維運
• 網路架構圖

• 網路流量管理 (詳見高屏澎區網網站)

• Cacti網管系統及weathermap plugin(詳見高屏澎區網網站)

• IPv4/IPv6流量現況

• 連線單位異常反應處理

• Google Cache Service (GGC)升級

• 官方首頁網站弱點修復

• 教育部DNS遞迴主機架構及營運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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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高屏澎區網中心網路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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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IPv4/IPv6流量現況
IPv4 Traffic

111年上半年

Maximum: 19.68G, Average: 6.38G

111年下半年

Maximum: 25.88G, Average: 6.46G

IPv6 Traffic

Maximum: 9.49G, Average: 1.87G

Maximum: 9.50G, Average: 2.25G

111年上半年

111年下半年

IPv6連線單位導入率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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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連線單位網路支援 (1/2)

• 111年9月國網連線單位反應packet loss:
• 協助國網監測界接之設備Router，發現如下午課程尖峰時段，有掉封包
之情形，請國網中心進行效能分配調整，暫緩此情形

• 處理結果:
• 規劃將使用流量較少之學校進行轉接至備援設備，分散設備流量承載，
解決尖峰時段掉包問題(已於10/21完成)。

Line群組即時回應連線單位與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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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連線單位網路支援 (2/2)

•調整後架構
• Switch N3K

• 正修科大

• 義守大學

• Switch N5K
• 高雄科技大學

• 屏東科技大學

• 屏東大學

• 高雄醫學大學

• 東方科大等13所連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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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Google Cache Service升級

• 10G → 20G

• 新Server上線

• 提升Google 相關服務網路品質

111年上半年 Maximum: 6.82G, Average: 1.96G

111年下半年 Maximum: 11.1G, Average: 2.0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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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教育部DNS遞迴主機架構及營運上線

• 南部DNS遞迴主機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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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高屏澎區網中心首頁弱點修復

• 使用Acunetix軟體進行官網弱點掃瞄及修復

採用開發機進行初步掃描
檢測，發現中高風險值

修復完成，更新到正
式主機進行複測確認
無中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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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資安技術支援及服務

• 容器化流量監測系統

• 資安通報事件處理時效

• DNS版本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

•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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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容器化流量監測系統

• 系統架構

2-虛擬層
透過Docker將包裝好的映像，解開進行運作。

1-應用層
整體架構最上層，提供使用者進行應用程式的操作。

3-作業系統層
為最基礎安裝Docker所需的系統底層，使Docker
可以在作業系統層進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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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容器化流量監測系統支援特色

集中監控伺服器群

✓伺服器連線狀態
✓硬體健康狀態
✓儲存空間使用狀態
✓硬體使用率統計
✓伺服器網路流量
✓支援SNMP v2、v3
✓事件紀錄
✓圖表式統計
✓設備位置紀錄

容器化封裝

✓支援(WIN、MAC、Linux)
✓免除安裝參數調整及複雜設定
✓快速啟用及關閉
✓不受系統環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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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系統畫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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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系統畫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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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系統畫面(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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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操作手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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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DNS版本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

➢DNS Bind版本升級服務(9.10.4以上版本)。

➢DNS安全性設定服務及健檢、ACL設定、限制來源查詢要求、
Response Rate Limit (RRL)、Zone Transfer 限制、Minimal 
Any、Open DNS Resolver健檢
• 累積已協助10間連線單位夥伴完成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
• 服務申請網址：https://goo.gl/6PgWh4

➢異常主機委託檢查(鑑識協助、防禦建議、報告分析與修改建議、
資安技術支援)

https://goo.gl/6PgW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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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時間 主題

4月8日 資通安全管理法及子法簡介

4月25日 資通系統防護基準解析

4月28日 以藍隊角度探討入侵事件處理常見問題

5月25日 營運持續管理訓練

6月17日 政府資訊作業委外安全管理

7月28日 HTTPS 憑證原理與安裝及加密流量分析

10月27日
以滲透測試案例：找出校園常見資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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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資安通報事件處理時效

• 資安事件緊急通報處理之效率及通報率

• 所屬之學校及單位1、2級資安事件處理

• 通報平均時間： 0.07 小時

• 應變處理平均時數： 2.25 小時

• 事件處理平均時數： 3.01 小時

• 通報完成率：100%

• 事件完成率： 100%

• 所屬之學校及單位3、4級資安事件通報：無任何3、4級事件

• 資安事件通報審核平均時數： 0.9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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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創新特色服務

• 網頁置換偵測

• C2惡意流量偵測分析

• 容器化VPN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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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置換偵測



KPPRC高澎屏區網中心

changedetection.io

• Open source套件
• https://github.com/dgtlmo

on/changedetection.io

• Python Pip installation
• pip3 install 

changedetection.io

• Docker supported

• 執行
• changedetection.io -d 

/path/to/empty/data/dir -p 
500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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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連線單位首頁監測畫面 (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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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即時監控訊息通知

• 支援使用Discord平台 Webhook串接

Discord訊息即時通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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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監測週期調整

設定偵測週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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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客製化監測內容
• 可排除經常變動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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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惡意流量偵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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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系統架構
• 導入DNS Query流量分
析

• 偵測連線單位是否查詢
惡意C2惡意網站域名
(Domain name)

• 通知連線單位檢查是否
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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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偵測分析畫面及數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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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偵測分析畫面及數據 (2/2)



32 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容器化VPN服務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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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容器化VPN服務系統架構

2-虛擬層
透過Docker將包裝好的映像，解開進行運作。

1-應用層
整體架構最上層，提供使用者進行應用程式的操作

3-作業系統層
為最基礎安裝Docker所需的系統底層，使Docker
可以在作業系統層進行運作。

1

2

3

OpenVPN

Docker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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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應用特色

快速建立虛擬私人網路

✓加強系統資安
✓減少開啟對外易受攻擊
服務
✓減少防火牆管理負載
✓遠端桌面風險降低
✓免密碼加密式金鑰
✓支援手機/電腦使用

容器化封裝

✓支援(WIN、MAC、Linux)
✓免除安裝參數調整及複雜設
定
✓快速啟用及關閉連線
✓不受系統環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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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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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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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系統畫面

開啟金鑰檔 連線匯入 完成



38 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 CDN 內容傳遞網路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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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期
數

建置機構 建置地點 硬體項目 建置狀況

第
一
期

南區管理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

Server、Switch、KVM
111年08月15日建置完成
111年09月08日驗收完成

測試端點 國立中山大學

高雄市教育網路中心 中正高工

屏東縣教育網路中心 屏東縣政府

第
二
期

北區管理中心 國立宜蘭大學

Server、Switch、KVM
111年10月14日建置完成
111年11月11日辦理驗收

臺北市教育網路中心 臺北市政府

新北市教育網路中心 新北市政府

桃園市教育網路中心 桃園市政府

臺中市教育網路中心 臺中市教育網路中心

臺南市教育網路中心 大港國小(臺南市網第二機房)

澎湖縣教育網路中心 文光國中

第
三
期

管理中心(南北區) 國立中山大學、國立宜蘭大學 WAF、SSL VPN

預計於112年01月15日前
建置完成

11個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11個縣市建置地點 WAF

新竹市教育網路中心 東門國小

Server、Switch、KVM南投縣教育網路中心 漳興國小

嘉義縣教育網路中心 頂六國小

CDN系統建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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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南區管理中心硬體設備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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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CDN OP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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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OP 數據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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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CDN Admin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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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et青少年網路內容防護計畫



45

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青少年網路內容防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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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青少年網路內容防護地圖
建置年度 區網 縣市網中心 執行情況 設備種類

107年度

（已完成導入）
高屏澎區網

高雄市 已導入

皆以

新採購設備

建置

屏東縣 已導入

澎湖縣 已導入

108年度

（已完成導入）

臺北第一區網 臺北市 已導入

臺北第二區網
新北市 已導入

基隆市 已導入

桃園區網

桃園市 已導入

金門縣 已導入

連江縣 已導入

臺南區網 臺南市 已導入

109年度

（已完成導入）

竹苗區網

新竹縣 已導入

新竹市 已導入

苗栗縣 已導入

雲嘉區網

雲林縣 已導入

嘉義縣 已導入

嘉義市 已導入

花蓮區網 花蓮縣 已導入

110年度

（已完成導入）

南投區網 南投縣 已導入

臺中區網
臺中市 已導入

彰化縣 已導入

臺東區網 臺東縣 已導入

111年度

規劃導入
宜蘭區網 宜蘭縣

即將導入

(1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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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連線單位需求分析及滿意度調查

•區網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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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今年服務人員熱忱及親和力滿意度總和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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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未來營運目標



50

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112年度預計推動之重點工作 (1/2)

項目 111年 112年

容器化網管及資安系統精進 3套 4套(含現有容器系統更新)

資安健檢服務推動 9所(DNS升級) 12所(主機異常檢測)

連線單位網頁置換監測服務 33個網站 50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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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112年度預計推動之重點工作 (2/2)

•網路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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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交流

• 至少辦理4場以上技術交流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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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 委員指教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