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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基本項目 

計畫期程 

民國 111 年 1 月 1 日到 11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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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安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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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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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流量分析及入侵服務

偵測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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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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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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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 10:29，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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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eb.kpprc.edu.tw/
https://web.kpprc.edu.tw/
http://mrtg.tanet.edu.tw/tanet/tanetbb/asr-nsysu-ipv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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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 In  16.4 Gb/秒 (42.0%) 5630.1 Mb/秒 (14.1%)  10.1 Gb/秒 (25.3%) 

最大 Out 3197.1 Mb/秒 (8.0%) 1429.4 Mb/秒 (3.6%) 2194.4 Mb/秒 (5.5%) 

(4) 高屏澎區網 MRTG IPv6 流量統計 

流量更新時間：202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 10:31，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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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 In  5963.9 Mb/秒 (14.9%) 905.9 Mb/秒 (2.3%) 3060.8 Mb/秒 (7.7%) 

最大 Out  1335.2 Mb/秒 (3.3%) 244.9 Mb/秒 (0.6%) 674 .1 Mb/秒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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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 10:35，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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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 In  6436.3 Mb/s (64.4%) 1960.2 Mb/s (19.6%) 4338.5 Mb/s (43.4%) 

最大 Out 1678.1 Mb/s (16.8%) 594.3 Mb/s (5.9%) 1183.3 Mb/s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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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rtg.tanet.edu.tw/tanet/tanetbb/asr-nsysu-ipv6.html
http://mrtg.kpprc.edu.tw/mrtg/192.192.60.117_1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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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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房建置機櫃式空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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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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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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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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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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屏東大學、海軍官

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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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科技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高雄科技大學(旗津校區)及高苑科技大學計 26 所。 

(三)、資訊服務 

1. 教育單位弱點檢測平台 (https://evs.ncku.edu.tw/)：提供給高屏澎區網連線

單位申請掃描該單位網站是否有漏洞問題。 

2. 協助連線單位網路與資安等各項問題處理與諮詢服務，如協助連線單位

排除 DDoS 攻擊等問題，協同 TACERT、國網中心及臺灣大學 (A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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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流量清洗。 

3. 提供 DNS 虛擬機範本服務 (Bind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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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提供「DNS 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本中心主動連絡連線單位夥伴，協

助升級老舊 DNS 版本，採線上服務表單，方便申請。迄今年共協助八所

連線單位夥伴成功升級及設定：包含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輔英科技

大學、育英護理專科學校、國立屏東大學、美和科技大學、國立澎湖科

大、屏東縣網及高雄師範大學。 

5. 今年因應資安稽核建議「弱點掃瞄監測系統」，導入容器化部署並將版

本提升為 11，作業系統版本提升為 Ubuntu20.04，除持續保持弱點定義庫

更新外，也提升系統安全性。幫助連線單位自檢單位伺服器弱點，以利

針對弱點進行修正，防止駭客利用該弱點進行攻擊。 

 

6. 本中心新推出容器化 LibreNms 網路裝置檢測平台初版，採用容器化架構

運行，加快轄下單位佈建，即時監測設備網路流量、硬體健康狀況，提

升轄下單位縱深資安防禦與回報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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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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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於今年(110 年)11 月 24 日、25 日接受 SGS 稽核，受獲推薦

即將取得國際版 ISO27001 資安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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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承接教育部委辦 110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資訊行政主管研討會，於防疫期

間，依規定舉辦，並提交防疫計畫書通過審核，促使活動順利舉辦，並

廣邀各界先進參加，本次會議活動共計參與 177 人次，5 場專題演講、8

場科技新知演講，19 間贊助廠商，本次會議提供直播場地，進行防疫人

力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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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Layer 7 網路流量分析 

1. 主要運作原理及架構： 

• 透過網路分流器將區網連線單位流量過濾出來後導入網路流量分析

軟體。 

• 網路流量分析軟體使用 ntopng，可解析 Layer 7 服務，並分析不同的

session 連線使用狀況。 

• 如有發現任何異常，將 Email 通知連線單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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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偵測出大部份服務的異常連線，如 SSH、RDP、NTP、Redis、SNMP 

2. 系統部署架構： 

 

3. 偵測實例：NTP DDoS 攻擊(大量的國外 IP 連線到連線單位的 NTP 

Server，流量已達 1.75GB) 

 



臺灣學術網路 (TANet)區域網路中心 111 年度基礎維運與資安人員計畫 

 11 

 

(四)、網管及連線管理 

1. 服務偵測系統：採用 NAGIOS系統為基礎，進行主機連線偵測，當所設定

偵測的服務無法偵測時，將會把訊息回傳到個人 Google 行事曆。可設定

偵測不同服務及 PORT，當該服務無法偵測時則發送告警，並將 Nagios系

統導入 HTTPS 服務，並整合 Nagios Check_ssl plugin，偵測 HTTPS憑證

到期日 

系統網址：https://mgmt.kpprc.edu.tw/nagio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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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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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kpprc.edu.tw (網路流量 MRTG 查詢) 

4. Cac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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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kpprc.edu.tw (網路流量 CACTI 查詢) 

5. Cacti plugin weathermap ∶將網路流量以圖形化表現，不同顏色代表不

同 Traffic Load，監控連線單位流量是否異常及過載。 

https://mgmt.kpprc.edu.tw/nagios/
https://logger.kpprc.edu.tw/platform-ui/
https://web.kpprc.edu.tw/
https://web.kppr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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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網址：https://web.kpprc.edu.tw (網路流量 weathermap 查詢) 

(五)、弱點掃瞄監測系統(推出容器化版本)與網站應用程式弱掃系統 

1. 說明：持續提供最新弱點定義庫與新版掃描引擎，呈現拓撲軌跡、風險弱點統

計，協助連線單位掃描管控之伺服器目前開啟服務是否有弱點，以利連線單位網

管人員針對弱點進行修正，防止駭客利用該弱點進行攻擊。 

2. 功能簡介： 系統提供弱點掃瞄後 LOG 檔匯出 PDF、XML 檔，排程掃描、批次

掃描及自定義掃描。 

3. 107 年 11 月開放申請以來共計 23 所單位申請，包含 22 所大專院校、1 所高中

職、1 間醫院。 

4. 風險報告及轉出： 

 

風險報告轉出 

https://web.kppr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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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應用程式弱點掃瞄系統(109 年度新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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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系統畫面： 

 

3.弱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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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報表轉出 

 

 

 (六)、開發、建置並導入 TANet 不當資訊防護系統 

1. 說明：今年度高屏澎區網中心自行研發不當資訊防護系統技術，以防護

TANet 之高中職、國中小學及縣市網連線單位連線不當資訊網站(如暴

力、色情、賭博等網站)，此系統主要特色如下： 

• 同時運用 Layer7 防護技術、DNS 防護技術及 IP 阻擋技術，將流量

進行過濾，採用三重防護方式，提高防護效能。 

• 建置虛擬化伺服器（VM Server），進行系統環境測試，當系統遇突

發狀況，透過 VM 即時測試與修正，避免因測試系統負荷量超載，

造成設備故障問題產生。 

• 即時報表系統數據統計，提供系統過濾之每日瀏覽次數、每日阻擋

次數及阻擋之不當網域及 IP 位置等統計資訊，另外依使用者 IP 的防

護次數和不當網站的防護次數進行每月排名。 

• 模擬瀏覽測試程式開發，偵測需阻擋黑名單是否正確實阻擋，並檢

視是否有誤擋情形發生，確保系統阻擋的正確性。 

• 資料庫管理，建立完整資料庫名單，完整囊括各大防護機制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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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黑名單資料，並不定期去除無效網域位址名單。 

• 建置監控及資料派送系統，透過監控系統，監測各區網主機運作情

況，並將資料庫黑白名單透過派送系統傳輸至各區網中心及縣市網

中心，區網及縣市網之黑白名單資料庫亦可回傳至主系統中，進行

資料更新。 

• 申訴檢舉平台建置，提供學術網路使用者於連線時，發現可建議系

統阻擋的網站或使用者回饋已被阻擋意見之完整管道，由團隊進行

問題排除並即時回報。 

2. 高屏澎區網中心實際運作情形(目前已導入所屬全部國中小學及高中職連

線單位)： 

• 縣市網：高雄市網、屏東縣網及澎湖縣網 (含所有國中小學)。 

• 高中職：左營高中、瑞祥高中及中正預校。 

3. 各區網導入狀況： 

• 108 年度計畫已導入之區網中心：台北第一區網(臺灣大學)、台北第

二區網(政治大學)、桃園區網(中央大學)、台南區網(成功大學)。 

• 109 年度計畫預計建置(含已建置)：竹苗區網(交通大學)、雲嘉區網(中

正大學)、花蓮區網(東華大學)。 

• 110 年度計畫將建置：台中區網(中興大學)、南投區網(暨南大學)。 

• 111 年度計畫將建置：宜蘭區網(宜蘭大學)、台東區網(台東大學)。 

• 短期建置於縣市網中心(將於區網中心建置完畢後向上集中防護管

理)：台中市網、彰化縣網、南投縣網、宜蘭縣網、台東縣網。 

 

4. 系統佈署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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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資訊防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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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1 年度區網中心工作重點及特色服務 

111 年度工作重點將致力於提升區網中心資訊安全防護及維持網路維運穩定

性，包含以下事項： 

• 持續精進 Layer 7 網路異常流量分析系統，將持續透過此系統協助分析連

線單位網路流量及連線，至少協助 3 所以上連線單位進行此流量分所，

以找出潛在的資安問題，並通知連線單位做修正 

• 將本中心開發之容器化弱點掃描系統導入鄰近區網中心，以強化區網中

心弱點防護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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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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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續加強 IPv6系統支援，提升 IPv6使用率。 

• 容器化弱點掃瞄系統掃描引擎精進與服務推廣。 

• 容器化流量監控系統佈署服務推廣。 

(一)、應用特色服務 

項目   KPI 指 標   

Layer 7 網路

異常流量分析 

1. 導入連線單位 Mirror 流量，如 SSH、RDP、NTP、

DNS、LDAP 第七層封包流量，並進一步分析連

線(Session)是否有異常行為，以找出潛在的資安

問題並及早因應。 

資安健檢服務 
透過如 SHODAN 弱點搜尋引擎，尋找連線單位潛在

資安弱點，並請連線單位做修正。 

不當資訊防護

系統導入 

1. 111 年上半年導入南投、宜蘭區網及台東區網。  

2. 進行台北第一、雲嘉、台北第二區網、竹苗、台

中進行網路架構調整，完善防護系統(備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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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化弱點掃

瞄系統 

1.111 年進行掃描引擎更新，容器化重建。 

2.111 年 6 月前進行改版，提供給下轄單位使用。 

容器化系統精

進整合 

111 年因應轄單位建議，發布容器化網路裝置監測系

統(如 LibreNms 網管系統)。 

(二)、協助連線單位工作及應用服務推廣重點 

項目   KPI 指 標   

區網管理會及

技術交流成果

推廣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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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 Layer 7 服務。 

2. 持續更新推廣主機弱點掃描 Container 服務。 

3. VoIP 應用服務推廣 

4. 推廣容器化網路裝置監測系統服務 

(三)、辦理研討會及技術交流成果推廣會議 

項目   KPI 指 標   

辦理研討會 
研討會：主題包括資訊安全、個人資料保護及網路

技術相關等主題研討會，預計舉辦 4 場研討會以上。 

 

參、 經費需求 

經費項目包括人事費、業務費、設備費，總計預算經費 1,855,000 元，其預算內容

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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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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793 元 

二、 業務費 

包括講座鐘點費、膳費、差旅費、雜支、電信費、設備維護費、工讀費、週

邊零件費、教育訓練費及工作費，預算經費 429,207 元。  

三、 設備費 

包括網路設備、機房維護設備費、創新技術開發設備費，預算經費 150,000 元。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單位：國立中山大學 計畫名稱：臺灣學術網路(TANet)區域網

路中心111年度基礎維運與資安人員計畫 

計畫期程：  111 年 01月 0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 1,855,000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1,855,000 元，自籌款：0 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人 
事 
費 

專任行政助
理(資安) 

 

42,744 13.5 577,044 資安專任行政助理 111年 1月~111年 12
月薪資(含 1.5個月年終獎金)。 

專任行政助
理(資安) 
勞、健保 

5,742 12 68,904 資安專任行政助理 111年 01月~111年 12
月勞、健保費，依勞保投保金額級距 14
級距對照計算為$5,742。 

專任行政助
理(資安)勞
工退休金 

2,634 12 31,608 資安專任行政助理 111 年 1 月~111 年 12
月離職儲金，依勞保投保金額 6%級距 13
級距對照表計算為$2,63。 

附件一 



臺灣學術網路 (TANet)區域網路中心 111 年度基礎維運與資安人員計畫 

 20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單位：國立中山大學 計畫名稱：臺灣學術網路(TANet)區域網

路中心111年度基礎維運與資安人員計畫 

計畫期程：  111 年 01月 0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 1,855,000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1,855,000 元，自籌款：0 元 

專任行政助
理(資安)補
充保費 

1,353 1 1,353 資安專任行政助理年終工作金補充保
費：42,744*1.5*2.11%=1,353元 

專任行政助
理(網管) 

37,648 13.5 508,248 網管專任行政助理 111年 1月~111年 12
月薪資(含 1.5個月年終獎金)。 

專任行政助
理(網管)
勞、健保 

4,995 12 59,940 網管專任行政助理 111年 01月~111年 12
月勞、健保費依勞保投保金額級距 10級
距對照計算為$4,995。 

專任行政助
理(網管)勞
工退休金 

2,292 12 27,504 網管專任行政助理 111年 01月~111年 12
月離職儲金，依勞保投保金額 6%級距 8
級距對照表計算為$2,292。 

專任行政助
理(網管)補
充保費 

1,192 1 1,192 網管專任行政助理年終工作金補充保
費：37,648*1.5*2.11%=1192元 

 
小計 

  1,275,793 未依學經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補
(捐)助剩餘款不得流用。 

業 
務 
費 

講座鐘點費 2,000 12 24,000 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之規定，外聘專
家學者 2,000元/Hr，3小時/每場次。1
場合計 3小時，共 4場 

工讀費 8,220 12 98,640 工讀生費用，工作為輔助技術人員業務相
關行政及臨時交辦事項，其薪資為每月聘
請 40小時，時薪 168預計月支出 6720
計算+單位勞保負擔 908+補充健保 142+
勞退 450，總計$8,220*12個月，採核實
支付。 

膳費 120 200 24,000 膳費： 
半天每人上限 120 元，每場次預計 50人，
共 4場(早餐 50 元為限，午、晚餐以 80
元為原 則、茶點一天只能一次，以 40
元為原則)。 

交通費 3,000 10 30,000 參加會議之交通費，單程以 3,000元估
算，預估 10人次來回為 3,000*10 
= 30,000元(依國內出差旅報支要點辦
理)。 

設備維護費 8,000 12 96,000 區網中心伺服器、VOIP、防火牆、資安防
護等設備維護費及授權費用。預計每月
8,000*12月=96,000元 

電腦、通訊、
周邊設備之
介面、零件 

7,800 12 93,600 電腦及週邊設備零件、耗材等(單價未達
一萬元之非消耗品)預計每月 7,800*12
月=93,600 



臺灣學術網路 (TANet)區域網路中心 111 年度基礎維運與資安人員計畫 

 21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單位：國立中山大學 計畫名稱：臺灣學術網路(TANet)區域網

路中心111年度基礎維運與資安人員計畫 

計畫期程：  111 年 01月 0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 1,855,000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1,855,000 元，自籌款：0 元 

維護運作:辦
公室電信
費、水費、電
費 

500 12 6,000 網管警訊簡訊費、行動電話費、電話費用
等每月 500*12月=6,000 

專業證照、教
育訓練費 

22,500 2 45,000 人員專業技能培養以提升區網維運及服
務品質。教育訓練及證照考取等費用支
出。 
22,500元/人，共 2個人次。 

雜支 
 

11,967 1 11,967 1.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 
如文具用品、紙張、資料夾、郵資等。 
2.單價未達 1萬元或耐用年限未達 2年 

 
小計 

  429,207  

設 
備 
費 

網路設備費 
 

25,000 2 50,000 因應學術網路頻寬增加，擴充區網中心伺
服器網路集合使用之設備如 Switch、路
由器、高流量網路介面卡等。 

機房維護設
備費 

20,000 2 40,000 年度定期更換區網中心機房用品消耗，
如:監視器設備、空調及消防設備等。 

創新技術開
發設備費(筆
電) 

30,000 1 30000 建置區網中心特色服務用開發設備，筆記
型電腦。 

創新技術開
發設備費(伺
服器) 

30,000 1 30000 建置區網中心特色服務用開發設備，直立
伺服器。 

小計   150,000  

合計   1,85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