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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執行成效報告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副處長

王友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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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適合存取防護系統網站開發、建置及導入

• Nagios 服務偵測系統

• 網路流量管理系統 (詳見高屏澎區網網站)

• Cacti網管系統及weathermap plugin

• NFSEN異常流量監控系統

• FDNS流量監測系統

https://web.kppr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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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不適合存取網站防護系統

• 自行研發網頁防護技術
• 已實際營運於

• 高屏澎區網中心所屬高
中職 (左營、瑞祥及中正
預校)

• 高雄、屏東、澎湖縣市
教育網路中心所屬國中
小學單位



5

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高中職連線單位不當資訊防護數據統計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排名 網站 次數

1 iwinbet.net 568,851

2 www.hotasiandating.com 338,466

3 passion-hd.com 156,378

4 tiny4k.com 123,130

5 sogclub.com 72,849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排名 網站 次數

1 forum.adultdvdtalk.com 342

2 yukinko.canonical.com 82

3 sogclub.com 74

4 jav101.com 63

5 www.kocpc.com.tw 62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排名 網站 次數

1 iwinbet.net 862,883

2 www.hotasiandating.com 118,838

3 sogclub.com 25,060

4 jav101.com 18,726

5 forum.adultdvdtalk.com 1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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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Nagios 服務偵測系統
• 即時偵測連線單位連線狀態並通知
• 有效即時偵測與排除

Alert Detected Service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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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網路及資安技術支援

• 資安事件支援處理

• DNS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

• 資安通報事件處理時效

•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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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單位資安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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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網站弱點掃描工具Arachni
減低單位網站應用程式入侵風險。
補足OpenVAS弱點掃瞄系統僅針對伺服器
漏洞。
補足其他弱掃系統進行系統申請時需等待
的掃描空窗期及單位自行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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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Arachni網站弱點掃瞄工具系統特色

開源式網站弱點掃瞄軟體。
基於Ruby On Rails開發，支援圖型化與指
令介面，跨平台支援。
支援6種格式轉出，HTML、JSON、

Marshal、XML、YAML、AFR。
提供CWE、OWASP，弱點風險參照。
提供弱點風險分佈，程式碼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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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Arachni網站弱點掃瞄工具

NoSQL/BIND/SQL/Code/LDAP/Command/XPath injection
Cross-site request forgery
Path traversal
Local/Remote File inclusions
Response splitting
Cross-site scripting
Unvalidated DOM redirects
Source code disclosure

支援的弱點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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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Arachni網站弱點掃瞄工具系統畫面(一)
掃描結果

檔案轉出

風險等級、風險敘述

風險檔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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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Arachni網站弱點掃瞄工具系統畫面(二)

風險敘述與建議解決方案

可信任與可能誤報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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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Arachni網站弱點掃瞄工具系統畫面(三)

頁面檔案參考資料

檔案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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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Docker Image 運行網站弱掃系統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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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弱掃系統導入Docker image優勢
適用於一般主機、伺服器、VM皆可。
使用於一般主機、伺服器掃描性能會較VM
好。
堆疊式虛擬化架構，隨時可啟用及關閉，
不占用系統資源。
轉移性佳、不受系統版本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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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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累積已協助八間連線單位夥伴完成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
• 今年協助育英護校完成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

• 服務申請網址：https://goo.gl/6PgW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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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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8 小時 (106年0.52小時)

• 應變處理平均時數： 0.027 小時。

• 事件處理平均時數： 0.626 小時 (106年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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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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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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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時間 主題

3月29日 如何面對層出不窮的資安弱點威脅

4月19日 教育機構個資保護管理與推動

4月29日 源碼安全檢測理論與實務

5月10日 「設備監控稽核與組態備份系統」及「網站系統開發之壓力測試實作」

5月20日 網路封包分析實務

6月24日 PfSense、Cacti及TCP-based 網路品質監控

9月25日~27日 TANET2019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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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創新特色服務

•辦理TANET2019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

• 連線單位網頁監測系統 (URL Watch)

• 偏鄉遠距教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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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 2019 大會資訊

大會時間、地點、主題
108年9月25日(三)~ 9月27日(五)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ICCK)
 資訊展望，5新啟航

五大主軸
 物聯新通訊、智慧新生活、雲端新服務、資安新防護、軟體新應用
 徵稿主題 : 包含 5G創新服務與應用, 人工智慧
及其應用, 網際網路技術, 物聯網資安, 數位學習,
… 等共5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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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 2019 研討會活動特色 (1/4)

科技部資訊工程學門、智慧計算學門共同辦理成果發表會

 7場專業工作坊 (Workshop) :包含科技廠商Cisco、Ruckus
、Juniper共18家廠商參展、TWNIC及國網中心。

高雄在地連結
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主任演講: 「智慧進行式 高雄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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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 2019 研討會活動特色 (2/4)
 英文簡報比賽 (English Presentation Contest)

 投稿論文需要全英文撰寫

在研討會的Special Session中進行全程英文口頭報告
 晚宴時, 公布並頒發獲獎論文

各類別頒發 Best Paper Award 和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A物聯新通訊、 B智慧新生活、 C雲端新服務、

D資安新防護、 E軟體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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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 2019 研討會活動特色 (3/4)
資安攻防體驗營 (上下午各一場)
合辦單位-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機中心

課程網要
網頁入侵手法、對應防範措施練習及操作
DDoS攻擊手法、緩解措施練習及操作
實際體驗攻防演練

目標
藉由角色扮演及模擬環境，使攻防雙方在模擬情境下可互相切磋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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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 2019 研討會活動特色 (4/4)

 高雄景點主題參訪遊程(9/27(五)下午1:00~3:00)

柴山生態尋奇 哈瑪星文史探索 西子灣海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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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 2019 研討會活動成果(1/3)

本次與會參與人數共計約430人，論文發表共計227篇、口
頭發表194篇，海報發表33篇，科技部工程司補助計畫成果
發表共71篇
口頭發表46場
海報場次發表5場
英文簡報比賽1場
參展廠商18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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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 2019 研討會活動成果(2/3)

廣邀各界頂尖學者共12位開設5場專題演講，1場Panel 
Discussion，並全程線上直播，主題圍繞目前資訊產業發展重
點，AI、機器學習、智慧校園、資訊治理、文字分析與商業智
慧等議題。

開設共7場Workshop，其主題從資安產品發表與應用、新一代
資安技術、智慧校園的建立，為與會者帶來更多元且豐富的議
題及技術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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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 2019 研討會活動成果(3/3)

傑出論文獎 5 篇
最佳論文獎 5 篇
優秀論文獎 18 篇
Best English Presentation Award 1 篇
Outstanding English Presentation Award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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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 2019 研討會各界報導

高雄市政府會展中心報導

科技部ETop虛擬展場

TWNIC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31

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 2019 研討會活動花絮(1/5)

開幕式活動剪影
資科司郭伯臣司長(中)、中山大學鄭英耀校長(左3)、中山大學圖
資處賴威光處長(右3)

KeyNote專題演講
教育部 AI 與新興科技教育布局演講人:資科司郭伯臣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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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 2019 研討會活動花絮(2/5)

Panel Discussion
智慧學習校園 X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

KeyNote專題演講
資訊治理演講人:蘇俊榮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副人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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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 2019 研討會活動花絮(3/5)

KeyNote專題演講
文字分析與商業智慧演講人:黃三益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產業與學術界的交流-贊助商攤位參訪

每日攤位集點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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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TANET 2019 研討會活動花絮(4/5)

大會晚宴

高雄半日遊特色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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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單位網頁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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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KPPRC高澎屏區網中心

URL Watch
• 監視Web頁面中的更改，並獲得更
改的通知

• 透過電子郵件，或通過各種第三方
服務通知

• 更改通知將包含已更改的URL和已
更改內容的diff差異

• 協助連線單位網頁置換及挖礦偵測

資料來源:TA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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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KPPRC高澎屏區網中心

目前監控連線單位網站

• 國立高雄大學
• 高雄師範大學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 大仁科技大學
• 屏東縣教育網路中
心

• 東方設計大學
• 正修科技大學
• 澎湖縣教育網路中
心

• 和春技術學院

•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文藻外語大學
•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 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
• 中華民國空軍官校
• 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
• 國立中山大學
• 國立屏東大學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

•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

• 樹德科技大學
• 美和科技大學
• 義守大學
• 輔英科技大學
• 高雄醫學大學
•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 高雄榮民總醫院

• 高苑科技大學
•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
中學

• 瑞祥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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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KPPRC高澎屏區網中心

監控報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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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服務及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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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108年度偏鄉遠距教學服務場次表
日期區間 地點 教學類型 教學內容

108/03/01~10
8/6/21

澎湖隘門國小
屏東草埔國小

偏鄉遠距教學 Scratch教學

使用國網中心CoLife線上會議平台讓學生在固定的課堂時間，透過遠距教學來實作Scratch遊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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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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線單位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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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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滿意度達96.2%

項目 (非常滿
意度)

107年 108年

網路連線服務 76.9 % 88.5%
網路管理或連
線的技術諮詢

80.8 % 92.3%

聯繫協調與溝
通管道上

80.8 % 84.6%

服務人員熱忱
及親和力

96.2 %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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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連線單位需求分析(問卷調查)

•區網中心待辦事項
•建置黑名單IP共享
•彙整區網偵測到的威脅給予轄下單位

•向鈞部建議事項
•請協助提升縣市網路升速需求
• Core Router 10G port不足，請協助擴充10G port相關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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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未來營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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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108年度預計推動之重點工作(1/2)
• 精進持續整合虛擬容器(container)網站弱掃系統

• 誘捕系統(Honeypot)持續精進及部署更多Sensor

• IDS系統服務持續維運及改進

• 資安弱點及威脅情資整合

• DNS升級及資安健檢服務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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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RC高屏澎區網中心

108年度預計推動之重點工作(2/2)

• 持續推動區網網站服務導入IPV6

• 協助連線單位有關TANet連線及資安相關問題排除

• 持續推動區網中心與連線單位夥伴技術分享

• 持續加強網路連線管理機制

• 不當資訊防護系統導入全國各區網中心



47

敬請 委員指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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