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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連防範嚴密的美國五角大廈網路都被駭客入侵了嗎？！美國國

防部上周緊急通令全球各單位的所有軍、文職人員，立即全面禁止在

公務電腦上使用 USB 隨身碟，以防止進一步遭駭客入侵破壞的消息，

今日引發各方關注。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今年在行政院科顧組及

行政院研考會的指導下舉辦之「資安週」活動，特別將 12 月 2 日訂

為【資安日】，希望展現出政府重視資安、保護個人隱私資料的決心。 

    12 月 2 日共有十二個政府機關參與【資安日】的活動；長期負

責政府資通安全專業智庫的資策會將指派相關同仁赴各機關及部

會，就「個人隱私資料之資安防護常識」進行一小時的講習活動，隨

後即展開【釣魚網站識別】、【USB 隨身碟防護設定】二大主題進行

資安常識考驗！ 

     事實上，依據資策會專業支援處提供的資料顯示，過去駭客多

藉由電腦連線以無目標的方式散播病毒、癱瘓整個網路系統，如今隨

著 Web2.0 的時代來臨，駭客針對 Web2.0 具備之高互動性，開始鎖定

特定對象進行特定攻擊(Target Attack)；同時目前在網路上普遍看

到的「附件連結」、「附件圖片」、「附件檔案」、「網路釣魚」及

「社交工程」等都是近來駭客利用人性的弱點，誘騙使用者開啟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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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程式的檔案的慣用手法。[1] 

本系統為資訊安全與人員教育訓練系統，其內容分為四大類： 

1.為 ISO27001 的 133 條規範，說明資訊安全的項目和其解釋。 

2.為基本的人員測試，了解人員對於資訊安全的觀念是否建求，    

  並且在解答時告知哪些觀念不正確和所造成的威脅。 

3.為程序書的建置，並且提供範本，讓資訊人員在對資訊安全有 

  任何可能造成的威脅都需填寫完整表格。 

4.為人員教育訓練，需定期對碰觸到資訊系統的人員進行教學和 

  測試，讓人員隨時保持警戒。 

隨著資訊時代蓬勃發展，各工商企業、教育機構、企業團體等，

普遍都會利用資訊網路來提供行政效率，但是在 Internet 時代，便

利的資訊傳輸卻也將所謂的企業機密、顧客個人資料和產品專利等重

要資訊暴露在外，最為普及的防護方法不外乎就是使用防毒軟體等科

技產品作為防護，但最關鍵因素『人』為最大變數，要如何令科技和

人員訓練相輔相成，就是本專題所探討的，引用 ISO27001 資訊安全

管理系統國際標準來進行人員教育訓練，建立資訊安全優良觀念，讓

所有使用、更改、進出設備區、維修、廠商更新等活動皆要受到規範，

方為保障資訊財產安全。 

以下為了解資訊安全的重要性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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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業團體，資安控管不當，易造成客戶資料外洩。 

2.電腦設施遺失或者送外維護安全。 

3.駭客入侵更改資料。 

4.電子郵件帳號遭駭客竊取。 

5.公事家辦遭竊密。 

6.八警局私灌 FOXY 下載軟體遭竊取筆錄。 

7.網站遭植入惡意軟體。 

8.網路銀行遭植入木馬程式。 

9.涉國家安全機密研究領域教授 E-MAIL 遭盜用[2] 

以上九案例為近來資訊安全建置不良和人員教育訓練不足的最佳範

本，其中解決方法不乏需要定期更新防毒軟體等，但最重要依舊是人

為因素，只要能夠有良好的教育訓練，對資訊安全有優良的觀念建

立，以上問題都是可以避免的。 

1.2 研究目的 

    本系統目的在於校園組織導入資訊安全之前，能有一套系統可以

輔助人員或者單位評估自己的資訊安全素養如何？如果是不及格

的，又有甚麼地方需要改進，讓該單位或組織能先有一定的認知，才

知道應該從何處去改進。 

    另外一個目的就是在導入資訊安全後，如果讓人員或員工，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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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的執行資訊安全，而不是在評鑑導入後，就不在顧慮資訊安全這

塊領域，而我們討論出的結論是，建立人員教育訓練系統，幫助組織

或單位在導入後，可以利用此系統，不斷測試評估甚至再教育，讓員

工可以時時注意資訊安全的規範，藉由不斷的人員教育訓練和督促，

才能另資訊安全徹底落實。 

    要如何讓人員在使用資訊設施時，能時時維持最高警覺，避免使

用不當儲存軟體竊取資訊外流，便要利用程序書來規範，也就是過程

導向，規劃-執行-檢查-行動的過程模型，任何進出資訊所、使用、

更改，維護、維修、廠商更新、下載資訊、人員培訓、人員變更、機

房管理、設備更換和電子郵件管理等，都需要填寫表格才能動作，不

但可以令人員提高警覺，也可以讓所有對資訊安全有危害的行為把

關，在責任歸咎上也不會一籌莫展，本專題引用嶺東科技大學的資訊

安全程序書作為範例，如果有其他團體欲引用程序書規範也可以參考

引用，嶺東科技大學資訊安全程序書相當完備，對各個資訊安全威脅

皆有防範。 

    以往企業團體對於資訊安全事件僅能有救火式的管理方式，也就

是發現資訊外洩，立即阻止，但是傷害已造成，引入 ISO27001 資訊

安全管理系統進行教育訓練後，在使用程序書規範所有資訊人員，就

可以預防資安事件，而不再是被動式的處理，未導入的企業團體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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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缺乏基本控制，而人員對公司的知識財產沒有保存概念，有系統的

保護它，將使企業團體更具競爭力。 

 

 

 

 

 

 

 

 

 

 

 

 

 

 

 

 

 

 

 

 

 



 - 6 -

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專題為系統評估建置，研究流程圖 1-1 所示 

 

圖 1-1 本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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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流程圖，先擬定動機與研究目的，以 ISO27001 法規當作

評估的準則，在系統建置上，規劃測驗、評分、備註⋯等；等完畢時，

再做進一步的評估與改善。 

在測試階段我們以校園裡各教學單位人員做測驗對象，分別在資訊安

全及法規上作認知測驗及探討；再以測驗後的評分標準，做進一步的

資訊安全演講宣導。 

1.4 設計理念 

 一般網路使用者能善用網路帶來的方便，而優良的網路使用者會

注重資訊安全的防護，但是不論是一般的企業員工、甚至是資訊中心

的人員，對於資訊安全的觀念都不足，導致企業亦或者校園完全暴露

的病毒和駭客的威脅之中，而本次專題就是希望能夠充分改善網路使

用者不論是一般企業員工、教師、資訊中心人員甚至是校長的資訊安

全觀念，光靠病毒防護僅能防範已知的病毒入侵，而人員優良的觀念

可以防範想藉由 E-MAIL 或者外接式儲存裝置攻擊資訊系統的機會，

偶爾一次的提醒是沒有辦法準確執行資訊安全的法則，唯有透過不斷

的教育訓練和強制系的程序化步驟，才能令人員謹記在心。 

    本次專題提供初次的資訊安全評估、標準化的程序表格、後續的

資訊安全教學和練習，藉以提升各部門之間對資訊安全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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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資訊安全定義 

2.1.1 資訊安全 

資訊安全是防範資訊資產遭受各種安全威脅，目的在於確保企業

持續營運、企業損失減至最小並且投資報酬率及商機增至最大，而對

資訊安全而言，其所應考量的範圍包含電腦軟、硬體、網路、環境的

安全技術方面及人員的教育訓練與操作安全觀念等二大類「技術」與

「人」因素，而周全的資訊安全措施維護了機關組織資訊並以保護下

列三者為其特性： 

1. 機密性(Confidentiality)：確保只有被授權的人可以存取資訊。 

 機密性為資訊安全必須能確定唯有通過認證的使用者才得以

存取資料。 

 當不論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得知「機密」或「極機密」等級文

件內容，這就形同沒有資訊安全。 

2. 完整性(Integrity)：確保資訊及處理方法的正確及完整。 

 完整性是指當資訊在經過保護及傳送的過程中，仍能確保資

訊的正確性及真確性。 

 現今所指的資訊完整性，大多是發生在網際網路的傳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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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加/解密技術上。 

3. 可用性(Availability)：確保資訊在被授權的人有需要時可以存

取。 

 可用性即為通過認證的使用者隨時都可取得所需的資訊。 

 除了保護系統的安全外，更應考慮到讓使用者隨時都可使用

的便利性。 

資訊也是一種資產，和其他重要的營運資產一樣，對組織營運是

不可或缺 

的，因此需要妥善保護，此在日亦互連的營運環境中特別重要。由於

此互連性增長之結果，資訊也暴露在日益成長與多樣的威脅與脆弱性

中。 

 資訊存在的形式有許多種，可以列印或書寫於紙上表示、可以用

電子方式儲存、可以用郵寄或是電子方式傳送。然而，無論資訊的形

式為何，以何種方式分享或儲存，均宜加以適當的保護。 

 資訊安全是使資訊各種廣泛的威脅之保護，以確保營運持續性、

降低營運風險至最低、得到最豐厚的投資報酬率及最大商機。 

 資訊安全經由實作一組適當的控制措施達成，包括政策、過程、

程序、組織結構及軟硬體功能。必要時必須建立、實作、監視、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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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改進這些控制措施以確保達成組織的特定安全與營運目標。此宜與

其他營運管理過程一起完成。 

2.1.2 資訊所面臨之安全問題 

 由於資訊與支援過程、系統及網路都是重要的營運資產。定義、

達成、維持及改進資訊安全，可能攸關維繫競爭優勢、現金流量、獲

利能力、適法性及商業形象。組織及其資訊系統、網路面臨來源相當

廣泛的安全威脅，威脅類型又分為人為以及自然因素，如表 1所示，

包括電腦輔助詐欺行為、間諜行為、蓄意破壞、惡意毀損、天災。導

致損害的原因如惡意碼、電腦駭侵、及阻絕服務攻擊等都越來越普

遍、越具企圖心、技術也日益複雜。 

 很多資訊系統並未設計的夠安全。透過技術手段可達成的安全性

也有限，因此藉由適當的管理和程序支援是必要的。為了識別應該有

哪些控制措施到位，需要小心的規劃並注意細節。資訊安全管理的最

低要求是組織內所有員工的參與，可能也需要外界專家的建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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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資訊安全威脅分類表 

威脅類型 

 
原因 範例 

1 大自然現象所造成 地震、水災、風災 
一. 自然因素 

2 系統本身故障 網路不通 

系統操作不當 

系統維護疏失 1 人員疏失 

人員管理疏失 

破壞電腦系統 

破壞硬體設備 

破壞軟體程式 

修改軟體程式 

未經授權使用設備 

二. 人員因素 

2 蓄意破壞 

不當使用及蒐集資料 

(資料來源：李順仁，2003 年) 

2.1.3 資訊安全管理 

隨著電腦、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相關應用的普及，除了在惆

人、學校等研究機構的電腦成為不可缺少的用品外，在商業上、政府

各行政機關作業的電腦化也已成為執行各種作業必須之輔助工具。所

以在使用如此高效率的電腦系統的同時，如何維持系統與資料的可用

性、完整性和機密性，以確保各式業務的順利運作非常重要，又由於

所必須面對的資訊安全問題相當複雜，任意處理將會造成無法預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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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和損失，因此，相關先進國家針對此需求，訂定資訊安全管理作

業方式以輔助各公司、機關人員進行系統管理和資料操作。同時，鑑

於危害資訊安全有 80 ％來自人為的因素，可見若能有效管理，即可

全面性的降低資訊安全的危害。[4] 

而只要提到資訊安全，大部分的人都只會聯想到密碼學，以及相

關的加/解密技術，這觀點在過去的資訊時代並沒有錯，但由於資訊

科技的突飛猛進，各種技術能力的提升，如果只是以如何利用各種密

碼學及防火牆的技術層面來談資訊安全已不敷使用，現今的資訊安全

重點談的是整個組織的整體架構，因此重視的層面也由舊資訊時代的

技術層面轉移到了管理層面。 

資訊安全是一種「管理」而非「技術」，過去的資訊時代都是以

技術層面的角度來看待資訊安全，依此往往侷限於如何利用各種技術

來防止企業損失，而這也忽略了一項非常重要的因素「人」，也就是

目前資訊安全管理的議題。因此，只有建立完整的管理制度，才能確

實降低整個組織內部所面臨的各種資訊安全問題。 

而資訊安全維護的考量因素也可分為兩大層面「實體設備以及各

種技術安全」、「組織內部的人員教育訓練及防範」。由於人在資訊

安全中是重要的關鍵因素，因此，組織內部的人員教育訓練就顯的更

為重要，必須定期為內部員工提昇資訊安全的認知，以及防範可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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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漏洞所造成的損失，來降低各種資訊安全議題的風險，而本

研究也是以此為研究對象。 

2.1.4 資訊安全架構 

 根據 IBM 2005 年全球企業資訊安全指標報告指出，不僅網路犯

罪行為越來越猖狂，網路釣魚或駭客攻擊的對象也將由企業或組織，

轉為特定或小範圍的個人，目的是為了取得有價機密以進行詐欺與勒

索。有鑑於此，IBM 率先發表企業資訊安全架構，以完整的資訊安全

能力參照模組、成熟度模組、及自我評估工具等三大架構，針對企業

治理、隱私保護、降低威脅、交易與資料誠信、應用程式安全、身份

識別與存取管理、實體安全與人員安全等八大安全議題進行分析評

估，確保企業資訊安全程度能滿足內部營運及外部法規要求。[5] 

 而一個有效的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包含了明確的組織安全

政策、落實的標準作業程序、相關資訊技術的控管以及持續的資安教

育訓練等要素（圖 2-1 所示）。而資訊安全是一種管理而非技術，然

而，資訊技術的使用也是達成資訊安全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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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資訊安全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aEternitas 因謄安控) 

2.2 ISO 27001：2005 探討 

2.2.1 ISO 27001：2005 

面對層出不窮的資安事件，解決資安問題不能單由技術面著手，

應有完整管理系統來有效解決資安問題。根據政府資通會報規定：政

府部會中 A、B 級單位需在民國 97 年以前通過 ISO27001 認證。由此

可見，ISO27001 內容的適用性與重要性。 

ISO 27001：2005 源自英國國際標準 BS7799 Part -2：2002，隨

著 ISO 17799：2005 新版發行而進行改版，由 BSI 英國標準協會公

佈成為 BS7799 Part -2：2005，最後在西元 2005 年 10 月 14 日成為

ISO 國際組織所頒佈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要求標準 ISO27001，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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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O 資訊安全管理系統

網路管理、防毒、防火牆

資安教育訓練

ISO 27001：2005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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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認最完整之資訊安全管理標準，其規範之安全內容涵括：建

立、實施、操作、監督、維持與改善 ISMS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建置程序及風險評估，ISO27001 所發行的標準共

11 個管理領域、39 個控制目標、133 個控制要點(表 2 所示)。它並

非一種技術，而是一種管理制度，是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要求的標準。

它的十一大管理領域概述如下： 

 安全政策：表達對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支持和承諾。 

 資訊安全組織：建立一個管理架構，用於公司內部資訊安全

的管理和控制，以及執行現有的資訊安全規定。 

 資產管理：確保對組織各項資產的安全進行有效保護。 

 人力資源安全：明訂所有人員在安全方面的職責和角色。 

 實體和環境安全：對組織營運場所及人員提出簡單明確的安

全要求。 

 通訊與作業管理：盡可能完善公司內外的溝通聯繫，以利於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順利運行。 

 存取控制：管理對資訊的存取行為。 

 資訊系統取得、開發和維護：確保公司 IT 專案和相關的支

援活動已實施安全控制，必要時進行資料管制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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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安全事故管理：確保在某種程度上傳達與資訊系統有關

的資訊安全事件與弱點，始能採取即時的矯正行動。確保實

施一致與有效的方法管理資訊安全事故。 

 營運持續管理：發展和維護企業營運持續計劃，保護關鍵的

業務活動免受重大災難或中斷的影響。 

 遵循性：符合資訊安全法令或規定的相關要求。 

表 2  ISO 27001 管理領域及各項目標與措施 

控制要項 控制目標 控制措施 

1.1.1 資訊安全政策文件 
一. 安全政策 1.1. 資訊安全政策 

1.1.2 資訊安全政策審查 

2.1.1 管理階層對資訊安全承諾 

2.1.2 資訊安全協調工作 

2.1.3 資訊安全責任配置 

2.1.4 資訊處理設施授權過程 

2.1.5 機密性協議 

2.1.6 與權責機關的聯繫 

2.1.7 與特殊利害相關團體的聯繫 

2.1. 內部組織 

2.1.8 資訊安全的獨立審查 

2.2.1 與外部團體相關的風險識別 

2.2.2 處理客戶事務的安全說明 

二. 資訊安全的組織 

2.2. 外部組織 

2.2.3 第三方協議中之安全說明 

3.1.1 資產清冊 三. 資產管理 3.1. 資產責任 

3.1.2 資產的擁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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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資產之可被接受的使用 

3.2.1 分類指導綱要 
3.2. 資產分類 

3.2.2 資訊標示與處置 

4.1.1 角色與責任 

4.1.2 篩選 4.1. 聘僱之前 

4.1.3 聘僱條款與條件 

4.2.1 管理階層責任 

4.2.2 資訊安全認知、教育及訓練 4.2. 聘僱期間 

4.2.3 懲處過程 

4.3.1 終止責任 

4.3.2 資產的歸還 

四. 人力資源安全 

4.3. 聘僱的中止或變更 

4.3.3 存取權限的移除 

5.1.1 實體安全周界 

5.1.2 實體進入控制措施 

5.1.3 保全辦公室、房間及設施 

5.1.4 對外部與環境威脅的保護 

5.1.5 在安全區域內工作 

5.1. 安全區域 

5.1.6 公共進出、收發及裝卸區 

5.2.1 設備安置與保護 

5.2.2 支援的公共設施 

5.2.3 佈纜的安全 

5.2.4 設備維護 

5.2.5 場所外設備的安全 

5.2.6 設備的安全汰除或在使用 

五 實體與環境安全 

5.2. 設備安全 

5.2.7 財產的攜出 

3.1. 資產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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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文件化作業程序 

6.1.2 變更管理 

6.1.3 職務的區隔 
6.1. 作業之程序與責任 

6.1.4 開發、測試及運作設施的分隔 

6.2.1 服務交付 

6.2.2 第三方服務的監視與審查 
6.2. 第三方服務交付管

理 
6.2.3 第三方服務變更的管理 

6.3.1 容量管理 
6.3. 系統規劃與驗收 

6.3.2 系統驗收 

6.4.1 對抗惡意碼的控制措施 6.4. 防範惡意碼與行動

碼 6.4.2 對抗行動碼的控制措施 

6.5. 備份 6.5.1 資訊備份 

6.6.1 網路控制措施 
6.6. 網路安全管理 

6.6.2 網路服務的安全 

6.7.1 可移除式媒體的管理 

6.7.2 媒體的汰除 

6.7.3 資訊處置程序 
6.7. 媒體的處置 

6.7.4 系統文件的安全 

6.8.1 資訊交換政策與程序 

6.8.2 交換協議 

6.8.3 輸送中的實體媒體 

6.8.4 電子傳訊 

6.8. 資訊交換 

6.8.5 營運資訊系統 

6.9.1 電子商務 

六. 通訊與作業管理 

6.9. 電子商務服務 

6.9.2 線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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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公眾可用的資訊 

6.10.1 稽核存錄 

6.10.2 監控系統的使用 

6.10.3 日誌資訊的保護 

6.10.4 管理者與操作者日誌 

6.10.5 失誤存錄 

6.10. 監視 

6.10.6 鐘訊同步 

7.1. 存取控制的營運要

求 
7.1.1 存取控制政策 

7.2.1 使用者註冊 

7.2.2 特權管理 

7.2.3 使用者通行碼管理 
7.2. 使用者存取管理 

7.2.4 使用者存取權限的審查 

7.3.1 通行碼的使用 

7.3.2 無人看管的使用者設備 7.3. 使用者責任 

7.3.3 桌面淨空與螢幕淨空政策 

7.4.1 網路服務的使用政策 

7.4.2 外部連線的使用者鑑別 

7.4.3 網路設備識別 

7.4.4 遠端診斷與組態保護 

7.4.5 網路區隔 

7.4.6 網路連線控制 

7.4. 網路存取控制 

7.4.7 網路選路控制 

7.5.1 保全登入程序 

七. 存取控制 

7.5. 作業系統存取控制 

7.5.2 使用者識別與鑑別 

6.9. 電子商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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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通行碼管理系統 

7.5.4 系統公用程式的使用 

7.5.5 會談期逾時 

7.5.6 連線時間的限制 

7.6.1 資訊存取控制 7.6. 應用系統與資訊存

取  控制 7.6.2 敏感性系統的隔離 

7.7.1 行動計算與通信 7.7. 行動計算與遠距工

作 7.7.2 遠距工作 

8.1. 資訊系統的安全要

求 
8.1.1 安全要求分析與規格 

8.2.1 輸入資料安全 

8.2.2 內部處理的控制措施 

8.2.3 訊息完整性 

8.2. 應用系統的正確處

理 

8.2.4 輸出資料確認 

8.3.1 使用密碼控制措施的政策 
8.3. 日碼控制措施 

8.3.2 金鑰管理 

8.4.1 作業軟體的控制 

8.4.2 系統測試資料的保護 8.4. 系統檔案的安全 

8.4.3 程式原碼的存取控制 

8.5.1 變更控制程序 

8.5.2 作業系統變更後的系統技術審

查 

8.5.3 套裝軟體變更的限制 

8.5.4 資料洩漏 

八. 資訊系統獲取、開發及維護 

8.5. 開發與支援過程的

安全 

8.5.5 委外的軟體開發 

7.5. 作業系統存取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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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技術脆弱性管理 8.6.1 技術脆弱性控制 

9.1.1 通報資訊安全事件 9.1. 通報資訊安全事件

與弱點 9.1.2 通報安全弱點 

9.2.1 責任與程序 

9.2.2 從資訊安全事故中學習 

九. 資訊安全事故管理 
9.2. 資訊安全事故與改

進的管理 
9.2.3 證據的收集 

10.1.1 資訊安全納入營運持續管理過

程 

10.1.2 營運持續與風險評鑑 

10.1.3 發展與實作包括資訊安全的持

續計劃 

1.4 營運持續計畫框架 

十. 營運持續管理 
10.1. 營運持續管理的資

訊安全層面 

1.5 營運持續計畫的測試、維護及重新

評鑑 

11.1.1 識別適用之法條 

11.1.2 智慧財產權 

11.1.3 組織紀錄的保護 

11.1.4 個人資訊的資料保護與隱私 

11.1.5 防止資訊處理設施的誤用 

11.1. 遵循適法性要求 

11.1.6 密碼控制措施的規定 

11.2.1 安全政策與標準的遵循性 11.2. 安全政策與標準的

遵循性以及技術遵循性 11.2.2 技術遵循性查核 

11.3.1 資訊系統稽核控制 

十一. 遵循性 

11.3. 資訊系統稽核考量
11.3.2 資訊系統稽核工具的保護 

(資料來源：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之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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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取得 ISO 27001：2005 之重要性 

 根據「行政院資通安全會報」規定，資安等級 B級以上之政府單

位，皆須於 2008 年之前建置完成資安管理系統 ISMS(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並取得第三方認證通過。除了政府

帶動外，民間企業也紛紛體認到 ISMS 的重要性，許多大型的電信業、

金融業、資訊服務業等，都陸續以通過 ISO27001 為努力的方向，通

過 ISO27001 認證已成為組織及企業永續經營之必要工作。 

 此標準的制定是為了要提供用以建立、實作、運作、監視、審查、

維持及改進資訊安全系統之模型。因而採用了 ISMS(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宜為組織的策略性決策。組織的 ISMS

之設計與實作受其需求與目標、安全要求、所採用的過程，以及組織

之規模與架構所影響。 

ISO 27001 為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國際標準，可以針對客戶的作

業環境與營運狀況進行分析，依據 ISO 27001 的管理要求，協助客

戶建立屬於自己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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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 ISO/IEC 27001 取得 ISMS 的驗證，將可為組織帶來以下

好處： 

 證明您的內部管制措施獨立，並且符合公司管理與企業永

續等需求。 

 讓您證明自己有奉行相關法律與法規。 

 藉由達成契約規定，以及向客戶證明其資訊受到最嚴密的

保護，而提供無比的競爭優勢。 

 自主證實您組織的每個風險都有徹底找出、稽核並加以管

理，同時規劃資訊安全程序、流程與文件記錄。  

 證明高階管理對資訊安全的承諾 

 定期稽核，能幫您持續監控成效並加以改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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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資訊安全是管理而非技術，妥善的資訊安全管理是確保組織得以持續

成長的重要關鍵；資訊安全管理議題中最重要的部份「人員管理」，

其在過往一向被人忽略，在資訊安全上，不能僅以防火牆與入侵偵測

系統的「技術面」來看「資訊安全」⋯等，本研究案也綜合 ISO27001

裡面的法規做案例探討。 

本研究案其主要對象是針對於各大企業之內部及一般人員的教

育訓練，讓其使用過此平台的人員對於網路資訊安全及資訊安全法規

上有更進一步的認知，而本研究案主要是讓一般人員能透過本平台的

線上測驗系統來探討對於資訊安全及實體安全的重要性，藉此引導相

關人員認知、遵循規範條則，並具備完善資安觀念。 

資訊安全管理作業重點其用意是作為參考文件，提供廣泛性的安

全控制措施及現行資訊安全之最佳作業方法，在本研究案所開發出的

平台上，提供企業內部、一般人員、或組織⋯等，在整體業務活動與

所面臨風險下建立、實施、操作、監控、審查、維護及改進，在經由

此平台所建立之資訊安全測驗系統，能讓該公司企業或是該組織得知

目前在資安的稽核上是否達到稽核標準，即是本研究案所欲達到目的

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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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可行性分析 

 本專案利用操作、技術、經濟、時程、法律等五面研究可行性分

析。 

3.1.1 操作可行性分析 

 本系統建置是參考 ISO27001 相關法規之規範，並且收集與設計

題庫讓使用者進行線上測驗，使其了解資訊安全之重要性與各項安全

規範，管理者也能適時追蹤各部門所欠缺之要項，由於是使用線上測

試，所以各部門可於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上網做登入並進行評估測試

的動作，所以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3.1.2 技術可行性分析 

 本系統建置是針對各部門能即時上線測試所設計，故不需要許多

複雜之硬體設備與系統，除了 SERVER端必需配置支援 Dreamweaver

與MySQL Web伺服器，使用端只需要任何能上網之電腦即可，不需

要使用任何複雜之技術支援。 

3.1.3 經濟可行性分析 

 本系統建置是使用 Dreamweaver CS3 軟體並使用 PHP 語法，而

Apache Web Server 為共享軟體，故只需支付部份軟體與硬體設備購

買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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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法律可行性分析 

 本系統建置所使用之任何軟體、圖片、資料，部分是由校內資訊

網路中心所提供，部分為組員自行設計，故無違反著作權法與智慧財

產權之疑慮。 

 

3.2 研究對象 

 由於資訊科技的發達，各種技術能力越趨複雜，接踵而來的就是

必須面臨資訊安全的各種問題，而要達到資訊安全就必須實施適當的

控制措施，譬如資訊安全政策、實務規範、程序、組織架構及軟體功

能，為了達成營運既定的安全目標， 就必須建立這些控制措施。 

 而本研究的對象就是針對校園內各組織之間，尚未導入資訊安全

的部門，幫助他們對資訊安全認知的提升，以及了解各種資訊安全的

風險，本研究是遵循 ISO 27001 的法條規範來設計測驗題庫，因此，

可以利用測驗系統來評估組織中還缺乏哪些重要的因素，並且了解本

身還有哪些資訊安全的漏洞，到底組織內缺乏哪些程序，違反了資訊

安全何種規範，並往這方面去著手協助他們對這些不足的部分去加

強。 

 而資訊安全之中最重要的關鍵因素為「人」，因此最低的要求就

是組織內部所有人員都必須參與，從最基層人員到一級主管都必須瞭



 - 27 -

解組織內部資訊安全的重要性，因此，必須定期的實施人員教育訓

練，以確實達到所有人員對資訊安全認知的提升。 

 

3.3 研究工具 

 表 3-1 網站開發軟體工具表 

 軟體開發工具 

作業平台 Microsoft Windows 2003 

資料庫 My SQL 

程式語言 PHP 

瀏覽器 Internet Explorer 6.0 以上 

開發軟體 Adobe Dreamweaver CS3 

美工軟體 Adobe Photoshop CS3 

 

以下介紹幾個主要的開發軟體工具： 

3.3.1 Adobe Dreamweaver CS3 

 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多的網頁設計軟體，應該要屬 Adobe 公司推出

的 Dreamweaver。Dreamweaver 以其美觀的操作介面、高度整合的功

能面板、體貼的視窗工作佈局、以及從初探到深造全階段設計功能，

迅速的受到全球網頁設計愛好者的青睞。目前 Dreamweaver 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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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CS3，隨著版本的更新，Dreamweaver 的動態網頁製作技術也越來

越成熟。[7] 

 

3.3.2 MySQL 資料庫簡介 

 MySQL 是一種跨平台、多使用者、多執行者、支援 SQL 語言(結構

化查詢語言)、執行速度快以及網際網路後大量被採用的資料庫系

統。重要的是，在一般情況下，MySQL 也是完全免費的。他是由瑞典

的 MySQL A.B 公司所開發的一套開放原始碼資料庫。 

大體而言，MySQL 和 Apache 及 PHP 一樣屬於開放源碼，可以免費

使用及流通、進入門檻低、執行速度快，跨平台(Windows 平台也可

以執行)、支援工具多等特性，十分適合用來開發各種系統。MySQL

並沒有連線使用者的限制，相較其他商用資料庫系統，在一定數量以

上的連線使用者數時可是要付出相當可觀的費用。[8] 

 

3.3.3 PHP 程式語言 

 近年來網路世界的蓬勃發展，上網人口不斷攀升，各式各樣的入

口網站、線上購物網、網路銀行、投資網、電子商務等等，徹底改變

了人們的生活與消費習慣。這些網路應用中，用到最多的就是動態網

頁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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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網頁技術有很多，PHP 搭配 MySQL 資料庫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早期的 PHP 只支援 Linux 系統，隨著 Windows 環境中也支援 PHP、

Apache 和 MySQL，在 Windows 環境下也能以 Apache 當作 Web 伺服器、

以 MySQL 當作資料庫伺服器，利用 PHP 語言來開發 Web 應用程式。 

 PHP 因為提供了很多的內建函數，可以直接去操控 MySQL，所以

在設計 Web 應用程式時非常方便。另外，PHP、Apache 和 MySQL 可以

免費取得，對於個人使用者，能很方便取得這些軟體來做測試，對於

要在商業上使用的 MySQL，也可以很低的價格取得授權。 

 PHP 雖然是伺服器端的 Script 語言，他也具有傳統結構化語言的

特性，在程式開發時非常方便。PHP 也加入了很多物件導向的特性，

讓設計者也可以物件導向設計模式，來開發目前最流行的 Web 應用程

式。[9] 

 

3.3.4 Adobe Photoshop CS3 

 Photoshop CS3 軟體可加速把想像化為影像的過程，最適合攝影

師和設計師，專業級標準可提供例如自動對齊圖層和混合新功能，以

便進階符合；多樣化的即時濾鏡進一步擴充了詳盡、非破壞性的編輯

工具集，提高了靈活彈性。簡化的介面和全新省時的工具可以讓你的

工作流程更為快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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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Apache 伺服器 

 Apache 是 UNIX 與 Linux 系統上鼎鼎有名的伺服器軟體，以功能

完整及穩定性、免費、高效率且支援多種作業系統平台等優勢，讓大

多數網站選擇它作為伺服器軟體。 

 Apache 早期是由 Apache Group 負責開發與維護，1999 年轉

ASF(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基金會的方式運作，目前由 IBM、

Oracle 等幾家主要的大公司，在背後支持軟體的開發計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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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分析 

4.1 資料庫執行環境 

表 4-1-1 資料表 admin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Ad_id Int(6)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Ad_name Varchar(15) 否   帳號 

Ad_password Varchar(32) 否   密碼 

 

表 4-1-2 資料表 bulletin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Bul_id Int(6)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Bul_title Varchar(100) 否   標題 

Bul_date Date 否 0000-00-00  時間 

Bul_content Text 否   內容 

 

表 4-1-3 資料表 class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S_no Varchar(255) 否   科目 

C_no Int(10)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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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資料表 final_test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Subject Varchar(50) 否   科目 

Title text 否   標題 

O1 Varchar(255) 否   選項 

O2 Varchar(255) 否   選項 

O3 Varchar(255) 否   選項 

O4 Varchar(255) 否   選項 

Ans Varchar(255) 否   答案 

Sn Varchar(20) 否   使用者 

Teach Text 是 Null  說明 

Statute Varchar(255) 是 Null  法規 

Test_no Int(6)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表 4-1-5 資料表 indexnews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Index_id Int(6)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Index_title Varchar(100) 否   標題

Index_date Date 否 0000-00-00  時間

Index_content Text 否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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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資料表 final_exam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Subject Varchar(50) 否   科目 

Title Text 否   標題 

O1 Varchar(255) 否   選項 

O2 Varchar(255) 否   選項 

O3 Varchar(255) 否   選項 

O4 Varchar(255) 否   選項 

Ans Varchar(255) 否   答案 

Sn Varchar(20) 否   使用者

Teach Text 是 Null  說明 

Statute Varchar(255) 是 Null  法規 

Test_no Int(6)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表 4-1-7 資料表 iso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Iso_id Int(6)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Iso_title Varchar(100) 否   標題 

Iso_date Date 否 0000-00-00  時間 

Iso_content Text 否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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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資料表 pro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Pro_id Int(6)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Pro_title Varchar(255) 否   標題 

Pro_date Date 否 0000-00-00  時間 

Pro_content Text 否   內容 

 

表 4-1-9 資料表 reply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ID Int(11)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Reply_topicID Int(11) 否 0  主題 

Content Text 否   內容 

Nickname Varchar(20) 否   暱稱 

Email Varchar(30) 是 NULL  email

Time Datetime 否 0000-00-00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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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 資料表 score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No Int(6)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User_loginid Varchar(20) 否   使用者 

Subject Varchar(50) 否   科目 

R Varchar(10) 否   答對題數

Wrong Varchar(10) 否   錯誤 

E-time Date 否 0000-00-00  時間 

Test_num Varchar(10) 否   題數 

Organization Varchar(20) 否   部門 

Year Varchar(20) 否   年度 

score Varchar(10) 否   分數 

 

表 4-1-11 資料表 standard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Stand_id Int(6)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Stand_title Varchar(100) 否   標題

Stand_date Date 否 0000-00-00  時間

Stand_content Text 否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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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2 資料表 topic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topicid Int(11)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Title Varchar(100) 否   標題 

Content Text 否   內容 

Nickname Varchar(20) 否   暱稱 

Email Varchar(30) 是 NULL  Email 

Time Datetime 否 0000-00-00  時間 

 

表 4-1-13 資料表 usersdata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Id Int(11) 否   主鍵 

User_loginid Varchar(20) 否   使用者 

Use_pwd Varchar(20) 否   密碼 

Use_name Varchar(20) 是 NULL  姓名 

User_type Varchar(20) 否   權限 

User_joindate Datetime 否 0000-00-00  時間 

email Varchar(50) 是 NULL  Email 

Job Varchar(20) 是 NULL  職位 

Organization Varchar(20) 否   部門 

Year Varchar(11) 否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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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4 資料表 exam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No Int(11)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Subject Varchar(255) 否   科目 

Title text 否   標題 

O1 Varchar(255) 否   選項 

O2 Varchar(255) 否   選項 

O3 Varchar(255) 否   選項 

O4 Varchar(255) 否   選項 

Ans Varchar(255) 否   答案 

Sn Varchar(50) 否   使用者 

Teach Text 是 Null  說明 

Statute Varchar(255) 是 Null  法規 

 

表 4-1-15 資料表 elearning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e_id Int(11)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e_title Varchar(255) 否   標題 

e_data Data 否 0000-00-00  時間 

e_content Text 否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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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6 資料表 quantity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id Int(6)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quantity Varchar(10) 否   題數 

share Varchar(10) 否   配分 

 

表 4-1-17 資料表 webhdd 在 localhost 執行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附加 備註 

F_id Int(8) 否  Auto_increment 主鍵 

F_name Varchar(100) 否   名字 

F_size Int(12) 否 0  檔案 

大小 

F_date Datetime 否 0000-00-00  時間 

F_commet Varchar(255) 是 NULL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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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網站架構圖 

4.2.1 首頁架構圖 

 

圖 4-1 首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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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測驗評估架構圖 

 

圖 4-2 測驗評估架構圖 

4.2.3 討論區架構 

 

圖 4-3 討論區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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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後臺管理架構圖 

 

圖 4-4 後臺管理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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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題庫管理架構圖 

 

圖 4-5 題庫管理架構圖 

4.2.6 法規管理架構圖 

 

圖 4-6 法規管理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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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程序書理架構圖 

 

圖 4-7 程序書管理架構圖 

4.2.8 標準書管理架構圖 

 

圖 4-8 標準書管理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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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空白表單管理架構圖 

 

圖 4-9 空白表單管理架構圖 

4.2.10 訊息管理架構圖 

 

圖 4-10 訊息管理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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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公告管理架構圖 

 

圖 4-11 公告管理架構圖 

4.2.12 討論區管理架構圖 

 

圖 4-12 討論區管理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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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教材管理架構圖 

 

圖 4-13 教材管理架構圖 

4.2.14 帳號管理架構圖 

 

圖 4-14 帳號管理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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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統流程圖 

4.3.1 ISO27001 流程圖 

ISO27001

選擇法條

觀看內容

回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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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ISO2700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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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資安教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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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資安教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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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測驗評估流程圖-練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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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測驗評估流程圖-練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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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測驗評估流程圖-正式測驗 

測驗評估

練習模式

選擇類別/題數

作答

評分

其他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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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測驗評估流程圖-正式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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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程序書流程圖 

 

圖 4-19 程序書流程圖 

4.3.6 標準書流程圖 

 

圖 4-20 標準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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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表單下載流程圖 

 

圖 4-21 標準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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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討論區流程圖 

 

圖 4-22 討論區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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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後臺管理-題庫管理流程圖 

 

圖 4-23 後臺管理-題庫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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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 後臺管理-法條管理流程 

 

圖 4-24 後臺管理-題庫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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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後臺管理-程序書 

 

圖 4-25 後臺管理-程序書 

4.3.12 後臺管理-標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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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後臺管理-空白表單 

 

圖 4-27 後臺管理-空白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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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後臺管理-公告管理 

 

圖 4-29 後臺管理-公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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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6 討論區管理流程圖 

 

圖 4-30 討論區管理流程圖 

4.3.17 後臺管理-教材管理流程 

 

圖 4-31 後臺管理-教材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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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8 後臺管理-帳號管理流程 

 

圖 4-32 後臺管理-帳號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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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網頁介紹 

首頁- 

1. 首頁連結至 ISO27001 網頁中，瀏覽 ISO27001 當中的 133 條規範。 

2. 首頁連結至資安教學便可收看 flash 動畫、影片或者投影片。 

3. 首頁連結至測驗評估中可選擇練習模式或者正式測驗。 

4. 程序書、標準書和表單下載，是方便行政事務和廠商維護時，可

以遵守的流程或者須簽署的文件， 

5. 首頁可查看自己的測驗紀錄成績並且於討論區發布主題。 

6. 首頁可連結至後臺，但僅有管理者帳號可進入。 

 

圖 4-33 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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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評估頁面- 

1. 測驗評估分為練習模式和正式測驗，畫面所顯示為練習模式，可

以進行無數次作答，並且會於作答後說明，如需進入正式測驗則

點入正式測驗按鈕，但要注意每個帳號僅能進行一次作答，除非

後臺刪除測驗記錄或者開放下一年度進行測試。 

2. 練習模式的題數可以自行選擇 20/30/50 題，正式測驗須由管理者

設定，考生不可選擇題數。 

 

圖 4-34 測驗評估-練習模式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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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模式- 

1. 此圖為練習模式下的情況，單選題為圓圈選項，複選題為方型選

項，此模式不記分，但是會於作答後，於題型後面做說明，不論

對錯都可以觀看。 

 

 

圖 4-35 練習模式試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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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測驗- 

1. 首先可以看到正是測驗是由新的視窗呈現，避免使用者使用上一

頁功能，就算使用 backspace 也已經鎖定無法使用，此視窗僅能

選取欲考試科目，題數由管理者設定，重點是只能作答一次，作

答完畢提交後，如欲再次作答則會顯示失敗。 

2. 單選題為圓圈選項，複選題為方型選項，此模式會記分，但是不

顯示分數，也不做說明，只會顯示對錯題數，分數需至首頁測驗

記錄觀看。 

 

圖 4-36 正式測驗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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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正式測驗試題呈現 

 

圖 4-38 正式測驗提交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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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書/標準書- 

1. 程序書和標準書的配置相同，所以僅以程序書作為範本，使用者

看完標題如果想要知道更詳盡內容，點選標題後會顯示內容，如

果需要觀看範本皆有提供 pdf 檔供下載，內容為程序書的步驟和

教學，標準書內容則是填寫標準，表單下載則是提供空白表單

(.doc)下載，此功能對於例行性維護的廠商和資網中心員工為一

大便利。 

 

 

圖 4-39 程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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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臺管理首頁- 

1. 題庫管理中有新增科目、新增/修改題目、正式測驗的題數配分修

改。 

2. 法規、程序書、標準書、空白表單則是提供管理者上傳最新範本。 

3. 訊息和公告管理為發布消息於首頁的功能 

4. 留言板管理可刪除不當文章等。 

5. 教材管理則是上傳 flash、影片或投影片的功能。 

6. 帳號管理含有個人資訊、所有帳號成績紀錄和搜尋的功能。 

 

圖 4-40 後臺管理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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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庫管理頁面- 

1. 首先新增科目→新增題目(可選擇原有科目便不用新增科目，也可

以選擇剛新增之科目類別)→選擇此次欲輸入之題數→輸入內容

→送出。 

2. 如欲修改或刪除則至題庫修改選項即可。 

3. 可設定正式測驗的題數限制和配分方式。 

 

圖 4-41 題庫管理-新增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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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後臺管理-新增題目 

 

圖 4-43 題庫管理-題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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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程序書、標準書管理- 

1. 利用 KTML 套裝軟體，可新增純文字，或者連結上傳程序書、標準

書和空白表單等。 

2. 當有新器材、新規範時，管理者可於後臺新增表單對應新器材，

新增最新法規更新資料。 

 

圖 4-44 後臺管理-新增/修改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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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後臺管理-新增/修改程序書 

 

圖 4-46 後臺管理-新增/修改標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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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資訊- 

1. 使用者帳號須由後臺新增發布給各主管和員工，使用者需自行填

寫個人資料。 

2. 帳號資訊內為該年度、該部門、測驗科目和測驗成績。 

3. 帳號資訊內可利用 SQL 指令，輸入例如： 

   Organization=’資網中心’and year=’96’ 

   and subject=’資安’  等多重條件去搜尋。 

 

圖 4-47 後臺管理-新增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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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8 後臺管理-帳號資訊 

 

圖 4-49 後臺管理-搜尋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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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測驗評估 ER-MODEL 

 

 

 

 

 

 

 

 

 

 

 

 

 

 

 

圖 4-50 測驗評估 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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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上傳檔案 E-R Model 

 

 

 

 

 

 

 

 

 

 

 

 

 

 

圖 4-51 上傳檔案 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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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5.1 結論 

    經過此次專題製作，以往都是作為學習者，第一次要以教學者的

角度設計網站實是件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因為要顧慮到學習者如何快

速的融會貫通、應用網站功能循序漸進的學習，這方面也是和指導老

師溝通良久，另一方面，我們也對資訊安全的相關領域有了些許的了

解，讓我們知道現在的廠商和校園組織是如何的重視資訊安全的重

要。 

    此系統花費我們相當多時間，因為起初我們對於資訊安全也是只

聞其名不懂其內容，直到老師提供相當多文獻讓我們觀看之後才了解

資訊安全所涵蓋範圍之廣闊，所以經由和老師討論之後，設計名為資

訊安全評估與人員教育訓練系統的網站，在網頁建置的同時，我們必

須看著法條的詳解，去設計題型，所以幾乎所有題目都是由我們組員

自行設計。 

    設計網站初期因為目的是人員教育訓練系統，所以對於後台管理

的要求較為嚴苛，管理者必須能夠掌握所有帳號的資訊，並且能夠搜

尋所有帳號的資料，所以我們利用 SQL 指令的方式，讓老師在搜尋上

面可以隨心所欲不受網頁功能限制，更能夠在第一時間調出所要的資

訊，為此就必須儲存正式測驗成績，才能調閱出未受測驗者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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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老師追蹤。 

    此系統翻閱了許多書籍，但是所搜尋到的書籍對於測驗系統能提

供僅是皮毛，也就是作答功能而已，而如何去加強測驗的功能，讓題

目可以隨機出題，測驗結束可以同時得到分數並且儲存，練習模式下

又要如何設計說明格式，讓使用者方便使用，也是另我們苦惱許久，

不斷去詢問資網中心的老師關於程式碼上的問題，上網搜尋或者詢

問，經過不斷的更改才完成這項系統，對於網頁設計上面增進了許多

技能，最後網頁美化則是同樣結論希望可以越簡潔越好，讓使用者不

會被花俏的畫面誤導焦點，讓管理者有清新的網頁環境，經過長時間

的努力完成這網站，我們都相當開心，也期望未來實際運作後，能帶

給學校對於資訊安全上實質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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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未來展望 

1. 欠缺廠商專區，固定廠商有固定的維護流程，如果可以讓各廠商

所需之表單儲存，日後可以減少搜尋表單的時間。 

2. 日後可以增加更多型態的命題，讓作答更顯生活化。 

3. 可以改善測驗記錄，記錄受測者的作答完整記錄。 

4. 可應用在未來更多相關組織中，作為培訓資訊人員資訊安全知識

的預習工具。 

5. 資安教學不僅限於 ISO27001 法規，利用更活潑的影片來傳達資訊

安全。 

6. 可以做為未來稽核人員審查前，自我評估的工具。 

7. 未來影片教學的數量日益增加，會需要更大的網路空間來放置。 

8. 讓後續追蹤的功能自動化，定期定時彙整測驗成績和沒有進行教

育訓練之人員的名單。 

9. 依人員的領域專長，設計難易度不同的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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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甘特圖 

 2008年 2009年 

      月份 

工作 

    內容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商討題目   

收集資料   

選擇架設工具   

網站架構   

資料庫規畫   

網站架設   

資料庫系統   

網頁美化   

測試除錯   

書面撰寫   

          ：預計行程 

          ：實際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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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工作分配 

專題進度 分工狀況 

構思與主題 
林亞輪、廖顯佳、蔡秉恆、 

陳怡伶、嚴玉萍 

網站架構 林亞輪 

資料庫編輯 
林亞輪、廖顯佳、蔡秉恆、 

嚴玉萍 

投影片教學製作 陳怡伶 

題庫設計 
廖顯佳、蔡秉恆、陳怡伶、 

嚴玉萍 

測試除錯 
林亞輪、廖顯佳、蔡秉恆、 

陳怡伶、嚴玉萍 

系統測試 
林亞輪、廖顯佳、蔡秉恆、 

陳怡伶、嚴玉萍 

書面撰寫 
廖顯佳、蔡秉恆、陳怡伶、 

嚴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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