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06 年度 
資訊安全危機處理防護演練計畫 

壹、 依據:  

一、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函頒「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作業綱要」。 

二、 教育部函頒｢教育部資通安全處理小組作業說明｣。 

三、 耕莘健康管理管理專科學校「資訊安全暨緊急應變管理規範」。 

四、 耕莘健康管理管理專科學校內部作業控制程序。 

貳、 目的: 

一、 為確保本校資訊業務永續運作，並降低關鍵業務流程受重大故障或災害之影響。 

二、 各單位資訊系統業務流程衝擊分析。 

三、 測試各單位於發現資安事件時，是否可正確、快速執行通報作業。  

四、 測試資安聯絡人聯絡管道是否暢通。 

五、 測試電子郵件、電話等各種通訊聯絡管道暢通與存活率。 

六、 測試使用者在系統故障狀況下之緊急應變，如何正常的進行相關業務處理作業。  

七、 測試系統管理者在系統故障的狀況下緊急應變，如何於資安事件容忍時間（最大可容忍中斷

時間）內，緊急回復系統運作及資料庫備份及還原與測試。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資訊安全推動小組。 

二、 規劃單位: 資圖中心。 

三、 演練單位：依資訊資產盤點後進行業務流程衝擊分析，衝擊分析重要分級為「高」者。 

四、 稽核單位:內稽小組。 

肆、 演練期程: 

一、 各單位資訊系統業務流程衝擊分析重要分級為「高」者：106年 3月 6日至 106年 4月 31

日止。 

伍、 演練執行情境： 

一、 準備作業：各單位資訊系統業務流程衝擊分析，填具｢業務流程衝擊分析表｣。 

二、 負責明細：校際網路資訊安全危機處理防護演練規劃、運作及維護。 

三、 情境說明：模擬因「木馬病毒入侵」後，造成系統主機無法正常運作，導致系統服務中斷，

且暫時無法提供服務。 

四、 標準作業流程：依據資訊安全暨緊急應變管理規範，以及｢緊急應變與處理｣、｢災難復原程

序｣與｢安全事件管理｣內控程序辦理，包含下列項目： 

1. 目的：病毒入侵發生時，以最短時間恢復校園內部網路及連線單位連線。 

2. 中斷狀況：因病毒入侵後，造成系統主機無法正常運作，導致系統服務中斷。 

3. 預防措施： 

(1)  於系統主機上加裝防毒軟體。 

(2)  定期進行系統、資料庫之叢集、備援、恢復機制等預防或減災的日常維護措施。 

http://www.ctcn.edu.tw/~A1/html/R&F/033/Rules/1-311-009.pdf


(3)  業務單位人工作業流程控管及熟稔。 

4. 事件通報：通報單位主管、資訊安全小組(資訊暨圖書中心)及各連線單位目前現況。 

5. 應變處理： 

(1)  進行資訊安全事件管理程序，依據事件現況評估影響範圍及對組織運作之衝擊。 

(2)  依據事件評估結果，建請資訊安全長決議是否宣布災變及啟動資訊安全危機處理計畫，以

維業務持續運作。 

(3)  視需要負責災害現場證據收集，俾利未來可能之訴訟與損害求償事宜。 

(4)  進行緊急應變與處理程序。 

(5)  使用單位改採人工作業因應。 

6. 回復作業：進行災難復原程序，回復中毒系統主機正常運作。 

陸、 演練執行程序： 

一、 資訊系統業務流程衝擊分析。 

二、 收到各單位通報或主動式偵測。  

三、 進行通報資訊安全小組(資訊暨圖書中心)及單位主管。 

四、 檢查網路通訊設備是否運作正常。 

五、 檢查網路回應狀態並確認影響範圍。 

六、 機房實體線路及電源供應檢查。 

七、 檢查系統是否有錯誤訊息。 

八、 檢查系統是否有與資料庫正常連線。 

九、 檢查系統伺服器是否運作正常。 

十、 檢查資料庫伺服器是否運作正常。 

十一、 依據資安組織內外部聯絡人清單，通知設備及線路、系統廠商處理維修事宜。 

十二、 使用者在系統未回復前依業務流程及內控作業程序，緊急改用紙本表單進行人工作業。 

十三、 系統管理人員上線測試完成後，通知各使用單位已恢復並確認系統運作正常。 

十四、 通知資訊安全小組(資訊暨圖書中心)及單位主管處理完畢。 

十五、 內稽人員、資訊組人員偕同業務單位資訊系統負責人將演練過程與結果登錄於｢演練暨

處理執行表｣ 後，陳請資訊安全長簽核。       

柒、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全程參與研習人員每場核發研習時數 3小時。 

依教育部資安規定，各業務性質同仁每年度所應接受訓練時數如下：一般主管（3 小時）、資訊

人員（6小時）、資安及稽核人員（12小時）、一般使用者（3小時）。 

二、 本次演練結果檢討後，於一個月內擬定改善計畫填具｢矯正與預防處理單｣，由資圖中心資

訊組彙整，提交資訊安全推動小組專案報告，陳請資訊安全長簽核後，作為擬定｢業務持續

運作管理｣內控程序之依據。 



業務流程衝擊分析表 

紀錄編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業務流程 單位名稱 負責人 
系統復原時間目

標（RTO） 

資料復原時間目

標（RPO） 
重要分級 備註 

     高中低  

     高中低  

     高中低  

     高中低  

     高中低  

     高中低  

     高中低  

     高中低  

說明事項： 
1. 資圖中心資訊組應協同各單位針對單位資訊系統業務服務，檢視其流程。依業務之重要性、資訊資產價值

及風險評鑑結果，鑑別出關鍵業務。 
2. 進行業務衝擊分析，應判斷各項資訊資產與業務流程中斷時，對於本校各單位業務流程之影響及衝擊程度，

據以判斷最大可容忍中斷時間（本校為 24 小時）、系統復原時間目標（Recovery Time Objective, RTO），以
及資料復原時間目標（Recovery Point Objective, RPO）等，分別給予「高」、「中」或「低」之重要分級，
並將業務衝擊分析之結果登錄於「業務流程衝擊分析表」，並呈資訊安全推動小組審查。重要分級為「高」
之業務流程，即為本校之關鍵業務流程。 
(1)  系統復原時間目標（Recovery Time Objective, RTO）：於基礎設施正常供應下，關鍵業務從事件發生

到復原的目標時間，以小時為基本單位。 
(2)  資料復原時間目標（Recovery Point Objective, RPO）：於基礎設施正常供應下，關鍵業務從事件發生

到復原期間，資料所能回復之時點，以小時為基本單位。此將影響系統與資料庫備份頻率設定。 

 

 

業務單位承辦人 業務單位主管 資訊組承辦人 資訊組組長 資圖中心主任 資訊安全長 

      

 



演練暨處理執行表 

承辦人： 

協辦單位： 

演練日期： 

計畫開始時間  計畫需要時間  

計畫結束時間  實際作業時間  

演練執行項目 

（下列項目僅為範例參考） 

執行程序 

（實際演練過程之執行紀錄） 

負責人 

簽章 
執行結果 

1  進行通報流程    

2  確認網路是否暢通    

3  檢查網路回應狀態    

4  
網路通訊設備是否正常運

作 
   

5  實體線路檢查    

6  進行通報流程    

7  
使用者（或承辦人）上線

測試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初步檢討： 

 

內稽人員 業務單位主管 資訊組承辦人 資訊組組長 資圖中心主任 資訊安全長 

      



安全事件管理作業程序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文件編號：3-311-013 

訂定單位：資圖中心資訊組                

版次：20150430 

頁數：第 6頁/共 1頁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資訊安全事件處理單 

 1.資安事件簡述(資圖中心資訊組填寫)  檢附：□ 通知書 □ 網路流量記錄 □ 其他     

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GMT+0800)       

I P：                （所屬單位：        ） 網路卡號：                 

發現方式：□ 校內偵測   □ 校外單位通知 □ 區網中心通知 

事件類別：□ 針對特定傳輸埠大量掃描，埠號(port number)為                         

 □ DoS 攻擊，攻擊目標 IP 為                                            

□ 垃圾郵件攻擊(SPAM)  □ 外部攻擊(Attack)  □ 設備故障：                

□ 侵犯智慧財產權，名稱為                       

□ 其他                                 

事件說明：                                   

影響等級：□ A(影響公共安全、社會秩序、人民生命財產) □ B(系統停頓，業務無法運作)     

  □ C(系統短暫停頓，業務中斷，短時間可修復) □ D(系統效能降低，業務遲滯，可立即修復)     

  □ E(違反校園網路使用規範或其他公約)  

應變措施：□ 送學務處依校規處理  □ 停用網路  □ 停用帳號  □ 其他       

※欲申請復權者，請 mail 至 cc@ctcn.edu.tw，資訊組將於收單三日後回覆 

承辦人：        資訊組組長：        資圖中心主任：          

                                       

 2.事件調查(所屬單位處理)  所屬單位：                       

請說明該事件發生之原因和處理情形，以及防範補強措施。 

該 I P 使用者：         學號/員工編號：      聯絡電話：      

 

※ 請查明上述 I P 之使用者，並確認是否為本人所為，若涉及侵犯智慧財產權或情節重大者請會會辦單位依
相關規定處理。 

承辦人或導師：         □ 處理完畢，不需會辦 單位主管：           

※ 為配合教育部訂定回報資訊安全處理結果之   天期限，處理單位請於   月   日前完成，以利作業 

                                           

 3.核定(會辦單位處理)  會辦單位：□ 學務處 □ 人事室 □ 總務處 □ 其他     

處理意見：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為配合教育部訂定回報資訊安全處理結果之   天期限，會辦單位請於   月   日前完成，以利作業 

                                           

資訊安全長：                 

 

mailto:請mail至cc@ctcn.edu.tw


緊急應變與處理流程圖 

 



異常狀況處理流程圖 

           異常狀況排除流程圖 執行時間

1小時

1小時

處    

　
　
置

網
路
連
線
狀
況
查
證

檢查網路通訊設備是否運作正常

確認網路回應狀態及影響範圍

通知設備及線路、系統廠商處理
維修

完修後聯絡使用單位系統已回復

通知資訊安全小組及單位主管處
理完畢

結束

機房實體線路及電源檢查

系
統
運
作
狀
況
查
證

檢查系統是否有錯誤訊息

檢查系統是否有與資料庫正常連
線

檢查系統伺服器是否運作正常

檢查資料庫伺服器是否運作正常

開始

依損害嚴重程度

執行時間

開始

改用紙本表單進行人工作業

依損害排除時間

回復系統作業

結束

業務處理單位 系統負責單位

1小時

1小時



矯正與預防處理單 

紀錄編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提出單位 
OOO 

提出人員 

OOO (稽核

組長或稽核

人員姓名) 

提出日期 

稽核報告最後 

簽核日 

處理單位 OOO 處理人員 OOO   

事件分類 
□主要不符合事項  □觀察事項 

□次要不符合事項  □建議事項 
事件來源 

內部稽核     □外部稽核 

□資訊安全事件 □自行提出 

□其他＿＿＿＿______＿__ 

問題或不

符合事項

說明 

玖、七 經檢視多項表單紀錄 

（如：「資訊資產清單」），發現記錄編號、製表日期等欄位尚未填寫。 

 

原因分析 因 ISMS 制度導入期間較為緊湊，故造成部份表單未填上記錄編號及製表日期欄位。 

矯正與 

預防措施

評估 

暫時性對策：（控制不符合事項的擴大或消除單一事件的影響） 

因本處理單無暫時性對策，故不需填入 

(原則：若無法立即根治、需等待經費或預算才得以改善之缺失，應列出暫時性之控

管措施對策。若永久性對策可以立即進行改善則可不填暫時性對策) 

預訂完成日期  追 蹤 人  

追蹤日期  確認結果  

長期性對策：（消除不符合事項或潛在風險的根本原因，防止類似事件發生） 

1. 將目前已產生之 ISMS 制度表單記錄，全部重新檢閱後，把遺漏之記錄編號及製

表日期填上。 

2. 原發佈表單未有記錄編號及製表日期欄位，將編制入該等表單中後重新發佈。 

3. 用 E-mail 向同仁宣導「加強注意填寫表單之記錄編號及製表日期」。 

預訂完成日期 

建議：預訂完成日

期最長為『提出日

期』後一年內，若

本處理單無暫時性

對策，建議預訂完

成日期應盡量控制

在一季內) 

追 蹤 人  

追蹤日期  確認結果  



注意事項 

1. 說明 

1.1 矯正措施：為防止不符合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實施、操作及使用之事項重複發生，所採

取之措施。 

1.2 預防措施：為預防不符合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實施、操作及使用之事項發生，所採取消

除未來不符合事項發生原因之措施。 

1.3 缺失：不符合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實施及操作事項者。依影響程度分為： 

1.3.1 主要缺失：未執行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之要求，或多個次要缺失集中於同一控制措施

者。 

1.3.2 次要缺失：未能完全遵循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之要求，但為單一事件者。 

1.3.3 觀察：發現可能對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造成影響的事實及事件，但未有足夠證據顯示

會影響資訊安全政策及目標的達成，卻因未來可能成為缺失而需要再覆核。 

1.3.4建議：發現可能對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造成影響的潛在問題，可提出建議之改善措施，

以預防未來發生之可能性。 

1.4 潛在風險：尚未發生但未來有可能發生之不確定事件。 

1.5 暫時性對策：能控制缺失的擴大或消除單一事件的影響之措施。 

1.6 長期性對策：能消除缺失或潛在風險的根本原因之措施。 

1.7 缺失權責單位：矯正及預防措施之實際執行單位。 

2. 原因分析 

防制缺失權責單位應分析問題發生之原因及影響程度，決定優先順序與處理時限。 

2.1 矯正與預防措施評估 

2.1.1 缺失權責單位提出矯正與預防措施時，得區分為暫時性對策及永久性對策，防止類似事件

發生。 

2.1.2 評估措施時須考慮成本效益及可行性。 

2.2 追蹤執行狀況 

2.2.1 矯正與預防措施之執行狀況，應由缺失權責單位依據「矯正與預防處理單」確實執行。 

2.2.2 有關執行狀況之追蹤，由內部稽核組員、組長或相關權責人員負責。 

2.2.3 請依「矯正與預防處理單」上的項目，進行改善，並於一個月內提供改善佐證文件，副本

一份繳交至資圖中心資訊組追蹤存查。 

 

 



內外部系統聯絡人清單 

 系統名稱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聯絡電子信箱 

內

部

連

絡

人 

校務行政系統 資訊組 彭麒修 代理組長 02-22191131-5524 Kirin@ctcn.edu.tw 

數位學習網 資訊組 彭麒修 代理組長 02-22191131-5524 Kirin@ctcn.edu.tw 

外

部

連

絡

人 

電子公文系統 漢龍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張素綾 專員 02-27893389 suling.cs@gmail.com 

會計系統 先傑電腦

股有限公

司 

戴小姐 經理 05-2398001 at3063@alltop.com.tw 

門禁管理系統 威博系統

科技公司 

葉仕杰 經理 02-22620020 yeh2055@gmail.com 

產學合作計畫

案管理系統 

康眾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陳昇沅 專案經理 02-27005298 Ryo@kz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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