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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基本上都是資安等級D級

D級應辦事項「主管及一般人員3小

時資安通識研習時數」,主管是指校

長及各處室主任,一般人員是指學校

裡有使用或管理電腦的教職員工,若

沒有參加資安研習,要到e等公務園線

上補選修3小時的資安研習課程。

為何每年都要辦資安研習



學校的資安政策
◆目的：
◆為使所屬資訊資產的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運作管理符
合相關法規，防範內、外部蓄意或意外威脅的影響。

◆範圍：
•資訊安全管理涵蓋11項管理事項，避免因人為疏失、蓄意或
天然災害等因素，導致資料不當使用、洩漏、竄改、破壞等
情事發生，對本校帶來各種可能之風險及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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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訊安全政策訂定與評估

2.資訊安全組織

3.資訊資產分類與管制

4.人員安全管理與教育訓練

5.實體與環境安全

6.通訊與作業安全管理

7.存取控制安全

8.系統開發與維護之安全

9.資訊安全事件之反應及處
理
10.業務永續運作管理

11.法規與施行單位政策之
符合性



學校的資安政策

◆學校的資訊安全組織：

•資訊安全委員會置「資訊安全長」一人，

目前「資訊安全長」由教務主任擔任之。

資訊安全委員會

資訊安全
稽核小組

資訊安全工作小組



資訊安全的威脅來源

安全
威脅

人為
因素

非惡意
破壞

操作
失當

惡意
破壞

駭客 員工 非法
存取

非人為
因素

硬體
失效

天然
災害



✓一、牢而不破的密碼設定

✓二、遠離網路釣魚犯罪陷阱與騙局

✓三、確保工作領域的私密

✓四、確保網路瀏覽器使用

✓五、正確的使用電子郵件

✓六、確認防毒軟體隨時運作

✓七、勿隨意（或不明就裡地）安裝電腦軟體

✓八、謹慎使用即時通訊軟體

✓九、確保軟體在更新狀態

✓十、正確使用可攜式媒體

十大資訊安全基本原則



金手指的故事

不要亂按



網路世界防不勝防的僵太公



開啟瀏覽器出現假病毒訊息，
請千萬不要按「確定」、「更新」

利用「工作管理員」關掉不要的程式



「幫你找到了電腦中的病毒」

按一下馬上掃毒還是馬上中毒？



有時候不懂英文是好事!



手指按滑鼠前務必要三思



先嚇死你，再餵你毒，騙死你



駭客最愛使用的5種Gmail釣魚郵件類型：

1. 是優惠折扣通知，欺騙Apple 用戶可領取
Apple Store「好康禮物卡」折扣優惠，再以
此欺騙消費者填寫個人和財務資料；
2. 是銀行通知，以欺騙消費者安裝帳號安全
管理系統為由，導引其連至一個釣魚網站並
竊取用戶ID、密碼、信用卡資訊和聯繫資料；
3. 是偽裝成現代人常用的社交網站通知，駭
客仿冒社群網站的動態更新通知，如「點擊
看看誰對你的照片說讚」，「誰將你加為朋
友狀態說讚」等，藉此騙取個人資訊；



4. 以網購訊息通知的形式出現，駭客偽裝成
電子商務業者，從「訂單確認通知」、「付
款通知」到「出貨通知」，這一連串的網購
流程都有可能成為其動手腳的目標；

5.便是透過貪小便宜的心態發送的中獎通知，
駭客可能以「免費抽iPhone 6s」為陷阱，
當消費者點選查看信件中的「中獎名單」附
檔，就有可能遭受勒索病毒攻擊。



祝賀您……落入圈套
點了就死路一條



勒索病毒（Ransomware）應該是目前
網路上最猖獗的病毒種類之一，不像傳統的
病毒主要是靠侵入並竊取資料來獲得利益，
勒索病毒通常是透過取得贖金的方式來獲利，
因為直接而且難以預防，因此得以廣為流傳。
目前網路上所流傳的勒索病毒中，最高獲利
的變種，保守估計也非法獲取了約三百萬美
金的贖金，實在值得我們特別去加以認識。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source=hp&ei=78G7X_60OYyxmAWB1Yz4Dg&q=garmin+%E5%8B%92%E7%B4%A2+%E9%87%91%E9%A2%9D&oq=garmin+%E5%8B%92&gs_lcp=CgZwc3ktYWIQARgEMgIIADICCAAyAggAMgQIABAeMgQIABAeOggIABCxAxCDAToFCAAQsQNKBQgWEgE0SgUIFxIBMUofCBkSGzcxMzQxOCw3MTQzODMsNzAyMTEwLDcxNjM4MVCCEFj5TWDtbWgBcAR4AIABN4gBxAOSAQIxMJgBAKABAaoBB2d3cy13aXqwAQA&sclient=psy-ab


「我沒有亂開網頁,印象裡有跳出一個程式說
要更新,我按『確定』,就中招了」



要怎麼預防呢？

1.不要存取來路不明的網站

2.不要讀取來路不明的郵件

3.不要下載/執行來路不明的檔案，

4.系統更新，以避免勒索病毒利用弱點攻擊

5.維持電腦安全軟體正常運作與更新病毒碼

6."沒有"經過更新過掃毒軟體檢測過的檔案，軟體，

郵件不分享給其他人



既然病毒如此猖獗，那麼我們有什麼好的防
範方式呢？
實際上，無論加密性或非加密性勒索病毒，一旦被
成功侵入後，想要擺脫便不容易，也因此最重要的
便是從根源防止受到入侵。勒索病毒幾乎都是透過
木馬病毒的侵入手段，因此要從根源防堵勒索病毒，
第一步就是使用者本身必須對來歷不明的檔案有良
好的資安意識，不要輕易開啟。
另外，針對加密性勒索病毒，由於其行為會對檔案
進行加密，故保持一個獨立的離線伺服器，定期備
份整個系統上的檔案。一旦公司內部真的受到加密
性攻擊，只要透過備份檔案還原即可，而不需繳付
贖金。



要有資料隨時會掛掉的心理準備

老實備份才是王道

你準備好了嗎

為你好，我們開始吧! 



1-1. 好用的大鵬雲，你有在用嗎

Synology Cloud Station

FTP的dptools 有安裝程式



善用它進行隨時的同步備份



1-2. 異地備份你做了嗎?

1. 利用 FTP 進行電腦資料的網路異地

備份。

2. 利用EaseUsToDo_Backup進行電

腦資料的異地備份（隨身碟、第二

顆硬碟）



EaseUs ToDo Backup



Allway Sync  隨時、排程、異地備份

1-3. 懶人的好用工具（有中文版）



2. 教室大電視常見的沒有畫面問題

1. 大電視無畫面:

電視選訊號源 2，電腦選同步（ +P）

2. 電視畫面不清楚:

參考學校首頁教師專區內的說明進行排除



3-1. 印表機沒有反應無法列印怎麼辦

亮紅燈 通知資訊組

亮綠燈 檢查是否處於離線狀態



3-2. 印表機離線無法列印自我排除介紹

學校網頁教師專區內有說明



4-1：校園無線網路環境與上網說明

1. 教師無線上網須透過網路中心驗證:

eduroam, TaNetRoaming （公務帳、密）

2. 學生平板無線上網已建立MAC驗證:

tc-dpes, tc-dpes-mac   

3. 5G數位學習學校推動班級:

AirPort~, DPES-AP~

4. 班級借用行動推車臨時上網:

Dapeng-001, Dapeng-002

5. 請勿私自安裝無線AP，以避免造成資安問題



4-2 連上eduroam, TaNetRoaming
必須用公務帳號與密碼進行登入



• 蘋果手機請選擇
TaNetRoaming

4-3：手機連上局管無線說明

• 非蘋果手機請選擇
EdurRoam
或TaNetRoaming



不要按返回

選進階



填入公務帳號密碼



4-4：透過eduroam連線方式

安全性要選擇PEAP

階段2驗證選擇
M。。。II
或是
GTC

CA憑證選 “無”



CA憑證選 “無”階段2驗證選擇
M。。。II
或是
GTC



身份與密碼

分別輸入

公務帳號

與密碼



不同品牌手機透過eduroam連線方式
會有差異，請把握前述之原則



有獎徵答



●固定式:3/4, 3/5, 4/1, 4/3, 5/1, 5/2, 

5/3, 6/4,6/5,英語一, 英語二

●共用式:6/1,6/2,6/3(兩台推車)

展翔樓自然一教室（一台推車）

未來教室（一台推車）

●電腦教室（兩台推車，鵬舉樓借用）

5-1 校內固定平板推車的班級與教室如下



5-2：無線網路AP點建置說明

班級固定式：

五、六年級教室班班有AP（Aruba）,   

3/4, 3/5, 4/1, 4/3, 英語一, 英語二,電腦教室

及部份專科教室（Airport_01~09）

辦公室等：教總大辦、學務處、輔導室、會議

室、視聽教室、AV影音教室、川堂、活動

中心。

機動式:Dapeng-001/ Dapeng-002



5-3：機動式無線AP使用說
插上電即可上網（Dapeng-001/002)

電源開關在背面右下側
黑色電源插頭旁邊



6：你Brave了嗎



作為註重隱私的瀏覽器，Brave被認為
比Chrome和Firefox安全得多。默認
情況下不僅會屏蔽廣告，還會跟踪和屏
蔽腳本語言(Scripts)。 Brave 竭盡所能
保護您的PC，筆記本電腦或手機免受
惡意軟件和其他惡意腳本(Scripts) 的攻
擊。

Brave 瀏覽器試用心得

https://steemit.com/cn/@ygern/brave
https://steemit.com/cn/@ygern/brave


7：網路停看聽:資安素養評量
學校首頁→常用連結（最下面一個）

https://isafeevent.moe.edu.tw/


8：數位學習平台介紹與實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