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度區域網路中心年終成果基礎資料彙整表 

 臺北 區域網路中心 I(負責學校：國立 臺灣 大學) 

一、基礎維運資料： 

(一)、報告事項(經費及人力)：請依下列項目提供本年度報告資料 

1. 網路中心經費使用 

(1) 核定計畫金額︰   1,580,000           

(2) 教育部補助金額︰  1,580,000            

(3) 自籌金額︰    0         

(4) 實際累計執行數（至 11 月）︰  992,887      

2. 網路中心人力數 

(1).專任：  2   人 

(2).兼任：  0   人  （請填數字）。 

其中包含教育部補助： 

(1).網管人員：  1   人，證照數：  3   張。 

(2).資安人員：  1   人，證照數：  0   張。 

 

(二)、基礎資料(網管及資安)：請依下列項目提供本年度報告資料 

1. 區網中心連線資訊彙整表： 

 項目 
縣(市)教

育網中心 

大專

院校 

高中

職校 

其他

學校 

其他

單位 
總計 

(1) 連線數 

(以單位(校)數統計) 

單位(校)數 1 31 14 1 5 52 

連線比例 2% 61% 27% 2% 10% 註：單位(校)數 / 總計 

(2) 連線頻寬 

(以電路數統計) 

專線       

光

纖 

10M(不含)以下       

10M(含)以上

100M(不含)以下 
      

100M(含)以上 

1G(不含)以下 
      

1G(含)以上 

10G(不含)以下 
 28 14 1 5  

10G(含)以上 1 3     



其他(如 ADSL 等)       

連線電路小計       

(3) 連線縣(市)教

育網路中心 

縣(市)教育網路中心 連線頻寬(1) 連線頻寬(2) 備註 

1.  臺北市 Ipv4:10G Ipv6:1G*2  

2.      

3.      

(4) 連線其他單位

(非 ISP) 

其他單位名稱 連線頻寬(1) 連線頻寬(2) 備註 

1.  新北市立圖書館 1G   

2.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

總會 
1G   

3.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G   

4.  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聯盟 1G   

5.  國家地震中心 1G   

(5) 連線 TANet 及

其他 ISP 線路 

臺灣學術網路(TANet) 
連線臺北主節點 連線新竹主節點  

頻寬 100 Ｇbps 頻寬 100Ｇbps  

其他 ISP 連線頻寬(1) 連線頻寬(2) 備註 

1.  中華電信 3G   

2.  亞太 1G   

3.  台灣固網 1G   

4.  遠傳電信 2G   

5.  中嘉和網電信 1G   

(6) 補充說明： 

 

 

 

(7) 連線資訊 請依附表「學校/單位連線資訊詳細表」格式填附 

2. 區網中心資訊安全環境整備表： 

(1) 網路中心及連線學

校資安事件緊急通

報處理之效率及通

報率。 

(由教育部資科司提供

數據) 

1.   1、2 級資安事件處理： 

(1) 通報平均時數： 2.70   小時。 

(2) 應變處理平均時數： 0.05   小時。 

(3) 事件處理平均時數： 2.76   小時。 

(4) 通報完成率： 98.90   。 

(5) 事件完成率： 99.91   。 

2.   3、4 級資安事件通報： 

(1) 通報平均時數： 無   小時。 

(2) 應變處理平均時數： 無   小時。 

(3) 事件處理平均時數： 無   小時。 



(4) 通報完成率： 無   。 

(5) 事件完成率： 無   。 

資安事件通報審核平均時數： 0.60    小時。 

 

(2) 網路中心配合本部

資安政策。 

1. 資通安全通報應變平台之所屬學校及單位的聯絡相關資訊完整

度： 72.92     %。 

  (由教育部參照資安通報演練作業現況提供) 

2. 區網網路中心依資通安全應執行事項: 

(1)是否符合防護縱深要求? V 是 □否 

(2)是否符合稽核要求? V 是 □否 

(3)符合資安專業證照人數：  1  員 

(4)維護之主要網站進行安全弱點檢測比率：   100    %。 

 

 

(三)、請詳述本部補助貴區網中心網管及資安人力之服務績效。 

詳見年終執行成效評量簡報檔(106report.pptx) 

二、請詳述貴區網中心之網路連線、網管策略及具體辦理事項(網路管理)。 

詳見年終執行成效評量簡報檔(106report.pptx) 

三、請詳述貴區網中心之資安服務、資安政策及具體辦理事項(資安服務)。 

詳見年終執行成效評量簡報檔(106report.pptx) 

四、請說明貴區網中心服務推動特色、辦理成效與未來運營計劃(特色服務)。 

詳見年終執行成效評量簡報檔(106report.pptx) 

五、前(各)年度執行成效評量改進意見項目成效精進情形。 

詳見年終執行成效評量簡報檔(106report.pptx) 



附表：連線資訊詳細表 

  單位/學校名稱 電路類型 電路頻寬 電路服務商 備註 

縣

(市)

教育

網中

心 

1.  臺北市 光纖 12G 亞太,中華  

2.       

3.       

4.       

5.       

大專

院校 

1.  國防大學（復興崗校

區） 

光纖 1G 中華  

2.  國防醫學院 光纖 1G 台灣固網  

3.  國立臺灣大學 光纖 10G   

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光纖 1G 中華  

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

館校區) 

光纖 1G 中華  

6.  國立空中大學 光纖 1G 中華  

7.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 

光纖 1G 中華  

8.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光纖 1G 亞太  

9.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光纖 1G 中華  

10.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光纖 1G 中華  

11.  銘傳大學 光纖 1G 中華  

12.  實踐大學 光纖 1G 中華  

13.  臺北醫學大學 光纖 1G 台灣固網  

14.  真理大學台北校區 光纖 1G 台灣固網  

15.  大同大學 光纖 1G 遠傳電信  

16.  龍華科技大學 光纖 1G 中華  

17.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光纖 1G 中華  

18.  亞東技術學院 光纖 1G 遠傳電信  

19.  致理科技大學 光纖 1G 中華  

20.  黎明技術學院 光纖 1G 中華  

21.  康寧大學 光纖 1G 中華  

22.  華夏科技大學 光纖 1G 中華  

23.  私立明志科技大學 光纖 1G 遠傳電信  

24.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光纖 1G 遠傳電信  

25.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光纖 1G 中華  

26.  法鼓文理學院 光纖 1G 中華  

27.  臺北市立大學 光纖 1G 臺灣智慧光

網 

 



28.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軍

事情報學校 

光纖 1G 亞太  

29.  臺北科技大學 光纖 10G 中華  

30.  臺北基督學院 光纖 1G 台灣固網  

31.  臺灣科技大學 光纖 10G   

高中

職校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 

光纖 1G 亞太  

2.  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

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光纖 1G 中華  

3.  臺北市私立協和祐德

高中 

光纖 1G 中華  

4.  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

高級中學 

光纖 1G 中華  

5.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

高級中學 

光纖 1G 中華  

6.  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

職業學校 

光纖 1G 中華  

7.  桃園縣光啟高級中學 光纖 1G 中華  

8.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光纖 1G 中華  

9.  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

中學 

光纖 1G 中華  

10.  新北市清傳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 

光纖 1G 中華  

11.  新北市東海高級中學 光纖 1G 中華  

12.  新北市私立樹人高級

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光纖 1G 中華  

13.  新北市能仁高級家事

商業職業學校 

光纖 1G 中華  

14.  大同高中 光纖 1G 中華  

其他

學校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

設實驗國民小學 

光纖 1G 中華  

2.       

3.       

4.       

5.       

其他

單位

(非

ISP) 

1.  新北市立圖書館 光纖 1G 中華  

2.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

校體育總會 

光纖 1G 中華  

3.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

試中心 

光纖 1G   



4.  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

動聯盟 

光纖 1G 台灣固網  

5.  國家地震中心 光纖 1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