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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產業資安防護意識推廣招生簡章 

 壹、 課程介紹 
面對產業數位自動化及萬物聯網 AI時代，各大領域遭受網路攻擊事

件頻傳，且全球都有受害災情持續傳出，目前企業已成為網路攻擊與勒索

病毒的主要目標，網路資安威脅不再是政府、金融、能源等等關鍵基礎機

構的專利！ 

企業若發生重大資案事件，將影響到公司的營運效能，也可能擴大影

響到公司利益、聲譽等層面，故企業網路資安必須提升層級，不再是 IT

人員責任，期望企業高階主管透過企業高階經理人資訊安全策略防護課程，

瞭解資訊安全的重要性，並透過課程學習遭受網路攻擊事件應如何應變。 

根據 iThome 2019 年資安調查造成企業資安風險 Top1 為員工疏忽、

欠缺資安意識，且企業自評檔不住資安攻擊主因 Top1 為員工的資安意識

不足，由此可見，員工往往都是企業的第一道防線，透過資安威脅防護基

礎課程訓練，提升員工資安基礎防護意識，以創造強大的網路安全文化，

從而減少威脅。 

面臨嚴重的網路資安問題，各產業對資安人才需求也隨之增加，而企

業一般 IT 人員並非具有資安專業能力，為補足企業資安人才缺口，設計

企業資安人員專業技能訓練課程，針對不同面向進行訓練，學習如何掌握

現況、緊急應變處理、查明及分析發生原因等，補足企業即戰力。 

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新竹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台中

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彰化縣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直轄市電腦商業

同業公會、經濟部工業局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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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培訓課程內容說明 
1. 培訓產業高階經理人，使其擁有資安攻防概念，並透過課程建立正確

的資安策略思維。 

2. 以深入淺出的課程內容，培訓產業在職一般人員，建立正確且實用的

資安觀念。 

3. 培訓產業新進資安人才，並於課程最後安排技能檢定，課程結束後舉

辦成果發表暨企業媒合，以補充企業資安人力缺口。 

 一、高階主管資安訓練推廣班 

本課程將針對政策面、制度面及執行面三個面向經驗分享，分析目前

資安產業動態與近期常見資安事件，將列舉 IT 業、製造業與醫療業

等不同產業駭侵案例，以互動式方式共同研討。 

 二、一般營運人員資安訓練推廣班 

資訊安全應由「基礎」做起！人人皆需要資訊安全的知識，本課程的

設計是協助非資通訊領域背景的產業從業人員瞭解資安認知的重要

性，以降低企業未來資安問題。 

 三、資安人員專業技能訓練班 

本課程以資安人員工作內容與應備能力規劃，其訓練方向以 Cyber 

kill Chain（網際、攻擊狙鏈）為基礎架構。 
  



110 智慧沙崙物聯網資安實驗計畫 

3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表一、課程類別 

招生班別 高階主管資安訓練推廣班 一般營運人員資安訓練推廣班 資安人員專業技能訓練班 

課程名稱 
企業高階經理人資訊 

安全策略防護課程 
資安威脅防護基礎課程 

企業資安人員專業 

技能訓練課程 

費用 免 費 

開課日期 2021/08/26（四） 

彰化班：2021/08/12（四） 

台南班：2021/08/31（二） 

新竹班：2021/09/08（三） 

2021/08/30（一） 

結束日期：2021/09/11（六） 

課程時間 

（時數） 
09:00-12:00（3 小時） 

彰化班：14:00-17:00（3 小時） 

台南班：14:00-17:00（3 小時） 

新竹班：14:00-17:00（3 小時） 

09:00-12:00、13:00-16:00 

（50 小時） 

上課地點 
國立中興大學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彰化班： 

經濟部工業局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 2 號 

台南班： 

暫定南科育成中心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路 12 號 

新竹班： 

新竹市勞工育樂中心  

新竹市田美三街 2 號 2 樓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講師介紹 詳講師專業領域（表一） 

課程內容 詳課程大綱（表二） 

聯絡窗口 葉小姐  04-22383982 

彰化班：葉先生  04-7117919 

台南班：洪先生  06-5837622#13 

新竹班：林小姐  03-5439829 

聯絡窗口：劉先生  

04-2242171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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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講師專業領域 

訓練班別 講師 經歷 專業領域 

高階主管資安 

訓練推廣班 
郭崇信 

前國家安全局 

副局長 
資安政策、駭客行為分析、病毒特徵解析 

一般營運人員 

資安訓練推廣班 

一般營運人員 

資安訓練推廣班 
曾友瑋 

旭聯資安(股)公司 

產品經理 
深度學習、自然語言、資安產品分析 

資安人員專業 

技能訓練班 
黃小玲 

資訊工業策進會 

資深規劃師 

資訊安全（策略與政策研析、資安管理系統

規劃與導入）、資安治理、風險管理、ITIL
資訊管理（IT 服務管理架構規劃與安全分
析）、個資與隱私保護、資訊系統稽核 

資安人員專業 

技能訓練班 
余俊賢 

互聯安睿資通(股)公司 

執行長 

行政院技服中心資安事件處理、物聯網

HoneyPot 威脅情資平台、物聯網場域資安
威脅偵測、車聯網資安威脅聯防 

資安人員專業 

技能訓練班 
黃建笙 

登豐數位科技(股)公司 

總經理 
網路安全、應用安全、資料遺失保護、數位

版權管理、身份驗證 

資安人員專業 

技能訓練班 
蔡宗霖 

台灣大哥大(股)公司 

經理 
資訊安全 

資安人員專業 

技能訓練班 
許振銘 

健行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 

生物資訊,雲端運算演法,Pattern Mining,知
識探勘,Web計算平台,演算法與資料結構,轉
錄因子結合區預測,蛋白質功能基序預測,開
放式源碼,機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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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課程大綱 

訓練班別 單元課程 單元課程 講師 時數 

高階主管資安 

訓練推廣班 

企業高階經理人 

資訊安全策略防護 

1.高階經理人如何透視資安現況

與事件因應方案 

2.常見企業受攻擊案例分享 

郭崇信 2 

資訊安全議題討論 1.新興科技相關資安趨勢研討 郭崇信 1 

一般營運人員 

資安訓練推廣班 

資安防護基礎課程 

1.何謂資訊安全 

2.常見的資安威脅 

3.資安人員的下一步 

郭崇信 2 

資安常見解決方案 
1.如何防堵看不見的威脅 

2.你使用對的資安設備嗎? 
曾友瑋 1 

資安人員專業 

技能訓練班 

資安法規 

1.資通安全管理法及相關法規 

2.資安管理制度與安全標準 

3.實務案例分享 

黃小玲 3 

網路攻擊與惡意 

程式行為分析 

1.惡意程式運作與分析技術 

2.網路攻擊與分析技術 
許振銘 6 

滲透測試 
1.滲透工具操作 

2.產出滲透測試報告 
余俊賢 8 

惡意程式檢測 

1.使用工具檢測 

2.看檢測報告 

3.完成評估簡報 

黃建笙 6 

資安事件應變處裡 
1.駭客防禦實例分享 

2.應變處理與事件通報 SOP 
黃建笙 9 

資安日誌稽核與 

駭侵分析 

1.收集、存取與管理日誌 

2.分析日誌 

3.撰寫評估報告 

許振銘 9 

安全資訊系統開發 

1.系統安全發展生命週期

(SSDLC)基礎概念 

2.WEB應用程式常見漏洞及防禦 

3.錯誤與例外處理 

蔡宗霖 6 

資安專業技能 

能力檢定 
驗收課程  3 

★ 『資安人員專業技能訓練班』詳細上課時間請參考附錄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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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招生類型 
招生班別 課程名稱 招生對象 招生名額 

高階主管資安訓練推廣班 
企業高階經理人資訊安

全策略防護課程 
產業高階經理人 20 名 

一般營運人員資安訓練推廣班 

彰化班 

資安威脅防護 

基礎課程 
產業一般人員 40 名 

一般營運人員資安訓練推廣班 

台南班 

資安威脅防護 

基礎課程 
產業一般人員 40 名 

一般營運人員資安訓練推廣班 

新竹班 

資安威脅防護 

基礎課程 
產業一般人員 40 名 

資安人員專業技能訓練班 
企業資安人員專業 

技能訓練課程 

資訊相關科系應屆畢業生 

資訊背景待業人員 
20 名 

 肆、 招生截止 
招生班別 課程名稱 報名截止日 

高階主管資安訓練推廣班 企業高階經理人資訊安全策略防護課程 2021/08/23（一） 

一般營運人員資安訓練推廣班 

彰化班 
資安威脅防護基礎課程 2021/08/09（四） 

一般營運人員資安訓練推廣班 

台南班 
資安威脅防護基礎課程 2021/08/27（五） 

一般營運人員資安訓練推廣班 

新竹班 
資安威脅防護基礎課程 2021/09/06（一） 

資安人員專業技能訓練班 企業資安人員專業技能訓練課程 2021/08/27（三） 

 

 伍、 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請按此 

2. 將報名表以電子郵件發送至 ucat.org.tw@gmail.com，如有問題請連絡

報名窗口。 

 

 
  

http://www.ucat.org.tw/22577215172356021312.html
http://www.ucat.org.tw/225772151723560213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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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報名須知 

 一、成果發表與授證 

參加『資安人員專業技能訓練班』通過檢定即頒發檢定證明，並於結

訓後舉辦產業資安教育訓練『成果發表暨企業媒合活動』 

預定媒合企業包含：(1)智慧機械業 (2)一般製造業 (3)資訊服務業 

 二、完訓證明 

參與培訓課程達課程要求之出席率 80%及課程測驗，即獲執行單位頒

發完訓證明 

 三、注意事項 

1. 執行單位保有更改課程內容與上課時間、地點之權利 

2. 本課程受訓完畢須配合參加成果發表授證活動 

3. 本課程結訓後將辦理企業媒合活動 

4. 防疫警戒等級達 3 級警戒以上，課程得延期舉辦，或改採線上上課 

5. 諮詢服務專線：葉小姐 04-22383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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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資安防護意識推廣報名表 

參加班別 

□ 高階主管資安訓練推廣班 

□ 一般營運人員資安訓練推廣班  □ 新竹班  □ 彰化班  □ 台南班 

□ 資安人員專業技能訓練班 

姓名   性別 
□ 男  

□ 女 
餐點 

□ 葷  

□ 素 

電話   居住縣市   

信箱   學歷 
□ 高中職  □ 專科  □ 學士  

□ 碩士    □ 博士   

服務單位   服務部門   

職稱   工作總年資   

服務單位別 
□ 企業          □ 學生          □ 待業者 

□ 學校教職員    □ 個人工作者    □ 社團法人(含公協會) 

職級 
□ 待業者          □ 一般在職專業人員   □ 管理人員-中層   

□ 管理人員-高階   □ 學生 

公司員工人數 
□ 待業中         □ 29 人以下     □ 30~99人   □ 100~199 人   

□ 200~499 人     □ 500 人以上    □ 學生 

參訓動機 □ 公司目前需要而由公司選派    □ 學校教職員個人未來發展   □ 其他 

是/否同意收到課程資訊/人才培育媒合資訊相關資訊 □ 是   □ 否 

註：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報名者須先詳閱個人資蒐集聲明同意書，完成報名即同意本所對個資之蒐集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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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企業資安人員專業技能訓練課程表 
上課日期 單元課程名稱 講師 時數 

2021/08/30（一）

9:00-12:00 
資安法規 黃小玲 3 

2021/08/31（二）

9:00-12:00 
網路攻擊與惡意程式行為分析 許振銘 3 

2021/08/31（二）

13:00-16:00 
網路攻擊與惡意程式行為分析 許振銘 3 

2021/09/1（三）

9:00-12:00 
滲透測試 余俊賢 3 

2021/09/1（三）

13:00-16:00 
滲透測試 余俊賢 3 

2021/09/2（四） 

9:00-11:00 
滲透測試 余俊賢 2 

2021/09/2（四）

13:00-16:00 
惡意程式檢測 黃建笙 3 

2021/09/6（一）

9:00-12:00 
惡意程式檢測 黃建笙 3 

2021/09/6（一）

13:00-16:00 
資安事件應變處裡 黃建笙 3 

2021/09/7（二）

9:00-12:00 
資安事件應變處裡 黃建笙 3 

2021/09/7（二）

13:00-16:00 
資安事件應變處裡 黃建笙 3 

2021/09/8（三）

9:00-12:00 
資安日誌稽核與駭侵分析 許振銘 3 

2021/09/8（三）

13:00-16:00 
資安日誌稽核與駭侵分析 許振銘 3 

2021/09/9（四）

9:00-12:00 
資安日誌稽核與駭侵分析 許振銘 3 

2021/09/10（五）

9:00-12:00 
安全資訊系統開發 蔡宗霖 3 

2021/09/10（五）

13:00-16:00 
安全資訊系統開發 蔡宗霖 3 

2021/09/11（六）

9:00-12:00 
資安專業技能能力檢定 3 

2021/09/14（二）

13:00-16:00 
成果發表會暨企業媒合活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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