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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flaticon 3

低軌衛星市場發展

SpaceX與KDDI合作，預計2022年在日本偏遠地區推出衛星寬頻服務

AT&T與OneWeb合作，透過衛星科技連接偏遠地區網路

⚫ KDDI於2021年9月13日宣布與SpaceX建立合作夥伴關係，透過KDDI的1,200

個偏遠行動通訊塔（remote mobile tower）為日本農村行動客戶提供與城市地
區相仿的連接體驗。

⚫ KDDI與SpaceX將先向居住在山區和島嶼的客戶提供免費Starlink衛星寬頻服
務，並可作為地面電信線路於自然災害或停電期間中斷之備援系統。

⚫ 兩家公司在獲得日本總務省核發的實驗執照後進行一系列技術展示，並爭取
在2021年底前獲得正式執照，然KDDI並未揭露協議的財務條件。

⚫ AT&T 與低軌道（low earth orbit, LEO）衛星通信公司 OneWeb 簽署戰略協議，
計劃利用衛星科技改善AT&T 企業客戶於偏遠地區的網路接取。

⚫ AT&T將透過衛星科技增強其大型企業、中小型企業和政府等用戶以及行動通
信基地臺的網路連結；OneWeb衛星網路則將支持AT&T提供電信服務，目前
已經發射288顆衛星，預計2021年底前衛星將涵蓋阿拉斯加和美國北部之
AT&T企業和政府用戶，2022年底OneWeb衛星數量將達648顆且通信範圍涵
蓋全球。

⚫ AT&T表示，透過與OneWeb合作，將能夠拓展其電信服務範圍，藉此衛星科
技確保其企業客戶擁有高速且低延遲的網路連接，以度過COVID-19後復甦階
段之網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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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技術進展

Ericsson與Vodafone達成5G網路耗能減半的突破性進展

Opensignal分析使用4G頻譜對英國5G速度的影響

⚫ Ericsson於2020年提出警告稱，5G可能大幅增加能源消耗，而解決此問題乃是「產業責任」。因此，
Ericsson於2021年9月初在英國電信業者Vodafone倫敦市中心辦事處屋頂安裝一種新的整合天線
（antenna-integrated）無線電解決方案（AIR 3227）。

AIR 3227

新型5G基地臺
以永續發展為
設計理念

和前代相比

重量減少51%

5G網路佈署和4G網路升級
更快速、簡單

日常網路能耗平均減少43%

非高峰時間減少55%

可優化整體基地臺站點面積

⚫ Opensignal研究發現德國、義大
利與英國的行動寬頻用戶同時以
4G技術連接更多4G頻譜時，5G

平均下載速度將明顯加快。
⚫ 英國目前使用NSA硬體和系統佈

署 5G 網 路 ， Opensignal 比 較
3.5GHz與3.7GHz頻段相同大小的
40MHz連續區塊搭配不同頻段的
4G頻譜時，使用更多的4G頻譜將
提升5G平均下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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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5G發展近況

MSIT發布「5G+融合擴散戰略」以確保成功實施數位新政

⚫ MSIT於2021年8月18日發布「5G+融合擴散戰略」，積極投入專網使用，全面推行5G +技術普及，結合5G

與遠程學習、職業安全與衛生、災難響應等。
⚫ 韓國於2019年4月發布「5G+戰略」，對智慧工廠、自動駕駛汽車、沉浸式內容、數位醫療和智慧城市等主

要服務項目進行測試，為5G+融合服務奠定基礎，「5G+融合擴散戰略」建立於「5G+戰略」成果之上，
尋求擴大5G應用領域以解決社會問題，如彌補教育差距、保障公共安全、保護微型與小型企業主、工業事
故預防、災害響應及預防、無盲點公共安全設施等。除此之外，政府還將推動民間投資進行專用網路模組
開發和服務試驗，為多種融合服務奠定基礎。

MSIT公布《韓國2021年上半年5G服務涵蓋率檢核及服務品質量測期中結果報告》

⚫ MSIT於2021年8月31日公布5G服務涵蓋率檢核及服務品質量測結果，旨在促進網路投資。2021年韓國5G服
務評價包含上半年期中結果與下半年綜合結果，量測範圍擴增至韓國85個城市地區。

5G服務涵蓋率

✓ 3大電信業者LG U+、KT及 SKT於包含首爾及
6大廣域市等85個城市地區提供之5G服務平均
涵蓋範圍已達6,271.12平方公里（相較前期量
測結果增長16%）。

✓ 2021年4月，MSIT選定4,500餘個主要多用途
公共設施進行檢測，其中可提供5G服務的設
施數量達3,707處（相較前期量測結果增長
33%）。

✓ 交通基礎設施方面，1,028處地鐵站中有835處
提供5G服務；54處高鐵站（包含KTX與SRT）
中有53處提供5G服務；主要高速公路中，車
流量較高的141個路段亦有94個路段提供5G服
務。

5G服務品質

✓ 3大電信業者平均5G下載速率提升至808.45Mbps，較
前期量測結果690.47Mbps提高117.98Mbps。

✓ 5G網路穩定性指標（5G轉為LTE網路之比例）方面，
下載時平均為1.22%（前期為5.49%），上傳時平均為
1.25%（前期為5.29%），相較前期皆有所改善。

✓ 室外平均5G服務下載速度為779.98Mbps，公眾使用
設施及交通基礎設施為 833.21Mbps ，住宅區為
829.10Mbps。多用途公共設施中，下載速度以遊樂場
1,028.09Mbps最高；交通基礎設施中，下載速度以地
鐵站1,158.95Mbps最高，地鐵車廂內為916.42Mbps，
韓國高鐵KTX為448.79Mbps；大型住宅區域（住戶數
2,000戶以上）已建置5G基地臺的建築平均下載速度
為877.74Mbps，難以建置5G基地臺處為440.05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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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法院裁定零費率優惠策略違反開放網路及漫遊規定

總務省發布2020年電信事業領域市場檢證年度報告

⚫ 歐洲法院（ECJ）於2021年9月2日裁定Vodafone與德國電信提供的無限數據流量服務違反歐盟漫遊
與網路中立性規則，其商業行為違反開放網路接取規定所規範之平等對待流量、無歧視或干擾的一
般義務。

⚫ 德國聯邦網路局（BNetzA）就德國電信的StreamOn零費率方案服務僅限部分地區之作法提起訴訟，
該方案使消費者得以較慢的國外網路連接速度為代價，接收無限量的串流媒體數據，但目前該服務
僅限於部分區域，故德國當局促請德國電信將服務提供擴展至所有歐盟成員國。

⚫ 德國聯邦消費者保護聯盟（VZBV）亦就Vodafone類似的服務提供提起平行訴訟，德國法院將這兩
起案件提交至歐洲法院徵求意見。

⚫ 歐洲法院的裁決指出，由於這些對頻寬、網路共享或漫遊使用的限制，僅適用在採用零費率方案的
帳號，與開放網路接取規定違背，亦不符合歐盟法律。然歐洲法院的裁決不會自動禁止零費率，其
合法性取決於商業行為對消費者之不利影響，且係由國家當局評估。

⚫ 日本總務省於2021年8月31日發布「2020年電信事業領域市場檢證年度報告」，分析日本2020年度
行動通訊、固定數據通訊、固定語音通訊等市場競爭狀況和用戶動向。

⚫ 除通訊市場外，本年度報告新增「IoT導向通訊服務市場」競爭狀況試評。同時，針對行動與固定
通訊業者業務狀況，以及主要通訊業者是否違反禁止行為規定等進行確認。

⚫ 報告顯示，2020年度行動與固定通訊零售市場契約數皆維持緩慢成長趨勢，其中行動網路業者
（MNO）的服務增長數遠大於虛擬行動網路業者（MVNO）。IoT導向通訊服務市場試評雖尚待
觀察，但整體契約數呈現顯著成長趨勢，且與行動通訊市場相比，IoT導向通訊服務市場占比波動
較大，可推測其正處於客戶開發的競爭階段。

⚫ 另總務省認為網路接續費計算之適當性，以及MNO與MVNO間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尚有改善空間，
將進一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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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發展趨勢

• 英國政府宣布全新立法計畫，擬依Ofcom建議，於2021年秋季《廣播電視白皮書（Broadcasting 
White Paper）》發布細項措施提案，旨在訂立能增進未來相關產業特色的原則方法，以保障英國電視
節目創作，並助益數位時代下的公共廣播電視與美國串流服務競爭。

• 具體內容包括：

1. 要求英國公共廣播電視製播具備「英式特色（distinctively British）」的節目內容，且為「具代表
性/標誌性，而非通用」。

2. 對於公共廣播電視內容與數位平臺相關的必要義務規定，立法要求其於智慧電視、付費電視服務、
電視棒（streaming sticks）與機上盒等主流線上電視平臺上架，並須確保其隨選視訊服務顯示於
首頁等易於尋找的平臺使用者介面。

公
廣
發
展

英國政府發布新政策保障英國電視節目創作，並助益公共廣播電視
與美國串流服務競爭

•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CC）於2021年9月10日通過《贊助告知規則》及《虛擬廣告細則公告》修正
案，兩者皆為「振興廣播電視市場政策方案」之一環，旨在減少對贊助告知及虛擬廣告的限制，以提
升頻道業者的自主權。

• 在贊助告知方面，擬放寬無線電視業者的贊助告知限制，其告知時間、次數將比照付費電視業者的規
定，同時開放告知內容可標明贊助廠商、贊助商品等事項，且在不妨礙節目收看前提下，告知得放置
於畫面中任一位置；而虛擬廣告的告知標示大小則須約為字幕的1/16，並在節目開始時以背景畫面的
對比色呈現，以告知觀眾節目中是否包含虛擬廣告。

廣
告
監
理

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修正置入式行銷廣告細則，擬振興廣播電視市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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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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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議員要求Facebook回應「Instagram有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內部研究結果

•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日前揭露Facebook內部研究發現Instagram社群網路對少女造成嚴重負面
影響，且高達32%少女表示，在她們對身材自卑時，使用Instagram將加重這種負面情緒。對此Instagram回應，
正設法讓用戶轉向不同類型的內容，以避免過度關注身材意象相關內容，致生負面的自我比較情形。

• 有鑑於此，美國國會議員發表公開信、呼籲Facebook中止發布兒童版Instagram的計畫，同時要求Facebook回
應是否知悉Instagram對兒童心理健康的影響，並更新以青少年為目標用戶的平臺規劃，及以未成年用戶心理
健康為主題的內部及委外研究計畫。美國參議院商務委員會（Senate Commerce）消費者保護小組委員會亦宣
布，將針對Facebook相關指控展開調查。

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擬正式授權新聞代表機構與數位平臺就新聞內容付費
展開集體談判

• 澳洲高等法院判決指出，媒體業者創設Facebook社群媒體專頁，助長並鼓勵公眾留言，且Facebook已提供粉
絲專業管理員關閉留言的權限，因此判定媒體業者須為第三方於其專頁上發布之言論，承擔法律責任。

• 該判決係源於Dylan Voller誹謗案，澳媒曾報導其年少時被扣留的新聞，惟相關新聞的留言區湧入許多第三方
用戶發表誹謗性言論，因此Dylan Voller提起訴訟，向費爾法克斯媒體（Fairfax Media）、《雪梨晨鋒報》等
媒體業者索償。

• 對此，澳洲新聞集團（News Corp）與澳洲九號娛樂公司（Nine Entertainment Co）等媒體業者回應，該判
決意謂不管社群媒體平臺管理者是否知道惡意評論的存在，皆須為其負責，此舉恐將對媒體業者經營社群媒
體平臺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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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開放應用程式購買管道，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暫停反壟斷調查

• 美國科技公司Apple長久以來強制要求數位內容提供者須透過Apple內建應用程式發行平臺進行銷售，並向
其收取30%的交易手續費，故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公正取引委員会）對其展開調查，稱此作法涉嫌違反
《反壟斷法》。

• 對此，Apple於2021年9月2日提出改善措施，表示將開放音樂、電子書等數位內容提供者引導使用者至外部
網站進行支付，使其免除Apple交易手續費，且此措施擬於2022年初在全球施行。該公司亦在聲明中對日本
公平交易委員會表達敬意，並表示隨著相關規則改變，數位內容提供者得提供更完善的應用程式，除保護
使用者隱私，亦有助於設置與管理。

•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則宣布結束對Apple的反壟斷調查，表示該問題已獲得解決。

Google因於Android手機系統中阻止客製化功能，遭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裁罰

•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KFTC）於2021年9月14日宣布，Google要求手機、智
慧型裝置等設備製造業者簽署「反碎片化協議（anti-fragmentation agreements）」，禁止設備製造業者生
產客製化Android產品，以保障其市場主導地位，該舉有違公平競爭原則，故KFTC對Google裁以有史以來
第九大罰款─2,070億韓元（約新臺幣48.69億元），並禁止Google強迫設備製造業者簽署反碎片化協議。

• 對此Google回應，KFTC忽視Android系統對產品創新的貢獻，此舉亦將損害消費者利益，故擬針對該裁決
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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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發布《數位廣告服務調查報告》

• 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於2021年
9月28日發布《數位廣告服務調查報告（Digital advertising services inquiry - final report）》指出，
Google在廣告技術供應鏈中占有主導地位，恐對廣告主、廣告公司及消費者造成損害。

報告指出：

➢ 2020年有90%以上的廣告投放涉及Google旗下服務，而Google利用其對消費者資訊、
獨家廣告版位及廣告技術整合服務的近用性，鞏固其於產業中的主導地位，且Google

雖拒絕參加由出版商所主導的頭條競價，卻提供旗下服務系統差別待遇，以擊敗競爭
對手。

➢ ACCC發現，廣告技術服務的訂價與營運方式缺乏透明度，
故建議設立相關產業準則，要求廣告技術提供者公布平均費用
與費率，同時鑑於澳洲現有競爭法規不足以解決廣告技術產業的
競爭問題，建議政府應賦予ACCC制定具體規範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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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ignal 發布2021年9月全球5G體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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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NO.2

NO.3

NO.7

NO.1

NO.2

NO.3

NO.5

新加坡 80.3分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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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ignal 公布全球5G體驗主要分析指標，我國5G峰值下載速度、 5G上傳速度及5G影音體驗均列世界首位。

• 整體而言5G下載速度顯著提升，4月份僅8個市場的5G平均下載速度超過200Mbps，9月份提升至12個市場。

• 與4G 技術相比，5G 速度至少提高5倍，臺灣與菲律賓用戶的5G下載速度更是4G的10倍以上。



美國、韓國5G毫米波服務體驗

美國用戶在毫米波 5G 網路之行動數據使用量

市場分析機構Opensignal 分析美國用戶在5G毫米波（mmWave 5G）網路的行動數據使用量，並預期未來大多數業者最終
將需要使用毫米波來提高在繁忙地區的網路容量，以利為提供用戶最佳的5G體驗。
• 在可以使用毫米波5G的地區，毫米波5G用戶在相同時間內使用的數據是4G的4.5倍，是其他類型5G的2.4倍。此顯著

差異證明毫米波5G能夠提高行動容量，並有助於最大程度地減少行動網路擁塞。
• 分析2021年7月所有美國用戶的行動數據總量，4G網路占90.7%，5G網路僅占9.3%。

韓國透過5G 28GHz頻段，大幅提升地鐵Wi-Fi網速

背景：過去20年韓國通信品質評價調查中，地鐵車廂內的「地鐵Wi-Fi」品質一直是最差的。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據此聯合三大電信業者成立「5G 28GHz專門小組」，改善地鐵Wi-Fi網速。

一般咖啡廳 地鐵車站 地鐵車廂
388.44Mbps 367.24Mbps 71.05Mbps

2021.06

於韓國地鐵2號線支線（聖水支線）區間架設設備，包含26個5G 28GHz基地臺、
10個用戶終端設備（Customer Premises Equipment, CPE）和20個Wi-Fi 6E路由器。
2021.09.28

於首爾舉行「利用5G 28GHz改善地鐵Wi-Fi性能成果發表會」，指出採用
5G 28GHz頻段有以下優點：
• 改善地鐵Wi-Fi使用環境而節省通信費用；
• 擴大5G 28GHz設備國內市場和進軍海外的跳板；
• 對接收裝置等相關通信設備的生態系產生正向影響。

分析項目 T-Mobile AT&T Verizon

用戶行動數據總量使用5G網路之比例（%） 17.4% 9.8% 4.2%

用戶5G網路行動數據連接毫米波5G之比例（%） 58.6% 41.3% 18.7%

圖1 不同場所Wi-Fi數據傳輸速度

資料來源：
1.Opensignal, 2021. mmWave 5G provides a big capacity boost to US users in high-traffic areas.
2.MSIT, 2021. 5세대(5G) 28㎓를통해지하철와이파이속도업! 업!! 업!!!

圖片來源： icons8.



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CMS）發布「國家人工智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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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於2021年9月22日發布「國家人工智慧策略（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Strategy）」，旨在將
英國定位為AI技術治理的全球領導者，並制定AI監理白皮書。該策略規劃打造英國成為AI大國，並促進
AI商業應用、吸引國際投資及培育下一代技術人才，包括以下計畫：

⚫ 啟動國家AI研究與創新計畫，以改善該國研究人員間的協調與合作，協助提升英國的AI能力，
同時促進商業和公共部門採用AI技術，以及將AI推向市場。

⚫ 持續在倫敦和東南區以外地區開發AI辦公室（Office for AI, OAI）和英國研究與創新單位
（UK Research & Innovation, UKRI）的聯合項目，以支持政府升級議程（levelling up 

agenda）。

⚫ 與UKRI發表聯合審查，探討英國研究人員和組織計算能力之可用性和量能，包括大規模推
廣AI技術所需的硬體。

⚫ 透過智慧財產局（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IPO）啟動AI版權和專利諮詢，以確保英國利
用其構想而獲益，並透過版權和專利制度支持AI的開發和使用。

⚫ 透過AI標準中心協調英國參與制定全球規則，並與艾倫圖靈（Alan Turing）研究所合作更新
公部門的AI道德和安全指導方針，創建實用工具以確保技術使用符合道德規範。



美國電信產業解決方案聯盟（ATIS）發布「ATIS 5G供應
鏈標準：奠定有保障的5G網路基礎」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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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5G市場演進，ATIS成立5G供應鏈小組

ATIS發布「ATIS 5G供應鏈標準：奠定有保障的5G網路基礎」白皮書

圖片來源：ATIS

⚫ 過去數年產業界與政府持續朝向全面數位轉型發展，而近期5G網路促成新市場與應用的創新解決
方案。隨著5G市場演進，5G供應鏈正成為提供「有保障的5G網路（assured 5G networks）」基
礎，不論公眾或私人網路皆需要不同級別的保障，以滿足客戶需求與5G應用需求。

5G/SC WG代表私部門與北美政府合作發展具彈性的5G供應鏈標準，預計2021年底完
成標準制定，並於2022年初公布。2021年9月ATIS發布「ATIS 5G供應鏈標準：奠定
有保障的5G網路基礎」白皮書，概述現行方法與框架，該文件內容包含：

• 解決未來供應鏈的挑戰
• 演進至有保障的5G網路
• 5G供應鏈生命週期
• 5G供應鏈關鍵屬性」
• 分層的5G供應鏈模型
• 控制與要求的進展

⚫ 2019年美國電信產業解決方案聯盟（Alliance for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Solutions, ATIS）
與美國國防部的討論，促成ATIS 5G供應鏈工作小組（5G Supply Chain Working Group，簡稱
5G/SC WG）成立，並由美國電信業者T-Mobile、Verizon與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主持該年底的倡議，且於過去兩
年間增至超過50家公司、政府機關與學術機構參與。



歐盟網路安全機構（ENISA）發布產業網路安全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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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ISA於2021年9月13日發布「產業網路安全評估方法（The Methodology for a Sectoral Cybersecurity

Assessment, 簡稱SCSA）」，提供 ICT基礎設施及生態系統歐盟網路安全認證制度。

於生態系統層級記載商業流程、
產業利害關係人角色及業務目
標，包含個別利害關係人之
ICT子系統，並鼓勵利害關係
人對可能影響業務目標之ICT

安全風險識別及評等投入心力。

以專用方法連結利
害關係人安全風險
評等與專用ICT子
系統、零組件或處
理程序之安全及保
證級別要求。

指定跨產業ICT系統
之安全及保證級別
統一實行方式，並
提供產業網路安全
認證制度所需之所
有資訊。

優勢3：
利害關係人可集中針
對關鍵零組件採取安
全措施，並優化產業
系統安全架構，盡可
能降低安全成本。

優勢4：
為所有ICT子系統、零組
件或處理程序之安全及保
證級別要求提供準確且一
致的資訊，供應商可據此
連結產品與客戶要求。

參考ISO/IEC 27000系列及ISO/IEC 15408系列等廣為接受之標準，設計下列功能以處理多利害關係人
系統，及ICT產品、處理程序、網路安全認證制度之特定安全及保證級別要求。

SCSA

優勢6：
因保證級別定義一致，
故可支援重複使用其
他網路安全認證制度
之證書。

優勢1：
明定不同利害關係人系統和
系統元件間安全及保證級別
之可比較性，並容許競爭對
手間建立開放的多利害關係
人生態系統。

優勢5：
支持現有風
險管理工具
及資訊安全
管理系統之
整合。

優勢2：
風險評估方式有助於提高透
明度，亦在安全認證成本與
各利害關係人之ICT安全企
業風險減輕利益間，達成良
好平衡



日本網路安全戰略本部發布2021年網路安全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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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網路安全戰略本部於2021年9月28日發布2021年「網路安全戰略」，該戰略係依據2014年頒布的《網路
安全基本法》制定，本次為自2015年設立起第3次發布，承襲固有確保自由、公正與安全的網路空間理念，
以及確保網路空間具資訊自由流通、法治、開放性、自治性與多方合作等5大基本原則，同時調整與提出下
列4項施政方針：

➢ 提升經濟社會發展活力與持續性發展，推動「DX with Cybersecurity」強化中小企業安全能力：「DX with 

Cybersecurity」係指發展數位化的同時確保網路安全概念與措施，網路安全戰略本部規劃於地方及中小企業
推動。除此之外，有「改革經營階層對網路安全的意識」、「建構支援創造新價值的供應鏈等可確保信賴性
的基盤」等

➢ 實現使國民皆能安全與安心生活的數位社會：以數位廳為首共同推動網路安全；針對政府機關、重大基礎建
設、大學以及研究機構進行經濟社會基盤相關措施；加強大規模網路攻擊應對方式等。

➢ 為國際社會和平與安定以及日本安全保障做出貢獻：確保自由、公正與安全的網路空間；強化日本國際防禦
力、抑制力與掌握狀況能力；促進國際合作等。

➢ 全面性措施：含研究開發；網路安全的人才培育與活用；全民參與協作、普及與啟發等。

圖片來源：Adobe stock image



各國強化整體網路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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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網路安全暨基礎安全局（CISA）發布雲端安全技術參考架構和零信任成熟度模型，並徵詢公眾意見

• CISA於2021年9月7日發布雲端安全技術參考架構（Technical Reference Architecture, TRA）和零信任成熟度模型
（Zero Trust Maturity Model）。

TRA：旨在透過解釋共享服務、雲端移轉（cloud migration）和雲端安全狀態管理的注意事項，指導機構安全
地移轉至雲端。

零信任成熟度模型：幫助各機構制定零信任策略和實施計畫，並展示各種CISA服務支持的跨機構零信任解決方
案。

• 為擴大合作，CISA於2021年9月7日至10月1日針對該文件進行公眾意見徵詢，以收集來自機構、產業和學術界之重要
反饋，確保該指導方針完全解決安全雲端移轉之注意事項。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SIT）發布《下屬機關訊息保護改善方案》

• MSIT 於 2021 年 9 月 1 日 發 布 《 下 屬 機 關 訊 息 保 護 改 善 措 施 》 ， 規 定
下屬機關須指定高層幹部為資安負責人，擴大資安投資、強化資安防護人力，實施網路滲透模擬演練，導入資安監察
支援系統，並改善資安維護之營運評價制度。

強化組織資安防護人力

計劃2022年至2023年
設立資訊保護專門組
織，並修訂《資訊安
全基本指導方針》，
提高資安防護人力之
最低人員配額，並要
求現職資安防護人員
接受相關教育訓練，
取得資安證明。

擴大資安防護投資

• 計劃將資安預算
從其他資訊化經
費獨立。

• 預計將內、外網
分開，轉換公共
IP為私設IP。

• 擴大導入資安防
禦系統與加密方
式等。

實施網路攻擊演練

MSIT網路安全中心
與25個下屬機關共
同參與網路攻擊演
練。透過白帽駭客
自外部突破、滲透
內部資訊系統，抓
取資安漏洞並回報
予相關單位進行加
強防護。

提升資安意識

• 規劃改善下屬
機關資安維護
營運評價制度。

• 為促進下屬機
關將資安防護
作為重要政策
推動，將指定
高層幹部為資
安最高負責人。

導入資安監察支援系統

為加強對下屬機
關資安政策與業
務監察，計劃擴
大召集外部專家、
導入資安監察支
援系統。

圖片來源：Fl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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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傳會綜規處高念慈專員

nancyG@ncc.gov.tw

⚫ 台經院研四所陳思豪副所長

d32678@ti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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