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O 27001:2013)主導稽核員
轉版證照訓練課程簡章
一、 依據：
教育部 105 年度提升校園資訊安全服務計畫案。
二、 目的：
協助教育體系已取得 ISO 27001:2005 年版主導稽核員證照者，了解
新版條款要求之差異，透過課堂中分組演練、討論、案例研討等方
式，使其熟悉資安稽核人員在應對轉版過程時的稽核重點及注意事
項，幫助組織持續改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以符合新版標準之要求。
三、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2. 承辦單位：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
四、 課程對象：
1.

依「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及學校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
定」定義為 A、B 級之學校機構，包含區縣網路中心人員，但需
持有舊版證照，每單位限指派一名。

五、 報名方式：
1. 即日起至 105 年 9 月 23 日截止報名。
2. 採傳真報名，依照傳真收件報名時間先後順序排列依序錄取，報
名表請參閱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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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課程大綱：
第一天
08:45~09:00

學員報到



09:00~12:00




課程概論
單元1：附錄 SL 介紹( Introduction to Annex SL )
附錄SL概論；PDCA模型的應用；高階架構；用語與定義；
一致的核心內容
演練1：用語與定義
單元2：ISO/IEC 27001:2013 條款1至7( Clauses 1 to 7 )



ISO/IEC 27001架構；範圍與應用、ISO/IEC 27001要求；組
織環境；領導；規劃資源
演練2：稽核證據



12:00~13:00

單元3：ISO/IEC 27001:2013 條款8( clauses 8 )
ISO/IEC 27001要求；運作

午休



13:00~17:00

演練3：ISMS測驗
單元4：ISO/IEC 27001:2013 條款9,10與附錄A （clauses 9,10
and Annex A）
ISO/IEC 27001要求；績效評估；改善；控制目標與控制措



施參考
第二天

09:00~12:00





12:00~13:00

午休

13:00~16:00




16:00~16:30

課程總結

16:30~17:00

課後測驗

第一天課程回顧
演練4 Part 1：稽核角色扮演－稽核準備
演練5 Part 1：標準解釋－事故

演練4 Part 2：稽核角色演練－執行稽核
演練5 Part 2: 標準解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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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課程日期及地點：
場次
北區

南區

課程日期
10 月 06 日~07 日
（星期四、五）
11 月 10 日~11 日
（星期四、五）

課程名額

課程地點
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 會議室 A

20 人

（台北市松江路 317 號 7 樓）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高雄教育中心

20 人

（高雄市中正四路 215 號 3 樓 301 教室）

八、 報名注意事項：
1. 本課程名額有限，每單位限指派 1 名（需持有 ISO 27001:2005 年
版主導稽核員證照）。
2. 每場次報名人數上限為 20 人。
3. 本會將於 105 年 9 月 30 日前發出開課通知，學員需於接獲通知 3
天內確認出席，若未確認，則名額將釋出予其他單位使用。
4. 臨時無法出席者，可改由單位內資格符合之同仁遞補，若無人可
遞補，請務必提早通知執行單位。
5. 本課程如因故延期或取消，將於開課前 5 天通知；其他停課或延
後開課情況，將依中央政府發布之颱風警報或相關訊息為依據。
6. 本課程共計 2 日，需全程參與方可於課後取得上課證明。
7. 本課程含筆試測驗，不合格者將提供免費一次補考機會(統一於臺
北補考)。
8. 本課程期間提供午餐，不提供交通或其他膳宿費用。
9. 參與人員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或教師研習時數 2 天。
九、 課程聯絡窗口：
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 章之岱 副理
TEL：(02)2508-2353 分機 110
E-Mail：tdchang@n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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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交通資訊
北區：
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7 號 7 樓，行天宮對面）
交通方式參考：
1. 公車






行天宮站（停靠松江路）：214（直達車）、222、222（區間車）、33、
72、棕 16、222、222（區間車）、286、286（副）、298、33、642、643、
676、72、74、松江-新生幹線、敦化幹線
民權松江路口（停靠民權東路）：225、225（區間車）、285、49、49（區
間車）、5、505、527、617、617（區間車）、63、63（區間車）、642、
643、676、685、內科通勤專車 18（捷運民權西路站-內科）、松江-新生
幹線、紅 29、紅 31、紅 32、博愛公車、敦化幹線
民權松江路口站（停靠松江路）：109、203、226、277、279、280、280
（直達車）、41、612、612（區間車）、676、72、松江幹線、松江-新生
幹線、博愛公車 214、222、222（區間車）、26、49、505、527、642、
643

2. 捷運：





捷運淡水線至民權西路站，往民權西路出口，再轉搭公車紅 29、紅 31、
紅 32、63(區間車)、225、225(區間車)、617；或轉乘捷運中和新蘆線至
行天宮站。
捷運中和新蘆線至行天宮站，3 號出口往北走 300 公尺即可到達。
捷運文湖線至中山國中站，往復興北路出口，再轉搭公車紅 29、紅 31、
63、74、225、285、527、617

3. 自行開車：





中山高→ 圓山交流道自松江路出口下 → 松江路、民權東路口
北二高→ 安坑交流道自景美出口下 → 環河路 → 水源快速道路→ 水
源路 → 師大路 → 汀州路 3 段 → 辛亥路→ 建國高架道路 → 建高民
權東路出口下 → 建國北路 2 段→ 左轉民權東路 2 段 →松江路、民權
東路口
上課地點「不提供」停車位，開車前往者需自行安排停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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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高雄教育中心（高雄市中正四路 215 號 3 樓）
交通方式參考：

交通方式參考：

1、 公車：
 市議會站：60、83、91、248、0 北、0 南、168 環狀線
 新聞報站：14、76、77、78、214

2、 捷運：橘線市議會站 2 號出口步行約 5 分鐘
3、 自行開車前往者，可將車輛停放於「高雄市合發前金立體停車場」
（高雄市前金區前金二街 30 號）
，約 665 個停車位，每小時 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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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O 27001:2013 年版）
專業證照人才培訓轉版課程報名表
單

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的英文拼音)

職

身分證字號

稱

(如需登錄學習時數)

電

話

行動電話

E-mail
地址
單位主管（簽章）
報名梯次

□北區(10/06~10/07) □南區(11/10~11/11)

餐飲要求

□素食 □葷食

其他特殊餐飲

□禁牛 □禁豬 □禁魚 □其他

※報名時請同時回傳以下文件，文件缺一者，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本會不另行知會。
1.

報名表（本附件一）

2.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二）

3.

ISO 27001:2005 年版主導稽核員證照影本

 課程聯絡窗口：
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 章之岱 副理
TEL：(02)2508-2353 分機 110
FAX： (02)2507-3507
E-Mail：tdchang@n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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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一、 適用範圍
本同意書說明 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以下簡稱本會）將如何處理本表單所蒐
集到的個人資料。
二、 資料的蒐集與使用方式
 本表單會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並處理與利用。
 蒐集之目的：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本次課程報名及公務人員學習
時數登錄（需填寫身分證字號）等目的所需之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不
做為行銷及其他之用。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包括任職單位、姓名（包括中英文）、職稱、身分
證統一編號（如需登錄學習時數）、聯絡電話、電子郵件帳號、地址。
 您可隨時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向本會查詢本會所蒐集您的個人
資料、要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查閱、製給複
製本、刪除。本會聯絡方式為：
電話:(02)2508-2353；傳真: (02)2507-3507；電子郵件:pims-service@nii.org.tw
 如您要求本會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或是要求刪除您的個
人資料，除有其他相關法規限制，本會將比照辦理。
 除非取得您的同意或其他法令之特別規定，本會絕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揭
露予第三人或使用於蒐集目的以外之其他用途。
三、 資料之保護
 僅有經過授權的人員才能接觸您的個人資料，相關處理人員皆簽有保密合
約，如有違反保密義務者，將會受到相關的法律處分。
 本會將依據本會的個資保護控管程序留存與銷毀您的個人資料。
四、 本同意書可能會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以及實際需求進行修
正。

 我瞭解與同意以上文字
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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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