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簡章

108 年度 資安人才培訓及國際推展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編號

IDB-10801

開課日期

5/16-17

上課時間

09:00-16:30

課程費用

原價-$12,000 / 優惠價-$7,200
本課程或經濟部工業局專案補助(40%)，僅需繳交 7,200(60%)，
每班至少 10 名企業人員始得開班授課，上限 20 位名額，名額有
限，儘速報名
Linux 系統安全強化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招生對象
開課單位
聯繫窗口
注意事項

地點
人數

台北

12 人(開班人數)-20 人

Linux系統簡介
ü 系統發展歷程
ü 系統啟動流程
ü 系統管理與基本操作
ü 權限管理與環境設定
Linux應用服務安全組態
ü 常用網路應用服務安全組態設定
ü 系統安全驗測
Linux系統使用者、網路管理人員、系統管理人員、資安工程師、
資訊相關從業人員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許小姐
Email：service@twcsa.org
TEL：(06)312-5518
1. 特殊身份學員(如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中堅企業員工)等
特殊身份，享有經濟部工業局補助70％，學員自付30％，並須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 繳費方式僅接受匯款，匯款資料如下(匯款完成後，請來信或
來電告知開課人員存查)
匯款銀行：台新銀行 後甲分行(銀行代碼812 0355)
銀行帳號：2035-01-0000489-5
匯款戶名：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3.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法規第
16條-職業訓練機構辦理訓練，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向學員
收取必要費用，並應擎給正式收據。
4. 繳納訓練費用之學員於開訓前退訓者，職業訓練機構應依其申
請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七成;受訓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而退訓者
，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半數;受訓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退費
。
5. 全程出席及課後實作通過之學員，核發『結業證書』乙張，若
出席率未達80%或課程實作未完成者，恕無法取得結業證書。
6. 課程教材及報名費收據(或發票)，將於課程始日提供。
7. 結訓學員應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培訓後電訪調查

＊關於課程及講者，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及調整之權利。

108 年度 資安人才培訓及國際推展計畫
編號

IDB-10802

開課日期

6/13-14

上課時間

09:00-16:30

課程費用

原價-$12,000 / 優惠價-$7,200
本課程或經濟部工業局專案補助(40%)，僅需繳交 7,200(60%)，
每班至少 10 名企業人員始得開班授課，上限 20 位名額，名額有
限，儘速報名
Honeynet 誘捕技術實務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招生對象
開課單位
聯繫窗口
注意事項

地點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人數

台南

12 人(開班人數)-20 人

誘捕系統特性介紹
ü 深入高、低互動式的誘捕系統
ü 安全與防護
多功能的誘捕網路
ü 誘捕系統與網路偵測機制的整合
ü 網路安全政策與規則
建置實務-相關的誘捕系統
ü 誘捕系統安裝與部署
ü 功能測試
建置實務-相關的誘捕系統
ü 誘捕系統安裝與部署
ü 功能測試
誘捕系統功能測試
ü 發動攻擊測試
ü 特徵資訊收集
日誌與統計分析
ü 日誌分析實務
反偵測與誘捕系統調校
ü 反偵測技術介紹
ü 建立安全生態系統
網路架構、Linux 系統操作、資安工程師、資訊相關從業人員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許小姐
Email：service@twcsa.org
TEL：(06)312-5518
1. 特殊身份學員(如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中堅企業員工)
等特殊身份，享有經濟部工業局補助70％，學員自付30％，
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 繳費方式僅接受匯款，匯款資料如下(匯款完成後，請來信
或來電告知開課人員存查)
匯款銀行：台新銀行 後甲分行(銀行代碼812 0355)
銀行帳號：2035-01-0000489-5
匯款戶名：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3.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法規
第16條-職業訓練機構辦理訓練，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向
學員收取必要費用，並應擎給正式收據。
4. 繳納訓練費用之學員於開訓前退訓者，職業訓練機構應依其
申請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七成;受訓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而退
訓者，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半數;受訓逾全期三分之一者，
不退費。
5. 全程出席及課後實作通過之學員，核發『結業證書』乙張，
若出席率未達80%或課程實作未完成者，恕無法取得結業證
書。
6. 課程教材及報名費收據(或發票)，將於課程始日提供。
7. 結訓學員應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培訓後電訪調查
＊關於課程及講者，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及調整之權利。

108 年度 資安人才培訓及國際推展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編號

IDB-10803

開課日期

7/18-19

上課時間

09:00-16:30

課程費用

原價-$12,000 / 優惠價-$7,200
本課程或經濟部工業局專案補助(40%)，僅需繳交 7,200(60%)，
每班至少 10 名企業人員始得開班授課，上限 20 位名額，名額有
限，儘速報名
網路封包分析實務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招生對象
開課單位
聯繫窗口
注意事項

地點
人數

台南

12 人(開班人數)-20 人

網路分析與工具
ü 網路封包介紹
ü 分析工具教學
ü 網路封包截取實戰(有線/無線)
封包分析實戰
ü 通訊協定與行為分析
ü 應用服務程式運作與封包分析
ü 不安全通訊分析
ü 關鍵資訊與封包拆解
ü 異常網路通訊與行為分析
網路管理人員、系統管理人員、資安工程師、資訊相關從業人員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許小姐
Email：service@twcsa.org
TEL：(06)312-5518
1. 特殊身份學員(如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中堅企業員工)
等特殊身份，享有經濟部工業局補助70％，學員自付30％，
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 繳費方式僅接受匯款，匯款資料如下(匯款完成後，請來信
或來電告知開課人員存查)
匯款銀行：台新銀行 後甲分行(銀行代碼812 0355)
銀行帳號：2035-01-0000489-5

匯款戶名：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3.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法規
第16條-職業訓練機構辦理訓練，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向
學員收取必要費用，並應擎給正式收據。
4. 繳納訓練費用之學員於開訓前退訓者，職業訓練機構應依其
申請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七成;受訓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而退
訓者，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半數;受訓逾全期三分之一者，
不退費。
5. 全程出席及課後實作通過之學員，核發『結業證書』乙張，
若出席率未達80%或課程實作未完成者，恕無法取得結業證
書。
6. 課程教材及報名費收據(或發票)，將於課程始日提供。
7. 結訓學員應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培訓後電訪調查
＊關於課程及講者，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及調整之權利。

108 年度 資安人才培訓及國際推展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編號

IDB-10804

開課日期

7/25-26

上課時間

09:00-16:30

課程費用

原價-$12,000 / 優惠價-$7,200
本課程或經濟部工業局專案補助(40%)，僅需繳交 7,200(60%)，
每班至少 10 名企業人員始得開班授課，上限 20 位名額，名額有
限，儘速報名
資安事件處理與調查實務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招生對象
開課單位
聯繫窗口
注意事項

地點
人數

台中

12 人(開班人數)-20 人

資安事件調查與分析
ü 資安事件應變基準
ü 作業流程規劃與設計
ü 資安事件調查與數位鑑識差異
ü 分析工具
實務調查與分析演練
ü 系統資料採集與分析
ü 網路資料截取與封包分析
ü 事件調查與分析報告撰寫
ü 實務演練
資安事件應變處理人員、資訊人員、資安風險管理人員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許小姐
Email：service@twcsa.org
TEL：(06)312-5518
1. 特殊身份學員(如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中堅企業員工)
等特殊身份，享有經濟部工業局補助70％，學員自付30％，
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 繳費方式僅接受匯款，匯款資料如下(匯款完成後，請來信
或來電告知開課人員存查)
匯款銀行：台新銀行 後甲分行(銀行代碼812 0355)

銀行帳號：2035-01-0000489-5
匯款戶名：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3.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法規
第16條-職業訓練機構辦理訓練，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向
學員收取必要費用，並應擎給正式收據。
4. 繳納訓練費用之學員於開訓前退訓者，職業訓練機構應依其
申請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七成;受訓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而退
訓者，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半數;受訓逾全期三分之一者，
不退費。
5. 全程出席及課後實作通過之學員，核發『結業證書』乙張，
若出席率未達80%或課程實作未完成者，恕無法取得結業證
書。
6. 課程教材及報名費收據(或發票)，將於課程始日提供。
7. 結訓學員應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培訓後電訪調查
＊關於課程及講者，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及調整之權利。

108 年度 資安人才培訓及國際推展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編號

IDB-10805

開課日期

8/1-2

上課時間

09:00-16:30

課程費用

原價-$12,000 / 優惠價-$7,200
本課程或經濟部工業局專案補助(40%)，僅需繳交 7,200(60%)，
每班至少 10 名企業人員始得開班授課，上限 20 位名額，名額有
限，儘速報名
OWASP 安全測試實務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招生對象
開課單位
聯繫窗口
注意事項

地點
人數

台北

12 人(開班人數)-20 人

網站安全與測試環境
ü OWASP國際資安組織簡介
ü 網路應用程式安全風險
ü 網站程式開發安全
ü 建置測試環境
網站弱點分析與實務
ü 網站風險測試工具
ü 實務演練
ü OWASP ZAP、DVWA演練(初階、進階、高階解題)
網站安全弱點測試人員、程式開發人員、企業資訊人員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許小姐
Email：service@twcsa.org
TEL：(06)312-5518
1. 特殊身份學員(如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中堅企業員工)
等特殊身份，享有經濟部工業局補助70％，學員自付30％，
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 繳費方式僅接受匯款，匯款資料如下(匯款完成後，請來信
或來電告知開課人員存查)
匯款銀行：台新銀行 後甲分行(銀行代碼812 0355)

銀行帳號：2035-01-0000489-5
匯款戶名：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3.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法規
第16條-職業訓練機構辦理訓練，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向
學員收取必要費用，並應擎給正式收據。
4. 繳納訓練費用之學員於開訓前退訓者，職業訓練機構應依其
申請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七成;受訓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而退
訓者，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半數;受訓逾全期三分之一者，
不退費。
5. 全程出席及課後實作通過之學員，核發『結業證書』乙張，
若出席率未達80%或課程實作未完成者，恕無法取得結業證
書。
6. 課程教材及報名費收據(或發票)，將於課程始日提供。
7. 結訓學員應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培訓後電訪調查
＊關於課程及講者，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及調整之權利。

108 年度 資安人才培訓及國際推展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編號

IDB-10806

開課日期

9/5-6

上課時間

09:00-16:30

課程費用

原價-$12,000 / 優惠價-$7,200
本課程或經濟部工業局專案補助(40%)，僅需繳交 7,200(60%)，
每班至少 10 名企業人員始得開班授課，上限 20 位名額，名額有
限，儘速報名
Kali Linux 檢測工具實務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招生對象
開課單位
聯繫窗口
注意事項

地點
人數

台南

12 人(開班人數)-20 人

Kali Linux入門
ü Kali Linux簡介
ü 建置與準備Kali Linux運作環境
ü 操作界面與資安工具介紹
ü 常用的資安分析工具
ü 網路搜尋引擎與線上資源使用
實務演練
ü 資安工具套件介紹
ü 規劃測試計畫
ü 系統安全與服務弱點測試
ü 應用服務攻擊驗測
網路管理人員、系統管理人員、資安工程師、資訊相關從業人員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許小姐
Email：service@twcsa.org
TEL：(06)312-5518
1. 特殊身份學員(如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中堅企業員工)
等特殊身份，享有經濟部工業局補助70％，學員自付30％，
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

繳費方式僅接受匯款，匯款資料如下(匯款完成後，請來信
或來電告知開課人員存查)
匯款銀行：台新銀行 後甲分行(銀行代碼812 0355)
銀行帳號：2035-01-0000489-5
匯款戶名：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3.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法規
第16條-職業訓練機構辦理訓練，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向
學員收取必要費用，並應擎給正式收據。
4. 繳納訓練費用之學員於開訓前退訓者，職業訓練機構應依其
申請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七成;受訓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而退
訓者，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半數;受訓逾全期三分之一者，
不退費。
5. 全程出席及課後實作通過之學員，核發『結業證書』乙張，
若出席率未達80%或課程實作未完成者，恕無法取得結業證
書。
6. 課程教材及報名費收據(或發票)，將於課程始日提供。
7. 結訓學員應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培訓後電訪調查
＊關於課程及講者，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及調整之權利。

108 年度 資安人才培訓及國際推展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編號

IDB-10807

開課日期

9/25-27

上課時間

09:00-16:30

課程費用

原價-$18,000 / 優惠價-$12,000
本課程或經濟部工業局專案補助(33%)，僅需繳交 7,200(67%)，
每班至少 10 名企業人員始得開班授課，上限 20 位名額，名額有
限，儘速報名
物聯網資安實務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地點
人數

台南

12 人(開班人數)-20 人

物聯網興起與發展趨勢
ü 物聯網領域相關規範
ü 物聯網國內發展狀況
ü 物聯網資安產業趨勢
ü 國際資安組織物聯網安全發展現況(CSA、OWASP、Honeynet
Project)
物聯網資安技術實務
ü 數位資料情資蒐集與誘捕系統
ü 物聯網相關搜尋引擎實務
物聯網資安事件與危機處理
ü 物聯網裝置相關資訊安全事件
ü 不安全的物聯網裝置衍生的資安威脅
ü 因應攻擊之防禦策略、通報與應變處理
ü 物聯網資安強化與事件偵測分析
物聯網誘捕系統規劃與設計
ü Honeypot與Honeynet介紹

招生對象
開課單位
聯繫窗口
注意事項

ü 低互動與高互動誘捕技術
ü 規劃與設計實務
ü ICS/SCADA Honeypot建置實務
ü 資安威脅檢測實務與網路流量分析檢測
物聯網領域的業務或資安中高階人員、資安產業的中高階人員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許小姐
Email：service@twcsa.org
TEL：(06)312-5518
1. 特殊身份學員(如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中堅企業員工)
等特殊身份，享有經濟部工業局補助70％，學員自付30％，
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 繳費方式僅接受匯款，匯款資料如下(匯款完成後，請來信或
來電告知開課人員存查)
匯款銀行：台新銀行 後甲分行(銀行代碼812 0355)
銀行帳號：2035-01-0000489-5
匯款戶名：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3.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法規
第16條-職業訓練機構辦理訓練，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向學
員收取必要費用，並應擎給正式收據。
4. 繳納訓練費用之學員於開訓前退訓者，職業訓練機構應依其
申請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七成;受訓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而退訓
者，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半數;受訓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退
費。
5. 全程出席及課後實作通過之學員，核發『結業證書』乙張，
若出席率未達80%或課程實作未完成者，恕無法取得結業證書
。
6. 課程教材及報名費收據(或發票)，將於課程始日提供。
7. 結訓學員應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培訓後電訪調查
＊關於課程及講者，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及調整之權利。

108 年度 資安人才培訓及國際推展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編號

IDB-10808

開課日期

10/2-4

上課時間

09:00-16:30

課程費用

原價-$18,000 / 優惠價-$12,000
本課程或經濟部工業局專案補助(33%)，僅需繳交 7,200(67%)，
每班至少 10 名企業人員始得開班授課，上限 20 位名額，名額有
限，儘速報名
金融資安稽核與健檢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地點
人數

台中

12 人(開班人數)-20 人

掌握金融趨勢議題
ü 金融領域相關法規(內控、風險等)
ü 資安風險管理與金融的結合
ü 金融資安科技議題探討(區塊鏈、虛擬貨幣、沙箱、行動支
付等)

招生對象
開課單位
聯繫窗口
注意事項

金融資安事件危機處理
ü 資安事件通報應變處理
ü 因應資安事件之防禦策略
資安事件資訊搜集實作
實務演練
ü 網路安全風險管理分析
ü 系統架構檢視
ü 資安檢測分析
金融領域的業務或資安中高階人員、資安產業的中高階人員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許小姐
Email：service@twcsa.org
TEL：(06)312-5518
1. 特殊身份學員(如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中堅企業員工)
等特殊身份，享有經濟部工業局補助70％，學員自付30％，
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 繳費方式僅接受匯款，匯款資料如下(匯款完成後，請來信或
來電告知開課人員存查)
匯款銀行：台新銀行 後甲分行(銀行代碼812 0355)
銀行帳號：2035-01-0000489-5
匯款戶名：台灣數位安全聯盟
3. 台灣數位安全聯盟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法規
第16條-職業訓練機構辦理訓練，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向學
員收取必要費用，並應擎給正式收據。
4. 繳納訓練費用之學員於開訓前退訓者，職業訓練機構應依其
申請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七成;受訓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而退訓
者，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半數;受訓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退
費。
5. 全程出席及課後實作通過之學員，核發『結業證書』乙張，
若出席率未達80%或課程實作未完成者，恕無法取得結業證書
。
6. 課程教材及報名費收據(或發票)，將於課程始日提供。
7. 結訓學員應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培訓後電訪調查
＊關於課程及講者，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及調整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