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組織全景』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組織全景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民國96年11月16日改制為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為內政部所轄中央四級機關，業務則由地
政司負責督導。掌理事項涵蓋測繪方案、測繪法令及測量基準之研
擬；基本測量之執行及成果管理維護；衛星基準站即時定位系統之規
劃、建置、營運及管理維護；全國性地籍測量、地形測量、海洋測量
之執行及成果管理維護；國土測繪資料庫之規劃、建置、管理維護及
整合流通；其他有關國土測繪等事項。
為辦理全國測繪業務，本中心設企劃課、控制測量課、地籍測量
課、地籍圖重測課、地形及海洋測量課、測繪資訊課等6個業務單位
與北區第一測量隊、北區第二測量隊、中區測量隊、南區第一測量
隊、南區第二測量隊及東區測量隊等6個派出單位，及設秘書室、人
事室、政風室及主計室4個輔助單位。

圖

本中心組織架構圖

本中心除辦理地籍圖重測、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
地形圖套疊、電子地圖更新維護、國土利用調查及基本地形圖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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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建立及維護國家基礎核心圖資外，更建置各項國土測繪成果倉儲
及整合流通，以網際網路提供各界多目標使用。另積極引進測繪新技
術，建置 e-GNSS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透過整合國內中央機關及地方
機關 GNSS 連續觀測站資料，運用衛星定位、寬頻網路數據通訊、行
動式數據傳輸、資料儲管及 Web 網站等5項先進技術，提供高精度之
即時空間定位服務。

本中心電腦機房設置至善樓機房及地籍資料庫機房等2處，各有任
務但互為備援，至善樓機房建置大部分資訊系統，包括網域伺服器、
全球資訊網、各項對外服務網站及各項對內服務資訊系統，防火牆內
分為3大群，DMZ 區為對外服務之伺服器、VPN 為各外業測量隊及核心
交換器(Core Switch)，核心交換器以內設置對內服務伺服器及連接
各終端使用者；地籍資料庫機房則建置衛星追蹤站成果資訊網站及
e-GPS 及時動態定位服務系統。
本中心為因應各項資訊系統及資料儲存需求，除以資訊系統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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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伺服器提供資料庫功能外，更建置 Oracle 資料庫，提供更穩
定、便利及快速的資料存取及保存。
本中心對外資訊服務包含全球資訊網、e-GNSS 即時動態定位系
統、國土測繪圖資 e 商城、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資
訊專區、NGIS 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分組網站、測量儀器校正實驗室服
務網、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及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等，提供各項圖資以利民眾查詢申購及供各機關界接，並且提供高精
度即時定位測量服務；對內資訊服務系統以網域伺服器管理整個內網
身分認證，提供人事、差勤、經費核銷、圖資查詢、公文線上簽核及
測繪知識網等服務。
本中心負責國土測繪工作，辦理外業測量資料收集、圖資生產、
圖資儲存管理、流通供應及加值服務，更積極推廣測繪知識、培養測
繪人才、拓展國際視野及增進測繪技術水準，期配合 e 政府 e 化便民
服務，以服務行政理念，為民眾做全方位及貼心的服務。
本中心相關關注方清冊及營運風險分析表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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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方清冊
關注方名稱

內政部

關注方說明

本中心直屬主管
單位

行政院資通 本中心資通安全
安全處
主管單位
本中心國土安全
行政院國土
基礎建設安全主
安全辦公室
管單位
行政院網際 本中心網路升級
網路升級推 推動業務主管單
動辦公室 位

國家發展委 國家發展政策管
員會
理單位

圖資使用者

含各機關、公司
法人及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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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方要求

本中心應對措施

依關注方要求及本中
規劃國土資料庫之測
心施政理想，規劃相
繪、建置、修訂、維持
關施政計畫及措施，
以及維持資料庫之安全
辦理圖資測製及供應
營運。
相關事宜。
依關注方要求事項，
配合行政院資通安全辦
規劃相關施政計畫及
公室維持機關資通訊安
經費，維持資通訊安
全。
全。
依據國土安全基礎建設 依關注方要求事項，
安全規劃，維持國土安 規劃相關施政計畫及
全基礎建設不中斷之服 經費，積極配合辦
務。
理。
依關注方要求事項，
配合行政院網際網路升
規劃相關施政計畫及
級推動計畫，提供快速
經費，已完成 IPV6網
安全之網路環境。
際網路升級。
1. 依關注方要求事
項，規劃相關施政
計畫及經費，積極
配合辦理。
1. 配 合 國 家 發 展 政
2. 依關注方要求事項
策，提供不中斷之
訂定「內政部國土
核心資通系統服
測繪中心個人資料
務。
保護管理要點」，
2. 個 人 資 料 蒐 集 、 處
並定期執行個人資
理、利用及保存之
料盤點、風險評
管控機制符合個人
鑑、內部稽核作業
資料保護法規定。
及追蹤缺失改善情
形，以落實本中心
個人資料保護作
為。
依關注方要求，提供
核心資通系統服務不
提供核心資通系統服務
中斷，並維持電腦機
不中斷。
房運作正常，立即反
應關注方反應事項

溝通管道

公文及會議

公文及電子
郵件

公文

公文

公文及會議

網站回應、
電子郵件、
申購櫃台、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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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風險分析表

序
號

項目

1.

電力

2.

空調

情境描述
本中心至善樓電力，為臺灣電力公司
600千瓦契約用電戶，自地下室動力分
配各樓層左右兩側普通用電110伏特
（75安培）、冷氣用電220伏特（100安
培）及茶水間備用110伏特（75安培）
計5組市電迴路，中央空調及電梯則為
專用線路，另本中心電腦機房為用電
安全特別再從地下室分別佈設冷氣用
電220伏特（75安培）及 UPS 用電110
伏特（100安培）專用線路。
至善樓機房冷氣用電係提供2部20噸水
冷式冷氣交互24小時運轉，UPS 用電係
提供5部 UPS(4部20KV、1部12KV)運
轉，再提供本中心至善樓4樓、5樓及6
樓部分的資訊插座用電。
至善樓地下室有備用發電機，停電時
會啟動供應整棟大樓緊急用電所需。
本中心地籍資料庫電力，為臺灣電力
公司普通用電戶，1、2樓及3、4樓分
為2個電表，基本度數120度(1度為1小
時1千瓦)，各分為普通用電110伏特及
冷氣用電220伏特供地籍資料庫使用，
而地籍資料庫電腦機房雖位於地籍資
料庫4樓，所使用的電力均自地籍資料
庫機房地下室電力櫃供應，220伏特供
應冷氣24小時運轉，110伏特電力供應
UPS 用電(2部20KV)，再提供地籍資料
庫所有資訊插座用電。
至善樓機房空調為2臺水冷式冷氣，分
別接到樓頂的2部冷卻水塔，採輪流運
轉，每12小時換1次。
地籍資料庫機房空調為分離式冷氣，
第1組2部室內機吊掛於窗戶邊，第2組
室內機崁入天花板，採輪流運轉，每8
小時換1次。

3.

網路設
備損壞
(防火
牆、交
換器)

至善樓機房網路設備含3台防火牆(主
要對外線路防火牆2台為 HA 架構、控
制課異地備援線路防火牆1台)、1台伺
服器負載平衡設備及多台 Switch(交換
器)，地籍資料庫機房網路設備係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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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分析
(安全控制措施)

備註

設施安全性1：所有迴路皆以
無熔絲開關保護，依不同迴
路特性分配安全安培數，一
旦有電力使用過量、安培數
超過的情形，無熔絲開關自
動斷線(開關自動跳至關閉狀
態，俗稱跳電)，須手動開啟
才會恢復供電，當用電人員
碰到此情形，即知道該用電
迴路有用電量超出安全值，
如此，電力系統自動保護設
施不致損壞。

空調24小時運轉，2個機房都
有2組機器輪流。輪休機為備
用機，環控系統簡訊通知警
訊，可隨時手動切換。

網路設備列入維護合約，以
SLA 要求廠商於4小時內修復
或提供替代品，作風險轉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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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風險分析表
序
號

項目

情境描述

風險分析
(安全控制措施)

備註

防火牆僅提供地籍資料庫機房主機使
用，2機房間以光纖設備對接，設有2
條光纖纜線互通。
4.

網路通
訊

內部網路通訊主要靠核心交換器(Core
Switch)，中心內部各單位之 Switch
皆與之連接，外業測量隊各辦公處所
透過中華電信 VPN 通道連到防火牆，
對外通訊直接經由防火牆出去，對內
通訊同樣連接核心交換器。

內部的核心交換器僅1臺，無
備用設備，僅靠維護合約
SLA 於4小時內修復或替代
品，網路全斷4小時，僅能單
機作業，屬本中心資安政策
可接受範圍(每年2次以下)。

5.

溫濕度
異常

機房內溫濕度超過容許值。

機房內溫溼度，由環境監控
系統負責監控，溫度控制在
攝氏25度~27度，濕度控制在
40%~60%，網管人員設定警戒
值，超過時由簡訊發報機通
知網管人員及安全預防小組
組長。

6.

機房遭
人為破
壞

機房遭人侵入，進行各種破壞，影響
各項資產之運行。

至善樓機房位於至善樓5樓地
形海洋課內獨立空間，地籍
資料庫機房位於地籍資料庫4
樓測繪資訊課內獨立空間，
設有門禁管制，有心者須經
過辦公空間才能進入機房，
以另一層辦公空間防護，等
於機房門口隨時有人監看。

7.

主機遭
入侵

主機位於機房內與網路連接，駭客可
經由網路非法登入主機，進行破壞或
資料竊取。

外來入侵者，由防火牆、
IPS、IDS 防護，內部入侵者
以帳號權限管控，所有主機
皆列入 SOC 監控範圍，有異
常情形，即依照事件分級進
行通報作業，以即時了解狀
況，封鎖入侵者或權限鎖
定，杜絕非法入侵。

8.

作業系
統損壞

作業系統平時運作正常，更新相關元
件後異常，造成系統無法正常運行，
安裝於其上的應用程式也無法提供服
務。

Windows 相關系統更新，皆
由網管人員測試相關 patch
無誤後，才以 WSUS 布置，提
供網域內各主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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