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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數據時代下-資安管理及數位鑑識
之新思維與新趨勢

大數據時代下-資安管理及數位鑑識之新思維與新趨勢

林宜隆 博士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數位創新管理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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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與數位鑑識產業融合發展研究中心召集人
健康(智慧醫療)雲端服務實驗室召集人



@台灣數位鑑識發展協會(ACFD)創會理事長

前言(含ISMS and 高科技犯罪)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年)DIGI+2025發展方案

@中華健康產業發展協會副理事長
中華民國資訊管理學會常務理事兼資通安全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
@前行政院資通安全會報資安技術交流小組委員
@前中央警察大學資訊管理學系、研究所教授
網路犯罪問題研究室總召集人
資通安全鑑識與犯罪問題研究室總召集人



第五期國家資通訊安全發展方案概述(106-109)



我國數位犯罪偵查與數位鑑識發展分析



新版個人資料保護概念架構與理論基礎



數位犯罪偵查及證據保全與數位鑑識

首任台灣電腦網路危機處理暨協調中心TWCERT/CC執行長
ISMS: BS7799/ISO/17799/ISO27001 LA 主導稽查員
ITSM: itSAMF ISO20000 Auditor
BCM: BS25999/ISO22301 LA 主導稽查員
PRMP:ISO 29100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 PIMS:ISO 29151林 個資風險管理師
PIISMS:ISO27018 宜隆教授
LA 雲個資保護稽核師



台灣目前常見的數位鑑識偵查方法(DEFSOP,ISO27037)



台灣數位鑑識發展協會(ACFD)

@法務部調查局資通安全諮詢委員

中華民國電腦稽核協會(CAA)第10-11屆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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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
ACFD logo
ACFD 主 logo

一月號刊出之ACFD成立新聞
CIO IT經理人雜誌
http://www.cio.com.tw/magazine/index.html ?
施鑫澤 <corey.shih@cio.com.tw> 於 2016年1月6日

ACFD 副 logo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
發展核心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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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鑑識學（cyber forensics）、農業生態學（Agroecology）、臨床護

士指導（clinical nurse leadership）等讓人似懂非懂的學科，就是美國各大學這10年
多以來新增科系中的部份案例，美國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10年為止，美國境
內大學登記的學科共1,500種，其中在2000年之後新成立的就高達355種。這些科系除
反應當下社會的變化，更突顯跨學科整合成為高等教育的流行趨勢。
 ‐‐‐‐‐‐‐‐‐‐‐‐‐

我們ACFD核心目標: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為致力於扮演台灣數位鑑識政策、

市場、人才及應用的專業化、標準化、產業化與創新化之推手，
結合產官學研各界的力量，推動數位鑑識、資安鑑識、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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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ACFD)為推動台灣數位鑑識政策、
市場、人才及應用的專業化、標準化、
產業化與創新化，廣納國內外產官學界
專業人士，協助國內「數位(資安)鑑識」
發展為目標，俾與國際接軌。其未來發
展核心與目標，如下:
1.一核心價值:行塑政府及民眾對數位鑑
識正確認知。
2.二個主軸:提升資安技術能量，健全數
位鑑識防禦能量。
3.三大構面:市場及產業，法規及政策，
人才及技術。
4.四大應用化:數位鑑識應用專業化，標
準化，產業化，創新化。
5.五大目標:政策落實，法規健全，人才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
隆教授
培育，產業紮根，應用創新。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
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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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識科技、鑑識會計、舞弊稽查、ICT 治理、資通安全、
雲端安全、行動安全、個資安全及保護等重要工作，謀
求對於台灣資通訊安全領域及產業發展有所助益。








我們ACFD核心價值與未來發展方向:
1.一核心價值:行塑政府及民眾對數位鑑識的正確認知。
2.二個主軸:提升資安技術能量，健全數位鑑識防禦能量。
3.三大構面:市場及產業，法規及政策，人才及技術。
4.四大應用化:數位鑑識應用專業化，標準化，產業化，創新化。
5.五大目標:政策落實，法規健全，人才培育，產業紮根，應用創新。
‐‐‐‐‐‐‐‐‐‐‐‐‐‐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籌備會主任委員暨發起人,及第一屆理事長林宜隆(元
培醫事科技大學教授) 敬上
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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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yberpaul747.blogspot.tw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本講義由林宜隆 博士授權公開

1

2019/01/03

@五大構面目標與施政重點(4/5)

國家資通建設計畫進程(NICI)

構面四：創新的網路經濟

2009-2016

E-Taiwan

U-Taiwan i-Taiwan/

m-Taiwan

目標

@五創:創富=(創意+創新+創業)*創造

建構友善多元的創新創業環境
健全電子商務產業生態系統
完備全面數位化金融環境

Ide@Taiwan創意臺灣
2015-2020

• 建立一站式政府資源網站及實體服務窗口，打造臺灣創新創業生態系統

Ide@Taiwan創意臺灣
2002-2007

2005-2008

2008-2009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創新創業(五創): 創富=(創意+創新+創業)*創造
• 完備國際創新創業園區、設立創新創業中心及創新快製媒合中心
 電子商務(O2O) 互聯網+ and Banking 3.X/4.X

2015-2020

施政
重點

• 推動網路交易相關法規調適，強化電子商務交易安全防護措施
• 促進傳統產業電子商務化，鼓勵我國產業全面與電子商務結合

• 推動國內外平台雙向合作，協助國內平台拓展中國大陸、東南亞及美日
等海外市場，引導業者發展O2O、指引信號(ibeacon)等電商新型態科技

20101208數位匯流發展方案(2010~2015年)(院核定版)
20121004數位匯流發展方案 （2010-2015年）第二版

 網路金融(Bank 3.0) Banking 4.X: 金融行動化+行動金融化
• 營造有利發展數位金融之法治環境，研議開放電子支付機構新型態服務
• 推動金融資料開放及巨量資料應用，開發創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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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02 ide@ Taiwan 2020（創意臺灣）(2015-2020)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宜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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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2017~2025年)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年)

DIGI+2025發展方案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宜隆教授

科技會報辦公室,中華民國105年12月

「智慧生活與數位環境：數位
科技、數位內容、數位產業、
數位服務與數位安全」產學研
9
討會(by Paul Lin)

DIGI+2025發展願景
網路行動化+行動網路化(網路犯罪
化+犯罪網路化) 行動犯罪化+犯罪
行動化(如網路詐欺及電信詐欺)

金融資訊化與資訊金融化
(金融行動化與行動金融化)

通傳資訊化與資訊通傳化
(通傳行動化與行動通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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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犯罪化與犯罪行動化

共享經濟時代與網路金融
-APP商機與O2O 及萬物聯網時代(IOE)

@滑世代來臨 APP商機大爆發! T觀點 (20151018 完整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qGpnK77bUA




@滑世代來臨 APP商機大爆發! T觀點 20151018 完整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qGpnK77bUA



@買服務一滑搞定! O2O串連虛實 跨界掏金 T觀點 20151108 (1/4) (1/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CId90qdJQ&index=10&list=PLRPdZdTG7HaBj
A2bnJRf_RwFgtXNiR9ds



@共享經濟時代 分享取代購買 T觀點 20151129 (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ZOUsv2rcnU



@萬物聯網時代(IoE) 徹底改變世界 T觀點 20151206 (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_7qiEXY_Qw



@工業4.0介紹 (Industry 4.0, 生產力4.0, 中國製造2025, 智
慧工廠, 物聯網, IOT, 大數據, Big Data, 管理)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BRICS(14.3億) +上網人口(http://www.internetlivestats.com/internet-users-by-country/)
@@Internet users in the world: 4,093,881,697(41億上網人口/75億人口)(2017/12)
@China:7.2億)
（2018年10月止全球人口大約76億人，而全球網際網路用戶已
@ India,4.6億
突破40億人大關，其所占全球人口之比例已超52%,且全球行動
@ U.S., 2.8億
網路用戶(Global Mobile Internet Users)已突破37億人）
@Brazil, 1.4億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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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1.1億
宜隆教授
@ Russia, 1.0億, @ South Africa, 0.28億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宜隆教授

數位經濟:「智慧生活與數位環境：
數位科技、數位內容、數位產業、
數位服務與數位安全」產學研討
會(by Paul Li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8_iuT1h-dY
金融科技(FinTech)趨勢爆發 顛覆你我交易方式! T觀點 20160103 (1/4)(47/5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G84wS52nDU&list=PLRPdZdTG7HaBjA2bnJRf_RwFgtXNiR9ds&index=47

專訪法務部調查局資安鑑識實驗室(04:38)(2016年4月26日发布) (Cyber
Forensics Lab. Of MJIB)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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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ydaR87BfTs&t=9s

本講義由林宜隆 博士授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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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客網路犯罪生態分析(CCE 4.X)+???)
趨勢轉移

跨國駭客黑色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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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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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通安全相關問題

社交工程攻擊（Email, Web, 社群, USB）
＋APT 惡意軟體
ISMS:ISO27001+IS27002/27005+27015:2014+ISO27018+ISO27017
+27037+27041-43+ISO27014(ISG)+PIMS:ISO29151:2017+ISO29134

我國資通安全專業人才培育規劃

 外部威脅(APT)
 組織型駭客針對性攻擊(如企業間諜)
 鎖定特定對象或單位(如企業駭客)
 攻擊型式變化快速(APT)
 勒索病毒 Ransomware (勒索軟體/綁架病毒)利用2017/5/13(週末)期間
橫掃全球的勒索蠕蟲「WannaCry/Wcry」
 內部問題(資安鑑識能量=ICT(Lab.)+SOP+專業(國際證照)人才, by Paul Lin)
 六大資安專業人力、資安稽核人力、經費及能量相對不足
 資安事件通報意願不高(如銀行,eTag,,ATM盜領案)
 委外開發軟體及品質管理問題(如HTC內賊案,戶役政IS, eTag)

Secure Coding
 資訊作業委外處理衍生資安管理問題(如HTC內賊案,戶役政IS)
 人員資安意識不足(CEO,CIO,CISO,CCO,總稽核…etc)
 各政府/企業橫向聯繫機制尚待建立(DEFSOP,ISo27041‐43)
 資安相關法令尚未完備(FISMA:資通安全管理法, 數位匯流管理法)
 證據保全與數位鑑識(ISO27037/DEFSOP/ISO27041~43)
 i‐ SOC=ISMS(ISO27001)+ITSM(ISO20000)+BCM(ISO22301)
+PIPM(ISO27018)+DE(ISO27037)+ISO27041‐43+ISO27014 )+PIMS:2915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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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by Paul Lin

@第四期國家資通訊安全發展方案概述(102-105)

( by Paul Lin,2005/2008)

iIndustry 4.X: 產業行動化+行動
產業化(生產力 4.0)

願景
建構安全資安環境，邁向優質網路社會
▲

20150702
ide@ Taiwan 2020
（創意臺灣）
(2016-2020)

策略目標
完備資安防護
管理，分享多
元資安情報。

▲

▲

健全資安防護網
推升資安產業能量
掌握資安防護自主技術
加強國際資安交流合作


建構資安專案管理
機制
(SPMO)

16

▲
強化資安應變功能及
復原能力

15

▲

行動方案
加強資安防護管理二
線監控服務及情蒐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宜隆教授

完備資安管理法規

▲

@(資安鑑識能量=ICT(Lab.)+SOP+專業(國際證照)人才, by Paul Lin)

擴大資安人才
培育，加強國
際資安交流。

52個

20個

執
行
策
略

奠基資安技術
能量，整合科
技實務應用。

推展資安基礎環境安
全設定

20161215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
展方案(2017~2025年)
DIGI+2025發展方案

強化國家資安
政策，建立安
全資安環境。

@第五期國家資通訊安全發展方案概述(106-109)


剛正式核定發布(1061101)的「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
（106年至109年）」方案中，主要是依循蔡英文
的施政願景，透過第五期方案來造安全可信賴的數
位國家，三大目標是建構國家資安聯防體系、提升
整體資安防護機制，以及強化資安自主產業的發展。
因為政府將資安從行政院執行層級，拉到總統府的層級，也讓三大目標的落實，從
中央政府為主，擴大到涵蓋中央與地方的國家級資安戰略，這是過去四期方案最根
本上的不同。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宜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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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體的推動策略上，除了從上述三項衍生的
「完備資安基礎環境」、「建構國家資安聯防
體系」和「推升資安產業自主能量」之外，這
份主導未來四年資安政策的藍圖還將培養優質
資安人才列入推動策略，為前三項策略培育所
需的人才。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宜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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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義由林宜隆 博士授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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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國家資通訊安全發展方案概述

@第五期國家資通訊安全方案的四大策略

(106-109)2017-2020



資安鑑識能量(第五期方案的四大策略)2017-2020

=Cyberlab.(ISO17025)+SOP(ISO27037)+鑑識人才(ISO17024)
@(資安鑑識能量=ICT(Lab.)+SOP+專業(國際證照)人才, by Paul Lin)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推動策略:「完備資安基礎環境」、「推升資安
產業自主能量」+「建構國家資安聯防體系」 +
「培養優質資安人才」
i- SOC



=ISMS(ISO27001)+ITSM(ISO20000)+BCM(ISO22301)
+PIPM(ISO29100/ISO29151)+DE(ISO27037/41~43)by Paul Lin



為達成「打造安全可信賴的數位國家」願景，本方案以「建構
國家資安聯防體系，提升整體資安防護機制，強化資安自主產
業發展」為目標，期以各關鍵資訊基礎設施領域為基礎，建立
國家資安聯防體系，戮力提升事前整體資安防護能量，以降低
資安事件發生的頻率與衝擊，並強化事中的緊急應變效能及事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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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復原作業機制，進而強固數位國土的資安防線。
宜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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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s Model =Prevention + Protection+ Preservation +Presentation(by

資安產業(數位鑑識)需求領域

Paul Lin and Jill Slay)

@(資安鑑識能量=ICT(Lab.)+SOP+專業(國際證照)人才, by Paul Lin)

資安鑑識四部曲:資安預防、資安防護、證據保全與專業鑑識
資安是一種風險管理的概念，需要控制可能產生的資安風險，政府透過早期預警、持續
監控、通報應變，以及協助改善等4大面向，來落實以風險管理為核心的資安防護

@數位鑑識是以科學方法與合理程序，對數位證據進行保全、採證、分析及呈現科學
風險控管
智財權保護與蒐證
風險管理
會計稽核與鑑識
反舞弊蒐證
營業秘密外洩蒐證
電子商務
電子病歷

Protection
資安防護

Prevention
資安預防

Presentation
專業鑑識

Preservation
證據保存

電腦稽核
資安防護
駭客入侵
資料外洩
證據保全
資安鑑識

台灣數位鑑

4P’s Model=Prevention + Protection+ Preservation +Presentation識發展協會
(ACFD)理

事長
PDCA Cycle+ 4P’s Model (ISO31000+ISO27005)
/YUMT 林
ISO31000+ISO27002/27005+ISO27014+ISO27037+ISO27017+ISO29151
宜隆教授
21

大數據時代下-資通安全管理及數位鑑識應用新思維與新趨勢
資訊社會新秩序－網路(資訊)倫理、犯罪、鑑識、法律與安全管理相關議題

CyberSpace數位匯流(數位生活)大數據時代

• ITSM與安全管理

資訊
倫理

資訊
法律

安全管理與數位偵查/鑑識
•
(ISO20000+27002+27014+27037+ISO27018+ISO27017+29151)
@行動犯罪化+犯罪行動化(科技犯罪化+犯罪科技化)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
23
@資安基本法,+資安管理法+資安使用者管理辦法
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網路基本法,+網路管理法+網路使用管理辦法

法規
要求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by22行政院科技顧問組,2011及
by Paul Lin) 22

大數據時代下-資安鑑識四部曲:資安預防、資安防護、證據保全與專業鑑識
@金融機構資通安全管理與4P’S防駭策略
@BANKING 4.X:(金融行動化+行動金融化) X 風險管理
(Cyber Forensic & Foresnic Computing)
(4P’S MODEL BY PAUL LIN & JILL SLAY)






資訊
犯罪

資安
需求

資通安全管理法(草案)
沙賓法案
個資法
網銀定型契約
ISO27000
E-Discovery
IFRS
ISO27037 ,DEFSOP
ISO27041-43
ISO27035/27050



4Ps=Prevention + Protection+ Preservation
+Presentation
L1: Prevention: Firewall, IDS,IPS…..UTM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Internet , IoT,Web x.y, FB,BD, IMS,BYOD…)
政府服務 4.X:政府治理化+治理服務化(?)
iIndustry 4.0: 產業行動化+行動產業化(生產力 4.0, O2O)
Banking 4.x: 金融行動化+行動金融化(產業行動化+行動產業化)

商業 社會
活動 秩序

民刑事訴訟需求
反洗錢
反恐
網路犯罪
網路詐欺
民刑事訴訟
第三方支付安全
行動支付

L2: Protection:資訊安全(密碼技術,DES,RSA,SHA,PKI…)病
毒原理(Malicouse Code,AV,AS,AF,CF..) Ransomware
L3: Preservation: ICT Auditing,Cyber Forensics &
Forsensic Engineering,VM/PM/PT



L4: Presentation:DEFSOP, CyberCrime & digital Crime



@@5Ps= 4Ps+ Promotion (Paul Lin)



24
@ISMS:ISO27001+IS27002+27015:2014+ISO27018+ISO27017+2
7037+27041~43+ISO27014(ISG)
+ISO27035:2016(ISIM)+ISO29151:2017(PIMS)+ISO29134

本講義由林宜隆 博士授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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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時代的未來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于2018年11月7日至9日在浙江乌镇举行



大数据时代到来 (2;3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7ed82n7UxQ



《遠見》319期 - 看見未來5分鐘(2: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xxVpv5-zw



2013.05.04遇見未來城市／21世紀原油 大數據時代的台灣機會(6: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XHzEKUNTE



【2014.12.05】經濟新觀點-大數據時代 又稱第五波科技浪潮(2014/12/05) -udn tv(6:4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EBs1QDhKww



大数据时代看看马云对未来有多么的可怕(20171010) (7:54)(O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HvYkZmV6Nk



公視主題之夜 9/19 《網路殺了她 The Sextortion of Amanda Todd》promo(04:4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D4tzQORfV4&index=2&list=PLLhKX7btG59eCuebC9XIv1Y-QG3OtiDj0



2013.05.04遇見未來城市／預知未來 LA警察靠大數據打擊犯罪 (O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bVM_8AJe9k



《财经郎眼》20150601 ：大数据时代来了(43:5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LKadTXN2wY&t=284s



【全球大數據時代】2015貴陽峰會-馬雲、馬化騰參與大數據技術建設會場演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tkH1jdwI2s (4:24)



[中国新闻]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智能引领生活 “未来”已来：刷牙不用挤
牙膏 纸张上面能烹饪 | CCTV中文国际(1:48) (1/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ksDilUzV8&list=PLfA
yWdGHnLdFUGExGc4Vthka1sdDtBHzy
 2018乌镇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技术宣传片(2:13) (o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XhiOajof3s
 5th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China Wuzhen WIC 第五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浙江乌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yUNelzguc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会 5th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China Wuzhen WIC(1:38:3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9-nPH53Nho
26
 马云Jack Ma 2017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演讲完整版：未来三
十年，我们要把机器变成人(8:14) (1/7)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25



大數據(Big Data)內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bx3Q4o9080&list=PL9y-asGj2VfZuz-ajBr8HzcXD1dUfMV1B

巨(海)量資料特徵與趨勢(4V OF BD)-5V

2010

2020

能夠反應不斷且更
快速到達的資料
Velocity (快速)

整合性收集與分析
更多元的資料
Variety (種類多)

超過300
億
RFID 感測裝
置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經濟可負擔的處理
大量成長的資料
Volume (大量)
50x
35 ZB

全球80%
資料為非結
構性

建立巨量資料來 不確定與不準確的資料
1 in 3 企業領導者不信任他們用來
源的可信性
Veracity(真實性) 作為企業決策的資訊真實性
關鍵 – 資料的可信性

27

資料來源：IBM
28

5V: Value 價值

2.美國人事管理局(OPM)再傳2150萬筆個資外洩，局長下台(2015年6月)

1.史上最嚴重個資外洩事件(2011/04)

29







Sony的遊戲主機服務網站PSN外洩7,700萬筆會員資料，2011/5月旗
下影音娛樂網站也相繼淪陷，超過 1億筆會員資料外洩
外洩資料包含用戶帳號、密碼、出生年月日、聯絡地址、電話、e-mail，
甚至包含信用卡資料
Sony公布1.71億美元的善後成本（僅事件通知處理費用），但風險評
估單位Ponemon Institute推估Sony必須付出高達240億美元的善後損
失及天價賠償
29
民眾對Sony失去信心，各項影音娛樂、遊戲硬體、手機、平板電腦都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
(ACFD)理事長/YUMT 林宜
下滑，股市下跌8%(客戶資料保密安全)
隆教授

美國人事管理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OPM）2015年6月對外證實該
機構遭到駭客攻擊，並有420萬筆的前任與現任員工個人資料外洩。然而，上周
OPM更新資料指出，他們發現另一起不同但相關的攻擊行動，危害該組織的背景調
查資料庫，約有2150萬筆的個資受到影響，此一連續遭駭事件也迫使OPM局長
Katherine Archuleta在上周五（7/10）遞出辭呈，並已獲准。
OPM先是在2015年4月發現遭到駭客入侵並有420萬聯邦公務員資料外洩，外洩的
員工資訊包括名字、生日、社會安全碼與家中地址。在調查此一事件期間，OPM在
5月察覺該組織的背景調查資料庫也被入侵，駭客竊取了2150萬民眾的機密資料，
其中有1970萬名是背景調查的申請人，另有180萬名是該申請人的配偶或同居人，
所涉及的資料包括使用者名稱及密碼、社會安全碼、教育資訊、心理健康資訊、就
職紀錄、財務歷史紀錄及犯罪紀錄等，以及其中有
110萬名提供了指紋資訊。
30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
(ACFD)理事長/YUMT 林宜
@客戶資料保密安全
隆教授

本講義由林宜隆 博士授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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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治安史頭一遭 XX銀ATM被盜領7/8千萬元 | 20160712

3.雅虎證實遇駭 5億個資遭竊(2016/9/23)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7120002-1.ASPX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1035142


「國家支持」駭客攻擊



路透引述三位美國情報官員說法，這起駭客攻擊據信由國家支持，類似先前俄
羅斯情報機構或接受其指令的駭客手法。知名資安專家施奈爾（Bruce
Schneier）表示，「這是史上最大的資料盜取事件」，由於受國家主使的駭客
身分等許多疑問待解，對雅虎和用戶的衝擊仍不明朗。
雅虎廿二日聲明指出，被盜走的個資包括用戶姓名、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
出生日期、加密密碼，以及部份非加密的安全問題及答案；但持續進行的調查
顯示，失竊的個資不包括支付卡資料、銀行帳戶資訊、未受保護密碼，示意部
份最有價值的用戶資料沒有失竊



2年前遭駭 今年才發現



雅虎表示，沒有證據顯示駭客仍在雅虎的網絡中，受影響用戶持續接到通知、
帳戶獲得保護；公司正就此事和執法部門密切合作。據指出，雅虎七月接到駭
客網路兜售雅虎帳戶登入資料的報告後，展開深入調查，才發現這起大規模駭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
31
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客入侵案。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BREAKINGNEWS/1759550




經一銀內部調查，被盜領的櫃員機遍及台北市、台中市等地區，共有卅二台櫃員機
遭到破解(ATM)，作案時間密集，集中在本月九日及十日，盜領金額超過七千萬元
。調查局及刑事局今天凌晨均接獲訊息，漏夜展開蒐證偵辦。



據了解，一銀是上月初才推出無卡提款服務，未料昨天即傳出盜領，初步研判是無
卡提款程式被植入惡意程式而異常吐鈔。



根據一銀初步掌握的情況，ATM的錢被領走，

32

5.臺灣有13家證券商證實遭到兩波DDOS攻擊，下一波
攻擊可能在13日(文/黃泓瑜 | 2017-02-10發表)
資安一周[0204-0210]：HTTP://WWW.ITHOME.COM.TW/NEWS/111870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M7bfpZKIOI



券商遭勒索支付10元比特幣 刑事局介入－民視新聞 2017020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zFzCIv5pPY



史上最大宗! 6券商集體遭駭客攻擊勒索 20170204 (OK3) be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2o5EmCmIP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D6q4D1uRr0



駭客又出手 群益證券開盤爆"異常" 2017020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xAvqa6qVjo





趨勢科技全球技術支援與研發中心
HTTPS://BLOG.TRENDMICRO.COM.TW/?CAT=179


【新唐人/NTD】頭一遭！駭客恐嚇台券商勒索10比特幣｜券商｜駭客入侵｜元富｜凱基｜
群益｜投資人｜勒索比特幣｜刑事局｜DDOS (Ok4) 20170204





POSTED ON 2017 年 05 月 14 日 BY TREND LABS

(20170203) (1:47)

新唐人/NTD】駭客勒索嗆今攻擊！券商資安處開會備戰｜券商遭駭｜DDoS｜金管會｜行
政院資安處｜比特幣 20170207 best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3. 駭客警告，2/13日會發動第三波攻擊。

趨勢科技於今年四月中首次監測到勒索病毒（RANSOM_WCRY.C），
最初它透過網路釣魚攻擊誘使使用者從Dropbox網址下載惡意程式；而在
這個週末，趨勢科技發現這個肆虐全球的勒索病毒 Ransomware (勒索軟
體/綁架病毒)利用2017/5/13(週末)期間橫掃全球的勒索蠕蟲「
WannaCry/Wcry」，是第一隻結合蠕蟲擴散行為大規模擴散、遂勒索之
利的勒索蠕蟲，目前於各地都有傳出嚴重受害案例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史上首宗！多家券商遭大規模駭客攻擊 勒索比特幣 (Ok2)

2. 2月7日臺股開盤前，駭客又發動第二波DDoS攻擊，這兩波攻擊總
共有13家證券商受害。

6.史上第一勒索蠕蟲WANNACRY/WCRY大舉入侵，全
球氾濫！趨勢科技教你週一拒當資安人質！

2017年2月3日发布 (1: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gsusqQf3uo
1.臺灣多家證券商於2月3日傳收到駭客勒索的電子郵件，並遭到駭客
發動第一波DDoS攻擊；

34

5.1史上首次!多家券商遭駭客攻擊 勒索比特幣(OK1)


史上首次!多家券商遭駭客攻擊 勒索比特幣 (OK1)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4.1第一銀行發言人段渺芬副總則是證實，該行已在2017年6
月1日，向台產公司投保電腦犯罪保險，保額1.5億元，主因去
年ATM事件發生後，感覺資訊安全很重要，這一兩年來的市
場氛圍，也讓銀行業者願意花錢投保。
 國內金融業被駭客攻擊事件層出不窮，第一銀行率國內全體銀
行之先，向台灣產物保險公司投保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俗
稱電腦犯罪保險），保額1.5億元，年繳保費七、八百萬元，
未來要是又被國際駭客入侵產生損失，將可獲得理賠。
 台灣產物保險企業保險商品部資深經理蘇永阜也說，一銀的這
張保單，保障項目有八個，例如：用電腦指令的偽造變造、植
入木馬程式或電腦病毒、竄改電腦資料、電子訊息之誤傳或竄
改等。保單有10%自負額規定，當損害發生時，在總理賠上限
1.5億元之內，一銀自負損失的10%，其90%由台產負擔。
 ISMS:ISO27001+IS27002+27015:2014+ISO27018+ISO2
7017+27037+27041-43+ISO27014(ISG)+ISO29151:2017
33
 @@有導入相關ISMS , 可減少保費? (因 ISMS認證及犯罪偵查
需求) (by paul Li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GSUSQQF3UO

@@遠端遙控瘋狂"吐鈔"！駭客示範盜領ATM 宅男的世界 20160713 (完整版
)(21:3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yea8iOHIL4 (Best)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一銀34台ATM驚爆遭駭 被盜領7000萬| 自由時報:20160712

［編譯楊芙宜／綜合報導］美國入口網站雅虎公司（Yahoo!）表示，二○一四
年遭到駭客大規模攻擊，至少一半、五億用戶個人資料被竊，包括名字、電話、
生日、密碼等資訊；這起歷來最大規模網路個資竊案的駭客是由「國家支持」。
分析師認為，威瑞森通訊（Verizon）對雅虎核心業務進行中的收購交易恐受到
衝擊。雅虎公司（Yahoo!）公布，網站二○一四年遭駭客大規模攻擊，至少五
億用戶個人資料被竊。（歐新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B_Y2_qhvHI

【新唐人/NTD】8家券商證實遭駭！金管會：無實質傷害｜駭客｜券商｜勒索｜
比特幣｜證券交易所｜金管會20170207 be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y0nTb0aANw
 全台10券商遭恐嚇! 8家遇"駭" 警:疑仿美組織恐嚇 2017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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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駭客入侵遠東銀行SWIFT系統 金管會：損失由銀行承擔



2017-10-06 20:39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BREAKINGNEWS/2215722


〔記者王孟倫／台北報導〕針對遠東銀行發生電腦病毒入侵，金管會今天表示，該行清
查此事件屬於虛偽交易，並非從個別客戶帳戶匯出資金，因此，客戶沒有損失；金管會
也強調，未來若有損失，全額由該行承擔，故客戶權益不受影響。



經查，遠銀遭駭事件並未造成客戶損失，而金管會接獲遠東銀行通報SWIFT系統異常
後，也請其他各銀行進行全面清查；根據其他銀行回報結果，SWIFT系統均屬正常。
(????) ISO27002+27015+27017+27018+27005+29151



為加強金融機構資訊安全維護，金管會並要求各銀行應注意四大事項，



第一、加強各類異常情形之監控，包括資訊系統異動、防毒防駭事件警訊、
internet存取紀錄、派版軟體及病毒碼更新設備等之監控處置。
第二、原則禁止遠端連線。即禁止由外部連線至銀行內部營運區進行系統維護
作業，若真有緊急需要，應加強監控管理，例如身分驗證、授權人工確認等。
第三、防止駭客透過內部系統入侵，將交易系統設定與SWIFT系統脫鉤（即
自動化介接機制，改為人工處理）。









第四、為加強管控通匯交易，交易金額大於一定金額以上者，要求call back確認

37

金管會強調，資訊安全是金融機構須面對並重視之課題，將持續督促金融機構
強化資訊安全防護。ISO27002+27015+27017+27018+27005+29151



聯合筆記／擋不住的駭客入侵潮(金管會除依法核處遠東銀行800萬元罰鍰外，並有三大要求



首先(1)、遠銀提高資安層級、充實資安人力；其次(2)、遠銀全面檢討改善資訊安
全控管機制，並應儘速委由公正、獨立的外部資安專家檢測所提改善措施及整體資
訊安全控管機制的有效性，以及第三(3)、確實檢討相關人員責任。 2017/12/12



如何提升我國資安防護能量及資安鑑識能力? 是政府及企業必要積極
思維及採取有效行動。
建立台灣資安鑑識機制與技術能量(如落實4P's model機制)



遠銀遭駭 金管會籌建金融資安聯防體系2017-10-08



http://m.ltn.com.tw/news/focus/paper/1141815









•

•

包括第一，強化一定資產規模以上銀行，做差異化的法遵風險管理機制
。明訂資產1兆元以上的銀行，應設置專責的法令遵循單位及總機構法令遵循
主管，得兼辦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事項，但不得兼辦法務或其他與職務有
利益衝突的業務。ISMS(ISO27002+27015+27017+27018+27005+29151+…)

•

第二，訂定金控及銀行應建立內部檢舉制度，包括在總機構指定具職權行
使獨立性的單位，負責檢舉案件的受理及調查、檢舉案件，應有標準作業流程
、檢舉內容的保密及檢舉人工作權的保護等事項。這就是所謂吹哨者保護機制

•

第三，訂定資產1兆元以上銀行，應設置具職權行使獨立性的資訊安全
專責單位，應獨立於資訊單位且組織地位相當，並指派協理以上或職級相當
之人，擔任資訊安全專責單位主管。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39

如何完整audit, forensics and clear 所有漏洞?,需要建立更有效
的<資安防護鑑識機制與技術能量>。除提升資安軟硬體系統(如F-ISAC)及符合國
際標準SOP(如DEFSOP),更應培育有效的真正資安六大專業人才。
38
個人建議提出有效的資安六大專業人才包括: 資安攻擊人才，資安防禦人
才，資安鑑識人才，資安偵查人才，資安教育人才，資安治理人才。

其次如何建立及落實台灣資安鑑識機制與技術能量(如落實4p's model機制)。

焦點 - 自由時報電子報。20180107.
HTTP://M.LTN.COM.TW/NEWS/FOCUS/PAPER/1166581










總統府為宣導「資安即國安」理念，去(2017)年底12月11~15日首次主辦「
106年府會資安週—資安即國安」活動，刑事局參與時提供的贈品為250支空
白隨身碟（ＵＳＢ）容量8G；諷刺的是，其中竟有54支感染惡意程式，因涉
及總統府，極為敏感，國安單位擔心事件不單純，且又是在政府辦理資安問
題活動時凸槌，特別要求刑事局徹查。
刑事局表示，惡意程式的檔名為「XtbSeDuA.exe」，功能為竊取個資後，
交給中繼站ＩＰ。2015年，歐盟刑警組織就曾破獲該駭客集團，國際資安廠
商也製作病毒碼，目前一般防毒軟體都可偵測、隔離，且只會在三十二位元
的老電腦發作。
刑事局在活動中以「資安鑑識與勘查」為主軸，邀請民眾一同加入資安神探
行列，體驗將資安鑑識技術與科技偵查結合，在虛擬世界找出關鍵證據，成
為數位時代的福爾摩斯；刑事局並提供隨身碟做為有獎徵答禮品，提高民眾
參與感。
刑事局調查後發現，原來是供應ＵＳＢ廠商作業員所使用的電腦中毒，他測
試隨身碟的容量與良率時，將隨身碟插入電腦，進而造成大批隨身碟中毒，
40
已排除故意及中國方面有意攻擊行為。
應 要求廠商使用「資安鑑識方法測試及檢驗(惡意程式)病毒」
台灣數位鑑識發展協會(ACFD)理事長
/YUMT 林宜隆教授

•

金管會昨(2017/12/21)日發布將預告修正內控辦法，強制資產1兆元以上銀行須
設獨立的資安單位，指派協理以上層級任資安長，並設專責的法遵單位，及建
立吹哨者保護機制，新規定明年首季上路，其中吹哨機制緩衝半年。
目前資產1兆元以上的銀行有15家，金管會銀行局副局長莊琇媛表示，目前只
有中信及一銀兩家銀行，設有獨立的資安單位。已設專責法遵單位的銀行則有
五家，包括中信、國泰世華、花旗、澳盛及匯豐。
金管會已研訂「金控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修正案，近日內
將預告，預計今(2018)年第1季(1-3月)可望上路，這次修正有三大重點，

金管會說:<遠銀有漏洞，駭客入侵走後門>。

更精準說法應是所有金融業可能都有漏洞(如人體未發作的癌細胞，因沒有100%安
全)。

@8.府資安週隨身碟贈品 竟藏病毒 –

@7.2銀行資產逾兆 須設資安單位
•

ISMS(ISO27002+27015+27017+27018+27005+29151+…)





台灣數位鑑識發展協會(ACFD)理事長
/YUMT 林宜隆教授

金管會表示，於10月5日接獲遠銀通報，經該行檢視發現疑似駭客入侵SWIFT系統產
生虛偽交易之情形，已立即要求該行立即強化網路安全防禦。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7.1面對擋不住的駭客入侵潮，從2016年7/10第一銀行ATM盜領案，到2017年
10/7,遠東銀行遭盜領18億台幣案.....等等，駭客入侵造成國安問題，指日可待。

宜隆教授

@數位證據與法定名詞

鑑識科學 (Locards’s Exchange Principle)

鑑識科學(Forensic Science)

(Cyberspace=ICT+ Contents+ people )

(Richard Saferstein, 1981, Criminalistics—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Science, 2nd edition, Prentice Hall)

 定義
 運用科學於執法


科學: 化學, 生物學, 物理學, 犯罪學, 資訊學 …

 目標: 確定犯罪現場及相關證物之證據能力
 科學鑑識(Forensic)顯現出(1)物證、(2)犯罪嫌疑人、(3)被害人、(4)現

場之間的因果性及相關性，進而達到證明犯罪或澄清冤情之目的，刑
事鑑識學便是此種背景而生，一般鑑識就是指刑事鑑識。
 此一科際整合性學門係將各種自然科學應用於法律事務。

 專訪法務部調查局資安鑑識實驗室(04:38)(2016年4月26日发布)

(Cyber Forensics Lab. Of MJIB) (be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ydaR87BfTs&t=9s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41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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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證據的分類

@數位鑑識與行動鑑識

書證
(如文字、Word、
Log檔)

•

可執行

物證
(如程式執行檔
EXE、PE檔)

•

不可執行

其它證據
(如應用程式擴充
檔DLL、目的檔)

可 閱 讀
可 列 印

數位證據

不可閱讀

可 執 行

物證
(如音樂檔、聲音
檔)

不可執行

其它證據
(如加密檔、壓縮
檔)

不可列印

•

•

在的數位化法律證據。
數位鑑識可以定義為：利用科學驗證的方式調查數位證據，經
由數位證據的擷取、分析、還原等過程，還原事件原貌，以
利事件調查，並提供法庭訴訟之完整依據。
行動鑑識屬於數位鑑識的其中一部份，指所有對行動裝置上的數位資料
進行保存、識別、萃取、分析及鑑定的行為。手機中儲存的資料，以電
磁紀錄存在，此即所謂的數位證據，手機上的證據，屬於數位證據在行
動鑑識的延伸。
「資安鑑識(Cyber Forensics) 」為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創會理
事長林宜隆教授所提出最新名詞，資安鑑識廣義領域包括「資安預防

(Prevention)、資安防護(Protection)、證據保全
(Preservation)及專業鑑識(Presentation)」等四大階段，
•

數位證據的分類（本研究整理& by Paul Lin,2000）
43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BS7799/ISO27001/
ISO27002/27014/27005/
27017/27009
資通安全管理理論
資訊政策理論
網路通訊政策
資安風險管理
電信資安管理(ISO27011)
醫療資安管理(ISO27799)
金融資安管理(ISO27015)
能源資安管理(ISO27019)

數位鑑識(Digital Forensics)又稱電腦鑑識(Computer Forensics)或資安鑑
識(Cyber Forensics)屬於鑑識科學的分支，用以取得數位資料中存

@數位鑑識核心能力

由國內學者林宜隆教授與澳洲Jill Slay教授所提出之4P’s Model理論，
於資安鑑識領域中要如何建立需具備強大資安鑑識能量,其應包括
CyberLab實驗室(如符合ISO17025)
、標準作業程序SOP (如符合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
44
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ISO27037)與國際專業鑑識人才(如符合ISO17024)。

Resource Centre for Cyber Forensics (RCCF in India) is a pioneering
institute, pursuing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e area of Cyber Forensics.
http://www.cyberforensics.in/?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資訊政策與安全管
理

刑事鑑識
電腦鑑識
刑事科學
電腦科學
數位證據
刑事司法
犯罪偵查
網路犯罪學
資訊鑑識
ISO27037,
ISO27041~43
ISO27035
ISO27050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三個領域之交集範圍為
本研究取向

資訊安全技術
網路安全技術
網路管理
Hacking
IDS & Firewall
VPN,VM,PT
ISO27017/
ISO27018
ISO29151
ISO29134
45







@RCCF was set up with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Developing indigenous Cyber Forensics tools.
Providing training on Cyber Forensics to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LEAs)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to LEAs for cybercrim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Supporting LEAs for setting up of Cyber Forensics Laboratories.










@RCCF has identified the following thrust research areas:
Disk Forensics
Network Forensics
Mobile Device Forensics
Live Forensics.
Memory Forensics
Multimedia Forensics
Internet Forensics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
隆教授

These computer forensics Tools can also be classified
into various categories: (by Infosec Institute)

Cyber Forensics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 Murdoch University

http://resources.infosecinstitute.com/computer‐forensics‐tools/#gref

To expand your expertise even further you can combine Cyber Forensics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with another major, such as Computer Science, Business ...












Disk and data capture tools
File viewers
File analysis tools
Registry analysis tools
Internet analysis tools
Email analysis tools
Mobile devices analysis tools
Mac OS analysis tools
Network forensics tools
Database forensics tools

46

www.murdoch.edu.au/.../Cyber‐Forensics‐and‐Information‐Security‐(BSc)

 What Is CISSP Certification?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
隆教授

47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
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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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Purdue Cyber Forensics
The Purdue Cyber Forensics Lab is a leading computer forensics' research facility.
The lab specializes in applied and basic research, providing education & training
and also providing investigative support to law‐enforcement agencies all over the
world. Our strengths lie in the applied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for
the technical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 that exist in our specific domains. Our
involvement with local, state, and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nd other private entities keeps us on the cutting edge of
identifying and engaging future trends and threats.

美國對數位鑑識能量的投入
數位鑑識為 國際四大會計
公司風險管理 師事務所均已
之重要基礎 成立相關部門

施行沙賓、
Basel II法案

FBI數位鑑識實驗室(RCFL)
2002年6個2010年16個(by paul Lin)
開放民間公司實驗室承辦鑑識工
作

網際空間國際戰略
2011年5
月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
隆教授

49

資安產業(數位鑑識)需求領域

E-discovery(2006.11)
電子蒐證(發現)法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宜隆教授
處理不當會左右訴訟成敗

我國數位鑑識發展規劃
(資安鑑識能量=ICT(Lab.)+SOP+專業(國際證照)人才, by Paul Lin)

@(資安鑑識能量=ICT(Lab.)+SOP+專業(國際證照)人才, by Paul Lin)
@數位鑑識是以科學方法與合理程序，對數位證據進行保全、採證、分析及呈現科學
風險控管
智財權保護與蒐證
風險管理
會計稽核與鑑識
反舞弊蒐證
營業秘密外洩蒐證
電子商務
電子病歷
電腦稽核
資安防護
駭客入侵
資料外洩
證據保全
資安鑑識

商業 社會
活動 秩序
資安
需求

法規
要求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by51行政院科技顧問組,2011及
by Paul Lin) 51

打擊網路犯罪
強化數位鑑識能量
50
與執法人員訓練
建立SOP/DEFSOP

民刑事訴訟需求
反洗錢
反恐
網路犯罪
網路詐欺
民刑事訴訟
第三方支付安全
行動支付

智慧財產(IPR)

營業秘密及個資法

需求面

認知訓練
優質環境
科技認知
專業認證

資通安全管理法(草案)
沙賓法案
個資法
網銀定型契約
ISO27000
E-Discovery
IFRS
ISO27037 ,DEFSOP
ISO27041-43
ISO27035/27050

技術發展

法律規範
數位鑑識
需求增加

品質公信力

軟體工具

環
境
面

實
驗
室

數位
鑑識

人
才

技術法規
兼籌並顧

供應面

帶動資安產業
開拓國際市場

標準程序

遵循法規

科技競爭力

鑑識產業
擴大服務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宜隆教授

官方鑑識

商用鑑識

資安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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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行政院科技顧問組,2011及 by Paul Lin)

我國數位鑑識能量規劃與發展現況

圖4,5示作者是台灣第一位學者拜訪美國FBI加州聖
地牙哥RCFL現場研習鑑識方法及工具操作(1999)

@建構數位證據鑑識標準作業程序(DEFSOP)(2003)

圖6 作者與美國FBI加
州聖地牙哥 RCFL主任
合照 (1999)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宜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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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宜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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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義由林宜隆 博士授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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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數位鑑識能量規劃與發展現況

資安專業人才

@我國資通安全專業人才培育規劃
( by Paul Lin,2005/2008)

iIndustry 4.X: 產業行動化+行動
產業化(生產力 4.0)

資安防護人才(Q/Y, UNIT,Contents)
 資安攻擊人才(CIISP,CEH,ISO27005)
 資安鑑識人才(ACE/EnCE/CFCE/UCE/CFE)
 資安偵查人才(CFCE/CFE,ISO27037,ISO27041-43)
 資安教育人才(ISO27001/27009 LA, ISO27007,ISO27003)
 資安治理人才(ISO27014,ISO27017,ISO27018,ISO27035)


20150702
ide@ Taiwan 2020
（創意臺灣）
(2016-2020)
20161215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
展方案(2017~2025年)
DIGI+2025發展方案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資安鑑識能量=ICT(Lab.)+SOP+專業(國際證照)人才,
by Paul Lin)
宜隆教授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
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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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數位鑑識產業實務人才培育計畫

我國資通安全專業六大人才架構



ACFD規劃Courses
1. 數位鑑識管理專家(DFMP)
2. 數位鑑識技術專家(DFTP)
3. 數位鑑識檢查專家(DFEP)
4,數位鑑識分析專家(DF Analysis professional,DFAP)



For (ISO27037+ISO27041-43+27035/27050)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林宜隆教授暨台灣數位鑑識發展協會(ACFD)理事長應邀擔
任「數位鑑識人才培育產學策略聯盟」暨「國際數位鑑識產業實務人才培育
計畫」記者會主持人及共同簽署聯盟成立。產學聯盟成立 培育數位鑑識人才



2017年08月25日 04:11 台北訊(工商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825000222-260208
台灣數位鑑識發展協會（ACFD）創會理事長暨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教授林宜隆、
台灣數位鑑識發展協會秘書長暨長庚大學教授許建隆、國際知名數位鑑識公司
58
Cellebrite以及高田科技公司，共同成立「數位鑑識人才培育產學策略聯盟」，整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合四方之資源、技術、人才、實務，攜手培育國際數位鑑識資安人才。








觀察目前我國大學或其他研究機構，仍有絕大部份
比例是偏重於資通安全技術層面包括資通安全教育
人才、資通安全攻擊人才及資通安全防護人才。
而對資通安全鑑識人才、資通安全偵查人才及資通
安全治理人才等三方面仍略顯不足，因此為了提昇
我國資通安全數位證據鑑識能量，完整規劃我國資
通安全六大專業人才的培育，加強學校、政府與民
間之研究機構的配合，是當前刻不容緩的工作。
資通安全管理與數位鑑識=(數位偵查與資安鑑識,ICT 治理
(ISO27014), CA/CM, 舞弊稽核與ICT稽核, 鑑識會計與證
據保全, CCO…etc)(ISO27037+ISO27041-43+27035/27050)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宜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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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如同行動電腦存在大量的電磁記錄（即數位證據），這些記錄
是具備鑑識價值的數位證據。基於資通訊安全事件偵測及偵查(如國際標
準ISO27043/ISO27035)，以及司法訴訟舉證(如國際標準ISO27037及
ISO27041)之需求，證據保全及數位鑑識將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數位鑑識乃針對資安事件進行事前蒐證、事中分析與事後報告(如國際標
準ISO27043及ISO27050/27035)，在事件發生後鑑識報告可作為法律訴
訟證據，並符合DEFSOP(Digital Evidence Forensics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by Paul Paul and Jill Slay)數位證據鑑識標準作業程序及
CIAC(Consistence, Integrity, Accuracy, Compliance by paul Lin)鑑
識基本原則，並透過調整公司資安政策達到預防企業機密資料外洩、保護
個人資訊資料、避免駭客攻擊等符合4P’S Model(Prevention,
Protection, Preservation and Presentation)防護資安措施，有助於揪出
企業內外的有心人士，協助企業保護相關機敏資料。
例如：106年一銀ATM盜領駭客入侵事件，便是透過數位鑑識技術，找出犯罪之源始
事證。此外，數位鑑識技術亦可作為企業資料救援與還原之關鍵技術。有鑑於此，傳
統的鑑識設備與方法，將不足以蒐集手機裡的數位證據。對於數位證據的認知與理解、
鑑識工具的選擇與使用(如國際標準ISO27041~43)，將是數位鑑識人員必需具備的主
要專業知識與基本認知。然而，數位鑑識技術屬跨領域的資安鑑識科學(Cyber
Forensics Science or Forensics Computing)，其涵蓋資安科技、法律規範與犯罪行為
科學等領域，培訓具產業實務能力之資訊安全人才實屬不易，因此我國數位鑑識資訊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59
安全人才之供給與需求一直處於嚴重缺口狀態。
宜隆教授









分析+偵查+鑑識+法制
as Cybercrime SDLC(Cybercriminal justice
System,CCJS) (by Paul Lin)















第 154 條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不得認定犯罪事實。(SOP)
第 155 條證據之證明力，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 但不得違背經驗法
則及論理法則。
無證據能力、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不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資安鑑識能量(網路犯罪偵查)(經合法調查之證據)=
(Lab.(Tools)+ SOP(方法論) + 專業人才) x KE(知識工程)
1.推理法則==經驗法則+論理法則 for 證據之證明力
2.偵查技術法則+證據收集技術法則=犯罪分析+刑事偵查+刑事鑑識 for證
據之證據能力
3. 合法調查之證據=( Lab.(Tools)+ SOP(方法論) + 專業人才)x KE

~Q imply ~P = P imply Q
經合法調查(SOP)之證據, 則具證據能力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宜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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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犯罪偵查知識工程化五大階段:
(Incident investigation principles and processes)(ISO27043)
國內學者林宜隆教授提出犯罪偵查知識工程化係為：欲使犯罪偵查走向合理化、科學化、系統
化及規則化等專業職能，應具備下列五項基本原則：（如圖1）

@經合法調查(SOP)之證據, 則具證據能力
犯罪偵查知識工程
知識工程化五大階段

數位鑑識/偵查國際標準(SOP)
ISO/IEC 27035:201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curity techniques —

Information security incident management(ISIM)

62

ISO/IEC 27037:2012 covers identifying, gathering and
preserving digital evidence(DEFSOP)

偵查知識工程化

ISO/IEC 27041:2015 Guidance on assuring suitability and
adequacy of incident investigative methods.(SOP)
ISO/IEC 27042:2015 Guidelines for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digital evidence(證據能力)
ISO/IEC 27043:2015 Incident investigation principles and
processes (證據能力與證明力, 證據有效性)資安事故處理
ISO/IEC 27050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curity
techniques — Electronic discovery
61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
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圖1：犯罪偵查技術及推理法則運用之流程圖

2018年02月11日 04:10 中國時報 張孝義／台北報導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211000542-260106


通訊軟體LINE、WeChat成為新型態犯罪聯絡工具，增加犯罪偵查的困難，為克服盲點，台
灣高檢署提撥經費，由台北、高雄等分別在北、中、南、東的8個地檢署，成立數位採證中
心，迅速蒐證提升打擊犯罪效率，剛被高院裁定5000萬元交保的前立法院祕書長林錫山、
樂陞案被台北地院判刑18年的許金龍等，就是還原手機內的重要訊息才得以定罪。



高檢署檢察長王添盛表示，科技化時代的犯罪者已很少用傳統電話方式聯繫，改用
LINE、WeChat來聯絡，讓犯罪查緝遇到瓶頸，尤其是毒品、詐欺案件的犯罪者，更
是充分利用通訊軟體，如何快速破解這些網路通訊軟體，是犯罪偵查的重要課題。
還有許多重大經濟犯罪也是從涉案人查扣的手機中，還原被刪除的事證，如轟動一時
的兆豐金案，檢方就是從多名重要被告的手機還原資料，讓案情獲得重大突破；甚至
檢方向法院聲請羈押禁見，也是破譯了手機中指示湮滅證據的訊息才獲法院裁准。
以往對於查扣手機都是委由專職電腦犯罪偵查的刑事局偵九隊、調查局資通安全處破
譯，但畢竟是間接執行，往來難免耗時，對時間緊迫的舉證或情報掌握難收迅速的效
果，高檢署雖然早就認為建置數位採證中心刻不容緩，但是礙於經費無法立竿見影。
嚴查毒品犯罪是數位採證中心整個計畫的轉機。高檢署建置了全國毒品資料庫，並整
合檢、警、調、海巡、憲兵、關務六大系統強力掃蕩毒品，獲行政院全力支持，動用
第二預備金採購相關設備，在全國8個地檢署成立數位採證中心，提高地檢署直接採證
的能量。 (行動犯罪化+犯罪行動化(科技犯罪化+犯罪科技化)
王添盛很有信心的說，經由8個地檢署建置的數位採證中心，並支援協助相鄰地檢署的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63
宜隆教授
採證，在毒品、詐欺、跨國犯罪及其他類型犯罪偵辦上能有重大突破，有效打擊不法，
迅速蒐證提升打擊犯罪效率。







新版個資法對政府整體資安管理及數位鑑識之衝擊與挑戰


主題：「新版個人資料保護概念架構與理論基礎」



MOP 理論=<規範對象>+<規範內容>+<規範行為>



<規範對象>(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
65







<規範內容> (個資定義+個人資料檔案)
包括個人的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
教育、職業、病歷、醫療、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聯絡方式、財務情況、
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識別該個人之資料。

指依系統建立而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檢索、整理之個人
資料之集合。(個人資料檔案ICT)

<規範行為>(IPO model)---ICT=PLSE+PDCA
蒐集、處理及利用個資。&27,28,29(資安力) &22,23,24(稽核鑑識力)




發稿時間：2018/05/11 13:5 (1/2)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5110167-1.aspx
 （中央社記者陳俊華、蘇龍麒台北11日電）立法院院會1070511今天三讀通
過資通安全管理法(1080101資通安全管理法施行)，明定經行政院公告的關鍵
基礎設施提供者，應提出資安維護計畫，若遇資安事件未通報，最高可處新
台幣500萬元罰鍰。
 立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在106年12月20日初審資通安全管理法草案。行政院
版草案中，原本第18條「政府必要時得派員進入非公務機關場所檢查」，遭
外界質疑是政府假資安之名，侵害人權。政院版條文中，原本授權行政機關
在發生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時，得派員進入非公務機關檢查，但因擔心未來行
政機關會擴權式發動檢查，因此刪除該條文，將檢查義務回歸到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像是高鐵的資通安全管理，就由交通部來檢查。
 政院版草案中，原規範對象除公務機關、公營事業及政府捐補助的財團法人
之外，還依行政院訂定的「國家關鍵基礎建設安全防護指導綱要」，分為水
資源、通訊傳播、交通、銀行與金融、緊急救援與醫院、中央與地方政府機
關、高科技園區等八大功能領域。但有立委認為範圍過於廣泛，三讀通過條
文中，將「關鍵基礎設施」定義為實體或虛擬資產、系統或網路，其功能一
旦停止運作或效能降低，對國家安全、社會公共利益、國民生活或經濟活動
有重大影響之虞，「經行政院定期檢視並公告之領域」。條文明定，中央目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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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隆教授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徵詢相關公務機關、民間團體、專家學者意見後，指定關
鍵基礎設施提供者，報請行政院核定，並以書面通知受核定者。

個資法施行細則§12
第十二條 本法所稱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安全維護事項或適當之安全措施，指公務機
關或非公務機關為防止個人資料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漏，採取技術上及組
織上之必要措施。
前項措施，得包括下列事項，並以與所欲達成之個人資料保護目的間，具有適當比例
為原則：(PLSE model)

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自然人、企業法人、其他團體（三人以上即可視
為團體）)。



FDIS 27050-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curity techniques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Electronic discovery -- Part 1: Overview
and concepts

立院三讀資安法, 未通報資安事件可罰500萬

數位採證中心 讓證據起死回生



ISO/IEC



一、配置管理之人員及相當資源。(ICT(Lab.)+SOP+專業(國際證照)人才)
二、界定個人資料之範圍。(個資盤點)(ISO27018)(ISO29151)
三、個人資料之風險評估及管理機制(ISO27005/ISO29151/ISO29134)。
四、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行政院資安辦)(ISO27041~43)
五、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之內部管理程序。(IPO Model )
六、資料安全管理及人員管理。(DSM&HRM,ISO27005)
七、認知宣導及教育訓練。(AM)(ISO27002)
八、設備安全管理。(DSM/MDM,BYOD,ISO27002)
九、資料安全稽核機制。(CISA/CISM)(ISO27017/ISO27008)
十、使用記錄、軌跡資料及證據保存。(ISO27037/CRISC/DEFSOP)
十一、個人資料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ISO22301)














資安鑑識能量

@資安鑑識能量=ICT(Lab.)+SOP+專業(國際證照)人才



=Cyberlab.(ISO17025)+SOP(ISO27037)+鑑識人才(ISO17024)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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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lab.(ISO17025)+SOP(ISO27037)+鑑識人才(ISO17024)



個資保護管理=PIIMS=ISO29151:2017+29134:2017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
65
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宜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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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簡介
ISO 新編號

原標準標號

27000

雲端安全與數位鑑識偵查標準

名稱

ISO/IEC

27017:2015 will cover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trols for
cloud computing.
ISO/IEC 27018:2014 covers PII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in public clouds.(PIISMS)

Vocabulary and Definitions
ISMS Requirement Specification

27002

BS7799-1
ISO 17799

Code of Practice of ISMS

27003

ISO 24742

ISMS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

27004

-

27005

BS7799-3

ISMS Metrics & Measurement

27006

-

ISMS Risk Management
Guidelines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disaster recovery services

ISO27011:2010 for telecommunications organizations(電信產業)
ISO27015:2014 for financial services organizations. (金融產業)
ISO27799:2008 for Health care (health sector )(醫療產業)
ISO27037:2012 for digital evidence (數位證據)

67
ISO27014:2013 for ISG
ISO27017:2015+27018:201467for Cloud Security+PIISMS
ISO29151+29134 for PIMS
http://www.iso27001security.com/index.html

重要執行策略與行動方案(2013-2016)
目標

執行策略

行動方案

3.1. 掌 握 資 3.1.1.建構資安防護技術研究能量
安防護自主
3.1.2.推動資安防護技術整合應用
技術
3.2. 加 強 網 3.2.1.強化網路犯罪偵查科技應用
路犯罪偵查
3.2.2.建置網路犯罪偵查整合性「知識庫」
目標三 能量
奠基資 3.3. 建 立 數 3.3.1.完善數位證據保全及相
安技術 位 證 據 保 全 關標準作業程序
能量， 及鑑識能量 3.3.2.研議建立數位鑑識實驗
室驗證制度
整合科
3.4.1.建置國家軟體資產控管機制
技實務
3.4. 強化軟
3.4.2.推動「安全軟體發展生命週期（
應用。
體安全管理

SSDLC）」
3.5.1.建構政府行動軟體(APP)安全檢
3.5. 建 構 政 測機制
府行動化安
3.5.2.規劃政府行動化安全防護機制
全機制
3.5.3.提升政府無線網路安全措施

69

協辦單位

經濟部、國安局、資通安
全辦公室
資通安全辦公室

內政部、法務部

資通安全辦公室

法務部、內政部

資通安全辦公室

法務部、內政部

資通安全辦公室

資通安全辦公室

各機關

資通安全辦公室

科技會報辦公室、
各機關
研考會
研考會

資通安全辦公室

研考會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FDIS 27050-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curity techniques -Electronic discovery -- Part 1: Overview and concepts

(Computer Forensics,Cyber Forensics)

資通安全辦公室

資通安全辦公室

68

ISO/IEC

(Warren G. Kruse ii and Jay G. Heiser, 2002,

主辦單位

資通安全辦公室

ISO/IEC 27050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curity techniques —
Electronic discovery

@電腦鑑識(數位鑑識)方法與基本原則

國科會、經濟部、國防部

內政部、法務部

ISO/IEC 27037:2012 covers identifying, gathering and
preserving digital evidence(DEFSOP)
ISO/IEC 27041:2015 Guidance on assuring suitability
and adequacy of incident investigative methods.(SOP)
ISO/IEC 27042:2015 Guidelines for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digital evidence(證據能力)
ISO/IEC 27043:2015 Incident investigation principles
and processes (證據能力與證明力, 證據有效性)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BS7799-2
ISO 24743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
/YUMT 林宜隆教授

27001

Computer Forensics – Incident Response Essentials, Addison Wesley)

The IPCC Model by Paul Lin(1995/2012/2014)

 定義：（資通安全鑑識）
 以周延的方法及程序保存, 識別, 抽取, 記載, 及解讀電腦及網路
媒體證據與分析其成因之科學
 方法與基本原則 (CIA+C)(CIAC)
 在不改變或破壞證物的情況下取得原始證物(I完整性）
 證明所抽取的證物來自扣押的證物(A準確性）
 在不改變證物的情況下進行分析(C一致性)
#C (Compliance)符合性：數位鑑識過程必須符合法律規範的，
如此產出的結果才具有證據能力。(C 符合性)(By Paul Lin)
(Albert J, Marcella Jr. and Robert S, Greenfield , 2002/2010, Cyber
Forensics- A Field Manual of Collecting, Examining, and Preserving
Evidence of Computer Crimes)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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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數位鑑識標準作業程序(DEFSOP)比較分析
作者

程序
1. 準 備 工 作 (Preparation) 、 2. 文 件 紀 錄

Kuchta
(美國學者)

(Documentation) 、 3. 收 集 (Collection) 、 4. 鑑 定
（ Authentication) 、 5. 分 析 (Analysis) 、 6. 保 存
(Preservation) 、 7. 結 果 (Production) 、 8. 報 告
(Reporting)

Kruse &
Heiser
(美國學者)

1.保存證據、2.檢驗證據、3.案件分析與陳述、4.呈現
結果
1.原理概念階段(原則、法規、認知) 2.準備階段(授權、

林宜隆
(國內學者)
DEFSOP

安全政策、確定人事時地物、準備工具、資料探勘) 3.
操作階段（蒐集、分析、鑑定）4.報告階段(撰寫、呈現
驗證、法庭準備、建檔學習)

※綜合專家學者對數位鑑識程序的觀點，並歸納出數位鑑識流程不外乎有
下列幾點：準備工作、搜尋、保存、復原、分析、檢查、鑑定及呈現結果。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71
宜隆教授

參考資料：司法新聲101期第4篇數位證據鑑識標準作業程序（DEFSOP)與案例實證之研究

數位鑑識標準作業程序(NIST/ISO27037)比較分析
國際標準

程序
1.保存階段
(Preservation)
2.萃取階段
美國國家
(Acquisition)
標準技術
3.檢驗與分析階段
局
(Examination
NIST
Analysis)
4.報告階段
(Reporting)

與DEFSOP對應關係

NIST 鑑識流
程

and

1.識別階段
(Identification)
2.蒐集階段
(Collection)
ISO 27037
3.萃取階段
(Acquisition)
4.保存階段
(Preservation)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ISO
2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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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隆教授
參考資料：司法新聲101期第4篇數位證據鑑識標準作業程序（DEFSOP)與案例實證之研究/International
Standard, 2012/10/15,ISO/IEC 27037

本講義由林宜隆 博士授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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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證據鑑識標準作業程序之原理及規範架構

DEFSOP數位鑑識的有效性(CIAC)
(4P’s Model)
有效性
DEFSOP
原理概念階
段
準備階段

操作階段
報告階段

4P’s模型
預防

(Prevention)

防護

(Protection)

適法性

完整性

正確性

一致性

說明
C:採用符合法律
及法規的程序進
行證物鑑識

ˇ

ˇ

保全

ˇ

(Preservation)

呈現

ˇ

(Presentation)

I: 在 不 改 變 或 破
壞證物的情況下
取得原始證物
A:在不改變證物
的情況下進行分
析
C:證明所抽取的
證物來自扣押的
證物

※每個階段都包含有效性；但每個階段各有強調的功能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宜隆教授

證據鑑識標準作業程序(DEFSOP)之原理及規範
第三版2008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宜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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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司法新聲101期第4篇數位證據鑑識標準作業程序（DEFSOP)與案例實證之研究(林宜隆)

未來資通安全及數位鑑識新知識與新科技
(Cyber security Manag.)

數位證據鑑識標準作業程序



Hacking and Attack/Defence Strategy
Secure Code / Secure SE
Cybercrime and CyberForensics
Digital Evidence and Cyberevidence
Cybercriminology(如MOP理論, 情境犯罪預防理論)
Cyberlaw
ISMS(ISO17799:2005/BS7799/CNS17799/17800/ISO27001:
2005)+ISO27037+ISO27041-43
ITSM(ISO20000);
BCM(BS25999/ISO22301)::ISO29100+ISO27018+ISO27017
Cyber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Governace(ISG/CSG)
CISA/CISM/CGEIT/CRISC for ISACA by Pass ISO17024



Cloud Computing and Cloud Security/Forensics(雲端服務與安全管理)



宜隆教授
資安鑑識能量=Cyberlab.(ISO17025)+SOP(ISO27037)+鑑識人才(ISO17024)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
隆教授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75

網路犯罪理論與實務

數位鑑識偵查能量

(網際網路與犯罪問題第三版)2009/04/01

Cybercrime :Theory and Practice



數位鑑識偵查能量=Lab.(Tools)+ SOP(執法
SOP)+專業人才



如何建置符合國際標準的數位鑑識實驗室及工具
如何建構數位鑑識的SOP及方法論(DEFSOP)
如何培育數位鑑識的專業證照人才(EnCE, ACE,UCE)

作者：林宜隆
出版社：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
事長/YUMT 林宜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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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鑑識能量
=Cyberlab.(ISO17025)+SOP(ISO27037)+鑑識人才
(ISO17024)



i- SOC



=ISMS(ISO27001)+ITSM(ISO20000)+BCM(ISO22301)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
78
宜隆教授
+PIPM(ISO29100/ISO29151)+DE(ISO27037)by
Paul Lin

本講義由林宜隆 博士授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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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space2017研討會

2017個資保護新紀元 研討會【邀請函】
<新資安，新標準，新觀念>

106年11月24‐25日,中央研究院
主題:網際空間治理、資安鑑識與創新經濟

 國際資安標準最新趨勢討論，提供橫跨政策、產業之資安領域新訊！
 近日來，國內外沸騰一時的資安與個資洩漏事件層出不窮，如勒索病毒、智慧支付平

cyber2017.citi.sinica.edu.tw

台的洩密風險等，再度突顯了資安與個資管理的重要性！為展現良善資安與個資管理
的最佳途徑，透過全球最新公告的國際個資標準(ISO 29134/ ISO29151) 解析，讓貴賓
對於如何強化資訊安全及提升個資保護能力有更多瞭解。並邀請政府、產業界資訊專
家蒞臨現場與大家互動交流。
 自2005年以來迄今ISO標準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驗證(ISO27001)已取代了BS標準，發展
至今更擴大到各特定領域的延伸指引與驗證，如雲安全ISO27017、電信事業ISO27011、
醫療領域ISO27799:2016(最新版)等。在隱私暨個資(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PII)保護領域，自2011年開始ISO發佈了隱私框架標準ISO29100，於2014
年發佈了公用雲個資保護標準ISO27018，此兩標準也成為CNS國家標準，基於個資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為資訊(Information)之一特殊類別的基礎上，
ISO自2017年將發佈隱私衝擊評鑑ISO29134及個資保護ISO29151標準，做為個資安全管
理系統(PIISMS，基於ISO27001)延伸指引與驗證(經由ISO27009)的標準，自此個資保
護的標準與驗證也將跨入了新的紀元，各組織可以經由現有的ISMS/ISO27001驗證而
延伸至PIISMS驗證，做為展現良善資安與個資管理的最佳途徑。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暨能力發展委員會(ACFD‐CDC)為致力於台灣數位鑑識政策、市場、人才
及應用的標準化、產業化、專業化與創新化之推手，與來自加拿大(Canada)的代表性驗證機構
TCIC及其台灣分公司環奧國際驗證有限公司(TCIC Ltd.)聯合主辦本論壇，將於本論壇提供參加來
賓第一手的ISO個資安全管理系統指引與驗證的資訊，並探討個資風險管理的架構與指引。







活動時間：2017年7月6日(星期四) 下午01:30‐05:10
活動地點：中國文化大學大夏館B1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231號]
主辦單位：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
執行單位：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能力發展委員會(ACFD‐CDC)
隆教授
環奧國際驗證有限公司(TCIC Ltd.)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
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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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資通安全與ISG新知識與新科技

Cyberspace2018研討會

http://www.crime.cpu.edu.tw/cyber2009/ 輔大資管系
(cyber2009研討會:98年11月13日)
主題: ICT治理與資安風險管理
http://www.crime.cpu.edu.tw/cyber2010/ in MCU銘傳資管系
(cyber2010研討會:99年11月19~20日)
主題:雲端服務與安全管理
(cyber2011研討會:100年11月25~26日) in TKU淡江資管系
主題:雲端安全服務與個人資料保護
http://www.ypu.edu.tw/cyber2012/
(cybre2012研討會:101年12月26日) in YPU元培資管系
主題: CIIP與個人資料保護
http://www.ypu.edu.tw/cyber2013/
(CIIP研討會:102年03月29日) in YPU元培資管系
主題: 國家資安發展與CIIP推動
(cyber2013研討會:102年11月22~23日) in CCU中正大學會資系
主題:鑑識會計與個人資料保護
http://cyber2013.conf.tw/
(cyber2014研討會:103年12月5日)台北商業大學
主題: (雲端服務應用、安全與稽核)
cyber2015研討會:104年10月24日致理科技大學
主題: (大數據時代:智慧生活與行動安全及隱私權)
cyber2016研討會:105年11月18-19日大同大學
主題:新引擎:翻轉資安科技、創新服務與風險管理

107年11月16‐17日ACFD&大同大學&CSA
主題:數位轉型:數位治理、數位國土、數位經濟與數位健康
http://cyber2018.ttu.edu.tw

cyber2017研討會:106年11月24-25日中央研究院
主題:網際空間治理、資安鑑識與創新經濟
cyber2018研討會:107年11月16-17日YUMT&ACFD&大同大學&CSA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
隆教授

81

82

主題:數位轉型:數位治理、數位國土、數位經濟與數位健康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理事長/YUMT
林宜隆教
http://cyber2018.ttu.edu.tw
授

本講義由林宜隆 博士授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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