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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系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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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系統簡介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資通安全作業管考系統
(Security Project Management, SPM)

目的

依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架構，分層管理，以落
實完成各項資安相關工作

範圍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提報作業

資安稽核

大陸廠牌資通訊設備清冊

行政命令和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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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資安相關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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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人員身分驗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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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申請、權限開通

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7



管考系統帳號申請手冊

可參考管考系統首頁重要公告
https://spm.nat.gov.tw/：

管考系統帳號申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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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pm.nat.gov.tw/


管考系統帳號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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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實施情形提報作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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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系統登入

右上角「登入」

如未登入，則看不到功能選項，僅有顯示重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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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實施情形填寫

登入後點「機關-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
(108、109年)」

展開後點「填寫、審核、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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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畫面-填寫狀態總表

應填報項目：

實施情形檢核表

附表1-機關專職人力

附表2-經費配置

附表3-機關資通系統與服務資產清冊

機關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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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D、E級機關無需填寫



實施情形檢核表填寫原則

採勾選填空式，勾選之填空區域為必填

所有實施項目皆為單選

部分欄位無需填寫辦理情形(如經費配置、系統
盤點)

欄位可填寫文字上限為255字元

若預設文字無法充分反應辦理情形，請於補充
說明(選填)中說明相關細節(每項都有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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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業務及其重要性

1.1核心業務及重要性盤點

有關核心業務及核心資通系統之定義，請參考資通
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第7條：

一、公務機關依其組織法規，足認該業務為機關核心權責
所在。

二、公營事業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主要服務或功能

三、各機關維運、提供關鍵基礎設施所必要之業務。

四、各機關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第四條第一款至
第五款或第五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涉及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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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之訂定

2.1資通安全政策訂定及核定

若機關之資安政策已訂定於文件內，則選第二項，
並填寫文件編號、名稱及章節即可

若無訂定於文件(如僅公布於網站、電子郵件宣導)，
則將資安政策敘明於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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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之訂定

2.2資通安全目標之訂定

同資安政策(詳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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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之訂定

2.3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宣導

如109年有宣導，則填寫宣導方式

若無則選「未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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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之訂定

2.4 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定期檢視

機關的資安政策及目標，於109年中有無檢視

可能透過會議檢視或簽陳主管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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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置資通安全推動組織

3.1設定資通安全長

資安法第11條：公務機關應置資通安全長，由機關
首長指派副首長或適當人員兼任，負責推動及監督機
關內資通安全相關事務。

請加上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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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置資通安全推動組織

3.2 設置或加入資通安全推動小組

若機關有設置，或參加其他機關設置之資通安全推
動小組，請填寫相關開會情形(第一、二項)

若無設置也無參加，則選第三項

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21



4.專責人力及經費之配置

4.1 專職(責)人員配置

此項無必選欄位，(因為有附表1-機關人力配置及應
辦事項-資安專責人員)， D、E級機關無需填寫人力
配置相關項目，但應敘明資安相關業務承辦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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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專責人力及經費之配置

4.2 經費之配置

此項無必選欄位，相關細節需填「附表2-經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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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資訊及資通系統之盤點及核心資通系統、
相關資產之標示

5.1 資訊及資通系統之盤點

此項無必選欄位，相關細節需填「附表3-機關資通系
統與服務資產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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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資通安全風險評估

6.1 資通安全風險評估及因應

若機關之資安風險評估結果已敘明於文件內，則選
第二項，並填寫文件編號、名稱及章節即可

風險評估結果範例：人員共用帳號、點選未經識別
或不受信任的連結...。風險之因應範例：提升人員
資安意識、敘明於機關資安政策並宣導，以降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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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資通安全防護及控制措施

7.1 資通安全防護及控制措施

若機關之資安防護及控制措施已敘明於文件內，則
選第一項，並填寫文件編號、名稱及章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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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及演練相關機制

8.1 訂定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及演練相關機
制

若機關之資安事件通報、應變、演練機制已敘明於
文件內，則選第一項，並填寫文件編號、名稱及章節
即可

若相關機制規定由上級機關訂定，則選第二項，並
填寫訂定之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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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及演練相關機制

8.2 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及演練

本項應填項目有3個部分：

資安事件通報

109年社交工程演練

109年通報應片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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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只進行一次演練，請填寫最近
一次演練結果，並將其他次演練結
果敘明於補充說明(選填)中



9.資通安全情資之評估及因應機制

9.1資通安全情資之評估及因應措施

若機關之資安情資評估及因應已敘明於文件內，則
選第一項，並填寫情資來源及文件編號、名稱及章節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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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資通系統或服務委外辦理之管理

10.1選任受託者應注意事項

若機關有資通系統或服務委外，是否有標註選任受
託者時資安相關應注意事項(如需導入ISMS、通過安
全性檢測、資安事件發生時之措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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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資通系統或服務委外辦理之管理

10.2監督受託者資通安全維護情形應注意事項

若機關有資通系統或服務委外，是否有標註監督受
託者時資安相關應注意事項(如需導入ISMS、通過安
全性檢測、稽核頻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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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資通安全教育訓練

11.1機關人員接受資通安全教育訓練情形

本項無必填項目

相關法遵要求請參考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
各級機關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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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務機關所屬人員辦理業務涉及資通安
全事項之考核機制

12.1訂定考核機制並進行考核

若機關有進行資安相關考核(或考核項目有包含資安)，
則依據考核結果進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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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及實施情形之持續精
進及績效管理機制

13.1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之稽核機制

本項填寫資安內部稽核(機關內各單位)相關辦理情形

若無資安內稽相關規劃請填尚未訂定/無內稽機制

註：資安法規定C級以上需進行資安內稽(一年二次、一年
一次/二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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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及實施情形之持續精
進及績效管理機制

13.2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之持續精進及績效管理

填寫內稽改善執行情形追蹤頻率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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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及實施情形之持續精
進及績效管理機制

13.3對所屬/所監督/所管機關(構)訂定稽核計畫

若無所屬/所監督/所管機關(構)，系統會將第一、二
項鎖住，不能選取，只能選擇第三項：無所屬/所監
督/所管機關(構)

13.3項為對所屬的稽核規畫，13.4為對所屬的稽核執
行情形(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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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及實施情形之持續精
進及績效管理機制

13.4對所屬/所監督/所管機關(構)辦理資通安全
維護計畫實施情形之稽核

若無所屬/所監督/所管機關(構)，系統會將第一、二
項鎖住，不能選取，只能選擇第三項：無所屬/所監
督/所管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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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機關專職人力

附表1有三種填寫方式

新增單筆資料

匯入整批

匯入108年的資料再修改

註D級以下機關無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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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機關專職人力-新增單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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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寫資料(皆為必填) 2.新增成功

3.完成送出



附表1-機關專職人力-匯入整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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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載匯入範本

2.依規則填寫

3.選擇檔案後匯入 4.匯入成功

5.匯入後按「完成送出」



附表1-機關專職人力-匯入108年資料

匯入108年的資料再修改

匯入去年填報的資料，再根據缺漏或欲修改欄位做
調整，最後再按「完成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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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經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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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預算」，而非「決算」

若機關無獨立編預算，
則勾此項

理論上，機關年度經費>

資訊經費>資安經費

注意單位為「元」，而非
「千元」



附表3-資通系統資產清冊

附表1有三種填寫方式

新增單筆資料

匯入整批

匯入108年的資料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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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填寫規則

相關填寫規則請參考「機關資通系統與服務資
產清冊_匯入範本」的「填表說明」及「填寫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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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填表說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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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填表說明(2/2)

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46



附表3-新增單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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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匯入整批資料

下載範本後於工作表1進行填寫

相關填寫規則請參考填表說明及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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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匯入108年資料

匯入108年的資料再修改

匯入去年填報的資料，再根據缺漏或欲修改欄位做
調整，最後再按「完成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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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應辦事項

和實施情形檢核表一樣，採勾選填空式，勾選
之填空區域為必填

各責任等級機關填寫的表不同(依資安責任等級
分級辦法附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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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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