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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紀 錄 

版次 修訂日期 修訂頁次 修訂者 修訂內容摘要 

1.0 97.09.10 N/A 朱娟娟 初訂。 

1.1 98.12.23 3 朱娟娟 修訂 5.8。 

1.2 99.12.30 3 許書裕 修訂 5.9。 

2.0 101.12.13 1、2 許書裕 修訂 1、2、3、4。 

2.1 103.10.07 2-4 林禹辰 

1. 因應本局資安與個資組織整併，修訂

5.1、6.2 及 7.2 資訊安全管理委員會名

稱改為「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管理

委員會」。 
2. 因應 ISO 27001 改版，6.1 管理事項由

原來 11 項調整為 13 項。 
3. 修改 6.1.6「網路通訊與作業管理」名稱

為「通訊及運作安全管理」。 
4. 新增 6.1.12 密碼保護管理及 6.1.13 供

應者關係中之資訊安全管理。 

2.2 105.08.29 1-5 林禹辰 
1. 依 ISO 27001：2013 改版。 
2. 增修訂目的、依據、要求事項及審查。 

3.0 107.02.13 1 蔡瓊慧 
為配合嘉義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修正，財政

處與稅務局合併改制為財政稅務局，爰修正

機關名稱為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3.1 107.09.20 1-4 

資訊安全

及個人資

料保護管

理委員會 

1. 「資通安全管理法」於 107 年 6 月 6 日

發布，配合修正本政策之依據及要求事

項。 
2. 依據 ISO/IEC 27001：2013 將資訊資產

名稱修訂為資產，刪除資訊 2 個字。 

4.0 108.09.26 全 

資通安全

及個人資

料保護管

理委員會 

1. 因應資通安全管理法修改『資訊安全』為

『資通安全』。 
2. 與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整合，新增資通安

全政策相關內容。 

4.1 109.09.30 2、3 

資通安全

及個人資

料保護管

理委員會 

配合組織全景評鑑表修正本政策，資通安全

目標依據「組織全景評鑑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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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確保本局資通設施使用安全、強

化地方稅服務平台資通安全作業環境、維護納稅義務人個人資料之正確及完

整，並依法律要求保障個人隱私，藉由導入符合國際標準之資通安全管理制

度，建立全方位資通安全防護措施，提供安全、有效、便利之資通作業環境，

並將因人為疏失、蓄意破壞或天然災害等危安因素，而導致之資產遭竊取、

竄改、不當使用、洩漏或毀損、滅失等風險造成之危害損失降至最低，以符

合相關法規及內、外部關注方對本局資通安全期望與要求，特訂定資通安全

政策（以下簡稱本政策）以茲遵循。 

2 依據 

本政策係依據資通安全管理法與資通安全相關法令，並參考行政院、財政部

及嘉義市政府相關資通安全管理規範與 ISO 27001 國際標準訂定之。 

3 適用範圍 

本局員工、接觸本局業務資料之外機關人員、委外服務提供廠商人員及訪客。 

4 權責 

4.1 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 

4.1.1 審核資通安全政策。 

4.1.2 負責重要資通安全事項之協調與審議。 

4.2 本局各單位主管 

督導本政策及相關安全規範之落實。 

4.3 本局員工 

應充分了解本政策及相關規範，並維護本局資通安全。 

4.4 非本局人員 

配合本局資通安全相關控管要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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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通安全政策 

為使本局業務順利運作，防止資訊或資通系統受未經授權之存取、使用、控

制、洩漏、破壞、竄改、銷毀或其他侵害，並確保其機密性（Confidentiality）、

完整性（Integrity）、可用性（Availability）及法遵性，特制訂本政策如下，以

供全體同仁共同遵循： 

5.1 應建立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機制，定期因應內外在資通安全情勢變化，

檢討資通安全風險管理之有效性。 

5.2 應保護機敏資訊及資通系統之機密性與完整性，避免未經授權的存取

與竄改。 

5.3 應確保公務資料之運用符合法令要求。 

5.4 應強固核心資通系統之韌性，確保機關業務持續營運。 

5.5 禁止多人共用單一資通系統帳號。 

6 資通安全目標 

資通安全目標依據「組織全景評鑑表」辦理。 

7 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定期檢討程序 

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應定期於資通安全管理審查會議中檢討其適切性。 

8 審查 

本政策應依據主管機關及法令對資通安全之要求、科技與業務之變動每年配

合管理審查會議進行至少評估一次，並視需要修訂，以確保資通安全實務作

業之可行性及有效性。 

9 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之核定程序 

資通安全政策由本局稅務管理科簽陳局長核定。 

10 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之宣導 

10.1 本局之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應每年透過教育訓練、內部會議、張貼公

告等方式，向機關內所有人員進行宣導，並檢視執行成效。 

10.2 本局應每年向利害關係人(例如 IT 服務供應商、與機關連線作業有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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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進行資安政策及目標宣導，並檢視執行成效，宣導之方式可透過教

育訓練、會議、網站進行。 

11 實施 

本政策經「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奉核定後頒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