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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從圖書館的角度來分析 ISO 27001，以了解其對圖書館可能產生的衝擊。首先，介紹國際

ISO 27001（或國內 CNS 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要求」標準的主要內容。其次，藉由一件圖書

館資訊安全事件來分析ISO 27001的應用。 

In this work, we analyze the impacts of ISO 27001 from the library’s point of 
view. Firstly, the principles and structure of ISO 27001, which i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curity techniques –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 are introduced. Then, an information security event is analyzed to see 

how the ISO 27001 standard can be used in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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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代的組織在運作上是非常依賴資

訊系統，組織的各種資訊（含機密資

料）基本上也是存放在資訊系統中，再

加上各不同組織間往來非常密切和頻

繁，例如一個商業公司須要與各式各樣

的供應商和客戶往來，其間往往會有大

量的資料相互流通。這使得如何預防機

密資料的不當洩露，成為一個非常重要

的課題，甚至是攸關組織生死存亡的課

題；又如一個高科技廠商的研發產品機

密被競爭對手提早獲知，往往會蒙受非

常巨大的損失。另一方面，由於各國大

都制訂有智慧財產權或個人資料機密保

護等相關法律，因此，機密資料的不當

洩露也可能衍生為法律事件，造成組織

非常大的困擾或損失。由以上的分析可

ISO 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要求」在
圖書館的應用 

The Applications of ISO 27001 in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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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建立一個有效的資訊安全管理機制

來確保資訊系統的安全和持續運作，是

現代社會組織生存不可或缺的一環。 
為了制定一個有效的管理機制來確

保資訊系統的安全和持續運作，國際標

準 ISO/IEC 27001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curity Techniques –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乃應運而生

（註 1），其前身為英國國家標準

BS7799 – 2，而國內根據 ISO/IEC 
27001（以下簡稱 ISO 27001）也制定

了 CNS 27001「資訊技術 – 安全技

術 –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 要求事項」

（以下簡稱「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要求」）

（註 2）。 
正如前述，由於數位資訊的普及，

可保護機密資料的一個資訊安全管理系

統（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簡稱 ISMS），成為許多重視

機密資料保護組織生存不可或缺的一

環，因此，紛紛依據 ISO 27001 的規

範，建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
並尋求資訊安全認證。例如：金融機構

（註 3）、企業（註 4-5）、醫院（註

6）、電信業（註 7）、壽險業（註 8）、
行政機關（註 9）、主機代管業（註

10）。 
隨著行政院與教育部對於資訊安全

的重視，各大學也追隨商業公司或製造

商的腳步，紛紛著手進行資訊安全認證

的相關準備工作。大學圖書館為大學內

不可或缺的一環，同時也是資訊收集、

處理與傳播的主要機構之一，自然無法

置身事外，必須要正視此一課題或時代

趨勢。 
透過 ISO 27001 的資訊安全認證即

可確保資訊系統的安全和持續運作，因

此，以下將先介紹 ISO 27001「資訊安全

管理系統要求」的基本觀念和主要內

容，然後以一件圖書館資訊安全事件

（或資安事件）來分析 ISO 27001 的應

用。 
由於國內有 CNS 27001「資訊安全

管理系統要求」標準，以下文章中關於

ISO 27001 的名詞及其解釋，將以 CNS 
27001 中所使用（或翻譯）的詞彙為

主，且不再一一指明其在 CNS 27001
中的出處。 

貳、ISO 27001 整體架構 

以 ISO 27001 對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MS）的整體架構規劃而言，是採

用「規劃  – 執行  – 檢查  – 行動」

（Plan – Do – Check – Act，簡稱

PDCA）的模式來設計，其正文內容的

主要章節（第 4 - 8 節）基本上就是以

PDCA 的模式來安排（註 11）： 
建立 ISMS（規劃）：第 4 節「資訊

安全管理系統」。 
實作與運作 ISMS（執行）：第 5 節

「管理階層責任」。 
監視與審查 ISMS（檢查）：第 6 節

「ISMS 內部稽核」與第 7 節「ISMS
之管理階層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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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與改進 ISMS（行動）：第 8 節

「ISMS 之改進」。 
這裡要特別強調的是，ISO 27001

非常重視持續改進的精神，因此，要求

針對每個發生的資安事件擬定矯正措施

（而非危機處理完畢就落幕），以防止

類似的資安事件再次發生。 
再者，為了協助落實資訊安全管理

系統（ISMS），在 ISO 27001 附錄 A 針

對 11 個控制面相（A5 – A15）制訂了

39 個控制目標（與相對應的 133 個控

制措施），由於這些控制面相與控制目

標具體呈現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
的預防與查核重點，為使讀者對資訊安

全管理系統（ISMS）全貌有更清楚的

認知，以下根據 CNS 27001 的翻譯列

舉如下（註 12）： 
（A. 5） 安全政策：A.5.1 資訊安全政

策。 
（A. 6） 資訊安全的組織：A.6.1 內部

組織、A.6.2 外部團體。 
（A. 7） 資產管理：A.7.1 資產責任、

A.7.2 資訊分類。 
（A. 8） 人才資源安全：A.8.1 聘僱之

前、A.8.2 聘僱期間、A.8.3 聘

僱的終止或變更。 
（A. 9） 實體與環境安全：A.9.1 安全

區域、A.9.2 設備安全。 
（A. 10）通訊與作業管理： 

（A. 10.1） 作業之程序與責任 
（A. 10.2） 第三方服務交付管

理 
（A. 10.3） 系統規劃與驗收 

（A. 10.4） 防範惡意碼與行動

碼 
（A. 10.5） 備份 
（A. 10.6） 網路安全管理 
（A. 10.7） 媒體的處置 
（A. 10.8） 資訊交換 
（A. 10.9） 電子商務服務 
（A. 10.10）監視 

（A. 11）存取控制： 
（A. 11.1） 存取控制的營運要

求 
（A. 11.2） 使用者存取管理 
（A. 11.3） 使用者責任 
（A. 11.4） 網路存取控制 
（A. 11.5） 作業系統存取控制 
（A. 11.6） 應用系統與資訊存

取控制 
（A. 11.7） 行動計算與遠距工

作 
（A. 12）資訊系統獲取、開發及維護： 

（A. 12.1） 資訊系統的安全要

求 
（A. 12.2） 應用系統的正確處

理 
（A. 12.3） 密碼控制措施 
（A. 12.4） 系統檔案的安全 
（A. 12.5） 開發與支援過程的

安全 
（A. 12.6） 技術脆弱性管理 

（A. 13） 資訊安全事故管理：A.13.1
通報資訊事件與弱點、A.13.2
資訊安全事故與改進的管理。 

（A. 14） 營運持續管理：A.14.1 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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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管理的資訊安全層面。 
（A. 15） 遵循性：A.15.1 遵循適法性

要求、A.15.2 安全政策與標

準的遵循性以及技術遵循性、

A.15.3 資訊系統稽核考量。 
由上述的 11 個控制面相（與 39 個

控制目標）清單，可知資訊安全管理系

統（ISMS）涵蓋了與資訊相關的所有

層面：政策、組織、人員、實體環境、

作業管理、資訊系統開發及維護、危機

處理、法律。 
ISO 27001 的附錄 A 雖然詳列了

133 個控制措施以供參考，不過都還祇

是原則式的敘述，為了進一步協助實際

運作，另外有一個與 ISO 27001 相搭配

的標準  – ISO 27002（原先為 ISO 
17799）「資訊安全管理作業要點」

（ Code of Practice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註 13）。 

為了便於對照參考，ISO 27002 資

訊安全管理作業要點的章節安排，乃以

第 5 節到第 15 節來一一對映 ISO 
27001 附錄 A 的 A.5 到 A.15。同時每

節內的條文編號也完全對映，例如：

ISO 27001 有 A.10.7.1「Management of 
removable media」的控制措施，在 ISO 
27002（或 ISO 17799）中即有條款

10.7.1 「 Management of removable 
media」，其中詳列許多有關可移除式媒

體管理的實作建議。 

參、ISMS 的實作規劃 

ISO 27001 對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 ISMS ）的實作規劃，是以資產

（Asset）為出發點，透過適當的風險

評鑑（Risk Assessment）和風險處理

（Risk Treatment）（註 14-15），使剩餘

風險（Residual Risk）皆在可接受的範

圍內，藉以達到效益和成本的最佳平

衡，並完成資訊安全的三個最主要目

標：機密性（Confidentiality）、完整性

（Integrity）、可用性（Availability），這

三個最主要的目標，一般簡稱為 CIA。 
根據 ISO 27001（或CNS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的正式

定義為 – 「整體管理系統的一部分，

以營運風險導向（作法）為基礎，用以

建立、實作、運作、監視、審查、維持

及改進資訊安全。」 
至於資訊安全的三個主要目標

CIA，其正式定義分別如下： 
機密性：「使資訊不可用或不揭露給

未經授權之個人、個體或過程的性

質」。 
完整性：「保護資產的準確度

(Accuracy) 和完全性 (Completeness)
的性質」。 

可用性：「經授權個體因應需求之可

存取及可使用的性質」。 
這裏要特別提出說明的是，一般人

在提及資訊安全時，祇會直覺聯想到機

密性，這並不正確，其實資訊安全至少

應同時包含機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才

算完整。 
以圖書館為例，做為一個資訊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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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機構之一，一向較強調或重視資

訊的公開與普及，因此，圖書館內的資

訊系統較少機密性資料，所以機密性相

對來說較不重要，但是完整性和可用性

對圖書館仍然是很重要的。 
以完整性來說，我們不希望提供給

讀者的資訊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錯誤

的。舉例來說，我們必須注意公告的事

項是否與實際情況一致，像開閉館時間

或是樓面分布圖等；另外我們也須要防

範駭客非法入侵來篡改網頁內容或毀損

資訊系統內的資料。以上所舉的例子，

皆是完整性所涵蓋的範圍，由此可知完

整性的重要。 
就可用性而言，對圖書館也是很重

要的。現代圖書館做為一個資訊的處理

機構，是非常倚賴館內各式各樣的資訊

系統來維持日常運作和提供服務，事實

上，圖書館大多數的資訊系統都是全年

全天無休的透過網路提供服務給讀者，

一旦系統當機，勢必對圖書館的營運造

成極大的影響，也會招致讀者很多的抱

怨。 
如前所述，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MS）的整體架構規範是以資產為

出發點，那何謂資產？ISO 27001 將資

產（asset）正式定義為 – 「對組織有

價值的任何事物」（註 16）。 
雖然這是一個範圍很廣泛的定義，

不過，對處於現在資訊時代（或知識經

濟時代）的大多數組織而言，其最主要

的資產是 – 與資訊（或資料）有關的

人員、場所、設備、軟體、儲存媒體

等。以圖書館為例，其資產是以書籍、

資料庫、書目紀錄與其他參考資源所組

成的資料群（或資訊系統）為核心，以

及與此核心有關的 
人員：如館員。 
場所：如圖書館建築物。 
設備：如電腦硬體設備、門禁系統設

備。 
儲存媒體：如硬碟、CD。 
也都是圖書館的重要資產，因為缺少這

些資產，圖書館的核心資訊系統將無法

順利運作。 
因此，組織高層在安全政策上劃定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的範圍

（或界限）後，最重要的起步工作就是

要鑑別出此範圍（或界限）內所涵蓋的

資產有那些。鑑別資產的主要目的在：

確定個別資產的擁有者（Owner），和

分析個別資產的價值（Value）、弱點

（Vulnerability）、威脅（Threat）。 
確定個別資產擁有者（Owner）的

目的，在識別對個別資產安全負保護責

任的人員，所以，這裡的資產擁有者，

並非法律認知或一般認知的財產擁有

者。以圖書館為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的擁有者，可能是負責管理該系統的館

員。因此，根據 ISO 27001（或 CNS 
27001），擁有者（owner）的正式定義

為 – 「負有被認可管理責任的個人或

個體，其控制資產的生產、發展、維

護、使用及安全，擁有者一詞並非意指

該人員實際上對該資產有任何財產

權。」（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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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任何資產皆有其弱點

（Vulnerability），藉由弱點分析，可以

識 別 出 與 該 弱 點 相 對 應 之 威 脅

（Threat）與其可能性（Likelihood）。
以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為例，可能的威脅

有 
駭客入侵。 
人為操作錯誤。 
館員密碼設定不當遭破解。 
系統管理館員離職。 
天災：如地震、火災。 
硬碟毀損。 
系統更新程式有臭蟲（Bug）。 
備份失敗。 
備份資料遺失或毀損。 
由此可知，資訊系統的威脅可能來自各

方面 – 人員、場所、設備、軟體、儲

存媒體等，人為或非人為、有意或無意

都有可能。 
另一方面，各式各樣的可能威脅，

其發生的可能性或機率各異，對資訊機

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所可能產生的

衝擊也大不相同，再加上個別資產的價

值往往相差甚大，因此，某個可能威脅

對某個特定資產的風險值（ Risk 
Value）是綜合資產價值、威脅可能性

和衝擊等因素而來。 
上述的整個過程，從識別資產及其

價值、分析弱點與威脅、評估威脅可能

性與衝擊，到最後產生風險值（Risk 
Value ）的過程，即稱為風險評鑑

（Risk Assessment）。透過適當的風險

評鑑，可以較準確知道那些高風險威脅

須要優先處理。經過處理後剩下的風險

就稱為剩餘風險（Residual Risk），祇

要在組織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政策可接受

的範圍內，並經組織管理階層核准即

可。因為風險處理經常須要成本，所以

在成本效益的考量下，並不是所有的風

險都要排除或降到 0。 

肆、一個圖書館資訊安全
事件分析 

以下藉由一件大學圖書館的資訊安

全事件，來分析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

理系統（ISMS）中的規定是否能對此

資訊安全事件的預防與處理有所幫助，

這起資訊安全事件的導火線是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的硬碟毀損。 
一般電腦（整天開機）硬碟的使用

壽命大約 2-3 年，不過硬碟的故障通常

是無預警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為了克

服此問題，基本上設計了二個安全機

制：一是資料定期備份，一是硬碟的

RAID（磁碟陣列）架構。這間圖書館

目前採用的是較通行的 RAID 5 架構，

在此架構下，如果祇有一顆硬碟損壞，

在更換新的硬碟後，系統可以自動恢復

毀損的資料；但是，如果超過一顆硬碟

同時損壞，就無法自動恢復，必須要靠

備份資料來回復。 
在 3 月 2 日（星期五）早上，某大

學圖書館的館長接到通知，圖書館自動

化系統有二顆硬碟同時損壞（雖然機率

非常低，但仍會發生），館長接著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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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情況，才赫然發現資料的完整備份

作業從 2 月初以來就一直有問題而無法

成功，上一次成功備份是 1 月 31 日

（後來得知在此次成功備份後，負責管

理系統的館員安裝了系統的更新程

式），換言之，整個 2 月的資料皆不

見，包括採購和新編的書目紀錄，以及

這段期間內的所有借還書紀錄。 
稍後，館長詢問負責管理系統的同

仁為何沒及時反映資料備份問題，才發

現在第一時間他確實有跟其業務上司

（組長）反映，但是，此位組長卻沒意

會到事態的嚴重性而未跟館長報告，以

致於在跟美方技術人員交涉不順利的情

況下，事情拖延過久，造成圖書館可能

的重大損失。 
系統當機當天，為不影響師生借閱

書籍，圖書館已採取人工方式進行流通

作業。另一方面，在下午 1:30 館長本

來要召集館內相關同仁開緊急危機處理

會議來討論善後事宜，很幸運的，在硬

體承包商趕來更換硬碟前，負責管理系

統的館員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在中午

嘗試啟動系統最後一次，沒想到居然成

功了，於是館長開始坐鎮圖書館監督，

並要求在當天無論如何要完成備份工

作。 
由於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廠商在台祇

有業務代表，並無技術人員，因此，都

是透過網路從美國遙控整個系統。雖然

館內同仁及廠商在台業務代表皆盡心盡

力交涉，但該公司（在美國）第一線技

術人員太過堅持己見，以致拖延到晚上

7:30 仍無所進展，不得已，館長對廠商

下最後通牒，要求美國技術人員在 8:00
前退出系統，館長決定先冒險關機嘗試

更換受損硬碟，因為館長不知道那二個

硬碟還能支撐多久，再加上適逢週末，

美方人員過幾小時後也將休假，而如果

先更換其中一顆硬碟後又能重新啟動系

統，此時系統會自動開始進行資料重建

與修護，完成後可以有充裕時間繼續來

克服備份的問題。 
也許是受到館長最後通牒的影響，

美國技術人員終於開始願意嘗試其它方

式，很快發現系統有些檔案損壞以致於

無法進行備份，在隔離受損檔案後，備

份工作終於可以順利進行，並且在晚間

9 點多完成完整備份，館長在交待要妥

善保存備份磁帶和開始更換硬碟後離開

學校。 
由於更換硬碟後的系統重建與修護

工作甚為耗時，而且一次祇能更換一顆

硬碟，在週日與負責管理系統的館員聯

繫後，得知硬碟更換工作順利完成，但

是嘗試備份仍然失敗。 
因此，在星期一（3 月 5 日）召開

會議，館長一方面要求同仁檢查 2 月份

資料是否有遺失，一方面要求隨時跟他

會報系統的狀況。初步發現資料並無遺

失，祇是書籍流通容易發生異常而鎖住

系統。 
在 3 月 6 日下午，書籍流通異常鎖

住系統的現象已大幅減少，不過仍比正

常情況稍高，發生原因仍在探究中。在

資料備份方面，（3 月 6 日）上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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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接到美國技術支援部門經理的

Email，宣稱已修復系統中所有損壞檔

案，並且成功完成備份工作，於是館長

請負責管理系統的同仁在晚上圖書館關

門後，再嘗試進行正常完整備份作業來

驗證廠商的說法。在 3 月 7 日上午，負

責管理系統的館員回報已能成功備份資

料，至此整起資訊安全事件暫告落幕。 
綜合來看，此次嚴重的資訊安全事

件是混合多種因素而來： 
廠商更新程式可能有臭蟲（Bug）：
雖然負責管理系統的館員已經採取較

謹慎的作法，並未在第一時間就安裝

廠商的更新程式，而是觀察一段時間

看其他大學圖書館安裝後的狀況後才

進行更新，可惜有些臭蟲（Bug）是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才會發作。 
電腦硬體設備故障：雖然在系統的架

構設計上已採用 RAID（磁碟陣列）

來防止硬碟的故障，但並無百分之一

百的保證。更慘的是，有些時候硬碟

的故障並不會使系統立刻停擺，在拖

延的過程中，常導致系統效能降低、

某些機制失常（如備份）、和增加第

二顆硬碟故障的機率而使 RAID（磁

碟陣列）機制失效。 
自動化系統廠商第一線技術人員專業

訓練不足：不但未能明瞭備份的重要

性，在屢次交涉過程中一直堅持既定

程序，不斷質疑是館員操作有誤，居

然可以延宕客戶無備份情況長達一個

月，實屬罕見，也讓人對此自動化系

統廠商的專業聲譽打上大問號，這可

以說是引發此次資訊安全事件的最主

要因素。 
部分館員專業訓練和資訊素養能力不

足：未能了解備份的重要性，不但未

在第一時間通知館長，在與自動化系

統廠商第一線技術人員交涉未成後，

又沒立刻通報館長來拉高談判層級，

以致延宕過久而引發嚴重的資訊安全

事件。 
圖書館本身沒建立完善的資訊安全事

件通報機制。 
如果我們檢視 ISO 27001 附錄 A

的 11 個控制面相、39 個控制目標、

133 個控制措施，就可以發現上述五項

資訊安全事件的因素都有被涵蓋到（註

18）。 
系統軟體的更新：ISO 27001 A.10.1.2
「變更管理」和 A.12.4.1「作業軟體

的控制」都對系統軟體的更新有所規

範。 ISO 27002（或 ISO 17799）
10.1.2 規定作業系統和應用軟體應該

有嚴格的變更管理，其中也建議

（a）變更應有計畫和測試（b）評估

可能的衝擊（c）應有適當的回復程

序（Fallback Procedure）。以此案例

來看，由於自動化系統的主機相當昂

貴，無法有備用主機以供事前測試，

但是可以擬定變更後的事後測試與回

復程序，來測試系統的重要功能（包

含備份機制），以提早發現可能的問

題和回復系統成變更前狀態，但是在

此案例中，負責管理系統的館員忽略

了更新後對完整備份機制的立即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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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另外在 ISO 27002 條文 12.4.1
中，也建議在能移除或減少系統安全

漏洞情況下才考慮更新，以減低更新

的可能風險。 
電腦硬體設備故障： ISO 27001 

A.9.2.4「設備維護」中提及要確保硬

體設備持續的可用性和完整性，在此

案例中，硬碟的不穩定其實是有跡可

尋且持續了一段時間，可能是館員太

信任 RAID（磁碟陣列）的安全機

制，以致於忽略了某些徵兆。另一方

面，雖然在維護合約中有可更換新品

的規定，不過廠商一般為了節省成

本，往往堅持在硬碟確定損壞後才更

換新品，而不肯在硬碟出現不穩定徵

兆時即更換新品，因此，也加大設備

故障時的影響範圍和增加 RAID（磁

碟陣列）安全機制失敗的機率。所以

圖書館最好在採購系統時，就在合約

內就此部分的維護加入適當條文來保

障自身的權益。 
與自動化系統廠商的安全協議：ISO 

27001 A.6.2.3「第三方協議中之安全

說明」是規範與來往廠商相關的安全

規定與作法，ISO 27002（或 ISO 
17799）6.2.3 中有建議（a）要針對

硬體和軟體的安裝和維護訂定明確規

定；（b）要規定目標服務水準和無法

接受的服務水準為何。如上所述，引

發此次資訊安全事件的最主要因素，

固然是自動化系統廠商第一線技術人

員專業訓練不足，且未能明瞭備份的

重要性所致，但是，如果在採購與維

護合約中有規定重要系統功能（含備

份機制）的最長修復期限，則廠商第

一線技術人員也斷然不敢堅持己見而

延宕客戶無備份情況長達一個月。 
員工的資訊安全教育及訓練：ISO 

27001 A.8.2.2「資訊安全認知、教育

及訓練」有規範應給予所有組織員工

適當的資訊安全教育及訓練。這樣一

來就不致於會發生部分館員因資訊素

養能力不足而未能了解備份重要性的

情形。 
資訊安全事件通報機制：ISO 27001 

A.13.1.1「通報資訊安全事件」規範

組織員工應循適當管道盡速通報資訊

安全事件給管理階層。在此案例中，

負責管理系統的館員在第一時間有跟

其業務上司（組長）通報，但是該組

長卻未繼續跟其業務上司（館長）報

告，就是違反了 ISO 27001 A.13.1.1
條款的規定。另一方面，組織也應該

對各種類資訊安全事件的通報流程和

層級訂出明確的規範，使組織員工有

所依循。 

伍、結語 

由於現代組織在運作上非常依賴資

訊系統，因此，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MS）近年來在國際間越來越受到

重視。在國內，行政院也通令各級行政

機構應盡快依據 ISO 27001 的相關規

定 ， 來 建 立 資 訊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ISMS）和取得資安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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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ISO 27001對資訊安全的目標是

希望能同時兼顧機密性 (Confidentiality)、
完整性(Integrity)、可用性(Availability)，
而圖書館做為一個傳播資訊的主要機構

之一，雖然一向較強調或重視資訊的公

開與普及，因此，圖書館內的資訊系統

較少機密性資料，所以機密性相對來說

較不重要，但是完整性和可用性對圖書

館仍然是很重要的，這也正是 ISO 
27001應用在圖書館的切入點。 

本文首先介紹了 ISO 27001 資訊安

全管理系統（ISMS）的整體架構，和

其所採用的「規劃 – 執行 – 檢查 – 
行動」（PDCA）模式，使讀者對 ISO 
27001 能有較全面性的掌握，其間也解

釋了 ISO 27001 和 ISO 27002（或 ISO 
17799）的相互關係。 

再者，就 ISO 27001 對資訊安全管

理系統（ISMS）的實作規劃而言，是

以資產（Asset）為出發點，透過適當

的風險評鑑（Risk Assessment）和風險

處理（Risk Treatment），使剩餘風險

（Residual Risk）皆在可接受的範圍

內，藉以達到效益和成本的最佳平衡，

並完成資訊安全的三個最主要目標：機

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其間也以圖書

館的角度或例子，來詮釋一些主要的概

念、過程、作法。 
最後，以一件大學圖書館的資訊安

全事件為例，先詳細描述整個資訊安全

事件發生和處理的過程，再列舉出引起

資訊安全事件發生的 5 個（可能）因

素，然後針對這些因素來一一分析，看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
中的規定，如何能對此資訊安全事件的

預防與處理有所幫助。 
綜合來說，雖然圖書館由於其服務

與運作的特性，其資訊系統中較少機密

性資料，因此，在成本與效益的考慮

下，是否應以 ISO 27001 來做全面的資

訊安全認證仍須思量。但是， ISO 
27001 和 ISO 27002（或 ISO 17799）的

11 個控制面相、39 個控制目標、133
個控制措施，幾乎涵蓋了保護資訊系統

完整性和可用性的所有層面，就此點而

言，圖書館即使不做資訊安全認證，仍

應參考 ISO 27001 和 ISO 27002 內的相

關規定來保護資訊系統，以使圖書館能

持續不斷的來服務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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