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顧國內的資安推動歷程，大約有了5、6年了，除了基礎環境很難改變之外，一

般大眾對電腦、網路應用，到底會帶來什麼風險，完全無知。

駭客的攻擊轉到地下，所有的傷害靜悄悄的發生，對企業的運作絲毫不會影響。

缺乏強制規範的環境下，企業或單位做資安的動機越來越低。

持續關注國內資安環境的我們，將每年一度的資安盛會，轉一個小彎，在議題上

我們希望將資安與每個人到底有何關係，做一個深度的探討，當大家發現資安與

每個人有關係後，自然會逐漸重視。

今年的活動，將邀請更多的管理者參與年度資安盛會，秉持上述的精神，幫助管

理者了解風險管理，以及如何逐步投資在風險控制上，讓企業或單位有效降低風

險與危機。

當然除了資安意識的推廣，我們仍一如既往地規劃最新的資安趨勢、技術、應用

與管理的議題，讓資安圈的好朋友，能持續充電、交換心得。

好不容易我們看到NCC、教育部、衛生署、經濟部商業司開始發動資安的工作，請

大家一起加入，讓我們為健康點的資安環境再推一把力。

台灣唯一資安國際展覽平台- Info Security Taipei 2010，舉辦至今即將邁入第9年，

資安人雜誌積累出龐大資安能量，為推動台灣資安產業發展盡一份力量。誠摯邀

請資安業界朋友一同為資安盡份心力，一起為資安加分，締造下一場盛會。

再推一把力- 

認識資訊風險，保護我自己、家人、同事

總召集人

本活動與<SecuTech Expo台北國際安全博覽會> 
同期舉辦，整體展覽規模：   
34,020平方米
1,800個展示攤位

參展費用
◎空地攤位：

•3x3=9平方米

•NT$62,000元（未稅）

•�每一攤位附500W電力，但不含插座，亦不含裝潢配備，且
須訂購2個以上攤位

◎標準攤位：

•3x3=9平方米

•NT$67,000元（未稅）

•�基本裝潢配備：組合式隔間板、接待桌一張、接待椅兩張、

地毯、公司中文或英文名稱、投射燈三盞、500W電力插座

◎轉角攤位：

•�外加15％費用，須訂購兩個以上空地或標準攤位

◎研討會費用：

•�Keynote Speech：NT$88,000(未稅)
     Topic Session：       NT$58,000(未稅)
•�每一場次 50分鐘
會議室基本配備：會議室內除提供標準容量之會議椅外，並包

括有線麥克風*1、報到桌*1、單槍投影機及投影幕*1、海報架
*1，其他設備費用另計。

參展洽詢

潘后儀(Iris Pan)  TEL：02-26599080 分機200
手機：0921- 080157 / Email：iris_pan@asmag.com
陳佩倫(Amelie Chen)  TEL：02-26599080分機202
手機：0953-797698 / Email：amelie_chen@asmag.com

大會指定媒體

公司名稱

地毯

3m

3m
2.5m

活動時間：2010年4月21~23日       
活動地點：台北世貿南港展覽館

主辦單位： 
活動網址：www.secutech.com

同期展出

<SecuTech Expo台北國際安全博覽會>每年匯聚超過700家台/中/韓/日...主流製造商及國際大廠於此發表年度最新產品、
技術與應用；並吸引全球逾100國的安控專業買主前來尋找合作夥伴、採購產品，是亞洲最國際化的安控貿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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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資訊風險，
保護我自己、家人、同事

再推一把力 –



整合產官學力量，共同推動資安市場
預計邀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國家資

通安全會報、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服中心、NII產

業發展協進會、PKI中華台北推動委員會、中華民國資訊

應用發展協會、中華民國資訊經理人協會、中華民國資

訊管理學會、中華民國資訊安全學會、中華軟協資安促

進會、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等政府及公協

會組織共同推動資安市場。

精準邀請目標參觀者

全方位動員及宣傳計畫

強勢宣傳、全力邀約

專業媒體
(雜誌、電視、
廣播、報紙)

電子媒體
(網站、關鍵字、
電子報、EDM)

展會邀請函

參展商邀請

合作單位宣傳

電話行銷

全國資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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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科技展
402b會議室

Conference Room

402c會議室
Conference Room

403會議室
Conference Room

404會議室
Conference Room

6m

6m

April 21-23, 2010 Venue: Taipei World Trade Center Nangang Exhibition Hall

www.secutech.com
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

     N區
   出入口

雲端運算 /虛擬化應用區 廣域網路優化區 網頁安全應用方案區

資料外洩防護區 資安風險管理及整合服務區 UTM資安管理實用區
主題館

主題館 主題館 主題館 主題館

台北國際資訊安全科技展暨亞太資訊安全論壇

雲端運算

 /虛擬化應用區
廣域網路優化區 網頁安全應用方案區 資料外洩防護區

資安風險管理及整合服務區 UTM資安管理實用區

匯集資訊安全廠商，展示熱門產品及服務

資訊安全-全方位整合行銷方案，盡在 Info Security Taipei 2010

1. 雲端運算/虛擬化應用方案

2. 廣域網路優化方案

3. 網頁安全應用方案

4. 資料外洩防護-內控安全方案

5. 資料外洩防護-端點安全方案

6. 資安風險管理/整合管理

7. UTM資安管理實用方案

8. 醫療單位資安方案

開放資安廠商，發表資安新動態及新方針

亞太資訊安全論壇：8大議題，50場演講
目標族群：全國資安人
凡是使用單位中CIO、CISO、風險控管、

人力資源、稽核室、資訊室等相關部門

主管及人員，國內所有實際肩負資安任

務的人。

企業用戶：

金融保險、科學園區、高科技公司、

1000大製造業、500大服務業、電信及網

路通訊業、醫療服務、顧問服務及中小

企業⋯等

政府機構：

市縣政府、軍事單位、警政單位、情治

單位、國營單位⋯等

學術研究機構：

中研院、工研院、教育訓練單位、法律

研究單位、技術學院及各大專（學）院

校資訊相關科系⋯等

產業通路包含：

IT專業領域之代理商、經銷商及系統整合

商⋯等

2009年成果展現

45 家參展商
80 個攤位
40 場研討會
6,217人次參觀者

參觀者屬性
•��51%為使用單位，49%為資安產業

通路業者。

資安產業通路49% 使用單位
51%

參觀者行業別
•�22%為政府單位/國營機構，16%分別為

金融單位與教育/學術研究單位。

政府單位/
國營機構�22% 

金融單位16%
高科技產業14%

教育/學術研
究單位16%

電信業8%

軍警單位5%

流通業/百貨
零售4%

物流業/倉儲運輸5%
醫療院所2% 公/協會3%

其它5%

聽眾行業別分析
•�28%為政府單位/國營機構，18%教育/學術

研究單位，16%金融單位

金融單位16%
高科技產業14%

教育/學術研究
單位18%

電信業7%

軍警單位6%

流通業/百貨零售2%
物流業/倉儲運輸3% 醫療院所2%

公/協會1%
其它3%

政府單位/
國營機構�28% 

聽眾職務別分析
•�45%為IT/IS技術人員

IT/IS技術
人員�45 % 

其他5%採購人員15%

R&D人員
11%

風險控管
9%

管理決策者6%
稽核7%
流程管控2%

6大應用區，100 個攤位，展示資安解決方案

活動目的：  

為鼓勵默默耕耘的資安優秀專才，再度舉辦

<第三屆資安貢獻獎>，讓克盡職守的資安人

站上舞台，接受歡呼喝采，藉此喚醒企業主

及社會大眾對資安的重視度。

活動內容： 
表揚單位的業務、得獎事蹟介紹、得獎單位

成果展示。

1. 雲端運算/虛擬化應用方案區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即將引爆。雲端

服務的企業，可讓資源更加有效利用，這需要多

面向大工程由內到外整個平台的建構及導入。

歡迎有能力提供這些服務廠商，提出「雲端及虛擬化

應用方案」，讓企業搶先提昇未來雲端市場上的競爭

力。

2. 廣域網路優化區

如何讓IT全面架構足以應變時下各種網路挑戰，

及採用系統性的整合來提高效率與效能，協助及

增強企業端IT對於資安威脅的抵抗能力，對於已

知與未知的威脅挑戰能將傷害與風險降到最低。

包含：訴求效能及效率兼具、Green IT、精簡型IT應用 

、可精算出企業ROI的負載平衡(Load Balance)方案等。

3. 網頁安全應用方案區

軟體開發過程未考慮安全功能，加上駭客技術不

斷推陳出新，在自我防護意識低落下，隨時出現

資安漏洞。藉由相關資安方案的提供，讓企業端

尋找最佳解決之道。

包含：Secure Coding、Web Server Security、Web 

Application Firewall、SSL-VPN、IDS/IPS、Gateway 

Security等。

4. 資料外洩防護區 - 內控安全方案 & 端點安全方案

企業最重要的資訊資產是營運過程中所產生的資

料，這些資訊透過電子郵件、文件形式儲存與傳

遞。2010年市場對企業內部資安的內控產品需求

將持續增加、要求規格標準將更嚴格。

包含：內容過濾、郵件過濾、文件管理與資料安控、

IAM管理、NAC、End Point Security等。

5. 資安風險管理/整合管理區

由資安界管理領導廠商，提出針對國內企業特性

制定的新管理觀念，協助企業擷取管理菁華，檢

視體質，重新排定順序，逐次落實資安工作。

包含：風險管理顧問服務、認證與稽核、教育訓練、 

IT整合規劃評估觀念、IT風險管理方案，以及從企業資

產觀點看資安。

6. UTM資安管理實用區

台灣區中小企業對於資訊安全的意識認知逐漸提

高，對於資安產品要求不僅需經濟、更需兼具企

業內可用性及適用性，All-in-on的整合式威脅管

理(UTM)產品是最佳選擇。
提供UTM設備詳盡資訊，讓企業選出最合適的產品。

第三屆資安貢獻獎：經驗交流、成就資安專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