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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冠群
冠呈能源環控有限公司 研發部總監
台灣大學土木系營管組博士候選人

證照／

ISO 27001主導稽核員
PMP國際專案管理師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顧問師
ISO 27001內部稽核員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品管工程師

經歷／

台積電15P1資訊機房能源管理系統
台積電12P7辨公棟能源管理系統
台北市政府能源管理平台（整合16棟資訊）
台灣建築中心能源管理平台（整合174棟資訊）
台灣博物館硬體設施數位管理系統建置
台灣博物館建築機電履歷平台系統建置
南港展覽館設施管理系統
桃園國際機場T3智慧建築顧問
中鼎第二總部智慧建築顧問

專長／

• 系統功能及架構規劃。
• UI設計。
• 軟硬整合系統開發與雲端平台建立。
• 智慧建築顧問
• AI技術研究與應用（博士論文主要

研究方向）。



IoT與智慧建築將成為未來的發展重點

智慧建築發展，資料來源：MoneyDJ新聞



IoT惡意攻擊逐年快速增⻑
2020年全球IoT惡意軟體攻擊以66％增長創新高，一年高達5,690萬次

IoT惡意軟體攻擊次數，資料來源： SonicWall



資安防護成為IoT與智慧建築發展過程的重點項⽬

智慧水表

多功能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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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NUC 5i5RYH

Intel Core i5-5250U

16GB RAM+1TB 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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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LI v6-Port

Intel Core i5-8250U

8GB RAM+256GB 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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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

智慧型防火牆

伺服器
狀態監視

智慧資安防護

外部網路

LED燈

現場燈具開關電源

空調設備

控制器

空調
系統

空調數據
排程設定

能管系統

照明控制器照明數據
排程設定

防火牆功能成為智安防護重點



靈活資盾簡介
智慧防護=主動式防護結合被動式防護

中央監
控系統
伺服器

門禁
系統
伺服器

CCTV
系統
伺服器

空調
系統
伺服器

IoT監控系統網段

外部網段

主動式防護：
收集並顯示伺服器的運轉狀態包含
CPU、硬碟容量、網路流量等，當運
轉狀態發生異常時，可立即以簡訊或
E-mail通知相關管理人員

被動式防護：
防火牆的基本防護功能，且操作介面
為HTML，可通用於大部份的瀏覽器。

靈活資盾

網路封包監測

伺服器運行監測



資安防線

▪ 資安防護閘道

針對靈活資盾後⽅設
備進⾏封包監測，並
過濾每⼀筆封包資訊
通整為資訊圖表，⽅
便管理者透過圖表確
認⽬前狀況，例如曲
線圖看出哪個時段有
異常線段波動，圓餅
看則依網路類別或IP
位置檢視封包數量占
比



即時通報

▪ 主動⽰警系統
針對靈活資盾後⽅設
備進⾏設備運⾏狀態
監測，包含受到攻擊
時會飆⾼的CPU、記
憶體及網路流量等等，
且⽀援Windows及
Linux系統環境，確
保符合絕⼤多數系統
環境需求。



實地案例分享(1/3)
冠呈改善前架構
使用高階Router基礎防火牆功能來阻擋外部的攻擊
經過Router後隨即進入Switch並串至公司各設備

半導體廠要求供應商
提升資安防護，冠呈
改善前架構僅獲得67
分，標準門檻為80分。

經研究與資安顧問評
估，主要為對外服務
的網站伺服器版本等
問題造成弱掃報告舉
列多項高危險缺失。



實地案例分享(2/3)
冠呈改善中進行項目

• 掌握現有架構

• 了解問題所在

• 確認可行方案

• 改善後的覆檢

盤查所有設備及服
務資料

盤查所有對外服務
設備資料

規劃執行任務與重
要節點

改善的網路架構

規劃增加實體防火牆(靈活資盾)

網路實體隔絕重要設備
透過軟體實行閘道防護

內外
雙防



實地案例分享(3/3)
冠呈改善後成果

針對主要對外服務設備
以及重要對內服務設備
移入靈活資盾防火牆內

改善前弱掃評分

改善後弱掃評分

持續進步中

備註:
2021年半導體廠使用專業弱點掃描軟體SecurityScorecard進行供應商資安評分，供應商僅能被動式接收弱掃評分。
2022年半導體廠推動資訊安全平台Panorays，供應商可主動查看自己的評分，改善後更可立即回報供半導體廠審核，更優化資安改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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