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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BC 資安獎參選辦法修訂說明 

修訂日期：111.4.1 

項次 修正說明 頁碼 

1.  

為利廠商上傳參選資料，爰調整「伍、報名方式」中「資安產品組」須繳交

資料項次一及項次二之檔案大小限制，調整後項次一檔案大小限制為 30 mb

以內、項次二檔案大小限制 10mb 以內；資料項次三及項次四之檔案限制格

式改為 PDF/JPG 檔。 

p.5 

2.  

為利廠商上傳參選資料，爰調整「伍、報名方式」中「資安服務組」須繳交

資料項次一及項次二之檔案大小限制，調整後項次一檔案大小限制 30 mb 以

內、項次二檔案大小限制 10mb 以內；資料項次三及項次四之檔案限制格式

改為 PDF/JPG 檔。 

p.6 

3.  
依 BC Award 主辦單位決議，取消「陸、作業時程」中之「展前記者會」活

動。 
p.6 

4.  
依 BC 資安獎評選委員會決議，調整「陸、作業時程」中之決審作業時程為

2022 年 4 月 25 日~2022 年 5 月 6 日。(實際日期請依主辦單位通知為準) 
p.6 

5.  

依 BC Award 主辦單位決議，調整「玖、得獎產品/服務專屬權益」中得獎產

品/服務專屬權益為：凡獲獎之產品皆需繳納得獎宣傳費用新台幣 20,000 元

(未稅)、參加宣傳活動，並配合主辦單位總體宣傳繳交相關資料。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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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Best Choice Award Cyber Security 

BC 資安獎參選辦法(1110401 修訂版) 

壹、 設獎緣起 

  隨著全球積極發展數位經濟，各項基礎建設及產業邁向數位化、智慧化，在運用新科技

過程中帶來資安重大事件，對全球各國之國家安全及社會經濟活動造成很大影響，我國將資

安防護升級至國安層級，為因應國際資安發展趨勢與新型態資安攻擊與威脅，我國政府爰推

動「資安即國安」政策，以強化我國的資安防護能量，輔導資安自主研發，提升我國資安產

品及服務產業發展，進而推向國際市場。 

為加強行銷我國優質資安產品及服務，透過 COMPUTEX TAIPEI 台北國際電腦展產業國

際平台，所設立 Best Choice Award (以下簡稱 BC Award)特獨立 Cyber Sercurity(以下簡稱 BC

資安獎)，並針對 Cyber Security 的特質規劃獨立評選機制，藉由本獎項發掘我國優質資安產

品及服務，結合 COMPUTEX 在國內外之強大宣傳管道，以 BC Award 的品牌，有效協助我

國優質資安產品及服務開拓國內外商機。 

貳、 設獎目的 

    本獎項設立宗旨係以資安產品或服務之功能品質、專業技術能力、創新價值及市場潛力

為重點進行選拔，藉此挖掘我國內資安業者之優質資安全產品或服務，建立我國資安相關產

品之優質形象；並鼓勵資安廠商之跨域合作，加速產品服務加值研發、技術串接以提供優質

的資安解決方案，進而使我國資安產品或服務達到「台灣試練，走向國際」之目標。 

參、 指導及主辦單位 

一、指導單位：國家安全會議國家資通安全辦公室、行政院資通安全處、行政院科技會報

辦公室、經濟部工業局。 

二、主辦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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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選資格 

一、參選單位(廠商)資格，以下條件皆須符合： 

1. 須為 2022 COMPUTEX TAIPEI(實體展)或 COMPUTEX CYBERWORLD(線上展)

之參展單位；報名參選 BC 資安獎之廠商，即享有 2022 COMPUTEX 

CYBERWORLD(線上展)「基本上掛」方案。 

2. 為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並不得為經濟部投資

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企業。 

二、 參選產品或服務資格，須依所參選之組別，分別符合以下條件： 

1. 資安產品組，以下條件皆須符合： 

(1) 屬資安管理、網路傳輸防護、應用系統防護、資安防護等產品，詳請參考「經

濟部工業局 110 年資安能量登錄項目」之資訊安全產品所列項目(附件一)；

若報名產品非屬前列項目者，請另檢附資訊安全服務項目說明及其依據。 

(2) 報名參選之產品，須具備有效期內資安自主產品在臺附加價值率 35%以上認

定審查通過證明，或可提出資安自主產品在臺附加價值率 35%以上計算式及

佐證資料(附件三)。 

(3) 須為 2022 年 5 月 24 日(2022 COMPUTEX 開展日)以前，已開發完成並公開

發表及銷售於國內外地區之產品。 

2. 資安服務組，以下條件皆須符合： 

(1) 資安或個資管理架構規劃與建置、資安或個資管理系統驗證、資安防護能力

分析與評估等服務，詳請參考「經濟部工業局 110 年資安能量登錄項目」之

資訊安全服務所列項目(附件二) ；若報名服務非屬前列項目者，請另檢附資

訊安全服務項目說明及其依據。 

(2) 報名參選之服務，須具備有效期內資安自主產品在臺附加價值率 35%以上認

定審查通過證明，或可提出資安自主產品在臺附加價值率 35%以上計算式及

佐證資料(附件三)。 

(3) 須為 2022 年 5 月 24 日(2022 COMPUTEX 開展日)以前，已開發完成並公開

發表及銷售於國內外地區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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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選注意事項 

1. 報名廠商須符合 BC Award 參選資格，參展資格取得方式，請參考「2022 BC 資

安獎參選辦法說明簡報」p.15-16。 

2. 所填報之參選資料應確定屬實，如有不實或不正確情事致影響參選或獲獎資格，

參選單位絕無異議。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之相關權益，由參

選單位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3. 未依參選辦法及報名程序規定辦理者，視為資格不符，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選或

獲獎資格。 

4. 產品獲獎後須配合參加展前記者會宣傳活動與開幕頒獎典禮，若無法參與者主辦

單位有權取消得獎資格，由第二順位遞補。 

5. 參選之產品及提供之相關資料須遵守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肖像權、隱私權、

個人資料保護等相關法律規定，如涉及第三人權利亦應取得權利人之合法授權，

不得抄襲、剽竊、仿冒或其他侵害他人(國內外)權利。如經發現、檢舉、告發有

違反參選辦法、不實陳述或有侵害他人權利之情事，參選單位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主辦單位並有權移除相關內容、暫緩公布及保留獎項，至確認無前述權利爭議情

形；或異議者、權利人於知悉侵權情形逾一個月仍未依法向主管機關或法院提起

權利救濟或提起後撤回者。若經主管機關或訴訟程序確認侵權情形屬實，主辦單

位有權取消參賽/得獎資格，參選單位願無條件配合退回獎座與證書等相關作業。 

6. 建議參選廠商先完成「資訊廠商資訊成熟度問卷」，線上問卷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FGZP_iXnaG3l020woqUbIH52oDkIv

LfelILIDTYDjzEqzpQ/viewform 

伍、 報名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2 年 4 月 13 日(三)下午 3 點截止。 

二、 報名費用 

1. 每家廠商參選件數以 3 件為限(報名 BC 資安獎之件數併入計算)，若參選產品數

超過 3 件，每件酌收新台幣 1,000 元(未稅)，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完成匯款，視為

資格審核依據之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FGZP_iXnaG3l020woqUbIH52oDkIvLfelILIDTYDjzEqzp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FGZP_iXnaG3l020woqUbIH52oDkIvLfelILIDTYDjzEqzpQ/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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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匯帳戶如下： 

帳戶名稱：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匯入銀行：國泰世華銀行(013)，敦南分行(0534) 

匯入帳號(共 14 碼)：824033＋公司統編(8 碼) 

※ 匯款手續費須請廠商自行負擔，自動扣款者視同金額缺繳，需再補足。 

三、 報名步驟 

1. 一律採線上方式報名。 

2. 報名步驟如下： 

(1) 請至 BC 資安獎網站報名，選擇報名組別送出後，系統將產生一組參選編號

(報名 ID)，系統會自動將參選編號(報名 ID)及預設密碼寄至報名聯絡人信箱，

即可登入「參選專區」 。 

(2) 依據報名參加之組別，至 BC 資安獎網站下載相關參選資料集，各組報名所

需提供之資料內容，如參選資料集(簡報)所示。 

(3) 填妥相關參選資料集後，請於報名時限內至 BC 資安獎網站「參選專區」完

成上傳，始完成報名。 

⚫ 「資安產品組」須繳交資料： 

項次 項目 備註 

1 2022 BC 資安獎參選資料集(資安產品組) 
必繳；限 PPT 檔 

(檔案大小限 30mb 以內) 

2 評選項目佐證資料集 
非必繳；限 PDF 檔 

(檔案大小限 10mb 以內) 

3 
2022 Best Choice Award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

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四) 

必繳；須完成用印； 

限 PDF/JPG 檔(檔案大小限 4mb 以內) 

4 
2022 Best Choice Award Cyber Security 參

選同意書(產品組)(附件五) 

必繳；須完成用印； 

限 PDF/JPG 檔(檔案大小限 4mb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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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安服務組」須繳交資料： 

項次 項目 備註 

1 2022 BC 資安獎參選資料集(資安服務組) 
必繳；限 PPT 檔 

(檔案大小限 30mb 以內) 

2 評選項目佐證資料集 
非必繳；限 PDF 檔 

(檔案大小限 10mb 以內) 

3 
2022 Best Choice Award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

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四) 

必繳；須完成用印； 

限 PDF/JPG 檔(檔案大小限 4mb 以內) 

4 
2022 Best Choice Award Cyber Security 參

選同意書(服務組)(附件六) 

必繳；須完成用印； 

限 PDF/JPG 檔(檔案大小限 4mb 以內) 

四、 報名注意事項 

1. 每家廠商申請產品/服務數以三件為限，若需求增加產品數，每件將酌收新台幣

1,000 元(未稅)。每組以報名一件為限，且不得由多家廠商共同報名。 

2. 每家廠商可登錄產品/服務數每一組別以一件為限，每件產品將自動產生一組參

選編號(報名 ID)。 

3. 參選案件屬於「軟體即服務(SaaS)」者，一律報名「資安產品組」。 

4. 參選單位所提送之資料，主辦單位均以密件處理，參選資料於評審完不予退回，

由主辦單位統一銷毀，未得獎者當予保密。 

5. 若不符參選資格而自行送件者，申請案不予退還，主辦單位將作廢處理。 

6. 凡參選單位須填寫詳細資料，並務必詳實具體填寫內容，因初審係採書面資料審

查，若填寫不夠詳實或資料不全，致影響評選結果時，廠商需自負責任。 

7. 參選資料集或評選項目佐證資料集如需修改，請於時限內至 BC 資安獎網站「參

選專區」重新上傳。 

8. 上傳之資料系統會保留最新版本，報名截止後將不開放更新。 

9.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若有任何異動及調整將於本網

站的最新消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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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作業時程 

活動 時間 備註 

報名日期 
2022 年 3 月 14 日~ 

2022 年 4 月 13 日  

報名網站填寫及上傳參選資料，並於 2022 年 4 月

13 日(三)下午 3 時前完成 

資格審核 2022 年 4 月 15 日 
由主辦單位依據報名須知進行資格審查並調整參

選類別 

初審 
2022 年 4 月 18 日~ 

2022 年 4 月 22 日  

通過資格審查後由評審委員依參選類別及所上傳

之資料進行評選，通過後進入決賽 

決審 
2022 年 4 月 25 日~ 

2022 年 5 月 6 日  

通過初審之參選產品/服務，由入圍廠商派員簡報

產品之特性及其外銷優勢，並做產品展示、問題詢

答；參考初審評審委員之意見，由評審團投票決定

得獎名單 

頒獎典禮 2022 年 5 月 24 日 
頒發「資安產品獎」、「資安服務獎」獎項，並於

頒獎典禮當日公佈「資安卓越獎」得主 

備註：以上作業時程為預定，實際執行日程以主辦單位最新公告之日期為準。 

柒、 評選方式 

一、 本獎項將邀請官、學、研界專家共同組成評審團，分組負責初審及決審相關作業。 

二、 評選作業分為三階段進行： 

1. 資格審查：由主辦單位依據報名須知進行資格審查並調整參選類別。 

2. 初審：通過資格審查後由評審委員依參選類別及所上傳之資料進行評選，通過後

進入決賽。 

3. 決審：通過初審之參選產品，由入圍廠商派員簡報產品之特性及其外銷優勢，並

做產品展示、問題詢答；參考初審評審委員之意見，由評審團投票決定得獎名單。 

 

三、本獎項「資安產品組」及「資安服務組」，評選標準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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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安產品組 

資安產品組 

評分項目 說明 權重 

一、產品功能與特色 

1. 產品功能與特色介紹 

2. 市場競爭力分析(含競品分析) 

3. 取得國內外資安標準或認驗證(請附佐證資料) 

25% 

二、產品專業能量 

1. 資安產品自主研發能力，含研發人員資歷及技術

證照數(請附佐證資料) 

2. 申請國內外專利項數(請附佐證資料) 

3. 國內外第三方機構之評測、調研或同儕評論報告

(請附佐證資料)  

25% 

三、產品應用附加價

值與創新 

1. 產品架構之開放性及技術串接應用  

2. 產品於場域端應用之具體效益 

3. 產品之技術或商業模式創新 

20% 

四、國內外市場潛力 

1. 公司營運現況 

2. 產品市場銷售實績 

3. 產品行銷推廣作法 

4. 未來拓展海外市場、發展跨國合作之規劃 

30% 

2. 資安服務組 

資安服務組 

評分項目 說明 權重 

一、服務流程與品質 

1. 服務流程及服務能量 

2. 服務於場域端應用之具體效益及優勢 

3. 服務品質之國內外認證或評鑑(請附佐證資料) 

25% 

二、專業技術能力 

1. 技術人力專業技術證照數(請附佐證資料) 

2. 技術人力年資經歷(請附佐證資料) 

3. 資安服務工具自主開發能力(請附佐證資料) 

25% 



9 
 

三、服務創新與前瞻

性 

1. 服務對消費者之整體附加價值  

2. 服務流程、方法、技術或商業模式創新 

3. 服務應用或所使用之技術前瞻程度 

20% 

四、國內外市場潛力 

1. 公司營運現況 

2. 服務實績及市場競爭力分析 

3. 行銷推廣作法 

4. 未來拓展海外市場、發展跨國合作之規劃 

30% 

四、參加評選注意事項 

1. 各階段審查結果採線上查詢，另以 Email 通知入圍單位參加下階段審查，參選廠

商須特別注意相關公告與活動時程，以利準備。（因參選產品眾多，評審無法逐件

提供未晉級理由） 

2. 參選產品若晉級決審，但未依規定參加決審簡報及後續相關作業者，主辦單位將

行文至該公司並禁賽一年。 

捌、 獎項 

一、資安產品獎：自「資安產品組」參選案件中擇優評選出，至多 3 件。 

二、資安服務獎：自「資安服務組」參選案件中擇優評選出，至多 3 件。 

三、資安卓越獎：自「資安產品獎」及「資安服務獎」得獎案件中擇優評選出，1 件。 

玖、 得獎產品/服務專屬權益 

一、 凡獲獎之產品皆需繳納得獎宣傳費用新台幣 20,000 元(未稅)、參加宣傳活動，並配

合主辦單位總體宣傳繳交相關資料。宣傳服務內容規劃如下： 

1. 授權使用 BC Award 獲獎者標誌。 

2. 專刊電子報發送國內外潛在買主。 

3. 獲得證書及獎座。 

4. 官網線上展出獲獎產品詳細資訊。 

5. 搭配 COMPUTEX CYBERWORLD 宣傳活動。 

6. 國內外媒體宣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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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項 

1. 宣傳服務實際執行內容，依主辦單位通知為準。 

2. 得獎廠商對外發送之宣傳品與文宣，若經發現宣傳方式與 COMPUTEX TAIPEI

展覽規定不符(不當)，或是將 BC 商標用於非得獎產品宣傳品上，主辦單位得要

求立即撤除，廠商不得異議。 

3. 如繳納宣傳費用但未能配合參加展前記者會與頒獎典禮等主辦單位宣傳活動，

視同放棄當次宣傳機會，已繳納之宣傳費用不予退還。 

4. 未繳納宣傳費用者，將無法於主辦單位各項宣傳活動、文宣中露出，且主辦單

位有權取消獲獎資格，由第二順位遞補。 

5. 須按主辦單位通知提供宣傳資料及繳交宣傳費用，獲獎之產品繳費期限為收到

得獎通知單後 5 個工作天內。電匯帳戶如下： 

帳戶名稱：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匯入銀行：國泰世華銀行(013)，敦南分行(0534) 

匯入帳號(共 14 碼)：824033＋公司統編(8 碼) 

※ 匯款手續費須請廠商自行負擔，自動扣款者視同金額缺繳，需再補足。 

壹拾、 聯絡窗口 

一、2022 BC 資安獎問題請洽： 

BC 資安獎工作小組 

服務電話：02-2577-4249 #913 周小姐、#971 徐小姐 

服務信箱：csaward@news2.tca.org.tw  

服務地址：105608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2 號 3 樓 

二、2022 COMPUTEX(實體展)或 CYBERWORLD(線上展)問題請洽： 

服務電話： 02-2577-4249  #310 吳小姐 

服務信箱： computex1@mail.computex.com.tw 

服務地址：105608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2 號 3 樓 

mailto:computex1@mail.compute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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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經濟部工業局 110 年資訊安全服務機構能量登錄服務項目 

資訊安全產品項目 

※ 請勾選所屬項目並就最相關性前五名進行排序(1 為最相關)，以利審查案件分類。 

分項 小項 
相關性排序

(1~5) 

2.1 網路傳輸防護

產品  

□ 2.1.1 防火牆產品  

□ 2.1.2 網頁應用程式防火牆產品   

□ 2.1.3 虛擬私有網路防護產品  

□ 2.1.4 無線網路安全產品  

□ 2.1.5 側錄偵測產品   

□ 2.1.6 阻斷服務攻擊防禦產品  

□ 2.1.7 入侵偵測與防禦產品  

□ 2.1.8 加密流量管理產品  

□ 2.1.9 網域名稱系統(DNS)通道資料外洩偵防系統  

□ 2.1.10 政府組態基準(GCB)檢測產品  

2.2 應用系統防護

產品 

□ 2.2.1 防毒與惡意程式防護產品  

□ 2.2.2 主機安全防護產品  

□ 2.2.3 弱點掃描與檢測產品  

□ 2.2.4 網頁內容存取控制產品  

□ 2.2.5 人員身分與存取控制產品   

□ 2.2.6 憑證註冊管理系統產品  

□ 2.2.7 公開金鑰應用產品   

□ 2.2.8 郵件安全防護產品  

□ 2.2.9 沙箱檢測產品  

□ 2.2.10 白名單防禦技術  

2.3 資料安全防護

產品 

□ 2.3.1 資料庫安全稽核產品  

□ 2.3.2 電子郵件防護產品  

□ 2.3.3 內容過濾產品   

□ 2.3.4 檔案硬碟加密產品  

□ 2.3.5 數位版權管理產品  

□ 2.3.6 資料備份與復原產品   

□ 2.3.7 資料加解密產品   

□ 2.3.8 資料倉儲資料防護產品  

□ 2.3.9 資安事件分析產品   

□ 2.3.10 資安事件回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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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資安管理產品 

□ 2.4.1 資安事件管理平台   

□ 2.4.2 資安威脅分析產品  

□ 2.4.3 進階式攻擊防護引擎  

2.5 數位鑑識產品  

□ 2.5.1 數位鑑識資料備份產品  

□ 2.5.2 數位鑑識資料收集產品   

□ 2.5.3 密碼破解工具產品  

□ 2.5.4 網路監控與追蹤工具產品  

□ 2.5.5 數位鑑識產品   

□ 2.5.6 行動裝置鑑識產品  

2.6 行動與雲端防

護產品 

□ 2.6.1 行動裝置端點防護產品   

□ 2.6.2 行動裝置後門分析與防護產品  

□ 2.6.3 雲端防護產品  

2.7 物聯網防護產

品  

□ 2.7.1 智慧聯網防護產品  

□ 2.7.2 內嵌式系統防護產品  

2.8 電信通訊安全

防護產品  
□ 2.8.1 電信通訊安全防護軟硬體 

 

2.9 運轉控制系統

安全防護產品 

□ 2.9.1 運轉控制系統資安防護產品   

□ 2.9.2 運轉控制系統病毒與惡意程式防護產品  

2.10 資安情資產

品  

□ 2.10.1 資安情資分享與分析產品   

2.11 區塊鏈安全

產品  

□ 2.11.1 區塊鏈安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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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經濟部工業局 110 年資訊安全服務機構能量登錄服務項目 

資訊安全服務項目 

※請勾選所屬項目並就最相關性前五名進行排序(1 為最相關)，以利審查案件分類。 

分項 小項 
相關性排序 

(1~5) 

1.1 資訊安全或個人

資料管理架構規劃

與建置  

□ 1.1.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 1.1.2 個人資料管理系統  

□ 1.1.3 制定風險管理與各項控管程序   

□ 1.1.4 資安監控中心  

□ 1.1.5 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   

□ 1.1.6 資安緊急應變小組  

□ 1.1.7 個資保護程序  

□ 1.1.8 個資去識別化機制  

1.2 資訊安全或個人

資料管理系統驗證 

□ 1.2.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驗證  

□ 1.2.2 個人資料管理系統驗證  

1.3 資訊安全防護能

力分析與評估 

□ 1.3.1 執行弱點掃描分析作業  

□ 1.3.2 評估資訊安全治理成熟度  

□ 1.3.3 提供事件分析服務   

□ 1.3.4 提供資安事件因應及復原服務  

□ 1.3.5 政府組態基準(GCB)檢測與評估服務  

□ 1.3.6 紅隊演練(Red Team Assessment)資安攻防模擬
檢測服務  

 

□ 1.3.7 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DoS)攻擊演練服務   

□ 1.3.8 特權帳號檢測服務  

1.4 資訊安全營運管

理服務 

□ 1.4.1 資安監控中心(SOC)服務  

□ 1.4.2 託管式資安管理與應變(MSS)服務   

□ 1.4.3 託管式偵測與應變(MDR)服務  

1.5 網路傳輸安全防

護服務 

□ 1.5.1 入侵偵測與防禦服務   

□ 1.5.2 流量監控與防護服務  

□ 1.5.3 網路組態設定服務  

□ 1.5.4 進階威脅保護服務   

□ 1.5.5 弱點與漏洞管理服務  

1.6 資訊系統安全防

護服務 

□ 1.6.1 整合病毒與惡意程式防護服務  

□ 1.6.2 滲透測試服務  

□ 1.6.3 程式源碼安全服務  

□ 1.6.4 電腦稽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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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進階威脅保護服務  

1.7 資料安全防護服

務 

□ 1.7.1 資料庫安全管理與防護服務  

□ 1.7.2 電子郵件安全管理與防護服務  

□ 1.7.3 網路內容安全管理與防護服務  

□ 1.7.4 電子資料安全管理與防護服務  

□ 1.7.5 資料倉儲安全與防護服務  

1.8 數位鑑識採證與

分析服務  

□ 1.8.1 電腦系統鑑識採證與分析服務  

□ 1.8.2 網路鑑識採證與分析服務  

□ 1.8.3 行動裝置鑑識採證與分析服務  

1.9 行動與雲端安全

防護服務 

□ 1.9.1 行動應用程式安全與防護服務  

□ 1.9.2 雲端安全與防護服務  

1.10 物聯網安全防

護服務 

□ 1.10.1 物聯網產品安全與防護服務  

□ 1.10.2 智慧聯網安全與防護服務  

1.11 電信通訊安全

與防護服務 

□ 1.11.1 電信通訊設備與防護服務  

□ 1.11.2 通訊軟體安全與防護服務  

1.12 運轉控制系統

安全與防護服務 

□ 1.12.1 運轉控制系統安全防護規劃服務  

□ 1.12.2 運轉控制系統關鍵基礎設施檢測與防護服務   

□ 1.12.3 運轉控制系統資安健診服務  

□ 1.12.4 運轉控制系統隔離性檢測服務  

□ 1.12.5 運轉控制系統滲透測試服務  

1.13 提供資訊安全

教育訓練 

□ 1.13.1 資訊安全意識教育訓練  

□ 1.13.2 資訊安全管理與法規教育訓練   

□ 1.13.3 資訊安全技術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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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資通安全自主產品在臺附加價值率認定表 

一、資通安全硬體產品 

1.公司名稱  

2.通過之資訊安全服務機構能量登錄細項

(例：2.1.1 防火牆產品) 
 

3.產品服務類型 

本產品類型指提供主動或被動安全偵測、分

析、防護、管理等功能之硬體產品，包含但

不限於防火牆設備、IDS/IPS 設備、網路監

控設備等 

(例：防火牆設備) 

 

4.產品名稱  

5.在臺附加價值率計算 

計算公式一： 

(硬體產品銷售價格 – 國外材料成本) /  

硬體產品銷售價格 

 

計算公式二： 

(生產毛利 + 在國內研發設計與製造成本) /  

硬體產品銷售價格 

□ 計算公式一 

(              –              ) /                

 

=              % 

□ 計算公式二 

(               +              ) /                

 

=              % 

6.計算數字資料依據及說明  

*請一張表格僅填寫一項產品，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附註 ：附加價值率計算公式，廠商可自行採用最有利者(二擇一)，並填入數字；附加價值

率計算至整數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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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通安全軟體產品 

1.公司名稱  

2.通過之資訊安全服務機構能量登錄細項

(例：2.2.1 防毒與惡意程式防護產品) 
 

3.產品服務類型 

本產品類型指提供主動或被動安全偵測、分

析、防護、管理等功能之軟體產品，包含但

不限於防毒及惡意程式防護產品、網路監控

軟體、資料安全防護軟體、存取控制軟體、

PKI應用軟體等 

(例：防毒及惡意程式防護產品) 

 

4.產品名稱  

5.在臺附加價值率計算 

計算公式一： 

(軟體產品銷售價格–國外元件授權成本) /  

軟體產品銷售價格 

 

計算公式二： 

(生產毛利 + 在國內研發設計成本) / 

 軟體產品銷售價格 

□ 計算公式一 

(              –             ) /                

 

=              % 

□ 計算公式二 

(              +              ) /                

 

=              % 

6.計算數字資料依據及說明  

*請一張表格僅填寫一項產品，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附註 ： 

1. 附加價值率計算公式，廠商可自行採用最有利者(二擇一)，並填入數字；附加價值率計算

至整數四捨五入。 

2. 軟體產品銷售價格為該套軟體銷售當時之價格。但因國外元件授權成本無法以單次銷售評

估時 (例如：授權成本為年度計算)，得以前一年度營收資料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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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通安全服務 

1.公司名稱  

2.通過之資訊安全服務機構能量登錄細項 

(例：1.1.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3.產品服務類型 

本產品類型指提供主動或被動安全檢測、鑑

識分析、顧問服務、威脅防護及系統整合之

相關服務，包含但不限於資通安全架構規劃

服務、資通安全防護分析與評估服務、網路

傳輸安全防護檢測服務、資訊系統安全防護

檢測服務、資通安全管理、資料安全防護檢

測服務、數位鑑識分析檢測服務、行動與雲

端安全防護檢測服務等 

(例：資通安全管理) 

 

4.服務名稱  

5.在臺附加價值率計算公式 

計算公式一： 

(服務銷售價格 – 國外服務營運成本) /  

服務銷售價格 

 

計算公式二： 

(服務毛利 + 在國內研發設計成本) /  

服務銷售價格 

□ 計算公式一 

(              –             ) /                

 

=              % 

□ 計算公式二 

(              +             ) /                 

 

=              % 

6.計算數字資料依據及說明  

*請一張表格僅填寫一項產品，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附註 ： 

1. 附加價值率計算公式，廠商可自行採用最有利者(二擇一)，並填入數字；附加價值率

計算至整數四捨五入。 

2. 服務銷售價格為服務期間之價格。但因國外服務營運成本無法以服務期間評估時，得

以前一年度營收資料計算之。 

3. 國外服務營運成本包括國外資料中心租用、國外資料中心設備折舊、國外軟體授權費

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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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2022 Best Choice Award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為了確保您瞭解主辦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及主辦單位之個人資料管理規定，將蒐集、處理及利用您於本網站

所填列的個人資料，同時因應 2018 年 5 月 25 日施行的歐盟個人資料保護規則(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簡稱 GDPR)對於歐洲地區民眾個人資料的保護。主辦單位在

此說明下列事項，當您勾選「我同意」，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的內容。

如不同意本同意書的內容，您有權自行選擇是否繼續使用本網站提供的服務： 

一、 我們向您蒐集的個人資料類別： 

姓名、職稱、電話、手機、email、公司名稱、公司統一編號、國籍、技術資料（可能

包括 IP 位址、Cookie 資料等）。 

二、 不提供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 

如您不提供或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或要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取

消訂閱服務訊息，主辦單位將無法為您提供蒐集目的之相關服務。 

三、 我們將如何使用您提供的個人資料： 

1. 基於資料確認、提供各項通知服務、寄送主辦單位訊息及主辦單位內部管理、

統計分析及其他合法、必要的目的，我們會將您的個人資料保留於主辦單位的

伺服器，並使用各式技術來處理所有關於您的個人資料。 

2. 如我們確認您的年齡未滿您所在國家/地區的成年規定且未經過法定代理人的

同意或授權，我們將直接依程序停止處理、利用並刪除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3. 我們會採取適當的技術與措施來保護您的個人資料安全。您的個人資料，可能

會傳輸至位於您居住國家/地區境外的領域，並可能必須遵守與您居住國家/地區

不同的隱私權或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律，主辦單位將確保您的個人資料在本同

意書所載蒐集目的必要合理範圍內，採取適當的方式加以處理、利用至蒐集目

的消失時為止。但如您屬於歐盟 GDPR 規定保護的對象，我們僅在符合 GDPR

移轉規定的情形下，移轉您的個人資料至第三國/領域/特定部門/國際組織。 

四、 您的權利行使： 

1. 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及 GDPR 的規定，您可以向主辦單位提出

行使以下權利： 

▪ 接近使用權：有權得知我們所處理個人資料的相關事宜，及存取個人資

料副本乙份。但如您要求存取更多副本，主辦單位得依行政成本收取合

理費用。 

▪ 更正權：有權要求修改、更正或完整化您的個人資料。 

▪ 刪除權：有權要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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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處理權：除儲存外，有權暫時或永久限制主辦單位對您的個人資料

全部或一部分的處理。 

▪ 資料可攜權：有權要求傳輸您的個人資料供第三方使用。 

▪ 拒絕權：有權基於個人情狀隨時拒絕主辦單位處理您的個人資料。 

▪ 自動化決策拒絕權：當本網站或主辦單位任何服務的自動化決策(包括建

檔等)對您產生法律效力或產生類似重大影響時，您有權不受此類決策拘

束。 

2. 您可透過訊息內容提供之取消訂閱連結，停止各項通知服務、相關訊息之寄送。

如您認為主辦單未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或 GDPR 處理您的個人資料而造成您的

損害，您可與我們反應或提出有效的司法救濟，如有任何問題也請透過以下方

式聯繫我們： 

▪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 下午：1：00~6：00 

▪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bcaward@mail.computex.com.tw 

-------------------------------------------------------------------------------------------------------- 

報名者必須提供詳實之個人資料，不可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代表報名者應取得

廠商成員之同意提供其個人資料予主辦單位；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主辦單位得取消

其報名資格，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之相關權益，由報名者及其廠商自

負相關法律責任。 

 

* □ 本人/本代表報名者已閱讀並瞭解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及上

述事項，並同意主辦單位於所列目的之必要合理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本廠商成

員之個人資料。 

 

 

 

 

 

 

 

 

 

 

 

 

 

 

公司印鑑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印鑑章：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bcaward@mail.compute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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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2022 Best Choice Award Cyber Security 參選同意書(產品組) 

 

2022 Best Choice Award Cyber Security (BC 資安獎)參選產品資料 

*單位名稱(中文) 
 

*單位名稱(英文)  

*參選編號(ID) *產品名稱(中文) *產品型號 *參選組別 

   
資安產品組 

本公司承諾且同意遵守主辦單位之參選辦法及以下事項，如有違反願依相關規定處理： 

We hereby acknowledge and agree to abide by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other related regulations as 

follows: 

1. 所填報之參選資料確定屬實，如有不實或不正確情事致影響參選或獲獎資格，本公司絕

無異議。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之相關權益，由本公司自負相關法律

責任。 

We affirm that the information submitted is accurate and true and will have no objection if there 

is any false or incorrect information that affects the qualification or the eligibility of the 

registration. We will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if the aforementioned causes any damage to the 

organizer or any third party due to any breach or violation. 

2. 所參選之產品及提供之相關資料須遵守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肖像權、隱私權、個

人資料保護等相關法律規定，如涉及第三人權利亦應取得權利人之合法授權，不得抄襲、

剽竊、仿冒或其他侵害他人(國內外)權利。如經發現、檢舉、告發有違反參選辦法、不實

陳述或有侵害他人權利之情事，本公司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主辦單位並有權移除相關內

容、暫緩公布及保留獎項，至確認無前述權利爭議情形；或異議者、權利人於知悉侵權

情形逾一個月仍未依法向主管機關或法院提起權利救濟或提起後撤回者。 

We affirm the registered products and related materials submitted to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regarding to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copyrights, patents, trademarks, portrait rights, privacy rights,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lauses, 

etc. without the plagiarism, piracy, counterfeit or oth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and should obtain 

the authorization from the rights holder if there is any third party’s right involved. We will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if there is any breach of the regulation, misrepresentation or infringement act 

found or reported, the organiz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move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suspend 

the announcement and retain the award until the dispute resolved or the objection failed to 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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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r the jurisdiction court by the opponent for more than one month 

after becoming aware of his or her right to the situation or withdraw the objection after the 

submission of the application. 

3. 所參選之產品若經主管機關或訴訟程序確認侵權情形屬實，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得獎

資格，本公司願無條件配合退回獎座與證書等相關作業。 

The organizer reserves the rights to withdraw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activity if the infringement 

to the registered products have been ver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egal procedure, and we 

shall complete the coopera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return the award and the certificate 

unconditionally. 

4. 所參選之產品若經獲選得獎，本公司願無條件遵守「Best Choice Award 2022 Cyber Security 

(簡稱 BC 資安獎)」參選辦法中所列得獎宣傳活動各相關事項，並於主辦單位規定期限內

完成繳納得獎宣傳費用 NT$20,000(未稅)。 

We shall unconditionally abide by the regulation of the Best Choice Award 2021 Special for 

Cyber Securit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romotion activity and complete the payment of 

the promotional fee of NTD 20,000 (before tax) within the period designated by the organizer if 

the registered products awarded. 

※若因資料繕打錯誤或修改等事宜，「參選同意書」須重新列印及用印，並於 2022 年 4 月 8

日下午 3 時前 完成上傳報名系統※In the situation of the typo or revise to the information 

submitted, the company shall print and sign the "Consent Form" again and complete the submission 

by 15:00 (GMT+8), April 8th, 2022. 

 

 

 

 

 

 

 

 

 

 

 

 

 

 

 

公司印鑑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負責人印鑑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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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2022 Best Choice Award Cyber Security 參選同意書(服務組) 

 

2022 Best Choice Award Cyber Security (BC 資安獎)參選服務資料 

*單位名稱(中文) 
 

*單位名稱(英文)  

*參選編號(ID) *服務名稱(中文) *服務版本 參選組別 

   
資安服務組 

本公司承諾且同意遵守主辦單位之參選辦法及以下事項，如有違反願依相關規定處理： 

We hereby acknowledge and agree to abide by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other related regulations as 

follows: 

5. 所填報之參選資料確定屬實，如有不實或不正確情事致影響參選或獲獎資格，本公司絕

無異議。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之相關權益，由本公司自負相關法律

責任。 

We affirm that the information submitted is accurate and true and will have no objection if there 

is any false or incorrect information that affects the qualification or the eligibility of the 

registration. We will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if the aforementioned causes any damage to the 

organizer or any third party due to any breach or violation. 

6. 所參選之產品及提供之相關資料須遵守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肖像權、隱私權、個

人資料保護等相關法律規定，如涉及第三人權利亦應取得權利人之合法授權，不得抄襲、

剽竊、仿冒或其他侵害他人(國內外)權利。如經發現、檢舉、告發有違反參選辦法、不實

陳述或有侵害他人權利之情事，本公司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主辦單位並有權移除相關內

容、暫緩公布及保留獎項，至確認無前述權利爭議情形；或異議者、權利人於知悉侵權

情形逾一個月仍未依法向主管機關或法院提起權利救濟或提起後撤回者。 

We affirm the registered products and related materials submitted to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regarding to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copyrights, patents, trademarks, portrait rights, privacy rights,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lauses, 

etc. without the plagiarism, piracy, counterfeit or oth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and should obtain 

the authorization from the rights holder if there is any third party’s right involved. We will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if there is any breach of the regulation, misrepresentation or infringement act 

found or reported, the organiz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move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sus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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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nouncement and retain the award until the dispute resolved or the objection failed to submit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r the jurisdiction court by the opponent for more than one month 

after becoming aware of his or her right to the situation or withdraw the objection after the 

submission of the application. 

7. 所參選之產品若經主管機關或訴訟程序確認侵權情形屬實，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得獎

資格，本公司願無條件配合退回獎座與證書等相關作業。 

The organizer reserves the rights to withdraw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activity if the infringement 

to the registered products have been ver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egal procedure, and we 

shall complete the coopera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return the award and the certificate 

unconditionally. 

8. 所參選之產品若經獲選得獎，本公司願無條件遵守「Best Choice Award 2022 Cyber Security 

(簡稱 BC 資安獎)」參選辦法中所列得獎宣傳活動各相關事項，並於主辦單位規定期限內

完成繳納得獎宣傳費用 NT$20,000(未稅)。 

We shall unconditionally abide by the regulation of the Best Choice Award 2021 Special for 

Cyber Securit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romotion activity and complete the payment of 

the promotional fee of NTD 20,000 (before tax) within the period designated by the organizer if 

the registered products awarded. 

 

※若因資料繕打錯誤或修改等事宜，「參選同意書」須重新列印及用印，並於 2022 年 4 月 8

日下午 3 時前 完成上傳報名系統※In the situation of the typo or revise to the information 

submitted, the company shall print and sign the "Consent Form" again and complete the submission 

by 15:00 (GMT+8), April 8th, 2022. 

 

 

 

 

 

 

 

 

 

 

 

 

 

 

公司印鑑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負責人印鑑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