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O/IEC 27001:2022 版與
2013 版關鍵差異說明
轉版指引說明



2

NEW SUBCLAUSES
6.3 變更之規劃 

9.2.1 概述（內稽）

9.2.2 內部稽核方案

9.3.1 概述（管審）

9.3.2 管理審查輸入 

9.3.3 管理審查結果

新的子條款引入，乃因進一步協調了其他管理系統標準之文件結構，
例如： ISO 9001:2015 與 ISO 22301:2019。

2.2 兩個子條款的順序對換

ISO/IEC 27001:2022 ISO/IEC 27001:2013

SUBCLAUSE SUBCLAUSE
10.1 持續改善 10.1 不符合項目及矯正措施

10.2 不符合項目及矯正措施 10.2 持續改善

雖順序對調，子條款之內容要求維持不變。 

1 標準名稱
新版 ISO/IEC 27001 之名稱為 Information security, cyber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
此次名稱之調整乃對應至 ISO/IEC 27002:2022 實作指引 (Information security, 
cyber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trols)。

2 條款編號
2.1 新增子條款

ISO/IEC 27001:2022 
於 2022 年 10 月正式發行。

此份轉版指引說明，將為您說明 
ISO/IEC 27001 之 2022 版與 
2013 版關鍵差異，協助您及早
規劃新版導入策略與進行後續驗
證申請作業。

ISO/IEC 27001 之 2022 版與 2013 版關鍵差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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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SO/IEC 27001:2022 所新增之條文內容

CLAUSE NEW REQUIREMENT SGS’ REMARKS
4.2 瞭解關注方之

需要及期望
The organization shall determine: 
a) ……
b) ……
c)  which of these requirements will be addressed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note to 4.2 ‘may include legal and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becomes ‘can include legal and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本標準部分內容之用詞  “May”  被 
“Can”  所替代。

4.4 資訊安全管理
系統

The organization shall establish, implement,  
maintain and continually improve an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including the processes needed and 
their intera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

這些文字也包含在其他管理體系標準
中，例如：ISO 9001:2015、 
ISO 22301:2019。

5.1 領導及承諾 Requirements unchanged, new note added below  
Note – Reference to business in this document can be  
interpreted broadly to mean those activities that are core to the 
purposes of the organization’s existence.

5.3 組織角色、
責任及權限

In the note ‘top management may also’ becomes  
‘top management can also’.

6.2 資訊安全目標
及其達成之
規劃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objectives shall: 
a) ……;
b) ……;
c) ……;
d) be monitored;
e) ……;
f) ……;
g)  be available as documented information.

對於 d)，新文字也包含在其他管理體系
標準中，例如：ISO 9001:2015、 
ISO 22301:2019。

6.3 規劃之變更 This is a new subclause. It does not appear in the 2013 edition. 
6.3 states ‘When the organization determines the need for 
changes to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the 
changes shall be carried out in a planned manner'.

新的條文內容。

7.4 溝通 The organization shall determine the need for …… 
communications ……including: 
a) ……;
b) ……;
c) ……;
d) how to communicate.

同時，刪除 7.4 條款  
d) 溝通或傳達人員;

以及 e)  進行有效溝通或傳達所採用過程。 

8.1 運作之規劃及
控制

The organization shall plan, implement and control the 
processes …… by: 
— establishing criteria for the processes; 
—  implementing control of the proces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iteria.

新要求也包含在其他管理體系標準中，
例如：ISO 9001:2015、
ISO 22301:2019。

3 新條文內容

ISO/IEC 27001 之 2022 版與 2013 版關鍵差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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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NEW REQUIREMENT SGS’ REMARKS
9.1 監督、量測、

分析及評估
The organization shall determine: 
a) ……;
b)  …… The methods selected should produce comparable

and reproducible results to be considered valid;
c) ……;

這是 ISO/IEC 27001:2013 條款 
9.1.b) 中的註釋。 

9.3.2 管理審查輸入 The management review shall include 
consideration of: 
a) ……;
b) ……
c)  changes in needs and expectations of interested

partie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d) ……;

附錄 A 的名稱更改為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trols reference”，控制措
施亦依據 ISO/IEC 27002:2022 進行
調整。

雖然增加了新的文字並對部分文字進行重新排列，但它們只是闡明了要求，並沒有在標準中增加新的要求。

4 附錄 A
然而，與 2013 版本相同的是，僅有控制
措施之描述是來自於 ISO/IEC 27002:2022，
在 ISO/IEC 27001:2022 附錄 A 中未包含
的項目則是來自 ISO/IEC 27002:2022 的
其他內容，如：控制措施之目標與屬性。

因此對於欲導入 ISO/IEC 27001 之組織，
應參引實作指引標準，以對資訊安全控制
措施更為了解。

CLAUSE ISO/IEC 27001:2022 ISO/IEC 27001:2013 SGS’ REMARKS
瞭解組織及
其全景

備註：決定此等議題，係指建立於 
ISO 31000:2018 條文 5.4.1 中所
考量之組織內部及外部全景。 

備註：決定此等議題，係指建立
於 ISO 31000:2009 條文 5.3 中
所考量之組織內部及外部全景。  

註釋中對 ISO 31000 的引用已針對 
ISO 31000 的新版本進行了更新。 

5.1 ”注意：“本文件中提及的“業務”可
廣義地解釋為那些對組織存在的目
的至關重要的活動。” 

無。 ISO/IEC FDIS 27001 條款 5.1 中
新增了一個註釋。

5.3 最高管理階層應確保資訊安全相
關角色之責任及權限在組織內已
指派並傳達。

最高管理階層應確保資訊安全
相關角色之責任及權限已指派
並傳達。

ISO/IEC 27001:2022 規定應在組
織內溝通資訊安全職責和權限。

與組織外部各方的溝通於 7.4 中
闡述/處理。

5 其他改變

4.1 

組織角色、
責任及權限

領導及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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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ISO/IEC 27001:2022 ISO/IEC 27001:2013 SGS’ REMARKS
6.1.3 資訊安全

風險處理
C) 備註2：附錄 A 包括可能的
資訊安全控制措施清單。

C) 備註1：附錄 A 包括控制
目標及控制措施之詳細清單。

該註釋改寫為附錄 A 中列出的是
「可能的」資訊安全控制的列表，
而不是「廣泛、無所不包」的列表。 
它闡明了附錄 A 的控制措施並非詳
盡無遺，可包括額外的資訊安全控制
措施，如該條款的第二個註釋所述。 

8.1  組織應規劃、實作及控制達成資
訊安全要求事項所需之過程，
並實作 6 中所決定之行動。

組織應規劃、實作及控制達成
資訊安全要求事項所需之過程，
並實作 6.1 中所決定之行動。
組織亦應實作各項計畫，以達成       
6.2 中所決定之資訊安全目標。 

第 8.1 條中的句子被改寫，
但要求沒有改變。 

組織應確保與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相關的外部所提供之流程、產品
或服務受到控制。

組織應確保委外過程經確定並
受控制。

資訊安全中的一些服務，例如資料中
心或雲服務，更適合歸類為「外部提
供」而不是外包。 

9.1  

9.2.2  內部稽核方案

9.3.3  管理審查結果

應提供文件化資訊作為 OOO 的
證據。

組織應保存適切之文件化
資訊，作為 OOO 的證據。 

與文件化資訊要求相關的句子被
改寫，但要求沒有改變。 

運作之規劃及
控制

監督、量測、
分析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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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
正如預期，附錄 A 為了符合 ISO/IEC 27002:2022 中的資訊安全控制措施而進行了修訂，
這也是 ISO/IEC 27001:2022 中最顯著的改變。

而本文第 4 ~ 10 之主條文，則是進行了細微的編輯更改，以使其結構與其他管理系統標準之結構保持一致。

為了順利轉版至新版本，對於已通過 ISO/IEC 27001:2013 驗證之組織可能需要適度的投入與付出，
像是根據新條款和修改後的要求進行內部政策修訂，以及根據 ISO/IEC 27001:2022 附錄 A 修訂風險評鑑結果
和風險處理計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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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版 ISO 27001:2022 常見問題 FAQ 
Q1：ISO 27001 轉版前需要進行哪些準備呢？

Step 1 新版培訓：培訓種子人員和資安部門對新版條文進行了解，並全面審視組織資安管理現況。首先，選出組織內的種子人
員進行 ISO 27001 標準條文培訓，再進一步針對組織內部資安部門進行培訓，同時全面審視目前組織資訊安全管理現況，使被
培訓人員對於新版 ISO 27001 規範達到共識。
Step 2 現況分析：根據新版條文，對於現行組織資安進行差異分析，釐清其所面臨的風險，並評估組織能否
1. 承受該差異伴隨的資安風險，以及
2. 要降低或消弭差異程度及風險
3. 組織可能需要投入哪些資源，使組織達到能承受差異風險之狀態。
Step 3 驗證申請：根據已分析之風險，衡量需投入的資源，規劃轉版目標、措施與量測指標。
根據已分析之風險，衡量預計投入之資源，參考新版 ISO 27001 附錄 A 中的控制措施，具體地規劃出轉版目標、措施與量測
指標，同步調整程序規範，過程中進行相關配合人員的培訓以朝其規劃目標執行。
Step 4 導入規劃：當以上程序建立起來，經過試運一段時間確定其有效性，即可申請驗證。
當管理系統的差異補足起來之後，依據所訂定之試運行及量測期間，確保其遵循性及有效性趨於穩定，即可向 SGS 申請驗證。

Q2：新版公布後，ISO 27001:2013 證書什麼時候失效？
【初始驗證/重新驗證的客戶】於 2024 年 05 月 01 日後只能進行 ISO 27001:2022 新版驗證。
【定期追查/獨立轉版驗證的客戶】新版公布的 36 個月內仍可申請 ISO 27001:2013 驗證，但須注意證書過期問題。

Q3：之前上課取得過 2013 年版本證書，轉版後對原證書是否有影響？是否需要另外補上教育訓練課程？
若已取得 2013 年版證書，只需要再上 2 或 3 天轉版訓練課程，即可轉換取得新版國際認證資格。以證書核發機構最新規定為準。  

Q4：ISO 27001 的轉版驗證可以另外執行嗎？
轉版驗證可以整合於更新驗證或定期追查執行，亦可另外獨立執行。

Q5：ISO 27001 轉版稽核會需要額外人天嗎？
根據不同的稽核狀況而略有不同。
當轉版稽核合併更新驗證時，至少會增加 0.5 人天。
當轉版稽核合併定期追查時，至少會增加 1 人天。
當轉版稽核另外獨立進行時，至少會增加 1 人天。
*以上規則還是要視 SGS 總部最後訂定出來的轉版計畫為主。

Q6：CNS 27001 未改版前，如有機關想轉版，是否可同時發 CNS 舊版 2013 (TAF) 證書和 UKAS 新版 ISO 27001:2022 證書？
原則上可行。但比較不建議，因爲稽核時需同時混合新舊版本要求，組織需要準備的工作會變得複雜許多。

Q7：如果想進行 ISO 27001 新版驗證，如何申請需求呢？
1. 聯絡您的 SGS 客戶經理，討論轉版驗證活動的最佳時機點。
2. 填寫問卷。
3. 完成驗證服務企畫書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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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管理矚院
twap.sgs.com/trainsys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知識與管理事業群

台北

新北市五股區（新北產業圜匿）五權路38號

T:(02)2299-3279

F:(02)2290-1373

新竹

新竹縣竹北市生醫路二段2號1樓A103室

T:(03)667-3955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路299號6樓

T:(04)2359-1515

F:(04)2359-2032

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區加昌路600-11號4樓

T:(07)301-2121 

F:(07)301-2263 

回
SGSTW 
Certification 

Facebook 

SGS管理厚院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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