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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運算平台的變化日新月異。部署新服務的速度加快，連線功能簡化了資料共享的過程，與
網路連線的裝置也越來越多。甚至還有與網路連線的微波爐和咖啡壺。這些變化讓企業面
臨新的安全性弱點與重重挑戰。 

本調查深入探究了企業如何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應對安全性弱點。受訪者的回答顯示企業
採取了許多積極的行動。大多數的企業都擁有弱點管理方案 (84%)，並表示他們會對安全
性弱點進行風險分級 (84%)。我們發現與過去調查的答覆相較，每週或更常執行弱點掃描
的企業數量大幅增加 (25%)。1 

但仍存在有待改進之處。有些受訪者表示他們最大的隱憂，就是相關團隊未參與弱點管理
的行動或不瞭解技術部署。新應用程式與服務的線上執行變得快捷無比，但又缺乏妥善監
控，使得企業的曝險程度更高，更容易面臨意外的弱點與風險。 

雲端服務與業務合作夥伴關係使既有的挑戰越來越艱鉅。企業必須仰賴其他公司來管理與
修復對其資產有影響的安全性弱點。調查的受訪者對於他們所接收到的弱點資訊是否透明
公開存有疑慮。

我們將在本文中探討企業管理弱點的方式以及他們所面臨的阻礙。我們將會提出一些建議
與可行的方法，協助企業在千變萬化的環境中管理安全性弱點。 

主要研究結果
•  84%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有弱點管

理方案。

•  25% 的受訪者每週至少執行一次
弱點掃描。

•  82% 的受訪者每月至少進行一次
修補。

•  33% 的受訪者仰賴雲端服務供應
商來為他們管理雲端式弱點。

•  24% 的受訪者每月至少驗證一次
業務合作夥伴的弱點資訊。

不確定下一步該怎麼做？使企業的弱點管理方案符合安全性架構或標
準 (如 Center for Internet Security (CIS) Controls)，即能找出缺口及
有待加強的領域。誠如 CIS 的解說「CIS Controls™ 是一組排定好優先
順序的行動，這組行動共同構成一組深度防禦的最佳典範，可減輕最常
見的系統與網路攻擊。」2 參閱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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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點管理方案

弱點管理方案可找出企業內部的安全性弱點、評估其風險並採取應變措施。即便不是所有
的資安標準都如此，但大多數的資安標準 (包括 PCI DSS 與 HIPAA) 皆要求企業擁有弱點管
理方案。本調查顯示，大多數受訪者所屬的企業都
有正式 (55%) 或非正式的 (29%) 弱點管理方案，如
圖 2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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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 Control 3：持續性弱點管理 (Continuous Vulnerability Management)
子控制
措施

資產
類型

安全功能 控制措施
名稱

控制措施
說明
利用最新的 SCAP 相容弱點掃描工具以自動化掃描網路上的所有系
統，一週至少掃描一次，可找出企業系統上的所有潛在弱點。

3.1 應用程式 偵測 執行自動化的弱點偵
測工具

執行授權弱點掃描，在每個本機系統上執行代理程式或使用對受測
系統設有特權的遠端掃描器。

3.2 應用程式 偵測 執行授權弱點掃描

使用授權弱點掃描的專用帳號，此帳號不得用於其他管理事務，亦不
得與特定 IP 位址的特定機器連結。

3.3 使用者 保護 保護專用的評估帳號

部署自動執行的軟體更新程式工具，以確保作業系統執行的是軟體
廠商所提供的最新安全性更新程式。

3.4 應用程式 保護 部署自動執行的修補管
理工具

部署自動化的軟體更新工具，以確保所有系統上的第三方軟體皆執
行軟體廠商所提供的最新安全性更新程式。

3.5 應用程式 保護 部署自動化的軟體修補
管理工具

定期一一比對弱點掃描的結果，確認弱點已即時修復。3.6 應用程式 應變 一一比對弱點掃描的
結果

利用風險分級處理流程來排定已發現之弱點的修復優先順序。3.7 應用程式 應變 利用風險分級處理流程

圖 1. CIS Control 3

圖 2. 弱點管理方案參與度

   是，我們有正式的方案。

   是，我們有非正式的方案。

   否，我們沒有此類方案，但我們打
算在接下來的 12 個月內制定。

   否，我們沒有此類方案，也不打算
制定方案。

您的企業是否擁有弱點管理方案？

1.5%

14.7%

29.1%
54.7%



調查的受訪者來自各種不同規模的企業，其中包括 35% 的
小型企業 (不超過 1,000 名員工)、37% 的中型企業 (1,001 - 
10,000 名員工)、22% 的大型企業 (10,001 - 100,000 名員工) 
以及 7% 的超大型企業 (超過 100,000 名員工)。並非只有規模
最大的企業才有正式的方案。無論規模大小，所有的企業都
意識到弱點管理方案的必要性。參閱圖 3。

令人樂見的是，大多數的受訪者都在他們的弱
點管理方案中採行風險分級的處理流程。針對
安全性弱點的風險加以分級有助於研判弱點的
關鍵性及其對企業的影響。藉由瞭解安全性弱
點對企業造成的影響，即能排定修復措施的優
先順序。參閱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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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按企業規模調查弱點管理方案3

您的企業是否擁有弱點管理方案？

3.8%
5.3%

2.3%
0.5%

少於 100 人

10.4%
8.4%

3.8%
0.8%

101–1,000 人

7.3%
3.3%

2.0%
5,001–10,000 人

5.3%
1.0%

50,001–100,000 人

100,001–500,000 人

12.2%
6.8%

4.8%
1,001–5,000 人

10.9%
3.0%

1.3%
0.3%

10,001–50,000 人

3.5%
1.3%

0.3%

1.3%

0.3%超過 500,000 人

 是，我們有正式的方案。
 是，我們有非正式的方案。
 否，我們沒有此類方案，但我們打算在接下來的 12 個月內制定。
 否，我們沒有此類方案，也不打算制定方案。

0% 2% 6% 8% 10%4% 12%

採取行動：計算風險

資安工作人員在計算風險分數時需考量的事項取決於企
業本身的情況。受訪者使用了許多常見因素，但各企業需
自行判斷哪些因素適用於他們的情況。首先，企業不妨先
解決一些規劃方面的問題，然後再根據這些問題對企業
的關鍵性，將解決辦法予以分類： 

• 企業的資產有哪些？

• 它們所在的位置在哪裡？

• 誰擁有存取權？

• 該資產位於雲端服務還是傳統的資料中心？ 

• 業務合作夥伴是否擁有這些資產的存取權或擁有這
些資產的副本？ 

• 弱點會中斷企業的營運，還是只會影響較不重要的
資產？

圖 4. 風險分級處理流程

   是，我們擁有正式的弱點分級處理流程，
評量指標有多種分級。

   是，我們擁有非正式的弱點分級處理流
程，評量指標有多種分級。

   是，我們仰賴外部來源，例如威脅與弱點
情報資訊或廠商對可疑問題的風險分級
服務。

   否，我們對所有弱點一視同仁。

   否，我們目前正在研究實施風險分級的
方式。

   不明

您的企業是否將弱點風險予以分級？請選擇最貼切的答案。

2.1%

5.1% 9.3%

31.7%

18.7%

33.1%

3   受訪者不能選擇長條圖中未顯示的答覆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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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業不瞭解某個弱點會對其資產
造成何種影響，則難以研判該弱點的
風險等級。受訪者會針對一些評估及
確定風險等級的關鍵因素評分，如圖 
5 中所示。

受訪者表示，是否有已公佈的弱點利
用程式與可用的修補程式，也是他們
能否評估與確定風險等級的另一個決
定性因素。弱點被利用的便利性以及
企業修復弱點的速度應納入風險評估
時的考量。這些因素也會隨著廠商推
出修補程式、弱點利用程式公佈並達 
到較高的修補成功率的時間而有所變化。 
風險分級亦會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化， 
因此企業必須不斷地重新評估。

弱點掃描做法

弱點的數量與日俱增。安裝新應用程式與啟用服務時，必須追蹤及修復其安全性弱點。
廠商持續推出需要排定優先順序、驗證與部署的修補程式。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各式
裝置透過各種方式與企業網路連線。是什麼類型的裝置？它的作業系統是什麼？隨著該
裝置加入網路，會衍生出什麼樣的安全性弱點？大多數的受訪者都同意，掃描是搜尋安
全性弱點的核心要件。不在企業內
部執行任何弱點掃描的受訪者只佔 
7%，有 81% 的受訪者執行某種程度
的自動化掃描，如圖 6 所示。

不過，最佳的弱點掃描頻率到底應
該多久一次？CIS Control 3.1 建議，
所有系統至少每週執行一次自動化
掃描。在 80% 執行自動化掃描的受
訪者中，有 50% 至少每週執行一次
自動化掃描。與我們 2015 年 (38%) 
及 2016 年 (37%) 出爐的「持續性監
控方案調查 (Continuous Monitoring Program surveys)」結果相較之下顯著增加。4

SANS 弱點管理調查

您在評估與確定各項弱點的風險等級時，會考量哪些因素？請選取所有適用的選項。

0% 20% 40% 80%60%

弱點 管理工具的建議

53.6%

4.6%

產品廠商風險分級

其他

資產對企業的重要性

43.2%

66.2%

81.2%

64.0%

根據威脅與弱點情報資訊

CVSS 嚴重性

圖 5. 風險評估與確定因素

圖 6. 弱點掃描參與度

您的企業是否執行弱點掃描？

是，我們執行自動化的排程掃描。

9.2%

2.4%

否，我們不執行弱點掃描。

不明

是，我們執行自動化的排程掃描與臨時掃描。

7.0%

39.6%

28.3%

13.5%

是，我們視需要執行臨時掃描。

是，我們執行持續性的自動化掃描。

0% 10% 20% 50%30% 40%

4   「SANS 針對持續性監控進行的調查：他們的弱點是什麼？」，2015 年 10 月， 
 www.sans.org/reading-room/whitepapers/analyst/vulnerabilities-survey-continuous-monitoring-36377； 
 「縮小攻擊破綻：SANS 針對持續性監控方案進行的二度調查」，2016 年 11 月， 
 www.sans.org/reading-room/whitepapers/analyst/reducing-attack-surface-sans’-second-survey-continuous-monitoring-programs-37417  
 [需先註冊才能存取。]



根據我們在 2015 年調查中的定義，持續性弱點掃描是指「每次執行新掃描開始的
時間與前次掃描結束的時間相隔不超過 24 小時。」5 根據此定義，今年度執行持
續性自動化掃描的受訪者比例 (28%) 超過 2015 年 (13%) 及 2016 年 (11%) 調查結
果的兩倍。企業為何要執行持續性掃描？持續性弱點掃描將兩次掃描間隔的時間
縮短，使企業能更精確地掌握其網路環境與態勢，也更能即時偵測到網路上的新
裝置或伺服器上新的接聽服務，否則這些裝置或服務可能會長達數週或數月 (視掃
描週期而定) 處於無人偵測的窘境。 

持續性掃描可收輔助之效，有助於達成修復弱點或採取相應補救措施的最終目標。
在採用持續性掃描或更頻繁的掃描週期之前，請先設想掃描結果的提報與應變方
式。不斷提報相同的弱點可能會讓負責修復弱點的團隊疲於奔命。隨著問題回報系
統的自動化整合，檢修單的數量大幅增加，使得此情況愈形惡化。如果整合的結
果產生無意義且可能大幅加重工作負荷的資料量，那麼整合的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無論實施何種掃描時程，都務必讓掃描器掌握最新最精確的弱點資訊。絕大多數的
受訪者 (80%) 都向他們的工具供應商採購訂閱服務。也有人是使用免費的公用更
新程式 (21%)；向第三方採購訂閱服務 (20%)；或是自行編寫掃描特徵碼 (12%)。 
務須確保企業所使用的工具能涵蓋企業中的系統與應用程式。

但我們要掃描的對象有哪些？從調查的答
覆來看，企業較常掃描的是傳統 IT 系統與
應用程式。這或許是經年累月在傳統系統
中掃描及修復弱點所養成的習慣。也可能
是因為企業比較瞭解這些傳統系統。如果
企業對環境中安裝的新技術不甚瞭解，他
們又怎麼知道如何監控這些新技術產生的
安全性弱點呢？參閱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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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ANS 針對持續性監控進行的調查：他們的弱點是什麼？」，2015 年 10 月，  
www.sans.org/reading-room/whitepapers/analyst/vulnerabilities-survey-continuous-monitoring-36377, 第 4 頁 [需先註冊才能存取。]

圖 7. 弱點掃描組態

企業的弱點掃描器組態來掃描下列何者？請選取所有適用的選項。

0% 20% 60%40% 80%

網路設備  
(如路由器、交換器)

62.8%

29.0%

23.8%

22.9%

21.7%

21.7%

17.4%

15.6%

11.3%

6.4%

1.2%

用戶端的「其他」應用程式  
(如媒體播放器、社群媒體應用程式)

物聯網 (IoT) 裝置  
(如顯示看板、電視)

偵測未經授權的資產

業務合作夥伴環境

雲端服務  
(如 IaaS、PaaS、SaaS)

大樓控制系統  
(如 HVAC、UPS、發電機)

容器化應用程式

其他

行動端點  
(如智慧型手機或筆記型電腦)

工業控制系統 (如製造系統、能源生產系統
與其他)

實體安全系統  
(如相機、識別證讀卡機)

Web 應用程式  
(10 大 OWASP 弱點)

用戶端商業應用程式  
(如 Office 套裝軟體、瀏覽器、CRM、HR)

伺服器端應用程式  
(如 Oracle、IBM、Apache、Microsoft)

32.9%

54.9%

80.2%

91.2%

75.6%

52.4%

網路安全系統  
(如防火牆、IDS/IPS)

作業系統  
(如 Microsoft、Linux、Unix、macOS)

採取行動：學習編寫弱點特徵碼
指令碼

您的企業是否擁有自行研發的應用程
式、業界專用的設備或客製化的軟體？
有沒有任何已公佈的新弱點，其特徵碼
尚未在您的掃描器內？大多數的弱點掃
描器都有可編寫客製化弱點偵測程式的
指令碼語言或介面。學習編寫客製化的
指令碼可將弱點掃描擴大到平常未涵
蓋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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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方式可確保所有新安裝的
技術都經過掃描，那就是將弱
點掃描功能與企業資產管理系
統加以整合。有 29% 的受訪者
在掃描策略中納入了整合掃描
功能，將資產管理系統與弱點
掃描功能加以整合。除了能掃
描使用中的裝置外，與資產管
理系統整合的弱點掃描功能還
能協助管理已停用的系統。 
這樣可節省時間，無需耗費冗 
長的時間來追蹤錯過定期掃描間隔的系統。

CIS Control 3.2 建議執行授權裝置的弱點掃描，此做法可
獲得更精確詳盡的弱點資訊。此類掃描可輔助採取修復
措施並減少誤判的機率。調查中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會執
行某種程度的授權掃描，在涵蓋所有裝置的情況下， 
約有 30% 的受訪者會執行授權掃描。參閱圖 8。

執行授權掃描時，務必使用掃描專用的帳號。該專用
帳號必須具備執行正常程度掃描所需的最低授權。企
業內部必須嚴密監管該專用帳號，不得供其他用途使
用。CIS Control 3.3 建議使用「授權裝置弱點掃描的專
用帳號，此帳號不得用於其他管理事務，亦不得與特定 
IP 位址的特定機器連結。」6 有 10% 的受訪者使用個別
或共用的帳號來執行授權掃描。使用個別或共用帳號的
企業應考慮改用弱點掃描專用的帳號。

弱點管理大多屬於資安部門的職責，但大多數的受訪者
卻認為 IT 部門應負責修復安全性弱點及/或採取相應的
補救措施。參閱圖 9。

SANS 弱點管理調查

您的弱點掃描器是否執行未經授權掃描？

0% 10% 20% 40%30%

是，我們只在伺服器端執行未經授權掃描。

3.0%

否，我們不執行未經授權掃描。

否，但我們利用能在某個程度上有效涵蓋同等範圍的主 
機型代理程式。

是，我們在用戶端與伺服器系統上執行未經授權掃描。

15.2%

34.9%

30.3%

14.2%

2.4%

是，我們只在用戶端執行未經授權掃描。

是，我們在所有裝置上執行未經授權掃描。

圖 8. 未經授權掃描的範圍

6   CIS Controls Measures and Metrics for Version 7 (CIS Controls 措施與指標第 7 版)，www.cisecurity.org/wp-content/uploads/2018/03/CIS-Controls-
Measures-and-Metrics-V7.pdf

您的企業內部負責弱點管理的是哪個單位？請選擇最貼切的答案。

   資訊安全部門

   資訊安全部門與資訊技術
部門共同合作

   資訊技術部門

  稽核/風險控管部門

   合規性部門

   其他

1.6%3.7%
1.9%

20.1%

24.6%

48.1%

負責減輕/修補弱點的是哪個單位？請選取所有適用的選項。

100%

80%

60%

40%

20%

0%
資訊技術部門

81.5%

業務單位

23.7%

資訊安全部門

37.6%

承包商

10.0%

其他

2.3%

圖 9. 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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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劃分固然重要，但跨部門的溝通交流更為關鍵。有效的溝通與有
效率的弱點資訊分享是修復弱點的關鍵要素。企業會用各種方式來分
享資訊：63% 的受訪者使用問題回報系統與他人分享弱點掃描器的掃
描結果，42% 的受訪者則手動開立檢修單。與問題回報系統整合在一
起的掃描功能可減少開立檢修單所需的人力成本，但仍應與有效溝通
的目標相輔相成、取得平衡。如果自動化的檢修單開立系統不能提供
關鍵資訊 (如風險分級或排定優先順序)，企業就無法以正確的緊急程
度來衡量修復措施的優先順序。而且，就像持續性掃描一樣，它可能
會適得其反地大幅加重修復團隊的工作負荷，無法發揮整合功能應有
的效率。 

 

更新修補程式的做法

更新修補程式是弱點修復的一大要件。調查中 90% 以上的受訪者都會定期更新修補程
式，大多數受訪者 (82%) 的修補週期是每月至少一次，如圖 10 所示。 

CIS Controls 3.4 與 3.5 建議使用自動化的軟體更新工具，以確保所執行的軟體與作業
系統都是最新版本。不到一半的受訪者 (49%) 表示他們使用的是自動化的修補工具。 

企業大多非常擅長於更新作業系統與更傳統型的 IT 系統的修補程式。使用李伯特量表 
(Liebert scale，一種主觀的評量指標) — 表 1 代表受訪者在弱點修補方面對其所屬企
業成熟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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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修補週期頻率

如果您的企業定期執行修補作業，修補的頻率如何？

60%

50%

40%

30%

20%

10%

0% 每週一次

24.9%

每季一次

7.7%

每月一次

57.5%

其他

10.0%

採取行動： 
探討自動化

如果您的企業採手動修補，不妨考慮
改用自動化解決方案的可行性。不確
定從何著手？您可以研究一下現有修
補工具的功能。現有工具可能已經擁
有協助順利開始的自動化功能。充分
瞭解現有工具的功能後，根據這些功
能挑選適合的應用程式或作業系統，
接著開始測試。 

伺服器端應用程式 (如 Oracle、IBM、Apache、Microsoft) 23.5% 51.2% 74.6% 23.8%
用戶端商業應用程式 (如 Office 套裝軟體、瀏覽器、CRM、HR) 22.7% 50.4% 73.1% 22.3%
網路設備 (如路由器、交換器) 20.0% 50.4% 70.4% 26.5%
網路安全系統 (如防火牆、IDS/IPS) 30.0% 49.2% 79.2% 18.8%
作業系統 (如 Microsoft、Linux、Unix、macOS) 45.0% 46.9% 91.9% 7.3%
用戶端的「其他」應用程式 (如媒體播放器、社群媒體應用程式) 16.2% 32.3% 48.5% 38.8%
行動端點 (如智慧型手機或筆記型電腦) 8.1% 30.0% 38.1% 40.8%
雲端服務 (如 IaaS、PaaS、SaaS) 6.9% 23.5% 30.4% 39.6%
實體安全系統 (如相機、識別證讀卡機) 6.9% 22.3% 29.2% 50.8%
業務合作夥伴環境 3.1% 15.8% 18.9% 47.7%
大樓控制系統 (如 HVAC、UPS、發電機) 5.0% 14.2% 19.2% 41.9%
ICS 系統與裝置 4.2% 14.2% 18.4% 31.2%
物聯網 (IoT) 裝置 (如顯示看板、電視) 3.8% 12.7% 16.5% 52.3%

表 1. 修補技術的成熟度

非常成熟 成熟 完全成熟 不成熟



安裝較新技術的企業則無法在弱點修補方面展現出同樣的成熟度。這些系統使企業的
弱點曝露在網路上，而傳統的修補技術並不足以修補這些弱點。多數的物聯網 (IoT) 裝
置在設計時並未考量到安全性弱點與修補管理，而這些裝置仍想方設法地與企業網路連
線。在某些情況下，修補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可能大於系統未修補所帶來的風險。修補的
替代方案 (如隔離或防火牆) 可能更適合企業。評估弱點對企業有何影響時必須採取風險
型評估法。

雲端型弱點管理

雲端型服務本身造就了對企業的另一種挑戰。有三分之一 (33%)  
的受訪者所屬企業仰賴雲端服務供應商為他們管理弱點及保護資產。 
參閱圖 11。

雲端服務缺乏公開透明的弱點資訊是最為受訪者
詬病之處。企業必須對於影響其資產的安全性
弱點具有驗證能力。多數的雲端服務供應商 (如 
Microsoft、Amazon 與 Google) 允許客戶在無任
何特殊權限的情況下掃描他們的執行個體。7 企
業應將他們的雲端服務納入弱點掃描處理流程的
範圍之中。

調查的受訪者也表示，雲端服務的相關知識與訓
練對企業而言也是一大挑戰。教育訓練課程有助
於瞭解安全性弱點對雲端服務有何影響，並能就
企業雲端式資產的保護方式提供指導。 

9

下列具代表性的問題顯示受訪者認為使用雲端服務所帶來的挑戰：

• 弱點的修復狀態不公開透明

• 不清楚第三方的修補頻率

• 無法即時監控弱點及相關的修復狀態

• 無法得知員工使用信用卡建立生產環境的時間 

• 無法更新修復狀態，也無法證實是否已修復

• 無法確定廠商服務是否落實，因為我們公司無法證實此事

SANS 弱點管理調查

圖 11. 雲端服務弱點管理

   我們的雲端服務供應商負責幫我們進行
弱點管理。

   我們使用非雲端服務的相同弱點處理流
程來掃描及修復雲端弱點。

   我們不使用雲端服務。

   我們會在有更新的弱點資訊公佈時修復
雲端弱點，但我們不掃描我們使用的雲
端服務。

   其他

您的企業如何管理雲端服務 (PaaS、SaaS、IaaS 等) 的安全性弱點？

4.6%

10.4%

23.5%

29.0%

32.5%

7   「滲透教戰守則」，www.microsoft.com/en-us/msrc/pentest-rules-of-engagement；「弱點與滲透測試」， 
  https://aws.amazon.com/security/penetration-testing、 https://cloud.google.com/security/overview



調查報告中提出雲端服務所帶來的另一項難題，也就是企業難以察覺自己正在使用雲端
服務。雲端服務的優點之一，就是可以方便快速地設定新服務。這些新服務可能由全新
的雲端服務供應商提供，或是現有雲端服務變換新環境與新服務。未記錄的服務或「影
子 IT」服務為企業增添了不計其數的安全性弱。新服務的設定正確嗎？它管理的資料是
何種類型？誰有存取權限並負責管理該服務？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企業內部的團隊必須
攜手合作。

業務合作夥伴弱點管理

業務合作夥伴也會給弱點管理方案帶來重大挑戰。就像雲端服務一樣，業務合作夥伴也缺
乏公開透明的弱點資訊，成為企業與他們交易時的主要隱憂。但也有一些成功案例，24% 
的受訪者每個月至少檢查一次業務合作夥伴的弱點資訊。遺憾的是，多數企業一年只檢查
一次，有些企業甚至從不檢查。參閱圖 12。

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每年只檢查一次業務合作夥
伴的弱點資訊是不夠的。因業務合作夥伴而造成大
量個資外洩的案例屢見不鮮，例如 Target 資料外洩
事件。8 業務合作夥伴無法妥善保管收到的資料也會
導致資料遺失，如 Health Fitness 推行的路易維爾
大學即刻保健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Get Healthy 
Now) 方案9，人力資源公司 ComplyRight 的資料外洩
可能影響其業務合作夥伴。10 此外，Sears、Delta Air 
Lines 與 Best Buy 客戶也因業務合作夥伴 [24]7.ai 的
客服軟體遭到盜用而受影響。11 無論企業是直接控管
資料還是讓業務合作夥伴也享有控管權，企業都必須
負責資料保密的工作。 

處理業務合作夥伴的安全性弱點可能非常困難，但將業務合作夥伴納入企業的弱點管理
方案並善用風險分級處理流程會有所助益。合作夥伴是否需擁有企業所有資產的存取
權，還是只要將其存取權限定在較不重要也更為適當的相關資料範圍內就好？是否有其
他合作夥伴更能配合企業的風險容忍度？在某些情況下，企業在合作關係上可能沒有選
擇餘地。彼此協商，使弱點資訊分享成為業務關係協議的內容，因為企業有保護自身資
產的責任。

10SANS 弱點管理調查

採取行動： 
需團隊合作

技術團隊需與要求雲端服務的團隊攜
手合作。請務必靈活地權衡要花多久
時間來評估雲端服務產品。企業政策
與程序將有助於控管此類曝險。與會
計部及財務部相互配合也有幫助，因
為他們可發現並控管異常的 IT 支出。 

您的企業多久驗證一次業務合作夥伴的弱點資訊？

30%

20%

10%

0%
曾驗證過

14.6%

每週一次

10.0%

每季一次

12.5%

每天一次

4.0%

每月一次

9.7%

每年一次

28.3%

其他

21.0%

圖 12. 業務合作夥伴弱點評估

8   「透過 HVAC 公司入侵的 Target 駭客」，https://krebsonsecurity.com/2014/02/target-hackers-broke-in-via-hvac-company
9   「路易維爾大學 (UofL) 面臨教職員資料外洩情況」，www.louisvillecardinal.com/2018/09/brief-uofl-faculty-and-staff-facing-data-breach
10   「ComplyRight 資料安全事端通知」，www.complyright.com/data-security-notice
11   「安全機制失控：即時通訊系統遭駭客入侵，成千上萬的 Delta Air Lines、Sears 客戶金融卡資訊被盜」， 

www.theregister.co.uk/2018/04/05/sears_delta_customer_payment_cards_ha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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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科技不斷地演進。新的解決方案使企業更具有機敏應變的能力，也更能解決客戶需求。
在充分利用科技優點的同時，企業也必須注意，新的科技會帶來新的挑戰與安全性弱
點。弱點管理方案必須不斷的進化，才能跟得上瞬息萬變的網路環境。採用以風險為基
礎的弱點管理方式將有助於團隊排定其應變的優先順序，並使方案能達到企業目標。

風險分級處理流程的關鍵點就在於企業必須瞭解他們的資產位於何處以及誰能存取這些
資產。無論這些資產是在傳統的 IT 資料中心、雲端服務，還是與業務合作夥伴共享， 
企業都必須負起保護它們的責任。企業必須監控並瞭解影響其資產的安全性弱點。

運用持續性監控之類的技術可協助企業監控自己的系統。他們可藉此更為快速地發現新
的裝置、服務與弱點，不過，發現弱點並且提報也只是整個處理流程的一部分。企業必
須應變並修復這些安全性弱點。自動化處理及工具整合等有效解決方案可讓企業應變更
快速。自動執行軟體更新並整合弱點掃描器與問題回報系統可減少手動接觸點、提升整
體效率。 

SANS 弱點管理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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