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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構成最大
風險的弱點



無論在網路安全領域的資歷深淺，都應該知道弱點管理對於識別與降
低網路風險的重要性。原因為何？因為每一起重大網路攻擊的背後， 
都有一個尚未解決的弱點。

而且，還有一個大問題：過去 20 多年來，攻擊破綻不斷演變，但弱點管
理的腳步並未跟上這樣的速度。

現今的 IT 環境瞬息萬變。藉由數位轉型的推動，我們目前的世界說是 
由程式碼寫成的都不為過，新的科技、平台與裝置不斷推陳出新。可以
想見，雲端、物聯網 (IoT)、行動裝置、Web 應用程式，甚至連工業設備 
也加入這個混沌的環境當中。

不同類型的資產不停地進出企業。除此之外，還有些資產存在時間 
很短，只持續數秒鐘或是數分鐘。 

舊型的弱點管理已經不符合現今數位世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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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 表示：

「到了 2022 年，採用風險型 
弱點管理方法的企業遭遇的
漏洞將可減少 80%。」 1

1弱點評估解決方案選擇指南，Gartner，2019 年 4 月

https://zh-tw.tenable.com/analyst-research/gartner-a-guide-to-choosing-a-vulnerability-assessment-solution-2019


資產越多，弱點也就越多。 
就是這麼簡單。

由於攻擊破綻迅速擴大，弱點數目不斷攀升也就不足為
奇了。事實上，從記錄來看結果也頗令人氣餒。從 2016 
年到 2018 年，新公佈的弱點從每年 9,8372  個增加到 
16,500 個。3 這意味企業平均每天會在 960 筆 IT 資產中
發現 870 個弱點。4

弱點嚴重性似乎也在日益增加，使得所面臨的挑戰更
加嚴峻。由於產業標準 Common Vulnerability Scoring 
System (CVSS) 的改變，大多數的弱點都被歸類為高度
或重大風險。根據 CVSSv3 分級，有 60% 的弱點被列為
「高度」或「重大」，相較之下，CVSSv2 分級中的此類弱
點比例只有 31% (請見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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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弱點情資報告，Tenable Research，2018 年

4 Tenable Research
5 弱點情資報告，Tenable Research，2018 年

3 U.S. National Vulnerability Database (NVD)

https://zh-tw.tenable.com/cyber-exposure/vulnerability-intelligence
https://zh-tw.tenable.com/cyber-exposure/vulnerability-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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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CVSSv2 與 CVSSv3 分類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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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安全團隊需要應付的弱點數量已經超過他們所能處理。而這些有限的寶貴資源 
如果過於分散，很可能會快速導致效率低落與職業倦怠。由於 CVSS 本質上無法察覺 
到風險，因此最不該做的就是將寶貴時間浪費在那些幾乎不構成風險的弱點上。

與攻擊者的競賽仍在繼續，而他們目
前佔盡先機
在為期三個月，透過約 200,000 個弱點評估掃描，針
對其中 50 個最普遍存在的重大高危險性弱點所進行
的分析中，Tenable Research 發現攻擊者擁有領先防
禦者七天的優勢。6  威脅執行者能夠在安全團隊發現
自己處於風險之前利用弱點發動攻擊。

攻擊者比防 
禦者平均擁 
有領先 7 天 
的優勢。 

6 量化攻擊者的先發優勢，Tenable Research，2018 年

https://zh-tw.tenable.com/cyber-exposure/attackers-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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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持續地全盤掌握令企業無比困擾的弱點，就不可能知道薄弱環節的所在。舊型弱點管
理主要是以合規為導向，工作重點在於證明是否遵守法規以及檢查是否符合所有要求。 
這意味弱點掃描與修復時程通常都不連貫，會因為稽核週期而中斷，使得安全人員因沒有
意識到重大弱點的發生而無奈承受痛苦。幸運的是，我們有辦法提前得知這些危險，並且
從根本上扭轉攻擊者的優勢。

把握風險型弱點管理的機會

從事安全工作的人都知道，要保證杜絕漏洞，無異於癡人說夢。但是，退而求其次我們可以
採取主動防禦措施。怎麼做才是最便捷的方式？那就是風險型弱點管理。

藉由風險型弱點管理，可以從容回答下面三個關鍵問題：

1. 企業哪些地方有網路曝險問題？

2. 根據弱點遭到利用的可能性，企業應該優先從何者著手？

3. 如果弱點遭到利用，對於企業會造成何種影響？

風險型弱點管理可以協助企業從數量龐大的弱點中，精確地找到需要迅速有效地採取行
動的重點項目。



看不見的東西無從保護，若對於問題一無所知，也遑論圓滿解決。然而，要想全盤掌握持續
演變的整個攻擊破綻，也並非易事。 

攻擊破綻以及威脅環境持續改變，因此孤立的時間點評估也就給誤導決策留下了巨大隱
憂。風險型弱點管理遠遠超越舊型弱點管理，後者提供靜態、分散的能見度，前者則提供了
完全動態的檢視，並且還納入雲端、容器、Web 應用程式、物聯網 (IoT)、操作技術，以及任
何運算平台上的任何資產 (請見圖 2)。

首先，解決基本的能見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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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artner 的弱點管理策略願景」， 
Craig Lawson；Gartner 安全性與風險 
管理高峰會簡報，2019 年 8 月，澳洲雪梨

「開始監控這個關鍵 
指標：貴企業有多少 
遭到猖獗利用的弱點」 
– Gartn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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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風險型弱點管理，企業可以準確瞭解自身所有可能的風險。

接下來則是回答優先順序的問題

風險型弱點管理也能夠解答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優先解決什麼？」單憑 CVSS 不足以決定
優先順序，因為它只侷限於從理論上察覺弱點可能引發的風險，會將大部分的弱點分類為
高風險或是重大風險。CVSS 並不會考慮弱點遭到利用的情況是否極為猖獗。它也無法瞭
解弱點是否存在於對企業至關重要的服務或系統上。 

舉例來說，CVSSv2 和 CVSSv3 會優先處理可透過遠端利用的弱點，其無需使用者互動。 
但是攻擊者偏好使用的是經證明可持續成功的策略。他們一般會利用用戶端的弱點，透過
網路釣魚攻擊、偷渡式惡意軟體、惡意廣告等方式執行。如果單憑 CVSS 來排定優先順序 
 (例如修補所有 9 分及以上弱點)，就只會浪費時間與精力去修補絕對不會遭利用的弱點， 
反而錯過了攻擊者覬覦的目標。為了有效地排定優先順序，企業需要一種以風險為導向的
方式，為已知成為攻擊者目標的重要資產及安全弱點排定優先順序。

圖 2. 藉由風險型弱點管理消除所有盲點

以紅色顯示的資產，是使用舊
型弱點管理工具無法有效監控
及分析的資產。 

物聯網

雲端

IT

伺服器 網路基礎架構

Web 應用程式
雲端 容器

工業物聯網 企業物聯網

行動裝置 筆記型電腦



著重在構成最大風險的弱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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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風險型弱點管理，可以將重大弱點的範圍縮小，從理論意義中淬煉出真正的風險  
(請見圖 3)。它利用機器學習自動分析與關聯弱點嚴重性、威脅執行者以及資產重要性，為
根據風險確定重點修復工作給予明確指引。 

圖 3. 使用 CVSS 與風險型弱點管理排定優先順序的比較

有鑑於現今攻擊破綻中所產生的堆積如山的資料，
資源捉襟見肘的團隊勢必無法完全手動處理。 
讓機器學習進行分析與關聯工作，然後再與 IT  
配合，進而解決真正重要的弱點。



「隨著企業組織性的成長並從傳統
系統邁入雲端環境，如 GCP、AWS 與 
Microsoft Azure，我們的攻擊破綻也快
速擴大。我們的弱點數量大幅增加。 
一開始偵測出 250,000 個弱點，其中有
些弱點因為應用程式老舊而被列為 
「重大」的可利用弱點。我的團隊必須
有效排定弱點的優先順序，才能降低我
們的網路風險，防患於未然。」
 – NBrown Group IT 安全與風險主管 Mike K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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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型與舊型弱點管理的對照

舊型弱點管理不足的原因 風險型弱點管理如何為您帶來改善

僅評估傳統的 IT 基礎架構 查看完整的攻擊破綻

•  僅評估傳統、內部部署資產 (例如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 
伺服器、網路裝置)。 

•  忽略大部分攻擊破綻，致使企業服務陷入風險之中。

•  搜尋與評估整個攻擊破綻，包括傳統資產、行動裝置、Web 應用
程式、雲端、容器、物聯網 (IoT) 以及 OT 資產。

•  對應業務系統中的傳統與現代化資產，衡量整體的業務系統 
風險。

按嚴重性資料對弱點進行分類 利用機器學習支援下的洞察力排定弱點的優先順序
•  將過多的弱點分類為高風險與重大風險，實際上無用武之地。
•  單獨透過嚴重性對弱點進行分類，對風險、資產重要性或是任何

其他背景缺乏認知。 

•  技術性指標沒有對應業務結果，進而引起混亂並可能帶來虛假的
安全感。

•  精準找出對於企業構成最大風險的弱點子集，以便快速解決這些
弱點。

•  根據業務背景排定弱點修復的優先順序，包括弱點資料、威脅情
報 (例如近期遭到利用的可能性) 以及資產重要性。

•  資產與業務系統的風險型指標引導策略決策。

檢查最低的合規性標準 促成以風險為導向的決策

•  只要滿足最低要求即可通過稽核。
•  完全專注在範圍內的資產；經常忽略其他營運關鍵資產。 

•  利用最佳做法保護企業免於網路風險的影響。
•  對於所有資產負責，包括許多沒有合規需要的重要業務系統。

提供靜態、時間點快照 提供動態、持續的能見度

•  僅每月 (或以更短時間) 評估資產及執行修復。 

•  分析結果是以舊資料為準，導致更正措施延誤以及不完整。

•  立即搜尋與評估新的資產；持續評估已知資產。
•  每日更新分析結果，根據不斷變化的威脅態勢和/或資產的業務重

要性，反映風險的變化。

被動 主動

•  風險評估可說是一個猜謎遊戲，令人思緒紛亂，左支右絀。(受到
矚目的零時差弱點所帶來的實際風險往往不如預期來得高。)

•  呈現最重要的焦點，最佳的自動化流程可識別與解決少數的高風
險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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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可能變為可達成 (並且消除
與 IT 部門的磨擦)

根據近期 Ponemon Institute 進行的調查發現， 
有 51% 的安全團隊花費更多時間在手動流程上，而不
是回應弱點，致使難以克服的弱點不斷累積。8 再加
上整個產業的嫻熟技術人員短缺，由此團隊效率更加
重要。

風險型弱點管理可為指導團隊作業提供需要的精準
專注對象，並向企業證明自己在主動將網路風險減至
最低。由此您可以確知您採取的是正確的風險管理 
行動，專注處理的正是可能遭利用並造成最大危害的
少數弱點。此外，您還可以定期追蹤這兩個 KPI：

評估時間：從弱點發佈到團隊進行弱點評估花費
了多久時間？

修復時間：團隊作出回應並且與 IT 合作修復遭
到猖獗利用和/或構成最大風險的重大弱點花費
了多久時間？

8衡量與管理企業營運的網路風險，Ponemon Institute，2018 年

11

「我們不能直接把 
10,000 個[弱點]全
部丟給 IT 團隊處
理，然後期望他們
照單全收。如果我
給他們的清單上只
有幾百個弱點呢？ 
他們就能夠跟我們
配合了。」 
–   Sentara Healthcare  

資安長 Dan Bowden

https://zh-tw.tenable.com/ponemon-report/cyber-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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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風險型弱點管理，便能掌握保護業務系統需要的洞見。如果業務系
統中存在的網路風險無法接受，就可以快速決定為降低風險，應該將額
外安全控制的重點放在何處。

您還能夠將攻擊破綻的網路風險輕鬆傳達給企業主管。有效衡量與管
理風險型弱點管理方案所依賴的資料，能夠自動加入企業負責人能夠
瞭解的風險型指標中。

衡量與管理業務系統的風險 想要將您的立即性工作負載 
減少 97%？ 
歡迎試用 Predictive 
Prioritization。 
Predictive Prioritization 將深入解
析、威脅情報以及弱點評等加以結
合，可減少高達 97% 需要立即修
復的弱點數目。瞭解它如何運作 – 
查看互動式示範。

藉由監控這些指標，將可確知修復作業是否有效。這種新的表達方式，
可以讓您在與 IT 溝通時更加游刃有餘。企業不再是把數百或是數千個
弱點的試算表丟給 IT 團隊要他們解決，而是與之合作修復佔比很少但
實際上更需要注意的弱點。在發現過程中的差距以及展示共同目標的進
展時，擁有可以仰賴的資料將，將使得結果大為不同。

https://zh-tw.tenable.com/tenable-io/predictive-prioritization-demo
https://zh-tw.tenable.com/tenable-io/predictive-prioritization-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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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安全團隊都會表示，他們已經投入了多少人力去處理多少資安事件，他們公司出
現多少讓攻擊者有機可乘的重大弱點。但如何利用這些數字來降低公司出現安全性漏洞
的機率呢？顯然並不能。 

讓數字降低，並不代表風險降低。將構成立即性危險的弱點消除，才是關鍵。

想要知道風險型弱點管理如何為安全團隊提供最重要的焦點嗎？請立即著手。

釐清輕重緩急，立即試用風險型弱點管理

https://zh-tw.tenable.com/risk-based-vulnerability-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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