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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從遠端連接到集中式的大型電
由於經濟環境與法規政令的快速 腦主機時，提供其處理能力。因此隨
變動，企業需求將如同天氣一般善變。 著時間的演進，當計算處理能力已不
為了使組織能夠適應這種如同地表上 再昂貴，運算模型已演變為主從式架
天氣的風暴，組織需要變得更加敏捷。 構(Client-Server)－一種主機端提供基
預算的限制、管理規範及法令遵循議 本功能(例如檔案儲存、列印序列管
題的增加，迫使組織尋找它們的日常 理)而大部份的運算能力則存在於網
需求是否有更好的替代性解決策略。
路終端使用者之筆記型電腦與桌上型
主機的運算架構。時至今日，以前無
其中一個選擇便是：雲端運算。 法達到的資料傳輸速度與充足的網路
但雲端的運用對企業營運會造成怎樣 頻寬，因為網路的普及造成了資料傳
的衝擊?又當雲端上高度敏感的商業及 輸以及運算需求的成本的降低，再加
客戶資訊遺失時，所導致的可能罰款、 上雲端提供者具有較強運算能力的電
制裁及訴訟，企業又該如何生存?
腦，顯示整體運算環境的架構將重新
回到更為集中化的運算模型。
「雲端運算」是一個最近許多人
都會遇到且感到困惑的學術用語，
雖然雲端運算仍處於發展初期，
「雲端」一詞實際上是在 1990 年代由 一些雲端概念卻已被廣泛地使用。企
IT組織向電信產業借引而來的。它是 業的資料處理通常使用雲端運算及概
一個廣意的概念而非一個實際技術。 念，像是應用主機，包括透過網路提
在最廣範的意義及學理中，雲端運算 供 軟 體 服 務 的 「 軟 體 即 服 務 」
係指大規模集中的運算資源。透過集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及透過網
中運算資源，資訊、流程及軟體可以 路提供應用服務的「應用服務供應商」
讓許多公司、使用者及服務藉由遠端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ASP)；
方式各自獨立地操控雲端使用。透過 虛擬化的儲存方式，包含雲端儲存及
新科技的使用，包含虛擬化，當需要 線 上 備 份 ； 資 訊 科 技 委 外 (IT
額外的資源時，組織可以快速地準備 outsourcing, ITO) ；及 企 業 流 程 委 外
新電腦資源。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
諷刺地，集中化運算是一種原始
的運算模型－當較低運算能力的
「dumb terminal」(不處理資訊的終端

包含了服務支援、虛擬資料中心及主
機資料中心委外等。儘管這些概念是
如此熟悉，然而，集中化及分享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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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所造成的潛在傷害可能會迅速地擴散，並且超
過雲端運算用於商業範疇的層級。每個組織必須
了解上述的風險，並在使用雲端作為解決方案時
進行仔細地衡量，如此方能使組織藉由雲端運算
帶來的效益達成企業經營目標，並且繼續成長茁
壯。
The Silver Cloud—Measurable Savings
閃亮的雲端-可衡量的效益
使用雲端運算有許多的優點 １ 。分享運算的
特性及富有調整彈性的雲端提供者能夠讓客戶端
快速及簡便的調整其系統規模以符合改變中的需
求。如此作法可以避免在傳統式主從架構中，設
計者經常需要設計高於預計的運算能力，以確保
系統在尖峰負載狀態下仍能夠正常運作。此外，
許多雲端基礎的系統也讓使用者能從任何網路瀏
覽器存取資訊，即使是最新的智慧型手機、平板
電腦平台，且為了最大化系統效能，每個使用者
消耗的資源皆可以被有效地監控。
企業展開雲端基礎系統可以避免硬體上的資
本支出以及軟體的資本化；小型企業也可能因雲
端提供者具備的經濟規模，可調節昂貴資訊資源
的支出費用，像是系統管理員聘用、備援基礎建
設及多使用者的網路基礎建設等，並因此而獲得
經濟效益。上述的效益將明顯地減少雲端的進入
障礙，因基礎建設係由第三方所提供，不需一次
買斷所有設備，且能夠避免一些極少發生的運算
資源不足風險。
The Dark Lining of the Cloud
雲端的黑暗面
雲端運算的好處將會因為組織資訊的一些極
端無法控制與無法預見的潛在風險或威脅所考驗，
因此企業在移動資料進入雲端前，必須全盤地評
估、了解及減輕所有的風險。
維持企業營運所需的資訊是一種有價的資產，
有時候為無形的、有時候則否。為何企業所持有
的資料與資訊對一家公司而言是有價值的？這些

資料資訊對網路犯罪來說的價值有多高?駭客又可
以用這些資訊做什麼? 如果這些資料被其他公司
存取並竄改，對公司來說又會造成多大損失? 如
果因雲端提供者的疏失而導致失去這些資訊或遭
到未受權的存取，企業又該如何因應?若部份資料
被變更，企業應如何知曉?如果資料外洩，則企業
應採行的法律行動為何?
資訊安全弱點遭受攻擊以及資料損失實際上
是經常發生的，在2010年，根據DataBreaches.net,
美國聯邦調查局(FBI)2，電腦資訊安全協會(CSI)3，
以及其他許多類似組織都有追踨這類事件，這些
數以百計被報導的資安事件包含了幾億筆記錄，
而這還不包含尚未被報導出來的部分。事實是沒
有人會打開報紙或閱讀線上頭條卻不知道網路攻
擊與網路犯罪是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像ALDI,5
T.J.Maxx,6 Heartland Payment Systems,7 the US
Veterans Administration,8 Ben & Jerry’s,9 與
PETCO,10等等都是新的例子。因此，使用雲端提
供者的服務，將顯著增加資安事件的風險，並且
增加上述事件產生的所有成本，包含法律上的補
救以及違法所產生的其他損失。然而，除了資安
事件風險增加的成本外，決定影響範圍並且從資
安事件中回復的成本也應該一併被納入採用雲端
運算的考量中。
資料及資料的存取對於企業的繼續經營有著
真實的價值，特別是對於企業所服務的客戶。有
時候，更確實地說，資料對某些人來說的價值足
以讓部份企業或即使是部份國家都想要去竊取、
操作或執行其他危及這些資訊的動作。
資料對於網路犯罪者的價值直接取決於企業
面對這些威脅的立場態度。攻擊者會衡量取得資
訊的風險相對於他們所能獲得的報酬。當使用雲
端運算時，上述問題將會變為：當集中的資料包
含數以百計其他公司的資料時，這些公司將如何
去面對其中一家企業所面臨的資安威脅？顯而易
見的事實是，一家企業對於放置於雲端中的資料
所處得資訊環境是絕對沒有直接控制權的，此外，
服務級別協議(service level agreements, SLAs)也無
法幫上什麼忙，因為雲端提供者可能只採取了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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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措施來替客戶確保安全性、可用性或回應時
間。
大部份的SLAs使用許多時間與篇幅於切割
(carve-out)以及最佳防護(best-effort hedges)，但這
些行動並不能對企業擁有者提供具體的保證，特
別是提供者在法律規範下應負擔的責任。當雲端
運算進行時，資料必需被覆核，至少需定義並回
應由雲端安全聯盟(Cloud Security Alliance)11所提
出的6個核心問題：

些雲端提供者(或是ASP, SaaS 提供者及資訊委外
廠商)至少要有相同或相似於企業內部對於主機系
統的內部控制措施，以保護資料符合相關法令規
範與法令遵循。因此，當組織為雲端基礎下由第
三方提供運算處理、並且由第三方負責取得組織
中隱私資訊(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PII)
的公開發行公司時，雲端提供者需要做什麼?企業
需要做什麼?以及當資料遺失、遭受不適當存取或
遭遇其他方面的危害時，將導致什麼問題產生?
資料遭受非法侵害的成本

1、 若資產被廣泛地公開以及廣泛地散佈，企業
將遭受怎樣的損害？
2、 若雲端提供者的員工可以存取企業的資產，
企業將遭受怎樣的損害？
3、 若企業流程或系統功能可以被外部人員操作，
企業將遭受怎樣的損害？
4、 若企業流程或系統功能提供的結果是錯誤的，
企業將遭受怎樣的損害？
5、 若資訊/資料有不可預期的變更，企業將遭受
怎樣的損害？
6、 若企業資產在一段期間中無法使用，企業將
遭受怎樣的損害？

在現今的世界，盜用資料、實體資產的竊取
與損失，以及蓄意/非蓄意地違法行為經常性地在
各種類型與規模的企業發生。最近由 Ponemon 研
究機構所完成關於網路犯罪成本及頻率的研究，
顯示每一間受查公司每個星期至少發生一件成功
的網路犯罪，且管理這些網路攻擊的年成本超過
美金三百八十萬元 12 。這個研究詳細地指出在大
部份遭受到影響的商務範疇中產生的成本，包含
網路犯罪偵查、規避、事件管理以及資產損失，
但不包含不遵循法規導致的罰款、容易使實際成
本加倍的制裁及訟訴等。一些最近發生且遭到課
徵罰金的事件包含：

雲端的法規遵循
為了維持下列法案與標準的遵循：美國聯邦
資訊安全性管理法案(FISMA)； 美國醫療保險流
通與責任法案 (HIPAA)；美國經濟與臨床健康資
訊科技(HITECH) 法案；美國金融服務業現代化
法 案 (GLBA) ； 支 付 卡 產 業 資 料 安 全 標 準 (PCI
DSS)；美國家庭教育權利和隱私法案(FERPA)；
美國兒童網際網路保護法案 (CIPA)；美國沙賓法
案；美國聯邦法規(CMR)第201節；美國加州資料
隱私法案 (SB) 1386；美國紐約國家信息安全違反
通 知 法 (NYISBNA) ； 美 國 聯 邦 條 例 法 典 FDA21
CFR11 (21CFR11)；及其他的資料安全準則，企
業必需接受被稽核的要求並實際進行稽核行動。
因此，企業必需瞭解使用雲端運算後對於企
業所應擔負的責任與法規遵循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一般來說，大部份的法令及遵循要求企業證明這

 Rite Aid®—US $1 百萬，違反HIPAA13。
 The TJX Companies Inc. (of which T.J.Maxx is
a part)—US $40.9百萬，遺失信用卡資料14。
 Health Net of NE—US $250,000，損失硬碟15 。
 Six California (USA) hospitals— 超 過 US
$790,000，係違反加州公共衛生局(CDPH)於私
密資料的侵害16。
當雲端運算持續成長，代表它將會暴露或被
利用於犯罪活動中，也因此將會更需要雲端鑑識
(Cloud Forensics)的技術，而這也可以在任何資料
非法侵害或任何相關網站中找到佐證，舉例而言：
Cloutage.org在2010時，報導了322筆事件、其中
有54筆資料遺失的發生係因雲端提供者遭駭客入
侵或因雲端弱點被找到而導致17。
雲端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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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雲端資源雖能對大多數的企業帶來極高
的效益，但企業永遠必需關注伴隨而來的風險，
並從稽核與法律社群中選用適當的資源與專業人
員確保雲端的使用獲得一定程度保證，同時也需
準備好回答下列的問題：
 安全性：
- 靜態儲存資料及動態資料傳輸時將如何加密？
- 如何保謢資料免於非授權存取？
- 資料將如何配置部屬？
- 雲端提供者如何執行內部安全管理？包含以
下三個面向：
‧ 管理者控制
‧ .實體控制
‧ .邏輯控制
- 當發生資料遭受非法侵害時，企業應有的權
利及義務為何？(例如：稽核的權利、鑑識
調查的能力)
- 當遭受安全性侵害時，雲端提供者應告知使
用者的報導義務為何? (例如遭受非法侵害的
賠償)
- 雲端提供者採取何種行動來預防攻擊行為？
- 雲端提供者需要企業建置的保護措施為何？
- 雲端提供者如何確實地對客戶展示及溝通安
全程序？
- 雲端提供者可以給予客戶執行安全驗證(如
安全掃瞄或進行稽核)的能力有多少？
- 當與法令有違背或發生衝突時，雲端提供者
將如何處理？
 遵循性
- 雲端提供者須符合什麼標準?
- 再使用雲端前、正要改用雲端或已經採用雲
端時，相關法令規章的遵循該如何被持續維
持？
- 該採用何種第三方認證標準文件(例如SAS
70、資訊系統認證（WebTrust）、資訊系統
認證（SysTrust）等)來確認相關規範的遵循
性？
- 企業如何追蹤資料存放的實體位置並確保已
遵循相關規範？(例如部份法令禁止資料存
放於某些城市)?

- 除了資料安全性，雲端提供者需提供給企業
哪些文件用來確保維持法令規範的遵循，例
如美國沙賓法案(US Sarbanes-Oxley Act)?
- 企業是否已因應企業資料所需要的程度，準
備足夠的內部控制與建立一定程度的規範遵
循？
- 當企業提供的內控與商業流程相關資訊達到
何種程度時，將可能因此危害企業本身的營
運？
 可用性
- 多少正常運行時間是被保證的？
- 是否有保證的服務等級?由誰監督是否達成?
- 若保證的服務等級未滿足時，會有什麼賠償?
- 現在所有服務都是透過網路存取，企業是否
有足夠的頻寬分派給所有員工，以及雲端提
供者是否有足夠的運算能力及頻寬用來服務
企業的需求?
- 雲端服務是否有可能因其他不相關的客戶的
使用而導致中斷？ (例如硬碟中訊息傳遞
(hard drive subpoena))
- 如何在客戶間將彼此的資訊進行區隔?
- 雲端提供者所提供的認證如何與可用性連結?
- 服務中斷或問題所造成的企業損失，雲端提
供者的責任、財務、合法性或其他相關項目，
應達到何種等級?
- 當企業有雲端基礎建設時，災害復原及企業
永續經營計畫將如何訂定?
 營運
- 企業如何監督雲端的負載及效能？
- 雲端提供者如何確保費用是依據企業使用量
公平地收取？
- 什麼工具可以被用來監控雲端的安全性？
 整體專案
- 誰是專案前已規畫事項的獨立稽核員？
- 執行稽核的頻率為何？
上述的問題是當企業想仔細挑選雲端提供者
時須被回應的基本問題。企業應針對科技、法令
遵循性及企業內部溝通進行足夠深入的準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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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案例中，當雲端提供者針對上述問題有一
個不確定或否定的答案時，便應該被嚴重地看待，
畢竟即使僅有一個控制是不足的，也足以奪走所
有企業的寶貴資料。

5

結論

6

當雲端運算持續演變為資訊處理、資料儲存
及跨界通訊的主流，資料一致性是否被檢查以及
已辨識的威脅是否緩和到與資料價值相同的程度
將是關鍵的風險所在。

7

雲端運算的基礎建設價值是可被衡量的，在
資料的可用性、顧客關係管理及硬體成本與資訊
基礎建設的建置成本都可以有效地降低，但違反
法律或遺失資料產生的潛在性主管機關罰款、民
事訴訟或商譽損害的成本，卻更容易超過企業所
省下的資源。
切記，對於企業而言，保護其資料的機密性、
完整性與可用性，同時盡到符合法令規範的義務，
並且避免在雲端上遭受損失，永遠是企業最重要
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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