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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商業組織高度依賴資訊的運
用，進行他們的經營活動。資訊及執
行業務缺少保密、正直、有效、責任
及真實可以產生對組織不利影響。因
此，在組織內部有保護資訊及處理IT
系統安全的重要需求。為了追求重大
利益，每種新科技產生保護這類資訊
的新挑戰。保護資訊的需求在當今環
境是很重要，因為許多組織以IT系統
網路連接內外部資訊1。
由於錯誤及弱點容易造成IT系統
失敗及安全失效。這些錯誤及弱點可
以歸究於許多原因，例如技術快速變
化、人為錯誤、缺少所需求的規格設
計、缺少發展程序或低估預期威脅。
此外，經常被提到的系統變更、新缺
點及新威脅，也會透過IT系統生命週
期增加弱點、失敗及安全失效2。
因為干擾的安全結構、人為錯誤
或疏漏、以及系統結構或設備失效 3 ，
企業瞭解到不可能保證没有錯誤、没
有風險。
只有那些系統所有者能改變對滿
足系統安全需求的信心程度，才可完
全確保IT系統不發生前列的問題4。

「資訊安全(ITS)」工作的指導及
管理，是以技術及組織的安全標準，
降低弱點及威脅，達到IT系統可接受
的確保，來處理資訊安全風險。ITS
管理有個附加的任務：建立可接受的
保證及風險目標。依此作法，IT系統
持有者在IT系統可接受風險及相關預
算下，完成特定或必要的目標，穫得
合理的信心6。
ISO/IEC TR 15443 資訊科技–安
全技術-IT安全確保的架構是多項技
術報告，當我們要詳述、選擇或展開
一種安全的服務、產品或環境要素
(通常視為“可表達者”) 7時，這報告
會指導ITS(資訊安全)各項專業作法，
以選擇一種適當的資訊安全方法。
ISO/IEC TR 15443 的目的是表達多種
安全確保方法，並且引導ITS專業作
法，選擇適當的安全確保方法(或綜
合多種方法)，達到IT系統滿足需求
的信心。分析安全確保方法也許不是
唯一針對ITS；無論如何，這標準所
提供的指導僅限於ITS的需求。這個
主題以ISO/IEC TR 15443 為基礎，介
紹ITS(資訊安全)確保的基本

此外，許多資訊系統未曾設計安
全功能。資訊系統透過技術工具能够
確保安全是有限的，並且需要適當的
管理及程序支援資訊安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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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及信心
強調確保及信心不是相等的，而且不能相互
取代，這是很重要的。因為確保及信心是接近且
有關連，這兩個名詞常常被不正確使用8。
ISO/IEC TR 15443定義這些名詞如下：「從個
人觀點，信心是被企業的安全確保證明，然而安
全確保是證明企業達成安全目的的能力。安全確
保是從企業評價程序產生的證據所決定。」9

的實體。 14 許多資產以資訊形式由IT產品儲存、
處理、傳送，以符合資訊所有者訂定的需求。保
護資產利益是認定資產價值所有者的職責。實際
或假設威脅者也可以認定資產價值，並設法用資
產所有者利益對立的做法，誤用資產。16
執行並完成「風險評估」，係針對資產的敏
感性、弱點及威脅，提供深度檢討，並對現有及
預計資產保護提供建議。執行風險評估建議，係
解析原有的安全需求，進而修正安全確保需求。
以下的註記也很重要：

關於資訊安全技術處理，「安全確保」被定
義為資訊系統安全需求滿足的信心程度。10
安全確保不增加對安全相關反擊風險的任何
額外控制，但安全確保對曾已執行減少預期風險
的控制提供信心。安全確保也能判斷安全設備是
否如預期發揮功能的信心 11 。我們瞭解到「安全
確保不會自動帶來好的安全」。安全確保只能讓
企業符合他的安全目標。換句話說，安全確保提
供表達堅持安全目標的信心，而不能檢查安全目
標是否適當顯示風險及威脅。12
確保需求
從ITS(資訊安全)的角度來看，充份的安全確
保預示：特定的、預設的資訊安全各項需求，可
以經由提供適當確保程序及活動獲得滿足。13
安全確保需求由下列因素決定：
1. 分析安全需要的IT系統、影響者、決策者、
企業經營管理者及IT系統目標環境。
2. 影響者要提出會影響IT系統確保需求的任
何應考慮事項。
3. 影響項目有任何來源，並包括政治、文化、
本地法規及委託需求等無形項目。
安全與資產保護有關。資產是由人認定價值

為了無數的企業以及每個企業環境的安全需
求，安全需求對每個企業環境的影響是獨一無二
的。同樣的IT系統可能不適合其他企業環境，除
非修正，因為不同的安全需求將需要個別滿足。
17

確保方法應用到ITS
適當確保活動的應用，可以建立IT系統滿足
安全目標的信心。信心實現來自在企業發展、展
開及營運過程中，透過覆核由評估程序及活動所
獲得的安全確保證據，並透過使用IT系統所獲得
的經驗。任何活動可以產生證明歸因於IT系統更
正、效果及品質的證據，以減少不確定性，對決
定安全確保是有幫助的。18
有許多既有的安全確保方法，但只有少數特
定歸歸ITS(資訊安全)。無論如何，非歸ITS確保
方法可能包含與ITS確保特性。19 因為少數可用的
確保方法特定歸屬ITS，而且許多非安全確保方
法在IT產業遍及使用，辨識所有所有確保方法的
價值是很重要的。任何事物皆可以用在設計確保
論點，因此，減少結合特定可陳述的不確定性是
不可忽視的重要性。20
選定安全確保
選定一種安全確保方法及適量的確保，必須
以組織安全確保政策、企業經營管理需求及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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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式(例：產品、程序、環境、系統、服務或人
員等)舉例說明：有些確保方法只能應用在程序
( 例 ： ISO/IEC 21827) ， 其 他 應 用 在 產 品 ( 例 ：
ISO/IEC 15408資訊科技-安全技術-IT安全評價標
準)，及其他應用在安全管理(例：ISO/IEC 27001
資訊科技－安全技術－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需求)。



以下三個常用模式的簡介




現代統計程序控制提出：較高品質的產品能
夠產生更多有效成本，經由著重過程品質，
以產生這些產品，並且完成在這些過程固有
的組織實效。為了發展正常系統及可信賴產
品，更多有效率的過程產生增加的成本及時
間是正常的。正常系統的營運及維持，依賴
著連結人員及科技的程序。這些相互依賴的
人員、科技及程序能夠處理更多有效成本，
經由著重過程品質實際執行，以產生這些產
品，並且完成在這些過程固有的組織實效。
ISO/IEC 21827提供一種程序參考模式，聚焦
在ITS(資訊安全)領域內，執行一個系統或相
關 系 統 系 列 的 安 全 需 要 。 在 ITS 領 域 裏 ，
ISO/IEC 21827 聚焦在達成ITS的各種程序，
多數明確地聚焦在這些程序的達成。21
保護利益的資產是那些將價值寄託在資產所
有者的職責。資產所有者要(擁有)負責這些
資產，因此，必須能够抗拒接受資產暴露在
威脅中的風險。許多資產所者缺少對判斷足
够及正確對策的知識、專門技術或資源，他
們不希望孤單地依賴對策開發者的斷言。因
此，這些使用者（相對開發者）只有安排這
些對策的評價，來選擇加強部份或全部對策
足够及正確的信心。ISO/IEC 15408為IT產品
安全實用功能，並且為在安全評價期間適用
那些產品的確保評估，提供一套通用型式工
具。IT產品將在硬體、固定實體或軟體內使
用。評價程序為這些IT產品的安全實用功能，
以及適用這些IT產品以符合這些需求，建立
信心程度。評價結果可能協助使用者決定這
些IT產品是否符合他們安全需求。22

「資訊安全」是保謢資訊遠離廣大範圍的威
脅，以確保企業永續、企業最小風險、最大
投資報酬及企業發展機會。資訊安全是靠執
行一套適當的控制達成目的，包括政策、程
序、過程、組織結構、軟體功能及硬體功能。
這些控制必須建立、執行、監督、覆核及改
進等必要過程，以確保組織特定的安全及企
業目標達成。這些過程必須配合企業其他經
營管理過程共同完成。 24 在組織所有企業風
險的背景下，ISO/IEC 27001詳加敍述「資訊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ISMS ）」建立、執行、
營運、監督、覆核、維護及改進的書面化需
化。ISMS的設計是確保選定足够及適當的安
全控制，以保護資訊資產，並給有關係者信
心。ISO/IEC 27001能够被有關係的內、外部
人員一致評價。 25 選定的安全確保方法必須
和組織環境並存，並且必須有能力審查可陳
述的期望特質及生命週期階段。確保方法選
定必須被視為可使用的資源（例：時間、人
員、預算等）以確保這些資源的使用對所得
到的確保類型及數量是合理的。

確保處理方法
安全確保方法可以分為三種高階處理方法：
26

1.可陳述的確保，例：透過評價及測試。
2.過程用在發展或產生可陳述的確保。
3.環境的確保，例如人力資源及設施。
ISO/IEC TR 15443定義這三種高階處理方法
於後。可陳述的確保引起可陳述的檢查（例：產
品、系統及服務）。以這個案例，這些確保方法
評核可陳述者，以及獨立於發展過程相關安全規
劃的文件。
過程確保引起在可陳述的生產及營運整個生
命週期裏，檢查使用過的組織過程（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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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輸送、測試、維護、處分）。

子說明：30

透過推論，確保可以獲利：由人員執行過程，
會影響可陳述者發展及執行的品質，因此，當確
保符合ITS(資訊安全)可陳述時，會產生安全確保。



環境確保引起環境因素的檢查，環境因素對
過程及生產的可能陳述者是有貢獻（這些因素並
不直接檢查可陳述者或過程）。這些因素包括人
員及實際使用的設備（例：發展、生產、輸送、
營運）。



確保方法依據技術及生命週期的焦點，產生
特定型式的安全確保。為了特定的焦點，有些或
更廣為人知的確保方法包括：27










ISO/IEC 21827-確保的焦點在品質及發展過
程
開發者血統－確保的焦點在給予深刻印象；
認識企業所產生的可陳述品質（依據歷史關
係或資料）
保證－確保焦點在保險，由製造者支持承諾
修正可陳述者的缺陷
供應廠商的宣告－確保的焦點在自我宣告
專業檢定及認可－確保的焦點在個人的專業
及知識
ISO/ICE 14589-資訊科技－軟體產品評價－
第一部份：總論－確保的焦點在可陳述的評
價
ISO/ICE 27001-確保的焦點在安全管理

正確及有效財產
當資訊安全如期完成，安全確保就能被視為
信心。這信心來自於財產的正確及有效。28
「正確確保」依據可陳述的評價，以證明按
照原有設計正確執行。對比之下，「有效確保」
依據可陳述的安全功能適當反擊已察覺或已證實
的威脅。29
這個觀念可以用ISO/IEC TR 15443的二個例

如果IT系統安全功能提供出潛在的威脅，但
是安全功能無法分析並正確設計及執行，没
有人能相信這系統經得起攻擊。在這個案例，
「有效確保」已確立，但「正確確保」因為
缺少安全功能而未確立。
同樣狀況下，如果分析已經發現IT系統安全
功能的設計及執行是正確的，但是，規劃未
能包括提出可能威脅的適當功能，没有任何
人對經得起那些威脅的信心。在這個案例，
雖然「正確確保」存在，因為無效果的安全
功能對付可能的威脅而缺少「有效確保」。
為達成廣泛的確保，IT系統必須評價能保證
正確的設計、執行及營運（「正確確保」的
因素），以及可陳述者應提供適當的安全功
能，以反擊已確定的威脅（「有效確保」的
因素）

結論
傳統上，安全確保只和由硬體及軟體組成的
IT產品與系統有關聯，並被認為屬於「產品確保」
或「系統確保」。現在，安全確保被認知為一種
範圍廣泛的風險，必須有安全目的（例如：安全
服務、過程、人員、組織或其他環境因素的確保。
有IT系統風險資產的IT系統所有者尋求安全
確保。因此，所有者應決定可接受的確保方法及
確保程度可能需要及（或）影響。
安全確保不能增加任何保護或服務給可陳述
者。不安全的人員有時難以知道他們從投資資源
收到何種利益。
安全確保貢獻的直接品質或評價，或增加組
織的安全確保是不易達成的。無論如何，安全控
制的確保增加，會減少相關不確定的風險，特別
是風險弱點因素的控制是被提供去執行。
我們必須知道每一種安全確保方法如何建立
安全確保，才能決定那一種特定的安全確保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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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滿足組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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