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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為了早一步遏止層出不窮、不斷增多的資安威脅和漏洞，所有規模的組織都費

盡心思。中小型企業由於現金和資源有限，所受到的衝擊尤其嚴重，甚至會威

脅到企業生存。因此，這樣的企業更需要專家提供資訊、洞察和協助，以確保

獲得正確的網路安全防護。

本文重點內容包括：

• 解析網路安全面臨挑戰的常見商業環境

• 快速回顧五種常見安全威脅：網路釣魚、惡意軟體、勒索軟體、資料外洩和 

盜取密碼

• 三項改善安全態勢的有效補救措施：建立網路安全專業知識、提高使用者安

全意識，以及制定並執行安全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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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75% 的決策者已經啟動安全營運中心 (SOC) 自動化，將全自

動化列為長期目標。截至 2021 年 4 月，70% 的受訪組織已經

開始走上這條道路。此外，44% 的接受調查者預計在未來一兩 

年內，也會提高自動化程度。據那些採用自動化的受訪者表

示，SOC 團隊更有效率、更具凝聚力，面臨對安全性問題和答

案的可見度較差、缺乏工具整合等技術陷阱的可能性較低。

一般來說，小型企業比大型企業更能感受到與安全性問題相關的

侷限性和影響。事實上，在處理持續的安全性問題和疑慮時，最

小的企業 (員工人數不超過 9 人) 很可能既沒有專門的資安資源，

也沒有太多的內部專業知識，所以取得安全性洞察、資源和服務

已成為這類營運實體的必要條件。

主要安全威脅

Security Magazine 製作了一份 2021 年 5 大網路安全威脅的報

告 (請參見下方圖 1)：

網路釣魚：這是一種攻擊方法，將看似安全的電子郵件或社群媒

體項目傳送給使用者，誘使他們下載有害內容。網路釣魚看似合

法，並使用看起來很安全的連結、附件、名稱和標誌，讓讀訊者

相信並點按內嵌的連結或下載檔案或附件。魚叉式網路釣魚會鎖

定特定部門的工作人員，例如財務、AP/AR 或採購部門，瞄準盜

取這些部門的資料。鯨魚網路釣魚則鎖定高知名度目標 (通常是

姓名和身分公開的知名高階主管)。網路釣魚簡訊 (Smishing) 利

潛力無限的數位世界可能充滿危險和挑戰，對中小企業來說更是

如此。隨著技術逐步走向分散與互連模式，網路威脅的態勢日新

月異，導致網路環境既複雜又危險。面對當今的威脅和漏洞，企

業經營者必須採取高度系統化和策略性的安全措施。換句話說，

他們必須識別出最有價值的資產並優先保護這些資產。這當中包

括他們的客戶、他們的資料和他們的收入來源，還有 IT 基礎架構

和系統，後者則需要專門、有效的網路防禦。

安全性是企業成功的重要關鍵

由於威脅形勢不斷擴大，安全性更是關乎整個企業的有效運轉，

即使是最小規模的營運也是如此。由於當今網路攻擊日益複雜

且不斷演變，中小企業必須瞭解應當採取的因應措施和所需監

控的事項；另外，他們也要掌握適當的防護成本，以及必須優先

處理和防範的風險類型。

根據 Forrester 2021 年安全營運狀態報告顯示，所有企業面臨的 

主要業務挑戰包括：

• 資安營運團隊苦於應對大量警示：只有不到一半的決策者表示

他們的組織可以解決每天收到的大部分或所有安全警示。團

隊難以快速分類並調查威脅。由於警示數量過於龐大，團隊常

常必須先略過優先順序較低的威脅，將重點放在解決緊急、優

先順序較高的事項，但優先順序較低的威脅還是會讓組織面 

臨安全風險。

• 近一半的公司表示，他們很難招聘和留住合格的資安人員。資

安團隊繁重的手動威脅偵測、調查和回應工作，是導致分析人

員極易倦怠和流失的主要原因。為解決這一問題，團隊開始自

動化工作流程，以減輕這種緊縮。規模較小的企業在尋找優秀

人才方面通常會面臨更大的挑戰，因為較大的企業可以提供更

好的待遇 (薪酬、福利等)。

由於威脅形勢不斷擴大，安全性更
是關乎整個企業的有效運轉，即使
是最小規模的營運也是如此。

https://www.securitymagazine.com/articles/96146-5-cybersecurity-threats-for-businesses-in-2021and-3-tips-to-combat-them
https://start.paloaltonetworks.com/2021-state-of-secops-forr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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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軟體：勒索軟體是最隱蔽且最常見的惡意軟體形式之一，它

會對受其感染之系統上的所有檔案加密，然後要求使用者支付巨

額贖金以取得解密金鑰，進而取回檔案。由於並非所有解密工作

都能成功，FBI 建議不要支付這類贖金，但 Colonial Pipeline  

(被勒索 300 萬美元，其中 230 萬美元後來已追回) 和一家大型

保險公司 (被勒索 4000 萬美元) 等高知名度公司仍被迫買單支付

贖金，以恢復系統與資料的存取權。在整個疫情期間，有 58% 的

美國公司表示，勒索軟體攻擊與收入損失直接相關。

資料外洩：當網路攻擊成功，駭客獲得對公司系統和資料的存取

權時，就可能會發生不必要和未經授權的資料外洩，這類資料通

常是客戶帳戶詳細資料和資訊 (例如信用卡號、SSN、姓名和地

址、聯絡資訊等)。公司網路或銷售點系統一旦遭受入侵，便有可

能發生資料外洩。根據 Identity Theft Resource Center (ITRC) 

用簡訊，誘使讀訊者點按惡意連結。根據 Cisco 2021 年針對威脅

趨勢的分析結果顯示，有 86% 的企業表示其組織內有一或多位使

用者成為網路釣魚詐騙的犧牲品。

惡意軟體：惡意軟體包括蠕蟲、病毒、特洛伊木馬、勒索軟體、

廣告軟體等，它們會攻擊裝置，進而拖慢執行速度或阻止運作。

有些惡意軟體也會鎖定攻擊特定類型的資訊，譬如帳戶和密碼、

信用卡資訊、金融帳戶等，以試圖洩露給惡意第三方。惡意軟

體駭入電腦的方式是透過點按惡意連結、下載惡意檔案或軟體、 

點按彈出廣告，或開啟未經收信人許可的 (和非預期的) 電子郵件 

附件。惡意軟體一旦在目標電腦上執行，就可以洗劫系統並竊 

取資訊。2021 年，受訪公司表示，35% 的攻擊與以前未知的惡 

意軟體或攻擊手法有關。隨著企業不斷轉向遠端工作模式，這

個數字幾乎肯定會增加。

圖 1: Security Magazine 公布的 2021 年 5 大網路安全威脅

根據 Cisco 2021 年針對威脅趨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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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表示，勒索軟體攻擊與收入

損失直接相關

勒索軟體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工作和

個人帳戶使用相同的登入憑證

盜取密碼

根據 Identity Theft Resource Center 
(ITRC) 製作的 2021 年分析報告顯示，

有 38% 的組織發生過資料外洩事件

資料外洩



4網路安全仍是企業關鍵任務

訓練您的團隊。確保每個人知道如何辨別真假，並達成共識。這

當中包括提高一般員工的安全意識，並訓練負責資安工作的人

員與服務供應商合作，從而快速、直接地辨識威脅並做出回應。 

HPE 及其合作夥伴可以提供安全意識訓練課程，定期評量員工的

安全意識，並視需要隨時實施進修和特定的補救訓練。他們也可

以與您指定的員工一起處理警示，抵禦潛在或實際的攻擊。

制定網路安全原則。可行安全性原則的基礎應該包括有關保護裝

置、多因素驗證和資料保護的指導方針。這應該是一份長期存續

且不斷更新的文件，反映出威脅和攻擊的目前狀態。同樣地， 

HPE 及其合作夥伴可以協助您的組織採用及維護這類原則，並確 

保正確執行，讓您的組織獲得所需的防護和安心感。

製作的 2021 年第二季分析報告顯示，有 38% 的組織發生過資料

外洩事件。一旦發生資料外洩，企業必須立即做出回應，以控制

影響並解決相關問題。若未能及時採取行動，則很有可能損害商

譽，並招致數百萬美元的罰款。

盜取密碼：通常發生在使用者登入某個虛假 (但看起來很真實) 網

站時，當這些憑證為人所知時，就可以存取使用者帳戶和資訊。

事實上，這類資訊的交易買賣非常活躍，因為有很多使用者忽略

安全建議，使用相同的憑證來存取其多個 (或全部) 線上帳戶。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工作和個人帳戶使用相同的登入

憑證。因此，公司必須教育員工如何建立 (及確保) 帳戶和密碼安 

全性。

Security Magazine 也建議了三種處理這類威脅的通用法則，這

些法則非常實際且容易達成：

建立內部和外部網路安全專業知識。對中小企業來說，與自由工

作者合作或聘用外部組織 (如 HPE 及其合作夥伴) 是個不錯的選

擇。與外部公司合作有兩個優點，一是他們可以全年無休地監控

隨時可能發生的攻擊，二是外部公司可以提供專家資源，幫助掌

握不斷變化的威脅形勢。

HPE 與全球網路安全訓練領導機構 SANS (系統管理、 

稽核、網路和安全性的英文首字母縮寫詞，該機構

三十年來一直是領先的訓練供應商) 合作，提供出色 

的員工安全意識訓練課程。將安全意識課程納為新

進員工到職訓練的一部分，加上周而復始的定期進

修課程，將有助於組織避免各種潛在的安全性問 

題。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 HPE/SANS 安全性 

意識訓練。

與外部公司合作有兩個優點，一
是他們可以全年無休地監控隨時
可能發生的攻擊，二是外部公司
可以提供專家資源，幫助掌握
不斷變化的威脅形勢。

訓練您的團隊。確保每個人知道如
何辨別真假，並達成共識。

https://www.idtheftcenter.org/post/data-breaches-are-up-38-percent-in-q2-2021-the-identity-theft-resource-center-predicts-a-new-all-time-high-by-years-end/
https://education.hpe.com/us/en/training/portfolio/sans-cybersecurity-training.html
https://education.hpe.com/us/en/training/portfolio/sans-cybersecurity-train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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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小企業更應該藉助 HPE 及其合作夥伴生態系統，來獲得

安全性解決方案和專業能力。HPE 致力於協助中小規模營運實體

實施可行且經濟實惠的安全措施，讓企業能在時下混亂的數位世

界中生存下去，甚至成長茁壯。由於遠端工作日益複雜，以及越

來越分散化的運作與互動模式，組織更需要 HPE 及其合作夥伴

在資安領域方面提供協助、洞察和支援。

瞭解詳情

請造訪 HPE 中小企業 IT 解決方案中心，進一步瞭解可輕鬆擁有、 

立即可用且提供卓越支援服務的企業技術解決方案，如何為您帶

來涵蓋伺服器、儲存、軟體、網路、雲端和安全性功能的統包式

體驗。HPE 及其合作夥伴可隨時根據您的需求提供安全資訊、洞 

察和協助。

小型企業面臨的特殊挑戰

一般來說，小型企業由於現金和資源有限，所以更容易受到安全

性問題的影響。人力資源配置水平較低，通常也意味著 IT 專業知

識不足，因此安全專業人員可能完全匱乏或工作嚴重超負荷。無

奈的是，這也往往意味著小型企業 (尤其是 100 人以下的企業) 將

受困於被動反應的模式，大多無法在安全性問題演變成危險或對

收入或企業直接生存能力構成風險之前加以預測和阻擋。

尤其是，中小企業可能會發現，當他們無法快速回應威脅或漏

洞，進而阻礙或限制生產力或獲利能力時，不必要的和意想不 

到的問題可能就會浮現。我們不妨暫停一下，想想 IBM 發布的  

2021 年資料外洩成本報告。這份報告顯示，受訪公司所承擔的 

平均成本高達 424 萬美元，這可能比許多中小企業完好無損生存 

下來的成本還要高。

一般來說，小型企業由於現金和資 
源有限，所以更容易受到安全性 
問題的影響。

由於遠端工作日益複雜，以及越來
越分散化的運作與互動模式，組織
更需要 HPE 及其合作夥伴在資安領
域方面提供協助、洞察和支援。

https://www.ibm.com/security/data-b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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