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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的中型市場企業曾
出現安全漏洞

5000
高達

資安警示平均數量

中型市場公司調查 55.6%
的資安警示

29% 的中型市場公司表示，安全
漏洞對他們造成的損失低於 10 萬
美元。20% 表示損失在 1,000,000
至 2,499,999 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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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中小型市場企業渴望與大型企業一樣，擁有更有效的網路安全措
施。SMB 充滿活力，是創新的支柱和勤奮的典範。他們的執行速度更
快，並且比企業同行更加勤奮。他們面臨相同的網路威脅。

在現今網路威脅的態勢中，無論規模大小，所有的組織都面臨遭受攻擊的風險。
只不過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已逐漸淪為攻擊的焦點1，並且通常被當成大型
攻擊行動的跳板或管道。惡意人士將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視為容易得手的目
標，其資安基礎設施和安全措施不夠複雜，訓練有素的人員數量亦不足以管理及
回應威脅。1
許多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才剛開始意識到自身對網路罪犯極具吸引力。只不
過，這種認識往往來得太晚：是在攻擊之後。視攻擊行動的性質和範圍而定，
這些企業要從網路攻擊中復原可能並不容易，且需要高昂成本（甚至不可能復
原）。本報告將協助您瞭解小型企業面臨的風險以及在安全性方面如何勝過同
行，並針對 2018 年及之後的注意事項分享一些指引。
根據《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的發現指出，半數以上 (54%) 網路攻
擊事件所導致的財務損失超過 500,000 美元，包括但不限於收入、客戶、商機
及現金支出成本方面的損失。這個金額足以讓一個毫無準備的小型企業/中型市
場企業永久停止營運。
商業促進局 (BBB) 最近一項研究2 有助於突顯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在財務上
可能難以承受嚴重的網路攻擊。BBB 詢問北美的小型企業業主：「一旦您永久
失去了對基本資料的存取權限，您的企業還能保持獲利多久？」只有大約三分之
一 (35%) 表示，他們可以保持獲利超過三個月。報告中有一半以上的受訪者表
示，他們會在一個月內就停止獲利。

1 《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的網路威脅和解決方案》(Cyberthreats and Solutions for Small and Midsize Businesses)，Vistage 研究中心，
2018 年。與思科和美國國家中型市場中心所開發
（網址為：https://www.vistage.com/research-center/business-operations/risk-management/20180503-22912/）。
2 《2017 年北美小型企業網路安全狀況》(2017 State of Cybersecurity Among Small Businesses in North America)，BBB，2017 年：
https://www.bbb.org/globalassets/shared/media/state-of-cybersecurity/updates/cybersecurity_final-lowres.pdf 。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認為
SMB 是指員工人數未達 250
人的公司，並將其定義為員
工人數介於 250-499 人的公
司。此報告同時採用上述二種
定義。
我們在《思科 2018 年資安能
力基準研究》中分析了 SMB
受訪者的調查結果，我們僅將
其稱為基準研究。該研究針對
目前使用的安全措施提供深入
分析，並將此完整結果與過去
三年進行比較。
我們有關 SMB/中型市場的
資料包括 26 個國家/地區的
1816 名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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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同事之間一天內會失去多少業務？
從沒有任何 IT 管理員說過這個。系統停機會破壞生產力
和獲利能力，對於甫遭受網路攻擊的企業來說是一大問
題。根據《基準研究》的研究發現，有 40％ 的受訪者
（250-499 名員工）因為過去一年嚴重的安全漏洞而經
歷八小時或更久的系統停機（圖 1）。思科對研究樣本
（擁有 500 名或更多員工的企業）中的大型企業也發現
類似的結果。但不同的是，大型企業往往在攻擊後較小型
企業/中型市場企業更有彈性，因為他們擁有較多的資源
可用於回應和復原。
此外，39% 的受訪者表示，本身至少有一半的系統受到
嚴重資安漏洞的影響（圖 2）。小型企業不太可能擁有多
個據點或業務部門，而且其核心系統之間的相互連結通常
更加緊密。在這些企業遭受攻擊時，威脅可以輕易地透過
網路快速散佈到其他系統。

資安漏洞遭受嚴重攻擊之後的系統停機

19%
停機時間
< 1 小時

40%

停機時間
> 8 小時

41%
停機時間
1-8 小時
資料來源：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

圖2

資安漏洞遭受嚴重攻擊的系統百分比

% 的系統受損

39%
61%

超過 50%

小於 50%

Source: Cisco 2018 Security Capabilities Benchmark Study

資料來源：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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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徹夜難眠的資安問題
在問及最大的資安挑戰時，受訪者最關心的是以下三件事：
- 針對員工的鎖定攻擊（想想精心設計的網路釣魚）
- 進階持續性威脅（前所未見的進階惡意軟體）
- 勒索軟體
勒索軟體（有意思的是，勒索軟體並未名列大型企業最受關切的「前 3 名」）是一種加密資料的惡意軟體，而且如您所
知，通常會影響使用者直到其支付贖金為止；也會造成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嚴重的營運中斷和系統停機時間。對於這些
企業而言，儘管方式不同，勒索軟體也同樣代價高昂：思科資安專家解釋，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通常更傾向於支付贖金
給歹徒，以便迅速恢復正常運作。他們根本無法承受的停機時間以及無法存取重要資料（包括客戶資料）的損失。（請參閱
圖 3）。
圖 3`

中型市場企業的首要安全性顧慮51

% Top 2-Box
鎖定攻擊

3

18

43

36

79%

勒索軟體

4

19

45

32

77%

進階持續性威脅

3

20

46

31

77%

DDoS 攻擊

3

22

46

29

75%

BYOD 和智慧型裝置的激增

4

21

46

28

74%

災害復原和企業
永續經營的可行性

4

22

46

28

74%

內部人員向外滲透

4

22

46

27

73%

外包的重要業務程序

5

22

48

25

73%

法規遵循限制

5

24

46

25

71%

雲端運算

5

25

46

24

70%

一點也不難

極度困難

資料來源：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

SMB 無法忽視的其他威脅
思科安全專家表示，儘管擔心勒索軟體，然而其所造成的威脅正逐漸減弱，因為有愈來愈多的攻擊者將注意力轉移到非法
的加密貨幣採礦（「cryptomining」）。這項犯罪活動的吸引力有三：不法利益豐厚、款項無法追蹤，而且攻擊者不必太
擔心他們的行為遭到追究刑事責任的可能性（例如，由於勒索軟體只會鎖定醫院的系統和基本資料，因此患者不會有被剝
奪重症監護的風險）攻擊者還可以透過各種方法提供採礦軟體（「採礦工具」），包括透過電子郵件傳送的垃圾郵件攻擊
行動和攻擊套件。3

3 勒索何處？＜惡意加密貨幣採礦軟體接續作惡，創造數百萬不法獲利＞ (Malicious Cryptocurrency Miners Takeover, Generating Millions)，思科 Talos 部落格，2018 年 1 月 31 日：
https://blog.talosintelligence.com/2018/01/malicious-xmr-mining.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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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威脅研究人員解釋，使用新型非法加密商業模式的惡意人士「不再採用誘騙受害者打開附件或執行惡意程式碼的方式，將
系統扣為人質藉此懲罰被害者，然後要求贖金。現在，[他們] 會積極利用受感染系統資源。」41對於無意中幫助非法加密操作
的小型/中型市場企業而言，系統效能變慢可能是遭到入侵的唯一警訊 - 除非他們擁有合適的技術可以偵測加密貨幣採礦活動
的存在。

0.5% 的內部人員威脅：100% 太高了？
隨著受訪公司將更多資料和處理程序移至雲端，他們還必須採取措施來管理另一項潛在威脅：惡意內部人員。如果沒有可以偵
測可疑活動（例如下載敏感的客戶資訊）的工具，他們就會承受透過企業雲端系統失去智慧財產權、敏感的財務和用戶端資料
的風險。
思科威脅研究人員最近的一項調查突顯了這項風險：2017 年 1 月至 6 月期間，他們運用機器學習來分析 34 個國家/地區中
150,000 名使用雲端的使用者，藉此來檢驗資料外洩趨勢。超過 1.5 個月，研究人員發現 0.5％ 的使用者下載了可疑內容。
0.5％ 算嚴重嗎？換句話說，這意味著 400 名員工的公司中就有兩個人是內部威脅。這個百分比絕對是太高了。具體來說，這
些使用者總計從企業雲端系統下載了超過 390 萬份文件。換算成 1.5 月內，平均每位使用者下載了 5200 份文件。5

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
此特別報告提供《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中的精選資料研究成果。這項研究涉及 26 個國家的 3,600 多名受訪者。如需深
入瞭解各種規模企業目前使用的資安措施，以及思科先前研究成果之比較，請前往以下網址下載《思科 2018 年度網路安全報告 》：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security-reports.html 。

4 Ibid。
5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思科 2018 年度網路安全報告》中的「內部威脅：善用雲端」：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security-report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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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防範上述威脅的最佳防禦措施，需要對 IT 資源進行協調與配合。這些資源通常是企業可積累以遏止攻擊的人員、流程與
技術。
然而，相較於其同行大型企業，小型企業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協調這些資源，從而產生對威脅的洞察力，並在這些攻擊行動
造成損害之前遏止或減緩攻擊。長期缺乏影響企業的安全性人才，對於同行的小型企業的影響更大。

SMB 資安技術趨勢
展望未來，小型企業確實會尋求透過新工具來阻止威脅，以因應威脅其企業的網路安全挑戰。
《基準研究》的受訪者表示，如果有可用的人力資源，他們更有可能會：
- 將其端點安全性升級到更複雜的進階惡意軟體防護/EDR（最常見的回應為 19％）。
- 考慮以更優異的 Web 應用程式安全措施來防範 Web 攻擊 (18％)
- 部署入侵防護，這向來被視為遏止網路攻擊和企圖攻擊的重要技術 (17％)。（詳見圖 5）。
在企業考慮新技術的同時必須面臨另一項挑戰，就是判斷其產品是否能有效地搭配運作以防護業務；而不應低估透過多個
主控台來合併回應威脅或安全事件的管理負擔。
位於喬治亞州格里芬的思科合作夥伴 Liberty Technology 執行長 Ben M. Johnson 表示：「許多人認為，如果他們採用多
家廠商的業界最佳方法，就能提供更周全的防護，但我們看到的是，管理更加困難、成本更高、整體安全效率降低。」

機器學習：提供安全協助，或只是一時炒作？

圖4

中型市場企業對於自動化和人工智慧工具的依賴程度較低

拜最近的宣傳熱潮所賜，我們都聽說過機器學習。事實
證明，中型市場企業與其大型同行企業同樣依賴能夠有
效偵測攻擊的行為分析解決方案。與擁有超過 1000 名
員工的企業相比，中型市場企業對於運用機器學習和自
動化的解決方案的依賴程度稍微較低（圖 4）。
若為已部署產品提供額外一層偵測功能，而不是購買單
獨的產品以「進行機器學習」，則機器學習最為有效。
透過這種方式，團隊可以獲得採用機器學習以機器速度
偵測異常和威脅的好處，卻不會給團隊增加任何新的
負擔。

% 的企業高度仰賴上述技術

人工智慧 (AI)

自動化

機器學習

70/74%

81/85%

75/77%

中型市場

企業

資料來源：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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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化的中型市場企業
企業也體認到，他們的安全措施必須符合現代工作環境的需求，尤其是轉向行動化和採用行動裝置。56% 的受訪者表示，
防禦網路攻擊的行動裝置有其難度或極具有挑戰性。

中型市場及雲端

圖5

體認到安全挑戰後，許多受訪者都期望可以在不增加人員
或耗盡現有資源的情況下，透過雲端來強化防禦機制。問
題是，將安全機制移至雲端的策略是否足以抵禦眾多的攻
擊。此外，企業不能只是透過將資料遷移到雲端來卸除其
安全責任：他們仍然必須了解雲端供應商實施的安全控制
措施以及雲端中潛在的漏洞會如何影響內部部署的資源。

increase in cloud adoption

根據思科的研究顯示，中型市場企業採用雲端服務的比例
顯然正持續攀升。在 2014 年，55％ 的企業表示他們透
過雲端的形式託管了部分的網路；到了 2017 年，這個數
字已經提高到 70％（圖 5）。
許多受訪者認為雲端有助於彌補防禦上的一些差距，並解
決基礎設施和員工能力上的不足。事實上，根據思科研究
指出，中型市場企業在雲端中託管網路的首要原因，是相
信雲端可以提供更妥善的資料安全性 (68%)；第二個最熱
門的原因，是企業缺乏足夠的內部 IT 員工 (49%)（請參
閱圖 6）。
中型市場企業也偏好採用雲端，因為其具有可擴充性，亦
即減少企業對內部資源的依賴以及靈活調度營運支出，從
而節省資本支出（圖 6）。

中型市場企業顯示雲端採用率正逐漸增加

55%
2014

64%

65%

2016

2015

70%
2017

雲端上網路連線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

圖6

中型市場企業選擇雲端來提高安全性和效率

雲端提供更完善的資料安全性

68%

缺乏內部 IT 員工

49%

擴充能力

49%

營運支出 (OpEx)
優先選用資本支出 (CapEx)

41%

法規或法規遵循要求

40%

易於與外部各方協同合作

33%

使用容易

33%

並非業務重心，因此選擇外包

7%

資料來源：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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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尋找強化安全性的工作人員
好消息是《基準研究》顯示，有 92％ 的中型市場企業設有
負責資安的高階主管（請參閱圖 7）。

圖7
負責中型市場企業資安的高階主管
accountable
for security at midmarket businesses
負責資安的高階主管職稱

有鑑於人力資源充足，中型市場企業將會願意添購更多安全
工具，例如進階的端點防護或 Web 應用程式防火牆。

42% (CISO) 資安長

中型市場企業與較大型同行企業的共同點在於：IT 人員的短
缺阻礙其建立防禦機制的能力。根據思科的研究顯示，根本
沒有足夠的內部在職人員來管理可以提高安全性的工具。

10% (CEO) 執行長

因此，許多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希望透過外包方式協助獲
得所需的人才，以便增加他們對威脅的瞭解、節省成本以及
對安全漏洞更迅速做出回應。希望能獲得更公正的深入分析
是中型市場企業將資安事務外包的最常見原因（圖 8），其
次是成本效益和及時回應資安事件的需求。
委外服務的協助是企業充分運用有限資源的理想方式。但
是，如果這些公司認為外包供應商或雲端合作夥伴就能提供
內部在職人員所缺乏的所有功能，那麼他們可能就會遭遇
麻煩。
位於密西根州卡拉馬朱市的思科合作夥伴 NuWave
Technology Partners 執行長 Chad Paalman 發現，許多小
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對於外包安全供應商究竟能提供多少的
分析和監控並沒有概念。

24% (CSO) 安全長

92%

8% (CIO) 資訊長

設有負責資安的
高階主管

3% (COO) 營運長
5% (COO) 技術長
6%

（SVP 或 VP）資訊科技資深副總裁
或副總裁

2% （CRO 或 CCO）風險長
或法規遵循長
資料來源：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

圖8

中型市場企業採用外包方式來協助克服缺乏內部資源的問題

獲得客觀的見解

53%

更具成本效益

52%

更即時回應事件

51%

缺乏內部專業技術

41%

缺乏內部資源
（軟體、人力）

40%

資料來源：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

「許多企業領導人都對他們的網路認識不足。他們會假設：如果有
防火牆，就好像門上裝了掛鎖，沒有人可以出入。還會假設：如果
他們的安全防護已經外包給託管服務供應商 (MSP)，就會享有日誌
監控或是包括了入侵偵測在內的服務。」
NuWave Technology Partners 的執行長 Chad Paa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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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最重要的是，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仰賴外包合作夥伴來提供：
- 外包建議和諮詢服務 (57%)，
- 事件回應 (54%)，
- 安全監控 (51%)。
他們反而不太可能委外處理威脅情報之類的工作 (39%)
（請參閱圖 9）。

圖9

中型市場企業外包建議和諮詢以及事件回應

and consulting as well as incident response

好消息是，中型市場企業似乎預留了一些有限的資源，以便
瞭解威脅並做出回應，例如支援威脅情報和事件回應。

建議與諮詢

57%

事件回應

54%

程序：定期檢查以管理安全性

監視

51%

全面的定期安全性流程（例如對高價值資產的控制以及對安
全措施的審查），可協助企業找出其安全防禦機制中的弱
點。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可能因為缺乏人力配置，而無
法普遍採用他們其實應該採用的這些程序。

稽核

43%

修復

39%

威脅情報

39%

業務持續性/
災害復原

24%

例如，根據《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相較於大
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較不可能贊成他們定期審查安全措
施、擁有審查安全功能的工具，以及定期調查資安事件
（圖 10）。
往好的方面想，91％ 的中型市場企業表示他們每年至少進
行一次演習，以測試他們的事件回應計劃。但是，正如同他
們對雲端和外包合作夥伴的依賴，真正的問題在於此類事件
回應計劃是否足以遏止日益複雜的攻擊。

無

5%

資料來源：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

圖 10

中型市場企業比較不可能強烈贊成採用作業程序

我們會持續檢視我們的資安 49%
措施，並隨著時間策略性地
提出正式的改善 57%
我們備有多項工具，使我們 48%
得以檢視資安措施的功能，
並提供意見回饋 54%
49%
我們會經常對資安事件
進行有系統的調查 55%
中型市場

企業

資料來源：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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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人員、程序及技術：協調程序的挑戰
如果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將更多安全產品和廠商加進其防禦機制中，並將 IT 資源轉移
去管理這些產品，他們的企業是否能因此而更加有效管理資訊安全？反之亦然，至少在瞭
解和協調安全警示方面也是如此。
如今，大多數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均體
認到，隨著他們建立更複雜的產品和供應商
環境，他們的責任也會增加。舉例來說，有
77% 的中型市場企業認為，從這些解決方
案中協調警示具有一定的難度或極具挑戰性
（圖 11）。
當企業嘗試分析這些警示時，同時面對人
員、程序和技術的挑戰，可能會造成許多警
示未經調查，與《基準研究》的調查結果不
謀而合（圖 12）：

圖 11

中型市場企業比較不可能強烈贊成採用作業程序

非常困難

17%

23%

一點也不難

有點困難

60%
資料來源：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
圖 12

未經調查或修復的安全警示的百分比

That Are Not Investigated or Remediated
46%
的警示並「未經過」調查

37%
經過調查的警示
屬於合法警示

54%
的警示經過調查

49%
的合法警示經過修復

51%
的合法警示未經過修復

資料來源：思科 2018 年資安能力基準研究

11

小而強
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如何強化其防範當前威脅的防禦措施

思科網路安全特別報告

對未來的建議
科技
當組織考慮使用新工具時，理想情況是他們可以不必新增多家供應商以及產生
更多的警示。
考慮到這一點之後，接著要問的是產品是否以開放性為建置基礎？如何在共用
資料和威脅情報方面與其他人整合？是否有整合管理主控台？
如果廠商表示產品的建置旨在與其他產品搭配使用和協同運作，這是指開箱即
用還是買家必須進行大量的 API 整合？
機器學習，儘管不無炒作之嫌，但在資安方面還是佔有一席之地。不過，將機
器學習做為已部署產品內部的偵測層，而不是從另一家廠商添購來進行管理的
獨立產品。

「藉由採用一組可以共
同作業的安全平台和工
具，而不是採用實際上
可能相互衝突的不同元
件，您可以提高安全性
效益，並簡化管理。」
Liberty Technology
執行長
Ben M. Johnson

人員和程序
簡而言之，就是擬訂改善網路安全的策略。根據企業領導人的資源中心
Vistage 研究中心的研究，只有 38％ 的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已經擬定積極
的網路風險策略。61
您的計劃是否包括接受適當培訓的使用者？您的保單是否涵蓋因網路攻擊所蒙
受的業務損失？如何建立業務持續性和危機溝通計劃，以便縮短復原時間，並
協助防止商譽受損。
此外，IT 主管必須明確說明企業管理階層對於資料外洩真正想知道的事項：
- 對企業的影響為何
- 資安團隊採取了哪些措施來遏制和調查威脅。需要多久的時間才能恢
復正常營運。7

「小型企業/中型市場
企業應該在資料外洩
之前評估這些風險並
擬訂回應計劃，而不是
之後。」
NuWave Technology
Partners
執行長 Chad Paalman

6 《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的網路威脅和解決方案》(Cyberthreats and Solutions for Small and Midsize Businesses)，Vistage 研究中
心，2018 年。與思科和美國國家中型市場中心所開發網址為：
https://www. vistage.com/research-center/business-operations/risk-management/20180503-22912/ 。
7 《思科 2017 年中網路安全報告》：
https://www.cisco.com/c/dam/global/es_mx/solutions/security/pdf/cisco-2017-midyear-cybersecurity-report.pdf. 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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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推動網路安全改善措施的最後一點建議是，體認到漸進式改變優於不改變。簡而言之，他們不應該讓
對「完美」安全措施的追求阻礙「變更好」。總的來說，完美並不存在。
小型企業/中型市場企業也必須明白，世上沒有「萬靈丹」技術解決方案，可以解決所有網路安全挑戰。因為威脅態勢過於複
雜和變化多端，所以攻擊面總是不斷擴大和改變。而且，為了回應，資安技術與策略也必須持續演變。

若要瞭解更多有關思科以威脅為中心的安全方法，請造訪 cisco.com/go/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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