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rester 總體經濟影響™研究 

由思科委託執行 

專案總監： 
Michelle S. Bishop 

 
2016 年 9 月 

 
 
 
 

 
 
 
 
 
 
 
 
 

 

思科 TrustSec 的總體

經濟影響™ 
思科支援的簡化資安工程和減少的作
業成本 

 



 
 

 

目錄 

綜合摘要 .................................................................................................... 3 

揭露............................................................................................................ 5 

TEI 架構與方法 .......................................................................................... 6 

分析............................................................................................................ 7 

財務摘要 .................................................................................................. 21 

思科 TrustSec：概觀 .............................................................................. 22 

附錄 A：總體經濟影響™概觀 ................................................................... 24 

附錄 B：詞彙說明 .................................................................................... 25 

附錄 C：附註 ........................................................................................... 26 
 
 
 
 

 
 
 

 

© 2016 Forrester Research, Inc. 版權所有。嚴格禁止未經授權擅自複製。資訊有最佳的可用資源為根據。

觀點反映當下的判斷且可能產生變更。Forrester®、Technographics®、Forrester Wave、RoleView、

TechRadar 和總體經濟影響皆為 Forrester Research, Inc 的商標。所有其他商標均屬於其各自公司。如需

其他資訊，請前往 www.forrester.com。 
 

 
 
 
 
 
 
 
 
 
 
 
 
 
 
 
 
 
 

 

關於 FORRESTER CONSULTING 

Forrester Consulting 提供獨立且客觀的研究型顧問服務，可協助領導者在其組

織中獲得成功。Forrester 的顧問服務適用範圍包含簡短的策略作業階段到客製

化專案，可讓您直接與研究分析人員聯繫，並運用其專業深入瞭解您特定的企業

難題。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 forrester.com/consulting。 

http://www.forrester.com/


   3  
 
 
綜合摘要 
思科委託 Forrester Consulting 執行總體經濟影響™ (TEI) 研究，並

檢視企業可透過部署思科 TrustSec 軟體定義分段實現的潛在投資

報酬率 (ROI)。此問研究的目的是要提供讀者一個框架，以評估思

科對其組織的潛在財務影響。 

為了進一步瞭解與 TrustSec 相關的優勢、成本和風險，Forrester 
訪談了已部署 TrustSec 的四位客戶。TrustSec 軟體定義分段解決

方案，可簡化高度安全存取網路服務及應用程式的佈建與管理。不

同於在網路拓撲上運作的存取控制機制，TrustSec 原則使用邏輯

分組。即使資源已移動至行動虛擬網路，仍可持續維持高度安全的存取。您可以在本文件的思科 TrustSec 概觀頁面中找到 
TrustSec 的詳細說明。 

受訪客戶對其 TrustSec 執行持有廣泛的目標，其中包括降低風險、遵循法規以及提高 IT 作業效率。這些客戶想要保護其

所有位置的應用程式，並控制和限制對核准資產的存取權限。TrustSec 使用受訪客戶的使用案例加以說明，包括管理平板

裝置和手機的行動存取、管理整個組織的網路分段、限制存取資料中心內的關鍵應用程式，以及針對所有資源移至以身份

為依據的存取模型中。 
 

TRUSTSEC 可降低營運成本，簡化資安工程，並提高靈活度 

我們與四個現有客戶的訪談及後續的財務分析發現，以這些組織為基準的複合型組織享有風險調整後的投資報酬率、效益

和成本，如圖 1 所示。1
 

複合型組織分析指向 3,989,498 美元的獲益比上 1,663,914 美元的執行成本，最後獲得 2,325,584 美元的淨現值 (NPV)。
TrustSec 讓受訪組織利用替代傳統周邊安全性解決方案的成本規避降低營運成本，同時協助其減少所需的額外 IT 作業人員

數量，並透過低風險的停機時間提升網路恢復能力。 

引用自受訪組織的其他優勢包括更快的專案推出上市時間、一致且有效的網路分段、具有簡化資安政策的簡化資安工程、提

升的自動化防火牆規則管理、提高的靈活度及可擴充資安政策的能力、改善的網路安全性狀態，以及改善的法規遵循。 
 

 
圖 1 

 財務摘要顯示三年的風險調整結果 
 

投資報

酬：140% 

 
淨現值：

233 萬美元 

 IT 營運成本： 
 減少高達 80% 

 
執行網路變更的時間： 
 減少 98% 

 

資料來源：Forrester Research, Inc. 
 

 
 

› 效益。複合型組織可擁有以下風險調整後的現值效益，其代表著受訪公司所享有的效益： 

• 從傳統替代解決方案的成本規避節省的成本。藉由使用 TrustSec 而非替代的分段解決方案（例如 VLAN 和防火

牆），在為期三年的分析中複合型組織可節省超過 270 萬美元。 

• 減少 IT 營運成本。TrustSec 可減少存取管理的管理成本，特別是當考慮到更多傳統解決方案所需的管理作業，例

如 VLAN 和防火牆。受訪組織報告指出營運成本可減少 25% 至 80%。  沒有 TrustSec，複合型組織將必須雇用額

外四名網路工程師；有了 TrustSec，組織因而節省了 945,402 美元。 

 

「TrustSec 可簡化資安存取模

型，並允許較少的政策維護。」 
– 企業架構師、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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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的網路恢復能力，具較低的停機風險。TrustSec 還可提升組織的網路恢復能力，進而降低停機時間帶來的風險。

藉由每年針對 4,000 位使用者縮短 1 小時的停機時間，複合型組織在停機時間方面可省下的成本為 319,716 美元。 

• 受訪組織享有的其他益處包括 

o 加速專案推出上市時間 

o 簡化與自動化的防火牆規則管理，並節省相關營運成本 

o 改善法規遵循 

o 一致且有效的網路分段 

o 具有簡化資安政策的簡化資安工程 

o 加強靈活性與可擴充資安政策的能力 

o 提升網路安全態勢 

› 成本。執行傳統或 TrustSec 軟體定義分段有相關的費用。傳統分段的成本經仔細考量後列在表 1 中。複合型組織擁有下

列 TrustSec 軟體定義分段的風險調整現值成本： 

• TrustSec 基礎架構成本。複合型組織在 TrustSec 基礎架構上耗費 346,500 美元。此費用包括思科身分識別服務

引擎 (ISE) 設備和相關授權的成本。但不包括網路升級，因為複合型組織利用網路基礎架構的已排程生命週期變

更，安排 TrustSec 執行的時間。 

• 思科進階服務成本。複合型組織針對低階與高階設計均使用思科進階服務，成本為 231,000 美元。當受訪客戶規劃

其 TrustSec 執行作業時，不一定都使用思科進階服務。 

• 專業服務費用。複合型組織在其執行 TrustSec 方面，也衍生了 404,250 美元的專業服務費用。並非所有受訪客戶

在其 TrustSec 執行方面都會使用專業服務。 

• 內部執行和測試人力。複合型組織在其為期六個月的 TrustSec 執行過程中，耗費了 130,680 美元。 

• 持續的管理與支援成本。複合型組織具有兩名網路工程師，可針對網路提供持續的管理和定期的軟體更新測試，在

為期三年的分析中招致 551,484 美元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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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 
讀者應留意下列內容： 

› 本研究由思科委託並由 Forrester Consulting 提供。不被用作競爭力分析。 

› 未針對其他組織會收到的潛在投資報酬率進行任何假設。Forrester 強烈建議讀者在報告提供的框架內使用自己的評估判

斷投資 TrustSec 的適當性。 

› 思科已檢閱並提供意見回饋給 Forrester，但是 Forrester 會持續編輯掌控該研究與其發現，並且不接受與 Forrester 的發

現相衝突或模糊該研究意義的變更。 

› 思科提供了訪談的客戶名稱，但未參與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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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 框架與方法 

 
簡介 

根據訪談中提供的資訊，Forrester 已為考慮執行思科 TrustSec 的組織建構總體經濟影響 (TEI) 框架架構的目標是找出成本、

優勢、彈性及影響投資決策的風險因素，以協助企業瞭解如何充分發揮特定的優勢，降低成本，並提升與致勝、服務及留

住客戶相關的整體業務目標。 
 

途徑與方法 

Forrester 採取多個步驟的方法評估思科可能會對組織造成的影響 (請參閱圖 2)。具體來說，我們： 

› 訪談了思科的行銷、業務和顧問人員，以及 Forrester 分析人員，以收集一般與 TrustSec 和網路安全市場相關的資料。 

› 訪談了目前使用 TrustSec 以取得與成本、優勢和風險相關之資料的四個組織。 

› 根據受訪組織的特性設計複合型組織 (請參閱附錄 A)。 

› 使用 TEI 方法建構一個訪談的財務模型代表。這個財務模型是透過訪談時取得的成本及優勢資料所生成（適用於複合型

組織時）。 

› 根據受訪組織在訪談中強調的問題和疑慮風險，來調整財務模型。風險調整為 TEI 方法的重要關鍵。在受訪組織提供成本

與優勢評估時，有些類別包括了多種回應，或者具有可能影響結果的一些外部力量。因此，有些成本與優勢總計已經過風

險調整，並在每個相關章節中提供詳細說明。  

Forrester 在模組化 TrustSec 中運用了 TEI 的四個基本要素：優勢、成本、彈性和風險。 

有鑑於企業有關 IT 投資的 ROI 分析越來越複雜，Forrester 的 TEI 方法可提供採購決策之總體經濟影響的全貌。如需 TEI 
方法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附錄 B。 

 
 

 
圖 2 

 TEI 方法 

 

  
資料來源：Forrester Research, Inc. 

 

   
 

 
執行盡職審查 進行客戶訪談 設計複合型

組織 
使用 TEI 架構建

構財務模型 撰寫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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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複合型組織 

為了本研究，Forrester 與以下四間公司的代表進行了訪談，這些公司為 Cisco 的客戶： 

› 具有 1,350 家商店的公司零售集團。這間公司有 20 個辦公地點和兩個主要的資料中心。 

› 具有 80,000 個有線連接埠分佈於 74 棟建築的教育研究機構。 

› 具有 20 個位置的中央商業銀行，與其子公司服務超過 3 千萬名客戶。 

› 具有 2,700 個據點及 75,000 多名員工的零售商業銀行。 

根據訪談，Forrester 建構了 TEI 架構、複合型公司，以及說明財務受影響區域的相關投資報酬率 (ROI) 分析。Forrester 從
這些結果彙整出的複合型組織代表具有下列特徵的組織： 

› 其為具有大約 4,000 名員工的金融服務組織。 

› 其包含 30,000 個 LAN 連接埠，以及 250 個交換器和 50 個路由器。 

› 其網路分段的目標是針對使用者、應用程式及資料庫執行具有不同工作群組的全域流量層。例如，其要限制這些群組之間

的流量，其中某些使用者可以存取特定的應用程式服務，但不能存取資料庫服務。 
 

訪談重點 
 

情況 

受訪組織轉移至 TrustSec 的主因為降低風險與提高安全性作業效率。與受訪公司討論的重點包括： 

› 其中一間受訪公司提到，其 TrustSec 執行是整體網路安全風險

降低計畫的一部份。考慮到其網路大小與規模，此公司的重點在

於：1) 限制存取資料中心內的特定關鍵應用程式，2) 提高網路的

情境感知能力。使用 TrustSec，這間公司想要透過控制與限制核

准資產的存取權限，並只限授權的使用者存取資源與應用程式，

保護資料中心、總公司與分公司中的應用程式。 

› 受訪組織也強調了他們需要增加安全性作業效率，以提升其增長

和擴充安全性作業的能力。其中一個受訪組織提到，轉移至 
TrustSec 可以更有效控制其對其資源的存取原則。該組織想要從

「允許的電腦」模式變更為「允許的使用者的」模式，並轉移至

身分識別網路。另一名受訪者提到，在使用 TrustSec 之前，該組

織是透過讓相似的使用者在相同的 VLAN 中達到微型分段，最後

造成需要大量成本來管理所有這些 VLAN。 

 

   
「相較於防火牆方法，TrustSec 

可讓您擺脫頻寬限制。因此透過 

TrustSec，我們的投資風險較少。

而且從營運成本的角度來看，

TrustSec 的價格相當便宜。」 

~ 受訪組織的網路服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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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是一間受訪公司使用 TrustSec 的主因，其利用 TrustSec 解決分段問題，並只限授權的使用者存取網路。此金融服務組

織希望不只在網路盒上做分段，也能在存取點上做分段。此組織的目標是要通過由其產業監管機關管理的網路安全性稽核。 

› 受訪的零售組織執行 TrustSec 作為從其員工的平板裝置和手機賦

予行動存取權限之計畫的一部份。其目標是根據 Active Directory 
並針對在零售商店中的使用者行動裝置，建立具有不同存取等級的

不同使用者群組。該組織提到，由於已經有思科調整型安全設備 
(ASA) 防火牆和 ISE，因此具備了此方法的必要元件。這樣一來就

可以簡單地將安全性標籤指派給不同類型的使用者。TrustSec 是
區分行動裝置使用者的絕佳方法。

› 其中一個受訪組織觀察到，其選擇 TrustSec 以獲得標籤式安全性，

是根據其網路的性質所做出的決定。該組織擁有具有 380,000 多個

作用中裝置的大型傳統網路，同時也注意到，其他標籤的方法無法

處理組織其他 80% 的網路。 
 

解決方案 

這個複合型組織評估了執行網路分段的不同替代方案，並著眼於降低

風險、建立可隨企業成長擴充與解決其法規環境之需求的高效 IT 操
作模型。此分段專案的範圍包括對其資料中心以及其所有銀行位置。

為了要遵守財務法規要求，此複合型組織評估了防火牆與 TrustSec 
軟體定義分段。該組織認為 VLAN 型的分段不足以解決監管機關的需求。在長期評估大型防火牆的投資，以及考量到銀行已

有可使用 TrustSec 的網路基礎架構後，此複合型組織最後選擇執行 TrustSec。 

除了防火牆之外，受訪客戶也考慮過 VLAN 作為分段解決方案，替代使用 TrustSec 軟體定義分段的方式。但是，有些對組

織有利的其他 TrustSec 使用案例提升了此解決方案的整體價值。這些使用案例包括： 

• 快速威脅遏制以隔離攻擊與易受攻擊的裝置 
• 使用微型分段限制威脅的橫向移動 
• 縮小法規 (例如 PCI) 的遵循範圍 
• 分段 IoT 裝置 
• 簡化業務合作夥伴及供應商連線的外部網路存取控制 
• 擴展企業資安政策以混合雲端與多雲端環境 

在評估對 TrustSec 的投資時，本研究的讀者應該考慮自己的 TrustSec 使用案例，以及與其使用案例相關的特殊替代方案。 

 
結果 

與 TrustSec 客戶的訪談顯示了下列優勢： 

› 從傳統網路安全性替代解決方案的成本規避節省的成本。透過執行 TrustSec，有些受訪組織注意到，他們可以避免執行

和管理 VLAN 和防火牆的成本，兩者為網路安全性中較傳統的周邊模型。就像一位首席網路架構師觀察到：「使用防火牆

管理網路安全性的花費相當昂貴。內軟外硬的模式，屬於全有或全無的網路安全管理方式。透過 TrustSec，我們具有一定

程度的控制能力，而不是仰賴周邊的安全性元件。在原理上，TrustSec 可透過設定在現有的網路基礎架構上執行，因此其

相當具有吸引力。無需執行成本高昂的防火牆。這不單只是套件成本，還有專案推出、定義和測試的費用。」另一名受訪

者也觀察到，當針對網路分段做抉擇時，「我們會看看預期的營運成本、網路恢復能力、頻寬限制和防火牆功能，這些都

可能成為阻礙。而使用 TrustSec，您沒有頻寬限制。因此比起投資防火牆，我們投資 TrustSec 的風險較低。TrustSec 也
較不耗時。單從營運的角度來看，TrustSec 的價格相當低廉。」 

「我們查看了標籤式安全性的

其他選項，例如軟體定義網路

的方法。但具有像我們這樣的

大型傳統網路，以及傳統套件

和大型主機，TrustSec 於是成

了我們的選擇。如果我們採用

其他選項，就無法處理我們 

80% 的網路。」 
~ 金融服務組織網路安全首席網路架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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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必須使用防火牆而非 

TrustSec 來完成上述內容，我

預估我們將必須再雇用 10 位全

職員工 (FTE)」。 

~ 首席網路架構師，語音及網域網路，金融服

務組織 

 
 
› 提高的營運效率，可進而避免額外的 IT 員工數量受訪組織最常提到的一點，就是其在執行 TrustSec 之後提升的 IT 營運

效率。如果沒有 TrustSec，有些組織將必須雇用額外的 IT 網路運作資源，以在較傳統的部署中達到類似的存取

管理功能等級。 

「如果沒有 TrustSec，我們將會使用 ISE，而不是安全性標

籤，以及使用 VLAN 和網路與不同的原則。我們將會使用

六到八個不同的政策，而不是只有一個。因此，有了 
TrustSec，網路變得十分容易維護與管理。我們不但降低

了營運成本，也節省了四分之一的員工。」 
– 企業零售集團 IT 網路架構師 

› 提升的網路恢復能力，具較低的停機風險。透過使用 TrustSec 
而不是較傳統周邊方法，組織還可以降低風險、減少複雜性，

並縮短停機時間。 

「如果我們沒有使用 TrustSec，我就必須將其與下一個最佳

替代方案進行比較。如果我使用了防火牆的方法，在解決

問題時，我就必須協調網路設計師和安全性工程師這兩個

工程小組。防火牆分段只是增加了一層複雜性。我們卻以

實際增加了整體的網路恢復能力」。 
– 受訪組織的網路服務主管 

› 與 VLAN 型的分段方法相比，專案推出的上市時間縮短高達 98%。受訪組織還可透過其 TrustSec 部署獲得提升的靈活

度。他們發現這樣一來可以讓自攜設備 (BYOD) 等專案的推出速度更快。受訪者還注意到，其能更快速執行資安政策和

其他網路存取變更。正如一個金融服務團組織提到的，「從安全性的觀點來看，當您使用防火牆時，要變更基礎架構是

相當麻煩的工作。」由於其產業的風險規避本質，傳統防火牆環境的例行變更需耗時四到六週，而緊急變更仍需要花數

天的時間。 
 

一個使用 TrustSec 從平板電腦和手機針對 5,500 多個存取點管理行動存取的零售組織發現，用來執行變更的時間減少高達 
98%。在 30 分鐘內，組織即可執行政策變更，讓企業辦公室網路中的行動使用者使用在其他無線網路中的儲存網路。該組

織預估，如果沒有 TrustSec，執行這項變更會需要一到兩天的時間。 

「透過使用 TrustSec，我們可以更快速又簡單地進行變更，而且無需重新建立內容」。 
– 企業零售集團 IT 網路架構師 

› 簡化與自動化的防火牆規則管理，並節省相關營運成本。使用 TrustSec，受訪組織獲得了改良且自動化的防火牆規則管

理。防火牆規則與存取控制清單 (ACL) 管理的自動化也成功為這些公司降低成本。 

› 法規遵循。對部分這些公司來說，法規遵循是其 TrustSec 執行的主要優勢。某家銀行提到其監管機構對此解決方案感到

很滿意。監管機構核准該銀行的使用者權限管理方法，因為此方法使用 TrustSec 將網路安全性連結至使用者與應用角色。 

「TrustSec 可讓我們針對每個應用程式的類型和業務流程來設計使用者模型，然後根據該使用者模型撰寫使用者權

限。使用該使用者角色便能定義網路通訊的角色。按一下即可完成。如果他們有新的角色，存取權限會立即變更。

稽核人員對這種不會在應用環境中結束的方法感到十分滿意，因為若非如此，他們就必須向上通過兩個通訊層才能

獲得核准。」 
— 受訪組織網路服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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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包含 TrustSec 的網路威脅計畫，以可接受的實惠價格提供降低風險的方法。我們希望降低財務和信譽風險。

如果有監管機構公開指名我們，讓我們的信譽掃地，這會帶來嚴重的業務影響。這是一場裝備競賽，我們必須根據新

興趨勢預測問題。」 
— 金融服務組織網路安全首席網路架構師 

› 一致且有效的網路分段。所有受訪組織都表示使用 TrustSec 讓他們能享有一致且有效的網路分段。這些組織指出 
TrustSec 更符合成本效益，因為此方法可讓他們根據定義的使用者角色和 Active Directory 控制存取。此自動化的存取管

理表示他們不必在網路分段上花費力氣執行大量的手動作業。 

› 具有簡化資安政策的簡化資安工程。許多組織也不斷提到， 具
有簡化資安政策的簡化資安工程為其 TrustSec 執行的直接效益。

可根據身分識別而非 IP 地址設定資安政策是此簡化內容的重要

關鍵。

「資安政策更容易理解、更簡短，也更容易閱讀。我們透過 
TrustSec 提高了安全性」。 
– 企業零售集團 IT 網路架構師 

› 提升靈活度與擴充資安政策的能力。與較傳統的防火牆方法相

比，藉由使用 TrustSec，公司還可提升其靈活度與擴充資安政

策的能力。某個組織指出，防火牆變更被視為開始新專案的主

要難題。透過 TrustSec，現已可更快速執行新的變更。此可簡

化未來專案的需求。另一個受訪組織也提到，其可透過 
TrustSec 擴充其資安政策並更快執行新的專案。「我們在分區 
[分段] 方面更具靈活度。」網路服務主管評論到。「我們不需

要推測防火牆是否能處理額外的負載。」這也使專案更加能夠預測，並節省了一些專案時間。 

› 改善的網路安全性狀態。受訪組織也將提升的安全性視為其 TrustSec 執行的益處。這些組織看到了改善的網路

安全性狀態、提高的可視性，而對部分組織來說，還有提升的網路威脅防禦功能和資料中心安全性。 

「其存取規則完全是根據您的使用者類型而不是 IP 地址，因此我們可以深入瞭解哪些人做了什麼事。如此我

們便能將安全弱點與特定帳戶建立關聯。TrustSec 提供我們可視性。瞭解是哪些人且在什麼地點。」 
– 企業零售集團 IT 網路架構師 

 

「我們承諾監管機構要使用適

當且明顯的控制措施來降低風

險。TrustSec 是最符合成本效

益並可落實這項承諾的方式，

因為嘗試在每個地方放置防火

牆就有明顯的複雜度。」 
~ 金融服務組織網路資安首席網路架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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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在本案例研究中，複合型組織享有許多量化效益。 

› 從其他周邊解決方案的成本規避節省的成本。 

› 節省 IT 運作成本。 

› 提升的網路恢復能力，具較低的停機風險。 

 
傳統周邊替代解決方案的成本規避 

受訪組織表示，當考慮其他替代解決方案時，TrustSec 是低成本的選擇。如果沒有 TrustSec，某個零售組織將必

須執行 VDI (虛擬桌面基礎架構) 解決方案，以針對商店的行動使用者提供不同的存取等級，並負擔相關的成本。

有了 TrustSec，其可將一大群使用者分配到一個資源。一名 IT 網路架構師指出，如果沒有 TrustSec，「我們會

針對不同使用者使用不同集區，並浪費大量硬體。我們將會需要額外的空間，即五個不同的 VDI 集區和在集區頂

端的空間。」 

評估更多傳統周邊解決方案 (如防火牆，而非 TrustSec) 的組織也指出，此種替代方案的成本更高。某個組織估計，

若要執行可滿足其高容量和高度網路恢復能力需求的防火牆設定，總共需要花費 330,000 美元。若要複製 
TrustSec 執行的功能，就必須執行額外 400 個防火牆，近而導致此替代方案的成本過高。另一個組織提到，雖然

其在初期對 TrustSec 進行大量投資，但與其他解決方案相比，前者完全不需要年度維護成本。除了這些每年節省

的成本外，組織擁有的投資風險也比較防火牆執行來的低，其中一名受訪者提到：「隨著攻擊數量攀升超出防火

牆，我們就必須再次對防火牆設備進行大量投資。有了 TrustSec 就不需要這樣做。」 

透過使用 TrustSec 而非傳統周邊替代解決方案，複合型組織可成功避免 1.65 百萬美元的初期基礎架構投資和用

於此傳統解決方案之年度持續維護的 550,000 美元。組織在三年內總共可以省下 3.3 百萬美元。 

受訪組織擁有各種不同的 TrustSec 執行使用案例。每個組織透過成本規避節省的費用也不盡相同，為了因應此變

數，此成本節省效益已經過風險調整並減少 5%。傳統周邊解決方案的成本規避帶來的風險調整總效益為 
3,135,000 美元。此計算方式的詳細內容顯示在下方圖 1 中。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有關風險的章節。 

 

 
表格 1 

 替代解決方案的成本規避 

參考 指標 計算方式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總計 現值 

A1 初期基礎架構投資  $1,650,000     

A2 持續的維護  $550,000 $550,000 $550,000   

At 傳統周邊安全性替代解決

方案的成本規避 
A1+A2 $2,200,000 $550,000 $550,000 $3,300,000 $2,867,769 

 風險調整 ↓5%      

Atr 
傳統周邊安全性替代解

決方案的成本規避 (經
風險調整) 

  
 

$2,090,000 

 
 

$522,500 

 
 

$522,500 

 
 

$3,135,000 

 
 

$2,724,380 

資料來源：Forrester Research,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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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營運成本 

受訪組織也指稱節省營運成本為其 TrustSec 執行的一項優勢。相較於其他解決方案，TrustSec 的「管理便利性」

帶來了這些節省。一個組織預估 TrustSec 將網路與資安工程師花在存取管理上的時間減少了 80%。其中包括花

在執行多個角色變更和核准程序上的時間。另一家公司表示：「我們原本可能需要更多人力，不是用來應付日常

工作，而是在我們做出變更、執行新角色，或者在有新的人擁有存取權限時提供支援」。受訪者提到，若沒有 
TrustSec，他們將必須雇用額外的 IT 作業人員。從避免雇用額外員工數量可為受訪組織節省 1 至 10 個全職員工。

這些節省代表可為受訪公司減少 25% 到 80% 的 IT 營運成本。 

如果沒有 TrustSec，複合型組織將必須雇用額外四名網路工程師。依每名工程師每年需花費 105,600 美元的聘用

成本去估算，IT 營運成本每年將可省下 422,400 美元。 

Forrester 將此計算風險調降 10%，以將年度收益 380,160 美元的變動納入考量。複合型組織在三年內節省的總

營運成本為 114 萬美元。此計算方式的詳細內容顯示在表格 2 中。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有關風險的章節。 
 

 
表格 2 

 節省營運成本 

參考 指標 計算方式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總計 現值 

B1 額外的網路工程師數量

（已節省的數量）。  4 4 4   

B2 每人年薪  $105,600 $105,600 $105,600   

Bt 節省營運成本 
– 額外的 FTE 

B1*B2 $422,400 $422,400 $422,400 $1,267,200 $1,050,446 

 風險調整 ↓10%      

Btr 節省營運成本 – 額外的 
FTE（風險調整後） 

  
$380,160 

 
$380,160 

 
$380,160 

 
$1,140,480 

 
$945,402 

資料來源：Forrester Research, Inc. 
 

 
 

增強網路復原力 – 降低停機時間風險 

增強網路復原力也是執行 TrustSec 的其中一項益處。較為傳統的網路解決方案，如防火牆，會增加一層複雜度，

解決問題期間，更需要不同團體間的協調。 

網路服務負責人也指出，尤其當停機時間影響了交易部門，財務服務組織所承受的企業虧損可能高達數百萬元美金。 

使用 TrustSec，複合組織能減少事故發生的解決問題時間，並增強網路復原力。如此一來，組織停機時間的風險

降低，每起重大事故發生時，能避免一小時的停機時間。以一年一起重大事故的頻率來看，由於停機時間和員工

工時減少，TrustSec 為組織省下了營收影響損失。分析中，Forrester 在員工省下的工時方面定較低的停機時間

風險，以求保守估計。每名使用者每小時的停機時間成本，以員工每小時的平均賠償作用來算。您在閱讀這份研

究時，可以自行評估並衡量，停機時間對組織造成的企業影響。 

以 4,000 名使用者和每名使用者一小時停機時間花費 37.81 美元來算，由於網路復原力增強、停機時間風險降低，

每年省下的開支總額為 151,250 美元。此項利益的風險調整幅度為 15%，以計入每間公司停機時間成本的大幅差異。

停機時間減少所帶來的總利益，經風險調整後，每年為 128,563 美元。三年下來，為組織省下了 385,688 美元。下

表 3 為計算方法的細項。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有關風險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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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增強網路復原力、降低停機風險 

參考 指標 計算方式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總計 現值 

C1 使用者數量  4,000 4,000 4,000   

C2 每年事故數  1 1 1   

C3 每名使用者停機時

的損失  $37.81 $37.81 $37.81   

Ct 增強網路復原力、降

低停機風險 
C1*C2*C3 $151,250 $151,250 $151,250 $453,750 $376,136 

 風險調整 ↓15%      
 
 

Ctr 
 
 

增強網路復原力、降

低停機風險（風險調

整後） 

  
 

$128,563 

 
 

$128,563 

 
 

$128,563 

 
 

$385,688 

 
 

$319,716 

資料來源：Forrester Research, Inc. 

 
總利益 

表 4 顯示上方列出的總利益，和折現率為 10% 的現值 (PV)。三年下來，複合組織預期風險調整後總利益的現值約為 
4 百萬美元。 

 
 

 
表 4 

 總利益（風險調整後） 

參考 利益類別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總計 現值 

Atr 傳統周邊安全性替代解決方

案的成本規避 $2,090,000 $522,500 $522,500 $3,135,000 $2,724,380 

Btr 節省營運成本 $380,160 $380,160 $380,160 $1,140,480 $945,402 

Ctr 增強網路復原力、降低停機

風險 $128,563 $128,563 $128,563 $385,688 $319,716 

 總利益（風險調整後） $2,598,723 $1,031,223 $1,031,223 $4,661,169 $3,989,498 

資料來源：Forrester Research,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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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複合組織使用 TrustSec 的其他支出︰ 

› TrustSec 基礎架構成本。 

› 思科先進科技服務 – TrustSec 設計費用。 

› 專業服務費用。 

› 內部執行和測試人力。 

› 持續管理和支援。 

以上項目為複合組織實施該解決方案隨帶需要的初步規劃、執行、持續維護的內、外部成本。 
 

TrustSec 基礎架構成本 

受訪組織強調，規劃並確保網路基礎架構與 TrustSec 兼容相當重要。一名受訪者指出，某些裝置類別並不「支

援 TrustSec」，但組織已有思科 3800 和 4000 系列的「頂級」設備，因而能避免額外網路基礎架構成本。請您

注意，混合裝置也能運作 TrustSec（與 TrustSec 兼容或不兼容的網路皆可）。Forrester 建議使用者，向思科諮

詢 TrustSec 個別使用案例的網路基礎架構需求。 

複合組織將執行 TrustSec 定於網路生命週期的汰換時間之後。這樣能確保不會造成額外的 TrustSec 基礎架構成

本。也投資了 330,000 美元在思科 ISE 設備和附屬授權上。以三年的分析、346,500 美元的總值來看，我們將這

些費用的風險調高到 5%，以計入估計值的變化。 

由於成本因個別組織執行 TrustSec 的使用案例而異，TrustSec 基礎架構執行成本的變化程度可能很大，尤其是 
TrustSec 執行的案例在一般網路生命週期更新之外。Forrester 呼籲您考量自身環境和 TrustSec 的使用案例，並

諮詢思科，估計組織 TrustSec 的基礎架構成本。 
 

思科進階服務 – TrustSec 設計費用 

複合組織為了執行 TrustSec，支付思科 220,000 美元進階和初階設計服務的費用。思科進階服務的費用支出則

為 220,000 美元。經風險調高為 5% 後，總值為 231,000 美元。 
 

專業服務費用 

複合組織為了執行 TrustSec，在專業服務也上支付了 385,000 美元。執行 TrustSec，使用專業服務與否，通常

取決於組織是否有意願與外部顧問合作 IT 專案。受訪組織有半數使用專業服務。我們將這些費用風險調漲 5%，

在為期三年的分析中，總額為 404,250 美元。 
 

執行與測試的內部人力 
一些受訪者指出，比起只運作 TrustSec 解決方案，他們在測試上也投入了可觀的內部資源。一名網路服務負責

人表示︰「相較於從前，我們大量在測試交換器上做出了許多投資。」複合組織內有兩名資深 IT 營運工作人員，

投入整整六個月的時間執行 TrustSec。以每人平均年薪 118,800 美元來算，複合組織執行 TrustSec 的內部人

力成本為 118,800 美元。考量到執行的變化，我們將內部人力成本風險調漲 10%，總額為 130,680 美元。 

應注意的是，TrustSec 的使用案例在執行階段對專案持續時間有顯著的影響。一名受訪客戶起初未能符合思科適

用 TrustSec 的雙層架構，他們對此提出更細微的存取需求。因此，該組織的執行過程受到延誤，必須等思科將

技術功能加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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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內部人力 – 執行與測試 

 
 
 
 
 
 
 
 
 
 
 
 
 
 
 
 
 
 
 
資料來源：Forrester Research, Inc.  

 

 
 

持續管理和支援成本 

一個受訪組織承認，測試 TrustSec 新版本需要更多工作時間，但拓展網路時，不會增加網路成本，這與較為傳

統的解決方案形成鮮明對比。「這是固定數值，不會因為網路成長而上升。不論是 1,000 個交換器，還是 50 個
交換器，耗費的工時不會增加。但如果增加 50 個防火牆，就必須增加 10 名人力。」 

複合組織也分派兩名 IT 營運工程師，持續測試網路軟體定期更新並管理解決方案。管理包括 TrustSec 的疑難排

解、功能評估和其他非營運活動。補償每名 IT 營運工程師工作滿載的金額為 105,600 美元，複合組織每年持續

管理和測試的成本為 211,200 美元。為了計入持續管理和測試 TrustSec 所需資源的變化，我們將此總額風險調

漲至 5%，達到每年成本總額為 221,760。 
 

 
表 6 

 管理和測試成本 
 

 
參考 

 
指標 

 
計算方式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總計 

展示 
價值 

H1 人數  2 2 2   

H2 每人年薪  $105,600 $105,600 $105,600   

HT 管理和測試成本 H1*H2 $211,200 $211,200 $211,200 $633,600 $525,223 

 風險調整 ↑5%      

Htr 管理和測試成本（風

險調整後）  $221,760 $221,760 $221,760 $665,280 $551,484 

資料來源：Forrester Research, Inc. 
 

 
參考 

 
指標 

 
計算方式 

 
初始 

 
第 2 年 

 
第 3 年 

 
總計 

展示 
價值 

G1 初步執行所需的工程師數量  2     

G2 執行時間長度（月）  6     

G3 每人年薪  $118,800     

GT 內部人力 – 執行與測試 (G1*G2)+G3 $118,800   $118,800 $118,800 

 風險調整 ↑10%      

 
Gtr 

 
 

內部人力 – 執行與測試

（風險調整後） 
 

  
$130,680 

   
$130,680 

 
$13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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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成本 

表 7 顯示全部支出總額及附帶現值，折現率 10%。三年下來，複合組織預期成本淨現值約為 166 萬美元。 
 
 

 
表 7 

 總成本（風險調整後） 

參考 成本類別 初始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總計 現值 

Dtr TrustSec 基礎架構

成本 
$346,500 0 美元 0 美元 0 美元 $346,500 $346,500 

Etr 思科進階服務 – 
TrustSec 設計費用 

$231,000 0 美元 0 美元 0 美元 $231,000 $231,000 

Ftr 專業服務 – 執行 $404,250 0 美元 0 美元 0 美元 $404,250 $404,250 

Gtr 內部人力 – 執行和

培訓 
$130,680 0 美元 0 美元 0 美元 $130,680 $130,680 

Htr 管理和測試成本 0 美元 $221,760 $221,760 $221,760 $665,280 $551,484 

 
 

 

總成本（風險調

整後） 

 
$1,112,430 

 
$221,760 

 
$221,760 

 
$221,760 

 
$1,777,710 

 
$1,663,914 

資料來源：Forrester Research, Inc. 

 
彈性 

如 TEI 定義，彈性是表示額外容量或功能的投資能轉化為企業利益或未來額外投資，提供組織從事未來提倡活動的「權利」

或能力，卻非義務。有需多情況是，客戶可能選擇執行 TrustSec，稍後了解到其附加使用和商機。彈性在評估作為特定專案

的一部分時也會量化（詳情請參閱附錄 A）。 

「我們與思科付出極大努力發展安全環境的願景，並允許第三方供應商參與 TrustSec。我們現在有 TrustSec 的多廠

商生態系統」。 
– 金融服務組織網路安全部門主要網路架構師 

組織執行更多需要網路區分的專案時，就能看到額外益處。舉例來說，一名受訪者用 TrustSec 配置新的 eBusiness 環境並

預估，使用防火牆可能會為該專案增加數的周作業時間，並有可能造成額外硬體開支。這些公司未來在網路每增加一個專

案，就可能獲得節省成本和專案執行時間的益處。網路擴充，例如合併與收購，也可能為這些組織帶來額外好處。一些組

織確實指出，當思科為產品組合拓展並增加功能時，他們可能從 TrustSec 獲得更多益處。這些公司現在經由使用思科 
Platform Exchange Grid (pxGrid) ，更能善加利用現有軟體或其他商家產品。此外，當思科增加 TrustSec 產品組的新控制

和更多分析功能時，組織可以從安全決策制定中獲得更多益處。 

彈性的價值對於每個組織都是獨一無二，是否願意衡量其價值也因公司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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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Forrester 將與此分析有關的兩種風險分別定義為︰「執行風險」和「影響風險」。「執行風險」是指提議投資 TrustSec 
可能會偏離原本或預期需求，導致比預期還高的成本。「影響風險」指的是投資 TrustSec 可能無法達到該組織的商業或技

術需求，導致整體總收益降低。不確定因素愈多，成本和收益的估計結果的潛在變動程度就愈大。 
 
 

 
表 8 

 收益和成本風險調整 

 
 
 
 
 
 
 
 
 
 
 
 
 
 
 
資料來源：Forrester Research, Inc. 

 

 
直接調整財務估計結果以量化表示執行風險和影響風險，能提供更有意義且更精準的估計值，並更精確預測投資報酬率。一

般來說，風險提高了原先估計值、進而影響成本，降低了原先估計值、進而影響利益。風險調整過的數值應作為「實際」預

期，因代表考量風險後的預期價值。 

以下為會影響利益的影響風險，顯示在部分分析中︰ 

› 客戶利益可能因環境、使用者人數、TrustSec 的特定使用案例而異。 

› 停機時間成本會因客戶及如何評估網路復原力增強的利益而異。  

以下為會影響成本的執行風險，顯示在部分分析中︰ 

› 執行 TrustSec 的成本變化幅度甚鉅，取決於客戶現今的網路環境和執行規模。若客戶在定期安排的網路基礎架構更新之外，

也需將網路設備升級至與 TrustSec 兼容的裝置，則成本會增加。 

› 組織執行思科 TrustSec 的需求條件會因網路營運和安全團隊的現行結構而異。 

表 8 顯示調整成本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數值，以及複合組織的利益估計值。在此呼籲您依照自身成本和利益估計值的信

賴程度採用風險範圍。 

益處 調整 

傳統周邊安全性替代解決方案的成本規避  5% 

節省營運成本  10% 

增強網路復原力、降低停機風險  15% 

 
成本 

 
調整 

內部人力 – 執行和培訓  10% 

其他 TrustSec 成本 
 
 

 5% 

 

 



 
  21  

 
 
財務摘要 
「利益和成本」章節中計算的財務結果可用來決定複合組織投資 TrustSec 的投資報酬率 (ROI)、淨現值 (NPV) 和還本期。 

下表 9 顯示風險調整後的 ROI、NPV 和還本期。這些數值係由每個成本和利益相關章節內尚未風險調整的數值，帶入表 8 
「風險」章節風險調整後的數值而定。 
 
 

 
圖 3 

 現金流量表（風險調整後） 
 
 
 

$3,000,000 

財務分析（風險調整後） 

 
$2,500,000 

 
$2,000,000 

 
$1,500,000 

 
$1,000,000 

 
$500,000 

 
0 美元 

 
($500,000) 

 
($1,000,000) 

 
($1,500,000) 

期初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總成本 總利益 累積總額 
 
資料來源：Forrester Research, Inc.  

 
 
 

 
表 9 

 現金流量（風險調整後） 

 初始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總計 現值 

成本 ($1,112,430) ($221,760) ($221,760) ($221,760) ($1,777,710) ($1,663,914) 

益處 0 美元 $2,598,723 $1,031,223 $1,031,223 $4,661,169 $3,989,498 

淨利益 ($1,112,430) $2,376,963 $809,463 $809,463 $2,883,459 $2,325,584 

ROI      140% 

還本期      5.6 個月 
資料來源：Forrester Research, Inc. 

 

現
金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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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TrustSec︰概觀 
以下資訊由思科提供。Forrester 並未證實思科的聲明，也不為思科及其提供資料背書。 

思科 TrustSec 為可擴充、靈活的軟體定義分段（或微分段）技術，建置在思科平台的硬體和軟體內，避免資料、應用程式

和行動裝置等資產受到未授權的存取。TrustSec 控制有別於傳統網路拓撲控制機制，係由邏輯原則群組定義，所以即使資

源在行動和虛擬網路內移動，資源區分和高度安全存取始終貫徹實行。  TrustSec 包括硬體內嵌標籤技術，讓使用者流量得

以辨識或「標籤」，穿越網路時不會影響效能。 
 

TrustSec 使用身分識別服務引擎 (ISE) ，控制所有存取和輸出控制的身份識別和原則。透過使用 TrustSec 內 ISE 的 Policy 
Matrix，易於注意並管理原則。 

 
 

 
 

目前思科超過 40 種不同產品系列和其他廠商產品都內建有 TrustSec，能供客戶使用的功能有︰ 
 

• 快速抑制威脅並隔離攻擊 
• 限制使用區分（微區分）的橫向威脅 
• 區分校園、分公司和資料中心網路 
• 啟用可擴充的 BYOD 和行動存取控制 
• 縮小法規遵循範圍，如 PCI 
• 控制財務和醫療保健組織內規定應用程式的存取 
• 分段 IoT 裝置 
• 簡化業務合作夥伴及供應商連線的外部網路存取控制 
• 將企業安全原則一致延伸到混合雲端和多層雲端環境 
• 簡化原則管理，減輕 IT 人力需求 

製造能察覺端點角色的防火牆和流量監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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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TrustSec 主要益處包括： 

 
• 降低複雜度 – 使用簡明語言原則，移除拓撲式存取控制清單固有的複雜性。 
• 簡化安全營運 – 更快速啟用伺服器，加速移動、增加和變更。分支機構和校園層級的微分段，可透過 ISE 

集中管理 
• 自動化 – 自動啟用防火牆規則和 ACL 管理。 
• 保障流動性 – 啟用並強以施行分支機構、校園和資料中心網路的行動原則。 
• 遵循 – 不論使用者從網路何處存取資料，都能自動維持原則遵循。 

 
TrustSec 為開放技術，因為思科已將 SXP 和內嵌標籤框架格式交至 IETF，以啟用第三方執行。開放原始碼 SXP 軟體現

在可供其他供應商及客戶使用，直接將 TrustSec 團體原則整合到自家產品中。此外，OpenDaylight 開放原始碼 SDN 控制

器支援 Lithium 版本的 S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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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總體經濟影響™ 概觀 
總體經濟影響是 Forrester Research 發展的方法論，用來增強公司技術決策制定過程並協助廠商向其客戶傳達價值主張。

TEI 方法論幫助公司向管理高層和其他關鍵企業股東清楚闡述、表明並瞭解 IT 推行方案的實際價值。TEI 協助科技廠商贏

得、服務並留住客戶。 

TEI 方法論評估投資價值包括四個要素︰利益、成本、彈性和風險。 
 

優點 

利益表示提議產品或專案對使用者組織 – IT 或/及公司單位 – 帶來的價值。通常，產品或專案的正當性運作只專注在 IT 
成本和成本削減，而未分析該技術對整個組織帶來的影響。TEI 方法論和衍生的財務模型將利益衡量和成本衡量視為同等

重要，以全面檢視該技術對整個組織的影響。要計算利益估計值，需要與使用者的組織清楚對話，以瞭解明確的創造價值。

此外，Forrester 也要求專案結束後，利益估計值的測量方式和正當性皆值得信賴。如此一來，能確保利益估計值與公司盈

虧直接相關。 
 

成本 

成本表示提議專案要取得價值（或利益）所需要的投資。IT 或企業單位可能因人力滿載、分包商或設備而產生成本。成本

涵蓋提供提議價值所需的所有投資和開支。此外，TEI 的成本類別將現有環境的增量成本計算在內，體現該解決方案伴隨

的持續成本。全部開支必須與創造的利益密切相關。 
 

彈性 

TEI 方法論中，直接利益表示部分投資價值。雖然直接利益通常可作為衡量專案是否可行的主要方式，Forrester 相信組織

應要能量定一項投資的策略價值。彈性表示，基於期初投資，可獲得的未來額外投資的價值。舉例來說，企業全面升級辦公

室軟體套裝，可能提昇標準化（增加效率）並減少授權開支。然而，內嵌的協同合作功能一旦啟動，可能轉化為更強大的員

工生產力。唯有加上額外的培訓投資，協同合作在未來某個時機才得以運用。但是，有能力掌握該利益，即表示可估算出現

值 (PV)。TEI 的彈性要素即體現該價值。 
 

風險 

風險測量該項投資內利益的不確定性和成本估計值。不確定性可由兩種方式測量︰1) 成本和利益估計值達到原先預期的可

能性，和 2) 經過時間推移，估計職能被測量和追蹤的可能性。TEI 風險因子係根據「三角分佈」的機率密度函數帶入數值

而定。最少有三個數值列入計算，以評估每筆成本和利益的風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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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詞彙表 
折現率︰現金流分析中體現金錢的時間價值的利率。公司根據各自商業和投資環境設定折現率。Forrester 在此分析中假定，

年折現率為 10%。組織通常根據自身現行環境，採用 8% 到 16% 的折現率。呼籲您諮詢個別組織，以決定最適合自身環

境的折現率。 

淨現值 (NPV)︰給定利率（折現率），未來淨現金流（折現）的目前或現今價值。正的專案 NPV 表示該執行該項投資，除

非其他專案有更高 NPV。 

現值 (PV)︰給定利率（折現率），成本和利益估計值（折現）的目前或現今價值。成本和利益的 PV 計入現金流的總 NPV。 

還本期：投資的損益平衡點。為淨利益（收益減去成本）與初始投資或成本相同的時間點。 

投資報酬率 (ROI)︰以百分比計算專案預期報酬的測量方式。ROI 為淨利益（利益減去成本）除以成本計算而得。 
 

現金流量表的注意事項 

以下為研究中使用的現金流表的注意事項（請見下方範表格）。初始投資欄包含在「時間點 0」或第一年的一開始所生成

的成本。這些成本並未折現。第一年到第三年的其他所有現金流於年終時用折現率（請見「架構假設」章節）折為現值。

每筆總成本和利益估計值皆由 PV 計算方式計算而得。直到摘要表內為初始投資和每年現金流折現總和時，才會採用 NPV 
計算方式計算。 

由於有些數目取近似值，總利益、總成本和現金流表的總數和現值計算可能無法精確加總。 
 
 

 
表 [範例] 

 範例表 

參考 量測單位 計算方式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資料來源：Forrester Research, Inc. 

 

 
 
 

架構假設 

PV 和 NPV 計算方式採用的折現率為 10%，而財務模型用的時間軸為三年。組織通常根據自身現行環境，採用 8% 到 16% 
的折現率。呼籲您諮詢個別公司的財務部門，以決定組織內部最適合使用的折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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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尾注 
 
1 Forrester 將摘要的財務量測單位風險調整，以將成本和利益估計值的潛在不確定性納入考量。若您想瞭解更多資訊，請參閱

「風險」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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