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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摘要
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GDPR) 已於 2018 年 5 月 25 日實施，而全球的隱私權法律與
規則仍將繼續演進及擴充。
大多數的組織都已（並持續）投資於人員、程

本研究發現提供強大的證據，足以證明在法規

序、技術與政策，以符合隱私權規範，並避免

遵循之外，組織會受益於自身的隱私權投資。

遭受巨額罰款與其他處分。此外，資料外洩持

已針對 GDPR 做好準備的組織，其銷售週期中

續暴露數百萬人的個人資訊，而組織對於其所

遭遇之與客戶資料隱私權有關的疑慮所造成的

購買的產品、使用的服務、聘用的人員以及合

延遲，會比並未針對 GDPR 做好準備的組織

作與一般業務往來的夥伴也受到關切。如此一

更短。GDPR 就緒的組織，發生資料外洩的情

來，客戶便會在購買週期當中，詢問更多有關

況較少，即使發生資料外洩的情況，受影響的

其資料擷取、使用、傳輸、共用、儲存及銷毀

記錄數量會比較少，系統停機的時間也會比較

的相關問題。在去年的研究中（思科 2018 年

短。其結果，資料外洩的損失總額也會比尚未

客戶便會在購買週期當中，

隱私權成熟度基準研究），思科介紹了有關這

針對 GDPR 準備就緒的組織來得少。即使公

詢問更多有關其資料擷取、

些隱私權疑慮如何對購買的週期和時間表造成

司著重於努力達成符合隱私權規定與規範的目

負面影響的資料與分析。今年研究更新了這些

標，幾乎所有公司都表示這些投資也獲得了在

發現並探究與隱私權投資相關的優勢。

法規遵循之外的其他商業優勢。這些與隱私權

使用、傳輸、共用、儲存及
銷毀的相關問題。

思科資料隱私權基準研究使用來自思科的年度
網路安全基準研究的資料，這是一項藉由訪查
來自 18 國家/地區、分布於所有主要產業與地
理區域、超過 3200 位資安專業人員所完成的
雙盲調查。許多隱私權的特定問題都已解決，
有超過 2900 位受訪者熟悉其所屬組織的隱私

「隱私權對於組織的成功而言，
至關重要；無論是保護資料或促進
創新都是如此。」
John N. Stewart，思科資深副總裁兼安全性
與信任長

權程序。我們詢問了參與者有關其 GDPR 就緒
程度、銷售週期中由於客戶對於資料隱私權有
疑慮所造成的延遲、資料外洩所造成的損失，
以及其現行與充份發揮其資料價值有關之做法
的各項問題。

相關的好處會為組織提供競爭優勢，而此研究
則有助於組織在完善自身的隱私權程序時協助
引導其投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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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研究提供證據，證明了隱私權專業人士長期以來的瞭

解：在法規遵循之外，組織會受益於自身的隱私權投資。 思科
研究顯示，強大的隱私法規遵循會縮短平均銷售週期並提高客戶

」

信任度。

Peter Lefkowitz，數位風險長、
Citrix Systems 與 2018 年董事長、
隱私權安全專業人員國際聯盟 (I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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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公司表示他們目前

59

成果

符合大多數的 GDPR

要求，還有 29% 的公司表示預

GDPR 就緒程度

計在一年內達到相同目標。針對

在資料隱私基準研究的所有受訪者中，59% 表

GDPR 做好準備最大的難題在於

示他們的會符合所有或大部分當今 GDPR 的要

資料安全、員工訓練與緊跟不斷

求。（請參閱圖 1）其餘 29% 表示預計能在一

演進的法規。

年內完成 GDPR 就緒，還有 9% 表示需要一年
以上才能做好準備。雖然 GDPR 適用於歐盟境
內的企業以及處理收集歐盟境內之個人的個人
資料之相關事宜；有趣的是，在我們的全球問
只有 3% 的全球調查的受
訪者表示，他們認為 GDPR

卷調查當中，只有 3% 的受訪者認為 GDPR 並

並不適用於其組織。

不適用於其所屬組織。

圖1

視國家/地區而定，GDPR 就緒程度介於 42%

GDPR 就緒程度
受訪者百分比，N=3206
3%

9%

目前符合大部分/所有的 GDPR
規定

與 76% 之間。（請參閱圖 2）在問卷調查當
中，歐洲國家（西班牙、義大利、英國、法

尚未符合大部分/所有的 GDPR
規定，不過，我們預估在一年
達到符合規定的目標

29%

59%

國、德國）通常都落在數值較高的範圍內，這

尚未符合大部分/所有的 GDPR
規定，要達到符合規定的目標，
將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

點並不令人訝異。

不適用 - GDPR 並不適用於
本公司

資料來源：思科 2019 年資料隱私基準研究，n=3206

圖2

各國家/地區的 GDPR 就緒程度
受訪者百分比，N=3206

英國

69%

60% 加拿大
法國

62%

46%
58%

57% 美國

47%
西班牙 76%

墨西哥

72%

土耳其

義大利

42% 中國

45% 日本

沙烏地

55% 阿拉伯

73%

俄羅斯

德國

65% 印度

53% 巴西
50% 澳洲

69% 阿根廷

資料來源：思科 2019 年資料隱私基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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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並要求受訪者指出他們所屬的組織在針
對 GDPR 做準備時所遭遇之最重大的難題。最

圖4

受訪者在銷售週期當中，是否遭遇到由於客戶
對資料隱私權有疑慮所產生的延遲。
受訪者百分比，N=2064

主要的關切議題分別是：資料安全性、內部訓
13%

練、不斷演進的法規與從設計層面保護隱私權
的相關規定。（請參閱圖 3）
圖3

ᢤ
ଈ

針對 GDPR 做好準備的最重大挑戰
受訪者百分比，N=3098
87%

42%

符合資料安全性規定

39%

內部訓練

35%

當法規成熟時，掌握持續演進的發展

34%

遵循從設計層面保護隱私權的規定

在被問及延遲的時間長短時，估計的時間長短

34%

符合資料主體存取要求

31%

針對資料編製目錄並進行清查

範圍十分廣泛。針對現有客戶的銷售，平均延

30%

啟用資料刪除要求

29%

針對各相關地理位置招募/尋求資料保護長

於 0 到 10 週之間。盡管如此，還是有些組織

28%

廠商管理

表示延遲高達 25 至 50 週。（請參閱圖 5）針

資料來源： 思科 2019年資料隱私基準研究

資料來源：思科 2019 年資料隱私基準研究

遲是3.9 數週，而超過 94% 的組織表示延遲介

對潛在客戶的銷售，平均延遲是 4.7 週，或許
反映出在新的潛在客戶關係中，妥善因應隱私

由於隱私權所造成的銷售延遲

權疑慮需要較長的時間。對於現有客戶與潛在
客戶出現的平均延遲時間，由去年問卷調查的

我們並詢問受訪者在銷售週期當中，是否遭遇
到由於客戶對資料隱私權有疑慮所產生的延
遲。87% 的受訪者表示，無論是現有的客戶或
潛在客戶，他們都遭遇過銷售的延遲的情況。
（請參閱圖 4）相較於去年的問卷調查，此次
調查結果，表示遭遇銷售延遲的受訪者大幅攀
升 66%，這可能是資料隱私權之重要性的意識
提升、GDPR 生效與其他隱私權法律與規定之
迫切性所造成的。資料隱私權在許多組織當
中，已經成為董事會層面的問題，而且客戶會在

由於客戶的資料隱私權疑慮導
致的銷售延遲，仍然是大多數
組織所面對的問題。
% 表示他們在銷售給
現有客戶或潛在客
戶時遭遇延遲的情況，相較於
去年出現大幅攀升。

87

進行業務往來之前，先行確認其廠商與商業合作
夥伴對於其隱私權疑慮，已經備有妥善的解答。

5

資料隱私權基準研究

2019年思科網路安全系列

平均為 7.8 週大幅下降，或許反映出各公司在

圖6

去年解答客戶對於隱私權的疑慮的基礎上，有
國家

了更充分的準備。

3.9

澳洲

3.9

巴西

5.2

加拿大

5.1

0-1

中國

3.5

1-5

法國

4.2

德國

3.1

印度

4.9

義大利

2.6

日本

4.1

墨西哥

2.9

回覆客戶資料隱私疑慮時的延遲
受訪者百分比，N=2081

無

平均為 3.9 週

6-10

延遲週數

11-15
16-20
21-25
26-30

● 調查特定的客戶要求
● 將隱私權資訊翻譯為客戶所
使用的語言

俄羅斯

2.5

31-35

沙烏地阿拉伯

4.8

36-40

西班牙

5.5

41-45

土耳其

2.2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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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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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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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的數量
資料來源：思科 2019 年資料隱私基準研究

● 就公司的隱私權作法或程序
教育客戶
● 必須重新設計產品以滿足客
戶的隱私要求

平均延遲
（週）

阿根廷

圖5

隱私權相關銷售延遲的主要
原因：

銷售延遲依國家/地區畫分的分布情況
受訪者百分比，N=2081

依國家/地區而定，現有客戶的銷售延遲介於
2.2 週至 5.5 週之間。延遲時間較長的現象通
常出現在隱私權規定較為嚴格的情況，或組織
正處於努力因應其客戶所提出之疑慮的過渡階
段。（請參閱圖 6）

資料來源：思科 2019 年資料隱私基準研究

銷售延遲至少會導致營收延遲一段時間。這可
能導致錯失營收目標、影響報酬、 資金決策及
投資人關係。此外，延遲銷售通常會導致錯失
銷售機會，例如延遲導致潛在客戶購買競爭者
的產品，或者根本取消購買產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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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要求受訪者指出其所屬組織的任何與隱

隱私權投資的商業優勢

私權相關之銷售延遲的原因。前幾項的回應分

組織投資於針對 GDPR 做好準備，主要是著眼

別是：需要調查特定客戶的要求、將隱私權資

於避免因未能符合規定而遭受巨額罰款與其他

訊翻譯成客戶所使用的語言、就公司的隱私權

處分。然而，研究指出，還能帶來其他與這些

作法或程序教育客戶，或者必須重新設計產品

隱私權投資有關的重大商業優勢。

以符合客戶的隱私權需求。（請參閱圖 7）
圖7

49%

42%

銷售延遲的原因
受訪者百分比，N=1812

38%

表示尚未準備就緒，但預計在一年內達成目標

讓他們滿意我們的隱私權作法。

的組織所遭遇的 4.5 週，以及需要一年以上才

我們需要將我們的隱私權政策/程序的相關資訊翻譯

能完成 GDPR 就緒目標之組織的 5.4 週，表示

客戶/潛在客戶需要深入瞭解我們的隱私權政策或

已經全部或大部分符合 GDPR 規定的組織，其

程序。

平均銷售延遲為 3.4 週。由此觀之，準備程度

我們產品或服務需要重新設計，才能滿足客戶/潛在

最低的組織，其平均延遲時間，比準備最充分

客戶的隱私權需求。
33%

給現有客戶，平均延遲 3.9 週。然而，相較於

我們需要調查客戶/潛在客戶的特定/特殊需求，才能

為客戶/潛在客戶所使用的語言。
39%

審視隱私權問題所造成的銷售延遲，發現銷售

我們也無法或不願滿足客戶/潛在客戶的隱私權需求

的組織幾乎延長了 60%。（請參閱圖 8）

（例如資料外洩政策、 資料刪除要求）。
28%

尋找合適的人員或團隊以回應客戶/潛在客戶的問題
需要時間。

17%

我們必須解決有關誰在處理資料方面是負責可靠的
問題。

5%

針對法律不明確之處，我們必須尋求律師進行釐清。

資料來源：思科 2019 年資料隱私基準研究

盡管大多數公司表示去年曾經發生
資料外洩的情況，不過相較於在一
年內完成 GDPR 就緒之組織的 80%
受到影響，以及需要更長時間才能
完成 GDPR 就緒之組織的 89% 受
到影響，完成 GDPR 就緒之組織的
受到的影響較低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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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的摘要
GDPR 就緒公司的隱私權投資皆使其在法規遵循之

間（6.4 小時對比 9.4 小時）。結果是，與這些資料

外，享有實質的優勢。在起因於客戶的隱私權疑慮

外洩相關的整體成本降低了；只有 37% 的 GDPR 就

所導致的銷售延遲方面，他們享有更短的銷售延遲

緒公司損失超過 $500,000 美元，對比 GDPR 就緒

（3.4 週對比 5.4 週）。在過去一年當中，他們發生

程度最低的 64%。

資料外洩的機率比較低（74% 對比 89%)；而且在
發生資料外洩的情況時，受影響的資料記錄比較少
（79 萬筆對比 21.2 萬筆）；還有更短的系統停機時

這些結果突顯出隱私權成熟度已經成為許多公司的競
爭優勢。組織應致力於充分發揮其隱私權投資的商業
優勢，此優勢可超越任何隱私權法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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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組織在充分發揮其隱私權投資的

平均延遲週數 （現有）
受訪者百分比，N=2081

GDPR
就緒

價值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
的研究顯示，市場已經建立並且萬事
俱備，就等願意投資於資料資產與隱

3.4

GDPR 就緒
未滿 1 年

」

4.5

GDPR 就緒
達 1 年以上

私權的組織循此路徑進入市場。
思科隱私權長 Michelle Dennedy

5.4
0

1

2

3

4

週數

5

盡管大多數公司表示去年曾經發生資料外洩

資料來源：思科 2019 年資料隱私基準研究

的情況，不過相較於在一年內完成 GDPR 就

GDPR 就緒程度的另一項實質好處，就是似乎會

緒之組織的 80% 受到影響，以及需要更長時

降低資料外洩的頻率與所受影響。GDPR 要求組

間才能完成 GDPR 就緒之組織的 89% 受到影

織瞭解個人識別資訊 (PII) 所在所在位置，並針

響，完成 GDPR 就緒之組織的受到的影響較低

對此資料提供妥善防護措施。這些要求可協助

(74%)。（請參閱圖 9）

組織更充分地瞭解自身的資料，與資料相關的風
險，以及建立或強化該資料的防護措施。
圖9

隱私權投資的商業優勢
Probability
資料外洩的可能性
of
a Breach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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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79,000

80%

GDPR ᄮ⫪
㡗 1 ዉܻڱ

System
資料外洩所造成的系統停機
Down
Time
N=2454
Due
to Breach

80

9.4

212,000
100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記錄

0

2

4

6

8

10

數週

資料來源：思科 2019 年資料隱私基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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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旦發生資料外洩，GDPR 就緒的公司
所受的影響較小。這些 GDPR 就緒的公司受到

由於受到影響的記錄數量較少且停

影響的記錄平均數量為 79,000 筆，而 GDPR

機時間較短，GDPR 就緒的公司與

幾乎所有的公司 (97%) 都表

就緒程度最低的公司則為 212,000 筆（請參

示如今他們都獲得其隱私權

資料外洩相關的總體成本較低，自

閱圖 9）

然也不令人意外。

投資的附帶優勢，包含靈活
性/創新、競爭優勢、營運效
率、減輕資料外洩的損失、
減少銷售延遲，以及獲得投
資人的青睞。

GDPR 就緒公司所遭遇之與資料外洩有關的系
統停機時間也比較短，或許再次顯示與其優秀
的資料資產管理有關。GDPR 就緒公司的平均
系統停機時間為 6.4 小時，而 GDPR 就緒程度
最低的公司則為 9.4 小時。（請參閱圖 9）

組織正體認到隱私權投資的優勢
本研究的前兩個章節強調隱私權投資與商業優
勢之間的關聯，例如縮短銷售延遲以及減少所
費不貲的資料外洩情況發生。我們發現一個有

由於受到影響的記錄數量較少且停機時間較

趣的現象，就是大多數的受訪者，現在都體認

短，GDPR 就緒的公司與資料外洩相關的總

到許多這些優勢。在詢問到隱私權投資是否帶

體成本較低，自然也不令人意外。因資料外

來優勢時（例如更高的靈活性及創新、獲得競

洩而蒙受損失總額達到 50 萬美元者， GDPR

爭優勢、實現現營運效率等等），75% 的受

就緒程度最低的公司有 64% 蒙受損失，而

訪者表示有兩項或更多優勢，而幾乎所有的公

GDPR 就緒的公司則只有 37% 蒙受損失 (請

司 (97%) 都表示至少帶來一項優勢。（請參

參閱圖 10)

閱圖 11）

圖 10

圖 11

資料外洩損失 50 萬美元的可能性
受訪者百分比，N=3206

70%
60%

64%

50%
40%
30%

46%
37%

42%

透過備妥適當的資料控制啟用靈活性與創新。

41%

取得相對於其他組織的競爭優勢。

41%

透過整理資料與編製目錄實現營運效率。

39%

減輕資料外洩損失。

37%

減少由於客戶/潛在客戶之隱私權疑慮所造成的銷售
延遲。

20%
10%
0%

GDPR
就緒

隱私權投資的優勢
受訪者百分比，N=3259

GDPR 就緒
未滿 1 年

GDPR 就緒
達 1 年以上

36%

吸引投資人青睞。

3%

以上皆非。

資料來源：思科 2019 年資料隱私基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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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發揮資料價值

勢，已經獲得更充分地確認與探索，包含減少

資料隱私權是組織整體努力中的重要一環，可

與隱私權相關之銷售延遲，以及降低資料外洩

在資料生命週期當中，充分發揮其資料資產的

的頻率與所受影響。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將

價值。如同其他資產一般，資料應以有效的

探索這些優勢隨著時間變化的情況，尤其是當

方式取得、儲存、保護、利用，以及封存/刪
除。組織以適當方式充分發揮其資料的價值，
表示自身符合所有或大多數
GDPR 規定的組織，其平均
銷售延遲為 3.4 週。

圖 12

通常會在成熟度資料環境中發現的行為。
受訪者百分比，N=3259

能夠藉由以下方式享有絕大優勢：建立客戶的
信任，以及運用妥善保護及管理的資料來提升
客戶體驗，同時為所有利害關係人促進更大的
價值。

42%

我們瞭解自身大多數/所有資料資產的價值。

42%

我們知道大多數/所以個人識別資訊 (PII) 的所在
位置及其使用情況。

40%

我們以有效方式連結不同的資料資產以便為客戶
與我們自身創造更多價值。

我們也就成熟的資料環境中常見行為的範疇詢

37%

我們的資料資產備有相對完整的目錄。

問受訪者，例如備有完整的資料目錄、將資料

32%

我們聘有資料長。

連結至其他資產、聘用資料長，以及透過外部

32%

我們自認是以資訊為中心的公司。

30%

我們能藉由銷售（或交換）選定的資料資產來實

方式運用資料實現獲利。（請參閱圖 12）不到
一半的問卷受訪者展現出這些特質，而這將成
為進行近一步研究的領域，以便深入瞭解組如

現獲利。
2%

以上皆非。

資料來源：思科 2019 年資料隱私基準研究

何充分發揮其資料資產的價值。

含義

組織以適當方式充分發揮其資料的

這些結果突顯出隱私權投資已建立遠超過法規

價值，能夠藉由以下方式享有絕大

遵循的企業價值，並已成為許多公司重要的競

優勢：建立客戶的信任，以及運用

爭優勢。因此，組織應致力於瞭解其隱私權投
資的含意，包含減少其銷售週期中的延遲，以

妥善保護及管理的資料來提升客戶

及降低與資料外洩相關的風險與成本，還有其

體驗，同時為所有利害關係人促進

他潛在優勢，例如靈活性/創新、競爭優勢與營

更大的價值。

運效率。此問卷調查的分析與深入見解，可做
為各組織充分發揮其隱私權投資之價值的框架
與起點。
這項研究已提供關聯至隱私權成熟度的商業優
勢的量化數據。去年的報告中指出的許多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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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公司隱私權政策能保護公司免於遭受資料外洩的財物
損失（藉由提供客戶其個人資訊的透明度及控制），而不完善的
政策則會使資料外洩造成的問題更加惡化。」
《哈佛商業評論 》，「 強大的隱私權政策可為貴公司數百萬 」，
2018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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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隱私權規定與客戶期待在各產業與不同地理區
域中持續演進時。思科將繼續與客戶及隱私權
領域中的其他領者合作，以提供資訊運用在更
優質的投資決策，並提升客戶的信任度。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資料隱私權：企業觀點
隱私權投資已建立遠超過法規
遵循的企業價值，並已成為許
多公司重要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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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思科網路安全系列
綜觀過去十年，思科已經發佈許多明確的資安與威脅情報訊息，提供給對於全球網路安全領域
感興趣的專業人士。這些內容充實的報告對於威脅態勢及其組織性影響提供了詳細的陳述，同
時還提供最佳做法以抵銷資料外洩所產生的不良影響。
思科資安在思維領導方面採用全新做法，就是在思科網路安全系列的橫幅下方，發布一系列以
研究為基礎之資料導向出版物。我們充實了標題數量，以便為具有不同興趣的資安專業人士納
入不同的報告。號召專業知識既深入又廣泛的威脅研究人員與資安產業的創新人員共襄盛舉，
2019 年度系列的報告集合內容包含資料隱私權基準研究、威脅報告與思科基準研究，而且終年
都會推出其他豐富內容。
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cisco.com/go/security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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