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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摘要

客戶名稱：Heritage Bank 

規模：800 名員工，300,000 名會員

產業：金融服務 

位置： 在昆士蘭設有 61 間分行，在澳洲
的每個省及領地均有據點 

Heritage Bank 使用進階惡意軟體防
護移轉至雲端

「�自從我們部署了整合 
Threat Grid 的 AMP 端
點版，接著再部署了 
AMP 網路版之後，現
在我們確實安心多了。
只要世界上的某台電腦
遭到惡意軟體變種入
侵，Threat Grid 偵測
到它的那一刻，其餘的
電腦便會受到保護。」

Lachlan Peters 
Heritage Bank 資安主管 

做為澳洲最大的客戶獨資銀行，Heritage Bank 自 1875 年以來始終奉行「以人為本」
（其座右銘）。該銀行成立於 1981 年，由兩個具百年歷史的住屋互助會合併而成。住
屋互助會是側重於彙集資金以為會員提供建房資金的社群。由於 Heritage Bank 不須為
股東服務，因此利潤可再投資於銀行自身，藉此提供優良產品、優惠利率和優異服務。

「以人為本」不只是一句座右銘。這是一種深植於該銀行企業文化的心態，更影響了 
Heritage Bank 資安主管 Lachlan Peters 看待資訊安全的方式。

「談到照顧我們的會員，也包括了讓他們自由追求個人目標而無須擔心生計，這表示我

們要不斷地促進資訊安全的現代化，與企業必須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保持步調一致，」

Peters 說道。「過去我們使用傳統的防護解決方案，但隨著雲端型解決方案、電子郵
件和協作的增加，傳統解決方案已無法全面填補資安缺口。」

Peters 解釋道，Heritage Bank 採用的資安方法向來奠基於傳統而具體的角度：建立高
牆以防堵惡意行為者，進入牆內之後則享有更多的自由。

然而，隨著加密流量和進階攻擊的出現，Peters 和他的團隊需要提升能見度才能獲得
他們所需的全面防護。

「雲端解決方案、SaaS 和網頁型應用程式的盛行，導致更多人使用加密，以防止其他
人看到傳輸中的流量，但這造成我們的資安解決方案也看不到流量，因此成為一個問

題，」Peters 解釋。「另一項挑戰是，我們的員工往往是大量網路釣魚和魚叉式網路
釣魚活動的攻擊目標，而且零時差攻擊始終存在。以簽章為基礎的資安不足以偵測和阻

止這類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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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思科 AMP 端點版和 Threat Grid，
Heritage Bank 即可：

每月省下兩個工作天，原本須費時兩天

手動檢閱可疑電子郵件。

安全地移轉至雲端和 SaaS 且更加�
放心。

為尋求保護以抵禦進階的持續威脅，Heritage Bank 參與了包括 FireEye 和思科解決方
案的評估程序。

「我們發現，內建 Threat Grid 的思科 AMP 端點版可持續保障端點安全：它能直接封鎖
威脅，還具備監控、啟發式技術與沙箱功能，可實現我們所需的全面防護，」Peters 表
示。「思科的解決方案更加全面，並且做為一間資訊安全機構，思科重視整合自身的其

他解決方案，例如 AMP 網路版，而解決方案均有 Talos 的威脅情報做為後盾。讓各種
解決方案能夠彼此溝通，對雙方都有利。面對不斷進步的威脅，其他解決方案缺乏同等

的能見度。」

安全地增強業務 
自從部署了 Cisco® AMP 端點版和思科 Threat Grid 以來，Peters 和他的團隊見證了業
務和安全均獲得增強。

「AMP 端點版提升了我們的信賴等級，因而使我們能夠放寬一些較為傳統的閘道解決
方案，這些解決方案一度影響我們的業務流程，特別是延遲了電子郵件處理程序，」

Peters 表示。「AMP 端點版識別惡意檔案的成功率極高，從另一方面來看，它的誤報
率也非常低。有鑑於這一點，我們不必再手動檢閱電子郵件，立即得以省下兩個工作

天，這對我們的三人團隊來說相當重要。」

Heritage Bank 也能更有效地抵禦在過去可能躲過其他保護層，並欺騙不知情使用者的
進階威脅。

「去年出現了大量的啟用巨集 Word 文件，以簽章為基礎的傳統解決方案無法應付。攻
擊者只要稍微變更密碼使得簽章不匹配，威脅便能暢行無阻，」Peters 表示。「AMP 
端點版能夠攔截這些類型的攻擊，並填補其他安全層無法填補的漏洞，例如我們的閘道

和其他端點解決方案無法處理的部分。」

使用者教育始終是一項挑戰，網路釣魚和魚叉式釣魚攻擊是靠著使用者點擊惡意連結和

附件來發揮作用。但根據 Peters 所言，AMP 端點版是最後一道穩固防線，能夠偵測並
阻止原本可成功觸及使用者的網路釣魚詐騙。

這類威脅可能導致更嚴重、干擾業務且代價高昂的攻擊，例如勒索軟體。但對於 
Heritage Bank 來說，勒索軟體和其他利用社交工程的攻擊現在已經不太是問題了。

「人人都必須注意勒索軟體，」Peters 斷言。「但自從我們部署了整合 Threat Grid 的 
AMP 端點版，接著再部署了 AMP 網路版之後，現在我們確實安心多了。只要世界上的
某台電腦遭到惡意軟體變種入侵，Threat Grid 偵測到它的那一刻，其餘的電腦便會受到
保護。」

2   © 2017 思科和/或其附屬機構。保留一切權利。本文件為思科公開資訊。



案例研究 

填補安全缺口、按優先程度分級�

威脅，以及更快速且更輕鬆地補救。

資安防護為 Heritage Bank 提供了一種安全的方式，可讓他們運用新技術來提升經營�
成效。

「Proxy 伺服器的能力有限，當流量在網路上加密之後，IPS 能做的也有限，」Peters 
表示。「隨著使用者改用雲端型解決方案和通常難以保護的其他解決方案，AMP 端點
版和 Threat Grid 給了我們支援業務的信心。有了 AMP 端點版，就不必再半夜失眠，
擔心是否有人在存取其他解決方案無法掃描或察覺的內容。」

整合孕育成功 
為了更深入瞭解可疑檔案，Peters 和他的團隊運用了 Threat Grid 的行為分析和沙箱�
功能。

「從 Threat Grid 報告中得到的資訊使我們得以制訂入侵指標 (IoC) 並查看防火牆記
錄，」Peters 表示。「它能讓人安心：判斷檔案是否為惡意檔案，如果是惡意檔案，
則確認是否已成功封鎖該檔案。將 Threat Grid 整合至 AMP 端點版和 AMP 網路版是
一種關鍵方法，可以搶在試圖繞過防禦的攻擊者之前贏得先機；我想不出任何不使用

它的理由。」

為了配合 AMP 端點版，Heritage Bank 正在為網路部署 AMP 網路版，以便在網路中
的威脅抵達端點之前加以偵測並阻止。

「現在我們已開始部署 AMP 網路版，我們看到了這兩種解決方案之間相互關聯的實
際優勢，」Peters 說明。「我們得以使用 AMP 網路版來偵測可疑檔案，將其上傳到 
Threat Grid 進行分析並取得判定，一切都會在使用者存取該檔案之前完成。這減輕了 
AMP 端點版的壓力。」

AMP 網路版也提供了更高的可視性，進而更精準地評估威脅影響、排定回應的優先順
序並加以補救。「當我們部署 AMP 網路版時，它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見
度，」Peters 表示。「以前我們知道網路內部存在著某些威脅，不過那更像是一種直
覺。有了檔案軌跡，我們現在能夠確實瞭解當下情況，優先處理任何真的有狀況的執

行個體。例如，我們可以查看裝置是否正在執行惡意軟體、是否已完全隔離，或者檔

案是否試圖向來源回報。如果我們發覺某個檔案向外聯繫，我們會知道應該優先注意

什麼。」

透過針對進階惡意軟體防護的整合方法，Peters 和他的團隊得以加快偵測的時間。這
減輕了攻擊造成的損害，且能更快、更輕鬆地加以補救。

「離我們為了安全起見而必須對端點進行完整重建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對於在重建

期間失去電腦的工作人員，以及必須進行重建的 IT 部門而言，這可以減輕影響，」
Peters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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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與服務：

•  思科進階惡意軟體防護  
(AMP) 端點版

•  思科 Threat Grid 
•  思科 AMP 網路版 
•  思科 Firepower® 管理中心

思科 Firepower 管理中心提供了橫跨 AMP 端點版、AMP 網路版和 Threat Grid 的全面
可視性。Peters 解釋，他們現在已能更宏觀地掌握惡意軟體週期，並擁有更深入的洞
察力。

「透過在 AMP 端點版中實作命令列資訊，我們甚至能查看惡意軟體是否試圖停用某些
解決方案中的部分安全功能。我們也可以輕鬆瀏覽和閱讀檔案清單，尋找不普遍的執行

個體，在這個例子中，只要按一下按鈕就會擷取和執行，以確保它未受感染，」Peters 
補充。

展望雲端 
當 Peters 展望未來，他正在考慮採用更多的思科雲端型、整合資安解決方案，例如思
科資安防護傘：這個安全的網際網路閘道可建立第一道防線來抵禦不良網域、URL、
IPS 和檔案，在惡意連線建立之前便加以封鎖。

「DNS 通道可能會成為問題，而除了 AMP 以外，這類防護也有助於防止惡意軟體在
進入您的網路後向來源回報。如果它無法向來源回報，便無法加密任何內容或造成其

他損害，」Peters 補充。

Peters 也考慮採用 CloudLock，也就是思科雲端存取安全中介 (CASB)，它可協助發現
及控制軟體即服務 (SaaS) 應用程式，不論是在線上或離線狀態皆可。

「鑑於傳統 IT 將控制權讓給了選擇更多 SaaS 解決方案的企業，未來 CASB 是必備
的，」Peters 表示。「考慮到思科 AMP 和 Threat Grid 帶來的安心感，我們必須加以
監督，確保企業不會意外洩露所有資訊。」

不斷提前掌握會員和業務需求，同時針對進階威脅提供防護，就是激勵 Peters 和團隊
的動力。

「我們始終竭盡所能，率先為客戶提供防護，」Peters 表示。「思科公司上下和我們
有相似的觀點，而它的規模和提供整合式安全架構的能力，代表了我們真正獲得的價值

超越其所有環節的總和。當你能受益於跨平台的共享智慧，就能獲得極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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