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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單位：億美元 

1,582 
1,142 

2022年 
2018年 

  

全球資通安全市場持續成長  

資料來源：Gartner 2018/05 

資安即服務解決方案 
 
企業面臨更複雜環境，需透
過雲端化資安服務導入「資
安即服務」方案，並兼顧垂
直應用安全性，減輕領域合
規壓力 (如GDPR, HIPPA等) 

 AI技術深化防護 
 
資通訊產品設計思維急需改
變，系統全面導入「安全軟
體開發流程(SSDLC)」， 並
以AI技術深化防護的創新服
務進行新興布局。 

物聯網設備因運算資源、電
力等限制，應具備低功耗、
化被動為主動防禦策略、設
備身分識別等三大重點方案 

IoT設備及平台 
安全防禦 



臺灣資安產業發展課題與機會  

資籵來源：https://www.altencalsoftlabs.com/blog/2018/05/future-of-cyber-security; Frost & Sullivan 於 2018 年 5 月的研究報告 

AI將是 
資安防護關鍵 

萬物聯網 
資安更形重要 

• 產品製造：將資安技術同質性
功能整合共享，避免重工 

• 垂直整合：降低異質資料及功
能接取的複雜性，符合應用領
域資安需求特性 

• 水平共創：資安合規須跨領域
合作，創造Best practice 

• 場域淬鍊：發展第三方驗測模
式，強化軟體可信度 

產業應用創新，有資安
議題卻不了解，有接軌
障礙 

產業 
創新 

著重資安核心技術，研
發產品化資源不足，切
入領域門檻高 

資安 
新創 

歐美政府 
嚴訂GDPR 

台灣2017年因駭客攻擊年損8100億，金額高達台灣 GDP 5%， 97% 的惡意攻擊
來源都是首見，網路安全需要更智慧的情資分析，化被動為主動防禦之整合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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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ltencalsoftlabs.com/blog/2018/05/future-of-cyber-security


資安技術 

資安產品 

資安服務 

領域平台 

消費端 
政府 高科技 金融 製造 醫療 

法人橋接業者+業者研發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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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領域技術整合  搶攻下世代資安機會  
• 隨著5G、物聯網（IoT）的崛起，未來資訊科技（IT）、操作科技（OT）與通訊
科技（CT），結合AI（人工智慧）分析機制，並應用在智慧製造、工業控制、智
慧醫療等領域之資安方案，開始受到市場高度重視，成為資安市場龐大商機。 



107年研發成果(技術/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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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Based 關聯分析企業資訊流，及早
阻止或中斷威脅，防止威脅擴散 
━ 直接預防各種潛在威脅- 無需知曉攻
擊規則或特徵 

━ 採用強化式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讓網絡自動實現自我防護 

 System-wide威脅偵測 
━ 入侵時序與擴散意圖標記 
━ 網路層流量分析 
━ 應用層日誌分析 
━ 使用者社群行為分析 
━ 低頻率資安異常發覺 

 

資安情資與威脅偵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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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掘即時資安議題、關聯漏洞情
資、產出威脅來源特徵 

 SecBuzzer資安情資服務平台為一
網路情資平台： 
━ 追蹤網路與社群媒體上流通談論的
熱門資安議題 

━ 針對軟體弱點的潛在威脅，提供相
關資訊，以及提供網頁弱掃服務 

━ 整合網路社群討論的漏洞相關資
訊，並提供客製化情資服務 

企業潛伏威脅偵測平台, DarkSirius 資安情資服務平台, SecBuzzer 



自動化檢測工具-物聯網資安(終端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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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APP上架發佈前，進行資安檢
測，檢測潛藏資安風險，滿足
OWASP及工業局APP資安規範要求 
━ 支援Android & iOS 之APP 
━ 雲端服務平台，全自動容易使用 
━ 效率高，3分鐘/APP 

 協助聯網韌體自動化資安檢測，以
靜態分析評估IoT韌體資安威脅，檢
測CVE漏洞、密碼外洩及可疑後門
腳本等嚴重問題 
━ 韌體拆解成功率優於binwalk,fmk等知

名工具 
━ 獨家檢測演算法，檢知隱藏後門漏洞威

脅，滿足工業局IP CAM資安規範要求 

行動App資安檢測, CMAS 聯網設備韌體資安檢測, UFO 



自動化檢測工具-物聯網資安(雲端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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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機器學習技術偵測雲端容器軟
體運行中的異常行為，並通報管理
人員容器軟體遭受攻擊 

 產品功能： 
━ 容器映像檔資安檢測 
━ 容器系統活動即時監控 
━ 資安威脅即時防禦機制 
━ 圖形化監控管理介面 

遭受攻擊的容器軟體 

 以機器學習自動分析物聯網封包協
定，據此建立模糊測資，快速挖掘物
聯網系統潛在錯誤與異常狀況 

 技術特色： 
━ 無需專家規則自動規劃模糊測試，支援

機器學習與8種以上變異模式 
━ 自動產生10萬筆以上測資，符合產業檢

測規範要求 
━ 提供Modbus, MQTT, DLMS/COSEM 等

物聯網協定測試 

網路資安模糊測試, AIFuzzer 容器資安監控平台, KubAnomaly 



108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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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從產品走向服務  
(Security as a Ser 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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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的普及已經引發了新一代的安全平台和提供者即安全即服務（SecaaS）提供商，透過收取
每月訂閱費用以減少企業外包服務的成本負擔。 

• 業者開始不提供工具或平台的訪問權限，而是協助企業在雲端運行的應用程式、資料和操作提供
保護，將安全功能作為雲服務，包括：專門的SecaaS提供商，如：Symantec、Palerra，以及一
般的雲計算業者的包裹式安全功能供應商，如：Amazon、Google、Microsoft。  

        安全走向雲服務          

一個新的安全模型：實現自適應安全體系 
 Palerra公司的LORIC雲安全自動化平台 

整合威脅檢測，預測分析，配置管理
和事件響應雲端服務的業者。客戶：
AWS、Salesforce、Google Apps，

Office 365 / Sharepoint 

資料來源：工研院IEK (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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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情資平
台 

工業環境威
脅偵測 

企業環境威
脅偵測 

資訊安全情
資整合平台 

資安弱點
風險評估 

暗網情資
分析 

情資追蹤
與應變 

整合情資
回饋機制 

異質主機
日誌 網路流量 

場域威脅
情資 

資訊安全情資整合平台  
整合資訊安全情資與威脅偵測系統，便於進行資安監控並快速反應威脅事
件。 

• 威脅情資平台：網羅不同來源資訊，提供系統化與不同領域別之資安情資。 
• 企業環境威脅偵測：透過AI技術分析主機日誌與網路流量，找出異常行為並阻絕威
脅。 

• 工業環境威脅偵測：自我免疫型IDS，可自動學習場域行為產生防禦規則。 
• 資安情資整合平台：統整上述系統，提供全面的資安監控介面，即時掌握資安現況。 



 應用情境與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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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資安情資服務平台場域應用(H-ISAC) 
• 與數聯資安合作建立衛福部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H-ISAC)與
資安資訊分享機制，達成早期預警、持續監控、緊急防禦目的，
解決過往醫療領域資安情資不足，無法事前預防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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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情資導入至衛福部 H-
ISAC，提供醫療設備資安
情資(如醫療設備 CVE弱
點)，提醒有安全疑慮設備
處理方式(如修補程式或提
早下架) 

• 擴大應用於醫療系統設備
資產盤點清單，做為醫院
資產盤點系統之設備資安
風險評估參考 

精準對應醫療設備CVE弱點資訊 

連結US ICS-CERT解方情資 



協助國內廠商自主研發AI資安防護產品  

DarkSirius人工智慧異常偵測模組 

竣盟科技日誌管理平台 

新北市政府區域聯防 

 協助國內廠商自主研發AI資安防護產品 

 創新技術 

應用人工智慧分析技術，透過研發之人工智慧異常偵
測模組，針對現有國內廠商產品進行加值，將內部收
容連網流量及應用層巨量日誌，針對帳號/設備/服務間
的連網行為紀錄，進行快速群聚分析及自我學習偵
防，提供自動化之異常偵測，達到協助國內廠商自主
研發AI資安防護產品目的。 

偵測方式 

自適應式分析 

爲規則式比對 
利用人工智慧分析結合規
則式比對進行交互驗證 

數週建立防禦規則 

無 

利用異質場域歷史規則，
減少規則建立時間 

針對不同場域自動
調整合適分析方式 

人工智慧日誌管理平台 

規則建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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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日誌管理平台 



結合工業資安聯防分析之工控威脅偵測技術  
 基礎設施與智慧製造導入工控資安的實施策略 

 創新技術效能 

應用AI情資分析技術，掌握全球工業設備資安弱點情
資，融合工控入侵威脅偵測(IDS)產品，察覺攻擊 

SecBuzzer全球工控設備CVE弱點情資 

工控資安入侵偵測設備 

我國基礎設施(台水、欣雄瓦斯)實證應用 

工廠內部工控系統
未設防 

IDS自動佈署 

資安風險未掌握 
自動盤點整廠風險

位置 

• 建立網路Baseline 
• 偵測非正常網路攻擊 

• 建立並隨時更新設備
弱點資料庫 

• 自動化盤點資產 

傳統做法 聯防分析技術 

早期預警效率 

自動佈署效率 

風險盤點效能 

發現攻擊需數小
時到數百天 

本系統數秒內
即可發現攻擊 

數週建立防禦
IDS規則 

人力盤點設備需
數天 

數分鐘內自動產
生防禦樣態規則 

數分鐘自動建立設
備網路拓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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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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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轉型共創研發模式   加速產業資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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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廠商/新創結盟 
•資安技術研發模組化 

•資安威脅分析智慧化 
•開發資安產品解決方案 

技術研發 

產品開發 

場域實測 

營運模式 

•建立攻擊測試平台 
•紅隊資安攻擊實證 

 

•建立資安產品Best 
Practice Benchmark 

•營運模式輔導諮詢 
•合作夥伴喬接洽商 

• AI 與大數據結合，以「場域實測、基準驗證」輔助新創團隊產品評測與實績 
• 以更高效的方式快製整合型的資安防護，讓企業便捷建立穩固的資安防備 

基準驗證 

與
業
者
共
同
鑄
造
資
安
化
服
務 



價值 效益 

促成數位經濟發展的基礎 
網路安全功能成ICT產品創新與創業基
礎，搶進下一世代的未來產業 

AI資安塑造共創平台 
引導國內硬實力跨入軟體安全應用，
積極促成資安技術研發成果產業化 

快製新興應用資安防護 
建置高品質網路安全環境與產品，打
造智慧化多元示範場域 

建構資安產業完整供應鏈 
網路安全專業分工，將資安從產品演 
進為元件供應流程，加速資安產業發展 

促進產業升級 
臺灣資通訊產業科技是全球發展的
重鎮，把網路安全前瞻技術和應用
在資安鑄造場聚合，有助於產業轉
型升級 

搶先ICT產品上市商機 
透過資安模組化與元件化，降低
領進入門檻，提供多樣領域非資
安専業人員便捷有效環境，加速
ICT軟硬體之網路安全分析與偵
防手段，搶先市場先機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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