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養安全領導能力 
了解企業資訊安全執行長如何在安全系統之外，

透過投資自家員工來保護組織安全



安全領導能力是眾人
追求的目標。

資訊安全執行長最重要的能力為何？是卓越的營運能力？業務續航

力？別讓自家企業因資安漏洞鬧上新聞頭條？或許以上皆是。

資訊安全執行長扮演的角色是引導董事會與同級高層主管積極採取

行動，保護自家品牌與客戶。

隨著現代企業的資料量暴增，IT 部門扮演的資料保護者角色也獲得前

所未有的重視。安全在過去偏向於以基礎設施為中心，如今的訴求則

著眼於軟體，因此技術領導者必須更深入地參與軟體開發與投資。

於此同時，安全團隊也需具備截然不同的技能和思維，才能在嶄新

的領域中勝出。因此，他們本身可能就是技術人員，但最重要的

是，絕大多數成功的資訊安全執行長都知道，強大的安全絕非枝微

末節的細碎任務所能成就。

AWS 資訊安全執行長 Stephen Schmidt 
分享了安全領導者的三大行為準則

目光放遠 –絕不等到組織面臨風險才著手解決。反之，他們憑

藉新興研究與威脅，時時保持領先狀態，並將合規和法規需求

視為第一優先。

投資人才 – 協作對安全而言相當重要，他們知曉安全團隊與資

訊長，IT 團隊及其他群組合作無間的重要性。

行動敏捷 – 風險決策需快速完成，而他們絕不延遲。當問題升

級時，善用自身人脈與經驗，透過一通電話解除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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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紹兩位安全領
導者，他們了解培育
人才就和投資技術一
樣重要。 

大多數的資訊安全執行長都身兼數職：看守人，策略師與技術人員， 

但導師這個角色卻經常被人遺忘。

據最近的 Black Hat 調查指出，73% 的組織需要更多具備技能素養的安

全人才，更凸顯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投資人才不但能避免人才流失， 

也能持續為組織打造與時俱進的強大安全體系。

更重要的是，在這個競爭越來越激烈的環境，資訊安全執行長已無法單

打獨鬥，獨自看守企業的資訊安全。分享知識，鼓勵多元技能以及打造

人才團隊，才能提高敏捷性與適應能力。最終，這些習慣將大大提升組

織安全。

培養安全領導能力何以如此重要？

https://www.blackhat.com/docs/us-15/2015-Black-Hat-Attendee-Survey.pdf


在全球知名財務品牌推廣安全文化

Michele Iacovone 談及文化，信心與社群，以及他如何為日後的領
導者提供適當的資源與能力，以在網路安全浪潮中保持領先地位。

Michele Iacovone
資訊安全執行長， 
INTUIT 



有鑑於他們業務的本質 – 為個人與組織提供管

理財務和稅務的軟體 – Intuit 極度重視安全。

對於能獲得組織高層全力支持，Michele 感到

非常幸運。 

安全， 
就從最頂層開始

我們的執行長了解，安全日漸
屬於董事會層級的關鍵任務問
題，也是讓我們順利達成任務，
在全球各地獲得成功或不可缺
的一環。"

「我們的領導階層同意安全至關重要。」

Michele 表示，企業需採取截然不同的思維，

才能將安全視為優先要務。 這點說明了資訊

安全執行長不僅須是技術領導者，同時也必

須是企業和變革領導者的原因。 

以宏觀格局來看，他將自己的角色視為「主

要影響者」之一。業界已認知到，缺乏合作

就不可能擁有安全性 – 從高層主管到每位基

層員工都需參與其中，才是建構安全最順暢

且有效率的做法。 

"



Michele 在職涯中學到的寶貴一課，便是積極執

行安全教育的絕對重要性。  

他發現，在執行有明確成果的專案時，人們通常

會預想執行方式，並堅持以此方式完成。試圖立

刻改變他們的思考方式會耗費大量精力，因為人

們很自然地抗拒改變。

因此，更有效率的做法是，做好變革的一切準

備，讓事情能更順利地進行。而他的方式則是持

續教育，讓他們了解為安全做出改變的急迫性。 

「挹注資源以確保人們可以了解背後原因，目

標，成果和方法，[這意味著] 在執行或尋找執

行方式時，要讓這些對話變得非常，非常地簡

單易懂，」Michele 說道。 

透過教育營造
安全文化

要改變人們的行為， 

很難在需要時就能立刻成功。"

"



幾年前，Intuit 發現大多數的客戶都會使用多

款產品，因此將自家產品策略從產品組合升級

為一組在生態系統中互連的產品。這項新策略

意味著群組必須更密切地合作。

為輔助此變革，公司全力支持人員在不同群組

之間流動，藉以推廣學習與同理心。Michele 

會定期將安全領導團隊的領導者調派至其他部

門或業務群組，以進行這一實務。 

「作為一間公司，所有 Intuit 員工能站在同一陣

線，團結一心是相當重要的。我們藉由人員調

動來加強這個思維，並稱之為 "One Intuit"。而

我認為，在安全領域中，這個做法更是重要。」

例如，Quickbooks 安全主管最近轉調至 

TurboTax，學習如何在不同業務單位中管理安

全。同時，Michele 要求他的網路安全副總裁

擔任 Quickbooks 單位的安全領導者。目標是

要讓習慣從中央安全團隊帶領全公司安全性的

管理人員，了解從業務單位帶領安全性的實務

情形。 

Michele 提到：「毫無疑問，那六個月讓他成

為更有效率也更有能力的中央領導者。他原本

可能要花上數年的時間才能習得這些經驗， 

真正了解並評估自己的中央領導決策影響力。」

讓安全領導者深入了
解企業，反之亦然



INTUIT

身為最初選擇 AWS 的三位領導者之一，Michele 

提到「打從一開始就是非常美好的合作關係。」

當 Intuit 搬遷至公有雲端時，這間公司也有機會

向 AWS 學習。 

「我們在 AWS 的合作夥伴總是非常有耐心，他們

邀請我們前去學習，並觀摩 Amazon 營運企業及

領導員工和文化的方式。」

Intuit 鼓勵自家員工成為積極學習者。對 

Michele 而言，向 AWS 學習是相當寶貴的經驗，

他認為這家公司「完美地輔佐」了 Intuit。 

「我們採行了六頁報告做法及許多其他實務，

這些都要歸功於參訪 AWS 營運的經驗，和我

們彼此的密切合作關係。」

對 Michele 來說，這種學習機會正是讓他與安

全領導團隊踏上持續進步道路的必要機會。學

習不只讓團隊更優秀，也為他的領導者提升工

作效率，進而為客戶帶來更優異的安全品質。 

  

在與 AWS 的合作
中，Michele 學到
哪些領導能力？

整體而言，與 AWS 合作
讓我們所有人都成為更出色的
領導者。"

"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beauty-amazons-6-pager-brad-porter/


Jason Chan
雲端安全副總裁
NETFLIX 

以安全領導能力為基礎撰寫指令碼

Jason Chan 花了點時間分享他如何在這個電視與電影帝國中採取以
人為中心的安全做法，以及這如何讓他們樹大卻不招風，從不因資
安問題躍上新聞頭條。



NETFLIX

鼓勵可見性 對 Jason 而言，Netflix 培養安全領導者的重

點出乎意料地單純，那就是可見性。他堅持持

續提供他的行動與計劃細節。為此，他每週都

會傳送「本週檢討」訊息給安全團隊，當中列

出重要會議和外部活動及目前狀態。

這麼做不只讓團隊有參與感和目標，也讓他們

獲得更多通常不會接觸到的企業資訊。 

Jason 發現他的團隊成員因此擁有更良好的判

斷能力，不需指導就能自行做出明智決策。



NETFLIX

安排人員會面 Jason 認為另一件重要的事，便是開放包容。

除了「本週檢討」電子郵件以外，他也會邀

請其他安全領導者參與高層主管會議，特別

是有重大業務決策要進行時。

Jason 認為 Netflix 的文化十分鼓勵透明公開，

因此經常利用此一文化讓安全團隊成員直接

與領導階層接觸。這讓他們能深入了解企業決

策流程，同時及早強調安全團隊參與會議的重

要性。 

在這個傳統上高層主管未將資訊安全執行長

納入組織領導團隊的企業文化中更是如此。

他發現這種做法也帶來了更出色且更有效率

的成果與決策，因為主要參與安全實作的團

隊成員都會出席。

在 Netflix，直接溝通讓我的領導
者與高階主管接觸。"

"



NETFLIX

培養高效率的 
溝通技巧

Jason 提到，過度分享備忘錄和狀態更新似乎

讓許多技術和安全人員裹足不前 – 這類內容

通常會過於冗贅，且技術內容記載過於詳盡。

「他們過度評估檢視者願意投入多少時間來消

化自己寫的訊息，」他說道。 

隨著安全領導者收到越來越多的企業會議邀

請，當資訊安全執行長的其中一項職責是要

向所有利益關係者溝通組織的安全和隱私策略

時，這個問題可能會成為具體的障礙。 

Jason 與團隊採取了直接回饋意見的做法，

也參與訓練團隊的溝通風格。結果領導者在

表達內容與表達方式上整體而言變得更有效

率，他們的溝通更明確，同時減少提及不必

要的技術細節，只分享企業利益關係者感興

趣的部分。

我與我的領導者以言簡意賅的
文字風格共事，確保他們的訊
息確實傳遞給我。"

"



INTUIT

雖然 Netflix 對公司文化創新並非一無所知，

但 Jason 對他們的雲端合作夥伴很有信心，

認為接下來十年還有許多地方能向對方繼續

學習。

Jason 喜歡參照 Amazon 的單一執行緒領導

者做法。這可以讓員工集中專注於重要的工作

上，不會因為其他計劃分心。隨著商業和科技

環境的規模與複雜性與日俱增，Netflix 模式

也能從同樣的專家與通才思考模式中受益。

這不但開創了產品製作的意圖，也能輔助決

策：如果您對產品有信心，就會打造一個集中

目標的團隊。 

AWS 與 Netflix 的相似之處還包括他們的意見

回饋機制。Amazon 的領導原則「敢於諫言；

服從大局」指出表達個人意見是義務 (而不僅

是選擇) – Jason 十分肯定營造這種開放接納

的文化，「不同意是您的責任，即使這種表態

會令人感到不自在。」 

為實行此哲學，Jason 告訴我們 Netflix 通常

會採取共享文件的做法，利益相關者可以在文

件邊界自由「表達意見」，讓即使是團隊中最

微弱的聲音都能坦率說出想法。

在與 AWS 的合作中， 
Jason 學到哪些 
領導能力？

AWS 不只是優秀的雲端合作夥
伴 – 還協助改進我們共同的文
化融合內涵。"

"

https://jobs.netflix.com/culture
https://www.amazon.jobs/principles
https://www.amazon.jobs/principles


最後

使用 AWS 雲端改變營運的方式。將安全和
合規任務自動化可降低風險，如此一來， 
您就能以更快的速度進行創新，並將資源用
在更有價值的領域，例如栽培未來的安全企
業領導者。



AWS 安全與合規網站

Security Fundamentals 課程

AWS 技術會談  |  網路研討會 YouTube 頻道

AWS 認證

AWS Certified Security Specialty 認證

Security Operations on AWS

進一步了解 

與您的團隊交流

https://aws.amazon.com/security/
https://aws.amazon.com/training/course-descriptions/security-fundamentals/
https://aws.amazon.com/about-aws/events/monthlywebinarseries/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nPlVzJI-ccQXlxjSvJmw
https://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our-certifications/
https://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certified-security-specialty/
https://aws.amazon.com/training/course-descriptions/security-oper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