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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民主化

安全資訊長、安全長和技術長等安全與風險管理高階主管的職責正在急劇擴
大，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

我們不僅要對安全威脅先發製人和保持警惕的態度，而且還要維護業務網
路，如今我們正迅速發展成為組織品牌的管理者，在提升其聲譽的同時還建
立了董事會聲譽與客戶信任度。

在擔任 Amazon Web Services 資安長超過 12 年的時間裡，我與眾多 AWS 
客戶合作進行雲端運算和安全之旅，我逐漸認識到一些出色的組織在進行這
種轉型方面表現出色。我還可以直接看到他們的工作方式。

成功的安全組織意味著什麼？ 這些公司正在以比其他公司更高的效率改善
其風險狀況，同時最佳化對雲端的使用，從而以更快的速度創造新的商業價
值形式。

成功的安全組織的三個關鍵特徵：

他們在稽核和法律方面具有前瞻性。

他們充分利用自動化。

他們練習敏捷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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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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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1

他們在稽核和法律方面具
有前瞻性
與法律和合規專業人士、稽核合作夥伴以及監管機構緊密合作，可能是這三
個特徵中最關鍵的。就像安全專家一樣，這些人的任務是維護其組織的安
全，因此他們需要盡早並經常參與進來。能夠快速採用雲端的安全組織認識
到法律、稽核和合規利益相關者可以成為強大的盟友。



成功的安全組織會主動與法律、稽核和合規專業人士溝通並確定其優先順序。這顯而
易見，但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組織建立了內部控制系統，但勢頭卻一瀉千里，因為他們在
這一過程中沒有正確地與合適的團隊保持一致。克服傳統的營運方式並不總是那麼容
易，對於某些組織而言，傳統的營運方式是在指定程序的中途，或即將結束時爭取利益
相關者。作為安全領導者，我們不希望看到安全性在產品建置後就需要「加強」。同樣，
我們應將必要的步驟整合至我們的安全程序中，以主動確保遵守法律、稽核和合規要求。
我們在 AWS 定期執行的一項工作是，盡早與我們的客戶及其內部稽核人員互動，以便
他們可以指導其利益相關者如何在雲端成功進行稽核。為此，我們提供了指導和工具，
並執行「遊戲日」模擬稽核練習。

我們注意到，採用雲端運算速度最快的安全組織在安全核准程
序中進行了明確的定義。例如，許多公司將允許員工使用敏感資
料的服務列入白名單。作為雲端供應商提供商，AWS 會不斷更
新現有服務或推出新服務。我們發展最快的客戶已經建立了與
利益相關者團隊溝通這些變更的既定程序。這些客戶廣泛共享
內部文件，清楚地列出允許使用哪些服務，哪些服務可以處理受
限制的資料，以及哪些服務可以處理不受限制的資料。在整個組
織中銜接核准程序的安全主管可以建立清晰度和速度。

盡早並經常溝通

AWS 稽核人員學習路徑 可協助稽核人
員、合規專業人員和法律專業人員了解
如何使用 AWS 證明合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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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合規是 AWS 與客戶之間的共同的責任。高度
成功的安全組織會積極主動地明確自己必須承擔的責
任，AWS 可以為他們提供哪些協助，以及雙方需要哪些
方面的合作。他們與稽核、法律和合規團隊及 AWS 緊密
合作，透過深入了解繼承、共享和客戶特定的控制，在產
品或服務啟動的最初階段即確保合規。

了解共同的責任

如果您要詢問澳洲 Origin Energy 的資安長 Christoph Strizik，安全與
稽核和法律部門保持一致最有效的方法是什麼，他最初的回答可能是 

「位置、位置、位置」。 在 Origin 最初幾個月中，Christoph 與風險和合
規利益相關者是分開的。他認識到這是安全成功的關鍵，因此他將共置
於他們旁邊。在接下來的六個月中，他與他們建立了聯繫，研究他們的
工作方式，並確定安全與合規程序的差距。Christoph 知道，透過採用 
AWS 和雲端，大量新資料可以為稽核和法律提供顛覆性可視性。

憑藉這些洞見，Christoph 採取了行動，主動召開例行會議，建立融
洽關係，並逐漸成為值得信賴的顧問和合作夥伴。因為 Origin 是一
間整合公司，安全與合規遍及所有業務小組，所以在為更大型的組織
提供資訊時，這些小組可以成為統一的陣線。由於高度一致，進行稽
核時會更加順暢，Origin 可以針對安全性輕鬆提供共享的合規儀表

板。Christoph 認為，在持續合規實務方面，他們從 AWS 中學到了很
多。AWS 提供了隨需存取其合規儀表板的權限，因此 Origin 之類的組織
可以了解如何平衡其共同的責任。

透過稽核和法律進行前瞻性研究： 
Origin Energy 資安長 Christoph Strizik

Customer
AWS

Security OF 
the cloud

AWS is responsible for 
protecting the infrastructure 
that runs all of the services 
offered in the AWS Cloud.

Security IN 
the cloud

Customer responsibility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AWS Cloud 
services that a customer selects.

https://aws.amazon.com/compliance/shared-responsibility-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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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2

他們充分利用自動化

隨著一直以來的不斷變革，安全必須竭力跟上軟體工程實
務的演變。在高度成功的安全組織中，「自動化」、「代辦事
項」、「CI/CD」和「敏捷」等術語在安全詞典中變得司空見
慣。實際上，對於大多數安全專業人員來說，敏捷、DevOps 
和 CI/CD 是基本實務。



自動建立工單並上報提醒，以確保一致且及時地採取行動。

自動產生 IAM 政策，以協助減少人為錯誤的風險。

自動化和集中化日誌管理。

充分利用服務和程式碼，來自動化威脅偵測和回應功能。 

最成功的安全領導者和組織都了解，在建置安全性之後，安
全並非是要緊緊抓住，而是應當與開發程序本身進行深度整
合。如果表現出色，則會加速開發並使安全實務與開發生命
週期的實際情況保持一致。  

接受雲端採用的客戶除了正在開發的軟體之外，還將其安全
操作任務自動化為程式碼。一個絕佳的範例是，推出防火牆
規則變更的實務。不再是登入裝置；而是充分利用軟體即程
式碼，以便持續建置系統來測試這些變更並將其即時推出。

安全任務自動化可變更整個安全團隊的運作方式。以下是一
些自動化安全功能的方法範例：

安全即程式碼

與軟體工程建立關係

為了適應當今企業環境中發生的所有變更，我們的尖端安全客戶越來越像工程組織。他們正在雇用開發人員加入 SecOps，以便
可以更具自動化，讓安全工程師能夠專注於需要高度判斷力的任務上。

更多成功的資安長與其工程團隊合作，共同建置護欄，而非限制，這讓他們的開發團隊和業務部門能夠對安全更加盡職盡責。這
並非放棄控制權；而是鼓勵其他團隊成為主人，以便他們感到對自己進行投資。

例如，在 AWS，如果服務團隊對安全有疑問，或者在軟體測試程序中出現問題，則安全團隊可以提供指導並與服務組織合作。但
服務擁有者有責任解決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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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程式碼提交至儲存庫並透過管道進行部署，這意味著無需存
取生產系統，從而顯著降低安全風險。此外，每個動作都會記錄，
從開發人員提交程式碼，到經理進行核准，再到將程式碼發佈至
生產中的建置系統，記錄了執行的每個動作。



與企業協作安全地進行設計、建置和交付。

啟動強大而可靠的服務，同時保護客戶和企業。

支援產品發佈時間表。

建立超越服務交付範圍的安全文化。

持續改善

領先的安全組織透過不斷收集意見回饋並建立閉環，在該資訊的基礎上促進
改善，從而來將持續改善作為優先事項。無論是向編寫程式碼的開發人員，還
是向負責其互動有效性的應用程式安全工程師提供意見回饋，都是如此。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已經改進了在 AWS 安全性中使用意見回饋迴圈的方式，
並且觀察到許多領先的安全組織正在將最佳實務付諸實踐，例如：

例如，非常有意識地「在保護所有使用者和消費者的同時，推出強大而可靠的服務」。
我們的團隊深知，我們必須繼續推出各項服務。安全不能成為障礙。恰恰相反，安全
致力於促進業務發展。透過強大的意見回饋迴圈，我們的服務可以快速、持續地推
出，但我們的團隊在整個程序中始終不會忽視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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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實現客戶滿意度

隨著在過去幾年中推出成千上萬的功能，人們經常問我們如何在 AWS 上執行應用程式安全性 
(AppSec)。這些主要功能或服務中的每一項都必須經過應用程式安全審查，其中包括對程式
碼的深入檢查和滲透測試。這樣可以保護我們的客戶並改善我們的計劃。

例如，密碼學很複雜，並且無法為每個團隊雇用密碼學家。因此，當組織中的某人想要變更密
碼時，我們確保請求變更的人接受了適當的培訓。而且，我們擁有一組具有卓越加密能力的同
僚審查人員，他們可以確保正確實作變更。

我們在 AWS 採用的另一種機制是，「我的運作情況如何？」問卷調查。該想法與我們如何跟
進 Amazon.com 上的客戶服務體驗非常相似，本質上是在詢問：「我們究竟是否解決了您的
問題？」 當我們進行 AppSec 審查時，我們的團隊會與內部客戶採用相同的方法。在 AppSec 
每週業務審核期間，任何「好」或「差」的回應都會提示對話。發生什麼問題？ 我們將如何改
善？ 將您的內部業務合作夥伴視為您的客戶，並按照其要求進行逆向工作，這讓我們能夠大
規模交付應用程式安全性。

與軟體工程建立深厚的關係：
HBO Max 資安長 Brian Lozada

Brian Lozada 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安全專業人員，其職業生涯包括 
Accenture、Sony 和 CondéNast。他也是 AWS 的長期客戶。那時他

了解到，在安全性方面，「您會用蜂蜜來捉住更多的蜜蜂。」 他很少對
軟體工程同事說不。相反，當他加入一個新組織時，他會引入內部安全

「品牌」，並帶有標誌。他的目標是讓安全性立即實現，以便開發人員
和工程師將 Brian 和他的團隊視為合作夥伴，而不是障礙。Brian 與他
們緊密合作，他透過安全程式碼培訓和安全 “Pod” 提供定期的輔導，
讓軟體工程專業人士參與高層計劃。作為 AWS re:Invent 定期參與者
和演講者，他從多年來與 AWS 合作中學到的經驗是，讓安全從業人員

能夠發揮創造力和主動性，深入研究資料科學，最重要的是，使安全融入
客戶服務組織，因為每個人都是安全的客戶。

平衡的招聘 

我們從許多客戶那裡了解到，務必雇用具有良好質
素的人員，而不僅僅是適當的技術技能。我們透過
以下方式來實現平衡︰不僅對充滿好奇心，並且知
道如何有效合作的人進行投資；而且謹慎地尋求多
樣性以及尋找我們通常忽視的人才，例如退伍軍人
或沒有安全學位的人。

我們的 客戶告訴我們，他們在建立一流的安全團隊
時會尋找的一些特徵：

深入了解我們的服務和內部系統

為服務團隊的安全問題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

與我們的服務團隊進行創新，並為他們的路線圖做
出貢獻

不斷充滿好奇心

致力於自動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Qhiqzaymjs


特徵 #3

他們練習敏捷的決策

企業過去通常圍繞技術收購來建置程序，其假設資本採購模型及大量
的硬體、軟體和合作夥伴。由於管理和整合所有硬體、軟體和合作夥伴
解決方案所涉及的複雜性，因此在內部部署進行決策的時間更長。為了
安全起見，這將轉化為更長的跑道，以圍繞實作來制定策略。但在雲端
服務的世界中，可以在幾分鐘內部署策略。這意味著需要快速做出風險
和安全決策，否則我們就有破壞業務的風險。



看起來或感覺不對勁。對某事有疑問或困惑。最成功的安全組織表示：
「盡早升級」。 任何使用過指南針的人都知道，在旅途中盡早修正錯

誤要容易得多。使用正確的資料並與決策者協作，比被分析所困擾要
更好。我們在 AWS 了解到，做出良好決策所需的不可思議的資訊量
約佔 80%。如果您嘗試等到擁有所有資料，那將為時已晚。這種猶豫
不決的風格尤其不適用於快速的安全世界。

此外，圍繞升級的關鍵資訊最好不要篩選。依靠專業知識而不是權
威和層次結構，可以為每個人提供他們所需的資料，以便更快地做
出決策，而且能及時了解資訊。如果領導者和專家之間有其他人，您
將失去明確性或淡化問題，您可以篤定資深領導會提出需要準確答
案的問題。歸根究柢，擁有產品的所有人應感到負有責任。深刻的
理解來自對責任感和主人翁的深刻意識，並且能夠在出現問題時迅
速找出根本原因。

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安全組織鼓勵「升級夥伴」。 當主要從業人員
休假或生病時，夥伴會在那裡，並在出現問題時加快工作速度，在
領域中體會到經驗，並有權適時上報。

鼓勵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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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孤立或降級至成本中心，安全性將發揮良好的作用。實際上，資深領導的投資和參與是成功的安全組織的關鍵質素。這些組織和領
導者很好地理解，安全始終是每個人的頭等大事。這些各行各業的組織領導者，包括執行長，對安全性非常好奇，並鼓勵定期且頻繁的會
議、更新和簽到。在 AWS，我們的安全工程師每天都會進行 DevOps 和敏捷開發領域的標準維護。例如，我們的執行長與安全團隊緊密
合作，每週與我們的領導層審查並討論關鍵的安全指標。據了解，安全是業務的關鍵推動者。

在 AWS，我們將決策視為門。單向門是指，透過一項決定，將
會導致某些事情難以改變或無法改變。而且，如果我們不喜
歡看到另一面，那真的很難，而且返回通常很昂貴。相比之下，
使用雙向門，我們可以走過去，看看有什麼發現。如果我們不
喜歡，可以走回來，有效地扭轉決策。成功的安全組織會盡其
所能避免單向門，並尋找雙向門。這是為了確保對安全做出
較小且頻繁的變更，以便在此過程中快速進行反覆。反覆是
成功但非完美的關鍵因素。試圖做到完美無缺，會使我們無
法擺脫困境。

在 AWS，我們的領導原則之一是「貴在行動」。 這指出，速
度對業務至關重要 (在這種情況下，對安全性也很重要)，因
此，決策和行動應該是可逆的，並且不需要大量研究。我們發
現，根據計算結果，在安全中承擔風險也可以是健康的。

資深領導者經常討論安全問題

作為著名的娛樂供應商，其透過成千上萬的影片內容和直播電視產品為數百萬觀眾
提供服務，Hulu 的發展日新月異，需要迅速做出決定。對於 Emilio Escobar 來說，
為了使他的團隊在確保安全的同時發揮創造力，這是從一開始就在程序中建置的正
確護欄。這樣，團隊成員自己就可以在某些參數範圍內做出決策，從而避免出現瓶
頸；然後，他們每兩週介紹一次他們的想法和計劃。該系統促進了創作自由感和深
刻的自豪感。而且，為了使決策的節奏保持較高水準，Emilio 每週都會與其主管以
及執行同僚會面。在這兩者之間的時間裡，他們積極地使用協作工具並發表意見。

最後，Emilio 堅信，如果每個人都有解決相同問題的意識，那麼在升級任何潛在問
題時就不會恐懼。他們一直在尋求安全與速度之間的適當平衡，這需要一定程度
的透明性和可視性。Emilio 及其團隊與 AWS 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Emilio 本人
非常積極地參加 AWS 會議，並加入資安長委員會以協助推動 AWS 安全產品。與 
AWS 的合作證實了他關於將安全緊密嵌入工程中的重要性想法。

實施敏捷決策：
Hulu 副總裁兼資安主管 Emilio Escobar

尋求雙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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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正如我們所見，雖然沒有特定的公式，但某些特殊組織的反復出現的特
徵使其成就顯著：

1) 他們與法律和合規專業人員、稽核合作夥伴和監管機構密切
並積極地合作。

2) 他們有意跟上軟體工程實務日益迅速的發展。

3) 他們做出快速而明智的風險和安全決策，以確保業務平穩執行。

毋庸質疑，許多公司精通這些領域中的一兩個。最成功的安
全組織的秘密在於，他們認識到必須維護所有這三個標準。
他們還認識到這些標準並非獨立的，而必須齊心協力才能取
得最大的成功。

當我繼續與客戶一起經歷他們通常具有挑戰性的安全歷程時  
(每次旅程都是獨特的體驗)，他們常常給我留下堅定的決心和
足智多謀的印象。事實證明，即使擔任了十多年職務，他們仍在
教我新事物，對此我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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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內容

培養安全領導力

閱讀企業的資安長如何培養同仁以守護他們的企業。

打造安全文化

AWS 安全與合規快速參考指南

了解如何在維持穩健合規的同時實現節省和可擴展性。

AWS Well-Architected

使用 AWS 來實現卓越營運、安全、可靠性、效能達成效率和成本最佳
化的框架。

AWS re:Invent 2019 安全領導力課程

Stephen Schmidt 分享他對目前雲端安全狀態的觀點。

創新領導者分享他們如何促進商
業成長並轉型。

進一步了解

https://aws.amazon.com/executive-insights/content/cultivating-security-leadership/
https://aws.amazon.com/executive-insights/content/creating-a-culture-of-security/
https://aws.amazon.com/executive-insights/content/security-and-compliance-quick-reference-guide/
https://aws.amazon.com/architecture/well-architect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am8FDNJhbE . 
https://aws.amazon.com/enterprise/executive-insights/


Amazon Web Services 副總裁兼資安長 Stephen E.Schmidt

@stephenschmidt

Stephen Schmidt 在 AWS 的職責包括領導產品設計、管理和工程開發工作，致力於為企業和政府客戶
帶來雲端運算的競爭、經濟和安全優勢。

在加入 AWS 之前，Stephen 在聯邦調查局擔任各項職務，並曾擔任資深高階主管。他在 FBI 的職責包括：
擔任代理技術長、科長，負責 FBI 的技術收集和分析平台；以及擔任科長，監督 FBI 的網路部元件， 
並負責電腦與網路入侵活動的技術分析。他在網路部門的監督範圍包括惡意程式碼分析、電腦利用工具逆
向工程，以及電腦入侵的技術分析。

閱讀更多有關 AWS  
領導者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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