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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高可信度電腦運算 – 簡介 

 

 2002 年 1 月 15 日，比爾蓋茲向 Microsoft 全體員工發出了一份備忘錄，宣佈推行「高可信度電腦運算」

(Trustworthy Computing，簡稱 TwC) 計畫。1 在這份備忘錄中，他提出「如自來水、電力和電話服務一樣安全可

靠」的電腦運算，並強調其重要性；同時他也提到，一個高可信度的平台必須兼顧可用性 2、資訊安全及隱私權幾

個關鍵面向。此外，他還點出這項計畫不只關係到技術層面：「身為一家企業，Microsoft 必須推動諸多改革，以

確保公司的軟體開發程序、支援服務，以及業務營運上的實務，各個層面都必須贏得並維持客戶的信任。」 

 

 

 

 

 

 

 

 

 

 

 

 

 

 

 

                                                      
1 請參閱比爾蓋茲的備忘錄(英文)：http://www.microsoft.com/about/twc/en/us/twcnext/default.aspx。這份備忘錄公佈後，另一份白皮書也隨即問世，其中

具體闡述了各項概念，並針對公司的後續方向提供更細部的指導。請參閱由 Mundie、de Vries、Haynes 及 Corwine 合著的高可信度電腦運算白皮書 (英文)，

網址 http://www.microsoft.com/about/twc/en/us/twcnext/default.aspx。 

2 這份備忘錄也使用了「可靠性」(Reliability) 一詞，這個詞最後納入四大綱要之一。 

TwC 四大綱要與早期工作要點圖解： 
 

 

 

 

 

 

 

 

 

http://www.microsoft.com/about/twc/en/us/twcnext/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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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高可信度電腦運算的迫切需要，源自於電腦運算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不斷地演變。如比爾蓋茲所

言：「電腦運算已成為許多人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再過十年，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將與電腦運算脫不了關係。」

最後這句話絕對是毋庸置疑的。過去十年間，我們目睹了網路公民的興起：電子郵件、立即訊息、視訊通話、社

交網路、社交搜尋，以及眾多網頁應用程式和裝置應用程式，儼然成為社會成員間彼此聯繫的管道。我們如今所

處的環境，人際關係較以往更依賴電腦運算技術。 

 

雖然這個新世界創造了許多絕佳的機會，但我們也同時面臨了各種新舊的挑戰。電網、全球金融體系及其

他重要基礎結構的安全，長期以來一直備受關注3，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面對了種種新型態的威脅模型，如鍥而不

捨且目標堅定的攻擊者、網路戰爭的恐懼等，這些新型態的威脅為電腦資訊安全的專業人員帶來全新的挑戰。連

線裝置日漸普及，可供收集、分析和散播的資料數量和類型也大幅增加，在這樣的新環境下，傳統規則對隱私權

的保護顯得欲振乏力。而隨著人們越來越依賴各式裝置、雲端服務及隨時隨地存取資料的能力，資訊系統的可靠

性也變得格外重要。總結而言，持續著重高可信度電腦運算的重要性更勝以往。十年後的今天，高可信度電腦運

算應如何繼續發展？ 

 

II. 世界再一次改變 

 

雖然高可信度電腦運算的推行，是著眼於電腦在人類生活中扮演的新角色，然而，瞭解世界下一個變化的

趨勢，以及這些變化對於 TwC 四大綱要的影響，仍是相當重要的。其中兩個影響最深遠的變化，關係到以資料為

中心的概念，以及政府處理網際網路相關問題的手段。 

 

                                                      
3 相關例子請參考 1997 年美國總統重大基礎結構保護委員會 (http://itlaw.wikia.com/wiki/Critical_Foundations:_Protecting_America%E2%80%99s_Infrastructures)，

以及 2008 年美國第 44 任總統 CSIS 網路安全委員會 (http://csis.org/program/commission-cybersecurity-44th-presidency)。 

http://itlaw.wikia.com/wiki/Critical_Foundations:_Protecting_America%E2%80%99s_Infrastructures
http://csis.org/program/commission-cybersecurity-44th-presi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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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生活在以資料為中心的世界 
 

我們正邁向一個充滿連線裝置 (包括電話、電腦、電視機、汽車及感應器) 的世界，而且裝置的數量現在已

經超過使用者的數量。4 在這個世界中，儘管舊的資料形式依然存在 (例如銀行記錄、電話記錄)，卻也產生了特別

容易洩漏隱私的新式資料 (例如使用者在社交網站上建立的資料，以及地理位置資料)。私人生活和工作之間的界

限正逐漸消失。這個現象可歸咎於「資訊技術 (IT) 消費化」的趨勢，換句話說，現代的消費者希望選購自己喜歡

的 IT 裝置，並應用到職場與私人生活上。過去，職場和私人生活是兩個涇渭分明的世界，有著截然不同的規則，

並由不同的人負責管理。而現在，資訊技術消費化的趨勢正讓這條界線漸形模糊，甚至蕩然無存。也許最重要的

一點在於，現在有新的集中化功能可以儲存、彙總、搜尋、分析和散播這些豐富的資料。現在，我們不但能建立

一個人活動的歷史軌跡，還能以新奇有趣的方式來預測其未來的行為。例如，結果發現，要預測一個人是否會欠

繳貸款，最可靠的指標並非他的信用評比，而是他社交網路上的朋友是否已清償他們的債務。5 如此豐富的資料

也意味著，現在我們不僅能治療病人，還能預測一個人容易罹患的疾病，這點不僅可用來挽救生命，亦可能被用

來拒絕醫療險投保。 

 

當然，並非所有資料的重要性都是相等的；其中地理位置的資料特別值得一提。事實證明，「地點至上」

不只是一句房地產業的口號，「地點」在為個人提供即時服務方面也越來越重要。但是，在此同時，有學者指出：

「GPS 監控可產生精確完整的個人行蹤記錄，其中反映出許多關於個人家庭、政治、職業、宗教、性的詳細資料 ... 

[GPS] 資料披露出 ... 一個人造訪過的地點，而不難想像的，這些地點可能有極度隱私的性質：精神科診所、整形

醫院、墮胎診所、愛滋病治療中心、脫衣舞俱樂部、刑事律師事務所、汽車旅館、工會集會、清真寺、猶太教堂、

基督教堂、同性戀酒吧等等。」6 

 

這個新世界所伴隨的變化十分棘手；其中同時包含顯性與隱性的風險。為了對這些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

我們首先必須瞭解資訊技術模型的演變趨勢。當「全球資訊網」一詞在 1990 年問世時，指的是使用者在用戶端

和伺服器組成的架構中檢視的文件所構成的網路。7 在這個世界中，威脅是線性的。  

                                                      
4 網際網路裝置的數量預計會在 2010 年 8 月達到 50 億台。http://www.cellular-news.com/story/44853.php。Cisco 也預測到 2015 年時，網際網路連線裝置

的數量將是世界人口的兩倍。http://www.bbc.co.uk/news/technology-13613536。 

5 請參閱＜銀行開始將 Facebook 和 Twitter 納入徵信資料，因此交友不慎可能讓您信用破產＞(英文)，網址 

http://www.betabeat.com/2011/12/13/as-banks-start-nosing-around-facebook-and-twitter-the-wrong-friends-might-just-sink-your-credit/。 

6 請參閱 United States v. Jones 訴訟案 (英文)，網址 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1pdf/10-1259.pdf (大法官 Sotomayer 協同意見 (引用 People v. 

Weaver, 12 N. Y. 3d 433, 441–442, 909 N. E. 2d 1195, 1199 (2009))。有一點值得注意，儘管這份報告書的主題不分國界，其內文明顯著重於探討美國的狀況。

這份報告書的作者曾任 OECD 資訊安全與隱私專家小組前任副主席，以及 G8 高科技犯罪問題子小組前任主席，他認為要完全精通各國法律和文化是不可能

的。因此，作者從自己最熟悉的內容著手。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World_Wide_Web。 

http://www.cellular-news.com/story/44853.php
http://www.bbc.co.uk/news/technology-13613536
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1pdf/10-1259.pdf
http://en.wikipedia.org/wiki/World_Wide_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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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想像一下原始的網路，它看起來可能像這樣： 

 

 

 

今天，網路依然存在，但其中包含的已不僅僅是文件。我們的體驗比以前更豐富，部分原因在於，網路現

在是由使用者、機器、應用程式及資料所組成。此外，雖然其中有些關聯是顯而易見的 (例如，輸入 URL 即可連

至某個網頁)，但有許多關聯則非如此 (使用者並不知道該網頁事實上可能是從其他網站擷取資料)。這個新的世界

看起來大致如下： 

 

 

 
 

在這樣的環境中，每一個元素 (使用者、機器、應用程式及資料) 既可能是安全無害的，也可能是危險有害的。在

這個世界中，威脅不再是線性的，而是反映了過去十年間發展出來的緊密互連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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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緊密互連的世界中，我們應如何看待高可信度電腦運算的四大綱要，亦即資訊安全、隱私權、可靠

性，以及反映前三個核心屬性的企業實務？還有，我們應如何看待「可管理性的衡量單位」？在一定程度上，這

和控制的範圍有關。使用者可以直接為自己的份內工作負責 (例如安裝電腦修補程式、下載信任的應用程式，以及

備份資料)。公司可以自行設立資料中心、僱用系統管理員、購買硬體、租賃軟體，並自行管理資料。在其他情況

下，一個實體可能與負責管理這些要素的一方有直接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使用者可以決定是否信任所往來的

實體 (例如仰賴信譽良好的公司)，並且明訂責任義務歸屬 (例如簽訂包括使用條款在內的合約，至少保障使用者有

實際的替代方案，並且有合理機會可以強制執行合約條款)。實際上，許多目前的雲端導入方針均屬於這一類。而

在另一種情況下，使用者則連線至遠端的元素；使用者對於這類元素可能沒有直接或間接的控制權可以依賴，而

且同樣重要地，使用者也無從得知其重要的業務制度 (或制度上的異動)。如何在這類遠距關係中建立信任？我們

要如何建立一個世界，讓個人能夠更加瞭解遠端的業務制度，並確保與他人共享的資訊是用於預定用途？ 

 

有一種方法是使用中繼資料和聲明，來說明適當的資料使用方式和系統狀態的相關資訊。負責管理技術的

一方可採取一致的方式陳述其管理業務制度的方式，以及其所符合的國際標準。目前已有一些現成的國際標準或

公認的業務制度。例如，有規範資訊安全的 ISO 標準、規範隱私權的公平資訊實行原則，以及規範個人身分驗證

方式的標準。8 有時候，使用者可以看到符合標準的狀態；當雙方都同意支援 https:// 時，瀏覽器可能會出現明顯

的線索。 

 

未來，出示經證實或驗證的聲明 (這些聲明可以是關於機器的狀況、個人的身分，以及軟體的來源) 的重要

性將會大增，而且實際上，這點也可以延伸至其他重要屬性。例如，軟體程式不只能提供簽章來顯示其來源，還

能指出它是否是根據公認的安全開發標準所開發。同樣地，資料可能會有關於其作者、可接受的用途，以及其他

重要屬性 (例如該資料屬於個人或企業，或者其中是否包含個人識別資訊) 的中繼資料。有了這類中繼資料，應該

有助於強制執行資料使用或共享方式的規則。雖然這類規則可能附加於資料本身，但也可以和資料分開儲存，而

且資料可以「指向」適用的規則。如此將可讓擁有標籤資料的個人在日後對於應如何處理資料「改變心意」，並

透過修改適用的規則來強制執行這些變更。總之，對於連線至遠端元素並與其共享資料的使用者與電腦，如可建

立共同的機制來表示和實行原則，將能使遠端的各方做出更有意義的信任決策。 

 

                                                      
8 例如，NIST SP800-63 根據對於所聲稱的身分有效性的信心，提供不同程度的保證，而該項保證則源自於所使用的證明過程。假設第 1 級代表自我聲明，

第 4 級代表強式身分證明，則依賴身分聲明的人可以視需要要求「第 4 級」，而更重要的是，瞭解其所代表的意義。

http://csrc.nist.gov/publications/nistpubs/800-63/SP800-63V1_0_2.pdf。 

http://csrc.nist.gov/publications/nistpubs/800-63/SP800-63V1_0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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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政府的角色 
 

這個由裝置和服務相連的世界，以及「巨量資料」9的產生，已讓各國政府面臨巨大挑戰。有一點必須記

住的是，任何會改變我們生活方式，以及可能導致棘手的犯罪活動和民族國家活動的轉型技術變化，都會引起政

府的反應。但是政府與網際網路的「關係」實際上很複雜，因為政府的身分既是使用者 (政府的本質就好比大型企

業，民眾就像是客戶)、保護者 (必須同時保護個人使用者及網際網路本身的權利)，也是攻擊者 (網際網路上長久

以來不乏軍事間諜活動10)。 

 

作為使用者，政府關心與其他網際網路使用者相同的問題：我們要如何在資料的整個生命週期內跨系統和

裝置保護資料安全和隱私？我們要如何確保在有需要時都能使用系統，特別是在發生危機的時候？我們的機構是

否應採用雲端技術，如果是的話，我們要如何確保雲端供應商能夠滿足我們的需求？這些是所有網際網路/雲端使

用者的共同問題，雖然政府面對的可能是獨特的威脅和責任 (例如，政府必須對選民交代而非對客戶)。 

 

此外，各國政府也越來越重視保障網際網路使用者的權利 (如隱私權、資訊安全、言論和結社自由)，以及

保護網際網路本身。雖然政府可以透過其購買力來利用市場的力量，但是市場力量本身旨在回應市場需求，而不

一定能滿足有時因為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考量所引起的獨特需求。簡而言之，要運用市場力量結束冷戰，可不是

件容易的事。因此，各國政府轉而尋求可以由他們控制的其他工具，例如通過法規來保障資訊安全、隱私權及/

或可靠性，或利用執法單位和軍方的反制力量，來更有效地遏阻有害行為。但這類執法單位和軍方的力量卻因為

難以可靠明確地追溯攻擊的來源而受到阻礙。 

 

傳統攻擊必須大規模動員軍隊戰機和部隊，但網際網路攻擊則不同，即使針對的是傳統的軍事目標 (例如

戰時由軍方操作的電腦系統)，也可能由不屬於特定政府的個人發動 (非對稱攻擊)。換句話說，各種網際網路犯罪

份子和犯罪動機在與全球連線能力和難以追蹤的特性結合後，會讓攻擊者的身分、位置、隸屬組織及動機都難以

迅速可靠地確定。此外，由於追蹤攻擊來源往往會涉及私人企業對象，因此公私部門之間需要進行合作，但目前

公私部門之間並沒有一套明確的重要資訊共享規則。事實上，各方都有充分的理由「拒絕」收集和共享資料，包

括保護客戶的隱私權、避免潛在的法律責任、避免捲入政府糾紛，以及避免資料留存的成本和可能的風險。 

 

                                                      
9 「巨量資料」(Big Data) 意指極為龐大的資料集。許多人認為，巨量資料將是創新、競爭和生產力的下一個領域。請參閱 

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MGI/Research/Technology_and_Innovation/Big_data_The_next_frontier_for_innovation。 

10 請參閱 1989 年由 Cliff Stoll 所著的《布穀鳥的蛋》(The Cuckoo's Egg)。 

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MGI/Research/Technology_and_Innovation/Big_data_The_next_frontier_for_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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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私人企業是否應儲存資料 (某些國家有強制性的資料留存規則，其他國家則沒有)、是否應提供手上的資

料給政府，以及政府是否應監控私人企業網路，這類爭議一直不斷。總之，各國政府所面臨的重大挑戰是，他們要

如何履行其傳統的職責，而不會對企業造成不必要的困擾、遏制重要的創新，以及不當地損害民眾的自由。11  

 

最後，雖然各國政府如果只關心保護網際網路的安全，事情確實會比較單純，但其實政府本身也有入侵網

際網路的理由。無論是面對友邦或敵人，經濟和軍事情報都能給一個國家帶來競爭優勢，而攻擊性軍事力量除了

在發生網路衝突時有一定的重要性外，在動態戰爭 (Kinetic Warfare) 期間也能發揮戰力加成的效果。本文的重點

不在於詳細探討這些複雜的角色和責任，而是指出其他論壇也正在深入探討的這些問題12 已引起各國政府越來越

主動且仔細地思考網際網路的問題，而這反過來也影響了網際網路的未來。 

 

C. TwC 的綱要 
 

在思考 TwC 的下一步時，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是：「十年前所描述的綱要現在是否依然正確？」如果我

們在電腦運算方面所關注的重點是「信任」，那麼答案是「是的」。當然還有許多需要社會共同解決的其他重要

問題，但那些問題都與「對於電腦運算的信任」無關。例如，裝置必須可供殘障人士使用，以及裝置在設計時必

須考慮到環境永續發展，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雖然一部無法供所有人使用或容易浪費能源的裝置，可能並不

受消費者青睞，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能信任這部裝置能夠以安全、保障隱私且可靠的方式執行電腦運算功能。因

此，儘管社會必須解決的各種問題，範圍已遠遠超過 TwC 之四大綱要，但是這些綱要對於信任技術仍扮演著獨特

角色，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但這並不表示這個充斥著感應器、以資料為中心的新世界並未改變我們對於這些綱要的想法；事實上，

思考這些綱要在這個新世界中的相互關係和相對重要性是非常有趣的。在過去 (目前可能也是如此)，最明顯的交

集與資訊安全和隱私權有關，其中和諧與衝突並存。只要資訊安全能有效保障隱私權 (資訊安全的核心目標之一

便是保護資料的機密性)，和諧狀態就不會被破壞。事實上，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以保護隱私權為目標所制定的「公

平資訊原則」中，資訊安全早已是其中一項原則。13 另一方面，資訊安全技術也可能會侵犯隱私權；為了找出電

                                                      
11 重要的是，各國之間的差異影響了「傷害」的定義。 

12 請參閱 Owens、Dam 和 Lin 三位編輯所著之《關於美國取得和使用網路攻擊能力的技術、政策、法律與倫理》(英文)，網址 

http://www.nap.edu/catalog.php?record_id=12651，以及新美國資訊安全中心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所發表的《美國網路的未來：資訊時代

的資訊安全與繁榮》(英文)，網址 http://www.cnas.org/cyber。 

13 相關事例請參閱《OECD 個人資料隱私權與跨境流動保護準則》(英文)，網址 http://www.oecd.org/document/18/0,3343,en_2649_34255_1815186_1_1_1_1,00.html  

(資訊安全保護原則)。 

http://www.nap.edu/catalog.php?record_id=12651
http://www.cnas.org/cyber
http://www.oecd.org/document/18/0,3343,en_2649_34255_1815186_1_1_1_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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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濫用情形而進行的流量分析和深度封包檢查就是很好的例子。最後，資訊安全和隱私權可能也有交集很少的時

候。更新系統以修補資訊安全風險可能和隱私權沒有直接的關聯，同樣的道理，以隱私權聲明中未敘明的方式使

用資料，可能也和資料是否受到妥善保護沒有直接的關聯。重要的是，雖然資訊安全和隱私權有時候確實會重疊，

但這種情況並非是必須用資訊安全來交換隱私權，或用隱私權來交換資訊安全的「零和遊戲」。正如我們在 

Microsoft 對線上身分所採取的措施中所指出的，主要目標應該在於同時提昇這兩者的價值，即使有時候確實必

須做出取捨。14  

 

這些綱要之間還有其他有趣的交互影響，即使並不明顯。例如，可靠性喪失可能是資訊安全事件的結果 (例

如阻絕服務攻擊)，這可能會導致加強網路監控，因而對隱私權產生影響。此外，為確保雲端服務的可靠性，服務

供應商可能會將資料分散各地，以確保當世界上某個地區發生天然災害時，不會一次就喪失所有資料。然而，將

資料放在其他國家可能會產生值得探討的資訊安全和隱私權問題，部分原因是外國政府可以透過當地的法律程序

取得那些資料，或是外國司法體系的法律可能會對這類資料提供不同程度的資訊安全和隱私權保護。 

 

雲端技術也會改變這些綱要的相對重要性。如果說在過去資訊安全是首要的，而隱私權和可靠性則是次要

的，應不為過。在這個新世界中，資訊安全可能仍然是主要的關注焦點，特別是因為資訊安全事件也能影響隱私

權和可靠性。儘管如此，巨量資料仍會提高對於隱私權的關注，而可靠性的喪失可能會導致重大的社會混亂和商

業中斷。因此，這些綱要的相對重要性將會變得更加均等，而大家對於這些主題的關注將必須更平均地分佈。此

外，由於社會對於 IT 的依賴以及新興 IT 模型的複雜性發生重大轉變，因此對特定綱要內容的關注將會變得越來

越複雜。下文探討個別綱要時，將詳細說明這些變化。 

 

雖然要描述巨量資料和政府介入對於社會、商業和技術所造成的每個影響並不切實際，但是某些問題正浮

上檯面：不斷演變的威脅模型及其對於網際網路資訊安全的影響、巨量資料的出現，以及隱私權是否會在歐威爾 

(Orwellian) 式的資料分析中喪失，以及當社會越來越 (完全？) 依賴系統和資料的可用性，而那些核心資產因為一

般事件 (例如硬體故障、軟體資訊安全風險、設定錯誤) 或蓄意攻擊而無法使用時，會發生什麼情況。這些問題在

個別和整體的層面上，均推動了我們對於 TwC 未來的新思維。 

 

                                                      
14 請參閱 2009 年 9/10 月《IEEE Security & Privacy》雜誌第 7 期第 5 號 56-59 頁的＜線上身分的演變＞(The Evolution of Onlin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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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資訊安全 

 

A. 背景 

 

當比爾蓋茲在十年前宣佈推動高可信度電腦運算時，他把焦點放在資訊安全、隱私權、可靠性及企業實務

這四個核心綱要上。儘管如此，大多數人一開始還是將 TwC 與資訊安全畫上等號。會發生這種情況，部分原因在

於 TwC 是在發生一連串重要的資訊安全相關事件之後宣佈的。2001 年夏天，Code Red 蠕蟲讓網際網路使用者瞭

解了惡意攻擊可能造成的後果。接著，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攻擊讓美國股市休市了五天，部分原因是資訊系

統中斷。認識到網路攻擊可能造成這類 IT 系統中斷後，911 事件讓重大基礎結構的保護得到新的關注。最後，在

911 攻擊發生後的一個星期，出現了另一個對全世界造成重大影響的病毒：Nimda 蠕蟲。因此，全世界將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資訊安全上，而 Microsoft 本身也將相當多的精力和資源轉移至提高其產品的安全性。Microsoft 利用

一個稱為 SD3 的方法來提升產品安全性，SD3 是指設計安全 (Secure by Design)、預設安全 (Secure by Default)，

以及部署安全 (Secure in Deployment)。「設計安全」是關於減少程式碼中的資訊安全風險，這是 Microsoft 透過

強制採用「資訊安全開發週期」(SDL) 所追求的目標。15 「預設安全」是指產品預設開啟的功能較少，以減少產品

可能遭受攻擊的範圍。為確保「部署安全」，Microsoft 更新了修補技術和程序、減少了修補安裝程式的數目、建

立更好的修補工具，並採用更有規律的修補程式發行時程。 

 

Microsoft 也著重於非技術解決方案。有一點必須瞭解的是，客戶所面臨的許多線上資訊安全威脅並非利

用軟體的資訊安全風險，而是人們的信賴心理。我們有個用來衡量惡意軟體如何攻擊電腦的專案稱為 Broad Street，

其研究結果指出，現在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攻擊事件與社交工程有關。16 問題的部分原因是，要做出信任決策很

複雜也很困難，人們很少有瞭解資訊安全風險所需的資訊，也缺乏可做出良好資訊安全決策所需的指導方針 (要做

出隱私權決策也有同樣的問題)。軟體產業有機會可以改善資訊安全 (和隱私權)，方法是減少使用者所需做的決策

數目，並讓其餘需做的決策容易一點。為了協助實現此一目標，Microsoft 公佈了一組指導方針，說明如何設計值

得信任的使用者體驗，那些體驗必須很「棒」(NEAT)：必要 (Necessary)、清楚解釋 (Explained)、可據以行動 

(Actionable)，且經過測試 (Tested)。「必要」是指使用者應只有在掌握獨特的知識，或瞭解所要做之決策的背景

                                                      
15 SDL 程序是先在設計階段建立威脅模型，然後規劃產品架構並加以測試，以協助確保威脅能獲得減輕。如需更完整的 SDL 說明，請參閱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dl/default.aspx，以及由 Michael Howard 和 Steve Lipner 合著的《資訊安全開發週期》(The 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cycle) (2006) 一書。 

16 請參閱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0/3/3/0331766E-3FC4-44E5-B1CA-2BDEB58211B8/ 

Microsoft_Security_Intelligence_Report_volume_11_Zeroing_in_on_Malware_Propagation_Methods_English.pdf。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dl/default.aspx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0/3/3/0331766E-3FC4-44E5-B1CA-2BDEB58211B8/Microsoft_Security_Intelligence_Report_volume_11_Zeroing_in_on_Malware_Propagation_Methods_English.pdf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0/3/3/0331766E-3FC4-44E5-B1CA-2BDEB58211B8/Microsoft_Security_Intelligence_Report_volume_11_Zeroing_in_on_Malware_Propagation_Methods_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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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後，才做出信任決策。做出良好決策的步驟應「清楚解釋」。該解釋必須是「可據以行動」的，如此使用者

不管在善意或惡意的情況下都應能做出良好的決策。最後，使用者體驗應「經過測試」，證明能適用於各類潛在

使用者。17 

 

儘管已經採取了這些技術和非技術方面的措施，提高電腦資訊安全仍然具有挑戰性。這是由於目標的本質 

(網際網路提供全球連線能力、大幅增加追蹤攻擊來源的困難，並提供豐富的目標)、目標可能遭受攻擊的各種方

式 (透過供應鏈攻擊、資訊安全風險、系統設定不當及社交工程)，以及攻擊者的適應能力 (隨著作業系統變得更安

全，攻擊的層級也上升至應用程式層；隨著應用程式變得更安全，網路犯罪分子也將焦點轉移至社交工程)。18 這

些狀況限制了 Microsoft 早期投入的大量資訊安全工作的成效，體認到這個事實後，Microsoft 的資訊安全策略便

不斷地調整。 

 

這些變化中較明顯的是我們對於建立端對端信任的關注，這項策略在 2008 年的同名白皮書中有詳細說明。

19這項更新的策略對於將資訊安全內建在 IT 系統內的問題採取了更精細的不同做法。我們認識到 SD3 是必要的，

但是仍有不足；是成功的基礎，但還不足以達成目標。因此，Microsoft 開始更加強烈地關注整個 IT 架構，範圍

從硬體到軟體以至於使用者。我們也注意到，為了解決困難的問題，社會、經濟、政治和 IT 的利益與能力必須達

成一致；而這經常是無法達到的。除了端對端信任工作以外，我們的工作主題也專注於多個其他重要領域，包括

不斷變化的威脅模型20，以及將公共衛生模型運用至網際網路，能如何主動改善資訊安全的狀態。21 

 

在此期間，我們追踪特定統計資料來衡量我們是否成功，而成功的定義一開始為「減少程式碼中的資訊安

全風險」，但後來逐漸轉變為「讓客戶更安全」。這項轉變非常重要，尤其是當我們瞭解到要將複雜產品中的資

訊安全風險數目減少至零是不可能的時候。這一點也很重要，因為這點有助於定義策略方向：在我們持續改善 

SDL 以減少資訊安全風險的同時，把重點放在深入的防禦措施也變得越來越重要。 

 

                                                      
17 http://blogs.msdn.com/cfs-file.ashx/__key/communityserver-components-postattachments/00-10-16-10-50/NEATandSPRUCEatMicrosoft_2D00_final.docx。 

18 除了攻擊類型以外，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探討：資訊安全很像是系統攻擊者和保護者之間的軍備競賽。例如，當 Microsoft 建立規律的修補程式發行時程，

固定在「修補星期二」發佈修補程式後，駭客會對那些修補程式進行反向工程，並在「攻擊星期三」發佈惡意軟體。而 Microsoft 則以 Microsoft 主動保護

計畫 (MAPP) 來因應。在此計畫中，MAPP 合作夥伴很早就會收到資訊安全風險資訊，使他們能夠透過自己的資訊安全機制 (例如更新病毒碼或網路和主機

入侵預防系統) 為客戶提供更新的保護措施。請參閱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msrc/collaboration/mapp.aspx。 

19 請參閱《建立端對端信任》(英文)，網址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7/2/3/723a663c-652a-47ef-a2f5-91842417cab6/Establishing_End_to_End_Trust.pdf。 

20 請參閱《重新思考網路威脅》(英文)，網址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en/details.aspx?displaylang=en&id=747。 

21 請參閱《集體防禦：將公共衛生模型運用至網際網路》(英文)，網址 http://www.microsoft.com/mscorp/twc/endtoendtrust/vision/internethealth.aspx。 

http://blogs.msdn.com/cfs-file.ashx/__key/communityserver-components-postattachments/00-10-16-10-50/NEATandSPRUCEatMicrosoft_2D00_final.docx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msrc/collaboration/mapp.aspx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7/2/3/723a663c-652a-47ef-a2f5-91842417cab6/Establishing_End_to_End_Trust.pdf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en/details.aspx?displaylang=en&id=747
http://www.microsoft.com/mscorp/twc/endtoendtrust/vision/internethealt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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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防禦策略的目標是提供額外的保護，如此一來，即使產品具有資訊安全風險也較難以成功入侵。可達

到此目標的各種技術，例如 DEP (資料執行防止) 和 ASLR (位址空間配置隨機載入) 已整合至 SDL 中，並在減少成

功攻擊方面達到了預期的效果。統計資料顯示，在最初幾年，Microsoft 資訊安全風險的數目顯著下降，但最後我

們的資訊安全風險減少率卻隨著資訊安全風險研究人員的數量增加以及他們的工具變得更好而趨於平緩。儘管事

實如此，執行已套用資訊安全更新之新版軟體的電腦確實較不易受惡意軟體感染，而得逞的攻擊中，多數都是社

交工程的結果，以及攻擊修正程式已經存在的資訊安全風險。22 更具體地說，我們的惡意軟體移除工具 (此工具負

責在每月自動更新程序中清理受感染的機器) 顯示，在 32 位元系統上，每 1,000 次掃描分別可清理 10.9 部 

Windows XP SP3 機器、4.4 部 Vista SP2 機器，以及 1.8 部 Windows 7 SP1 機器。23  

 

這些統計資料可以讓我們清楚瞭解，在電腦資訊安全上的投資確實有助於減少投機型威脅，尤其是當電腦

使用者已進行「基本電腦資訊安全衛生」工作，例如部署新版的產品、迅速修補資訊安全風險、謹慎管理各種設

定，以及進行持續監控 (例如防毒、入侵偵測系統) 時。還有一點很清楚的是，事實證明社交工程是更為棘手的問

題，因為使用者仍然很容易就會按下附件，並造訪危險的網站，而且往往是在回應網路釣魚。 

 

B. 不斷演變的威脅模型 – 如何因應鍥而不捨且目標堅定的攻擊者 

 

 雖然程式碼的品質已經提高，病毒感染率也已經下降，但威脅模型仍持續演變，增加我們面臨的挑戰。撇

開手段越來越高深的網路犯罪份子不談，有些組織也已對電腦資訊安全產生更大的興趣，持續增進他們的攻擊技

巧。投機型威脅已由更持久的攻擊來補其不足，而那些攻擊在許多情況下更令人擔憂。雖然這些類型的目標式攻

擊被冠上了「先進持續性威脅」(APT) 之名，但卻是用詞不當。雖然其中部分攻擊確實很「先進」(經過精心策劃)，

但許多攻擊則非如此；相反地，那些攻擊媒介往往很傳統也很單純：未修補的資訊安全風險及設定不當 (這兩者都

可以透過簡單且容易取得的工具來加以攻擊)，以及社交工程。無論是否先進，這些攻擊的共通特點，都是攻擊者

非常鍥而不捨 (願意長時間進行)，而且目標堅定 (下定決心入侵特定受害者)。重要的是，如果組織遭到目標堅定

的攻擊者長期鎖定，就很可能被成功入侵或遭受重大破壞，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電腦資訊安全社群必須轉型以適應這個投機型和目標型威脅越來越多的新世界。為了成功轉型，我們需要

雙管齊下的策略。首先，管理 IT 系統的人員必須提高其基本的防衛技巧以對抗投機型威脅，並讓鍥而不捨且目標

堅定的攻擊者必須付出更多心力。這包括轉移至較新且安全的系統、迅速修補資訊安全風險、妥善設定系統 (一部

                                                      
22 請參閱 www.microsoft.com/sir: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ir/story/default.aspx#!0day_results 以及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ir/story/default.aspx#!0day_exploit。 

23 請參閱 SIR Report，第 73-80 頁，網址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ir/keyfindings/default.aspx#!section_4_2。 

http://www.microsoft.com/sir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ir/story/default.aspx#!0day_results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ir/story/default.aspx#!0day_exploit
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sir/keyfindings/default.aspx#!section_4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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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透過提高自動化的程度)、教導使用者社交工程的風險，以及採取其他措施 (不管是涉及人員、程序或技術)，

以較目前更有效的方式來管理風險。企業資訊安全專業人員可能會認為這種做法毫無新意，但這種做法同樣適用

於自行管理 IT 系統的家庭使用者，以及完全未主動管理的運算裝置。24 這是政府可以扮演更積極角色的另一個領

域，因為有些國家正考慮立法強制施行資訊風險管理計劃，以及更大程度揭露依賴資訊與通訊技術 (ICT) 系統之單

位所面臨的風險。25 

 

該策略的第二個部分，基本上涉及電腦資訊安全專業人員如何解決鍥而不捨且目標堅定的攻擊。在許多這

類案例中，攻擊模式都有一個特點，就是長期悄悄入侵電腦系統，利用硬體周邊裝置一旦遭破解就會暴露內部環

境的特性，長時間恣意瀏覽內部環境。考慮到這個狀況，以投機型威脅為假想敵而部署的資訊安全策略往往是不

足的，這類策略的重點著重預防，其次才是對資安事故的回應。相反地，我們必須將重點放在四個方面：預防、

偵測、阻遏及復原。 

 

這些元素當然並不新鮮，但是仍有機會大幅提高我們在這些方面的成效。例如，雖然許多組織都有入侵偵

測系統，但是資訊安全策略並未著重於擷取、建立關聯及分析整個企業中的稽核事件，以偵測代表攻擊者行動的

異常現象。隨著巨量資料在許多領域創造了新的機會，現在我們需要探索巨量資料如何在資訊安全的領域中協助

掌握系統狀況，同時確保解決潛在的隱私權問題。此外，不管服務之間的相互關聯有多緊密，我們都需要集中精

力加以阻遏 (如分割網路、將使用者存取權控制在最低範圍內)，才能確保部分網路受到攻擊時，可以有效隔離威

脅的來源。 

 

這項策略和過去為了促進安全開發所採取的措施，有著重要的相似之處。許多資訊安全專業人員認為，

資訊安全產業在 2002 年便已發展出必要的資訊安全鞏固技術和工具，並在某些情況下，已經實施了深度防禦的

程式碼保護措施。但是，這類措施並未大規模施行，並且要等到在非集中式環境中，透過產品的多個版本將概念

實務正規化並大規模運用之後，才能學到一些重要的教訓。正如 Microsoft 長期致力於安全開發和 SDL 一樣，阻

遏和復原講求的技術並不算新，但是長期大規模運用那些技術，無疑將提供同樣寶貴的教訓，讓我們學習如何保

護、偵測、阻遏及從攻擊中復原。簡言之，舊觀念必須和新措施相輔相成，而這些措施則必須以嚴格的方式大規

模進行。 

 

                                                      
24 其中一種做法是將公共衛生模型運用至網際網路，以進一步確保家庭機器的安全無虞，並迅速修正受感染的機器。請參閱《將公共衛生模型運用至網際網

路》(英文)，網址：http://www.microsoft.com/mscorp/twc/endtoendtrust/vision/internethealth.aspx。 

25 立法的範例包括美國參議院在 2012 年 2 月 13 日當週推出的 2012 網路安全法案。關於風險揭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最近發出一項準則指出「如果網

路資安事故的問題是造成投資一家公司具有不確定性或風險性的最重要因素，則登記在案的企業均應揭露那些事故的風險」。 

請參閱 http://www.sec.gov/divisions/corpfin/guidance/cfguidance-topic2.htm。 

http://www.microsoft.com/mscorp/twc/endtoendtrust/vision/internethealth.aspx
http://www.sec.gov/divisions/corpfin/guidance/cfguidance-topic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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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雲端與巨量資料 

除了面對鍥而不捨且目標堅定的攻擊者，雲端和巨量資料也需要電腦資訊安全措施。在概念的最高層級上，

Microsoft 經常被問道：「雲端運算究竟會讓資訊安全改善或惡化？」雖然有點欠缺建設性，但答案是「兩者皆是」。

換句話說，雲端有某些方面可以讓我們目前的分散式 IT 環境更安全，但雲端的其他特性卻會讓資訊安全的問題更

棘手。具體而言，在設計安全 (Secure by Design)、預設安全 (Secure by Default)，以及部署安全 (Secure in 

Deployment) 等原則之上，我們還必須加入作業安全 (Secure in Operation) 原則。我們一開始先大致介紹轉移到

雲端的過程，然後再較為深入地探討如何看待雲端資訊安全。26 

 

在最高層級上，雲端技術對於現有的分散式系統模型可以提供至少四個顯著的資訊安全優勢。首先，目前

世界上嚴重缺乏電腦資訊安全專業人員，而且這個問題在短期內不太可能解決。27 事實上，許多規模較小的組織

可能沒有 IT 人員，更不用說資訊安全專家了。雲端供應商若能利用大型資料中心將資訊安全的專業集中化，並遵

守新興的國際作業安全標準，經過一段時間後，資訊安全可望獲得大幅改善。28 其次，藉由導入資料集中化策略，

並搭配更好的監控工具，所能提供的保護可能比目前嚴重分散的 IT 環境更好，因為目前並非所有組織的監控措施

都很嚴格，而要為組織之間的資料建立關聯仍然很困難。第三，許多為雲端本身所建立的程式碼 (例如 Windows 

Azure 這個適用於雲端的作業系統，以及虛擬化技術) 是在實施 SDL 之類的安全開發措施之後建立的，因此有助

於確保更好的資訊安全程式碼品質。第四，在由越來越多透過「應用程式商店」所取得的沙箱化應用程式所組成

的世界中，有較多的使用者可能是從已知的來源 (或資料信譽有保障的來源) 下載應用程式，而那些來源可能有較

好的資訊安全控管機制，可在某個應用程式經證實為惡意軟體時做出適當回應。 

 

同時，雲端的出現無疑會產生新的威脅，其中的一些威脅目前已獲得熱烈討論，而其他威脅則需要更深入

的分析。例如，資訊安全專業人員意識到，雲端將會導致大量資料整合，進而為網路犯罪份子提供更豐富的目標。

此外，那些豐富資料的存取權限往往是由驗證機制把關，但那些機制仍然過度依賴使用者名稱和不安全的密碼，

而這些資料都太容易竊取、推測或誘取，無論是透過社交工程的手段由使用者本身洩漏，或由客服中心不慎授予

存取權限給未經授權之個人。我們持續需要一個更強大的身分識別中繼系統，使得詐騙其他人的困難度更高，這

                                                      
26 這部分內容的出發點，並非講解如何判斷雲端是否適合特定組織或組織功能。如需這類問題的指導方針，請參閱 ，以及《雲端運算重要焦點領域的資訊

安全指導方針，2.1 版》(英文) (https://cloudsecurityalli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11/07/csaguide.v2.1.pdf)。 

27 請參閱 CSIS 出版的《人類在網路安全中的資本危機》(英文)，網址 http://csis.org/publication/prepublication-a-human-capital-crisis-in-cybersecurity。 

28 請參閱 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news/government/cloud-saas/231902850 (政府雲端倡導者指出雲端資訊安全的好處，包括修補更容易)。 

http://csis.org/publication/prepublication-a-human-capital-crisis-in-cybersecurity
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news/government/cloud-saas/23190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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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是毋庸置疑的。29 第三，將會有犯罪份子試圖入侵雲端的內部 (例如嘗試透過資料流程推測某些客戶資料的可

能儲存位置)，但他們可能也會使用雲端的力量來攻擊他人。30 最後，各種裝置的普及與強化的連線能力，將會讓

攻擊者有許多方式可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存取系統和資料。 

 

例如，有人可能會利用破解裝置的手段來攻擊雲端，或藉由入侵雲端對裝置發動攻擊。簡而言之，面對這

個新環境，我們需要發展新的威脅模型，而新的模型則必須反過來促成全方位的計畫，以預防、偵測、阻遏及從

資訊安全事件中復原。 

  

IV. 隱私權  

 

A. 背景 
 

雖然 2002 年高可信度電腦運算計畫宣佈時，資訊安全明顯是主要的綱要，但是藉由初期的 TwC 溝通討論，

我們發現，為了建立對資訊技術更高度的信任，使用者對隱私權的關切也是極為重要的一環。事實上，隱私權從

一開始就一直是高可信度電腦運算的核心綱要之一，而 Microsoft 也投入巨資以強化並打造隱私權計畫。Microsoft 

是最早任命隱私權主管的公司之一，而目前共有數百位員工負責協助確保隱私權原則、程序及技術都已運用至全

世界的所有產品、服務、程序及系統。這些人員有著各式各樣的背景，從協助我們詮釋並持續遵守隱私權規則和

法規的隱私權法務專員，到協助我們制定和實施隱私權計畫的軟體工程師、行銷人員、科學家和業務分析師，由

各種專業的人員組成。此外，透過我們對於新的隱私權強化技術的研究和開發，Microsoft 已經創造了一股公司文

化，員工對於隱私權問題都有深刻的認識並保持尊重態度。這些投資均有助於促進各種機會，讓我們的工程師能

夠建立基於客戶的需求，並顧及客戶隱私權考量的技術、服務和功能。 

 

這項工作的具體範例與我們設計和建立軟體的方式有關。隱私權標準已融入我們的資訊安全開發週期中，

而且就像 SDL 本身一樣已經公開，因此所有工程師都能建立更值得信賴且更可以保護隱私權的產品和服務。31 我

們在 2008 年正式擬定並公開發表的隱私權原則，為收集和使用客戶與合作夥伴的資訊提供了指導方針，並讓我

                                                      
29 越來越多機構已開始採用更強大的驗證機制。例如，德國發行了 eID 卡，而加拿大政府預計近期會開始接受由銀行發行的電子 ID。請參閱 

http://silicontrust.wordpress.com/2010/11/01/germany-introduces-national-eid-card-the-beginning-of-a-new-application-era/ (德國)；

http://www.finextra.com/news/Fullstory.aspx?newsitemid=23132 (加拿大)。 

30 請參閱 http://techflash.com/seattle/2011/05/sony-attack-launched-from-amazon-cloud.html (報告：從 Amazon 雲端系統發動的 Sony PlayStation 攻擊)。 

31 請參閱 http://www.microsoft.com/privacy/processes.aspx。 

http://silicontrust.wordpress.com/2010/11/01/germany-introduces-national-eid-card-the-beginning-of-a-new-application-era/
http://www.finextra.com/news/Fullstory.aspx?newsitemid=23132
http://techflash.com/seattle/2011/05/sony-attack-launched-from-amazon-cloud.html
http://www.microsoft.com/privacy/process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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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員工有一個明確的規範，以確保我們以負責的態度管理資料。32 此外，我們要求所有產品和服務都必須實現

對於隱私權的承諾；而這一點是透過明確的隱私權要求來達成，這些要求將我們的全球政策轉化為我們的工程師、

銷售人員和行銷人員可付諸行動的程序和流程。我們也已透過應用隱私權設計 (PbD) 的原則來加強我們對於隱私

權的支持。對 Microsoft 而言，PbD 代表著原則、政策和程序的制定和實施，可在軟體產品和線上服務的初期開

發階段推動以隱私權為出發點的設計目標，並在整個產品生命週期中，持續顧及隱私權和資料安全的考量。 

 

B. 雲端與巨量資料 
 

雖然我們對於隱私權的承諾仍然堅定，但是新的電腦運算模型正在考驗著傳統的隱私權保護措施。過去 40 

年來，資訊的隱私權有絕大部分是透過採用和遵守公平資訊原則 (FIP) 來加以保護。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FIP 或

衍生的規範已被編入法律和法規中，而在其他地方，這些規範則納入自我監管架構的一部分。雖然 FIP 在世界各

個地區可能稍有不同，FIP 已經發展為非常著重在某些共同的主題上。其中最重要的主題包括收集限制、通知和選

擇 (經常透過「同意」來表達)、補救和資訊安全。33 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中有些原則已得到較多的關注。例如，

業界過去較偏重於「通知和同意」及「收集」兩組原則；其中「通知和同意」支持使用者「控制」其自身資訊的

收集和使用方式，而「收集」原則提供的則是預防性保護，因為尚未收集到的資料不可能遭到濫用。 

 

 這個模型非常強調資料收集當下的通知和選擇 (同意)，雖然在概念上或許令人滿意，但實施上卻困難重重，

而其帶給使用者的負擔也是無法令人接受的。事實上，有些人認為這個模型實際上已經失敗，無法繼續為社會帶來

預期的成效。34 雲端世界已經具備以下特點：各式裝置的普及、豐富的資料 (例如使用者建立的內容、網路產生的

地理位置資料和交易資料、由使用者行動得出的分析資料)、更大的儲存空間，以及更佳的搜尋和決策強化演算法。 

 

這個資料豐富的世界不僅可能洩漏某個人的過去，也可能預估未來的發展，因此同時為個人和社會帶來好

處和風險。例如，分析資料可以發現某個人目前的病情是可以治癒的，或是未來有罹患這種疾病的風險。這類資

料搭配其他資料進行分析後，可能帶來驚人且迫切需要的醫療突破，讓個人和社會整體受益。瞭解資料分析的力

量有多強大相當重要。舉例來說，醫療機構可分析巨量資料，進而以全新的角度看待問題，改善病患照護。針對

這方面，Microsoft Research 近期將重點放在醫護產業的兩大問題：病患再入院和院內感染。根據一項研究指出，

搭配預測模型分析多項變數 (包括診斷、化驗結果、病患服用之藥物，以及病患住院期間病房所在區域的相關資

                                                      
32 請參閱 http://www.microsoft.com/privacy/principles.aspx。 

33 相關的一般資訊請參閱聯邦貿易委員會公平資訊實施原則 (http://www.ftc.gov/reports/privacy3/fairinfo.shtm)；OECD 隱私權原則；

http://www.oecd.org/document/18/0,3746,en_2649_34255_1815186_1_1_1_1,00.html；以及 1973 年由美國衛生教育福利部所提出的公平資訊實施原則 (轉

載於 https://www.privacyrights.org/ar/fairinfo.htm#1)。 

34 請參閱 Fred Cate 所著的《公平資訊實施原則的失敗》(英文)，網址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156972。 

http://www.microsoft.com/privacy/principles.aspx
http://www.ftc.gov/reports/privacy3/fairinfo.shtm
http://www.oecd.org/document/18/0,3746,en_2649_34255_1815186_1_1_1_1,00.html
https://www.privacyrights.org/ar/fairinfo.htm#1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15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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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有助於降低再入院率。而另一項研究則顯示，試圖找出院內感染模式時，若干變數的重要性不容小覷。具體

而言，這項研究檢驗了醫院不同區域的「移生壓力」(Colonization Pressures)，並搭配超過 25,000 種其他變數進

行分析，預測病患發生感染的可能性。在這項研究中，醫院病房的位置以及其他若干因素，似乎左右了院內感染

的風險。 

 

當然，真正的挑戰在於，在這個新的世界中，個人和社會必須重申、重新定義及/或從根本上改變他們對

於隱私權的期望，特別是由於資料收集對象和資料使用者的利益並非總是一致。事實上，由於這個以資料為中心

的新世界已經誕生，大家對於隱私權的關心也逐漸增加，並且往往表現為對隱私權已蕩然無存的恐懼35，或擔心

將會有社會必須採取措施避免的具體隱私權危害情形。傳統的隱私權原則特別重視資料的收集以及在收集時所提

供的通知，而在這個新的世界中，這些原則無法充分解決以資料為中心的社會所帶來的隱私權挑戰，這一點似乎

越來越清楚。 

 

這種傳統方法有三種問題。首先，若廣泛採用此方法，光是瞭解和管理有關資料收集和使用的種種選擇，

就會為個人帶來巨大的負擔和壓力。撇開收集資料的實體可能有一些可以理解的合理用途不談 (資料可能不只是用

於滿足客戶的要求，還用於防止詐騙或確保網路的安全)，在日益複雜的商業關係下，資料將不再由單一實體所收

集和使用，而個人和資料收集者也不再維持絕對的雙邊關係。事實上，因為收集資料的實體可能與他人合作，或

與許多提供相關服務的其他組織 (例如行銷公司、資料分析公司、廣告網路) 共享資料，每個人都面對著越來越多

相互連結的隱私權聲明需要閱讀消化，這讓個人越來越無法以實際有效的方式做出有意義的選擇。事實還證明，

實際上所提供的選擇可能並未提供個人所需的控制等級；個人必須在資料收集時按下密密麻麻的隱私權聲明以同

意資料用途，否則就得選擇不參與所要的活動。 

 

其次，現有的模型假設個人與收集和使用資料之實體之間有互動關係，但是這種關係實際上可能並不存

在。例如，最近的報導指出，保險機構可能會查看 Facebook 上的相片，以瞭解申請傷殘補助金的個人是否從事

讓保險理賠有詐欺之嫌的活動。36 同樣地，臉部辨識技術可能涉及將一個人在某個公開場合的相片與在其他公開

場合的相片進行比對。事實上，正在「識別」之個人的真實身分在收集或使用資料時可能還不明，因此討論使用

者是否同意並不切實際。在這種情況下，收集和使用資料的組織，可能必須做出和他們沒有往來關係或甚至身分

不明之個人有關的決策。 

                                                      
35 針對這種觀點，詮釋得最好的一段話或許是 Sun Microsystems 前執行長 Scott McNealy 所說的：「反正你已經沒有隱私權了， 乾脆就看開點吧。」

http://www.pcworld.com/article/16331/private_lives_not_ours.html。 

36 ＜保險公司是否正在監視您的 Facebook 專頁？＞(英文)，http://abclocal.go.com/kabc/story?section=news/consumer&id=8422388 (2011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一)。 

http://www.pcworld.com/article/16331/private_lives_not_ours.html
http://abclocal.go.com/kabc/story?section=news/consumer&id=842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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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收集資料時可能並不瞭解其真正的價值，因此可能會失去未來將其用於對個人和社會有重大利益

之用途的機會。當然，這並不是在建議應收集不需要的資料 (在任何情況下，這樣做都會導致更高的儲存和資訊安

全成本)，或者每當發現一些有益的新用途時，都應該任意地使用先前針對某個目的所收集的資料。相反地，重點

是在於，這個以資料為中心的新世界將會為社會帶來各種新的可能性，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在收集資料時無法預見的 

(例如，40 年前收集血液樣本的人員並未提到可能用於進行 DNA 測試，但自那時起該項測試已用於讓無辜的人脫

罪)。同時，資料可能會遭到濫用是毋庸置疑的；融資機構的拒絕往來戶 (拒絕貸款給主要由少數民族所組成的社區) 

就是一個例子。但是資料的用途是「好」或「壞」只是對於用途的看法不同罷了。雖然限制資料的收集確實可達到

重要的預防目的，並且仍然有意義，但是並非不需付出代價；真正的爭議應該在於用途，以及如何在社會利益和個

人隱私權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這一點不管在過去、現在或將來都可能還是一個需要深思的問題。 

 

 如果改變我們將 FIP 運用至資料豐富世界的方式是必要的 (也顯然如此)，則新的重點必須考慮到在這個新

的世界中，新的商業模式、新的資料使用模式、新形式的技術都已經成熟，而且個人對於隱私權的敏感度很容易

隨著時間而恢復，或者相當容易產生變化。即使到今天，仍有人會說，網際網路互動已經演變為類似以物易物的

交易，個人在其中以身分識別資訊交換服務，而其他人則可能認為，就交易的「價值」而言，這種交易並不是很

透明 (也就是說，填寫的性別核取方塊有多少價值，以及一個人勾選該方塊可以得到哪些回報並不清楚)。可能仍

然有人會說，個人資訊應透明「定價」，然後像所有其他資產一樣進行買賣。37 以上所有論點均有其優點，而且

可以進行邏輯論證，但有一點仍然不清楚的是，對於資料的收集和使用而言，不斷變化的隱私權敏感度將會如何

影響這些不同的方法。在這段變化期間必須回答的兩個核心問題是：(1) 公平資訊原則是否應演變，以反映這個不

斷變動的環境，而如果是的話，(2) 這類原則是否能同時滿足保護隱私權，並讓資料的使用符合個人和社會利益的

雙重目標？ 

 

在現今以資料為中心的世界中，有一點似乎很清楚的是，當我們要定義個人資訊的相關義務時，資料的用

途 (而非資料的收集與相關的通知和同意架構) 是較佳的重點。雖然降低資料收集相關原則的重要性，乍看之下可

能會有點刺眼，但是務必注意的是，在新的模型中，收集和通知原則仍然關係重大；不同的是，主要焦點已從收

集和通知轉移至用途。這種使用模式38 要求所有組織都是透明的、提供並尊重適當的選擇 (控制權)，並確保個人

資料使用的相關風險能獲得評估和管理。這可以涵蓋所有用途 (而不只是源自於雙邊關係的互動用途)，並提供一

個對個人更有效、對企業更容易管理，並讓監管機構能更有效地監督的管理方法。 

 

                                                      
37 相關事例請參閱＜初創企業希望協助使用者為其個人資料訂出價格＞(英文)，網址 

http://www.nytimes.com/2012/02/13/technology/start-ups-aim-to-help-users-put-a-price-on-their-personal-data.html?_r=1。 

38 Business Forum for Consumer Privacy 出版之《使用和義務 – 前進的道路》(英文)。 

請參閱 http://www.huntonfiles.com/files/webupload/CIPL_Use_and_Obligations_White_Paper.pdf。 

http://www.nytimes.com/2012/02/13/technology/start-ups-aim-to-help-users-put-a-price-on-their-personal-data.html?_r=1
http://www.huntonfiles.com/files/webupload/CIPL_Use_and_Obligations_White_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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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用像這樣的模型時，必須瞭解的是，雖然有新形式的資料和新形式的資料用途，但是最後只有三種方

式可以思考資料的使用：有些用途是 (1) 普遍可以接受的，有時候是經過法律授權或要求的；(2) 被禁止的；以及 

(3) 根據個人主觀認定 (也就是說，有些人可以接受該用途，但其他人則有理由反對，因此使用通用規則並不恰當)。

還有一點必須瞭解的是，雖然社會或個人可能會認定某種用途是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但是這種看法可能會隨著

時間而改變，但是要對已經存在的資料強制執行新的使用規則可能會很困難 (例如，如果某個人將資訊對大眾公開，

但在公佈後卻後悔了，此時便會產生覆水難收的情形)。同樣地，以這種方式來思考用途，社會現在可以決定如何

建立可將適當用途放到正確類別中的架構，並在之後決定如何訂出與特定用途相關的適當「義務」。 

 

例如，在普遍可接受的類別中，即使未得到使用者的明確同意，某些用途仍可視為是可接受的。這可能包

括使用消費者的資料來提供所要求的產品或服務 (履行訂單)；銷售或行銷相關的產品和服務 (除非消費者已經選

擇退出這類資料用途)；改善服務；從事研究 (只要已去除資料中的身分識別，在適當情況下，可以透過商業和/

或技術性方法來達到此目的)；防止針對服務的詐騙行為；以及在法律許可或要求的情況下，向負責調查的政府機

關舉報非法活動。如果能就普遍可接受的用途達成協議，個人就可以預期這些用途，並且將能夠大量減少閱讀與

這些做法相關之聲明的時間。減少對普遍可接受用途的注意後，我們就可以針對尚未達成共識的用途強調個人的

選擇，然後大家可以將精力花在管理這些活動的相關風險上，包括根據資料的機密性選擇加入或退出指定的用途。

然後，我們便能要求使用資料的組織尊重那些偏好選擇。請注意，與使用方式相關的聲明仍必須提供；真正的差

異在於，強制執行規則的負擔會由個人 (在閱讀連結的隱私權聲明後，他們往往就必須自求多福) 轉移至使用資料

的組織。如此將可打造出更一致、可行且可強制執行的社會規則，進而透過技術 (例如將規則套用至中繼資料)、

個人及監管機構更有效地強制執行這些規則。 

 

在這個模型下，使用資料的組織必須真正地為履行其義務負責。因此，在以資料為中心的世界中，FIP 應

包含「當責性原則」：收到資料 (直接或間接) 的實體應負責確保是以合法方式收集這類資料，並以與個人和社會

期待一致的方式使用和保護這類資料。所謂「負責」是指，該組織已採取各種措施來制定和執行隱私權風險評估、

原則、流程，以及有助於強制執行尊重社會規範、尊重使用者的控制權及確保資料受到合理保護的資料使用規則

的程序。39 最重要的是，在監管機構的要求下，組織必須能夠證明他們如何在這個原則下履行自己的責任。 

 

                                                      
39 「當責性」原則對於組織的要求已被普遍接受和同意。請參閱 http://www.informationpolicycentre.com/resources/ 及 

http://www.huntonfiles.com/files/webupload/CIPL_Galway_Accountability_Paper.pdf。 

http://www.informationpolicycentre.com/resources/
http://www.huntonfiles.com/files/webupload/CIPL_Galway_Accountability_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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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毫無疑問的是，那些為了商業目的而收集個人資料的組織必須提供聲明，說明以下事項：(1) 使用

該資料的目的；(2) 該資料的共享對象，如果有的話；(3) 這類使用或共享對於個人有何益處；(4) 是否會透過業務

程序或技術方法讓該使用者的身分繼續保持無法識別；(5) 所收集之資訊的一般類型和性質；(6) 個人可以行使哪

些控制權 (若有的話) 來影響此資料的使用和共享，以及 (7) 資料的保護方式。當然，所有收集和資料的使用必須

符合法律的要求，並合理地與所提供的聲明保持一致。 

 

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使用者的控制權必須精細、與內容相關且自動化，才能對於轉移資料以獲得回報做

出更有意義的決定。在這方面，一些現有的規則提供了很好的指導方針。例如，作為控管機制的一環，使用資料

的一方應在收集、轉移及額外使用資料，或是在收集或共享的資料帶有機密性質時，取得明確的同意。40 這種控

管機制也適用於匿名或已去除身分識別之資料的規則。例如，在不減少資料使用價值的情況下，個人應獲得選擇

的權利，決定是否透過完善的業務程序41 或可行的技術方法，來讓身分繼續保持無法識別。最後，與存取和補救、

資訊安全以及目前的資料外洩通知相關的傳統原則，在這個以資料為中心的新世界中都有顯著的意義，也應以嚴

謹的態度繼續執行。 

 

誠如前述，這種方法代表了焦點的轉移，這種方法並不揚棄過去 40 多年累積的經驗，而是以過去的實務

做法為基礎，旨在協助實現五個目標：(1) 以有意義的方式保護隱私權；(2) 為個人和社會的利益最佳化資料的使

用；(3) 確保資料的使用者對於該用途負責；(4) 提供一種制度，讓監管機構能更有效地進行監督，以及 (5) 在現代

的網路社會中更有效地運作。在資料豐富的世界中，若要實現這些目標，就必須將重點放在資料的使用、有意義

的使用者控制權，以及透明度上。 

 

                                                      
40 敏感的個人識別資訊 (又稱為敏感的消費者資訊) 包括可以 (i) 用於歧視 (例如種族、民族、宗教或哲學信仰、政治觀點、工會會員身分、性生活方式、身

體或心理健康)，(ii) 助長身分盜竊行為 (例如母親的娘家姓)，或 (iii) 允許存取使用者帳戶 (例如，密碼或 PIN) 的個人識別資訊 (PII) 和使用假名的資料。其中

還包括技術上不屬於 PII，但過去一直讓使用者感到不安的其他資料 (例如使用者的確切位置)，以及可以合理地期待會讓使用者感到困窘的資料。 

41 提及「業務程序」是很重要的，因為許多人會說，任何已去除身分識別的資料，都可以透過重新識別資料身分來克服。雖然我們防止重新識別資料身分的

技術能力可能有限，但是技術方法並非可用於強制執行社會規範的唯一選擇。例如，法律禁止攔截行動電話的通話內容，即使在技術上要實現此一目標並不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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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政府對於資料的存取權 
 

由於個人和組織均會使用各種服務，因此出現了有關政府存取資料的問題，尤其是當存取行為是在未事先

通知的情況下進行時。就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以資料為中心且以服務為導向的新世界，確實改變了個人與政府

之間的權力平衡。這是因為，在過去，許多個人文件 (例如私人信件、相片及其他個人文件) 都是儲存在家中或辦

公室，即使已經可以從第三方取得其他記錄 (例如電話記錄、銀行記錄)。由於這項事實，需要這類資料的政府就

必須直接接洽當事人，即使該項行動涉及強行扣押 (例如執行搜索令)。現在，IT 服務的使用者可能會將許多個人

資訊儲存在第三方，包括信件 (電子郵件)、文字文件、相片，以及財務記錄和病歷的副本。此外，還有其他形式

的有趣資訊 (網路上購買的產品、確切的位置資料)。如果政府可以向服務供應商索取這類資訊而無須通知當事人，

這將是值得關注的原因，尤其是要完全融入社會而不留下明顯的數位記錄是越來越困難的一件事。42 

 

事實上，其中存在兩個不同的問題。第一個問題與國內調查有關。假設某項調查完全在一個國家內部進行，

政府應該根據哪些規則來取得個人的資料？第二個問題則與國際調查有關。在國際案例中，在不尋求國際協助的

情況下，政府應該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強行製作儲存在其他國家的文件？ 

 

1. 國內調查 

 

政府存取儲存在本地之記錄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隱私權討論的主題。如一份美國政府報告中所述： 

 

非自行保管的個人相關記錄造成了嚴重的隱私權保護問題，尤其是在政府試圖存取

那些記錄時。記錄保管方不但可以，同時也經常 (有時甚至是必須) 將某個人的相關

記錄披露給政府，而無須取得當事人的許可，無論該項披露行為是應政府的要求，

或是基於記錄保管方的主動行為；此外，這類披露行為往往不會留下任何記錄… 當

事人可能永遠不會知道政府工作人員已經檢查過他的記錄。除了在有限的情況下，

記錄保管方和政府都沒有義務通知當事人其記錄已公開給政府進行嚴密審查。 

 

                                                      
42 在美國，完善的法院判例認為，政府可以在不違反第四修正案的搜索令規定的情況下，取得提供給第三方的資料。請參閱 Smith v. Maryland，442 U.S. 207 

(1986)。然而，最近一個巡迴法院認為，電子通訊隱私法允許政府在沒有搜索令的情況下存取電子郵件是違憲的。請參閱 United States v. Warshak，

http://www.ca6.uscourts.gov/opinions.pdf/10a0377p-06.pdf。 

http://www.ca6.uscourts.gov/opinions.pdf/10a0377p-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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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報告並非有關巨量資料和雲端服務；事實上，這份報告是在個人電腦運算時代開始之前撰寫的。43 但是，隨

著個人將越來越多的資料儲存在雲端 (因此成為第三方所持有)，這項事實會侵蝕個人對於隱私權的期望到何種程

度？一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最近就這個問題發表了評論： 

 

更重要的是，我們可能必須重新思考這項假設：個人對於自願向第三方披露之資訊

的隱私權並沒有合理期待。判例：Smith, 442 U. S., at 742; United States v. Miller, 425 

U. S. 435, 443 (1976)。這個方法並不適合數位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人們會在進行

日常工作的過程中透露大量自己的相關資訊給第三方。人們會揭露他們所撥打或傳

訊的電話號碼給行動電話服務供應商；揭露他們所瀏覽的 URL 及通信的電子郵件地

址給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以及揭露他們所購買的書籍、雜貨和藥物給線上零售商。

或許，就像大法官 ALITO 所指出的，有的人可能會認為用隱私權來「交換」便利性

是「值得的」，或是抱著「不可避免的」心態接受這種「隱私權的減少」(見後文第 

10 頁)，也許不會.... 我並不認為針對限定用途自願向某些公眾人士披露的所有資訊，

會只因為那個理由而被剝奪受第四修正案保護的權利。44 

 

甚至在 Jones 一案判決之前，Microsoft 本身就已經要求重新思考向第三方徵求資料的標準。45 

 

 雲端服務和巨量資料的出現，很明顯地讓這類隱私權問題更加惡化。廣泛來說，雖然可以反映個人活動的

資料存在已久 (例如信用卡消費會留下所購買商品的記錄，包括時間和地點)，會透漏資訊之資料的數量和品質正

在大幅提高。如今已經不是採用組合書面記錄或依靠實體監視來追蹤個人的位置，公共相機即可拍攝包含中繼資

料 (例如日期和時間) 的相片，稍後再使用臉部辨識技術進行分析。各種行動裝置 (包括手機、汽車及電腦) 皆可接

收非常精確的 GPS 訊號。在這個新的環境中，大家很容易就可以發現這項資料對於調查非法活動的人員46，或在

政府試圖冷卻與結社自由有關的合法活動方面的幫助有多大。很顯然地，對於保護儲存在雲端之資訊的激辯時刻

已經到來。 

 

                                                      
43 1977 年 7 月 12 日轉交給美國卡特總統之《資訊社會中的個人隱私權：隱私權保護研究委員會報告》第 9 章 (英文)，轉載於 

http://aspe.hhs.gov/datacncl/1977privacy/c9.htm。 

44 請參閱 United States v. Jones，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1pdf/10-1259 (大法官 Sotomayer 協同意見)。 

45 請參閱 Brad Smith 所著之《企業和社會適用的雲端運算》(英文)，網址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brad-smith/cloud-computing-for-busin_b_429466.html。 

46 在美國，最高法院最近裁定，政府工作人員必須取得搜索令後，才能在車輛上放置 GPS 裝置。請參閱 U.S. v. Jones，網址 

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1pdf/10-1259。 

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1pdf/10-1259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brad-smith/cloud-computing-for-busin_b_4294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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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調查 
 

雖然每個國家都可以自行決定要在國內採用的規則，但是各國政府要如何存取儲存在外國的資料則引起了

更複雜的問題。簡而言之，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將資料移至雲端以便隨時隨地存取，世界各國政府都希望能夠存取

那些資料，而在通訊、地理及主權的交集處引起了嚴重問題。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特別受到關切的是「愛國者

法案」，這是美國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所通過的法律，這項法案賦予美國政府權力，可強迫美國公司製作其手

中握有的資料，即使該資料儲存在其他國家。47 事實上，若聲稱「愛國者法案」與目前探討的主題相關，這樣的

說法其實是誤導；美國與資料存取有關的法律先例是大約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的二十年前確立的，因此，遠

在「愛國者法案」通過之前。由於許多人對這段歷史都不熟悉，因此很值得與大家分享。 

 

Bank of Nova Scotia 是一家加拿大銀行，總部設於多倫多，並在 46 個國家設有分行、辦事處和機構。在 

1983 年 3 月 4 日當天，該銀行的佛羅里達州邁阿密辦事處收到美國佛羅里達南區地方法院簽發的大陪審團隨帶

證據出庭受審的傳票。該傳票要求製作在該銀行開曼群島分行開戶的兩個人和三家公司的財務文件。這家銀行表

示他們不能製作所要求的文件，因為這樣做會違反開曼群島的保密法。該地方法院發出命令，強迫該銀行製作那

些文件，而上訴法院最終維持原判： 

 

在商業交易已達國際規模的世界中，衝突是無法避免的。法院和立法機關應採取一切

合理的預防措施，以避免讓個人陷入和該銀行本身一樣的處境。然而，這個法院不能

完全地默認，每當與其他國家的利益發生衝突時，美國刑事調查就會遭到阻撓的論點。 

 

簡而言之，該法院認為，美國政府可以強迫位於美國境內的公司製作其所握有的資料，而不論該資料儲存於何

處。48 有趣的是，沒有任何其他政府採取過相反的觀點，或表示將會拒絕強迫當地公司製作文件，只因為該資

料是儲存在國外。 

 

用「雲端服務供應商」來取代「銀行」一詞，然後思考對於雲端使用者、雲端服務供應商及各國政府的影

響，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對於使用者而言，問題在於「政府可以取得我的哪些資料，還有我是否會知道該資料

已被發佈？」49 使用者擔心外國政府可以存取其資料，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哪些政府可以存取資料可能也會

改變，例如，如果服務供應商又在另一個國家建立據點，或者，為了可靠起見，而將使用者的資料備份至一個新

                                                      
47 請參閱 http://www.infoworld.com/d/security/european-distrust-us-data-security-creates-market-local-cloud-service-180706 (「歐洲對於美國資料安全的

不信任，為當地雲端服務開創了市場；歐洲人擔心美國的 「愛國者法案」，因此寧願將資料保存在歐盟內」)。 
48 請參閱 Bank of Nova Scotia v. United States, 740 F.2d 817, 828 (11th Cir. 1984), cert denied, 469 U.S. 1106 (Jan. 7, 1985)。 
49 誠如前述，所有政府均有權強迫位於其管轄範圍內的實體製作資料。此外，因為許多主要的雲端服務供應商在美國都有據點，因此美國政府存取的問題經

常是討論的焦點。 

http://www.infoworld.com/d/security/european-distrust-us-data-security-creates-market-local-cloud-service-1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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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理位置。雲端使用者也無法確定當某個政府單位徵求他們的資料時，他們是否會收到通知，因為雖然雲端服

務供應商可能有要求提供這類通知的原則，但是政府可以發出不公開的命令來禁止披露這類資訊。既然如此，雲

端使用者應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在考慮使用雲端服務時，政府對於資料的存取權只是需要考慮的風險管理因素之一。例如，如果將高度

機密的商業資訊儲存在雲端服務中，會讓不尊重智慧財產權的政府取得該資料的話，企業組織可能就會避免這樣

做。而另一方面，使用雲端服務共同製作預計會公開的資料，則不會引起任何的疑慮。此外還必須注意，許多組

織都已經移轉至雲端，部分原因是雲端服務供應商提供的資訊安全控管機制，比企業內部實施的更有效。在這種

情況下，組織可以合理地得出以下結論：駭客從企業內部系統竊取機密資訊的企業風險，大於政府透過法律程序

取得該資料的風險。 

 

將風險適當地量化也很重要。當一家跨國公司在特定國家有據點時，就已經在該國的管轄範圍內。因此，

該國政府可以強迫製作該公司的文件，而不論那些文件儲存於何處。在這種情況下，使用雲端服務的風險不在於

政府可以存取資料 (因為無論如何政府都可以存取)，而在於這類存取行為會在未經通知下發生 (也就是說，政府可

以透過雲端服務供應商取得資料，並禁止通知被調查的公司)。未經通知存取資料的風險也必須適當權衡，因為在

許多執法單位的調查中，那些公司都非常清楚政府的調查行動：人員被約談；機密文件遭到審查；那些公司甚至

公開發表聲明指出他們正在配合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如果某位客戶經常配合政府進行調查，那麼該公司是將文件

儲存在企業內部或雲端可能就無關緊要了。總之，雲端使用者提出適當的問題，並在政府存取資料的風險與雲端

所提供的生產力和其他好處之間取得平衡，這一點非常重要。 

 

Bank of Nova Scotia 的案例對於雲端服務供應商也有影響。關鍵問題在於：「雲端服務供應商如何遵守所

有可以強迫製作資料的國家的所有法律，特別是如果遵守一個國家的法律會違反另一個國家的法律時？」合法的

雲端服務供應商並不想違反各國法律，但是主權國家卻可能讓他們陷入這種為難的處境，因為各國的法律並不相

同，而且就如同 Bank of Nova Scotia 的案例清楚指出的，每個政府都不可能自願限制其調查權力。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Bank of Nova Scotia 的案例還涉及一個國家的刑事調查與另一個國家的民法之間

的衝突。未來可能還會發生一種情況：刑法發生衝突，而公司的員工被告知不管他們的決定為何，他們都將受到

刑事起訴而且可能入獄。雖然 Bank of Nova Scotia 一案中的法院或許是對的，因為允許組織將資料儲存在國外以

規避當地法律是不可行的，但是強迫守法的人觸犯刑法，不論其行為如何，不但不可行，本質上也是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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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各國政府，問題可能是：「我可以根據哪些權力來取得哪些資料」；「即使所有罪犯和犯罪行為都

可能是在我的管轄範圍內，但當資料或雲端服務供應商都不在我的管轄範圍內時，我要如何取得資料」；以及「傳

統權力可能允許存取儲存的資料和正在傳輸的通訊內容，而我要如何在這個新的雲端環境中行使這些權力？」 使

得這些問題更難回答的是，進行網路調查的政府可能並不知道調查目標的真實身分或目前的位置，也無法肯定該

人員資料儲存地點的管轄權歸屬。因此，依賴地理位置、國籍或其他很容易確定之因素的調查規則，已證明有實

行上的困難。50  

 

雲端運算和巨量資料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有利於政府支持) 部分來自於分散世界各地的大型資料中心的資

料整合；在每個國家設立資料中心，並讓每個資料中心只為當地居民服務會破壞這種模型。然而，在此同時，在

可能的情況下，政府都不會放棄可以強迫取得資料的權力，部分原因是如果不存取這類資料，他們將無法履行保

護公眾安全和國家安全的責任。 

 

雖然拒絕政府存取重要資料 (即使是在他們有法院命令時) 並不是正確的行為；但是在沒有可以保護公民自

由和受影響各方的其他利益的法律制度時，將所有雲端使用者的資料提供給每個政府，也不見得是對的。因此，

政府務必將重點放在為未來打造更可行的規則，並且至少在某些情況下詢問是否有任何可以緩和這種衝突的架構。

事實上，某些案例可能特別困難 (例如，涉及重要法律和文化差異的案例，或政府互相指控對方行為不當的案例)，

但這並不代表所有案例都一定很困難；在許多案例中都可行的規則，將有助於大大減少國際衝突的數目。 

 

在新的架構下，大家可以開始認為資料所在的國家擁有該資料的管轄權。各國可以同意 (至少針對某些罪

行) 請求國可以利用其司法程序，向在其境內經營事業的公司索取資料，即使該資料是儲存在別處。所要求的資料

必須與請求國管轄範圍內的個人有關，或與管轄範圍內已發生或即將發生的罪行有關。作為此架構的一部分，被

強制配合的公司將可通知資料的主權國家 (取得資料的來源國家) 該項請求的性質 (徵求的內容和徵求者)。這項通

知的目的，在於確保如果資料的主權國家對於該項請求有疑慮，便可以和請求的主權國家就那些疑慮進行討論。

某些國家確實可能會擔心調查行動遭到披露，但是如果此架構的範圍適當 (例如，針對彼此都關心的罪行)，這類

披露應該不成問題。最後，大家都會同意的是，在此架構下回應強制命令的實體將依據國際法行動，並且不會遭

到起訴。 

                                                      
50 即使位置已知，跨國協助的國際機制也趕不上網路傳輸的速度，而且更重要的，這類機制是出於自願的 (法律互助條約可以允許和加快協助，但不具有強

制性質)。此外，在某些情況下，國內法律禁止這類協助。例如，只有在美國幹員指控違反特定美國法律 (如需指定罪行的清單，請參閱 18 U.S.C. 2516) 的情

況下， 美國竊聽法才允許竊聽。如果某個外國人正在使用美國的電子通訊服務在該國進行犯罪活動，則美國沒有法律權力可以提供竊聽協助。最後，有些

政府紛紛質疑，當他們試圖尋求涉嫌違反當地法律之當地民眾的電子證據時，為什麼必須依賴國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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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可靠性 

 

A. 背景 
 

1999 年，Microsoft Research 成立了程式設計人員生產力研究中心 (PPRC)，以研究各種可提高程式碼品質

的技術。該小組開發出新的靜態分析和測試技術，以及各種可協助改善和進一步自動化軟體品質保證的工具。例

如，PPRC 開發了 C/C++ 的靜態分析工具、相依性分析工具、程式碼涵蓋範圍工具、測試優先順序工具、效能分

析工具，以及先進的偵錯工具。這些工具在改善 Microsoft 產品的軟體品質方面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別是 

Windows 和 Office 這兩項產品。這項措施在 TwC 宣佈後更是大力執行，而 Microsoft 也投入更多精力以採用實際

且可衡量的可靠性定義，並使用日益工具化的產品所提供的資料，來確定是否達到其可靠性目標。當然，要定義

並實現可靠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定義的觀點而言，已經有人指出：「學術界和商業界的文章都在討論『可

靠性』。我們為其提供定義、進行辯論，並且針對實施狀況和理想化的標準進行比較。」
51

 其中沒有一項是字典

可以提供許多協助的。韋氏字典將「可靠性」定義為「可靠的品質或狀態」，更具體地說則是「適合依靠：可靠

的」。52
 事實證明，對於何謂可靠的產品或系統有不同期待的客戶，這個定義並無法讓他們滿意。有些人重視可

用性、有些人看的是效能測量，其他人則加入管理能力和可復原性，也有些人注重可預測性。 

 

雖然要協調本文中關於可靠性的許多不同觀點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確實需要清楚瞭解其在 TwC 內容中

的用法。在個人電腦主宰的世界中，曾有人說過：「就工程而言，可靠性的定義為：裝置在規定的條件下，在指

定的時間內，執行其預期功能的可能性」。即使這個定義這麼簡單，卻也為 IT 世界帶來了某些獨特的挑戰；使用 

IT 系統的人員發現，IT 系統與汽車和傳統電話非常不一樣，IT 系統的適應性很廣泛，而且其應用方式可能與任何

「規定的條件」非常不同。更重要的是，這個傳統的定義著重於裝置，而在各種裝置和服務 (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資

料) 日益緊密相連的世界中，這個定義並未考慮到服務在實際上是否符合對於效能的客觀合理期望。在我們依賴各

種裝置和服務來進行各種重要和非重要活動的網路世界中，必須符合與可靠性相關的合理使用者期望之後，人們

才會宣稱某個系統具有高可信度。 

 

                                                      
51 Thompson、Herbert 和 Whittaker、James 所著之《瞭解可靠性：衡量 IT 的難題》(英文) (2005 年 5 月)。 

52 請參閱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reliability。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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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並不像聽起來那麼簡單，因此我們不能只依靠過去強調防止會導致故障的錯誤 (設計或實作中的固

有弱點) 的各種措施，這些措施經常以「平均故障時間」(MTTF) 來表示。雖然確保每部裝置的可靠性仍然很重要 (因

為服務是由裝置的組合所提供)，但服務已經日益依賴已知和未知的技術與組織。當會威脅系統的耐受性及元件的

可用性，並且可能使受損設備的復原期間變長的天然災害日益增加時，便會發生這種情況。53 

 

若要瞭解目前環境的複雜性，只需對比新舊環境中的故障情形即可。在舊環境中，當屋裡的燈熄滅時，屋

主只會出現簡單的反應：他們會透過窗戶看其他鄰居家的燈是否也變暗了。如果其他地方的燈都還亮著，則表示

是屋主家有問題；如果每個地方的燈都熄滅了，那麼就是電力公司有問題。即使是電力公司複雜的發電和電力輸

送系統 (發電廠、輸電線路、變電所，以及連接至住家的線路) 有問題，要找出並修復問題主要還是在電力公司的

執掌範圍內。換句話說，故障可能和技術有關，而和組織無關；單一實體控制著大部分的基礎結構。 

 

如今，系統的複雜度更勝以往，其中同時涉及技術和組織問題。如果使用者在家中無法使用筆記型電腦存

取某個網頁，問題的癥結可能在於：(1) 筆記型電腦本身 (硬體、軟體、應用程式)；(2) 無線路由器；(3) 寬頻數據

機；(4) 存取提供者 (傳輸線路或後端系統) (5) 遠端系統 (硬體、軟體、應用程式) 或 (6) 整個連線架構的某處發生

停電。雖然有診斷工具，但要找出並解決問題往往還是非常棘手。 

 

  

                                                      
53「災害的數目已從 1975 年的不到 100 個，成長至 2005 年的超過 400 個，並且以穩定的速度逐年增加。」EM-DAT：OFDA/CRED 國際災害資料庫 – 

www.emdat.be，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Brussels (Belgium)。亦請參閱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1/11/04/thailand-floods-will-affect-computer-makers-and-web-sites/。 

http://www.emdat.be/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1/11/04/thailand-floods-will-affect-computer-makers-and-web-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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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雲端 
 

考慮採用雲端技術的人肯定不會忘了這些全球系統的複雜性54，尤其是最近所發生的眾所周知的停電事件

幾乎讓所有雲端服務供應商嘗盡苦頭後，更是加深了他們的疑慮。55 這不僅是不方便的問題而已；IT 系統所面臨

的可靠性挑戰可能會影響企業的生產力56，甚至是公共衛生與安全。在發生危機時，政府可以利用社交媒體讓民

眾隨時取得最新資訊，而第一線因應人員有能力做出有效回應，不只是因為他們有收音機，而是他們還有 GPS 裝

置、地圖功能、街道檢視、視訊會議，以及其他雲端服務。然而，這些好處只有在資訊系統符合整體服務可靠性

的合理期望時才能實現。認識到這一點後，有越來越多的政府開始考慮採用雲端服務，或者至少某些雲端元件，

來作為重要基礎結構的一部分。 
 

如果網際網路的設計不夠安全，將會為可靠性帶來更多複雜的因素。一方面，網際網路的設計可抵禦軍事

攻擊；也就是說，即使在最緊張的時刻，網際網路依然很可靠。此外，就和資訊安全一樣，網際網路的使用預計

會受限於特定用途，而使用網際網路功能的那些裝置將是值得信任的。網際網路當時並非針對今日的使用者數量

和各種用途而設計，也未預料到會被用來傳送惡意封包。在考慮其預期的用途和預期的用戶群後，打造出了符合

當時必備需求的「最佳」傳輸系統。但隨著技術與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密不可分 (從人際互動、商業交易到緊急應變

等各種情況)，對可靠性的期望已經提高，因此我們必須達到目前尚未實現的可靠性等級。 
 

事實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所產生的相依性 (特別是重要基礎結構之間的相依性) 是令人擔憂的

原因： 
 

我們的國防安全、經濟繁榮，以及生活品質長期以來一直依賴鞏固社會的基本服務。

在資訊時代中，能源、銀行和金融、運輸、重要的人力服務，以及電信等重要基礎

結構都必須以新的角度來檢視。電信和電腦系統的迅速普及與整合，已在複雜的相

依性網路中將基礎結構彼此連結在一起。這種互連關係已經產生了新的資訊安全風

險，而當這些風險與一群新興的威脅結合後，將會為國家帶來前所未有的風險。57 

                                                      
54 當要求 IT 專業人員歸納出他們不打算使用雲端服務的原因時，他們指出，資訊安全、隱私權及可靠性是主要的考量。ISACA/ IT GI「全球企業 IT 管理現況

報告」(英文)，2011 年 1 月，(第 38 頁) 
55 停電對 Microsoft (http://windowsteamblog.com/windows_live/b/windowslive/archive/2011/09/20/follow-up-on-the-sept-8-service-outage.aspx)、

Amazon (http://aws.amazon.com/message/65648/)、Google (http://informationweek.com/news/cloud-computing/software/231600978)，以及 VMware 

(http://support.cloudfoundry.com/entries/20067876-analysis-of-april-25-and-26-2011-downtime) 等公司造成影響。 
56 請參閱＜IT 服務停擺造成 265 億美元的營收損失＞(英文)，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news/storage/disaster_recovery/229625441 (指出 IT 故障也

可能動搖大家對於雲端運算等新技術的信心)。 

57 Marsh Commission 報告書：《重要基礎，保護美國的基礎結構》(英文)，第 ix 頁，網址 http://www.fas.org/sgp/library/pccip.pdf。 

http://windowsteamblog.com/windows_live/b/windowslive/archive/2011/09/20/follow-up-on-the-sept-8-service-outage.aspx
http://aws.amazon.com/message/65648/
http://informationweek.com/news/cloud-computing/software/231600978
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news/storage/disaster_recovery/229625441
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news/cloud-computing/infrastructure/229503443
http://www.fas.org/sgp/library/pccip.pdf


 

30 

 

雖然我們已經意識到這些相依性，但是要管理可靠性的風險仍然很困難，因為每個實體並非永遠都能清楚

掌握技術或作業的相依性。舉例說明可能會有所幫助。銀行可以依靠不同服務供應商的「備援」通訊管道，來確

保電子資金轉帳網路的可用性。同時，不同的服務供應商可以共用「酒店空間」(hotel space)；他們的通訊線路可

以穿過共用的設備以節省成本。當然，這意味著，如果該設施受損，銀行將會同時失去兩個通訊管道 (這是單點故

障)。要得知預期的備援機制並未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銀行不會和電信公司分享其網路架構圖，而電信

公司也不會和客戶或同業分享他們的架構圖。 

 

那麼，必須進行哪些改變？簡言之，必須進行兩項根本的改變。首先，就像巨量資料在預測人類行為上很

有用，我們需要運用巨量資料來建立「工程情報」(EI)：使用「巨量資料」來識別、擷取和分析在產品的整個生命

週期內與工程有關的大量資料 (包括開發期間和作業期間的資料)，以做出更好的工程相關決策，進而提高整體的

工程品質和生產力。從這個角度來看，EI 技術可以為工程和作業提供過去、現在和預測的觀點。例如，只要觀察

網路之間的資料流，便可以發現之前不瞭解的重要相依性。這是一個適合進行研究和工具開發的領域。我們也必

須建立可行的分類來從相依性的角度評估重要性。雖然我們已經根據攻擊的容易程度和客戶的風險來評估和規避

產品中的資訊安全風險，但規避由跨服務或跨企業的相依性所造成的資訊安全風險，是一項更艱難也更需要深入

思考的挑戰。 

 

其次，在短期內，我們需要重新思考設計產品和服務的方式，以確保恢復能力。過去，我們已透過改善個

別元件的品質，以及透過備援和資料複寫機制，成功增進了系統的可用性。備援的目的，在於確保複製重要元素，

如此一來，當某個元素故障時，就不會中斷系統的運作。雖然簡單的備援機制，在解決各種可能的故障模式方面

非常有效，但在確保雲端高可靠性方面，已證實尚有不足。雖然軟體和硬體供應商都投入大筆經費設計強大的容

錯移轉機制，但是這些容錯移轉機制並無法達成任務。撇開這些機制必須正確實作、妥善維護，以及在使用期間

持續升級不談，目前的大規模系統故障率，顯示這些過去的措施是不夠的。 

 

IT 專業人員和個別使用者也廣泛採用資料複寫，以確保在裝置發生故障時能隨時取得並使用資料。將多個

完全相同的資料複本分散在不同裝置中，並存放在不同的位置，可以減少資料喪失的可能性，進而提高整個系統

的可靠性，但這種做法卻也增加了複雜度，因為我們必須煩惱系統應如何處理更新，以維持不同裝置和/或位置的

資料一致性。應用程式層級的故障，或在進行維護活動期間所造成的錯誤，都可能導致資料意外損壞或流失。如

果某個故障或錯誤，在一段時間內都沒有被偵測到，負責建立來源之確切複本的資料複寫機制也可能會損壞那些

重要的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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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備援和複寫都很重要，但是必須採取的措施卻不止於此。軟體和硬體供應商必須從兩個角度來看待可

靠性。首先，不要將主要重點放在特定元件的可靠性上，而是必須要考慮該元件對於當今複雜度更高之生態系統

的整體可靠性有何幫助。就這一點而言，應在軟體生命週期的早期使用故障建模，以實現最大效益。其次，產業

界可以通力制訂「組合可靠性」(composite reliability) 的端對端案例，並攜手打造生產實作的架構和標準，進而

提供端對端的可靠性。建立業界組織 (例如類似於雲端安全聯盟的雲端可靠性聯盟) 可能會很有用，這些組織可以

協助定義應優先處理的狀況，並促進最佳做法和標準的制定。 

 

第二，有鑑於我們對於雲端的依賴，以及環境的日益複雜，過去放在預防軟體故障的重點，必須透過逐漸

重視可偵測、隔離及修復 (或解決) 與複合運算系統有關之日常故障問題的軟體來補強。實際上，雲端服務有幾個

特有的重要因素，會迫使服務設計人員或服務業者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所謂的「復原導向電腦運算」。58 支

援雲端服務之電腦運算環境中的日常故障 (無論是以裝置故障、軟體或韌體中的潛在資訊安全風險或人為錯誤的形

式呈現) 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軟體應預期這些狀況，並針對故障進行設計。服務元件之間的相依性應盡可能鬆

散結合，而且每個元件對於其他元件的故障應以溫和降級的方式來回應，以提供部分的服務體驗，而不是造成服

務中斷的情況。這意味著雲端服務設計人員在設計階段就必須建立故障模型，不只是上文提到的傳統元件故障建

模，而是真正的端對端故障建模。 

 

設計人員也必須確認已在開發的軟體中反映規格中所描述的「應對機制」，然後在實際生產環境中透過錯

誤注射的方式進行測試，以確認預期的行為可在現實世界中實現 (測試環境已經證明在全球的大型服務環境中越來

越無用)。在理想情況下，這種刻意的錯誤注射 (現在稱為「生產環境測試」) 將以程式設計的方式進行，以不斷地

確認後續的軟體版本、網路容量或設計方面的變更，及/或增加新的子系統，實際上並未衍生出迄今未偵測到的可

靠性威脅。59 這些措施還必須包括可在找出錯誤時順暢地回復變更的能力，並具有可防止實際的服務使用者受到

負面影響的可靠度。 

                                                      
58 請參閱 http://roc.cs.berkeley.edu/roc_overview.html。 

59 最能代表刻意的程式化錯誤注射的標準例子，就是所謂的 "Chaos Monkey"，這是由 Netflix 所開發的工具，該工具已經擴大到可以涵蓋範圍更廣的可能故

障情況 (Netflix 現在將其稱為「虛擬猴子大軍」)。請參閱 http://techblog.netflix.com/2011/07/netflix-simian-army.html。 

http://roc.cs.berkeley.edu/roc_overview.html
http://techblog.netflix.com/2011/07/netflix-simian-arm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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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結論 

   

當比爾蓋茲宣佈推動高可信度電腦運算時，電腦運算和社會正處於重大的轉捩點。我們對於 IT 系統的日

益依賴，讓我們清楚意識到，專注維護軟體產品的資訊安全、隱私權和可靠性，是至關重要的。今天，我們面臨

了另一個轉捩點。今日的電腦運算環境，由各式各樣的裝置、全球服務，以及巨量資料所組成。2002 年的時候，

人類已經對電腦運算高度依賴，而這種依賴程度，在過去十年來更是大幅增加。網際網路長期以來一直是教育和

商業發展的重要工具，如今更緊密結合社會的人際關係，甚至在近代歷史的民主革命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長久以來，大家都說「變化」是唯一不變的事，而隨著整個世界與電腦運算的關係不斷地發展，TwC 也必

須跟著演變。雖然是後見之明，但是本公司過去十年來所做的工作一直是很重要的。許多人都已經採用「資訊安

全開發週期」，我們對於隱私權的持續關注也都能妥善因應客戶的需求，而我們在可靠性方面的努力，很大程度

上讓系統當機的情形成為歷史。但是，現代的世界除了完全依賴資訊技術外，還面臨目標堅定且鍥而不捨的攻擊

者，加上資料、裝置和服務的普及，以及政府對保障使用者安全、網際網路安全、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的重視，

因此，我們針對保護資訊安全、隱私權和可靠性所制定的策略也必須不斷地演變。 

 

針對 TwC 每個獨立的綱要，我們均面臨了獨特的新挑戰，也必須勇於迎接這些挑戰。藉由採用更全面的

資訊安全策略，包括預防、偵測、遏制和復原，我們就能更有效因應目標堅定且鍥而不捨的攻擊。我們生活在一

個高度相連、裝置多樣且資料豐富的世界，藉由瞭解這其中所隱含的意義，我們可以制定出一方面能有效保障隱

私權，另一方面可充分發揮巨量資料效益的各種原則。儘管我們的資訊系統錯綜複雜、緊密互連且彼此相依，但

是藉由運用工程情報和實施復原導向的電腦運算，我們可以建立在故障時仍保有彈性的產品和服務，並協助確保

裝置和服務的可靠性。最後，透過在企業實務上採取開放透明的態度，我們可以讓依賴資訊技術的使用者產生信

任感。總結全文，比爾蓋茲在十年前所定義的任務，十年後的今天仍維持同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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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在本文的創作過程中，很多人都拿到了草稿或聽取了簡報，並提供了極寶貴的意見。在某些情況下，有些

人提供的是他們整個小組共同提出的意見，而我沒有完整的審稿人名單。而在其他情況下，我曾在公開舉辦的活

動中提出本文的概念，並在活動後的交流場合中得到寶貴的意見。在此，本人預先為無法一一列出每位人員致歉。 

 

在提出以上說明後，我要特別感謝以下審稿人：Matt Thomlinson、Adrienne Hall、Fred Schneider、

Jeannette Wing、Steven Gerri、Neeraj Suri、Malcolm Crompton、Dean Hachamovitch、Martin Abadi、Mark 

Russinovich、Fred Cate、Ellen Cram Kowalczyk、Dan Reed、Scott Field、Peter Haynes、Steve Lipner、Vijay 

Varadharajan、Viktor Mayer-Schonberger、Mike Adams、Xuedong Huang、Jeff Jones、Diane D’Arcangelo、Shawn 

Aebi、Reese Solberg、Ellen McDermott、Peter Loforte、Rich Wallis、Cristin Goodwin、Geff Brown 及 Adam 

Shostack。此外，我還要為 Peter Cullen、Brendon Lynch、Jules Cohen 及 David Bills 的豐富且獨特的貢獻特別致

上最誠摯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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