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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下資訊科技可提
供的協助 



資料庫安全稽核解決方案 

1 個人資料安全威脅 

2 資料保護工具 

3 資料庫安全稽核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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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外洩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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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外洩以驚人倍數成長 

78%數據外洩都有內部人員涉入 
• 根據Ponemon Institute的研究，78%的資料外洩都有獲得授權的內部人員涉入。 
• 78%以上攻擊者都是授權使用者:如公司員工、設備或服務供應商等。 ─CERT/Secret Service 

ITRC列出至2007年底，
美國就有7千9百萬筆
資料外洩；與2006年
報告相比較，資料外洩
事件多了四倍。 2008
年數據外洩相較2007
年增加了47% 

身份竊取資源中心 
(ITRC) 

根據美國身份管理與資
訊防護中心(CIMIP)的
報告指出，在美國身份
竊取每個案例平均造成
超過美金31,000的損害。 

美國身份管理與資訊防
護中心(CIMIP) 

根據Ponemon Institute
調查報告顯示，在美國
2009年每件資料外洩
意外的平均成本為675
萬美元，高於2008年
的665萬美元  

Ponemon Institute 
調查 



資料安全事故帶給企業的損失 

受損 
資產 
統計 

帳務資料竄改、資產訊息洩漏、
商業秘密竊取、客戶訊息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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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實施時程 

99年4月27日 個資法三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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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意見 細則草擬 法案審查 正式適用 

現在～2011年2月底 完成 10場機關與專家的座談會議                                         

2011年3月初            完成法務部草擬施行細則的條文公告[至少7天]        

2011年3~6月           行政院以最短時間（3個月）完成新版個資法施行細則審查 

2011年6月 公布新版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以及新個資法適用時
間，將有1年適應期。                                                            

2012年6月 1年適應期結束，正式適用 



學校內的個資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　二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
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
特徵、指紋、婚姻、家庭、
教育、職業、病歷、醫療、
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
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
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
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
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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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證字號 
• 學號 
• 系所別及年級 
• 姓名 
• 監護人姓名 
• 聯絡電話 
• 通訊地址 
• 戶籍地址 
• 入學前學歷 
• 家庭狀況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 §2) 
  基本資料： 

–  姓名、出生年月日、 
–  護照號碼、聯絡方式 

  身體資料： 
–  指紋、病歷、醫療、基因、
健康檢查 

  生活資料： 
–  婚姻、家庭、教育、職業、性
生活、社活動、犯罪前科、財務
情況 

  其他： 
–  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
之資料。e.g. Email address、User 
Name、Password 

Confidential: Internal Use Only



校園個資 
 學籍資料： 製造學籍，印畢業證書 
 架設網站： 老師在自己辦公室的個人電腦上架
設網站，使用現成的軟體套件以及預設的密碼
，並無安全防護。 

 老師的資料： 學生成績、個人資料。  

Confidential: Internal Use Only



學校個資外洩風險 
 主機數量多 

 學校計算機中心、系計算機中心、研究室、辦公室
、宿舍‥ ‥ 

 使用人員複雜 
 教職員、學生 

 分散式環境難以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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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退選課 

校園資料安全情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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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大師與經典作品 



校園資料安全情境(2) 
 工讀生竄改個人成績免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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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資料安全情境(3) 
 公共區電腦不慎將個人資料公告在網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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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洩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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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Data 
Source

筆電遺失或遭竊 儲存媒體外洩 

列印外洩 病毒入侵感染行動
裝置 

外接式裝置外洩 網路服務管道外洩
(e.g. :FTP 、email) 



資料庫安全稽核需求 
 因應個資法建議留存或提供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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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法實施細則安全維護事項 

15



資料庫安全稽核解決方案 

1 個人資料安全威脅 

2 資料保護工具 

3 資料庫安全稽核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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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
資訊
安全
產品 
四大
類別 

Database Application System OS Network 
Webmail 
& Email 

身分識別與存取管理類別 

弱點評估與事件管理類別 

威脅管理類別 內容安全類別 

企業花80%的心
力保護網路安全 

資料外洩重點 
80％ 

現有資安產品，無法完全滿足 
資料庫稽核需求 



資料保護工具種類 
 DLP (Data Loss Prevention) 
針對網路上或電腦上即將外傳的資料, 作立即性的檢驗

(ex: MSN, SKYPE, USB) 
 DRM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未經授權的使用者無法開啟檔案 

 DAM (Database Activity Monitoring) 
針對應用程式與資料庫管理員等, 對資料庫所有執行的

SQL活動進行監控, 警示或阻擋等動作. 
與DLP 不同的是，DLP 防守於企業的最末梢避免資料
外洩，而DAM則是在資料的最源頭稽核資料的使用
與防止資料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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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堵之道, 在於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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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所需查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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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 查核項目 
特權用戶 
Privileged Users 

存取或變更資料(Access or Changes to Data) 

透過未授權管道存取(Access via inappropriate or unapproved channels) 

資料庫綱要變動(Schema modifications) 

資料庫帳號、用戶角色變更(Addition or modification of accounts) 

一般用戶 
End Users 

存取超量或非必需的資料(Access to excessive or unneeded data) 

非正常時間存取資料(Data access outside standard hours) 

透過未授權管道存取(Access via inappropriate or nonapproved channels) 

開發者Developer 
系統管理者 Sys. Admin 
分析人員Analyst 

存取線上正式系統(Access to live production systems) 

IT 操作人員 
IT Ops 

未授權而變更資料庫或應用程式(Nonapproved changes to databases or 
applications) 

正式系統未如期補正系統(Out-of-cycle patching of production systems ) 



資料庫安全稽核解決方案 

1 個人資料安全威脅 

2 資料保護工具 

3 資料庫安全稽核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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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base Activity Monitoring 
技術特徵 

DAM主要技術特徵 
1. 能夠獨立監察和稽核的所有資料庫活動，包括資料庫管理員和使用者的交
易，如執行 DML，DDL的，DCL的活動。並能夠監視內部資料庫後門行徑
（如stored procedures, triggers, views, 等） 。 

2. 對於Auditor與DBA採權責分離(separation of duties)。稽核必須包括監測 
DBA的活動，應防止DBA操縱或篡改監視記錄。 

3. 對於即時監視及稽核政策提供告警機制。 

4. 除了產生違反稽核政策報表，並提供符合各式法規之稽核報表。 

5. 主動發掘異常行為。 

正如Gartner的定義，“DAM是採用多種資料收集機制（如server-based agent software and 
in-line or out-of-band network等方式收集），將資料匯總於中央處理系統進行分析，並對於
違反安全政策及異常存取行為提供報表機制。 

From Wikipedia



   Database Activity Monitoring 
技術優勢 

  『稽核獨立』—　在毋須變更企業資料庫系統設定下，將收集到的存取活動記錄透過加
密的網路、傳送至DAM Server集中設定控管與匯整分析，並將所有資訊皆儲存於獨立的
裝置內，以進一步進行資料庫稽核的相關作業。而稽核人員不經由DBA來進行敏感性資料
設定、稽核標的分類、稽核政策制定。 

  『權責分離』 -分離本身是屬於稽核目標範圍中的資料庫伺服器與資料庫管理者之間的
權責，並將DAM系統本身在使用、操作與管理上採用Role-Based 角色設計，給予使用者
不同的角色與系統操作權限。對於報表涉及敏感性資料，如欲查詢敏感性資料內容時，需
與資料金鑰保管者共同啟開第2道金鑰密碼。 

  『不可否認性』— 不僅報表上所呈現的資訊百分之百反應事實，針對每一位使用者在
DAM系統上操作的所有活動亦會產生活動記錄，讓DAM系統本身就具有不可否認性之特
性。任何人無法刪除或竄改DAM記錄。 

DAM除了採用 - 機密性 (Confidentiality)、完整性 (Integrity)、可用性 
(Availability)為設計概念，並秉持著『稽核獨立』、『權責分離』與『不
可否認性』的稽核精神，分述如下： 



DAM功能架構說明 (1/4) 

資料庫伺服器
(DB Server) 

Web應用程式伺服器
(Web AP Server) 

稽核資訊收集器(Appliance) 及
DAM伺服器(Server)  

DAM Server即是稽核管理中心 

網路交換器
Switch 

HTTP SQL

資料庫端監視代理
程式(DB Local 
Agent)SQL

Switch 

使用者/用戶 

稽核人員 
Client 

稽核儲存器DAM運用『封包攔截技術』為基礎，其優點是以封包
攔截收集資料庫存取動作，較不影響資料庫的運作狀
態。透過網路通道上擷取HTTP及SQL封包，再透過加
密的網路傳送至DAM Server進行封包解析並串連資訊。 

還原重現應用系統使用者或本地資料庫使用者從登入
到登出的完整資料庫存取行為過程。 詳細記錄事件本
身、執行者、發生時間、發生地點，更進一步記錄使
用者查詢過的資料內容及資料異動前/後的內容。 

網路交換器



DAM功能架構說明 (2/4) 

 (1) Single Server/Appliance
Web AP Server 

Switch Switch

HTTP SQL

資料庫端監視代理程式
(DB Local Agent)

SQL
稽核資訊收集器
(Appliance) 及DAM伺
服器(Server)  

對於資料庫的存取與操作，可以透過網路或直接在本機上進行。若要本機端的資料庫存取與
操作活動也需納入監視稽核的範圍的話，則必須在資料庫主機上安裝資料庫端監視代理程式
以實務經驗而言，為避免有安全漏洞之疑慮，通常建議安裝採用。 

網路交換器網路交換器

Web應用程式伺服器
資料庫伺服器
(DB Server) 



DAM功能架構說明 (3/4) 

 (1) Single Server/Appliance
資料庫伺服器

DB Server Web AP Server 

稽核資訊收集器
(Appliance) & DAM伺
服器(Server) 

Switch Switch

HTTP SQL

資料庫端監視代理程式
DB Local Agent

SQL

網路交換器 網路交換器

Web應用程式伺服器



DAM功能架構說明 (4/4) 

HQ DAM Master Server 

DAM Server On E-Commerce Division 

DAM Server On Retail Operational 

DAM Server On Region 1 

	  (3)	  Hierarchical	  Architecture	  

 (2) Two-tier Architecture
資料庫伺服器
DB Server 

Web AP Server 

稽核資
訊伺服
器(DAM 
Server)

Switch

HTTP/
HTTP
S

SQL

資料庫端監視代理
程式(Database 
Local Agent)

Appliance

SQL

Web應用程式伺服器

網路交換器



資料庫稽核的追蹤重點 

 資料存取行為 
 稽核任何管道的資料存取行為 
 系統登入.登出資訊 
 高許可權用戶行為 
 敏感性資料的存取 
 與個資相關資訊,個資資料查詢相關筆數.內容…等 

 資料異動記錄 
 資料更新、刪除、修改的記錄 
 數據竄改前後的異同 

 使用者行為分析 
 使用者行為模式與異常分析 
 對於存取資料縱向與橫向分析 
 系統資安強化計畫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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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安全稽核解決方案 

資料庫行為
即時監控 

彈性化系統
建置 

完整稽核記
錄 

支援資訊安
全與稽核法
規 

管理保護敏
感資料 

確保稽核資
料的「不可
否認」 

操作介面簡
單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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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行為即時監控 

資料庫行為
即時監控 

彈性化系統
建置 

完整稽核記
錄 

支援資訊安
全與稽核法
規 

管理保護敏
感資料 

確保稽核資
料的「不可
否認」 

操作介面簡
單易懂 



即時監控警示事件綜覽資安弱點 

儀表板：圖表化警示事件統計，使用者得以綜覽警示事件，加速系統威脅分析 

不同警示等級區分 
事件重要性 

不同狀態提醒 
事件完成度 

不同類性提示 
資安威脅分布 



即時警示警戒時段的登入行為 

1.  設定規則 

2.  套用報表 

3.  設定動作 



即時通報相關人員 

事件發生時，即時通報
相關人員 

並留有稽核證據於相關報
表，以供查詢事件始末 



彈性化系統建置 

資料庫行為
即時監控 

彈性化系統
建置 

完整稽核記
錄 

支援資訊安
全與稽核法
規 

管理保護敏
感資料 

確保稽核資
料的「不可
否認」 

操作介面簡
單易懂 



DAM Center 
1.  收集應用系統與資料庫伺服器
間的傳送封包 

2.  提供稽核人員查詢稽核報表 
3.  告警違規事件 

Agent 
1.  監控資料庫端的使用者行為 
2.  強化資料庫安全防護功能 

彈性化系統建置 

毋須修改系統架構，不影響既有系統效能，維持系統通透性 



完整稽核記錄 

資料庫行為
即時監控 

彈性化系統
建置 

完整稽核記
錄 

支援資訊安
全與稽核法
規 

管理保護敏
感資料 

確保稽核資
料的「不可
否認」 

操作介面簡
單易懂 



人、事、時、地、物 
建構完整稽核證據 

存取在SecuCenter 
的稽核記錄 

依欄位記錄內容，將不同表格的欄位正規轉換成 
人、事、時、地、物(5W)，以串聯稽核邏輯:　 
誰在哪裡、何時，對什麼東西做了什麼動作? 



透過報表建置導引 
實現資料庫使用者行為監控 

再從人、事、時、地、物五個分類中 
挑選報表篩選條件 

從人、事、時、地、物五個分類中挑選: 
人: DB 使用者 
事: SQL 型別 
時: SQL 執行時間 
地: DB 伺服器IP、DB 伺服器連接埠 
物: SQL 述句 



彈性建構出完整稽核記錄 

建構出含有人、事、時、地、物的完整稽核記錄 
 實現以人追物、以物追人的稽核目標 



範例 
 符合人事時地物的稽核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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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資訊安全與稽核法規 

資料庫行為
即時監控 

彈性化系統
建置 

完整稽核記
錄 

支援資訊安
全與稽核法
規 

管理保護敏
感資料 

確保稽核資
料的「不可
否認」 

操作介面簡
單易懂 



支援各式法規 
減少資安稽核程序 



自上而下落實資安管理 
自下而上滿足法令需求 

稽核記錄5W正規化 
區分人、事、時、地、物 

串聯人、事、時、地、物 
建立稽核邏輯 

制定法令相符報表 

稽查規則 

法規遵循 

稽查群組 
(人、事、時、地、物) 



群組–規則–法規 
三階段建立法規相符規範 



建構法規相符報表 

  個資法 (第5,10,12條) 日誌收集 
 第五條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第十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依當事人之請求，就其蒐集之個人資料，答覆
查詢、提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 
 第十二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
他侵害者，應查明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  

  規則詳述:  
  蒐集所有個資登入及個人資料存取事件 

 所有個資系統登入 
 所有個人資料存取 

個資法 (第5,10,12條) 日誌收集 



審計策略制定嚮導 
層層定義法規規範 

群組 
人: 任何人 
事:查詢 
時:任何時間 
地:個資系統 
物:個人資料 

規則 
所有個人資料存取 

法規 
個資法 (第5,10,12條) 日誌收集 



管理保護敏感資料 

資料庫行為
即時監控 

彈性化系統
建置 

完整稽核記
錄 

支援資訊安
全與稽核法
規 

管理保護敏
感資料 

確保稽核資
料的「不可
否認」 

操作介面簡
單易懂 



設定敏感表格 

設定敏感表格 –  
 監控網路端、資料庫端的敏感資料存取行為 



監控敏感性表格存取動作 

透過報表查詢:篩選出存取 
敏感性表格的資料庫活動 

完整記錄對敏感性表格的 
任意存取動作 



確保稽核資料的「不可否認」 

資料庫行為
即時監控 

彈性化系統
建置 

完整稽核記
錄 

支援資訊安
全與稽核法
規 

管理保護敏
感資料 

確保稽核資
料的「不可
否認」 

操作介面簡
單易懂 



集中控管所有稽核記錄 
防止權責濫用 

除了保留所有稽核證據於DAM外，任何對DAM系統的 
行為也都留有紀錄。使用者無法否認任何一件稽核證據 



政府機關個資管理相關角色 
角色 職掌

個人資料管理主責人員	  
(Supervisor)

機關副首長或主任秘書或簡任級以上官員，
負責機關內資源之整合運用、統一決策及
推動機關內各單位之個人資料保護業務等

專責的個資聯繫窗口	  
(DAM	  admin)

負責部會管理與橫向業務聯絡、負責與民
眾聯絡之窗口

個人資料管理專責人員	  
(Auditor)

PDCA（Plan-‐Do-‐Check-‐Act）為方法，依
個資法相關規定及資安要求加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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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色- 不同權責 

依不同應用系統設定不同權限 
確定擁有存取權的使用者 
才能存取該系統的稽核資料 

分為使用者、 
系統管理者、 
安控管理員 
三種角色保證權責分離 



操作介面簡單易懂 

資料庫行為
即時監控 

彈性化系統
建置 

完整稽核記
錄 

支援資訊安
全與稽核法
規 

管理保護敏
感資料 

確保稽核資
料的「不可
否認」 

操作介面簡
單易懂 



友善的操作介面 

 網頁式介面，隨時隨
地可以透過瀏覽器監控
使用者行為 

 中文(繁中、簡中)、
英文快速切換，語言無
障礙 



更多資安功能 

 SQL 述句跟URI 關聯學習 

 資料庫系統強化 

 系統備份與還原 

可靠、友善 的資安稽核系統 



SQL 述句跟URI 關聯學習 

關聯SQL述句與URI 之間的連結，辨識網頁使用者的真實身分 

SQL	  語句 
SELECT ID, DESCRIPTION, 
IMAGE, PRODUCER, NAME, 

PRODID, CATEGORY, 
LIST_PRICE FROM PRODUCT

確認關聯 
網頁 

/soademo/faces/
retailclient/welcome.jsp

網頁使用者 
sking@soademo.org

辨識網頁 
使用者身分 



資料庫系統強化 

完整記錄資料庫物件(綱要、權限、設定)的任何異動 



系統備份與還原 

 透過FTP/SFTP 將資料以天或日期區間為單位
備份到其他儲存媒介 



使用資料庫稽核系統 
做到事前、事中、事後全方位防護 

資料庫與網路端
活動 

(事前) 
定義可疑活動、規則 

及應變動作 

(事後) 
透過完整審查證據 
追蹤事件全貌 

(事中) 
針對違反審查規則之 
事件發出警示 

規劃審查目標與政策 



資料庫稽核最佳方案 

 彈性化系統建置 
 不需更改企業應用系統與IT環境 
 不影響資料庫系統與應用系統效能 

 全面即時監控 
 自動化監控資料庫、網路活動 
 立即警示任何違規事件 

 呈現完整稽核證據 
 用人、事、時、地、物建構稽核報表 
 實現以人追物，以物追人的稽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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