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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2007       規劃開發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EduRP資訊系統 



聲明 
不是駭客 

我是挨踢(IT)人 

 
 

• 防範系統開發資安挨踢分享 



你現在將一個大學資訊化做好了，只是一個大學， 
你如果到大考中心來，影響的是台灣所有的大學 

 
- 前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主任 牟宗燦 

提升大考中心的資訊安全 

[ 4 ] 

內心OS： 
這是一個無法容忍絲毫錯誤的地獄場域 
更可怕的是，你不知道問題何時發生，令人逼逼( Bee & Bird) 
跟資安人一樣，不知道何時會發生問題，何時會挨踢 



  求助 HITCON 核心成員 



[ 6 ] 

防不勝防 



考務與資安的共同點 

• 都是利害關係人眾多，且程度落差很大的情境下 

• 要推動與執行一套作業程序 

• 近乎苛求地要求 

• 零缺失 

要達成零缺失的檢視架構 
監管 



由試務零缺失的壓力 

而發展出的檢視架構 

- 監管概念 

呼應國安會李德財諮委提倡的： 
IV&V,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第三方監管機制 

範例： 
規定：有三等親參加考試者，不得擔任閱卷委員 
監管實例：測透測試監管機制 PT-ABC 



What’s DevOps 
• DevOps（Development和Operations的組合詞）是一種重視「軟

體開發人員（Dev）」和「IT運維技術人員（Ops）」之間溝通合作
的文化、運動或慣例。透過自動化「軟體交付」和「架構變更」的流
程，來使得構建、測試、發布軟體能夠更加地快捷、頻繁和可靠。 

- 維基百科 



What’s DevOps 

- 維基百科 從組織管理角度來看：知易行難 



What’s DevOps 
Development 

開發 

QA/QC 
品質檢測與保證 

Operations 
維運/營運 

規劃開發團隊 
SA/SD 

維運/服務團隊/使用者 
MIS/OP/User 

Agile or Others  
敏捷或其他開發方法 

合作模式 

成員 

方法 

概念 CALMS 
Culture 文化 
Automation 自動化 
Lean 精實 
Measurement 量測 
Sharing 分享 

概念 
As a Whole QA/QC 

品質檢測與保障 

概念  
Available 可用 
Speed 速度 
Cooperation 合作 
  

Available  

Available  



Why DevOps 

萬用型招生試務系統 
經驗體悟 

數位轉型 



當DevOps遇到資安 

DevOps + Cyber Security 

DevOpsSec 

DevSecOps SecDevOps 



當DevOps遇到資安 

DevOps + Cyber Security 

C 
SecDevOps 

架構安全 
Security Design 

Framework 

編碼符合安全規範 
The code performs to security specification  

B 
DevSecOps 

編碼安全 
Code Security 

Verification 

 
QA 

系統安全 
System Security 

Validation 

A 
DevOpsSec 

QC 

系統安全性符合使用 
The system conforms for use security 

防呆 做好 不出錯 

IEEE-STD-610 IEEE-STD-610 



DevOps + Cyber Security 
作為實施面向 

• 法遵規定 
– ISO27001 

 

• 運作機制 
– 1. 管理作為 

 

• 積極監管 
– 2. 監管(品保) 

 
 



A. DevOpsSec 
系統安全運作機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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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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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符合安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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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SecOps 

編碼安全 
Code Security 

Verification 

 
QA 

系統安全 
System Security 

Validation 

A 
DevOpsSec 

QC 

系統安全性符合使用 
The system conforms for use security 

防呆 做好 不出錯 

IEEE-STD-610 IEEE-STD-610 



A. DevOpsSec 
系統安全運作機制 

• 管理運作機制 
– A1. 管理 (ISO 27001有良好規範) 

• 配置管理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s 

• 系統簽署 Code signing for an application  

• 版本管理 Version control 

• 職能區分 
– MIS-OP 

» 不碰資料 

» SD 依照需求開發OP操作資料所需之程式 

» SD 給OP的程式在獨立測試區測試通過 

» 系統上線有專職人員負責 

» OP 依照工單執行程式 

– 內部使用者 

» 工作區與上網區獨立分隔 

– 外部顧客 

» (範例 1) 網路安全使用設計 

• 事件管理 (範例 2) 

 
 

MIS-OP 

內部使用者 

外部顧客 



A. DevOpsSec 
系統安全監管機制 

• 管理運作機制 
– A1. 管理 

• 使用者測試 user test 

• 弱點掃描 vulnerability scanning 

• 應用配置管理 
– Puppet (範例3) 

– Chef (範例4) 

• (範例5)行動工作用APP安全管理 

• 監管機制 
– A2. 品保 QC 

• 第三方使用者測試 user test 

• 第三方弱點掃描 vulnerability scanning 

• 第三方滲透測試 penetration test -> PT-ABC 

 

 



A. DevOpsSec 系統安全 
運作機制-2 管理 

安全使用運作(範例1) 
 



A. DevOpsSec 系統安全 
運作機制-2 管理 

Incident management(範例2) 



A. DevOpsSec 系統安全 
運作機制-2 管理 

Incident management(範例2) 



A. DevOpsSec 系統安全 
運作機制-2 管理 

Incident management(範例2) 



A. DevOpsSec 系統安全 
監管機制-3 監管 

應用配置監管 Puppet (範例3) 

https://puppet.com/


A. DevOpsSec 系統安全 
監管機制-3 監管 

應用配置監管 Chef (範例4) 



A. DevOpsSec 系統安全 
運作機制-2 管理 

行動工作用APP安全管理(範例5) 

行動工作APP 限組織網段使用 

VPN 連線 APP 



C 
SecDev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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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Sec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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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evSecOps 
編碼安全 



B. DevSecOps 
編碼安全 

• 運作機制 
– B1. 管理作為 

• 連線開發環境 
– RD 專用AD Domain 

– 版本管理 GitHub 

– 開發機與上網機 

• 離線開發環境 
– RD 專用AD Domain 

– 版本管理 Git 

– 離線開發機與封閉網段/工作機連線網段 

• 單元測試 

• 整合測試 

• 上線管理 (範例 6) 

 



B. DevSecOps 
編碼安全 

• 運作機制 
– B2. 品保 QA 

• 整合環境外掛編碼審查 IDE-plugin code review 

• 靜態代碼審查 Static code review (範例) 
– 靜態應用編碼安全測試（SAST） 

– 動態應用編碼安全測試（DAST） 

– 交互式應用編碼安全測試（IAST） 

– 運行時應用編碼安全保護（RASP) 

• 目標編碼審核 Target code review  

 

資料來源：Hands-On Security in DevOps 



B. DevSecOps 
編碼安全 

• 品保機制 
– 靜態應用編碼安全測試（SAST） 

• 靜態代碼掃描。 開發人員可以將該工具用作IDE插件的一部分，或者與每日構建一起觸發
掃描。 為基本的代碼掃描工具。 

• FindSecbugs, Fortify, Coverity, klocwork. 

– 動態應用編碼安全測試（DAST） 
• DAST直接在運行時，由Web應用程序發送攻擊來識別安全問題 
• OWASP ZAP, Burp Suite 

– 交互式應用編碼安全測試（IAST） 
• IAST = RASP Agent + DAST 
• CheckMarks、Varacode 

– 運行時應用編碼安全保護（RASP) 
• 類似WAF的測試方式，RASP（Runtime Application self-protection）是一種在運行時檢測攻

擊並且進行自我保護的一種技術 
• OpenRASP 

– ? 編碼測試後，編碼就安全了嗎? 

資料來源：Hands-On Security in DevOps 



靜態應用程序安全測試 
SAST- FindSecbugs 

 

https://find-sec-bugs.github.io/


靜態應用程序安全測試 
SAST- Fortify 

 

https://software.microfocus.com/en-us/products/software-security-assurance-sdlc/overview


靜態應用程序安全測試 
SAST- Coverity 

 

https://scan.coverity.com/


靜態應用程序安全測試 
SAST- klocwork 

 

https://www.roguewave.com/products-services/klocwork


動態應用程序安全測試 
DAST-BurpSuite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OWASP_Zed_Attack_Proxy_Project


動態應用程序安全測試 
DAST- BurpSuite 

 

https://portswigger.net/burp


交互式應用程序安全測試 
IAST-CheckMarks 

 

https://www.checkmarx.com/


交互式應用程序安全測試 
IAST-Varacode 

 

https://www.veracode.com/


B. DevSecOps 
B1. 管理作為 

上線管理(範例6) 

光碟移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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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ecDevOps 
架構安全 



C. SecDevOps 
架構安全 

• 運作機制 
– C1. 管理  

• 開發軟體架構規劃(保守主義) 
– 建立並只使用安全驗證過之程式庫(Library) 

– 建立並只使用安全驗證過之樣式庫(Pattern) 

– 新的程式模組或樣式，需經雛形安全驗證，在納入程式庫或樣式庫 

– 撰寫監管系統，檢視查核(監管機制) 

• 使用者端硬體安全使用架構規劃 
– 內部使用者 

» 電腦( 範例7) 

» 網路( 範例8)  

– 外部使用者 

» 減少暴露(9) 

• 使用者端軟體安全架構規劃 
 

 

會讓 DevSecOps 只剩組合、規則邏輯 
與流程的資安問題 



C. SecDevOps 
架構安全 

• 監管機制 
– C2  

• 安全架構設計 Security Framework Design 
– 軟體安全檢視 Design Review 

» 撰寫監管系統，檢視查核 

» 主動偵防( 範例10) 

• 實施審查 Implementation review 
– Honey Pot ( 範例11) 

 



C. SecDevOps 
C1.管理作為 

內部使用者電腦管理(範例7) 

上網工作機 

封閉網段工作機 

USB停用封閉 
C 槽系統碟硬體還原卡 
    下班關機更新OS、佈署系統、更新防毒 

D槽資料碟加密(私鑰) 
D槽關機備份NAS  
(公鑰解密，組織私鑰加密) 

C 槽系統碟硬體還原卡 
    下班關機更新OS、佈署系統、更新防毒 

D槽資料碟加密(私鑰) 
D槽關機備份NAS (公鑰解密，組織私鑰加密) 

NAS 
交換區 

定時開放15分鐘進行交換 

NAS 
交換區 

資安設備 
監管 

資安設備 
監管 

ID 
Session 
Application 

ID 
Session 
Application 



C. SecDevOps 
C1.管理作為 

內部使用者上網網路管理(範例8) Honey Pot 
觸發警示 

切割Vlan，提供縱深防禦 
定義資料流向 

公共無線網路導流到外部 
強制連結MITM阻擋 

( 範例11) 



C. SecDevOps 
C1.管理作為 

內部使用者封閉網路管理(範例7) 

Honey Pot 
觸發警示 

( 範例11) 



資料庫主機 

Web主機 

產品清單 
動態網頁 

產品資料 
動態網頁 

購物車 
動態網頁 

訂單 
動態網頁 

動態網頁 
效能不佳 
且易被駭 

不易被複製 

C. SecDevOps 
C1.管理作為 

減少暴露(範例9-1) 



資料庫主機 

Web主機 

產品清單 
靜態網頁 

產品資料 
靜態網頁 

購物車 
網頁 

訂單 
網頁 

靜態網頁 
效能百倍 
指傳遞產品ID 
優惠ID 
顧客ID 
或建顧客資料檔 

搜索引擎 
主機 

夜間 
批次產生 
靜態網頁 

ID 連結 
資料集 
ID 連結 

對靜態網頁 
進行查詢 
索引建檔 

以產品ID 
數量 

與優惠ID 
進行內部資料 

計價 
回應訂單 

易被搜尋建檔 
網站仿製 

C. SecDevOps 
C1.管理作為 

減少暴露(範例9-2) 



工作 
成績資料庫 

監管 
成績資料庫 

成績 
批次一次性寫入 
(光碟櫃/限新增) 

唯讀 

提供異動註記功能 
半夜批次比對差異 

異動紀錄資料庫 
差異紀錄 

無異動註記警示 

成績 

C. SecDevOps 
C2.監管機制 

主動偵防(範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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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SecOps實作經驗 
DevSecOps experience 



• 教育訓練後，依據既有工作職掌與管理結構分五組，指定系統實作 

 

• 結果 
– 只有一組較為成功 

– 實作完成程度與年資成反比 

– 需要建立開發合作模式與正確心態(要考量組織的型態) 

– 需要文化的累積塑造 

– 成功的效益顯而易見 

DevSecOps實作經驗 
DevSecOps experience 



Development 
開發 

QA/QC 
品質檢測與保證 

Operations 
維運/營運 

規劃開發團隊 
SA/SD 

維運/服務團隊/使用者 
MIS/OP/User 

Agile or Others  
敏捷或其他開發方法 

合作模式 

成員 

方法 

概念 CALMS 
Culture 文化 
Automation 自動化 
Lean 精實 
Measurement 量測 
Sharing 分享 

概念 
As a Whole QA/QC 

品質檢測與保障 

概念  
Available 可用 
Speed 速度 
Cooperation 合作 
  

資安向左走結語 
DevOps + Cyber Security 

IV&V 
SecDevOps、DevSecOps與DevOpsSec 



• 要從現有習慣的 DevOpsSec 向左走 

 

•  SecDevOps、DevSecOps與DevOpsSec 呼應循環，做到資安防呆、 

      做好開發資安、讓保障使用資安 

 

• 建立DevSecOps與DevOpsSec 的標準作業程序並納入ISO稽核管理 
– Case Tip: 滲透測試後修改的版本，被舊版蓋過。還是出現同樣了漏洞。 

 

 
 

資安向左走 
結語 



• DevOps 是瓶頸，要建立團隊合作文化不容易 

      團隊主管本身就是障礙之一 
– 可採體制外改革模式 

 

• Cyber Security 知識不足 
– 開發人員都應該要參加 ITHome 資安周、HITCON 的活動 

 

• 知難行易 
– JUST DO IT 

資安向左走 
建議 

成功的效益顯而易見 
速度、安全與直接切入數位轉型 



當DevOps遇到資安實作參考建議 
DevOps + Cyber Security Refer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