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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零接觸、智取櫃、遠距協作/支援、
自動化人機協作、資料不落地行動應用管理、…

智慧物流/
倉儲管理

零接觸 智取櫃

遠距協作/
支援

自動化 +
人機協作

資料不
落地檢
疫隔離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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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產業近期影響方向
疫情加速遠端資安管理需求，美中衝突則提升產品安全開發重要性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Technological

üCOVID-19後經濟活動模
式改變-智慧製造、辦公
(WFH、遠距會議)、電商

üCOVID-19後無接觸/社
交距離需求

ü美中貿易戰
ü520六⼤產業-物聯網/AI、
資安、⽣技、航太與太空
產業、綠電、民⽣

üAI、無⼈化技術持續發展
ü5G逐步邁向商⽤階段
ü邊緣運算需求成⾧

1) 遠端⼈員協作盛⾏，須確保安全協作環境

ü 遠端連線者⾝分「持續」確認及存取控制需求⼤
增

ü 零信任原則從理論進⼊到實作階段

2) 組織外⼯作者之網路、裝置資安防護管理需求增加

ü 個⼈端點、家⽤路由器被視為企業安全架構的⼀
部分

ü ⾏動、居家辦公導致更加分散的企業網路

3) 軟體溯源追蹤與透明化需求增

ü 整合產業需要理解軟體安全⽔平並提供證明

ü User需要快速確定軟體/系統⾵險是否可接受

4) 產品重視智慧產權，需要全⽣命週期「保護」機制

ü 產業需要對晶⽚、主板設計、韌體等產品完整⽣
命週期保護機制

ü 確保產品完整性，避免仿冒、盜版、微⼩晶⽚⽊
⾺(竄改設計)、逆向⼯程等供應鏈攻擊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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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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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挑戰與技術轉機

管理範疇過大
網路環境混雜
…
管理失控

遠端 整合 勒索
遠端協作工具整合
雲端服務混用
…
管理失控

長期、潛伏性持續滲透攻擊(APT)
資料保護、企業營運韌性維持
…
防不勝防

SASE生態系崛起
混和雲、邊緣雲整合管理

資料不落地遠端作業
主動稽核行為管理

資安聯防互助通報
早期發現及時阻斷

安全可控 生態整合 聯防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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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超過一萬三千人，每人14天的居家隔離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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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檢疫隔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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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伯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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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隔離關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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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技術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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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做 APP

● 1.上架審查時間冗長

● 2.需要短期間內立即可用

● 3.時時刻刻面臨新的需求與修改

● 4.手機作業系統及品牌差異，增加測試驗證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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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phone/APP as a Service 

• One APP for All (Android) Apps：一次佈署未來所有可用的APP
• 一次入口APP上架審查：APP修改無需再審查，立即套用
• 支援Android、iOS用戶端入口APP
• 5G 串流APP服務平台

As-Is To-Be

Cloud APP Portal

…

APP 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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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APP實體隔離的資安保護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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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密頻道

2.單一串流服務入口

4.實體隔離內網環境

3.封閉式Android跳版執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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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不落地安全APP服務

企業機敏資料存耶
醫療資料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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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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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APP確認人員健康與位置，大幅減少人力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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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Care Quarantine System
• Data Center at Chief (NeiHu)

• Deploy 10 Dell Server
– 1 x VMI System
– 7 x VMI Android Farm
– 1 x HoMe Care Backend System
– 1 x GPU System

• Support concurrent 600 connection
– 1080P Video
– 60 FPS
– 100 ms latency

20



HoMe Care Positioning
• Outdoor positioning: GPS

• Indoor positioning: WiFi lookup table 
and base station lookup table

• Gyro and SSID to filter noise
GPS – Cellphone 

Built-in

Base Station – Phone built-in 
(Cell-ID + Signal strength vs. GPS DB)

WiFi AP coordinate – Phone built-in 
(MAC vs. GPS DB)

Step count – Phone built-in
(Gyroscope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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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Care Client APP

• Support iOS/Android
• Integrate with Base Station, GPS, WiFi, and IMU

– Detect GPS SNR over 10 be valid signal
– Detect Fake GPS signal
– Scan WiFi List

• Regular report
– GPS Source (LTE, WiFi, GPS)
– GPS location
– Step
– WiFi Signal (SSID)

• Automatic Wake Up mechanism
– Base Station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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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Trial
• Many employees from Hsinchu Science Park have went into home 

isolation or quarantine after their return from overseas business trips.

• The system is currently cooperating with the Hsinchu City and is expected 
to reduce labor costs and false alarms. (from May 2020)

• 680+ registered members
• 140+ active users (include all foreig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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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including icons by Flaticon, and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and illustrations by Stories.ares@itri.org.tw

問題與討論

• 2週開發時程即刻上線
• 規格需求⼀⽇三改
• ⼀次上架時時更新
• 安全隔離機敏資料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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