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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消費者信用報告公司 Equifax爆發美國史上最大

個資外洩事件，造成 1.4億人的敏感資訊遭駭客竊取， 

此事件不僅使 Equifax面臨超過 300件消費者集體訴訟，

造成股價跌幅一度超過 40%，其 CEO及數位高階主管

因此辭職， 並且其資訊長也被調查出個資外洩消息公

布前出脫股票，而被控內線交易。現今網路安全之風險

管理已不再是資訊部門的責任，而必須提升至企業風險

管理之層級。

綜上各家研究機構以及 CES 和MWC的全球性科技發展

趨勢，網路是基本的的發展元素，網路的安全性問題在

這個趨勢下就變得更多面性，風險也因而產生。許多產

業界的領導人也逐漸在掌握科技發展的趨勢同時，將網

路風險納入企業風險管理的一環。

我們看到網絡攻擊的複雜性、規模和影響急劇上升。

隨著企業努力透過從無線通訊設備到汽車等各種終端

產品豐富客戶體驗，網路的攻擊面卻也大幅增加。Aon 

在年初時針對網路安全提出前瞻性的預測，也分享了

網路保險市場的變化，給予企業主及風險從業人員可

以提前計畫、減緩和管理逐漸擴大威脅的網路風險。

首先我們先回顧 2017年全球面臨了以下重大網路安

全問題 ：

1.罪犯利用物聯網設備作為殭屍網絡 (Botnets)攻擊基 

礎設施。

2. 國家網軍間諜活動和資訊戰爭影響全球政治和政策。

3. 魚叉式網絡釣魚和社交工程手段變得更有針對性也

更進步。

4. 全球主要金融重鎮之監理機關要求金融機構進行紅

隊演練 (red-team testing)的比例大幅升高 。

5. 全球的許多併購中，網路安全的實勘調查是併購前

首要也是重要的行動之一。

至於 2018年網路安全的預測，隸屬於 Aon 集團的網

路顧問公司 Stroz Friedberg以多年產業經驗預測出八

個趨勢。

1. 企業的董事會和資深執行管理層都意識到網絡安全

的責任，開始採用獨立投保網絡保險已成趨勢。

2. 網路世界活動已與實體營運密不可分，風控長對於

網路安全風險管理政策，已提高至企業風險管理之

高度。

3. 全球政府付諸高度關注於網路安全，歐洲政府要求

跨國企業遵守 GDPR，美國政府亦嚴格監控大數據

資料蒐集。

4. 網路犯罪者傾向攻擊以物聯網為主之企業，特別是

專門提供給全球大型公司相關服務之中小企業。

5. 由於密碼易遭竊取，且生物辨識技術亦非絕對安全，

多重要素驗證已逐漸受到重視。

6. 網路犯罪將鎖定使用點數變現之交易，而激勵企業

採用安全性漏洞懸賞計畫。

7. 勒贖軟體成為高度矚目犯罪手法；虛擬貨幣幫助勒

贖軟體蓬勃發展。

8. 由公司內部人所為之網路犯罪，因被低估其嚴重性

而造成公司巨大的損失，然而此類犯罪仍未被重視。

 網路風險管理刻不容緩
近年來亞洲地區國家已經成為全球創新和技術進步的中心，智慧城市的出現以及自動駕駛

汽車的飛躍，這些發展都將繼續改變著該地區人民的日常經驗和未來。然而，科技的躍進

卻也深切地改變了風險的樣貌。

網路風險管理

2   Aon Cyber Solutions



網路風險管理

企業董事及高階主管對於網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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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風險已經深切影響所有的企業，每家公司都應該

考慮網路風險對企業財務報表的影響。網路攻擊不僅

會暴露出被攻擊公司的 IT系統漏洞，最糟的情況是，

一次有效的網路攻擊會導致公司的運營中斷，資料被

盜竊並被賣到網路黑市上，造成公司及其客戶的財務

損失。所以每家公司和組織都應該考慮以下核心問題：

我們能夠確定和量化一次網路攻擊所造成

的損失嗎 ?

除了 IT解決方案，我們還應該怎樣管理網

路安全風險？

在與怡安的合作下，Ponemon針對亞太及日本企業研

究所發佈的一項網路安全風險報告顯示，隨著移動互

聯網技術、雲端計算、物聯網和巨量資料分析等新技

術的發展和普及，網路風險正成為全球企業面臨的增

長最快的風險之一。

約有 86%的受訪企業相信重大破壞性的安全性漏洞或

資料洩露事件是企業十大風險之一，然而對於網路風

險的保險卻相對是低保，即便有 62%的受訪者相信未

來 2年內其企業的網路曝險絕對會大幅增加，但只有

18%的企業購買網路安全保險，41%的企業表示，在

過去兩年已經經驗了至少一次的攻擊 (去年是 37%)，

平均經濟損失從去年的210萬美元提高到330萬美元。

儘管對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的最大損失估值方法相似，

但公司對不同資產卻有顯著地不同的投保情況（如圖）。

網路攻擊不僅會導致商業運營中斷，而且災難性的網

路損失會導致企業的董事和高管遭到訴訟。事實上，

根據研究結果，這些資訊資產的價值已經遠超過企業

硬體設備的價值 (下頁圖 )。

隨著近年許多重大網路安全事件被公開報導，網路安

全保險的投保保費預計將顯著增長。同時，保險公司

可能開始針對某些行業收取較高的保費，並且出於風

險控制的考量，會對其進行承保能力和承保條件的限

制，例如大型零售業、健康護理和金融機構。比起傳

統的有形資產及其風險，企業更需要考慮資訊資產對

財務報表的影響。

網路風險管理

怡安的風險解決方案
在 2017怡安全球風險調查中，網路風險為全球企業關注排名為第 5五大風險，更認為在

未來三年到 2020年止，可能都是名列在企業的前五大風險。而 Aon Taiwan也在 2017年

第三季舉辦了台灣首次的企業風險調查，這個調查也顯示網路風險與商業品牌風險同樣名

列第十大風險。

物業、廠房和設備（PP&E）及資訊資產被承保的比例

由保險覆蓋的物業，

廠房和設備（PP&E）
的潛在損失

由保險覆蓋的

資訊資產的潛

在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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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和資訊資產為保險承保的比例

資訊資產可能損失的自保比率

物業資產 (PP&E)可能損失的保險比率

物業資產 (PP&E)可能損失的自保比率

資訊資產可能損失的保險比率

網路風險管理

物業及資訊資產的最大可能損失比較               (單位 :百萬 )

資訊資產的最大可能損失

物業毀損的最大可能損失

出自於資深專家團隊的獨特解決
方案

怡安團隊將協助客戶識別、量化及減輕當今的網路安

全威脅。怡安的專家團隊被認為是網路安全風險管理

領域領先的團隊，目前擁有 50多名技術能力強大的專

家，覆蓋更加廣泛的專業領域，擁有深厚的人脈關係

及理賠處理能力。團隊成員在亞太、美洲、歐洲、中

東和非洲等地區協同合作，共用專業經驗及資源。

我們的工作方式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策略性的會議及討論 – 怡安與客戶採取協作的方式來

識別和分析風險。我們希望確保通過風險轉移或其他

替代式方案來解決客戶所面對不同程度及態樣之網路

風險。

保險詢價優化 – 怡安將協助客戶蒐集核保資訊，並

且為客戶與保險公司的核保會議的準備提供專業建

議，以確保所有必要且有利之核保資訊已呈現給保險

市場。

法律專家 – 我們的理賠管理團隊由具律師資格的專業

人士和經驗豐富的理賠人員組成，協助我們的客戶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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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風險管理

判保險條款和跟進索賠進程。我們瞭解買保單便要有

效地使用，因此我們在網路安全保險中的條款設計及

索賠方面的法律服務是我們的關鍵價值。

策略性談判及保險安排 – 怡安利用被客戶認可的富有

經驗的談判策略構建全完整的承保範圍及架構，同時

結合自身的技術專業性為客戶爭取到最優的保險價格

及承保條件。

網路風險保障方法

怡安的風險解決方案超越傳統的網路安全風險解決方

法，因為我們的服務不僅限於風險轉移。

我們還能協助客戶 :

• 提供風險管理方案與風險事件即時反應服務

• 識別並量化客戶所面臨的獨特風險

• 選擇和執行適當的風險轉移解決方案；及

• 通過索賠諮詢確保客戶運營的連續性

網路安全風險不是靜態的，我們的系統性服務將提供

整體的網路風險管理。

風險轉移

在產品及技術不斷發展及創新下，傳統保險承保範圍已無法滿足客戶的需求。Aon在風險不斷變化

的時代，可以協助您轉嫁網路、電腦責任以及資料隱私等相關風險。

主要承保特色

被保險人自身損失承保範圍

✔	 營業中斷

       因未能維護網路安全而導致營收減損

✔	 資料資產

 恢復或重建因未能維護網路安全所毀損之 

 資料

✔	 危機管理及身分盜用之相關費用

  依法進行之通知

  信貸控管

  通報熱線

  法律費用

  身分遭盜用之費用

  電腦相關之脅迫

✔	 電腦相關之勒索威脅

 贖金及相關調查費用

第三人責任承保範圍

■	未能維護電腦網路安全，包括病毒感染、惡意

程式及阻斷服務攻擊等

■	被保險人保管(例如儲存於硬碟、筆電或紙本檔

案)之客戶或員工的個人資料遭洩漏

■	侵犯隱私、誹謗、不實指控、誣告等

■	侵犯著作權、商標權

■	網站、行銷或廣告責任

■	主管機關針對違反電腦安全或隱私權之程序

面對現今日越趨複雜的經營環境，如何安排保險

方案以符合公司的風險管理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透過Aon從在地、區域性到全球化的資源網路，

我們是最具能力提供相關解決方案以面對各種

問題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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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安的網路安全復原架構

企業於遭遇網路攻擊時，若欲達成即時的復原能力，必須要持續的評估和改善程序。怡安和

Stroz Friedberg提供完整的風險管理服務，可以協助企業將網路安全成為平日企業風險管理的
一環。

分析
辨識重要的資產、弱

點和風險，以分析企

業的風險承擔能力

測試
揭露、測試和修復硬

體、網路和終端的弱點

改進
優化和加強安全管理

和事故偵測的程序

量化
量化財務受到網路風險的

影響以及風險轉移的策略

轉移
風險轉移的解決方案，

極小化財務報表的風險

反應
限制營運中斷、極

小化經濟損失和加

速理賠管理的程序

如果您需要完整的報告，敬請洽本公司 :

 
 
 
 
 

2017 Asia Pacific & Japan Cyber Risk 
Transfer Comparison Report 

Sponsored by Aon Risk Solutions 
Independently conducted by Ponemon Institute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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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安的網路安全解決方案優勢

• 經驗豐富的專業團隊和資源

• 創新的市場解決方案

• 產業和產品專家

• 充沛的數據資料和分析

• 策略併購全球著名的資安顧問公司 Stroz 

Friedberg

怡安網路安
全客戶

醫療健康

休閒娛樂業

重工業
生命科學

公務部門

60+
遍布全球的
專家

專業服務

航空 高等教育

自 2012年經手

超過500
理賠案 

2016年經手

超過4.5億
美元保費

零售 海運 科技通訊

交通運輸及
物流

能源與電力

建築及房地產食品、農業
及飲料

金融機構

網路風險管理

                                                         Aon Cyber Solutions   9



關於怡安

怡安公司（NYSE：AON）是全球風險管理、保險及再保險經紀的領導品牌，以及人力資源解決方案和外包服務的供

應商。怡安有50,000專業人才，透過創新和有效的風險和人才解決方案，以及領先業界的全球資源和技術專長，在

全球120多個國家為客戶提供更強實的業務表現。根據各產業的資料指出，怡安多次被評為世界上最佳的經紀人，

最佳的保險中介機構、再保險中介機構，專屬保險經理人和最佳員工福利諮詢公司。更多的怡安資訊您可以參閱

www.aon.com。

© Aon plc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文所提供的資訊及說明不針對任何個別人士或企業。我們盡力提供正確及即時的資訊，所使用的資料來源都是被

認為來自於有信譽的機構並具可靠性，但也不保證資訊在未來的即時和精確性。若有特殊事件發生，需要在專業人

士徹底檢查後提供專業的諮詢和協助，方可配合採取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