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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無論是待用中或傳輸中，應用程式相關資料都持
續面臨風險

IBM Security 是企業行動管理 (EMM) 的領先解決方案，
為您呈現企業應用程式化三部曲當中的第三冊，內容包括 IT
做為偉大促進者的角色。

企業應用程式特別容易發生敏感性資料洩漏的問題，因為它
們會直接接觸公司的資訊系統和檔案。在設計和開發階段，
應用程式中的資料 (無論是待用中或傳輸中) 都需要加以保
護。

在本冊內容中，學習企業中行動應用程式的關鍵安全性
危險，並瞭解如何在應用程式導向的業務中消弭這些危險。

如同在 《行動應用程式生命週期管理的最佳作法》2 白皮書
中討論的細節所述，IT 必須支援規劃和開發應用程式中的
每個步驟，以協助確保整個應用程式生命週期的安全性。
以下是「必備項目」的快速檢視：

瞭解技術上和實務上的考量，以便能夠
成功啟用功能並保護企業，同時還能打
造及實作一種以應用程式為基礎的營運
方式。

對於待用中資料：
• 驗證：除了行動裝置驗證以外，您也應該將驗證內嵌到應
用程式中，以便僅允許預定的使用者存取特定應用程式和相
關聯資料，這樣即使誤將應用程式分發給未經授權的使用者
也沒關係。

解決應用程式化的安全性危險
如同本系列第一冊和第二冊 (參考註腳 4 和 5) 中所討論，
行動應用程式基本上改變了我們營運業務的方法。為了確實
利用此應用程式化的優勢，IT 必須建立有效的策略，其中要
涉及探索，擴充性，永續性，當然還有安全性。

•

對於要提升生產力和吸引客戶而言，應用程式非常理想，
但若要安全啟用應用程式導向的業務，IT 還有很長的路
要走。IDC 預測在 2016 年，針對行動力進行最佳化的企業
應用程式數量將會成長四倍，其動力源自於競爭必要性和迅
速演化的技術，這些都支援更快速且更安全的企業「應用程
式化」。1 安全性並不是應用程式可供部署之後所要採取的一
個步驟，它是應用程式化的每一個階段都應該要考量和實作
的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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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登入：設計應用程式時，IT 可以讓使用者利用單一密
單
碼存取他所有獲得授權的企業應用程式 (這是大多數使用者
需要和期待的功能)。在使用開發平台建立行動應用程
式時，這項支援特性就會提供更加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處理
方式。
資料外洩防護 (DLP) 及雙重角色環境：開發人員及 MDM
管理員可使用受保護的容器，例如 IBM® MaaS360® Trusted
WorkPlace, 以防止資料洩漏，避免混用公司及個人資料，
以及解決員工隱私權問題。IBM MaaS360 Trusted WorkPlace
可停用複製和貼上容器以外的資訊 (以及警告 IT 是否有人嘗
試這麼做)。有了「開啟於」控制能力，使用者只能使用公
司保護的應用程式在容器中開啟文件和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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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傳輸中資料：

超越部署

保護傳輸中的資料可大幅降低在公司伺服器和行動裝置之間
傳輸資料時的中間人攻擊。如果您使用的是 IBM® MaaS360®
閘道套件，不需要任何 VPN 基礎結構就可以達到這個
目的。應用程式開發人員也可以設定原則，以防止使用者
在不符合自動安全性監控功能的裝置上開啟應用程式。

現在您的應用程式已經安全開發，隨時準備好 部署至使用者.
其中一個最簡單且最安全的散發和控制方法就是利用企業應
用程式商店 (Enterprise App Store)。IBM® MaaS360 目錄可
讓管理員管理公用應用程式和企業內部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安全性並不會止於部署。透過「被動」應用程式安
全性最佳作法，您可以透過下列方法管理和保護應用程式
(而且您那邊只需要持續進行少許努力)：

這些安全性措施聽起來很不錯，但它們是否會讓
開發程序趨於複雜？
在行動安全性社群中，有許多怎麼做會更好的討論內容：應用
程式封裝或容器化。每個方法都會產生不同的開發人員，管理
員及使用者經驗。應用程式封裝不需要變更程式碼，而以程式
碼為基礎的容器化則明顯需要執行此作業。但是，容器化能提
供比應用程式封裝更精細的控制能力。近期的 Forrester 調查3
發現應用程式封裝是小幅利潤的偏好選擇，但最佳技術確實取
決於每個企業的優先要務和資源。IBM® MaaS360® 生產力套
件可為開發人員及行動力管理員提供兩種選項：
•

•

•
•
•

•
•
•

 用程式白名單設計和黑名單設計
應
設定安全性及限制
自動對未合規裝置強制執行某些動作 (警示，封鎖裝置，
選擇性或完全抹除裝置)
自動監控遭到破解，刷機和不符合規定的裝置
可持續看見所有裝置的合規性狀態
報告安全性及合規性歷史記錄

將您的企業應用程式化

 用程式封裝：與行動應用程式管理平台整合，
應
IBM® MaaS360® 行動應用程式安全性提供單一視窗工作
流程，可讓您在上傳和部署應用程式時，藉由選按核取方
塊的方式來自動整合安全性控制項。
容器化：MaaS360 行動應用程式安全性軟體開發套件
(SDK) 可讓開發人員利用應用程式碼啟用企業級安全性，
以及快速地在私人及公用應用程式中新增容器化功能。

如同第一冊和第二冊 (參考註腳 4 和 5) 中所討論，企業就是
禁不起不安全的應用程式化的風險，而您就是領導這項工作
的人。企業希望您能規劃可推動員工生產力，客戶參與和收
益的應用程式策略和方案，同時還要讓企業免於惡意程式，
資料洩漏和其他嚴重威脅的攻擊。
但是，您不需要一個人承擔這一些。搭配 IBM MobileFirst
產品組合的其他解決方案，MaaS360 可以引領和支持您的應
用程式化之旅。 聯繫 IBM 今日會深入瞭解如何充分利用企
業的行動應用程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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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IBM MaaS360

是否準備好進行業務應用程式化？查看此系列的其他內容：
•

•

IBM MaaS360 是企業行動力管理平台，可針對人員工作的方
式啟用生產力及資料保護。數萬個組織都相信 MaaS360 能作
為其行動力先導計畫的基礎。MaaS360 提供全方位管理以及
跨使用者，裝置，應用程式及內容之間的堅實安全性控
制力，以支援任何行動部署。如需 IBM MaaS360 的詳細資
訊並開始使用免費 30 天試用版，請造訪
www.ibm.com/maas360

 一冊：業務應用程式化。4 探索企業的應用程式化，
第
以及在應用程式促進員工生產力及協同作業，企業成長
和客戶參與等方面，IT 做為偉大促進者的角色。
第二冊：穩健行動應用程式策略的四大要素5 與您的使用者
協同作業，以研發適用於您組織的應用程式策略。

相關資源
•
•

•

•
•
•

關於 IBM Security

 動化您的公司內容及應用程式6
行
好的應用程式，壞的應用程式：建立卓越行動時刻的投資回
報率7
惡意程式，假面攻擊和其他：在使用者的應用程式中加入保
護功能 (MaaS360)
網路研討會：設計，開發及部署行動應用程式 (MaaS360)
MaaS360 行動應用程式安全性
MaaS360 行動應用程式管理

IBM 的安全性平台提供安全性智慧，以協助組織全面保護其
人員，資料，應用程式及基礎架構。IBM 提供解決方案以用
於身分識別及存取管理，安全性資訊和事件管理，資料庫安
全性，應用程式開發，風險管理，端點管理，新一代入侵保
護及其他。IBM 營運全球最廣泛安全性研究及發展和交付組
織之一。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ibm.com/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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