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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化您的公司內容及應用程式
為企業啟用簡單和受保護的行動協同作業

行動化您的公司內容及應用程式

閱讀內容以深入瞭解您如何讓員工存取防火牆後方的資源，
同時還能利用授權、加密和容器化原則來保護資料。

新時代的行動策略
問：您是否有穩健強大的行動策略？

簡單且安全地存取

答：行動策略？您是指，我們的員工能不能在其行動裝置上
存取電子郵件？這樣的話，當然有了。

以下是一個簡單的挑戰：打造安全無虞的房屋，保護所有無
價珍寶。要如何達到這個目的？您可以打造沒有任何門窗的
房屋，完全沒有出入口。這可能安全無虞，但在實際生活方
面並不是非常實用。或者，您可以打造具有精密鎖和保全系
統之門窗的房屋來保護貴重物品，而且能有效地擁有相同等
級的安全性，但仍然可以進出、迎接訪客和享受新鮮空氣，
而不需要承擔損失貴重物品的風險。

如果這是您的答案，您並不是唯一一家這麼想的公司。許多公
司仍然仰賴電子郵件做為讓員工與辦公室外部人員聯絡的「精
選應用程式」。即使只是在幾年前，這也是一項巨大的勝利。
然而，事實上，檢查電子郵件和回覆辦公室外部人員並不只是
像移開障礙物、一路移動東西並保持外觀這樣的「工作」而
已。在今日世界中，行動協同作業有巨大潛能可激發真正的生
產力，並以幾乎即時的速度加速實際作業，但許多公司淺嚐即
止，而忽略了採納、規劃和部署穩健強大的行動策略，以善用
行動力的能力來簡單且受保護地存取商業資源。

您的行動策略可能就像是沒有門窗的房屋。或是，可能像是
有門窗卻沒有上鎖的房屋。您要負責保護公司內容，但您也
要提供這些內容給使用者，讓他們發揮生產力。從客戶聯絡
人名單到患者資料、財務資訊到人資檔案、從公司應用程式
到董事會記錄，全體員工需要存取的資訊每天日益增加，封
鎖存取權不再是可行的選項。您需要一些門窗及保全系統，
才能協助確保有權限的人才能進入。

在此文件中，我們會討論如何將持續監
控套用至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和其
他終端裝置。

如果使用者攜帶個人的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到工作場所，
並將業務聯絡人資料下載到裝置，該怎麼辦？如果他們將專
屬財務報表以電子郵件寄送到住家電子郵件地址，以便能在
子女入睡後處理公務，該怎麼辦？那廠商呢？您想要共用內
容和應用程式，如此就能更有效率地協同作業，但專案結束
之後該怎麼辦？

在此白皮書中，您會學習如何：
•

•

•

•
•

 過受保護的行動方式存取公司資料，而不需要裝置上的
透
VPN
賦予 SharePoint、Windows 檔案共用及所有內部網站行動
能力
利用穩健的安全性政策和 DLP 控制項來保護敏感性的企業
資料
提供行動存取權，而不需要變更網路或防火牆的安全性組態
可讓使用者透過個人裝置隨時隨地協同作業

這些情況每天都在發生。除非您能加速執行更安全、可靠且
簡單的方法，讓人們取得所需的內容，否則人們會想辦法取
得自己需要的資訊，而讓公司資訊陷於危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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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考量
企業內容會儲存在公司網路上的 Windows 檔案共
用、SharePoint、內部網站和 Web 應用程式等位置中。人們
需要用來與同事、合作夥伴和客戶協同合作以完成工作的資
訊是困在內部磁碟機和資料儲存區、知識庫、內部維基百
科、ERP、SCM、HRM、CRM 及其他管理系統或程序中。

任何聯邦網路安全性立法的其中一個最
重要目標是，必須要讓防護者能夠在攻
擊者有所動作時立即快速採取行動來保
護系統。

所以，問題變成是您如何將這當成基礎，為需要即時存取權
的現代行動員工提供資訊？而且很多時候都是透過不屬於公
司財產的裝置進行存取。

目前的技術
讓我們看看今日使用的技術，啟用安全性及生產力時會發生
某些固有問題。

當您保護自己的資料和內部網路、檔案共用以及裝載資料的
其他系統時，您可能需要考慮下列事項，將其列入您的行動
策略中。某些看似明顯，但值得留意。

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是進行協同作業的精選應用程式，但只是眾多工具
中的其中一個。

1. 內容必須可讓使用者依需要透過推播或提取的方式加以存取。
2. 根
 據路徑位置及識別， 每個使用者都必須只擁有所需內容
的存取權。
3. 經過一段時間後資料必須可以跨裝置進行更新和同步。
4. 對使用者而言，存取資料的程序必須不會很繁瑣。
5. 維持安全性不能所費不貲，雖然這是一項大投資。
6. 對 IT 而言，維持安全性不能是曠日費時的工作。
7. 傳輸中的資料必須加密和受到保護。
8. 未經授權，資料不得離開組織。
9. 在應用程式中建立和儲存的資料必須受到保護。
10. 因
 為個人裝置並非由組織所擁有，您可以控制的項目有所
限制

它的設計並非適用於協同作業。電子郵件支援一對一或一對多
通訊，而不是使用者真正發揮生產力所需的多對多互動。這樣
會造成在原本應該合作的群組之間發展出獨立的管理系統。
以電子郵件傳送的資訊很容易就會過時，人們收到了一個試
算表然後就持續使用這個試算表，而不知道其中的內容已經
被某些更新內容取代了。
最大的問題在於資料可能被剪下、貼上並轉寄到您不想要寄
送的地方。

VPN
使用 VPN 登入是在防火牆後方提供存取權的常見選擇。
可惜的是，強制使用者登入以存取內容會導致使用者體驗降
級。如果讓您選擇是要取得比較難存取的全新內容，或是要
易於取得的過時內容 (以電子郵件附件的老方法寄送)，人們
可能會選擇較簡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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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使用者體驗問題。使用者不喜歡只是為了存取所需內
容，而被強迫學習新軟體，另一個考量因素是訓練使用者使
用內容所花費的時間。

VPN 需要每個裝置一個授權，所以成本可能隨時間而倍增。
此外，證據顯示裝置 VPN 可能加速裝置電池的耗電量。
因為行動裝置會使用無線技術來進行連線，所以您需要加
密。但是，漫遊時，存取發生問題。在一般情況下，當使用
者在存取點之間漫遊時，仰賴較高等級加密的解決方案比較
有可能中斷。幸運的是，某些解決方案可以解決該問題。

協力廠商檔案共用也可能所費不貲：當您新增使用者時，您
就必須新增授權，而且您可能無法使用現有投資 (如應用程式
及內容儲存區)。

桌上型電腦虛擬化

協力廠商及自訂應用程式

某些應用程式可讓您在行動裝置上顯示桌上型電腦的桌面。
可從桌上型電腦存取的所有項目也都能從您的智慧型手機或
平板電腦取得。但是，這樣的費用通常所費不貲，而且使用
者體驗可能不是很好。使用這個方法，可用性及效能與網路
連線能力息息相關。此外，螢幕尺寸及解析度問題則帶來另
一項挑戰，特別是在具有小螢幕和工作區的智慧型手機上。
針對桌上型電腦環境最佳化的應用程式可透過桌面虛擬化而
在行動裝置上存取，但那不代表這些一定適合使用。

如果您請協力廠商開發人員為您開發應用程式，就只能仰賴
自己的廠商。防止資料外洩 (DLP) 可能未內建至應用程式。
您可以嘗試開發專屬的應用程式，但您需要員工支援開發，而
且可能必須因應新裝置類型、作業系統更新所需的任何變更。

許多安全性專家、頂尖聯邦政府網路安
全官員，以及國會領導人都要求加強持
續監控、自動化監控工具和迅速反應對
政府資訊技術系統的攻擊。

另一項 IT 需要考量的事項是，伺服器和網路資源必須要能夠
支援同時連線至其網路的許多裝置。

協力廠商檔案共用
協力廠商檔案共用可讓您將資料放在雲端中保持可用。其中
一個大問題是您沒有任何控制能力，內容可能會被傳送給任
何人、被任何人存取，而且您可能會有版本控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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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的重要性

您也可以限制剪下和貼上文件中的文字。

如果您想要讓使用者在個人裝置上存取公司資源，則需要建
立原則以規範資料存取和使用的方式。
您可以先要求使用者輸入密碼，然後才能存取重要資料。

圖 2：防止資料外洩的控制項，例如限制複製和貼上

IBM® MaaS360® 生產力套件
MaaS360 Productivity Suite 可協助您克服最新技術產生的挑
戰，並設計為可用多種方法來進行安全存取和保護待用資料：
1. IBM® MaaS360® Secure Mobile Mail
2. IBM® MaaS360® Mobile Application Security
3. IBM® MaaS360® Secure Mobile Browser

圖 1：驗證要求

5

行動化您的公司內容及應用程式

IBM® MaaS360® Content Suite

MaaS360 使用容器以進行雙重角色方式，也就是公司專屬的
資料、應用程式及內容會放在裝置上的受保護區域中。您可
以決定要在受保護區域中放置哪些控制項，讓郵件、聯絡
人、行事曆、應用程式 (及應用程式資料)、文件和網頁的存
取能夠受到保護。

MaaS360 Content Suite 提供加密的容器和生產力工具，以便
在行動裝置上散發、檢視、建立、編輯和共用文件，賦予組
織所需的控制能力以及員工需要的存取權：
1. IBM® MaaS360® Mobile Content Management
2. IBM® MaaS360® Mobile Document Editor
3. IBM® MaaS360® 行動文件同步
MaaS360 Mobile Content Management 針對內容協同作業提供
行動文件容器，其中具有一組穩健強大的生命週期管理功能，
以便散發、更新、管理和保護文件。IT 管理員可強制執行驗
證、複製/貼上和僅限檢視等限制。使用者可存取公司散發的
內容和檔案儲存庫 (例如，SharePoint、Box 及 Google Drive)。
MaaS360 Mobile Document Editor 的設計旨在防止公司資料
外洩，同時還能讓使用者建立、編輯和儲存文件。使用者可以
在外出時，在行動裝置上協同合作 Word、Excel、PowerPoint
及文字檔案。

圖 3：MaaS360 Productivity Suite 及 MaaS360 Content Suite

MaaS360 Productivity Suite 使用角色原則，以便在所有使用
者裝置上指定安全性。這些原則是在 MaaS360 入口網站中建
立並透過無線方式部署至已註冊裝置，如此 IT 就不需要實際
接觸裝置。

MaaS360 Mobile Document Sync 可讓使用者輕鬆地在受管理
行動裝置上同步處理內容，以便繼續建立或編輯其檔案，而
不會遭到中斷。IT 可以將原則 (例如，限制複製/貼上，以及
在未受管理應用程式中封鎖開啟或分享) 套用到內容。這些控
制項可以套用到所有文件、文件群組或個別文件，讓您有靈
活彈性來保護寶貴的公司資料。

如果裝置未遵循規定，或是專案已經結束且廠商離開，您只
需要遠端移除容器，資料和應用程式便會消失。

共用受保護內容的使用案例幾乎在所有組織中都是不勝枚
舉的，無論是在銷售、行銷、營運或財務部門都是這樣：

容器有內建的安全性，其中包含符合 FIPS 140-2 標準的
AES-256 加密。您可以要求使用者在存取時輸入密碼。如果
裝置遭到破解或刷機，或是如果裝置並未在指定的期間內簽
入，您也可以使用這些原則設定來完全移除容器。

•

•

您也可以防止檔案遭到移動、複製或是從容器列印，而且您
可以防止檔案被匯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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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後一刻變更
在登機之前，在試算表上合作最新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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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您可以設定原則選項來管理 MaaS360 Productivity Suite 與使用
者裝置互動的方式。例如，您可以指定公司維基百科的
URL、錯誤追蹤系統等，或是透過 MaaS360 Gateway 存取的
公司資料夾，而且它們會在 MaaS360 Secure Mobile Browser 中
顯示為書籤。您也可以指定是否需要授權才能存取這些位置。

在咖啡廳時腦力激盪行銷訊息並與同事分享內容
將季度財務文件提供給董事會並將文件到期時間設定為會
議之後
與銷售團隊分享近乎即時的產品資料，如此他們就不需要
手忙腳亂地尋找最新的資料表或競爭資訊
確定零售商店中的平板電腦具有最新的產品和庫存資訊

MaaS360 Gateway 會決定當使用者在裝置上存取資料容器時，
他們能看到哪些公司資源。

IBM MaaS360 Gateway Suite
®

®

MaaS360 Gateway Suite 是實現這所有一切的關鍵元件。它可
以提供完美順暢且受保護的存取權，讓使用者從行動裝置存
取您的公司內容和內部網路，以保護傳輸中的資料：
•

•

•
•

先試用再購買
試用 MaaS360 非常容易且快速，而且您花費在配置 MaaS360
的時間絕對是值得的。如果您認為 MaaS360 是適合組織的解
決方案，試用環境就會成為真實環境！

提供資料的簡易、受保護行動存取權，而不需要使用裝置
上 VPN；您不需要在每次需要資訊時登入 VPN
賦予 SharePoint、Windows 檔案共用、內部網站和 Web 應
用程式行動能力
利用穩健的安全性原則和 DLP 控制項保護資料
不需要變更您的網路或防火牆安全性設定

如需 MaaS360 的免費試用，請 按一下此處. 您可以立即開始
試用，沒有複雜的設定程序也不需變更基礎架構。立即試用
MaaS360！

圖 4：MaaS360 Gateway 的資料流程

圖 5：MaaS360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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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恕不另行通知。
良好安全性實務的聲明：IT 系統安全性涉及透過保護、偵測和回應企業內部
和外部的不當存取來保護系統及資訊。不當存取可能導致資訊遭到變更、銷
毀或挪用，或是造成毀損或濫用您的系統 (包含攻擊其他人)。不應該將任何
IT 系統或產品視為完全安全無虞，而且沒有任何單一產品或安全措施對於保
護不當存取完全有效。IBM 系統及產品設計旨在成為全面性安全性方法的一
部分，其中會一定涉及其他作業程序，而且可能會要求其他系統、產品或服
務要達到最有效的狀態。IBM 不保證系統及產品可免於任一方的惡意或非法
行動的攻擊。
請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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