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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歷史分析 

 

本階段的研究，將透過歷史分析 (Pettigrew, 1990; Mason et al., 1997)，來探

討資訊安全軟體產業整體的發展沿革。主要研究目的，在於了解資訊安全軟體廠

商所處的環境面如何變遷，以及相關的「商業生態系統」及其變化，以作為第二

階段「探索性個案研究」的基礎。 

 

在這一章當中，本研究將介紹資訊安全軟體產業的整體發展沿革，以說明資

訊安全軟體廠商，隨著歷史的演進，參與了哪些商業生態系統，以及在這些商業

生態系統中角色。同時，也將分析和資訊安全軟體相關的數個商業生態系統之

間，有什麼樣的關係，以及對於廠商的影響。本章的資料來源主要有幾個管道，

包括 IDC、資策會MIC的研究報告，CNet、華爾街日報等媒體報導(主要由Proquest

資料庫取得)，以及業界人士所提供的產業資料。 

 

由於本章主要目的，在於詳細敘述與說明訊安全軟體產業整體的發產過程與

變遷，其中雖然也會提到個別廠商的參與與發展，但個別廠商的策略行動，並非

本節主要的重點。在下一章當中，本研究才將詳細探討五個成功的個案公司個別

的策略行動，並與五個失敗的個案公司比較。 

 

本章將說明資訊安全軟體產業發展的沿革。陳述的方式，以時間的先後順

序，分為三個階段來說明產業整體發展狀況。其中第一個階段為 1986 年到 1993

年，第二個階段為 1994 年到 2000 年，而第三個階段為 2001 年至今。在陳述第

二個階段的發展之後，本研究將先說明在前兩個階段(1986 年至 2000 年)中，資

訊安全軟體廠商所參與的三個主要商業生態系統之間的「演替」現象，之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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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第三階段(2001 年至今)的歷史分析。 

 

而在分析與說明資訊安全軟體的發展沿革之前，我們必須再次釐清，本研究

選擇的資訊安全軟體公司，主要涵蓋「安全內容管理」(secure content management, 

簡稱 SCM)，包括防毒軟體(antivirus software)、反間諜軟體(anti-spyware)、反垃

圾郵件軟體(anti-spam software)、郵件安全軟體(email security software)、網頁過

濾與安全軟體(web filtering and security software)等，以及「安全威脅管理」(threat 

management，簡稱 TM)，包括了防火牆軟體(firewall)與入侵偵測/防禦軟體

(intrusion detection/prevention software)等。這個範圍符合了產業分析公司 IDC 於

2007 年所提出的「安全內容與威脅管理」(secure content and threat management, 簡

稱 SCTM)分類領域。而其他的資訊安全領域，如實體安全(physical security)、屬

於密碼學(cryptography)領域的加密/解密軟體(encryption/decryption software)，以

及簡稱 3A (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administration)的認證/授權/管理軟體等，

由於業務性質相差較大，參與其中的軟體公司和防火牆、入侵偵測/防禦，以及

防毒/反間諜軟體這類公司的互動較少，關係較不密切，因此並不納入研究範圍。 

 

在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中，資訊安全軟體產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80 年代

中期，個人電腦上防毒軟體的誕生。1986 年時，第一個感染 IBM PC 的病毒問世

之後，開始有人撰寫掃毒程式(scanning programs/scanners)，提供個人電腦使用者

掃描自己的電腦，以確定是否有病毒存在電腦中。早期提供防毒軟體的廠商，包

括了 1988 年由張明正夫婦等創立的 Trend Micro Inc.(趨勢科技)，John McAfee 於

1989 年創立的 McAfee Associates、以及 Peter Norton 所創立的 Peter Norton 

Computing (1990 年被 Symantec 購倂)等。隨著個人電腦的蓬勃發展，各式各樣的

病毒不斷出現，不論在數量或是形態上，都突飛猛進。防毒軟體所使用的技術，

隨著病毒的增多以及形態的改變而不斷改良與進步，同時，提供防毒軟體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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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來愈多。而這三個最早開始提供防毒軟體的廠商，隨著區域網路以及 Internet

的興起，也陸續推出區域網路伺服器，以及 Internet 閘道等防毒產品。而這三個

公司，也在整個防毒軟體產業的成長過程中，大致上維持了領先的地位，一直到

今日仍是如此。而早期許多防毒軟體廠商，由於未能及時推出區域網路防毒產

品，或是 Internet 相關的防毒產品，逐漸失去優勢，甚至被逐出市場。 

 

到了 1994年左右，正當 Internet逐漸普及的時候，防火牆軟體(firewall software)

開始出現。防火牆軟體主要的功能，是將一個組織的內部網路與外部的 Internet

區隔開來。防火牆軟體公司陸續成立，開始銷售防火牆軟體給企業用戶。而在同

一個時期，入侵偵測軟體也問世了。入侵偵測軟體主要功能在於偵測由 Internet

而來的攻擊行為模式，並提出警告。入侵偵測軟體公司也陸續成立，開始發展及

銷售入侵偵測軟體產品給企業用戶。隨著 Internet 的普及，新的防火牆與入侵偵

測軟體公司紛紛成立。而某些既有的防毒軟體廠商，如 McAfee 與 Symantec，也

藉由購倂而跨足了防火牆與入侵偵測軟體業務，而某些既有的防毒軟體廠商，如

Trend Micro，則仍專注於防毒與安全內容相關領域。 

 

2001 年時，以攻擊軟體漏洞來散播的新形態惡性程式”CodeRed”爆發，使得

既有的防毒軟體、防火牆，以及入侵偵測軟體，都無法有效遏止其爆發與散播。

資訊安全軟體產業因此產生了劇烈的變化。新的資訊安全軟體廠商出現，既有的

廠商也跨出原來的業務領域。而 Cisco 以及 Microsoft 等大廠也於 2002 以及 2003

年開始跨足進入資訊安全軟體市場，使得整個資訊安全軟體的商業生態系統更形

複雜。發展至今，整個產業的樣貌，已經和過去完全不同了。 

 

綜觀整個資訊安全軟體產業的發展，我們大致上將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

階段由 1980 到 1993 年，主要參與者為防毒軟體廠商，而部份防毒軟體廠商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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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了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之後也參與了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使得資訊

安全軟體產業，同時橫跨了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以及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

統。第二個階段由 1994 年到 2000 年，防火牆軟體以及入侵偵測軟體開始出現。

防火牆軟體廠商，以及入侵偵測軟體廠商，均參與了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而

部分的防毒軟體廠商，也參與了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整個資訊安全軟體產業，

因此橫跨了個人電腦、區域網路，以及 Internet 三個商業生態系統。到了 2001

年之後，由於新形態多元整合性安全威脅、環境的變化，以及 Cisco, Microsoft

等「關鍵者」加入等種種因素的影響，使得產業整體產生了非常劇烈的變化。以

下進一步說明各個階段中產業發展的狀況。 

 

第一節 資訊安全軟體發展的第一階段：1986 年至 1993 年 

 

一、防毒軟體的出現與發展 
 

資訊安全產業中，除了不在本研究範圍內的加密/解密軟體之外，歷史最悠久

的，應屬防毒軟體(antivirus software)了。防毒軟體的主要功能，在於處理電腦病

毒的問題。事實上，在 1980 年代之前，惡性程式就已經出現了，但主要活動於

中大型電腦或網路中，且並不會藉由將自己複製到其他檔案來傳播擴散。到了

1986 年，第一個感染 IBM PC 的病毒”C-Brain”問世。電腦病毒簡單地說，是一

種具有感染能力的惡性程式碼(malicious program code)。而所謂感染能力，是指

這些程式會自我複製，寫入其他檔案，或散佈到其他電腦上。所謂惡性，就是會

導致災害，例如破壞資料，或是造成電腦使用者的不方便(CSI/FBI, 2006)。 

 

到了 1980 年代末期，由於病毒數量的增加，開始有防毒軟體的出現。最早

的防毒軟體，是簡單的掃描程式(scanning programs / scanners)，當使用者執行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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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程式時，程式會將電腦上的檔案，與病毒碼(virus pattern file 或 signature file)30

作比對，藉以判斷電腦上的檔案是否中毒。早期提供防毒軟體的廠商，包括了

1988 年由張明正夫婦等創立的趨勢科技(Trend Micro Inc.)、John McAfee 於 1989

年創立的 McAfee Associates，以及 1980 年代初期由 Peter Norton 所創立的 Peter 

Norton Computing (1990 年被 Symantec 購倂) (張明正、陳怡蓁，2003)。隨著個人

電腦的蓬勃發展，各式各樣的病毒不斷出現，不論在數量或是形態上，都突飛猛

進。防毒軟體所使用的技術，隨著病毒的增多以及形態的改變而不斷改良與進

步。另一方面，提供防毒軟體的廠商也愈來愈多，其中較知名的包括 Cheyenne 

Software (1996 年為 Computer Associates 購併)等，以及許多地域性的小廠商，例

如 ACSI (American Computer Security Industries)、ESaSS(提供 ThunderByte 

AntiVirus, 簡稱 TBAV)，以及 EliaShim 等。根據華爾街日報於 1989 年 10 月 13

日的報導，當時單單美國本土的防毒軟體公司，估計大約就有 50 家31。 

 

由於電腦病毒絕大多數僅感染 Microsoft 的 MS-DOS 以及 Windows 作業系

統，在其他作業系統如 Apple 的 Mac OS, IBM 的 OS/2, 或是 Unix 等，幾乎沒有

電腦病毒。在這些作業系統上，即使偶爾有零星的病毒出現，大多也僅出於實驗

性質，並未造成太大的安全威脅。而在這個時期，最為普遍流行的病毒，是感染

個人電腦開機區(boot sectors)的「開機型病毒」(boot viruses) 以及感染其他可執

行程式(executable programs)的「檔案型病毒」(file viruses)。因此，在這個時期，

廠商因應病毒的策略，主要是在於產品技術的創新。防毒軟體功能的區隔，主要

                                              
30 病毒碼簡單來說，是一種已知的惡意程式的「指紋資料庫」。防毒軟體公司蒐集各種

病毒，並取出每個病毒其中的一小段具有代表性的程式碼，作為病毒的「指紋」。而這

些「指紋」集合起來，就成為病毒碼檔案(virus pattern file 或 signature file)。 
31 資料來源：”Computer Vaccines or Snake Oil?” by Michael Selz.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3, 1989. p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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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眼於「偵測率」(detection rate)。當 A 品牌的防毒軟體產品，比 B 品牌的防毒

軟體產品，可以偵測到更多的病毒時，使用者就會認為，A 品牌的防毒軟體優於

B 品牌。此外，有無「即時掃描」的能力，以及掃描速度的快慢，也是比較的重

點。 

 

另一方面，由於這個時期的開機型以及檔案型病毒，主要藉由磁片來傳播。

隨著磁片的交換，中毒的檔案也會隨著散播到其他的程式或電腦上。因此，這個

時期主要的病毒問題，是感染個人電腦單機，使得單機電腦無法運作。這時候病

毒所造成的影響，是個人生產力的損失。個人電腦的使用者，由於資料的流失，

或者是電腦無法使用，而影響個人生產力。換言之，電腦病毒在這個時期，屬於

個人電腦上的問題。因此，防毒軟體廠商所參與最重要的商業生態系統，是由

Microsoft 所主導的「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在這個商業生態系統中，Microsoft

為「關鍵者」，而眾多在 MS-DOS 或是 Windows 上開發防毒軟體的的廠商為「利

基者」。防毒軟體的性質，和個人電腦的「工具軟體」(utility software//tools)接

近，屬於工具軟體的一種。圖 9 中顯示了這段期間防毒軟體廠商所參與的商業生

態系統，以及其中廠商的角色。 

 

 

 

 

 

 

圖 9：1990 年之前資訊安全軟體廠商所參與的商業生態系統 

 

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 

防毒軟體 

Microsoft 為「關鍵者」 
防毒軟體廠商為「利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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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網路於 1990 年代初期普及，部分防毒軟體廠商參與 
 

在這個時期後半段，亦即，1990 年代的前幾年，區域網路(LAN, Local Area 

Network)開始盛行，「主從架構」(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成為資訊科技業的主

流設計。各式各樣的電腦按照其角色，被分為「客戶」(client)與「伺服器」(server)，

伺服器負責提供資源與服務，而客戶端的電腦，則由伺服器取得資源與服務。企

業與各種機構紛紛開始採用區域網路，來連接辦公室中的電腦，並分享當時仍然

相當昂貴的資源，例如儲存空間、雷射印表機，以及大型主機上的資料等。在區

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中，使得許多電腦得以連接的「網路作業系統」(network 

operating systems)軟體，扮演了關鍵的角色。而 Novell 公司的產品”NetWare”，

則是當時網路作業系統中市場佔有率最高的產品(Nolan, 2000)。 

 

根據軟體專業雜誌 Software Magazine 的報導，1990 年代初期至中期，Novell 

NetWare 在區域網路作業系統市場的佔有率，大約都維持在 65%以上，遠遠超過

主要競爭對手如 Microsoft 的”LAN Manager”以及 Banyan 公司的”Vines”。事實

上，資策會 MIC 的研究顯示，1990 年代初期至中期，Microsoft LAN Manger 的

市場佔有率，從未超過 10%。一直到了Microsoft於 1996年推出了Windows NT 4.0

之後才改觀。因此，Novell 在區域網路的商業生態系統剛興起時，扮演了「關鍵

者」的角色，而在 1996 年之後，才逐漸為 Microsoft 所取代。 

 

在這個時期，雖然電腦病毒尚未由區域網路大量散播，但有些防毒軟體公司

如 Trend Micro，Symantec，以及 McAfee 等，在這個時期，已開始參與區域網路

商業生態系統，在區域網路伺服器上開發防毒軟體，並將原先個人電腦軟體「網

路化」，成為企業區域網路「主從架構」中的「用戶端」(client side)，並在「伺

服器端」(server-side)附加了管理功能，以提供企業網路管理人員更多更方便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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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毒工作的功能。然而，並非所有的防毒軟體廠商，都參與了「區域網路商業生

態系統」。許多防毒軟體廠商，未能及時參與「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使得

其後續發展受到限制，以致於後來為其他廠商所購併，而有些甚至無法持續經營

而退出市場。本研究將於後續個案研究的部份，更詳細地說明。 

 

而由於防毒軟體廠商開始參與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使得防毒軟體開始進

入了企業，成為一種企業用的軟體，而不再單單是一種個人使用的消費性軟體。

而防毒軟體廠商，也逐漸由個人電腦零售軟體市場，進入了企業軟體市場。但個

人電腦防毒軟體，仍繼續存在，並未因此消失。而防毒軟體廠商，也繼續參與個

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銷售個人使用的防毒軟體產品。因此，整體來說，在這個

時期接近尾聲時，防毒軟體大致上分成了「個人防毒」以及「區域網路防毒」兩

種。而成功的防毒軟體廠商，則同時參與了「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以及「區

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並在其中扮演「利基者」的角色。而這兩個商業生態系

統中的「關鍵者」，則分別為 Microsoft 以及 Novel。圖 10 說明了此時資訊安全

軟體廠商所參與的商業生態系統。 

 

 

 

 

 

 

 

 

 

圖 10：1993 年時資訊安全軟體廠商所參與的商業生態系統與廠商的角色 

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 

 

Microsoft 為「關鍵者」 
防毒軟體廠商為「利基者」 

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 

Novell 為「關鍵者」 
防毒軟體廠商為「利基者」

區域網路防毒 個人電腦防毒 

防毒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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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訊安全軟體發展的第二階段：1994 年至 2000 年 

 

一、Internet 開始普及，防火牆軟體問世 
 

到了 1994 年，由於 Internet 開始普及，而企業開始使用 Internet 來交換資訊，

並進行各種商業活動。但在將既有的內部網路與外部的 Internet 連接時，企業必

須防止外界未經授權的人以及網路傳輸，進入其內部網路，防火牆(firewall)因此

開始出現。防火牆主要的功能，是將一個組織的內部網路與外部公眾網路如

Internet 區隔開來，一般安裝在公司內部網路與 Internet 接軌的大門口上，由網路

管理人員設定安全政策，來禁止(或允許)某些通往 Internet 的通信傳輸(CSI/FBI , 

2006)。事實上，在 1980 年代末期，電腦系統大廠如 DEC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和 AT&T 的 Bell Labs 等，已經開始發展第一代以「封包過濾」(packet 

filtering)技術為主的防火牆軟體，但並未商業化或單獨販售，而是包含在其硬體

設備中，當作硬體設備中的一項功能。 

 

在 1993 年時，前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的幾位員工於美

國馬里蘭州創立了 Trusted Information Systems(TIS)，開始研發作業系統以及工具

軟體，其中包括了其防火牆軟體” Gauntlet Firewall”。 在同一年，另一個防火牆

軟體大廠 Check Point Software Technologies 的前身 NSK Software Technologies 於

以色列的台拉維夫正式成立，次年更名為 Check Point Software Technologies，開

始銷售其 Firewall-1 防火牆軟體。Firewall-1 的銷售極為成功，根據市調公司 IDC

的研究，在 1997 年時，Firewall-1 就已經成為了防火牆軟體的市場領導者。在 2000

年時，Firewall-1 在防火牆軟體的市場佔有率達到 41%。其他主要的防火牆軟體

廠商，還包括了 Raptor Systems (1994 年成立，1997 年 12 月為 Axent 所購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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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nt 又於 2000 年時被 Symantec 購併)，以及 Microsoft32。而隨著時間的發展，

大部分的防火牆也都兼備了「虛擬私有網路」(Virtual Private Network, 之後簡稱

VPN)的功能。VPN 主要的目的，是在較不安全的公眾網路(如 Internet)上來傳遞

可靠、安全的私有資訊。由於在公眾網路如 Internet 上傳遞訊息並沒有加密，容

易被第三方竊取資訊。VPN 在技術上利用加密的通道協議(Tunneling Protocol)，

來達到保密、傳送端認證、訊息準確性等私人訊息的安全效果。許多企業在各地

都有分公司，總部和分公司，或是分公司和分公司之間若要透過 Internet 傳遞資

訊，通常會使用 VPN 來保護所傳遞的資訊。 

 

另一方面，除了企業用的防火牆之外，由於家用個人電腦連上 Internet 在這

個時期也逐漸普遍，在一般大眾使用的個人電腦上，也開始出現了「個人防火牆」

(personal firewall)，來保護單機的個人電腦。而個人防火牆的目標客戶是一般消

費大眾，和企業用的防火牆大不相同，屬性上反而較接近個人使用的防毒軟體，

屬於「個人資訊安全」的範圍。因此，有另一群不同的參與廠商，例如@Guard (後

來被Symantec購併), Network Ice(後來被 ISS購併), Signal 9(後來被McAfee購併), 

以及 Zone Alarm(後來被 Check Point 購併)。由於個人防火牆市場規模相對地極小

33，這些廠商後來逐漸被其他的資訊安全軟體大廠所購併，加上 Microsoft 於 2004

年 8 月推出的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SP2)中，內建了個人防火牆的功能，

使得個人防火牆變成作業軟體的一部分，個人防火牆的市場就此消失了。以生態

                                              
32 Microsoft 的產品”Proxy Server”功能和防火牆類似，但技術上和使用的目的不盡相

同。由於其安裝的位置和防火牆類似，都在企業內部網路與外部網路交界的閘道上，因

此，許多產業分析公司如 IDC 等，亦將 Microsoft 列入防火牆軟體廠商。本研究遵循 IDC
的分類。而 Microsoft 日後將”Proxy Server”擴充為”Internet Security and Accelaration 
Server”(簡稱 ISA Server)後，功能和防火牆較為接近。但 ISA Server 在防火牆市場上的

佔有率，一直不高。 
33 IDC 於 1999 年時估計企業用防火牆的市場規模約為 US$537M，而個人防火牆市場規

模僅約 US$4M，二者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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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來看，這個物種的族群僅在歷史上偶然出現，逐漸被其他的物種族群所吸納

之後，整個族群規模迅速縮減，幾乎快消失了。而為了避免混淆，本研究於此特

別澄清，文章後續提到的防火牆，除非特別說明，均指企業用的防火牆。 

 

1994 年時，另一個軟體公司 Network Translation, Inc.也開始研發防火牆軟

體，而這個公司於 1995 年為網路設備大廠 Cisco 購倂，成為 Cisco 的 PIX Firewall

部門。而 Cisco 對於 PIX 的處理方式，是將其與路由器(router)硬體產品整合，成

為路由器硬體的一項附加功能。除了 Cisco 之外，後來許多製造路由器等網路設

備的硬體廠商，或是伺服器硬體廠商，也研發自己的防火牆，將其當作網路硬體

設備的功能之一。此外，也有一些硬體廠商，發展純粹作為防火牆使用的「硬體

式防火牆」，或稱「防火牆硬體裝置」(firewall appliance)。Cisco 的 PIX 由於起

步早，功能齊全，在日後防火牆硬體市場中，佔有了領先地位。同時，由於功能

類似，Cisco 也成為軟體防火牆廠商如 Check Point 等的主要競爭對手。 

 

如前所述，由於早期發展的分歧，防火牆後來演變為「防火牆硬體」與「防

火牆軟體」兩大類。一種是整合於硬體中，以硬體的方式銷售的「防火牆硬體」。

這類的硬體基本上也是一種電腦，但一般來說，僅用來作為防火牆以及資訊安全

的使用，而不兼作他用，與一般具有多種功能(例如兼作資料庫、網頁伺服器、

郵件伺服器等)的電腦不同。因此，也有人將此種硬體稱為「資訊裝置」

(appliance)。Cisco 為此類防火牆硬體中的領導廠商之一，而其他大廠包括 Nokia 

(和Check Point合作, 將Check Point的防火牆軟體內建於Nokia製造的硬體出售), 

SonicWall, NetScreen(2004 年為 Cisco 最大競爭者 Juniper 購併), Watch Guard, 

Lucent 等。這類硬體於 2001 年之後逐漸演變為綜合性的網路安全硬體，將防火

牆、入侵偵測、防毒、內容過濾等整合於一個硬體中。詳細的演變將於之後另行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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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類防火牆，則是如本研究個案公司 Check Point 以及 TIS 的「防火牆

軟體」，其銷售方式和一般軟體類似，而使用者必須自備硬體，並將防火牆軟體

安裝於電腦硬體中才能使用。因此，防火牆軟體廠商和電腦廠商，以及作業系統

廠商關係密切。此外，根據 IDC 的研究，在 2000 年時，「防火牆硬體」與「防

火牆軟體」的市場規模大約分別為 US$942.8M 以及 US$735.8M，表面上看起來

防火牆硬體市場的規模較大，但由於防火牆硬體的價格包括了硬體以及其中的軟

體，很難估計客戶購買一個防火牆硬體所付出的價格，有多少比例是花在硬體，

多少比例花在軟體上。若去除了其中硬體的部份，防火牆硬體市場中軟體的產

值，實際上也許並沒有純防火牆軟體來得高。但不論如何，這兩種防火牆功能相

同，因此在企業採購防火牆解決方案時，是互相競爭的。 

 

而防火牆軟體的另一項特殊之處，是它在網路上的位置。由於防火牆所處的

位置介於企業內部網路和外部公眾網路交界的閘道(gateway)上。以商業生態系統

的角度來看，防火牆軟體廠商，在創立時就參與了「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

並和其中的「關鍵者」，包括網路設備廠商(如 Cisco, Lucent, Nortel 等)、提供

Internet 線路的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或電信業者(telcos/carriers)，以及提

供 Internet 相關應用的電腦硬體伺服器廠商如 SUN Microsystems、HP 等，關係

密切。尤其是在早期，防火牆軟體廠商規模還很小的時候，大多仰賴這些關鍵者

而成長。而防火牆軟體和其他資訊安全軟體，例如防毒體、入侵偵測、頻寬管理、

網頁過濾、郵件過濾等軟體，在功能上各司其職，在 1994 至 2000 年之間的這段

時期，大致上形成互補的關係。因此，防火牆軟體廠商和這些資訊安全軟體廠商

的關係也非常密切。 

 

另一方面，也由於防火牆在網路上獨特的核心與橋接地位，使其具備了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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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生態次系統中「關鍵者」(或是「支配者」及「坐收漁利者」)的條件，得以

組成並主導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商業生態系統。例如當時防火牆軟體大廠 Check 

Point 於 1996 年底開始組織的 OPSEC(Open Platform for Secure Enterprise 

Connectivity，之後更名 Open Platform for Security)聯盟，就是一個相當成功的例

子。OPSEC 聯盟吸引了許多網路設備硬體廠商、伺服器硬體廠商，以及各種資

訊安全軟體廠商的加入，形成了一個「邊界安全」(perimeter security)34商業生態

次系統，共同提供企業內部網路通網外部 Internet 的邊界上所需所有的資訊安全

軟硬體產品，為企業的「邊界安全」把關。在後續的個案描述中，本研究將進一

步詳細說明幾個個案公司選擇不同的作法，以及其後續發展的不同。 

 

二、入侵偵測軟體問世 
 

而在 1994 年，入侵偵測軟體也問世了。在這一年，入侵偵測軟體廠商 Internet 

Security Systems(簡稱 ISS)也於美國 Georgia 州的 Atlanta 成立，開始發展及銷售

入侵偵測軟體產品”Internet Security Scanner”。該年年底另一家入侵偵測軟體廠商

Axent 也正式成立了。入侵偵測軟體主要針對由 Internet 來的網路傳輸進行監控，

並比對各式各樣已知的駭客攻擊模式，透過這種模式的辨認，在發現疑似駭客攻

擊的網路傳輸時，發出警報，並將攻擊相關的資料詳實記錄下來，以作為日後分

析之用。技術上而言，入侵偵測軟體大約可分為保護特定電腦的單機式(host-based)

和保護網路整體的網路式(network-based)兩種類型。不同的廠商各有不同的取

向。例如，前述 IIS 在網路式入侵偵測為市場領導者，而 Axent 則較在單機式入

侵偵測居於領先地位。 

                                              
34 「邊界安全」(perimeter security)這個名詞在當時尚未出現，而是約在 2003 年之後才

在資訊業界逐漸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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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來說，入侵偵測軟體通常也具備了弱點評估(vulnerability assessment)的

功能，來掃描電腦系統中或網路上的弱點。隨著技術的進展，早期較為被動的入

侵偵測技術，逐漸演進為較為主動的「入侵防禦」(Intrusion-prevention)。入侵防

禦軟體和早期入侵偵測軟體最主要的差別，在於能夠監控網路或電腦主機的網路

傳輸，在攻擊行為發生時，就可以即時提供保護網路與阻絕攻擊行為的措施，例

如中斷、調整或隔離一些不正常或是具有傷害性的網路傳輸等。早期入侵偵測軟

體，也隨著技術的演進，紛紛提供了入侵防禦的能力。而這類軟體，也以「入侵

偵測及防禦」(intrusion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簡稱 ID&P)來通稱了35。然而，

縱使技術進步了，但在整體資訊安全的功能上來說，入侵偵測及防禦軟體主要是

用來彌補防火牆軟體以及防毒軟體的不足，因此，其市場規模一直遠較防火牆軟

體以及防毒軟體小得多。 

 

入侵偵測及防禦軟體有著和防火牆軟體類似之處。網路式入侵偵測軟體對於

Internet 進到公司內部網路的網路傳輸，會進行監控與分析，在某種程度上和防

火牆軟體類似，都是在公司大門口把關的軟體。因此，入侵偵測及防禦軟體廠商

也和防火牆軟體廠商類似，和提供 Internet 線路的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或是電信業者(carriers)關係密切。另一方面，入侵偵測及防禦軟體和防毒軟體也

有類似的地方。例如，單機式的入侵偵測軟體，由於安裝在電腦單機上，來保護

個別的電腦，因此，入侵偵測及防禦軟體廠商和防毒軟體廠商類似，和電腦系統

(硬體)廠商以及作業系統軟體廠商關係密切。 

 

                                              
35 雖然入侵偵測以及入侵防禦技術上並不同，但本研究並非技術導向，因此並不區分

兩者。在本研究中，以「入侵偵測軟體」、「入侵偵測防禦軟體」，或「入侵偵測及防

禦軟體」來通稱這類的軟體。三者代表相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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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入侵偵測及防禦軟體常為人詬病的一個問題，在於其判斷攻擊行為時，判

斷準則取捨的困難。對於攻擊行為的判斷，若是太保守，則無法在攻擊事件發生

時作出判斷與回應；但若是太敏感，則常會有誤判的狀況發生。因此，一般來說，

入侵偵測及防禦軟體廠商，需要提供更多額外的服務，來幫助客戶正確判斷以及

處理惡意攻擊的事件。也因為如此，有些入侵偵測及防禦軟體廠商，由單純的軟

體產品廠商，逐漸轉型為資訊安全管理服務提供者。 

 

而在這個時期，入侵偵測及防禦軟體和防火牆以及防毒軟體的功能，大致上

是互補的。因此，入侵偵測及防禦軟體廠商和防火牆軟體廠商以及防毒軟體廠商

之間，經常合作。 

 

三、病毒透過網路迅速散播，造成病毒大量爆發 
 

而在電腦病毒以及防毒軟體方面，在這段時期中，也有相當大的變化。1995

年時，第一個感染資料檔案的 Word.Concept 病毒問世。在 Concept 出現之前，一

般對於電腦病毒的觀念，是病毒只會感染可執行檔(executable files)，也就是所謂

的程式檔。Concept 出現之後，人們才意識到，病毒也可以感染資料檔案。Concept

病毒利用 Microsoft Word 的巨集指令，來感染 Microsoft Word 檔案，並藉以傳播。

當使用者打開一個中毒的 Word 檔案之後，自己之以 Word 編製的文件，也會跟

著中毒。 

 

而 1990 年代中期之後，區域網路(Local Area Network, LAN)蓬勃發展，加上

感染資料檔案的病毒的出現，使得區域網路成為當時病毒傳播最主要的途徑。人

們藉由區域網路來交換檔案，如果有人將中毒的檔案存在區域網路伺服器(LAN 

servers)上，病毒就會隨著區域網路而散播出去。而像 Word 這樣的資料檔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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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是人們每天交換的檔案最主要的類型。電腦病毒也因此藉由區域網路而迅速散

播，不但擴散的速度比從前更快，而且影響的層面也更為廣泛。 

 

到了 1990 年代的末期，Internet 的使用變得普及，尤其是 email，更成為人們

溝通以及交換檔案的重要途徑。同時，各種各樣新型態的電腦病毒，也再度出現。

在 1999 年，Melissa 病毒出現，不但感染 Microsoft 的 Word，更會將中毒的 Word

檔案，自動傳送給受害者 email 中的許多聯絡人，藉由 e-mail 來大量散佈，造成

病毒的大量爆發(outbreaks)。由於 Melissa 新的感染及傳播機制，加上人們愈來愈

依賴 email 來交換檔案以及分享資訊，使得想撰寫病毒藉以出名的人，又寫出更

多藉由 email 來傳播的病毒。病毒因此變得更多樣而複雜。除了傳統的磁片以及

區域網路之外，資料檔案，例如 Microsoft 的 Word，以及 e-mail 的使用，也成為

病毒傳播主要的途徑，尤其在 Melissa 病毒出現之後。在 2000 年時，”love letter”

病毒(又稱為”I love you”病毒)爆發，成為有史以來最大規模的病毒爆發事件。雖

然 love letter 並不會感染 Microsoft Word 檔案，而是使用一種名為”Visual Basic 

Script”的程式語言來感染，但 Love letter 病毒和 Melissa 病毒一樣，都會大量傳

送 email 來散播，使得 email 成為病毒傳播最主要的管道。 

 

由於病毒型態的轉變，使得病毒所產生的最大問題是「大量爆發」

(outbreaks)。病毒大量爆發的最大影響，就是讓網路無法使用，或者造成大量電

腦的停機。而由於在這個時期，許多企業每天的商業營運，已經大幅仰賴電腦以

及網路，因此，網路無法使用，或是大量電腦的停機，對於企業來說，幾乎等同

日常工作的停頓。在生產力上的損失，非常巨大。而商機也隨著網路及電腦無法

使用，同時流失了。在這個時期，人們才慢慢了解到，病毒並不只是單機電腦的

問題，而成為一個網路管理的問題。如何控制病毒的大量爆發，是網路管理中重

要的一環。而在這個時期，大部分資訊安全軟體廠商的因應策略，主要也是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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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創新。這個時期的產品創新，和前一個時期不同之處，主要是這個時期的

創新，著重於產品設計以及觀念上的創新，有別於上個時期功能以及效能上的創

新。防毒軟體以及各種各樣的資訊安全軟體，開始著眼於網路層次的防護，以及

網路的管理。 

 

四、防毒軟體的改變 
 

1980 年代的防毒軟體，雖然在功能及效能上有大幅的改進，但基本上仍是「單

機版」，亦即，安裝在個人電腦上的軟體。先前提到，1990 年代中期，才開始

出現區域網路的防毒軟體，安裝在區域網路伺服器上，同時也提供主從架構的管

理機制。如前述，有些防毒軟體廠商在 1990 年代初期就開始參與區域網路商業

生態系統。但當時的病毒形態，主要仍感染單機的個人電腦。而在 1995 年第一

個感染資料檔案的Word.Concept巨集病毒(一種感染Microsoft Word文件的病毒)

問世之後，由於人們普遍運用區域網路來分享資料，加上 Word 文件是一種經常

被分享的資料檔案形式，因此，病毒隨著區域網路而大量流竄。區域網路上的防

毒軟體，也開始受到企業的大量採用。而另一方面，先前也提到，在「區域網路

商業生態系統」中，「關鍵者」也開始轉變，Microsoft 逐漸取代了 Novell，成為

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中的「關鍵者」。 

 

到了 1990 年代後期，防毒軟體也開始出現在郵件伺服器(email servers)上，

以及 Internet 閘道(gateway)36的位置上。郵件伺服器在 email 的世界裡，就如同在

                                              

36 Internet 閘道(gateway)的觀念，是指組織內部網路和 Internet 的交界處，將內部網路與

外部 Interenet 區隔開的位置。一般來說，和路由器(rounter)、代理伺服器(proxy servers)，
或是防火牆(firewall)的位置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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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世界裡的郵局一般。防毒軟體廠商將防毒的機制放在郵件伺服器上，就如同

在現實世界中，把防範炭疽熱或郵件炸彈等攻擊的機制，放在郵局這端類似。或

者在感冒以及 SARS 防疫觀念上，戴口罩的人，由健康的人，轉為生病的人，以

防止病毒由生病的人口中擴散，是相當類似的37。這樣的觀念轉變，使得 1990

年代的末期，防毒軟體的安裝，以及防毒的工作，漸漸地由單機、區域網路，而

轉移到了郵件伺服器以及 Internet 閘道上。而正因為如此，部分防毒軟體廠商，

在這個時期，除了原先參與的「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以及「區域網路商業生

態系統」之外，也開始參與了「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而許多防毒軟體廠商，

未能及時參與「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使得其後續發展受到限制，以致於後

來有些廠商為其他廠商所購併，而有些甚至無法持續經營，退出市場。這種狀況，

和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興起之後極為類似。 

 

另一方面，郵件伺服器上的防毒軟體，和郵件伺服器軟體本身，成為互補的

產品，防毒軟體廠商也因此開啟了和郵件伺服器軟體廠商的合作關係。在郵件伺

服器的市場中，1990 年代前半期，主要以區域網路的郵件伺服器/郵件系統軟體

較為盛行，市場佔有率最高的產品包括了 Lotus 的 cc:Mail (後來演進成為群組軟

體 Lotus Notes)、Microsoft 的 MS Mail (後來演進成為 Microsoft Exchange)等。而

這些以區域網路郵件系統起家的郵件軟體，在 1990 年代中期 Internet 普及之後，

也開始支援 Internet 上電子郵件所通用的 SMTP(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通

訊協議，使得原本僅在企業內部傳送的電子郵件，得以透過 Internet 傳送到其他

的企業。而 1990 年代中期開始，以 SMTP 通訊協議為基礎的郵件伺服器軟體也

開始盛行，當時佔有率較高的幾個 SMTP 郵件伺服器軟體包括了開放原始碼

                                              
37 筆者在此特別感謝指導教授司徒達賢博士，於博士論文指導過程中，提供此一鮮活而

傳神的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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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ource)軟體”sendmail”(在許多個 Unix 作業系統中都免費贈送)、SUN 

Microsystems 的”Messaging Serve”、 Netscape 的”Messaging Server＂等。許多防

毒軟體廠商發展以 SMTP 通訊協議為基礎的「電子郵件防毒軟體」，因此和許多

提供 SMTP 郵件伺服器軟體的廠商，也開啟了合作的關係。 

 

此外，在「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Internet 閘道上的防毒軟體，也和防

火牆以及入侵偵測軟體互補，三者各司不同的功能，但在 Internet 閘道上，基本

上三者必需都具備，網路安全的防護才算達到相當程度的完整。這種互補的特

性，也使得在這個時期，防毒軟體廠商除了和郵件伺服器軟硬體廠商合作之外，

也和網路設備硬體廠商、防火牆軟硬體廠商有合作的關係。同時，和入侵偵測及

防禦軟體廠商之間的策略聯盟，也相當普遍而頻繁。 

 

五、邊界安全商業生態次系統的形成 
 

綜合來說，在這個時期，防火牆、防毒軟體，以及入侵偵測系統，這三種軟

體本來是針對不同型態的資訊安全威脅所撰寫的，使用的技術也並不同，因此三

者之間互補。而在「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還有其他和這三種軟體互補的

軟體與硬體，例如網頁過濾、郵件過濾，以及負載平衡(load balancing)軟硬體等。

這些軟硬體基本上都安裝在企業內部網路通往外部的 Internet 之處，如同企業網

路的邊界。因此，防火牆軟體廠商、入侵偵測軟體廠商，以及提供閘道防毒軟體

的廠商，加上其他提供如網頁過濾、郵件過濾，以及負載平衡軟硬體的廠商，逐

漸形成了「邊界安全商業生態次系統」。本研究以下均以「邊界安全次系統」簡

稱。 

 

在「邊界安全次系統」中，廠商也有「利基者」、「關鍵者」、「支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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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坐收漁利者」等不同角色。大部分的廠商，僅提供一種或幾種與資訊安全

或網路管理軟硬體，屬於「利基者」。而有些廠商在這個次系統中，扮演了「關

鍵者」的角色，例如防火牆軟體大廠 Check Point 僅提供防火牆軟體，並於 1996

年底開始提供 CVP(Content Vectoring Protocol)界面，讓其他廠商的軟硬體能「插

入」(plug-in)Check Point 的防火牆軟體，並協同運作，共同為企業的「邊界安全」

把關。之後 Check Point 也擴大 CVP 的範疇，組織了 OPSEC 聯盟，吸引了許多

其他互補的資訊安全與網路管理軟硬體廠商加入，而這些廠商在 OPSEC 聯盟

中，也存在著「互利共生」(mutualism)的關係。 

 

而有些廠商，則在「邊界安全次系統」中，扮演了「支配者」或「坐收漁利

者」的角色，例如原本只提供防毒軟體的 Symantec，在 2000 年時購併了防火牆

與入侵偵測軟體廠商 Axent，開始扮演「支配者」的角色。而 McAfee 在這個時

期，也購併了許多資訊安全軟硬體廠商，包括 997 年時購併的防火牆軟體廠商

TIS、入侵偵測軟體廠商 Secure Networks，以及英國防毒軟體廠商 Dr. Solomon’s

等。但由於其購併之後，並未努力整合這些公司的產品，而是著眼於財務上的操

作，甚至於 1998 年與 2000 時分別爆發會計醜聞，因此，McAfee 在這段時期，

扮演了「坐收漁利者」的角色。McAfee 與 Symantec 在 Check Point 籌組 OPSEC

聯盟時，加入了這個聯盟，和 Check Point 產生「互利共生」的關係。而這兩個

廠商在購併了了防火牆與入侵偵測軟體廠商，跨入此二個業務領域之後，和Check 

Point 的關係立即改變，由原先的「互利共生」關係，變成了「競爭」關係。本

研究在後續的個案研究中，會進一步分析不同廠商的作為以及其後續影響。 

 

六、第二階段結束(2000 年)時資訊安全軟體產業的樣貌 
 

這個時期末期(2000 年)的資訊安全市場，已經具有相當程度的規模了。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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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列出了市場分析公司 IDC 所公佈的 2000 年全球資訊安全產業市場(包括軟

體、硬體，以及服務)的總營收(Worldwide IT Security Revenue)(單位為百萬美元

US$M)。在當時由於入侵偵測軟體的市場規模還不大，僅有 US$449.5M。因此

IDC 將其歸類在”Security 3As”之下，並未獨立列出成為一類。而由表中可以看

出，在 2000 年時，防毒軟體的市場規模約為 US$1390.4M，防火牆軟體約為

US$735.8M，二者都較入侵偵測軟體市場規模大。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資訊安全

硬體的部份，2000 年時已經出現了防火牆/VPN 硬體裝置(Firewall/VPN appliances)

以及入侵偵測硬體裝置(IDS appliances)兩個類別。防火牆/VPN 硬體裝置的產值

為 US$942.8M，大於防火牆軟體的 US$735.8M，雖然其中包含了硬體的成本在

內，若扣除硬體的價格之後，軟體的部份並不一定超過純粹的防火牆軟體，但顯

見當時的防火牆/VPN 硬體裝置市場，已經發展到相當的程度了。而入侵偵測硬

體裝置的市場規模僅有 US$90M，則還處於初步發展的階段。 

 

綜觀 1994 年至 2000 年的這個時期中，我們可以發現，資訊安全軟體產業中，

除了既有的防毒軟體廠商之外，也開始有防火牆軟體廠商，以及入侵偵測軟體廠

商等的加入。成功的防毒軟體廠商，具有提供 Internet 防毒產品的能力，同時參

與了「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以及「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三個商業生態系統。而防火牆軟體廠商，以及入侵偵測軟體廠商，

則僅參與了「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在「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中，Microsoft

取代了 Novell，成為「關鍵者」。而在「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主要的「關

鍵者」包括了網路設備廠商(如 Cisco, Lucent, Nortel 等)、提供 Internet 線路的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或電信業者(telcos/carriers)，以及提供 Internet 相關應用

的電腦硬體伺服器廠商如 SUN Microsystems、HP 等。而在「Internet 商業生態系

統」中，防火牆軟體廠商、入侵偵測軟體廠商，以及提供閘道防毒軟體的廠商，

加上其他提供如網頁過濾、郵件過濾，以及負載平衡軟硬體的廠商，則形成了「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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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安全次系統」。圖 11 說明了此時資訊安全軟體廠商所參與的商業生態系統，

以及其中廠商的角色。 

 

 

 

 

 

 

 

 

 

 

 
 
 

 

圖 11：2000 年時資訊安全軟體廠商所參與的商業生態系統與廠商的角色 

 

第三節  三個主要商業生態系統的發展與演替 

 

綜合以上兩階段的歷史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資訊安全軟體發展的前兩個

階段(由 1986 年至 2000 年)中，隨著發展的過程，資訊安全軟體和「個人電腦商

業生態系統」、「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以及「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這

三個主要的商業生態系統息息相關。資訊安全軟廠商，也和這三個商業生態系統

中的廠商，產生密切的關係。而為何這三個商業生態系統，對於資訊安全軟體來

說，是「主要的」商業生態系統；亦即，資訊安全軟體廠商，為何和這三個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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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設備廠商(如 Cisco, Lu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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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毒軟體廠商、防火牆軟體廠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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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高度相關，而不是和其他的商業生態系統相關，則可以由資訊安全軟體

在整個資訊軟硬體產業中的位置，以及技術上的相依性(dependency)來說明。 

 

本研究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提到，Messerschmitt & Szyperski (2003)認為，資訊

科技軟體產業有「階層化」(layered)的現象，而較上層的軟體，建構於其相鄰的

下一層，因此在技術上相依(參見圖 3)。Messerschmitt & Szyperski (2003)將軟體

分為「應用軟體」與「基礎建設軟體」兩大「階層」。資訊安全軟體所處的位置，

大約跨在這兩者之間，但比較接近「基礎建設軟體」。而在 Gerstner (2003)的軟

體產業堆疊圖(參見圖 4)中，資訊安全軟體大約跨在「系統」與「中介軟體」之

間，技術上與屬於「系統」中的「作業系統軟體」相依，因此，和其中的廠商產

生密切關係。 

 

資訊安全軟體中，防毒軟體剛問世時，是建構於個人電腦作業系統上的工具

軟體，因此，與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在技術上必須有相當的配合。而隨著防毒技術

的發展，防毒軟體加入了「即時掃描」的功能，這類功能必須深入作業系統的核

心(kernel)，因此與作業系統軟體配合的程度更深。而之後在區域網路作業系統上

開發防毒軟體，也有類似的狀況。因此，防毒軟體廠商，之後也參與了區域網路

商業生態系統，和區域網路作業系統廠商如 Novell 與 Microsoft 關係密切。而之

後在 Internet 閘道上的防毒，則是建構於 SMTP、HTTP、FTP 等通訊協議上，因

此和電子郵件軟體等廠商關係密切。另一方面，防毒軟體和企業應用軟體，例如

CRM、ERP 等，所屬的「階層」並不相鄰，在技術上並沒有直接的相依。因此，

防毒軟體廠商，和 CRM 與 ERP 軟體廠商，關係就沒有那麼密切了。因此，防毒

軟體廠商，通常並未積極參與由 ERP 大廠如 SAP 等所主導的商業生態系統。 

 

資訊安全軟體中的防火牆軟體與入侵偵測軟體，由於其功能本來就是為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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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Internet 興起之後所產生的安全問題，因此，防火牆軟體與入侵偵測軟體廠商，

在創立時就參與了「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而這兩種軟體在技術上，與網路

設備廠商，ISP/電信業者，以及伺服器硬體業者的作業系統(如SUN Solaris, HP UX

等)相依，因此和這些廠商關係密切。同樣的，防火牆軟體與入侵偵測軟體，和

CRM 等企業應用軟體距離較遠，因此，也並不參與這些相關的商業生態系統。 

 

由以上分析可知，資訊安全軟體廠商所參與的主要商業生態系統，包括了「個

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以及「Internet 商業生態

系統」。另一方面，這三個商業生態系統逐一興起與發展，而後者的重要性，均

逐漸超越前者。這種現象，符合了 Nolan(2000)所述「主流設計」所造成的影響。 

 

資訊安全軟體中，防毒軟體於 1980 年代時問世，而此時正值 Nolan(2000)所

述的「微電腦時代」(the Microcomputer Era)，「迷你電腦」(主要指個人電腦)為

「主流設計」。Nolan(2000)的論述中提到，由 1995 開始，資訊科技產業邁入了

「網路時代」(the Network Era)，各式各樣的電腦開始連結，而「網路」成為了

主流設計。在「網路時代」中，剛開始時，「主從架構」(client-server)為主流設

計，而之後很快地就被 Internet 相關的「開放標準」(open standards)如 HTML, 

TCP/IP 等所取代，而企業及各種組織紛紛採用 Internet 相關的標準與架構，來建

構內部網路(intranet)，並與外部的公眾網路 Internet 連接。Nolan(2000)也提到，

在「微電腦時代」與「網路時代」中，主導的廠商不同。本研究也和 Nolan(2000)

有相同的發現。而以商業生態系統的角度來看，這種「主流設計輪替」的現象，

和自然界的生態系統中的「生態演替」(ecological succession)極為類似。以下進

一步詳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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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的發展 
 

本研究範圍所包含的資訊安全軟體產業，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0 年代中期，

個人電腦上防毒軟體的誕生。1986 年時，第一個感染 IBM PC 的病毒問世之後，

開始有人撰寫掃毒程式(scanning programs/scanners)，之後隨著技術的演進，成為

功能齊全的防毒軟體(antivirus software)。由於電腦病毒主要感染個人電腦的作業

系統，如早期的 MS-DOS，以及後來的 Windows。因此，資訊安全軟體在 1980

年代，主要和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有關。而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中，Microsoft

是公認具有壓倒性影響力的「關鍵者」。而由於 Microsoft 的作業系統和 Intel 的

x86 微處理器所形成的”Wintel”組合，在個人電腦市場上具有極大的獨占力，個

人電腦硬體製造商如 Acer, HP, Compaq 等，相對於 Microsoft 與 Intel 來說，屬於

「利基者」。而眾多銷售個人電腦軟硬體的通路商，也屬於「利基者」。 

 

二、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的發展 
 

除了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之外，1980 年代末期迅速普及的區域網路(Local 

Area Network)商業生態系統，也和資訊安全軟體關係密切。以 NetWare 區域網路

作業系統(Local area network operating system)著名的 Novell，在 1983 年就已經成

立。1980 年代末期，區域網路(LAN, Local Area Networks)迅速普及，而區域網路

所使用的「主從架構」(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也廣為資訊業界所採用。企業與

各種機構紛紛開始採用區域網路連接辦公室中的電腦(尤其是個人電腦)，來分享

當時仍然相當昂貴的資源，例如儲存空間以及雷射印表機。在區域網路的世界

中，使得許多電腦得以連接的「網路作業系統」(network operating systems)軟體，

具有關鍵性的角色。而 Novell 公司的產品”NetWare”，則是 1980 年代末期至 1990

年代中期，網路作業系統市場佔有率最高的產品。另一個區域網路作業系統



 128

Banyan Vines 也曾一度在市場上緊追 Novell NetWare，但並無法持久。 

 

隨著 NetWare 網路作業系統在市場上得到企業廣泛的採用，Novell 為了加強

這個軟體產品的市場銷售與客戶服務，同時確保服務的專業品質，因而推出了工

程師認證制度。這種認證制度起出主要對象是內部的員工，目的在於藉由教育訓

練培養一批專業的人才，並在訓練課程結束之後，進行成果驗收測驗，合格者頒

發證明。而 Novell 相當注重員工的教育訓練制度，因此在教材的編纂以及訓練

課程安排等各方面，都不斷地力求精進，使得通過其認證的專業工程師，受到客

戶的肯定。 

 

隨著 NetWare 網路作業系統的成功，市場上對於 NetWare 網路的維運人才需

求量大增，Novell 因此將此制度擴展至公司外部，與許多資訊電腦教育訓練機構

合作，提供詳盡的訓練課程與教材，來培訓工程師，並訂定多個測驗科目。通過

初級考試科目的工程師，可以得到 Certified Novell Administrator (CNA)認證，而

CNA 繼續研習，通過更多的考試科目之後，可以取得 Certified Novell Engineer 

(CNE)認證。任何對於 Novell NetWare 網路系統有經驗的工程師，都可以參加考

試，取得相關認證。通過認證取得 CAN 及 CNE 資格的工程師，證明了其對於

NetWare 的優良專業程度。而已經建構 NetWare 區域網路的企業，在徵聘維運工

程人才時，通常也會優先考慮通過認證的工程師。而由於 NetWare 的高市場佔有

率，使得 CNA 與 CNE 的身價也因此水漲船高。獲得 CNA/CNE 認證的工程師，

在求職時較一般工程師更有優勢。而工程師認證制度培養出來的認證工程師，在

市場上流動之後，又進而帶動 NetWare 軟體產品的銷售，同時也提升了服務品質。 

 

而 Novell 也將工程師認證制度延伸至通路夥伴與合作夥伴(包括本研究中的

Symantec, Trend Micro, 以及 McAfee)，一方面提供工程師的訓練與認證服務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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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路夥伴與合作夥伴，而另一方面也將通路商依照其通過認證工程師數量的多

寡，給予不同的優惠待遇。日後更設立了門檻，要求通路商必須有一定數量通過

認證的 CAN/CNE，才能代理經銷 Novell 的產品。這樣的作法，一方面確認了通

路夥伴的服務品質，另一方面，也使得通路商投入時間與人員來學習專屬於

Novell 的知識，具有某種程度的「套牢」(hold up)作用。這種工程師認證的制度，

後來也受到資訊業界許多公司的採用。例如，Microsoft 推出了 MCP(Microsoft 

Certified Professional)、MCSD(Microsoft Certified Solution Developer)、

MCSE((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s Engineer)等多項認證；Cisco 推出 CCNA(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 CCNP (Cisco Certified Network Professional)等多項

認證。本研究的五個個案公司在日後也仿照 Novell 的認證制度，建立了自己的

認證體系。總而言之，Novell 在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中的成功，工程師認證制

度功不可沒。 

 

根據軟體專業雜誌 Software Magazine 的報導，1990 年代初期至中期，Novell 

NetWare 在區域網路作業系統市場的佔有率，大約都維持在 65%以上，遠遠超過

主要競爭對手如 Microsoft 的”LAN Manager”以及 Banyan 公司的”Vines”。事實

上，資策會 MIC 的研究顯示，1990 年代初期至中期，Microsoft LAN Manger 的

市場佔有率，從未超過 10%。一直到了Microsoft於 1996年推出了Windows NT 4.0

之後才改觀。 

 

Microsoft 在 1990 年代開始跨入區域網路軟體商業生態系統，於 1993 年推出

Windows NT 3.1 (Windows NT 的第一個版本)與 Novell 的 NetWare 正面競爭，逐

漸侵蝕 NetWare 的市場。1994 年時，Novell 併購 WordPerfect 以及 Borland 的

Quattro Pro 產品，使其無法專注於網路作業系統。到了 1996 年 Microsoft 推出了

新的Windows NT 4.0版之後，NetWare逐漸被Windows NT取代而式微。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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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了 Novell，成為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的關鍵者。而在 2000 年之後，Novell

的 NetWare 已經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區域網路作業系統了。 

 

因此，Novell 在早期的區域網路的商業生態系統中，扮演了「關鍵者」的角

色，而在 1990 年代末期，Microsoft 取代了 Novell，成為後來區域網路商業生態

系統中的「關鍵者」。而區域網路軟體商業生態系統中，除了 Novell 和 Microsoft

這兩個主要的「關鍵者」之外，還有許多硬體廠商以及軟體廠商參與，在其中扮

演「利基者」的角色。硬體廠商包括了製造 PC 架構伺服器硬體的 HP、Compaq、

Acer 等，而軟體廠商主要撰寫各種區域網路上的應用軟體，例如區域網路電子郵

件系統(LAN-based email system)軟體。在 1990 年代中期，市場上佔有率較高的

區域網路郵件系統軟體包括了 Lotus 的 cc:Mail (後來演進成為群組軟體 Lotus 

Notes/Domino)、Microsoft 的 MS Mail (後來演進成為郵件伺服器軟體與群組軟體

Microsoft Exchange)，以及 Novell 的 GroupWise 等。這些區域網路電子郵件系統

軟體，是當時在區域網路上最重要的應用軟體。許多企業架設區域網路，除了分

享印表機以及儲存空間等資源之外，就是為了企業內部溝通所需要使用的電子郵

件。 

 

三、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的發展 
 

在 1990 年的中期與後期，「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也開始迅速發展。由於

企業紛紛將內部的區域網路與 Internet 連結，使得「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與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逐漸開始聚合(converge)。兩個商業生態系統，產生了

部分的重疊(overlap)。例如企業內部網路與 Internet 連結之後，原本在區域網路

中，Novell 專屬的 IPS/SPX 以及 Microsoft 的 NetBIOS 與 NetBEUI 等區域網路通

訊協議，失去了其重要性，最後被 Internet 中所通行的 TCP/IP 通訊協議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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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伺服器作業軟體系統如 Windows NT，在區域網路以及 Internet 上的應用

都很廣泛，伺服器硬體亦然。 

 

再者，大多數的區域網路上的電子郵件軟體，以及群組軟體如 Lotus 

Notes/Dominos 以及 Microsoft Exchange 等，也都開始支援 Internet 上電子郵件所

通用的 SMTP(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通訊協議，使得原本僅在企業內部傳

送的電子郵件，得以透過 Internet 傳送到其他的企業。而 1990 年代中期開始，以

SMTP 通訊協議為基礎的郵件伺服器軟體也開始盛行，當時佔有率較高的幾個

SMTP 郵件伺服器軟體包括了開放原始碼(open-source)軟體”sendmail”(在許多個

Unix 作業系統中都免費贈送)、SUN Microsystems 的”Messaging Serve”以及 

Netscape 的”Messaging Server＂等。許多之前沒有網路連線與電子郵件的企業，

在 2000 年之後架設網路時，都直接連接 Internet，並使用這些 SMTP 郵件伺服器

軟體。而區域網路與 Internet 相連，使得這些「天生的」(native) SMTP 郵件伺服

器軟體，和群組軟體，漸漸地融合在一起。各種郵件伺服器軟體，已經無法區分

屬於區域網路或屬於 Internet，因為兩者已經互相連結而通透。以商業生態的角

度來看，兩種郵件伺服器軟體，原本是在不同的商業生態系統種的兩個「物種」，

在兩個商業生態系統逐漸聚合之後，這兩個物種族群也由於功能類似，生存空間

接近，而逐漸無發區分，融合成為一個物種了。 

 

然而，「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與「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的聚合程度嚴

格來說，僅在中等程度，並不像電信產業中電視、電話，以及資料網路幾乎完全

重疊，聚合程度極高38。「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與「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

                                              
38 也有學者將這種狀況稱為電信業、媒體業，以及資訊網路業的「匯流」，或稱「數

位匯流」。本研究採用「聚合」這個名詞，來描述商業生態系統之間整合的狀況，以避

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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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兩個商業生態系統大致上仍各自發展。「區域網路」逐漸演變為「企業內部網

路」，通常由一個或多個部門網路(departmental networks)或技術上的「網路區隔」

(network segments )39組成。在「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中，有許多網路管理、

流量管理等軟硬體與服務廠商參與。而 Internet 的應用廣泛，除了提供基礎建設

的電信業者/網路服務廠商(ISP)、網路設備廠商，以及伺服器軟硬體廠商之外，

尚有各種 Internet 內容以及應用相關的廠商參與，例如入口網站(portal)、搜尋引

擎、電子商務、網路拍賣，以及社群與分享網站等。兩個商業生態系統，大致上

仍各自發展。 

 

除了企業網路之外，個人電腦連接 Internet 的狀況，也在 2000 年之後變得非

常普及，使得 Microsoft 在個人電腦作業系統的優勢，逐漸不再像從前那樣重要。

當然，Microsoft 也意識到 Internet 興起之後，其關鍵地位有消退的趨勢，因此也

亟欲在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取得主導的地位。而 Microsoft 主要的策略行動，

是將流覽器(browser)軟體”Internet Explore”(簡稱 IE)免費內建於其 Windows 作業

系統，逐漸趕上並超越早期的市場領導者 Netscape 的”Navigator”，並將網頁伺

服器軟體(web server software)”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簡稱 IIS)內建於伺服器

端的 Windows 作業系統(如 Windows NT, Windows 2000 Server, Windows XP

等)，使得 Windows 加上 IIS 成為許多企業用來建構其網站的首選。但這種免費

內建於作業系統的方式，也引起了多項反托拉斯訴訟。整體來說，Microsoft 的

IE 與 IIS 使用率雖然相當高，但 Microsoft 在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的影響力，

                                              
39 「網路區隔」(network segments)在技術上是於 OSI 網路七層架構中的”data link”層的

區隔。屬於同一個區隔中的網路，架構在同一個 physical layer 上，而以 data link 層區隔

開來。以 Ethernet 為例，同一個網路區隔屬於同一個 collision domain，資料封包(data 
package)會有 collision 的現象。一般企業內部網路，通常為了管理上的方便，將內部網

路依照部門或用其他方式區分為幾個不同的區隔，以方便管理。如何設計網路區隔，屬

於網路拓墣(network topology)的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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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遠不及其在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中的地位。 

 

除了 Microsoft 之外，眾多軟體廠商也無不卯足全力，企圖在 Internet 相關的

商業生態系統中，成為「關鍵者」。2000 年前後，Internet 迅速普及時，提供基

礎建設以及設備的廠商，佔有了關鍵主導的地位，例如伺服器廠商 SUN 

Microsystems (提供 Solaris 作業系統與伺服器硬體)、HP(提供 UX 作業系統與伺

服器硬體)；網路設備硬體廠商 Cisco、Lucent、Nortel 等；提供網路連線的大型

的網路服務供應商(ISPs)與電信業者(telcos/carriers)等。這些廠商在 2000 年前後

的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扮演了「關鍵者」的角色。 

 

在 2001 年之後，隨著企業 Internet 連線以及基礎建設的完備，這些廠商的影

響力漸漸不如從前，而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關鍵者」也變得較不明顯。整

體來說，Internet 上的標準與架構如 XML, Web Services, SOA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等，具有關鍵性的影響力，大多數的軟體廠商，也都開始讓自己的

軟體產品支援這些標準與架構。個別廠商如 Yahoo, Amazon, eBay, Google 等的影

響力也逐漸增加，但在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個別廠商的影響力，還無法達

到像 Microsoft 在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中一樣的強大。在這樣的發展之下，企

業客戶整體的影響力大增，逐漸超過了單一的個別廠商。而也正因為如此，軟體

產品廠商，紛紛加重了服務的比重。許多軟體產品公司的服務營收，甚至超過了

軟體產品的營收。這種「服務化」(servitization 或 servicization)的趨勢，一方面

當然與軟體的授權計價方式由「永久授權」(perpetual licensing)逐漸轉變為「訂

閱授權」(subscription licensing)，許多軟體廠商把服務和軟體授權的費用包含在

一起有關，但另一方面，Web Services, SOA 等涵蓋眾多軟體商業生態系統的標

準架構的普及，使得企業客戶影響力大增，也是不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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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個主要商業生態系統的演替 
 

綜合來說，和資訊安全軟體相關的主要商業生態系統有三個，分別為「個人

電腦商業生態系統」、「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以及「Internet 商業生態系

統」。在 1980 年代時，「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蓬勃發展，其中 Microsoft 為

關鍵者。而到了 1980 年代末期，「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開始興盛，而其規

模與重要性，逐漸超過了「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在 1990 年代初期與中期，

Novell 為其中的關鍵者，而 Microsoft 在 1990 年代後期成為關鍵者。而「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也於 1990 年代後期迅速興起，「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中有

一部份與「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重疊，進而產生中度「聚合」(converge)的現

象。「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仍繼續發展，但新興的「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

的規模與重要性，又再次超越了「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而在「Internet 商

業生態系統」中，提供基礎建設的網路設備廠商(如 Cisco)、伺服器廠商(如 SUN)、

電信業者/ISP 等，在初期扮演關鍵者的角色。到了 2000 年之後，這些關鍵者的

地位逐漸消退，Internet 上的標準與架構如 XML, Web Services, SOA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等，取代了個別廠商的關鍵性影響力。 

 

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商業生態系統隨著時間的過去，陸續興起與發展，而

每當新的商業生態系統興起與發展時，舊的商業生態系統雖然仍繼續發展，並未

立即消失，但相較於新的商業生態系統，其重要性卻日益消退。在以上的歷史分

析中，本研究發現，在第一階段(1986 年到 1993 年)與第二個階段(1994 年到 2000

年)中，「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以及「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這三個商業生態系統，出現了「演替」的現象。 

 

這種「演替」的現象，在自然界的生物生態系統中也常見到。本研究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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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文獻回顧中提到，所謂「演替」，在生態系統的層次上，是指隨著時間的過

去，一種生態系統類型（或階段）被另一種生態系統類型（或階段）替代的過程

(e.g. Gutierrez & Fey, 1980)。換言之，在系統整體的層次上，生態系統的演替，

是指不同的生態系統之間，隨著時間的變化而互有消長的現象。在自然界中，生

態系統的觀念是動態的；地球上自有生命以來，至今長達數十億年之中，各類生

態系統一直不斷地發展、變化和演替。而商業生態系統也有類似的狀況。上述的

三個商業生態系統，「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

以及「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隨著時間而陸續興起，而其重要性與其中所孕

育「物種」的多樣性(diversity)，也隨著時間而變化，在 1986 年與 2000 年之間，

產生了演替的現象。圖 12 中概略顯示了三個商業生態系統演替的狀況。 

 

 
圖 12：三個商業生態系統的演替與關鍵者的變化. 

 

這種生態系統之間演替的現象，對處於其中的物種，造成了相當程度的衝

擊。而在物種的層次上來說，「演替」是指在一個生態系統中，由於環境中「擾

個人電腦 

商業生態系統 

區域網路 

商業生態系統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 

時間 

重要性與物種多樣性 

(Microsoft 為關鍵者) 

(初期Novell為關鍵者;  
後期Microsoft 為關鍵者)

(初期Cisco, SUN, Telco/ISP為關鍵者; 
SOA等標準興起後尚無明顯關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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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disturbance)的影響，生物群落產生逐漸改變的現象(金恆鑣譯，2002)。所

謂「擾動」，是指外部環境中，造成生態系、群落或族群結構改變的重大事件，

如颱風、地震、火災，或火山爆發等(e.g. 金恆鑣譯，2002)。舉例來說，火山爆

發(擾動)之後，當地原有的物種均被摧毀，而一段時間之後，開始出現青苔，在

過一段時間之後，小草取代了青苔，成為當地主要的物種。一段時間之後，小型

灌木開始生長，逐漸取代草類，成為當地主要的物種。這類物種輪替的現象，即

為物種族群或群落層次上的演替(e.g. 金恆鑣譯，2002)40。 

 

而在商業生態系統中亦然。生態系統層次的演替，也會對處於其中的個別廠

商，產生很大的影響。在以上的歷史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隨著三個商業生態

系統的演替，其中的「物種」也產生演替—「關鍵者」與「利基者」也隨之不同。

這種狀況對於處在其中的「利基者」來說，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然而，在商業

生態系統中，和自然界的生態系統不同的是，廠商在商業系統產生演替現象時，

可以自主地採取一些策略行動，來避免自己在商業生態系統中面臨演替狀況時，

生存空間受到壓縮，而被其他的廠商所取代。因此，本研究後續將針對個案公司

個別的策略行動，進行詳細的探討，試圖發現成功的「利基者」如何調整經營模

式，以因應環境中的種種變化，尤其是商業生態系統的「演替」。而和失敗的利

基者比較，成功的利基者是因為採取了哪些行動，才能維持長期的生存。而這些

行動，是失敗的利基者所沒有採取的，或實際上做了，但因為做得不好而導致失

敗。 

 
                                              
40 生態學家對於「演替」(succession)(或譯「消長」)的觀念，有些採取較採取較寬的定

義，應用於「生態系統與生態系統之間」，例如 Gutierrez & Fey(1980)，，而有些採取

較窄的定義，將演替界定於生態系統中物種族群或群落的關係變化與消長，例如金恆鑣

譯(2002)。本研究遵循較廣義的「演替」觀念，將這個觀念應用於「生態系統與生態系

統之間」，以及「物種與物種之間」的消長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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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訊安全軟體發展的第三階段：2001 年至今 

 

本節資料主要來自 CSI/FBI (2006)以及 CNet、IDC、ICSA、資策會 MIC 等資

訊產業媒體的報導與研究機構的研究報告。2001 年時，以攻擊軟體漏洞來散播

的新形態惡性程式”CodeRed”爆發，使得既有的防毒軟體、防火牆，以及入侵偵

測軟體，都無法有效遏止其爆發與散播。加上後續出現更多的新形態安全威脅，

且各種新威脅又結合起來，產生了嚴重的破壞力。這種環境中的劇烈變化，在生

態學中稱為「擾動」(disturbance)，使得資訊安全軟體商業生態系統因此產生了

劇烈的變化。新的生存空間出現，帶來了新的「物種」，但同時也改變了既有物

種(廠商)之間的「種間關係」。而 Microsoft 以及 Cisco 於 2003 年開始跨足進入

資訊安全軟體市場，對整個資訊安全軟體的商業生態系統又再度產生了重大的影

響。原有的商業生態系統之間界線模糊，最後變得無法分辨。以下首先說明「擾

動」所帶來的影響，包括新的生存空間的出現，以及既有廠商之間關係的改變。

接著説明 Microsoft 以及 Cisco 等「關鍵者」跨足資訊安全產業的過程以及影響。

最後，則總結這段期間資訊安全軟體商業生態系統整體在現今所呈現的樣貌。 

 

一、環境中的擾動：多元整合性威脅的興起與發展 
 

2001 年時，病毒形態又再度翻新，複合式(hybrid)的病毒/攻擊手法出現，例

如 Code Red, Blaster 等。這些新形態的安全威脅，和以往病毒最大的不同，在於

它們結合了駭客以及病毒撰寫者的技術，進行多面向的攻擊與感染。例如 Code 

Red 是有史以來第一隻攻擊 Microsoft 軟體中的漏洞(vulnerability)來感染與散佈

的病毒。以往這這種攻擊軟體漏洞的方式，主要是由駭客所使用，病毒的撰寫者



 138

並不使用這樣的技術。但是當 Code Red 在 2001 年出現後，使得駭客以及病毒撰

寫者兩者之間的技術開始整合。2001 年之後，更多複合式的病毒，結合了駭客

的技術以及傳統病毒散佈的機制，產生了嚴重的破壞。尤其在 2003 年之後，病

毒更是結合了木馬、間諜程式等等各種新的攻擊手法，成為駭客以及罪犯攻擊的

工具，同時，更嚴重的是，也成為犯罪者在網路上進行詐騙以及牟利的工具。在

這樣的狀況下，既有的防火牆軟體、防毒軟體，以及入侵偵測軟體，都不足以有

效阻擋與防禦這種新形態的複合式病毒。因此，對於資訊安全軟體商業生態系統

來說，是一種重大的「擾動」。 

 

在 2001 年複合式病毒出現之後，除了使得攻擊以及傳播的方式更多元化之

外，同時，還有其他不屬於病毒/惡性程式的安全威脅，也在 2001 年前後紛紛出

現。例如所謂的「垃圾郵件」(spam)、「網路謠言」(Internet hoax)、「廣告軟體」

(adware)，以及「間諜程式」(spyware)等等。 

 

「垃圾郵件」除了稱做”spam”之外，又稱為”unsolicited commercial email”，

也就是不請自來的商業電子郵件。垃圾郵件通常是為了作廣告，但是這種為了作

廣告而濫發的垃圾郵件，不管是在技術上或是法律上，都有很大的爭議。垃圾郵

件其實在 Internet 及 email 普及之後就已經出現，可說存在已久，但在 2000 年之

後，問題更加嚴重。對於使用者來說，每天要花不少的時間處理垃圾郵件。對於

網路服務供應商(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以及企業或組織內的網路管理人

員來說，垃圾郵件佔據了大量網路的頻寬以及郵件儲存空間，在網路管理以及郵

件管理上，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對於 ISP 來說，垃圾郵件的問題尤其頭痛，對

ISP 造成了極大的損失。事實上垃圾郵件和 Melissa 病毒以及 I love you 病毒，在

大量散播郵件的模式上是類似的。而許多使用者使用習慣不好，當收到垃圾郵件

的時候，會好奇的去打開。如果打開的郵件裡頭含有病毒的話，這些使用者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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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毒，同時他們的 email 也會將中毒的檔案，傳給朋友以及同事。因此，垃

圾郵件的管控，成為 ISP 以及企業內網管人員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也由於「垃

圾郵件」帶來的困擾太多，影響的範圍也太大，許多國家也開始立法，禁止垃圾

郵件的傳播。另一方面，新的「反垃圾郵件軟體」(anti-spam software)廠商如雨

後春筍般地出現，提供各種防制垃圾郵件的軟體。而既有的資訊安全廠商，也紛

紛透過自行研發或購併的方式，跨足「反垃圾郵件軟體」的業務領域。 

 

 「網路謠言」(Internet hoax)又稱為「惡作劇信件」，是利用 email 傳播的不

實訊息，內容包括各式各樣的「都市傳奇」(urban legends)、「網路傳說」(“netlore)，

以及謠言(rumors)。網路謠言的內容千奇百怪41。這些不實的訊息，雖然並不會對

電腦或者使用者的資料造成傷害，但有些網路謠言內容聳動，有些則含有色情或

種族岐視的字眼，造成造成社會人心的不安以及種種社會問題。各國政府的相關

單位，也要浪費不少的時間和資源，來澄清及處理網路謠言。而有一些網路謠言，

對於企業的商譽造成傷害42。而對於網管人員來講，它也和垃圾郵件一樣，佔據

了網路頻寬，同時也浪費了郵件伺服器上的儲存空間。而有些假的病毒訊息，也

讓一般使用者很難辨別其真偽，因此造成企業內部資訊管理人員的負擔。因此，

對於各國政府、企業，以及資訊管理人員來說，也都和垃圾郵件一樣，是不受歡

                                              

41 例如，一個很有名的網路謠言，內容敘述在美國有旅行者，在旅館中半夜醒來，發現

全身赤裸地躺在浴缸中，而且浴缸裡滿滿的都是冰。他看了自己的胸部，發現上面用口

紅寫了「打 911，否則你會死」。接著看到電話就在浴缸旁，於是他打了 911，向 911

說明目前的情況。911 建議他離開浴缸並照照鏡子，並檢查自己的背，而他發現了兩條

九英寸長的切割傷口在背部下方。911 要他馬上躺回滿是冰的浴缸，並馬上派一組急救

隊來。在仔細檢查之後，發現他的腎臟被偷了！謠言中特別警告，一種新型態的犯罪正

在發生，並且以旅行者為目標。要讀者在旅行時千萬小心。類似這樣的網路謠言不勝枚

舉。 
42 例如，網路上曾流傳著「可樂能夠在十天內溶解鐵釘和牙齒」的消息，對於台灣太古

可口可樂造成商譽上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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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的內容。一般而言，反垃圾郵件軟體也會處理網路謠言的問題。 

 

「廣告軟體」，本身並不會對電腦或資料造成損害，只是造成使用者的困擾

以及不愉快。舉例來說，我們常在上網的時候，到了某些網站，突然會蹦跳出現

另外一個新的畫面，告訴我們一些廣告訊息。這種蹦跳出來的這些訊息，主要就

是由廣告軟體所產生。有些廣告軟體也會在未告知使用者的狀況下，蒐集使用者

行為及習慣的資訊。對於使用者來說，某種程度侵犯了隱私權。另外一種「間諜

程式」，作法上和會蒐集使用者資訊的廣告軟體類似，但對電腦使用者所造成的

損害則更大。間諜程式會竊取使用者電腦中的資料，例如信用卡號碼、身分證號

碼，商業機密等等，而從使用者的電腦中傳送到犯罪者的手上去。易言之，就是

有目的地竊取使用者的資料。在間諜程式問題日趨嚴重的狀況下，新的「反間諜

程式」(anti-spyware)軟體廠商開始出現，而既有的資訊安全軟體廠商也陸續跨足

進入反間諜程式軟體的市場。 

 

除了上述的這些新的安全威脅之外，攻擊技術以及攻擊手法的翻新與整合，

也從 2001 年起不斷地進行。除了之前提到的 Code Red，利用軟體漏洞進行攻擊

之外，許多新型態的複合式病毒，也帶有「特洛伊木馬」(trojan or trojan horse)

或「後門程式」(backdoor)的特性。「特洛伊木馬」是一種會執行非預期或未經

使用者授權的動作的程式，這些動作包括顯示訊息、刪除檔案或將磁碟格式化。

木馬和病毒不同的是，它並不會主動的感染其他檔案。特洛伊木馬這個名詞的由

來已久，眾所皆知的木馬屠城記的故事，述說古希臘時代，希臘聯軍撤軍留下一

隻木馬，特洛伊人將其當作戰利品帶回城內。在當天半夜的時候，當特洛伊士兵

為勝利而慶祝時，藏匿在木馬中的希臘士兵悄悄打開城門，將城外的大軍艦引

進，在一夜間摧毀特洛伊城。這種惡性程式的木馬，也是使用類似的手法。通常

木馬在潛伏電腦之後，使用者並無法馬上看出有什麼不對的地方。但是等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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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木馬就會開始做一些壞事，例如刪除電腦上的資料等等。而所謂的「後

門程式」(backdoor)，和木馬有些類似，主要指的是存在電腦上的一些檔案，在

使用者不知道的情況之下，在電腦開了一個和外界相通的管道，讓駭客或者其他

的惡性程式，在未來有機會入侵。 

 

而「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 attacks, 簡稱 DDoS）

也是 2000 年之後非常嚴重的網路安全威脅。2000 年年初時，Yahoo、Amazon、

CNN、eBay 等知名網站遭到 DDoS 攻擊而癱瘓，以致無法提供正常服務的事件，

引起了大眾對於 DDoS 的注意。DDoS 的攻擊方式，主要是利用程式在瞬間產生

大量的網路封包，向網站、郵件或其他提供服務的伺服器/主機要求服務，來癱

瘓網路及主機，使得使用者無法獲得主機提供正常的服務。而駭客之所以能在瞬

間產生足以癱瘓主機或網路，主要是事前早已先利用 Trinoo、TFN、TFN2K 等

工具，在 Internet 上入侵大量安全防護有漏洞的電腦，並在這些電腦中植入後門

程式，使這些電腦成為「殭屍」(zombies)，得以任其擺佈。等到要進行攻擊時，

一聲令下，這些數量龐大的電腦，就同時向 Yahoo、Amazon、CNN、eBay 等知

名網站送出假的服務要求，達到癱瘓的目的。這種「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在

2001 年之後更是層出不窮，對於企業的運作造成很大的威脅，也造成極大的損

失。 

 

而這種利用 Internet 上防範不週的電腦，使這些電腦成為「殭屍」，得以任

攻擊者擺佈的手法，後來變得非常普遍，而演進成為所謂「傀儡網路」(Botnets)。

「傀儡網路」已經成為網際網路上成長最快的安全威脅。Botnets 又可譯為「疆

屍網路」、「機器人網路」或「受操控網路」，主要利用特性跟木馬程式或 rootkit

類似的 Agobot、Phatbot 等工具，入侵未設防的電腦，並將許多被入侵的電腦，

集結構成一個可由駭客隨時操控的巨大網絡。這些被入侵的電腦，如同可接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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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的機器人，集結成軍之後，隨時等待指揮官下令攻擊。而這種由駭客所操控的

攻擊網路，通常由從數百台到數千台不等的電腦所組成。而駭客掌握了這種力量

強大的攻擊武器之後，除了用來引發如前所述的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之外，也用

來大量寄送垃圾郵件、散佈惡意程式，或進行其他犯罪。而利用「傀儡網路」所

進行的攻擊，不但速度快，破壞力強，往往也難以追蹤。 

 

更嚴重的是，新的技術以及攻擊的方式，並非影響這個時期資訊安全威脅加

劇的唯一因素，「人」的因素也越來越重要。在 2001 年之後，許多新的惡性程

式或者新的病毒，也開始使用「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的方式來攻擊。

「社會工程」在政治學中，主要是用來描述政府或者強勢集團利用宣傳、操控文

化或法律制度，來影響以及操弄一般大眾的觀感或行為。而在資訊安全上，社會

工程的手法，主要是一種利用人性的弱點(例如貪婪、膽小、健忘等)、人的本能

反應(例如好奇心等)，或者人性的善良(例如信任、好意等)，設下心理陷阱，來

幫忙散播病毒或惡性程式，或洩漏機密。例如有一些病毒會假裝是由某些權威組

織，或是使用者所熟識的人所發出的，它在 email 的訊息裡會告訴使用者：請上

某一個網站去點選某一個按鈕等等。基於好心、熟識，或是貪婪、膽小，人們通

常毫不考慮就做了。但結果往往是病毒的散播，或者是機密的洩露等。這種社會

工程的手法，讓資訊安全的工作，更加困難43。 

 
                                              
43 Kevin David Mitnick 於 2002 年出版的 ＂The Art of Deception＂ (中譯：駭客大騙局，

藍鯨出版)一書，堪稱社會工程學的經典。書中詳細描述了許多運用社會工程學入侵網

路的方法，這些方法並不需要太多的技術基礎，但可怕的是，一旦懂得如何利用人的弱

點，就可以輕易地潛入防護最嚴密的網路系統。Kevin D.  Mitnick 可說是美國治安史

上最讓 FBI 頭痛的人物之一，不過米尼克自從二ＯＯＯ年從聯邦監獄出獄後，卻反而搖

身一變為全球最炙手可熱的電腦安全專家。他曾經在很小的時候就能夠把駭客的天賦發

揮到極致，不知不覺地進入了包括美國國防部、IBM 等幾乎不可能潛入的網路系統，

並獲取了管理員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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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這些新的技術以及利用人性弱點的攻擊手法之外，在近幾年來，病毒以

及惡性程式甚至結合了新的犯罪動機，例如詐欺、騙取金錢等等。犯罪者由公司

的外部利用病毒、惡性程式，由 email 或各種攻擊手法，進到公司內部竊取機密。

而公司內部人員在離職之後，利用病毒由從公司內部竊取機密，或進行破壞以報

復公司的案例，也時有所聞。甚至恐怖主義，也成了攻擊的動機，例如利用病毒

或者是駭客攻擊的手法來發動網路戰爭(cyber war)。這些新的動機，結合了之前

所提到新的技術以及攻擊手法，衍伸出了更新型態的攻擊。例如所謂的「鎖定攻

擊」(targeted attacks)，就是設定特定攻擊的目標，例如知名的企業或者是媒體，

來造成企業的損失，或癱瘓媒體。 

 

近來盛行的「網路釣魚」(Phishing)或「網頁綁架」(Pharming)，是另一種新

興網路詐騙手法。「網路釣魚」主要是利用偽造電子郵件與網站作為「誘餌」，

而「網頁綁架」則是利用技術方法「綁架」使用者上到罪犯偽造的網頁，讓使用

者不自覺洩漏個人資料，或將木馬程式植入電腦，以破壞系統或伺機竊取重要資

訊。網路釣魚(Phishing)最常被犯罪者用來誘騙使用者的銀行帳號密碼、信用卡號

與身分證字號等機密資料，再伺機偷竊金錢或有價資訊。 網路釣魚的誘餌種類

繁多，包括偽裝成知名銀行，或線上服務業者，通知使用者資料過期、無效需要

更新，或者是基於安全理由進行身分驗證，要求使用者重新確認銀行帳號密碼或

信用卡號。只要使用者一時不察經由電子郵件指引的網址，連結至偽造得一模一

樣的帳號登錄頁，使用者立刻就洩漏了重要的個人資料。「網路釣魚」以及「網

頁綁架」這些網路詐欺行為，目前大部分瞄準金融機構，以詐取銀行客戶的錢財

為主要目的。例如，2005 年 2 月，美國銀行運送客戶資料備份磁帶至備份中心

時，發生磁帶遺失事件，導致逾 200 萬筆客戶資料外洩。2005 年 6 月，萬事達

卡國際組織指出，付款資料處理公司 CardSystems Solutions 的資料，因系統安全

漏洞遭駭客植入木馬程式，竊取信用卡資料，造成逾 4,,000 萬信用卡帳戶資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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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諸如此類的資訊安全事件仍不斷發生。 

 

二、新的生存空間出現 
 

多元整合性威脅的發展趨勢，對於整個資訊安全軟體的商業生態系統也有重

大的影響。如前所述，由於複合式病毒結合了駭客以及病毒撰寫的各種技術，使

得傳統的資訊安全軟體，例如防毒軟體、防火牆，入侵偵測軟體等，均無法有效

的控制及防堵這些複合式病毒的攻擊。因此在這種複合式病毒出現之後，對於整

個資訊產安全軟體產業有很大的影響。 

 

首先，新的「生存空間」的出現，可說是多元整合性威脅的最大影響。新的

資訊安全威脅，使得廠商開始提供「反垃圾郵件軟體」與「反間諜程式軟體」等

軟體，來解決這些新的安全威脅。新的廠商陸續成立，而既有的廠商，也紛紛開

始在自己的產品中，提供這些新的功能。此外，廠商也開始提供專為客戶找出公

司網路中電腦的弱點(vulnerability)或漏洞(loophole)，或幫助安裝修補檔(patch 

files)的「修補檔管理」(patch management) 軟體。有些新創的軟體公司以這些新

染體為其主要產品。這類新創軟體公司中，有許多後來被既有的資訊安全軟體公

司購併。在後續個案描述中，可以見到許多這樣的例子。 

 

另一個新的「生存空間」，則是「資訊安全管理服務」(Managed security service, 

以下以 MSS 簡稱) 。而業界將提供這種服務的廠商通稱為「資訊安全管理服務

供應商」(Managed security service providers, 以下簡稱 MSSP)。MSS 是近年來由

於各種新的安全威脅互相整合，加上許多環境因素影響之下，新興的一種資訊安

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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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所述新的安全威脅，新的攻擊技術與手法，以及新的動機，事實上並非

獨立不相關的，而是綜合且互相影響的。因此，近幾年來，資訊安全的議題變得

多元而複雜。首先，是損失與問題焦點的改變。在 2001 年之後，資訊安全最主

要的問題是在於病毒、駭客，以及罪犯結合起來，使用各式各樣的技術與手法，

造成帶有犯罪意圖的多元性威脅。在這樣的狀況之下，對於使用者所造成的影

響，首先就是金錢上的直接損失，例如說信用卡被盜刷，或者是銀行的錢被盜領。

而對於企業來說，機密資訊的損失，是非常嚴重的，尤其是當機密資訊含有高度

經濟價值，或是和客戶有關(例如客戶資料外流)的時候。更重要的是，當這種事

情被公諸於世之後，對於企業的聲譽造成非常大的影響。客戶以及社會大眾對於

資料被竊，或是被害的這些企業，開始產生懷疑或甚至不信任，這些企業在商譽

等各方面所蒙受的損失，遠超過於金錢帳面上的損失。而這種損失的可能性，是

需要管控的。因此，企業開始將資訊安全，也納入企業風險管理的一部分。其次，

企業也開始注意到「人」在資訊安全的重要性，而人的行為是需要規範與監督的。

安全政策也就愈來愈受到企業的重視。 

 

在經濟層面，2000 年 3 月 NASDAQ 指數達到 5,048.62 歷史高點之後，高科

技股價開始走跌，而網路泡沫終告破滅。隨之而來的不景氣，使得資訊科技支出

減緩，造成資訊產業整體的衰退。這個時期的衰退，並不僅是單純的經濟衰退或

產業不景氣，同時也改變了企業資訊科技支出的模式。而科技支出模式的改變，

更進一步造成軟體授權方式的改變，而使用者也漸漸不再將軟體視為一種「資

產」。 

 

不景氣對於企業的資訊科技支出的影響，不僅是金額減少，同時，企業開始

將資訊科技支出化整為零，避免一次巨幅的支出，以減低財務負擔與風險。這種

企業支出的方式，對於軟體服務以及軟體產品兩種經營模式都有不利的影響。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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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軟體服務經營模式來說，專案的規模縮減了。但對於軟體產品經營模式來說，

更是嚴重衝擊了傳統「永久授權」的機制以及其計價方式。傳統軟體產品授權的

方式，是「永久授權」，亦即，客戶終身有權使用軟體，除非是客戶違反授權合

約中的規定，例如洩漏軟體中的秘密或任意複製、散播這個軟體。大多數的軟體

產品公司，都使用這種永久授權的方式，同時和客戶簽訂「維護合約」或「服務

合約」，讓客戶有權使用後續推出的軟體更新或新版本的升級。這種「永久授權」

的計價方式，當客戶購買軟體產品時，通常會需要先付出一筆相當可觀的金額，

取得永久的軟體使用權，以及第一年的軟體更新與版本升級。而第二年之後，客

戶簽訂「維護合約」，並支付大約相當於首次支付金額的 20%至 30%，來取得第

二年的軟體更新與版本升級。在法律上來說，如果客戶不願意付錢簽訂「維護合

約」，「永久授權」使得客戶還是有權使用先前已經安裝於電腦中的軟體。 

 

但由於不景氣的關係，這種一開始必須支付高額資金，取得軟體授權的方

式，漸漸受到企業的質疑。愈來愈多的企業，不願意一次支出大筆的金額，而傾

向化整為零，以減低財務負擔以及風險。因此，所謂的「訂閱授權」(subscription 

license)44，調整了授權與付款期間的新授權方式，開始興起。一般而言，採用這

些授權方式的客戶，每年支付相等的金額，取得該年的軟體使用權。客戶對於軟

體的觀念，也因此漸漸地由「購置資產」轉為「租用」。就如同有些公司處理公

司公務用汽車的方式一樣，由一次支出大筆的金額「購買汽車」(汽車成為公司

的資產)，加上後續每年的維護費用，轉變為「租用汽車」，每年支付約等額的

費用，來汽車租賃公司取得汽車的使用權，並由租車公司負責維修。軟體支出在

                                              
44 又稱限時授權(time-based license)，或期限授權(term license)，廠商所使用的名詞並不

盡相同。至於授權條件中，是否也包括這一年內的軟體更新、版本更新，或是相關的技

術支援等服務，視每個軟體廠商所訂的條件，而有所不同。有些廠商將這些包含在收權

範圍內，而有些則另訂「維護合約」或「服務合約」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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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企業的財務報表中，也因此漸漸地由「資產」轉為「費用」了。 

 

這樣的轉變，並不僅是財務會計上處理方式的轉變，同時，也代表了軟體不

再被視為一種「資產」(無形資產)。既然如此，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就並不那麼

重要了。而對於企業來說，將軟體支出「資產費用化」，在財務上也有節稅的效

果。因此愈來愈多的企業，也樂於將軟體支出以費用處理。另一方面，軟體廠商

也了解到，客戶要的是「使用」軟體，而不是「擁有」軟體。因此，廠商的訂閱

授權範疇，也愈來愈廣，許多廠商也在授權條件中加入了軟體更新、版本更新的

使用權，有些廠商甚至將原本的「維護合約」或「服務合約」規範的技術支援等

各種服務，也一併整合納入授權合約，成為一種綜合性的軟體授權與服務方案。 

 

另外，在法律及制度層面，日趨嚴格的規範，也對資訊安全軟體的經營模式，

產生了重大的影響。近年來由於各種安全問題爆發，世界各國政府，紛紛研擬新

的、更嚴格的法令規範。例如，2001 年 9 月 11 日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美國眾多

關鍵基礎建設與服務，包括政府單位、金融服務、交通運輸、能源電力、通訊設

施等，無一不籠罩在網路恐怖攻擊的陰影中。美國政府於 2002 年通過「國土安

全法案」，並於年底成立「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

這個新的政府部門於，2003 年 1 月開始正式運作，主要以國土安全的角度，統

籌所有相關的安全議題，包括邊防、運輸、電腦網路、緊急應變系統等。隨國土

安全部預算每年持續成長，所誘發龐大國土安全市場商機也隨之起飛。為了因應

結合實體與網路的資訊恐怖攻擊，並預防「數位珍珠港事件」的發生，資訊安全

在國土安全中也受到相當高的重視。「由此衍生之警消 M 化系統與無線通訊安

全、RFID 安全、生物辨識安全技術、監控安全、資料庫安全、儲存設備、智慧

卡與 Token 等有別於傳統資安軟體之新興市場商機將極為可觀」(資策會 MI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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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年 12 月安隆(Enron)案以及 2002 年 7 月世界通訊(WorldCom)案等財務

報表不實以及公司管理失當的企業醜聞陸續爆發，使得各國政府對於會計制度徵

信、審核與公司治理、監督的嚴格規範。尤其是美國政府，在 2002 年通過沙賓

法案( Sarbanes-Oxley Act)，加強公司管理高層對財務、會計審計透明、真實的責

任義務，並強化上市公司的財務揭露。而和資訊安全有關的部份，主要是企業被

要求要集中保存交易及作業文件，包括所有 email 往來紀錄以及各式各樣電子檔

案都要留存紀錄，以供主管機關稽核之用。 

 

而在各行各業，法令的規範也日趨嚴格。例如，在金融業方面，國際清算銀

行之巴賽爾銀行監理委員會，提出新巴賽爾資本協定(Basel II)，針對 1988 年的

舊巴塞爾資本協定(Basel I)做了大幅修改，以期提升國際上金融服務業的風險控

管能力。新巴賽爾資本協定在 2006 年底開始實施，金融業的風險監控機制將由

資本適足率管理，並根據信用風險、市場風險、作業風險三部分，規範金融業的

風險控管機制。在作業風險部分，為了降低因內部作業、人員及系統之不當及失

誤，或其他外部作業與相關事件，所造成的損失，金融機構必須提出資訊安全建

置規範。而在保險與醫療業，美國聯邦政府早在 1996 年就已經通過 HIPAA 法案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針對個人醫療與保險資料保

護，設下嚴格的規範，使得相關企業無不積極著手建置身份辨識、存取管理，以

及資料儲存安全系統，同時，也對管理程序、實體防護、技術安全服務與機制等，

建立嚴格的安全政策。 

 

上述多元性的安全威脅整合之後，所造成資訊安全問題焦點的改變，以及日

趨嚴格的新法律規範，使得機構客戶規劃資訊安全的思考方式也產生了很大的轉

變。資訊安全以前是在資訊部門底下的一個功能。但是在資訊安全問題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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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激增，以及各國政府在法規上更嚴格的要求之後，資訊安全漸漸被視為組織

整體安全，或者是公司、企業風險控管的一部分。而資訊安全軟體產品只是這些

整個政策其中的一環而已。對於資訊安全產業來說，問題焦點以及法律規範的改

變，在資訊安全服務的領域，帶來了新的機會。而對於廠商來說，則是產生了新

的「生存空間」。而「資訊安全管理服務」(Managed security service, 以下以 MSS

簡稱) 則是在這些因素綜合影響之下，新的生存空間出現後，所產生的新服務。 

 

MSS 的內容以及服務範疇，視不同的 MSSP 而定。大致上來說，MSS 主要

是指 MSSP 為客戶監控與管理資訊安全軟硬體系統，並在危害安全的事件發生

時，做出緊急回應與處理。在種監控的部份，通常是 7 天 24 小時全年無休的即

時監控(real-time monitoring)。而在管理的部份，主要包括代管以及維護各式各樣

的資訊安全軟硬體，包括防火牆、入侵偵測系統、防毒、VPN、弱點偵測、網頁

內容過濾、郵件內容過濾等各種安全軟硬體的運作與維護，以及分析各種安全威

脅的來源與發生狀況，有時也已報表呈現分析結果，並做出建議，以作為改善資

訊安全的依據。MSSP 通常會和客戶簽約，合約中明定服務的範疇、提供的內容

(deliverables)，以及計價方式。而為了贏得客戶的信任，MSSP 也會提供”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SLA)”來保證服務品質。 

 

在 MSS 的經營中，資訊安全監控中心(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 以下簡稱

SOC）扮演了重要的角色。SOC 是一種 7 天 24 小時的監控中心，通常是一個機

房，有許多監看的螢幕，並由網路連線到欲監控的系統所在地。SOC 的功能類似

在實體的世界中，保全公司的「監控中心」或「管制中心」。MSSP 會建置具有

一定規模的 SOC，由 SOC 監控企業客戶網路環境，並在網路出現病毒、駭客入

侵等緊急情況時通知客戶作應變處理。事實上，這種監控中心的角色與工作，可

以由企業本身或 MSSP 來做。有些大型企業資金及人才都足夠，通常傾向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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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自行監控，而有些企業則考量成本以及專業性，傾向將這個工作委外給

MSSP 來做。這種「自行監控管理」或「外包」的決定，也受到企業現有的資訊

安全軟硬體的狀況的影響。有些企業已經安裝了各式各樣的資訊安全軟硬體，自

行管理的經驗也豐富，通常會傾向自行監控管理。 

 

若以服務發生的「地點」(location)來區分，MSS 大致上可以分為兩類。一是

於客戶所在的地點提供服務，通常是以「人」來提供服務。也就是由服務供應商

指派工程師或顧問等相關人員，到客戶所在地點提供服務。這類服務一般稱為「現

場服務」(on-site services, on-premise services)。另一類是由其他地點提供服務，

通常是透過網路來提供服務。這類的服務可以稱為「遠端服務」(remote services)。

由於廠商使用的名詞不一，而許多時候，不同的廠商使用同樣的名詞，但卻代表

不同的意義。近來極為盛行的「軟體即服務」(Software-as-a-Service, SaaS)、「隨

選服務」(on-demand services)、「線上服務」(online services) ，或是所謂的「雲

端服務」(in-the-cloud services45)，所涵蓋的範疇以及意義各有不同，但共同之處，

則在於這些服務大致上都可歸類於「遠端服務」。大體上來說，「現場服務」(on-site, 

on-premise) 主要由「人」來提供服務，而「遠端服務」，則是由「網路」以及

「程式」來提供。 

 

而提供 MSS 的 MSSP，則是由各種不同的既有廠商兼營或轉型而來。此外，

                                              
45 本研究將“In-the-cloud＂譯為「雲端服務」。“In-the-cloud＂主要是指＂在 Internet
之中＂的意思。這個名詞的來源，是因為資訊廠商畫網路圖時，經常把 Internet 畫成一

朵雲。因此，有人將所有在 Internet 這朵雲中所提供的所有服務，稱為＂in-the-cloud 
service＂。事實上，Internet 這朵雲中，主要是電信業者、網路服務供應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資料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s)等，提供基礎建設、網路連線、設備與儲

存空間的廠商。近年來資訊大廠如 IBM, Google, Microsoft 等，開始提倡「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試圖建立在 Internet 這朵雲中的運算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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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新創的 MSSP，專注於這種新型態資訊安全服務的業務。既有廠商跨入

MSS 業務領域的，包括幾類。一是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或是資料中心

(Internet Data Centers)。而另外有些 MSSP，則是由「系統整合廠商」(Systems 

Integrators, SI) 或「資訊服務廠商」(IT Services Companies)兼營，例如美國的

CSC、EDS，IBM，HP，和台灣的精誠、數聯資安等。此外，許多「資訊安全軟

體產品公司」也開始兼營 MSS 業務，或是轉型為 MSSP，例如美國的 Symantec、

VeriSign、ISS、Symantec、McAfee，日本的 Trend Micro 等。這些資訊服務廠商

及軟體產品公司，由協助客戶安裝、整合、使用，以及維護自家產品的工作中，

已累積相當的經驗，因而以原本銷售的產品為基礎，再提供相關的管理服務給客

戶。而這些管理服務的出發點，大多是以一種「安全程序觀」(security process 

view)，或是所謂「威脅生命週期」(threat lifecycle)的觀點，來設計服務的內容。

例如，圖 13 中列出了整體資訊安全程序中，所包含的各類工作。 

 

 

圖 13：訊安全程序中的各類工作.  

 

根據資訊安全程序中的各類工作，廠商設計了各種服務，提供給客戶。來幫

助客戶改善資訊安全的工作。例如，在「評估與計畫」階段中，廠商常提供「資

安顧問服務」，包括協助客戶評估資安需求、進行弱點分析(在客戶的電腦上幫

忙偵測有哪些弱點，避免駭客或病毒經由這些軟體的弱點或缺陷來攻擊)、制訂

安全政策、發展資訊安全計畫、協助企業導入如 BS 7799 或 ISO17799 等安全標

準以符合政府的法規等。在「設計與執行」階段，廠商常提供各種服務，來幫助

客戶規劃網路安全架構、取得所需的各種資訊安全軟硬體，並將其與企業既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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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與網路整合。在「管理與維護」階段，廠商常提供 24x7 監控與管理服務，

以維持安全系統的運作，並在危害安全的緊急事件(如病毒爆發、駭客攻擊、機

密資料外流等)發生時，立刻做出回應與處理。而諸如定期更新系統及應用軟體、

流量與各種安全紀錄的追蹤與分析，也屬於這個階段的工作。而在「教育訓練」

的階段，則著眼於平日的人員訓練，包括訓練客戶組織內的人員使用各種資訊安

全軟硬體、提昇人員安全意識與觀念、矯正人員可能為害安全的不適當行為等。 

 

MSS 的內容及範疇相當多樣且廣泛，各家廠商所提供的服務，也各有特色。

大致上來說，不同屬性的 MSSP，由於其能力與專長領域不同，通常有不同的服

務內容與重點。由電信業者、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或是資料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s)廠商兼營或是轉型而來的 MSSP (如 AT&T、MCI、Sprint、中華電

信)，通常較著重在網路基礎建設的提供，以及設備的管理與安全監控方面。由

「系統整合廠商」(Systems Integrators, SI) 或「資訊服務廠商」(IT Services 

Companies)兼營的 MSSP(如美國的 CSC、EDS，IBM，HP，和台灣的精誠、數聯

資安等)，通常較著重於各種資訊安全系統之間的整合與管理。而由「資訊安全

軟體產品公司」兼營或是轉型而來(如 Symantec、VeriSign、ISS，Trend Micro 等)，

則較著重原本自家產品的資訊安全功能領域。例如，VeriSign 提供的服務，較著

重於認證(authentication)、加密，與交易安全基礎建設方面，ISS 較著重入侵偵測

及防禦，而 Trend Micro 則較著重於惡性程式與內容的防治與控管。而 Symantec

由於以購併各種不同功能的資訊安全軟硬體廠商為其近年來的成長策略，因此，

所提供的 MSS，與 EDS、IBM 等廠商，較為接近46。而這些由軟體產品公司兼營

                                              
46 Symantec 的策略走向，受到其 CEO John Thompson 影響極大。John Thompson 先前

於 IBM服務，在Gerstner 擔任CEO期間，幫助 IBM建立了軟體事業部門。John Thompson
加入 Symantec 後，基本上承襲了 IBM 的一貫策略，著重「一次購足」並提供客戶完整

的系統整合服務。後續的個案會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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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轉型而來的 MSSP，有些主要自行提供服務(如 Symantec、VeriSign、ISS 等)，

部份搭配策略夥伴來提供服務，而有些則主要透過與策略夥伴合作來提供服務

(如 Trend Micro)。前者作法的優點，在於和客戶的關係較緊密，但缺點則為容易

產生通路衝突(channel conflict)，因為自行提供服務，常常會搶了原本通路夥伴或

策略夥伴的生意。 

 

此外，有些廠商由創立初始，即以提供「雲端服務」(in-the-cloud services)為

主，例如 Messagelabs。Messagelabs 主要的業務，為「郵件安全服務」，大致上

的作法，是設立郵件處理中心，將進出企業的郵件導入處理中心，這樣一來，進

出企業的郵件，會先通過 Messagelabs 的掃瞄，以確保有害郵件不會傳出或傳入。

另外，以提供 IP 篩選技術和信譽風險管理服務 (Reputation Service) 見長的

Kelkea，也屬於這類提供 In-the-cloud 服務的公司。IP 篩選 (IP filtering) 是指識

別如垃圾郵件等威脅之來源，且透過阻擋已知且具攻擊性 IP 地址的傳入資訊方

式，從而防止這些威脅攻擊用戶的過程。Kelkea 目前利用這項功能為一些全球

最大的解決方案供應商提供反垃圾郵件服務，並收取費用，同時透過網路來判斷

來源的正確性和評估 IP 位址的信譽 ─ 這就是所謂的信譽風險管理服務 

(Reputation Service)。信譽風險管理服務 (Reputation Service) 在反垃圾郵件的過

程中變得日趨重要。Kelkea 擁有一個廣泛的資料庫，其中納入了超過 15 億個 IP 

位址的統計數據和歷史資料的詳細內容。除了能防止電子郵件和網路架構不受垃

圾郵件的騷擾之外，信譽風險管理服務還能用於防範網路釣魚 (Phishing)、網址

嫁接 (Pharming) 以及藉由疆屍電腦網路 (Botnet) 發動的攻擊。Kelkea 於 2005

年 6 月被 Trend Micro 收購，成為 Trend Micro 的網路安全事業部門。另一個著名

的「雲端服務」廠商 MessageLabs，也在 2007 年 7 月為 Google 所購併。 

 

除了 MSSP 之外，「資訊安全硬體裝置」(security appliance) ，是另外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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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業務領域。這種新型態的硬體，也在資訊安全商業生態系統中，逐漸蓬勃發

展。資訊安全硬體裝置的外型，和一般看到的電腦不盡相同，有些外觀類似一般

桌上型電腦，有些則做成可以鎖在機房機架上的”1U”大小，而有一些甚至做成方

塊狀(例如 Cobalt 的硬體裝置)。資訊安全硬體裝置基本上也是電腦，但它們只單

獨地提供資訊安全的功能，而不做其他用途。它的作法主要是把資訊安全軟體預

先安裝於硬體中，並和硬體做完善的整合，同時也預先作好大部分的設定。使用

者購買了這些資安硬體裝置之後，類似家電一樣，通常不需要進行太多複雜的設

定，插上電源就可以使用。而這類資訊安全硬體，在早期大多為單一功能的資訊

安全硬體裝置，例如先前提到的防火牆硬體/VPN (firewall/VPN appliance)(如

Nokia 和 Check Point 合作的硬體防火牆)。而隨著時間過去，廠商在資訊安全硬

體裝置上，逐漸增加愈來愈多的功能。 

 

在 2001 年之後，由於新形態多元整合性威脅的影響，具有多功能的「綜合

性威脅管理裝置」(Unified threat management appliance) (簡稱 UTM 裝置)，在單

一設備中整合了防毒、防火牆、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ing）甚至是入侵偵

測、入侵防禦等功能。同時，在 UTM 裝置中，大多數的作業系統，是採用免費

的 Linux，成本相對較低。這種低成本、多功能的特性，對於中小企業來說，在

採購預算有限的狀況之下，採購一台 UTM 裝置，就可以滿足各種資訊安全的需

求，因而特別受到歡迎。而中小企業由於規模不大，網路狀況相對單純，所遇到

的資訊安全問題較不複雜，非常適合提供多種功能，且不需太多額外設定的 UTM

裝置。因此，在中小企業市場上，UTM 裝置有逐漸取代單純的防火牆與入侵偵

測系統之勢。 

 

而「資訊安全硬體裝置」所帶來的新生存空間，也很快有各種不同的廠商「遷

入」。這些廠商主要有幾類，一類是新創的資訊安全硬體廠商，在創立之初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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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生產這類硬體裝置，如 NetScreen, SonicWall, WatchGuard 等。第二類是既有資

訊安全軟體廠商，跨足進入這個領域，例如 Symantec, McAfee, Trend Micro, ISS

等。這類廠商大多尋求一個或數個硬體廠商的合作，由硬體廠商製造硬體裝置，

在安裝了軟體之後，以軟體廠商的品牌銷售。第三類則是網路設備廠商，例如

Cisco, Lucent, Nortel, Enterasys, Nokia, Huawei(華為)等。這些廠商有的自己寫軟

體，並以自己的品牌銷售資訊安全硬體裝置(如 Cisco 等)，有些則自己負責硬體

製造，另一方面向軟體公司購買軟體授權，再以「共同品牌」(co-branded)(自己

的品牌搭配軟體公司品牌)的方式來銷售(例如 Nortel, Nokia 等硬體公司，和防火

牆軟體公司 Check Point 的合作)。 

 

三、種間關係的改變 
 

除了產生新的生存空間之外，既有廠商的「種間關係」，也受到環境「擾動」

的影響。新的多元整合性威脅如 CodeRed 以及 Nimda 剛出現時，使得邊界安全

次系統中，任何單一的的防禦機制，如防火牆、閘道防毒、入侵偵測及防禦等，

都不足以抵擋這樣種新形態的安全威脅。防火牆、閘道防毒、入侵偵測及防禦軟

體廠商，一時之間只好先自行尋找各自的解決方案，來幫助自己的客戶處理這些

新的安全威脅問題。三者之間的互補性，因此受到影響而逐漸消退。而三者之間

的界線，也變得愈來愈模糊。而廠商之間原來的合作關係，也因此受到影響。例

如，先前組織 OPSEC 聯盟的防火牆軟體廠商 Check Point，由於防火牆、閘道防

毒，入侵偵測及防禦軟體之間的互補性消退，使得 Check Point 與聯盟中的閘道

防毒廠商(如 Trend Micro)以及入侵偵測及防禦軟體廠商(如 ISS)之間的「互利共

生」關係，也愈來愈薄弱。 

 



 156

四、Cisco, Microsoft 等「關鍵者」跨足資訊安全軟體與服務業務 
 

最後，在 2001 年至今的這段期間當中，對於資訊安全軟體商業生態系統影

響甚鉅的一項重大事件，就是 Cisco, Microsoft, 以及 Google 也開始跨足資訊安全

軟體業務。Cisco 是「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的「關鍵者」，早期就已參與資

訊安全領域，在其路由器硬體產品中提供防火牆軟體的功能，而在 2001 年之後

這段期間，更擴展了對於資訊安全領域的參與。Microsoft 是「個人電腦商業生態

系統」中的「關鍵者」，在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也有相當的影響力。Microsoft

跨足資訊安全軟體業務，和 1980 年代時跨足文書處理軟體的過程類似，由「關

鍵者」的姿態跨入互補廠商的業務領域，成為「支配者」。而 Google 在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的影響力與日俱增，儼然成為一個「關鍵者」。但 Google 從未

參與資訊安全領域的業務，向來與資訊安全廠商關係也並不密切。此次跨足資訊

安全領域，類似自然界生態系統中的「外來入侵種」（alien invasive species）。 

 

2002 年年底，Cisco 購併了入侵偵測技術研發公司 Psionic Technologies。2003

年 1 月，Cisco 又繼續以 US$153M 買下網路入侵偵測軟體公司 Okena，大幅加深

對網路安全領域業務的參與。Cisco 除了將入侵偵測的技術整合至其網路硬體設

備產品之外，也開始發展防護「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DoS)等網路安全威脅的

技術與解決方案。在 2003 年 5 月時，Cisco 一口氣推出了 14 款安全產品與服務。

Cisco 主要的作法，是利用本身在網路設備市場中扎實的客戶基礎與高市場佔有

率，在其網路硬體設備產品中，加入安全控制的機制，以在網路中找出威脅，並

將安群威脅事件依嚴重程度分為不同的風險等級（risk level），在攻擊事件發生

時，依照風險等級的高低，作出適當的反應，隔離受感染的終端電腦，並重新配

置網路資源。Cisco 跨足網路安全領域，對於 Check Point 和 ISS 的衝擊相當大。

Cisco 原先在防火牆軟硬體市場上，就已經是 Check Point 的最大競爭者之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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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足了入侵偵測軟體領域之後，也和 ISS 正面競爭。2003 年 11 月，Cisco 更進

一步宣布了 Cisco Network Admission Control（Cisco 簡稱為 NAC）網路安全架構

與聯盟計劃，並立即獲得多個防毒軟體廠商的支持。而 Microsoft 之後也推出類

似的安全架構與聯盟計劃，和 Cisco 在安全架構的主導上，形成競爭。本研究稍

後會進一步的詳述這個安全架構之爭。 

 

2003 年 6 月 11 日，Microsoft 宣佈收購羅馬尼亞防毒軟體公司 GeCad 

Software。Microsoft 的這項宣布讓許多防毒軟體廠商心生警惕，因為就過去的紀

錄來看，Microsoft 跨入防毒市場的舉動，非常類似當年搶攻文書處理軟體、試算

表軟體，以及瀏覽器市場的模式。歷史顯示，Microsoft 不但鯨吞蠶食下幾乎整個

市場，還把當時的市場領導者如 Lotus 及 Netscape 送進了歷史。對於購併消息最

為敏感的華爾街，就反映了這種想法，許多防毒軟體大廠的股價在 Microsoft 宣

布購併 GeCad 之後，立即大幅滑落。 

 

但也有部分的市場分析師，認為 Microsoft 收購 GeCad，主要是將其視為該

公司信賴運算(Trustworthy Computing)計畫的一個步驟。在宣佈收購 GeCad 之前

的數年當中，Microsoft 一直希望能改善產品安全性，讓軟體更值得受到信賴。由

於先前接連遭受 Nimda、Code Red 以及 Slammer 病毒/蠕蟲的襲擊，外界批評聲

浪不斷，認為這些惡性程式主要是因為 Microsoft 軟體的漏洞，讓駭客有機可乘，

而 Microsoft 應該要負起責任，改善其軟體的安全性。Microsoft 因此重新訓練了

數千位開發人員、改造開發流程、延後 Windows Server 2003 的出貨，並推出 IT

管理員專用的安全指南。Microsoft 也曾公開表示，將在作業系統中加入防毒軟

體，並與其他安全公司成立防毒資訊聯盟，共同打擊數位害蟲。因此，有許多人

在 Microsoft 宣佈收購 GeCad 之後，認為其目的並不在於和既有的防毒軟體廠商

競爭，而是在於增進其軟體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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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樂觀的看法，在 Microsoft 宣佈收購 GeCad 之後一年之間，仍廣為流傳。

因為在這段期間，Microsoft 相當低調，僅發佈了幾個幫助安裝與處理軟體漏洞的

免費工具程式，並在 Exchange server 2003 中加入了一個名為智慧型郵件篩選器

（IMF）的過濾功能，以及在 Windows XP SP2 中新增了「資訊安全中心」（Security 

Center）及個人防火牆機制(Microsoft 稱為 Windows Firewall)，但並未正式發行及

販售防毒軟體產品。但到了 2004 年 12 月，Microsoft 宣佈收購反間諜程式產品公

司 Giant，之後在 21 天內完成此款反間諜軟體”Microsoft Windows AntiSpyware”

的測試版，並開放下載試用。此一動作，相較其於 2003 年底收購 GeCad 後的低

調行事，且並未進一步開放防毒軟體測試版提供大眾下載試用，顯得積極許多。 

 

到了 2005 年，Microsoft 的動作更為積極了。2 月時宣布收購在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以及 Lotus Notes Server 上開發企業用防毒與郵件內容過濾軟體

的 Sybari；接著在 7 月旋即宣佈收購 Email 過濾軟體公司 FrontBridge 

Technologies。在整合了這些公司的技術與產品之後，Microsoft 於 2006 年 6 月正

式推出防毒與反間諜程式訂閱服務”Windows Live OneCare＂，目標客戶為一般消

費大眾。同時，Microsoft 也宣佈將以 Forefront 為其企業用資訊安全軟體名稱。

該年 7 月 18 日，Microsoft 接著宣布收購以 VPN 與 SSL 技術見長，提供安全存

取(secure access)軟體產品的 Whale Communications 公司，以及工具軟體產品公

司 Winternals。到了 2006 年年底，Microsoft 推出了企業用的”Forefront Security for 

Exchange Server” 和”Forefront Security for SharePoint”。這些企業用軟體產品主要

出自微軟 2005 年收購的 Sybari Software。 

 

根據 CNet 報導，2007 年 1 月 30 日，Microsoft 的新一代作業系統 Windows 

Vista 正式上市。其中，防火牆與反間諜軟體已經包含在其中，成為作業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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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份。7 月 4 日，Microsoft 終於推出了其企業版的桌面(desktop)防毒軟

體”Forefront Client Security＂，目標客戶鎖定為企業。這個軟體具備防毒了與防

惡意程式功能。若搭配安裝於伺服器端的管理主控台”Forefront Client Security 

Management Console”，則可進行集中管理、部署、設定安全政策與產生安全分析

報表等功能。Forefront Client Security 採訂閱制(subscription)計價，以台灣市場為

例，桌面端(或稱「使用者端」，client side)程式每個使用者或每台電腦，一年授

權費用約為新台幣 480 元，並另贈送企業讓員工在家中使用同一軟體的權利。而

安裝於伺服器上的管理主控台軟體，每台伺服器一年授權費用約新台幣 3600

元。相較於其他資訊安全廠商新台幣千餘元的授權定價，Microsoft 一年不到 500

元，還附贈家中電腦授權的作法，被認為欲以低價策略快速搶進市場。 

 

Microsoft 跨足資訊安全軟體市場，對於整個資訊安全軟體的商業生態系統，

產生了極為重大的影響。尤其以個人使用的資訊安全軟體受到的衝擊最大。根據

資訊科技產業網站 CNet 資料顯示，在 Windows Live OneCare 上市一個多月後，

所有競爭者在個人電腦軟體零售市場的市佔率都遭到 Microsoft 瓜分。尤其是軟

體零售市場領導者 Symantec 的市佔率，較 Windows Live OneCare 上市之前大幅

衰退了 10.1%。而 McAfee 和 Trend Micro 的市佔率，也在同期間也分別減少了

3.3%和 1.3%47。因此，各個資訊安全軟體廠商，無不持續調整經營模式，來應付

Microsoft 由「關鍵者」逐漸轉變為「支配者」的挑戰。最明顯的策略行動，就是

加深對企業市場的參與，使得個人資訊安全軟體業務佔整體業務的比重減低，降

低 Microsoft 所帶來最直接的衝擊。 

 

                                              
47 CNet 2006 年 8 月 14 日報導。全文網址為 
http://taiwan.cnet.com/news/software/0,2000064574,20108627,00.htm  (2007年 10 月 10 日

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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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 Microsoft 之外，Google 也出人意表地在 2007 年 7 月 9 日宣布，將以

US$625M 購併擁有 3 萬 5 千個企業用戶的電子郵件安全公司 Postini。Postini 主

要提供企業電子郵件掃瞄服務，採用這種服務的企業用戶，將所有進出公司的電

子郵件都先導到 Postini 的處理中心，由 Postini 進行內容的掃描，以確保電子郵

件的安全(例如，不帶有病毒)，或是對於郵件內容進行過濾及管控(例如，禁止某

些特定內容的電子郵件傳出公司)。 

 

Google 這個「外來入侵種」（alien invasive species）跨足電子郵件安全服務

業務，對於資訊安全商業生態系統的影響，短期還不易評估，但可以肯定的是，

將為整個資訊安全商業生態系統，增加了許多變數。自然界中的「外來入侵種」，

常常由於其超強的適應能力，對其所入侵的生態系統，造成嚴重的排擠或掠奪情

形。例如早期台灣水稻受到福壽螺嚴重的大量啃食，造成農們嚴重損失，即為一

例。而在商業生態系統中，類似的現象是否也存在，Google 在資訊安全領域的後

續發展，應可作為一個值得追蹤研究的個案。 

 

五、Cisco 與 Microsoft 爭奪企業網路安全架構的主流設計 
 

然而，Microsoft 也並非全面地轉變為「支配者」，在某些層面上，仍然意圖

扮演「關鍵者」的角色。眾所皆知，Microsoft 在各種架構以及標準的訂定與主導，

一向不遺餘力。由早期的個人電腦作業系統、網路作業系統，一直到近年的.NET

架構等，Microsoft 都展現了作為一個「關鍵者」的企圖心。跨入了資訊安全的業

務領域之後，Microsoft 在資訊安全架構上，當然也不落人後。 

 

在 2001 年之後，由於多元性整合威脅的影響，使得既有的資訊安全軟硬體

如防火牆、防毒軟體、入侵偵測/防禦等，急需互相溝通與整合，才能有效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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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企業的資訊安全政策。而企業想要強制執行安全政策，必須要一個可以讓眾

多廠商的資訊安全軟硬體之間，可以互相溝通以及下達指令的機制。因此，一個

能夠整合、管理，以及控制各家廠商產品的資訊安全架構，有其必要性。 

 

在技術上來說，這種資訊安全架構，主要藉由在端點(end-point)電腦上安裝

的程式，檢查電腦本身狀況是否符合企業安全政策，例如有無安裝修補程式、防

毒軟體是否已更新、是否執行非經核准的程式等，並透過這些程式將資訊傳送至

政策強制執行(policy enforcement)伺服器上，來決定是否讓該電腦連上企業內部

網路，或依資訊安全政策遵循狀況與使用者角色等各種條件，來決定網路使用權

限。而最有條件出面來主導這種整合性安全標準的廠商，包括了網路設備龍頭

Cisco 以及作業系統龍頭 Microsoft。以路由器與交換器起家的 Cisco，主要將資

訊安全架構技術放進路由器中，並在端點電腦上安裝代理程式(agents) 來進行管

控；而作業系統霸主微軟，則是把其資訊安全架構技術放在 2008 年將上市的新

版伺服器作業系統 Windows Server 2008(開發代號 Longhorn)，以及已推出的新版

作業系統 Vista 當中，並與端點電腦中的 Windows 作業系統溝通來進行管控。 

 

網路設備龍頭 Cisco 首先於 2003 年 11 月宣布 Cisco Network Admission 

Control（Cisco 簡稱為 NAC）網路安全架構與聯盟計劃，並立即得到 Symantec、

McAfee(當時公司名稱為 Network Associates, 簡稱 NAI)，以及 Trend Micro 這三

個防毒軟體領導廠商的支持，並於 2004 年 6 月正式推出內建 NAC 能力的路由器

產品，並繼續取得 CA 及 IBM 等大廠支持 NAC。而 Microsoft 也立即於 2004 年

7 月宣佈其「網路存取保護」（Network Access Protection, 簡稱 NAP）安全架構

與聯盟計劃，並得到 25 家廠商的支持，其中包括 Cisco 的最大競爭者 Juniper 以

及前述三家防毒軟體廠商的支持。到了 2004 年 10 月，Cisco 與微軟共同宣佈，

將繼續各自發展 NAC 與 NAP 兩個資訊安全架構，但承諾兩者將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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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CNet 的報導，除了 Cisco 與 Microsoft 兩個重要的「關鍵者」之外，許

多較小的「利基者」廠商，也各自發展自己的資訊安全架構。例如，Juniper(發

展自己的 Unified Access Control 架構), UAC、Sygate(後被賽門鐵克併購)、

TippingPoint、華為(發展自己的Endpoint Admission Defense架構)、McAfee、Sophos

等資訊安全或網路設備廠商，亦都透過自主研發或併購的方式，推出概念與目的

相類似的資訊安全架構，這些廠商發展資訊安全架構的企圖不一，有些僅在於管

控自已的產品，或少數其他廠商的產品，而有些則顯示出意圖整合多家廠商產品

的野心。除了個別廠商各自發展與主導資訊安全架構，IT 業界組織 TCG(Trusted 

Computing Group, 信任運算組織)，亦已發展出名為信任網路聯結(Trusted 

Network Connect, TNC)的開放性標準，截至 2007 年 10 月之前，除了 Cisco 之外，

包括 Microsoft、Juniper、Symantec 等廠商，都已宣佈支援 TNC。至於哪一個架

構將成為主流，仍有待時間的證實。而由於主流設計仍不明確，既有的廠商除了

避開直接競爭者所推展的新架構48之外，大多採取「多方參與」的策略行動，以

避免「選錯邊」的風險。 

 

六、個人資訊安全軟體的「大眾商品化」與生存空間縮減 
 

而 2001 年之後，在個人資訊安全軟體市場，也發生了許多變化。首先，由

於個人防火牆市場規模相對地非常小49，2000 年之前新創的諸多個人防火牆軟體

廠商，在2001年之後，一一為較大的既有資訊安全軟體廠商所購併。例如，@Guard

                                              
48 例如，Check Point 由於與 Cisco 直接競爭，因此不參與 Cisco 主導的 NAC 安全架構。 
49 IDC 於 1999 年時估計企業用防火牆的市場規模約為 US$537M，而個人防火牆市場規

模僅約 US$4M，二者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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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Symantec 購併、 Network Ice 被 ISS 購併、Signal 9 被 McAfee 購併，而 Zone 

Alarm 也被 Check Point 購併。加上 Microsoft 於 2004 年 8 月推出的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SP2)中，內建了個人防火牆的功能，使得個人防火牆變成作業軟

體的一部分，個人防火牆的市場因此逐漸萎縮，或甚至面臨消失的命運。以生態

觀點來看，這個物種的族群僅在歷史上偶然出現，逐漸被其他的物種族群所吸納

之後，整個族群規模迅速縮減，幾乎快完全消失了。 

 

另一方面，既有的資訊安全軟體廠商，紛紛提供了個人使用的綜合性資訊安

全軟體，將防毒、反垃圾郵件、反間諜軟體、個人防火牆、無線網路防護等多種

功能，都包含在所提供的軟體內。市場上可供消費者選擇的個人資訊安全軟體數

量龐大。然而，各廠商所提供的軟體產品，其實差異性並不大。而這種供過於求，

且產品無法差異化(differentiation)的結果，引發了個人使用的消費性資訊安全軟

體「大眾商品化」(commoditization)50 的現象。 

 

軟體的「大眾商品化」，是近年來軟體商業研究者所矚目的一個現象。這個

現象主要是指在許多軟體產品市場中，由於產品的滲透率(penetration rate)或客戶

的使用率(adoption rate)已經很高，而參與的廠商數目眾多，市場因而趨於飽和。

而由於各家軟體的差異不大，加上產品功能遠超過使用者的需求，使得軟體產品

漸漸變成和小麥、玉米、黃豆等農產品，或銅礦、鐵砂礦等原物料，或日用品、

五金等類似，同質性很高而無法區別的「大眾商品」(commodity) 了。 

 

這種「大眾商品化」的現象，主要有幾個原因。一是因為設立軟體公司的財

                                              

50 “Commoditization＂一詞，有人翻譯為「商品化」。筆者認為「商品化」無法確切反

映出其「無法差異化」的特性，因此，本研究中翻譯為「大眾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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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門檻不高，並不需要巨額的資本支出。同時，目前軟體設計的知識與技能普遍，

且工具完善，使得軟體發展變成一件很容易的事。與硬體公司比較之下，軟體公

司實在太容易成立了。加上全球化的浪潮，使得中國與印度釋出了大量成本低廉

而品質優良的軟體人才，使得軟體產業的進入門檻，比從前又更低了。而進入門

檻低，使得市場上的參與者為數眾多，競爭激烈，市場很容易飽和。另外，各家

軟體廠商在競爭者推出新版軟體後，很容易模仿及複製對方產品中的功能，軟體

產品之間同質性愈來愈高。根據 Nicholas G. Carr 在其受到高度矚目並引發廣泛

辯論的 Does IT Matter?51一書中，引用 1998 年 Oracle 總裁 Ray Lane 的話，「在

SAP、PeopleSoft 和我們的產品之間，用戶找不到 5%的差異」。軟體產品同質性

之高，由此可見一斑。傳統上，軟體產品廠商在行銷其產品時，常常會製作競爭

產品功能比較表(competitive comparison chart)，條列出自家產品和競爭產品功能

上的不同，並強調自家產品的優勢。而如今，軟體的功能(function)與特性(feature)

變得沒有差別，軟體產品因此變成像農產品和日用品一般的「大眾商品」

(commodity)了。這種現象，不論在企業軟體市場，或是個人用的消費性軟體市

場中，都可以觀察到。而在不同的市場區隔中，嚴重的程度不一。但顯而易見的

是，在個人資訊安全軟體市場中，軟體「大眾商品化」的現象，是相當嚴重的。 

 

除了「大眾商品化」的現象之外，「關鍵者」的跨入，更使得個人資訊安全

軟體市場中，生存空間受到極大的壓縮。Microsoft 於 2003 年購併防毒軟體廠商

GeCAD 後，跨入了防毒與資訊安全領域，並於 2004 年 8 月推出的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SP2)中，內建了個人防火牆的功能，以及於2007年推出的Windows 

Vista 中內建了防火牆與反間諜軟體，並開始銷售 Windows Live OneCare 個人用

防毒服務之後，廠商在個人資訊安全軟體市場的生存空間，因此更受到大幅壓縮。 

                                              
51 中譯：IT 有什麼明天？大塊文化出版，2004 年。 



 165

 

七、既有廠商加深對企業市場的經營，並擴充業務範疇 
 

在上述各種影響之下，既有的資訊安全軟體廠商，紛紛開始大幅調整其經營

模式。大多數既有的資訊安全軟體廠商，都加深對企業資訊安全業務領域的經

營，使得個人資訊安全業務比重降低。 

 

在防毒軟體方面，大多數既有的防毒軟體公司開始跨足反垃圾郵件軟體、郵

件過濾軟體、網頁過濾軟體，以及反間諜程式軟體等業務領域。產業分析公司 IDC

將這些性質的業務合稱「安全內容管理」(Secure Content Management，簡稱

SCM)。而有些廠商則將其業務延伸至更廣的範圍，包括了和硬體廠商合作推出

資訊安全硬體、和網路服務廠商合作或自行推出資訊安全顧問服務、網路安全服

務等。 

 

在入侵偵測軟體方面，大多數的廠商也開始改進其使用的技術，朝著較為主

動的「入侵防禦」(intrusion prevention)發展。而傳統屬於入侵偵測領域的「弱點

分析」(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軟體，也紛紛開始增強功能，例如透過網路來部

署(deployment)修補檔案等。而許多入侵偵測及防禦軟體廠商，也和硬體廠商合

作推出資訊安全硬體裝置，或自行推出自有品牌的安全硬體裝置。此外，也有許

多入侵偵測及防禦軟體廠商，和網路服務廠商合作，或自行推出資訊安全顧問服

務、網路安全服務等。 

 

在防火牆軟體方面，許多既有廠商也和防毒軟體及入侵偵測軟體廠商一樣，

和硬體廠商合作推出資訊安全硬體、和網路服務廠商合作，或自行推出資訊安全

顧問服務、網路安全服務等。而許多的防火牆軟體廠商，也紛紛跨足了防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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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偵測及防禦、企業資料保護，或其他相關資訊安全領域。 

 

綜合來說，傳統的防火牆、防毒軟體以及入侵偵測等各式各樣資訊安全軟體

之間的互補關係逐漸消失，因此變得界線模糊。而原有的商業生態系統之間的界

線也變得模糊，無法分辨。而廠商的策略也有很大的差異。有些廠商小幅擴展原

本從事的業務領域，而有些則透過購併的方式，跨足多種資訊安全業務領域，如

防火牆、入侵偵測/防禦、安全內容管理、資訊安全硬體、企業資料保護、資訊

安全管理服務等領域。幾乎所有資訊安全廠商的業務領域，由原來僅參與「邊界

安全」、「企業內部安全」，或「企業網路安全」，逐漸擴充發展至全面性的「企

業資訊安全與風險管理」。而整體來說，廠商對於企業市場的參與加深了許多，

使得個人資訊安全軟體業務，逐漸成為無足輕重的業務。 

 

八、第三階段(2001 年以來)資訊安全商業生態系統整體狀況小結 
 

自 2001 年以來，由於多元整合性威脅開始興起與發展，使得既有的資訊安

全產品如防火牆、入侵偵測、防毒等各種軟體，都無法完全防範這種新形態的安

全威脅。加上環境中如網路泡沫破滅以及隨後的經濟不景氣、9-11 恐怖攻擊，安

隆醜聞以及世界通訊醜聞等各種「擾動」的衝擊，造成整體資訊安全市場的遽變。

整體來說，資訊安全市場規模大幅增長。根據 IDC 在 2004 年公佈的研究報告顯

示，在 2003 年時，全球資訊安全產業市場規模達到了 US$22.8 billion，與前述

2000 年時的總值 US$14.0B 相較，大約剛好是兩倍。附錄三中列出了 IDC 在 2004

年所發表的研究報告中，所統計的 2003 年資訊安全產業各個產業區隔的規模。

由產業區隔分類的變化也可看出，在短短幾年之中，變化相當大。而由「個人資

訊安全」以及「企業資訊安全」兩個市場來分析，更能看出環境中「擾動」對於

整體商業生態系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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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資訊安全市場」方面，個人防火牆軟體廠商以及反間諜程式軟體廠

商等新創的小型廠商，陸續被既有的資訊安全廠商購併，而個人電腦上的防毒軟

體，也都包含了個人防火牆、反間諜程式、反垃圾郵件等功能，成為綜合性的消

費性個人電腦資訊安全軟體。而 Microsoft 於 2003 年購併防毒軟體廠商 GeCAD

後跨入了這個領域，接著於 2004 年 8 月推出的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SP2)

中，內建了個人防火牆的功能，以及於 2007 年推出的 Windows Vista 中內建了防

火牆與反間諜軟體後，並開始銷售 Windows Live OneCare 個人用防毒服務。在

「個人資訊安全市場」中的生存空間受到嚴重的擠壓而大幅縮減，因此，廠商紛

紛逐漸降低對個人資訊安全市場的參與。 

 

在「企業資訊安全市場」方面，主要有幾個影響。第一，環境中的「擾動」

創造了新的「生存空間」。既有的資訊安全產品如防火牆、入侵偵測、防毒等，

都無法有效解決新的多元整合性安全威脅問題，客戶的需求未被完全滿足，使得

新的生存空間浮現出來。而新的生存空間有兩類，一類是由全新的威脅如間諜程

式、垃圾郵件等所帶來的生存空間，另一類則是由於各種安全威脅整合之後，資

訊安全的問題的複雜性(complexity)與不確定性(contingency)提高許多，使得客戶

需求的異質性變大(不同的客戶網路環境，需要不同的解決方法)，受到情境因素

的影響變大(每次安全威脅造成的破壞程度不等，需個別處理)，以及客戶需求的

時間持續性變長(安全威脅的問題並非安裝資訊安全產品後就能一勞永逸) 以及

客戶人力與知識不足所帶來的生存空間。 

 

這兩類新的生存空間，分別帶來了不同的新業務機會。第一類的新生存空

間，使得「反間諜程式軟體」、「反垃圾郵件軟體」等開始出現，主要解決全新

的威脅問題，而「資訊安全硬體裝置」的出現，主要解決較不複雜的資訊安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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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例如中小企業較不複雜的網路環境，就很適合。第二類的生存空間使得「資

訊安全管理服務」(MSS)出現，這種服務主要解決資訊安全的問題的複雜性

(complexity)與不確定性(contingency)，並滿足企業客戶持續性的資訊安全需求。 

 

第二，環境中的「擾動」也改變了既有物種的「種間關係」。防火牆軟體、

閘道防毒軟體，以及入侵偵測/防禦軟體之間的互補關係被打破。「邊界安全次

系統」逐漸瓦解，而 Check Point 的 OPSEC 聯盟的凝聚力也大減。 

 

第三，原先在「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以

及「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的「關鍵者」Microsoft、Cisco，以及 Google 等，

開始跨足資訊安全市場。這些「關鍵者」的跨入，也壓縮了既有廠商在企業資訊

安全市場中的生存空間。因此，眾多的廠商除了原本經營的領域(如防火牆、閘

道防毒、入侵偵測及防禦等)之外，也紛紛跨入其他企業資訊安全的領域(例如資

料保護、法規遵循、資訊安全管理服務等)，不再僅限於網路安全。但另一方面，

由於 Microsoft 與 Cisco 推出新的資訊安全架構，有潛力成為未來企業資訊安全

中的「主流設計」，因此，既有的廠商，也紛紛參加了這兩個大廠所推行的新安

全架構。圖 14 概要說明了這個階段中，環境擾動所產生的各種影響以及變化。 

 

 

 

 

 

 

 

圖 14：2001 年後環境擾動產生的影響與變化. 

擾動 生存空間 

既有物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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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環境擾動產生的影響與變化，使得原先的「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區

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以及「邊界安全次系統」

之間，分野模糊。「資訊安全軟體」廠商所處環境，成為一個綜合性的大商業生

態系統系統，無法清楚劃分其中的區別。另一方面，截至本研究寫作的最後(2008

年 1 月)，資訊安全產業的變遷，仍持續不斷，尚未停止。因此，本研究僅能針

對 2001 年至今的狀況，作以上的描述，而此一部分往後的變化，仍有待更多後

續的研究來探索。 

 

第五節 歷史分析小結 

 

以上的「歷史分析」，主要目的在於作為後續個案研究的前導研究。在「歷

史分析」中，本研究探討了資訊安全軟體由 1986 年至 2007 年的發展沿革，並釐

清防毒軟體廠商、防火牆軟體廠商，以及入侵偵測/防禦軟體廠商所處的商業生

態系統，以及廠商在其中的角色。此外，本研究也探討了主要商業生態系統之間

的關係。 

 

由歷史分析中，本研究首先發現，資訊安全軟體自 1986 年開始出現，此時

的資訊安全軟體廠商，主要為防毒軟體廠商，而廠商在「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

以及「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中扮演「利基者」的角色。 

 

在 1994 年後，「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蓬勃發展，除了防毒軟體廠商之外，

防火牆軟體廠商以及入侵偵測軟體廠商開始出現。而廠商在「Internet 商業生態

系統」中扮演「利基者」的角色。之後，資訊安全軟體廠商逐漸形成了一個「邊

界安全商業生態次系統」，橫跨了上述三個「主系統」。在這個「次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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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廠商分別扮演了次系統中的「關鍵者」、「支配者」，以及「利基者」。

這種角色的扮演，是廠商的策略選擇。另一方面，三個「主系統」之間，存在「演

替」的現象，後者的重要性，逐漸超越前者。 

 

而到了 2001 年之後，由於環境中的劇烈「擾動」，產生了新的生存空間，

也改變了既有「物種」的「種間關係」。而另一方面，主要商業生態系統中「關

鍵者」的跨入，也嚴重壓縮了既有「利基者」的生存空間。而環境擾動產生的影

響與變化，使得原先的「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以及「邊界安全次系統」之間，分野模糊。「資訊

安全軟體」廠商所處的環境，已無法清楚劃分其中商業生態系統系統的區別。而

資訊安全產業的變遷，也還持續不斷，尚未停止。 

 

 由歷史分析中，本研究釐清了資訊安全軟體在第一階段(1986 年至 1993 年)

以及第二階段(1994 年至 2000 年)中，廠商所處的主要商業生態系統、主要商業

生態系統之間的關係變化，以及廠商在這些商業生態系統中的角色。在第三階段

(2001 年至今)中，由於環境的擾動，使得資訊安全軟體廠商所處的商業生態系統

樣貌又再度變化，且尚未定形。因此，以下的個案研究，主要針對成功的廠商與

失敗的廠商，在第一階段(1986 年至 1993 年)以及第二階段(1994 年至 2000 年)中

的作為，進行比較，以瞭解成功的因素。而個案研究中，也將附帶地描述在第三

階段中繼續存活的成功廠商，如何因應環境的擾動，調整其經營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