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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on Anywhere 雲端的 
客戶資料「隱私權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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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on Anywhere® 雲端產品組合是一套託管服務交付平台。這個雲端產品組合不但包
含了雲端託管的整合式 Control Room 和機器人建立功能，而且還能在客戶的基礎架構上執
行連接雲端的 Bot Runner 節點。此外，雲端還可以託管 IQ Bot™ 等產品。

這項雲端產品的設計目的是要確保資料隱私權，並且確實依照 GDPR 和其他資料隱私權原則
與指導方針來運作。

資料安全性
其部署架構會採用「隱私權優先」的方法來保護客戶的資料和基礎架構。

客戶網路上的 Bot Runner 與位於雲端的 Control Room 之間的資料連線會經過加密。用於
加密動態資料的是 HTTPS 和 TLS 1.2 等安全加密通訊協定。對於儲存在雲端的資料，則使用
靜態資料加密 (例如 AES 256 位元加密)。

完整的安全性狀態，包括部署這項雲端產品所依據的雲端作業、加密技術以及環境的網路安
全性，將詳述於「雲端安全性作業指南」<插入 URL>。

資料收集
部署模型會涉及透過雲端 Control Room 建置機器人和管理機器人部署的客戶。一旦建置機
器人後，就會對其進行測試和部署，以便在使用者自己的運算基礎架構上執行。

下表將說明針對 Automation Anywhere 雲端產品組合所收集的資料。此表提供了哪些資料可
能會用來識別自然人的相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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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項目 資料類別 說明

使用者名稱 個人 電子郵件、名字和姓氏、慣用名稱、時區、上次登入時間、密碼、問題集、AD 網域

使用者密碼 個人

密碼安全性金鑰 個人 Credential Vault 密碼安全性金鑰

Bot Runner 裝置存取權 個人 裝置使用者名稱和存取認證

角色定義 個人 管理員、建立者等

對應至使用者、裝置、資源
的角色

個人 使用者角色

機器人裝置 IP/FQDN 個人 裝置 IP 位址或 FQDN 可以追溯到使用者

機器人定義 (存放庫) 中繼資料 儲存為機器人定義一部分的資料

機器人應用程式認證 個人 應用程式使用者、URL、公開金鑰、路由名稱

Control Room 機器人排程 中繼資料 機器人管理；執行機器人的時間和位置

WLM 工作流程定義 中繼資料 依照特定順序執行機器人的時間和位置

稽核記錄 個人 可能含有識別碼： 裝置訊息記錄、部署訊息記錄、電子郵件訊息記錄、工作執行記錄：  

(開始/結束時間、使用者 ID、排程、自動化名稱、部署 ID。裝置名稱、機器人名稱、 
使用者名稱)、

使用者管理編輯記錄、

Credential Vault 訊息記錄、

伺服器與資料庫變更記錄

錯誤記錄 個人 可能含有識別碼

營運分析 中繼資料 服務狀態

使用資料 中繼資料

功能使用狀況、啟用的授權、與非個人/使用者資料識別碼彙總。

若為 IQ Bot： 使用者學習實例、領域、營運統計資料、驗證變更、上傳的文件，以及擷取結果。

使用資料
個人/ 

中繼資料
使用者學習實例、領域、營運統計資料、驗證變更、使用者上傳的文件，以及擷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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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用途

營運和支援 

雲端作業部門將會監控部署系統和營運效能，以便根據服務 SLA < 在此插入連結 > 運作、
調整及支援服務。Automation Anywhere 通常無法查看上述客戶資料。

當支援服務部門需要存取權才能排除及解決問題時，支援人員只會在獲得適當客戶許可的
情況下進行疑難排解。

為了改善產品，Automation Anywhere 將會：

• 分析功能使用狀況資料以改善產品，例如加入遙測功能以提供功能使用狀況的營運能見
度。這樣有助於 Automation Anywhere 加入產品改良並排定其優先順序。範例包括：  

◦ 檢閱 Excel 命令的使用頻率以協助排定未來版本要加入之命令的優先順序

◦ 提供營運最佳做法建議 

◦ 提供用於更新、確保安全性和疑難排解的支援服務
◦ 將產品個人化並提供建議
◦  若為 IQ Bot，客戶資料將用來提升 AI 學習技能的品質

如需有關 Automation Anywhere 資料隱私權政策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s://www.automationanywhere.com/in/privacy

訂閱終止之後的資料保留

在客戶訂閱結束之後，Automation Anywhere 會將客戶資料、組態 (機器人)、IQ Bot 資
料和大部分記錄保留 30 天。部分記錄在客戶訂閱結束之後最多可能會保留 180 天。

如需資料處理附錄和資料保留政策的完整詳細資料，請參閱：  

https://www.automationanywhere.com/support/DPA.pdf

https://www.automationanywhere.com/in/privacy
https://www.automationanywhere.com/support/DPA.pdf


®

5

資料保護
Automation Anywhere 擁有一組全方位的安全性功能，可自動提供資料保護或依照設計
進行設定，以提供資料保護。就像任何企業應用程式一樣，安全性管控的一致和適當運用
均取決於使用該企業應用程式的組織。由於使用者的授權取決於 IT 管理員，因此後者應
該實作一些控管機制以確保只有經過授權的人員才具備存取權限。

資料擁有者應該確保只有經過授權且具有業務需求的人員才能存取服務。他們可以透過角
色型存取控制 (RBAC)，為具備存取權的企業使用者授與微調權限。RBAC 模型可確保在操
作中施作雙重控制和職責分離。產品操作的所有方面均可實作權限，包括認證、機器人、
Bot Runner、Bot Creator、機器人排程、IQ Bot 學習實例、稽核記錄存取、工作負載管
理佇列和集區。

Automation Anywhere 提供了完整的稽核功能，讓平台直接在內部稽核所有使用者動作，
並提供操作人員進行的所有存取和動作的記錄。系統會針對所有特殊權限及非特殊權限的
角色將稽核自動化，以符合 NIST AC-6 中所定義的最佳實務。

由於機器人是由客戶業務專家所開發的軟體程式，因此客戶必須據此實作先進技術所需要
的安全軟體開發生命週期 (SDLC) 流程。為此，Automation Anywhere 可透過上述單獨部
署和 RBAC 組合來支援開發、測試和生產環境的分離。

擬匿名化

GDPR 明確指出擬匿名化為保護資料的適當技術措施。擬匿名化會將資料轉換成人工識別
碼。這為管控者和處理者提供一種資料處理方式，若無另外保存的額外資訊，便無法再使
用資料來識別自然人。Token 化是另一種轉換資料的方法，這種方法轉換過的資料可供稍
後引用，但 Token 化的資料無法用於識別自然人。

Automation Anywhere 建議在開發和測試環境中使用擬匿名化資料。若為 IQ Bot，生產
環境中的文件和影像將使用實際的使用者資料來處理。目前技術上不可能將這些文件自動
擬匿名化並使用 IQ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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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Room 中的資料殘留

有些情況下會將資料保存在支援 Control Room 的資料庫內。具體而言，這些情況包括使
用工作負載管理、IQ Bot 和 Bot Insight™ (未來版本)。針對 Control Room 中資料殘留的所
有情況，擬匿名化和 Token 化可減少管控者和處理者實體為了符合 GDPR 所需花費的心力。
此外，在啟用除錯資訊的記錄時，使用者名稱 (平台的使用者) 之類的資訊將會保存在記錄中。

工作負載管理和佇列

使用工作負載管理 (未來版本) 將多個機器人部署到相同的自動化作業時，被排入佇列的工
作項目會儲存在 Control Room 資料庫中。透過 Control Room 使用者介面，您可以查詢、
檢閱和刪除任何工作項目。在處理工作項目中的個人資料時，可以定期刪除佇列。

具有適當權限 (由適當角色所設定) 的任何管理員都可以新增及刪除使用者認證。Control 

Room 支援隨時查詢、檢閱及刪除任何認證。

Control Room 提供了使用適當 RBAC 控制項來設定及移除使用者帳戶的方法。組織的管
理員必須負責提供適當的使用者和資源存取權。管理員應該依據公司和使用者資料隱私權
指導方針建立具有必要存取層級的政策。如果個別使用者要求存取或限制其個人資訊，他
們應該要聯絡客戶的管理員。客戶的管理員可以在 Control Room 中刪除使用者的帳戶。

如需有關 GDPR 資料隱私權查詢和個人資料複本的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 Automation 

Anywhere 所提供的下列網站：資料主體存取權申請表。

摘要
目前的雲端架構關鍵業務產品不但肩負了提供解決方案的要務，而且從一開始就要將存取
安全性和資料隱私權視為首要考量。 

Automation Anywhere 雲端產品組合的設計旨在符合，甚至超越要求嚴苛的營運指導方針，
最主要的原因是： 在為客戶提供自動化服務的過程中，我們非常重視客戶隱私權和安全性。 

如需有關 Automation Anywhere 突破性雲端解決方案的詳細資訊，請前往雲端頁面。

https://www.automationanywhere.com/data-subject-access-rights-request-form
https://www.automationanywhere.com/data-subject-access-rights-reques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