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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 AUTOMATION ANYWHERE 
ENTERPRISE CLOUD 的安全性和雲端營運 
現在，Automation Anywhere 客戶可以透過我們全新的 Enterprise Cloud 解決方
案，獲得在安全的公有雲基礎架構上執行自動化的所有優勢和靈活性。這項技術
為企業客戶提供了完整的選項，以便其在內部部署環境和公有雲上執行自動化。
全新的 Enterprise Cloud 解決方案包括我們的 Enterprise Cloud 所代管的整合式 

Control Room 和機器人建立服務，以及透過安全的加密通道在客戶基礎架構上部
署和執行與雲端互連的 Bot Runner 節點的功能。我們的 Enterprise Cloud 解決方
案提供與客戶在其基礎架構上部署的 Enterprise Edition 解決方案相同的功能，差別
在於我們的雲端解決方案是由 Automation Anywhere 雲端營運團隊負責部署和營
運。此舉可確保客戶能夠倚賴我們的雲端營運團隊，隨時視需要監控和擴展支援的
雲端基礎架構。現在客戶可以享有多節點、高可用性的基礎架構優勢，繼而推動由 

SLA 主導的績效與業務連續性，即便自動化工作負載產生巨大的變動也不受影響。

Automation Anywhere 十分重視客戶資料和流程的安全性、信任度以及完整性。我
們的雲端解決方案正積極修正以通過嚴格的 SOC 2 Type 1 合規性流程，確保最高
水準的安全性和合規性。我們透過強大、安全的營運服務，確保客戶的資料安全無
虞。本文件涵蓋我們的代管服務所倚賴的雲端服務架構、資料安全性和作業措施、
實際控制機制以及合規性認證，以為雲端環境提供智慧型自動化。

AUTOMATION ANYWHERE ENTERPRISE  
雲端部署架構
Enterprise Edition RPA 服務透過多租戶架構部署在雲端。此項微服務架構使用容
器，將應用程式重新架構為服務集合。Kubernetes 工作者節點、IQ Bot 實例和資料
儲存區的所有 Control Room 實例都位於私有子網路上的私有網路裡，無法直接存
取網際網路。這些容器採用無狀態設計。租戶資料透過商業邏輯層隔離，而對資料
的所有存取作業則限定使用租戶 ID 做為主要資料庫存取金鑰。用於記錄的 MSSQL 

資料庫和彈性搜尋叢集會對私有網路上的靜態資料進行加密，使其無法從網際網路
進行存取。

對於 IQ Bot，我們需要為每個客戶建立唯一的資料庫實例、雲端儲存空間和虛擬機
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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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加密：駐留在客戶網路之 (BotRunner) 使用者之間的所有流量，皆使用 

HTTPS + SSL / TLS 1.2 (通訊埠 443) 進行加密，以便和智慧型自動化雲端進行交
談。要啟動所有工作階段，客戶必須先啟動客戶網路通往雲端的傳出工作階段。

要存取企業雲端上的企業 Control Room 與 IQ Bot 時，只能藉由 Application 負
載平衡器 (ALB) 由通訊埠 443 上的 HTTPS 通道進行。Bot Runner/代理程式會接
著啟動通往雲端代管之 Control Room 的 Web 通訊端連線。此連線具有彈性，
可在失去連線的任何情況下自動立即重新建立連線。任何連線中斷都不會影響正
在運作的任何機器人。

圖 1. Automation Anywhere Enterprise Cloud 解決方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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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對傳輸中的資料進行加密外，機器人使用的本機認證、上傳的文件以及選定
的執行階段資料一旦成為靜態資料，也會透過 AES-256 加密程序進行加密。資料
金鑰使用 RSA-2048 主金鑰加密。金鑰產生：所有金鑰均由 FIPS 認證供應商負
責產生。

職責分離：支援廣泛的職責分離，以限制個人的存取，防止詐欺或人為錯誤。只
有經過授權的人員才能有限地存取各個任務，進而使用 Automation Anywhere 

雲端平台為企業提供保護並推動內部控制。管理者可運用角色建立精靈輕鬆界定
使用者權限，包括自訂角色、設定權限以負責一系列完整的 Control Room、IQ 

Bot 的物件和功能，包括使用者管理、授權、Credential Vault、Bot Runner 集
合、機器人排程、機器人操作/控制面板和稽核記錄等。

驗證和授權：存取控制是由 Automation Anywhere 企業安全架構強制實施。使
用者通過身份驗證後，系統將遵循最低授權和職責分離的核心原則，對資源進行
授權。在 Automation Anywhere 企業安全架構中執行各項動作的授權，必須透
過細緻的角色型存取控制 (RBAC) 來完成設定。RPA 系統管理員則負責平台的整
體管理 – 包括設定元件、介面和所有角色/權限管理。

對於請求、核准、撤銷與重新驗證我們雲端營運人員對雲端基礎架構的存取權
限，Automation Anywhere 將保有適當的控制權限。只有具有明確業務需求的員
工才能存取雲端基礎架構、資料庫和應用程式。所有存取請求均基於個別角色型
存取權限進行核准，並定期進行審核以驗證持續的業務需求。

初始設定與存取：完成購買後，系統將向客戶的主要管理員發送一封電子郵件，
其中包含他們的存取 URL、使用者名稱和初始密碼，以便他們安全地登入並開始
使用企業 Control Room。

安全的雲端存取：我們透過使用虛擬私有雲 (VPC) 路由、防火牆規則和應用程式
防火牆，保護雲端基礎結構的存取安全。系統會針對每個區域啟用智慧型威脅偵
測，以檢查進入私有網路及其本身的 DNS 記錄和網路流量記錄。我們針對已設定
的 WAF 提供存取保護，當中包含 OWASP 前 10 大負載平衡器。

DNS：將其 <customername>.my.automationanywhere.digital 網域列入允許 

名單

合規性：AAI 正在努力實現 SOC2 Type 1 和 ISO27001 的合規性。

API：Automation Anywhere 提供了與第三方自動化整合的 API，用於機器人生
命週期管理的安全身份驗證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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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營運僅可用於營運。每個環境、生產線、預備階段和開發階段都使用不同的 

AWS 帳戶進行設定。為確保安全存取系統資訊，RBAC 可用於限制存取，因此只
有授權的操作人員才能存取生產線和預備階段環境。

AUTOMATION ANYWHERE ENTERPRISE  
雲端營運
此安全性營運說明涵蓋了與交付 Automation Anywhere Enterprise Cloud 解決
方案有關的技術和組織措施。

AUTOMATION ANYWHERE 安全控制機制
本節描述 Automation Anywhere 用來保護 Enterprise Cloud 解決方案和客戶相
關安全實作的實體、邏輯和管理控制機制。Automation Anywhere 正努力通過 

SOC2 1 Type 1 認證，以做為其服務安全計畫的基準。

如果在客戶已付費的服務條款內使用的控制功能，在該條款生效之日仍能保護客
戶的內容，則 Automation Anywhere 保留修改此處指定之控制功能的權利。

區域 控制功能

安全計畫管理 安全所有權：Automation Anywhere 擁有一支 IT 資訊安全和資料隱
私團隊，後者向雲端營運團隊提供建議並管理安全認證和資料隱私控
制。這些團隊的所有成員每年都要完成安全和隱私培訓。

安全性角色和職責：有權存取客戶內容的 Automation Anywhere 人員
應遵守保密義務。

服務安全政策：Automat ion Anywhere 謹守由  Automat ion 

Anywhere 高階管理層所建立和核准的安全原則。這些政策以簡單明
瞭的方式詳述安全要求，而標準則定義符合政策要求的流程或方法。



6

區域 控制功能

安全計畫管理 產品風險管理：Automation Anywhere 會對與雲端服務相關的關鍵風
險領域進行評估，包括僅做為範例且適用的隱私風險評估、開放原始
碼審核和出口控制分析。

資產管理 資產庫存： 

Automation Anywhere 會針對用於交付服務，並由 Automation 

Anywhere 代管的系統和服務維護一份庫存清單。確認的系統擁有者
負責視需要維護和更新該清單。

資產和資料處理：Automation Anywhere 會對客戶內容進行識別和分
類，以確保適當地限制存取權限。Automation Anywhere 會管制客
戶內容的列印作業及內含客戶內容的列印資料棄置作業。Automation 

Anywhere 人員必須先獲得授權，才能將客戶內容儲存到便攜式裝
置、遠端存取客戶內容，或是處理由 Automation Anywhere 或其服
務供應商在設施外部進行管理的客戶內容。

存取管理 存取政策： 

Automation Anywhere 會維護一份有權存取客戶內容之個人背景檢查
和安全權限記錄，並依循最低存取權限原則。

存取授權：Automation Anywhere 會維護並更新一份有權存取內含客
戶內容之 Automation Anywhere 系統的人員記錄。授予新的系統存
取權限之前，應先由管理層進行審核和核准。Automation Anywhere 

會定期檢查使用者帳戶和指派給重要系統的權限。Automation 

Anywhere 會針對資料及資源，識別有權授予、更改或取消存取權限
的人員。當不只一人可以存取內含客戶內容的系統時，Automation 

Anywhere 會確保每個人都有單獨的識別符號/登入資料。

最低存取權限：Automation Anywhere 只對需要這類存取權限來執行
工作的個人，限制其客戶內容的存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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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控制功能

存取管理 完整性和機密性：Automation Anywhere 要求使用者在無人看管的
情況下保護電腦和資料的安全，且其使用的密碼在整個生命週期中必
須維持難以辨識。

驗證：Automation Anywhere 使用產業標準做法來識別和驗證存取
資訊系統的使用者。由於身份驗證機制採用密碼，因此我們遵循產業
標準做法來處理及管理密碼，包括：

• 依據系統要求和 Automation Anywhere 標準，定期更新密碼。

• 密碼必須滿足長度和複雜性要求，包括至少 8 個字元的長度。

• 禁止人員共用密碼。

• 不得將未啟動或過期的識別碼授予其他人使用。

Automation Anywhere 使用停用密碼的程序，來停用已經損毀或是
意外揭露的密碼。Automation Anywhere 透過 (包括但不限於) 滲透
測試、漏洞評估等方式監視安全風險。

外洩防護 惡意軟體：Automation Anywhere 使用防毒軟體、防惡意程式軟體和
其他控制功能，防止惡意軟體未經授權即取得客戶內容的存取權限，
包括來自公共網路的惡意軟體。

實體和環境安全 (存取控制、可用性
控制)

實際存取 Automation Anywhere 設施：Automation Anywhere 只會
將設施存取權限授予授權人員。設施內的所有員工、承包商和訪客，必
須隨時配戴身分識別證並保持其隨時展示。Automation Anywhere 使
用各種方法監視設施入口，包括保全人員、入侵偵測和閉路攝影機。

到職：新員工和承包商在到職之前必須先與我們簽署保密協議，而我
們將在新進員工到職程序期間安排進行安全意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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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控制功能

實體和環境安全 (存取控制、可用性
控制)

代管資料中心：當 Automation Anywhere 透過第三方代管資料中心
提供服務時，Automation Anywhere 會要求服務供應商滿足或超過 

Automation Anywhere 代管設施的實體和環境安全要求。最低安全
要求包括但不限於：

• 實體存取限制和保護措施 (身份驗證、記錄、監視等)

• 各個環境之間充分區隔

• 消防、偵測與預防機制

• 氣候控制系統 (溫度、濕度等)

雲端運算：當 Automation Anywhere 使用公有雲基礎架構時，
Automation Anywhere 會與公有雲供應商簽約，以為其代管的資料
中心提供實體存取控制機制。

應用程式與開發 安全系統開發與維護：為了防範惡意且未經授權的機器人，我們將把
安全性相關活動新增到現有的開發流程以設置安全的 SDLC 機制。在
機器人生命週期流程的每個步驟中，由具備不同角色和權限的不同管
理人員負責進行檢查和認證。嚴格的職責分離和多層控制屬於內建設
計，用來確保數位勞動力的可靠性、可擴展性、高效性、安全性及合
規性。

此流程由專門的安全工程團隊進行管理和監視，負責設計審核、威脅
模式建立、程式碼人工檢閱和抽查，以及持續進行滲透測試。

我們同時準備了內部和外部安全測試計畫。內部測試範圍遍及規劃、
開發和測試階段，而每個測試都與前項測試息息相關。在開發和測試
階段，我們建立了用於靜態和動態程式碼分析的方法。外部測試則是
秉持著「持續保證」的概念在生產線完成。

開放原始碼管理：Automation Anywhere 使用軟體架構系統來管理
開放原始碼審核與核准。此外，Automation Anywhere 會對其軟體
產品進行定期掃描和稽核，以確認是否符合開放原始碼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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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控制功能

應用程式與開發 變更管理：Automation Anywhere 採用變更控制程序來因應資訊系
統、測試、測試接受度以及測試資料之使用安全性的安全性要求。軟
體和組態變更則是使用標準票證系統進行管理與追蹤。

保護營運安全 網路設計：Automation Anywhere 會對各項服務套用存取管理原則
和各項標準，包括客戶內容存取的網路控制措施。這些措施 (視需要) 

包括：在網際網路和內部網路之間設定不受信任的中間區域，該區域
透過安全機制來限制存取和未經授權的流量進入。

我們在每一層技術堆疊上使用控制功能，以實作網路存取分層權限。
我們透過使用虛擬私有雲 (VPC) 路由、防火牆規則、加密技術和基於
需求的存取來控制敏感網路的存取。人員進行連線時必須具備裝置證
書、多因素身份驗證，並使用代理伺服器進行敏感的網路存取。

事件記錄：在某些服務中，Automation Anywhere 會收集記錄以運
作 Enterprise Cloud 解決方案。記錄內容可能包括存取 ID、時間、
授權的授予或拒絕狀態、診斷資料 (例如追蹤和故障文件) 以及其他相
關活動。記錄的用途：(i) 提供、保護、管理、衡量和改善服務及相關
分析，(ii) 由客戶及其使用者提供指示以做為支援用途，以及/或是 (iii) 

遵守 Automation Anywhere 政策、適用的法律、法規或政府要求。
這可能包括監視服務和相關元件的效能、穩定性、使用和安全性。客
戶不得阻擋或是干擾此監視活動。Automation Anywhere 可能會出
於上述指定目的，在記錄中填入從第三方收集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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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控制功能

事件管理 事件回應：Automation Anywhere 利用事件回應計畫來抑制、分析、
補救和傳達會影響 Automation Anywhere 代管網路和/或系統或客戶
內容的安全事件。

事件通知：當 Automation Anywhere 判斷其控制範圍內的客戶內容
已發生安全事件，則將根據適用法律通知客戶。

事件記錄：Automation Anywhere 會保留已知安全事件的記錄，該
記錄內含事件描述、發生期間、事件影響、報告事件發生的報告者姓
名，以及適用於回復資料及服務的程序。

廠商管理 到職：Automation Anywhere 會對有權存取客戶內容和/或存取可
處理客戶內容之服務元件的服務供應商進行安全評估。Automation 

Anywhere 要求與服務相關的服務供應商遵守本節中適用於他們所提
供服務的安全等級。服務供應商在存取並隨即轉移受歐盟以外 GDPR 

約束的客戶個人資料時，可透過隱私保護盾 (Privacy Shield) 或根據標
準合約條款進行。服務供應者所提供之服務相關敏感性和風險，需定
期接受評估。

離職：在終止供應商關係後，服務供應商必須歸還其擁有的所有客戶
內容，或證明所有客戶內容均已安全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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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控制功能

業務連續性及災害復原 業務連續性：Automation Anywhere 會針對基礎架構所代管，且用
於處理客戶內容之Automation Anywhere 資訊系統，建置相關的緊
急情況和應變計畫。

災害復原：進行備份是為了在發生災難時回復資料。生產部門的資
料中心必須具備高可用性，並採用適合網路和運算基礎架構的彈性
設計。在特殊情況下，任何服務在恢復之前都可能受到影響。專為
回復資料而設計的 Automation Anywhere 備援儲存裝置、備份原則
和程序，會嘗試重新組織客戶內容，使其回復到原始或是上次複製的 

狀態。

客戶安全義務 客戶負責管理未明確包含在服務中的安全性。其中有關限制 

Automation Anywhere 存取客戶內容的部分，僅限於讓客戶收到 

服務支援時所需的客戶內容。這包括保護客戶的網路和服務元件免
受干擾，包括監視和保護其網路和運算設備。

下載客戶內容：在服務期間和終止時，Automation Anywhere 

Enterprise 預設會視需要對傳輸中的資料進行加密 (HTTPS)，並對
靜態資料進行加密。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服務的產品文件。客戶
務必使用適當的瀏覽器。

資料保護 (可用性控制、傳輸控制) 容錯移轉程序：Automation Anywhere 實作可解決客戶內容可用性
喪失的各項機制，包括將客戶內容的副本儲存到與負責處理客戶內容
的主要基礎架構不同的位置。

跨邊界的資料安全：Automation Anywhere 會將客戶資料加密，或
讓客戶透過服務自行加密經由公共網路傳輸的客戶內容。

資料加密 該服務遵循產業標準加密技術，以確保客戶資料在客戶的網路和涵蓋
的雲端服務之間傳輸時保持加密狀態。與使用者 (機器人管理員) 之間
傳輸的所有流量，皆使用 HTTPS + SSL / TLS 1.2 (通訊埠 443) 進行加
密，以便和智慧型自動化雲端環境進行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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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保留 在客戶訂閱結束後的 30 天內，Automation Anywhere Enterprise 

Cloud 解決方案將保留客戶資料、組態 (機器人)、IQ Bot 資料和大多
數記錄。記錄檔案將在客戶訂閱結束後的 180 天內刪除。

資料使用 Automation Anywhere 通常無法查看客戶資料。當支援服務部門需
要實際資料的存取權才能排除及解決問題時，支援人員必須先獲得適
當的權限才能進行。

Automation Anywhere Enterprise 

Cloud

Automation Anywhere 雲端營運將會監控部署系統的效能，以便根
據服務 SLA <在此插入連結> 運作、調整及支援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