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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您安全地使用雲端服務的 項對策

提供可防止因電腦和OS系統

漏洞等安全性缺陷而遭受攻

擊的體制。

未經授權的第三方，即使存取

到了登入頁面，通過設定使之

無法進行未經授權的登入。

防止未經授權的第三方存

取登入頁面使用服務

安全性

未經授權存取的對策 未經授權登入的對策

資 安 漏 洞 對 策

透過建構避免發生人為疏忽和

程式設定遺漏等錯誤的體制，

實現安全的營運。

即使發生災難或停電等情形，

也可以繼續使用服務。

透過多重對策，對客戶資

料進行最優先的保護。

操作環境

防止資料遺失、洩漏

對策

故障檢測與復原對策

建構即使使發生硬體故障

也能夠迅速復原的系統和

體制。

客戶資料 產品程式

資料中心

災 害 對 策 人 為 疏 失 對 策

營運團隊



未經授權存取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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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Basic認證後，需以密碼進行身分驗證，
才可從公司外部存取cybozu.com。

Basic認証

免費

IP位址限制

免費

• 設定IP位址限制後，僅允許從公司內部網路存
取cybozu.com，阻擋從公司外部進行存取。

發行用戶端證明書

加購服務

• 僅限已安裝專屬用戶端證明書的裝置才允許從
公司外存取cybozu.com。* 100元/1UID/月

獨有網域

免費

• 每間企業都可以設置獨立的網域，降低資料外
洩的風險。

多種認證方式加強安全性

防止不當
存取

防止不當
登入

資料

cybozu的雲端服務除了使用者ID及密碼外，每間企
業都可以設置獨立的網域，降低資料外洩的風險。

同時，企業也可以透過「IP位址限制」及「用戶端證
書（加購）」功能對用戶進行認證，藉此防止外來
者與不具權限的員工登錄系統。各項設定皆能及時
反映於系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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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強化安全性 僅限公司內部存取

限於公司內部存取，同時允許部分外部存取 允許指定行動裝置於外部存取 加購

登入

登入

登入

登入

登入

IP位址限制 IP位址限制

IP位址限制IP位址限制 Secure Access

拒絕所有IP 有設定

有設定

允許部分IP 無設定

允許部分IP允許部分IP 以使用者單位設定

公司內 公司外 公司內 公司外

公司內 公司外 公司內 公司外

安全設定的四種組合方式 未經授權存取的對策



帳號鎖定功能

若使用者連續輸入登入名稱和密碼時錯誤，可設定
始其暫時無法登入cybozu.com。

⚫ 帳號鎖定前最多可允許的登入失敗次數。

可設定登入失敗次數上限為3到10次之間，超過後即鎖定帳
號。

⚫ 帳號鎖定時間（超時則解除鎖定）

設定解除帳號鎖定前需等待的時間可設定為3分鐘、15分鐘、
30分鐘、60分鐘，或永不解除鎖定。若設定為永不解除鎖
定將須請求管理員協助解除。

限制自動登入功能的啟用

⚫ 允許/不允許啟用自動輸入登入名稱

可設定是否允許啟用自動輸入登入名稱。若您沒有限制IP位
址存取，建議您將此功能關閉。

⚫ 啟用自動登入

可設定一定期間維持有效登入狀態。若啟用自動登入，可設
定有效期限為1天、1週、1個月。

多種認證方式加強安全性

防止不當
存取

防止不當
登入

資料

未經授權登入的對策

各種密碼限制設定

⚫ 密碼長度

使用者/管理者可限制密碼長度需為3字元至15字元間。

可以依照公司資訊案全需求設定各種密碼限制。

⚫ 密碼複雜度
可指定密碼需為包含英數字或符號。

⚫ 密碼的重複使用
可設定不可將密碼設為與使用者名稱相同，及限制密碼的重
複使用次數（介於1到15次之間）。

⚫ 密碼的有效期限

可指定密碼有效期限為30天、60天、90天、1年或永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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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日誌

可以查看或下載監控日誌，包括執行登入或檔案下
載等動作。
此外，可因應監控日誌的重要性（層級），寄送通
知郵件至指定的郵件地址。

防止點擊劫持

預設搭載防止來自危險網站的點擊劫持的保護
機制。

防止因危險網站攻擊之資訊洩漏

設定登入頁面圖像功能

可自行設定登入頁面圖像，防止您的登入訊息
洩漏至釣魚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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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服務 模組 動作 結果日期 連接來源

多種認證方式加強安全性 未經授權登入的對策



Cybozu 產品的脆弱性對策 電腦作業系統與第三方軟體等脆弱性對策

Cybozu產品在提供給客戶前皆由品質保證團隊執行脆弱性
檢測。以公司內部熟知產品內部結構的團隊建立全體脆弱性
對應之基礎。此外為提高信賴度，亦與第三方調查機關合作
監查，同時提供外部專家對脆弱性進行驗證的制度。

關於電腦作業系統與第三方軟體等，因應隨時進行之情報蒐
集採取必要的對策。近年「零日漏洞」增加，在發現軟體漏
洞、開發方進行程式修正前即利用漏洞進行惡意攻擊，若開
發方發布修正程式較遲，cybozu.com也會自行修正程式來
因應。

Cybozu 內部管理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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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用環境與操作環境分離

⚫ 營運人員的執勤空間與一般員工分離

操作環境 開發環境

營運人員

營運人員

開發人員

一般員工

脆弱性對策 資安漏洞對策

⚫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

⚫ 使用專用終端裝置連接數據中心

數據中心 網際網路

專用終端裝置 一般終端裝置

Cybozu日本保有認證登錄編號IS 577142，且符合以下認證登
錄範圍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O/IEC 27001:2013／JIS Q 
27001:2014 的要求事項。
【認證登錄範圍】
・雲端服務的運用環境的設計、構築及運用維護
・公司內部系統環境的設計、構築及運用維護
・雲端服務、就地部屬產品及公司內部系統的開發
認證登錄編號 IS 577142
* 此認證由Cybozu日本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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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客戶資料的伺服器由12顆硬碟組成，這些硬碟彼此以RAID 6進行冗餘，即使當中有2顆硬碟同時發
生故障，資料也不會消失。各伺服器硬碟亦以RAID 1進行冗餘。
此外，備份用的伺服器將會保存14天的資料，並自動將資料傳輸到西日本的資料中心。

災害對策

防止資料洩漏遺失對策

保護客戶的資料的備份體制

儲存用伺服器硬碟冗餘

RAID 6 冗餘 Hot spare 硬碟

即使10台硬碟中有2台發生
故障資料也不會消失

故障發生時
自動切換硬碟

東日本資料儲存中心

上傳
資料

即時同步資料

客戶 儲存伺服器硬碟 複寫用儲存伺服器硬碟

每日傳送備份資料

西日本硬碟伺服器

自動傳送備份資料西日本資料儲存中心

備份用伺服器硬碟

每日傳送備份資料



滿足FISC安全性對策設備基準的資料中心

cybozu.com管理伺服器的資料中心滿足日本金融機構要求
「FISC安全性對策設備基準」的高度資訊案全條件。此外在
日本資料中心協會所制定的資料中心安全性基準幾乎所有項
目皆滿足第4層級。

※ FISC (日本金融業資訊系統中心)

電源、線路、網際網路的冗餘

透過電源、線路、網際網路的冗餘，將災害發生時的影響減
至最小。

高層級加密技術

與資料中心連接的線路每日進行加密技術檢查更新，確保系
統維持在Qualys SSL Labs高等級。

※由美國Qualys經營的SSL研究所Qualys  SSL  Labs提供之評價系統。

數據完全加密

對客戶資料進行硬體加密。即使受惡意攻擊第三者將設備攜
出，也無法閱覽內部資料，無須擔心資料洩漏。

災害對策高信賴度的資料中心 減低災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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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檢測與復原對策短時間自動修復突發故障

防止DoS, DDoS 攻擊

若偵測到對特定子網域(URL)短時間內集中存取的情況，將
自動停止該子網域，並採取使其他環境不受影響的防禦措施。
此外，亦同時具備自動死活監控系統、自動檢測入侵、防止
系統。

攻擊者 客戶

自動檢測・修復突發故障

cybozu使用自行開發的自律分散系統進行虛擬伺服器的自
動監視。
透過伺服器彼此互相監視，我們可以迅速發現系統上的異常。
當故障發生時，系統將以最快的速度執行自動修復流程，一
般來說5分鐘內即可修復完畢。
如果出現大規模的網路故障，導致多個伺服器在短時間內通
報異常狀況時，系統將切換到防止連鎖故障的模式。

A伺服器故障

A伺服器故障

A伺服器故障

A伺服器

自動檢測異常

判斷故障時自動
轉移至備份伺服器



人為疏失對策防止人為操作疏失的營運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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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備份資料的分離

為了保證資料的安全，技術人員無法同時存取運用中的環
境與遠端備份環境。因此，即使資料清除程式發生預料外
的異常，遠端備份資料也不會被刪除。

遵循操作手冊 自動記錄 log

Cybozu對人為操作規範了詳盡的操作手冊，技術人員必
須遵循操作手冊徹底執行每個步驟。此外，所有的人為操
作均會保留 log，以利Cybozu檢查技術人員是否遵循操
作手冊上的指示。

緊急時也禁止單獨進行操作

當發生緊急故障等特殊情形時，Cybozu允許技術人員不
按照操作手冊進行人為操作。但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技術
人員都不可單獨進行操作。所有指令必須經過2個以上的
技術人員確認後，才能進行操作。

實施自動化 減少人為操作

在cybozu.com中，我們盡可能地設置自動化處理流程，
減少人為操作。比如開通客戶環境、追加服務、解約等，
都由系統進行自動化處理。

系統更新體制

系統更新時實施多次測試，僅會將測試合格的內容提供給客戶使用。

產品開發 品管檢查
內部負載

測試
更新演練 正式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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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環境

服務級別目標 (SLO)

為了能讓客戶能安心使用cybozu.com所提供的服務，我們以稼動率99.99%為目標維持系統運作。
※ 計畫性維護除外。

安全性

⚫ 數據加密

傳輸資料及儲存資料皆暗號化加密處理。
(無支援客戶自行加密功能)

⚫ 脆弱性對策

定期透過第三方機構實施脆弱性檢測。

可用性及信賴度

⚫ 服務提供時間

24小時365天(定期維護等計畫性停止除外)
另，cybozu.com每月第二個星期天、日本時間上午1點至7點
實施定期維護。定期維護期間可能會暫時無法使用本服務。

⚫ 計畫性停止

⚫ 冗餘

將會在登入後的首頁進行通知。

所有的伺服器、網路、硬碟、資料都進行冗餘化處理。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MS認證)

Cybozu日本保有認證登錄編號IS 577142，且符合以下認證登
錄範圍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O/IEC 27001:2013／JIS Q 
27001:2014 的要求事項。
【認證登錄範圍】
・雲端服務的運用環境的設計、構築及運用維護
・公司內部系統環境的設計、構築及運用維護
・雲端服務、就地部屬產品及公司內部系統的開發
認證登錄編號 IS 577142
*此認證由Cybozu日本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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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管理

版本更新

⚫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12點/下午1點至5點30分。假日除外。

⚫ 方式

電話、Email

故障時對應

經常性實施故障通知系統監測，故障發生時依照運用守則對應。
原則上在檢測出故障後1小時內進行故障通知。

⚫ 資料中心所在地
cybozu.com在東日本的資料中心運行，備份資料則保存在西
日本的資料中心。

⚫ 備份

客戶的資料每日無間斷的進行備份。

⚫ 資料刪除

解約翌日的30天後清除資料。
備份資料在上述資料清除約2星期後清除。

⚫ 管理者限制

依本公司資訊安全對策所制定之體制限制能存取數據的管理者。

⚫ 客戶資料管理

任何登錄於系統中的資料皆交由客戶自身進行管理。除授權範
圍內的資料以外Cybozu一律不保有任何權限。

同時向所有對象實施服務的版本更新。

支援

操作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