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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網路架構依周邊網路的概念所建構，一旦有人使用網路，就會存在隱式信任。向雲端 
託管、遠端工作和其他現代化的轉變使傳統的周邊網路架構面臨挑戰。

實施 Zero Trust 架構可確保進出企業的所有流量都通過驗證且經授權，從而解決這些挑戰。
Zero Trust 架構可以分步實施，而不會影響員工的工作效率，也不會中斷連線。

本指南由網路安全專家擬定，旨在提供與廠商無關的 Zero Trust 架構和實施時程表範例。 
本時程表假定組織從頭開始實施 Zero Trust 架構，但一定對所有組織都很實用。

在實施全方位 Zero Trust 架構時，需要考慮組織網路安全的七個主要組成部分。您的實施順
序不需要符合下文「組成部分和參考架構」章節中所述的順序。

介紹

使用者

網際網路流量

資料丟失預防與記錄

端點與裝置

應用程式

穩定狀態

網路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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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們對每個步驟所需的不同投入程度的定義：

•  - 少量投入：個人或小型團隊即可完成
•  - 中等投入：需要團隊及進階準備才能完成
•  - 大量投入：需要多個團隊及專案計畫才能完成

Zero Trust  
架構組成部分

組成部分 目標 投入程度 第 頁 

階段 1 網際網路流量 部署全域 DNS 篩選 9

應用程式 監控内送電子郵件及篩除釣魚嘗試 13

DLP 與記錄 識別軟體即服務 (SaaS) 工具中的錯誤設定及公開共用資料 20

階段 2 使用者 建立企業身分識別 5

使用者 對所有應用程式實施基本多重要素驗證 (MFA) 6

應用程式 強制實行 HTTPS 及 DNSsec 17

網際網路流量 封鎖或隔絕 SSL 幕後的威脅 9-10

應用程式 公開可定址應用程式的 ZT 策略實施 14-16

應用程式 保護應用程式免受第 7 層攻擊 16

網路 關閉所有對網際網路開啟的内送連接埠以進行應用程式交付 12

階段 3 應用程式 所有企業應用程式詳細目錄 13-14

應用程式 SaaS 應用程式的 ZT 策略實施 14-16

網路 分割使用者網路存取 11

應用程式 適用於關鍵私有可定址的應用程式的 Zero Trust 網路存取 (ZTNA) 14-16

裝置 實施 MDM/UEM 以控制企業裝置 7

DLP 與記錄 定義哪些資料是敏感性及其存在位置 18-19

使用者 送出基於硬體的認證權杖 6

DLP 與記錄 掌握已知威脅執行者的最新資訊 21

階段 4 使用者 強制施基於硬體權杖的 MFA 6

應用程式 所有應用程式的 ZT 策略實施及網路存取 14-16

DLP 與記錄 制定用於記錄審核、策略更新和緩解的 SOC 20

裝置 實施端點保護 7

裝置 所有企業應用程式、API 和服務的詳細目錄 8

網路 分支機構間使用寬頻網際網路連線 11-12

DLP 與記錄 記錄並審查員工在敏感性應用程式中的活動 18

DLP 與記錄 阻止敏感性資料離開您的應用程式 19

穩定狀態 新資源策略實施的 DevOps 做法 22

穩定狀態 實施入口資源自動縮放 22-23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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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o Trust 藍圖

  使用者   
使用者包括員工、承包商和客戶。若要實施 Zero Trust，組織必須首先準確瞭解誰應該受到信任，以及
透過什麼來信任對方（也稱為身分識別）。然後，必須制定一種方法來安全地驗證其使用者的身分。

建立企業身分識別

投入程度  - 中等投入

涉及的團隊

• 負責您的個人身分識別提供者的團隊  
（一般是網路安全或 IT）

• 管理由員工及合作夥伴所使用的內部應用程式的管理員

產品 Microsoft Azure AD、Okta、Ping Identity PingOne、OneLogin

概述

需要統一的企業身分識別來準確地進行身分驗證並授權使用者存取企業
應用程式。一致的企業身分識別將使應用程式的精細策略實施更無縫。

其他考慮事項：

• 您的公司是否積極進行併購？您將如何整合身分識別儲存？

• 您是否正在使用任何非網頁認證通訊協定（例如，Active Directory、 
ntlm、kerberos）

步驟

1. 將所有企業使用者新增至身分識別提供者
a. 這些值通常可以從 HR 系統（如 Workday、ADP 等）同步

2. 驗證每位使用者的資訊是否正確
3. 傳送新使用者註冊資訊以設定登入憑證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services/active-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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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所有應用程式實施多重要素驗證

投入程度    - 少量投入（如果套用基本 MFA）
 - 中等投入（如果使用硬體金鑰）

涉及的團隊

• 負責您的個人身分識別提供者的團隊  
（一般是網路安全或 IT）

• 管理由員工及合作夥伴所使用的內部應用程式的管理員

產品

身分識別提供者：Microsoft Azure AD、Okta、Ping Identity 
PingOne、OneLogin

應用程式反向 Proxy：Microsoft Azure AD App Proxy、Akamai EAA、 
Cloudflare Access、Netskope Private Access、Zscaler Private 
Access (ZPA)

硬體金鑰：Yubico

概述

多重要素驗證 (MFA) 是防止利用網路釣魚或資料外洩竊取使用者認證的
最佳保護措施。大多數 MFA 可在 IdP 中直接啟用。

對於未直接與 IdP 整合的應用程式，請考慮在應用程式前端使用應用程
式反向 Proxy 來實施 MFA。

步驟

1. 提醒內部使用即將進行的 MFA 實施。提供註冊簡訊或基於應用程式
的身分驗證器的選項

2. 在您的 IdP 中啟用 MFA
3. 在未與您的 IdP 整合的應用程式前端啟用應用程式反向 Proxy
4. （額外好處）經由郵件或面對面分發將硬體金鑰分發給員工
5. （額外好處）為最敏感的應用程式實施僅使用硬體金鑰的 MFA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services/active-directory/
https://www.okta.com/
https://www.pingidentity.com/en/platform/solutions/pingone-for-workforce.html
https://www.pingidentity.com/en/platform/solutions/pingone-for-workforce.html
https://www.onelogin.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active-directory/app-proxy/application-proxy
https://www.akamai.com/products/enterprise-application-access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access/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private-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private-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private-access
https://www.yubi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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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點與裝置   
端點與裝置包括組織內或有權存取組織資料的任何裝置、API 或軟體服務。組織必須首先瞭解其全套 
裝置、API 和服務。然後可以基於裝置、API 和服務的內容來實施 Zero Trust 策略。

實施行動裝置管理

投入程度  - 中等投入

涉及的團隊 • IT 團隊

產品 Mac：Jamf、Kandji  Windows：Microsoft Intune

概述
大多數 Zero Trust 架構要求在至少一部分使用者電腦上安裝軟體。行動
裝置管理 (MDM) 是大多數組織管理整個其使用者裝置詳細目錄中的軟體
和設定的方式。

步驟 請參閱 MDM 廠商的網站以取得具體詳細資訊。

實施端點保護

投入程度  - 中等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 IT 團隊

產品
VMWare Carbon Black、Crowdstrike、SentinelOne、 
Windows Defender

概述
端點保護軟體安裝在使用者的電腦上，用於掃描影響裝置的已知威脅。
端點保護軟體還可用於實施作業系統修補程式和更新的合規性。可以並
且應該在應用程式存取控制策略中使用來自端點保護軟體的訊號。

步驟
1. 使用 MDM 在使用者電腦上安裝端點保護軟體
2. 在端點保護平台中啟用威脅防護和合規性控制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www.jamf.com/
https://www.kandji.io/
https://partner.microsoft.com/en-us/solutions/microsoft-intune
https://www.vmware.com/products/whats-new/carbon-black.html
https://www.crowdstrike.com/
https://www.sentinelone.com/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windows/comprehensive-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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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API 和服務的詳細目錄

投入程度  - 少量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 IT 團隊

產品

裝置詳細目錄：VMWare Carbon Black、Crowdstrike、SentinelOne、
Windows Defender、Oomnitza

API/服務詳細目錄：Cloudflare application connector、Zscaler 
Private Access (ZPA)

概述

端點保護軟體和資產管理軟體可用於追蹤已分發給使用者的所有裝置。
應保留準確的裝置清單，以追蹤哪些裝置有效並且應有權存取特定應用
程式。

還應在詳細目錄中偵測和維護 API 和服務。可以利用網路掃描來識別可
以透過內部或外部網路進行通訊的新發現的 API 和軟體服務。

步驟
1. 使用 MDM 在使用者電腦上安裝端點保護軟體
2. 在網路中安裝 API/服務掃描程式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www.vmware.com/products/whats-new/carbon-black.html
https://www.crowdstrike.com/
https://www.sentinelone.com/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windows/comprehensive-security
https://www.oomnitza.com/
https://developers.cloudflare.com/cloudflare-one/connections/connect-apps/install-and-setup/tunnel-guide#:~:text=%20Set%20up%20a%20tunnel%20locally%20%28CLI%20setup%29,a%20tunnel%20by%20establishing%20a%20persistent...%20More%20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private-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private-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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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際網路流量   
網際網路流量包括傳送至不受組織控制之網站的所有使用者流量，涵蓋從與業務相關的任務到個人網站
使用的各種流量。所有傳出流量都容易受到惡意軟體和惡意網站的影響。組織必須建立對傳送至網際網
路之使用者流量的可見性和控制。

封鎖對已知威脅或有風險目的地的 DNS 請求

投入程度  - 少量投入

涉及的團隊
• 有權存取路由器或電腦設定的 IT 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產品
DNS 篩選：Cisco Umbrella DNS、Cloudflare 
Gateway、DNSFilter、Zscaler Shift

概述
可以經由路由器設定或直接在使用者電腦上套用 DNS 篩選。這是保護使
用者免受已知惡意網站攻擊的最快方法之一。

步驟
DNS 篩選：更新辦公室 wifi 上的 DNS 解析設定，以指向適當的 DNS 解
析服務。這可用於封鎖已知的惡意網站。

封鎖或隔離 SSL/TLS 後方的威脅

投入程度  - 中等投入

涉及的團隊 • 有權存取路由器或電腦設定的 IT 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產品

TLS 解密：Cloudflare Gateway、Netskope Next Gen SWG、Zscaler 
Internet Access (ZIA)

瀏覽器隔離：Cloudflare Browser Isolation、Zscaler Cloud Browser 
Isolation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umbrella.cisco.com/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gateway/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gateway/
https://www.dnsfilter.com/
https://www.zscaler.com/press/zscaler-shift-advances-internet-security-intelligent-routing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gateway/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next-gen-swg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internet-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internet-access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browser-isolation/
https://www.zscaler.com/technology/browser-isolation
https://www.zscaler.com/technology/browser-is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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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鎖或隔離 SSL/TLS 後方的威脅（續）

概述
某些威脅隱藏在 SSL 後面，無法僅透過 HTTPS 檢查來封鎖。為了進一步
保護使用者，應利用 TLS 解密來進一步保護使用者免受 SSL 後方的威脅
攻擊。

步驟

TLS 解密：

1. 確保在使用者電腦上安裝正確的用戶端軟體
a. 檢查是否存在可能干擾裝置上傳出 Web 流量的任何 VPN 或其

他軟體
2. 在裝置上設定根憑證以進行 TLS 解密
3. 啟用何時避免解密使用者流量的策略

a. 應對使用憑證綁定的網站執行此操作
b. 一些公司還繞過了使用者個人流量（例如銀行、社交媒體等）

的解密

瀏覽器隔離：

1. 可以使用裝置內建用戶端軟體或經由隔離連結來部署瀏覽器隔離。
這兩種做法皆應考慮。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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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   
網路包括組織內的所有公用、私人和虛擬網路。組織必須首先瞭解其現有的網路集，並對其進行分割以防
止橫向移動。然後，可以建立 Zero Trust 策略，以精細控制使用者、端點和裝置可以存取的網路區段。

分割使用者網路存取

投入程度  - 大量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 IT 團隊

產品
Zero Trust 網路存取 (ZTNA)：Cloudflare Zero Trust（Access 和 
Gateway 一起使用）、Netskope Private Access、Zscaler Private 
Access (ZPA)

概述

使用者通常可以使用 VPN 或在辦公室網路中存取整個私人網路。Zero Trust  
框架要求使用者只能存取完成給定任務所需的特定網路區段。Zero Trust  
網路解決方案允許使用者遠端存取本機網路，但具有基於使用者、裝置
和其他因素的精細策略。

步驟

1. 使私人網路可用於 ZTNA
a. 通常是應用程式連接器、GRE 或 IPSec 通道

2. 使用 MDM 在使用者裝置上安裝 ZTNA 用戶端
3. 設定策略以跨私人網路分割使用者存取

分支機構間使用寬頻網際網路連線

投入程度  - 大量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工程團隊
• IT 團隊

產品 Cloudflare Magic WAN、Cato Networks、Aryaka FlexCore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private-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private-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private-access
https://www.cloudflare.com/magic-wan/
https://www.catonetworks.com/
https://www.aryak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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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機構間使用寬頻網際網路連線（續）

概述

通常使用多通訊協定標籤交換 (MPLS) 線路或電信提供者提供的其他形
式的私人鏈路建立私人網路位置間的連線（例如資料中心和分支機構）。 
這些 MPLS 鏈路通常很昂貴，並且隨著商用網際網路的品質越來越高，
組織可以經由安全通道透過網際網路來路由流量，從而以較低成本提供
相同等級的安全存取。

步驟

1. 開始，選擇兩個連接 MPLS 的位置。這些位置都需要某種形式的網
際網路連線。

2. 透過連線至您的雲端 WAN 提供者邊緣網路的網際網路電路，建立一
對備援 Anycast GRE 或 IPsec 通道。

3. 驗證這些通道的運行狀況及相互之間的連線。測試流量工作負載的
效能（輸送量、延遲、封包遺失、抖動），盡可能類似於生產流量。

4. 變更路由策略以將生產流量從 MPLS 遷移到網際網路通道
5. 在下一個連接 MPLS 的位置重複上述步驟
6. 停用 MPLS 電路

關閉所有對網際網路開啟的内送連接埠以進行應用程式交付

投入程度  - 少量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工程團隊

產品
Zero Trust 反向 Proxy：Akamai EAA、Cloudflare Access、Netskope、 
Zscaler Private Access (ZPA)

概述

可以使用掃描技術找到開啟的內送網路連接埠，並且是一種常見的攻擊
手段。Zero Trust 反向 Proxy 允許您安全地公開 Web 應用程式，而無需
開啟任何內送連接埠。應用程式的 DNS 記錄是應用程式唯一公開可見的
記錄。DNS 記錄受 Zero Trust 策略保護。作為一層額外的安全防護，可
以使用 Zero Trust 網路存取服務來利用內部/私人 DNS（更多詳細資訊見
下文）。

步驟

1. 安裝反向 Proxy 應用程式連接器 — 通常是同一網路中某處的精靈或
虛擬機

2. 將反向 Proxy 應用程式連接至應用程式連接器
3. 使用防火牆規則關閉私人網路上的所有內送連接埠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www.akamai.com/products/enterprise-application-access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access/
https://www.netskope.com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private-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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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電子郵件應用程式並篩除網路釣魚行為

投入程度  - 少量投入

涉及的團隊 • 負責您的電子郵件提供者設定的團隊（一般是 IT）

產品

雲端電子郵件網路安全：Cloudflare Area 1 Email Security、Mimecast、 
TitanHQ

瀏覽器隔離：Cloudflare Browser Isolation、Zscaler Cloud Browser 
Isolation

概述

電子郵件是攻擊者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近您的員工的少數通訊管道之一。
部署安全的電子郵件閘道是確保惡意或不受信任的電子郵件無法傳送給
您的員工的關鍵步驟。此外，網路安全團隊應考慮將沒有可疑到需要完
全封鎖的連結在隔離的瀏覽器中隔離的選項。

步驟

1. 將域的 MX 記錄配置為指向安全電子郵件閘道服務
2. 在最初的幾週內監測誤報
3. （額外好處）針對邊緣可疑電子郵件連結實施基於連結的瀏覽器隔離

方法。

所有企業應用程式詳細目錄

投入程度  - 中等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產品
安全 Web 閘道和含影子 IT 探查的 CASB：Cloudflare Gateway、 
Microsoft Defender for Cloud Apps、Netskope Next Gen SWG、 
Zscaler Internet Access (ZIA)

   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包括存在組織資料或執行業務流程的任何資源。組織必須首先瞭解現有的應用程式，然後為每
個應用程式建立 Zero Trust 策略，或者在某些情況下封鎖未經核准的應用程式。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email-security/
https://www.mimecast.com/
https://www.titanhq.com/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browser-isolation/
https://www.zscaler.com/technology/browser-isolation
https://www.zscaler.com/technology/browser-isolation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gateway/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defender-cloud-apps/what-is-defender-for-cloud-apps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next-gen-swg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internet-access


14

所有企業應用程式詳細目錄（續）

概述

對於網路安全團隊來說，瞭解在整個企業中使用的完整應用程式詳細目錄
至關重要。網路安全團隊經常會發現企業使用了一些未經核准或未知的應
用程式，其通常被稱為「影子 IT」。具有 TLS 解密功能的安全 Web 閘道
可用於識別應用程式。安全 Web 閘道還可用於封鎖未經核准的應用程式
或應用程式租戶（例如個人 Dropbox 帳戶）。

步驟

1. 在安全 Web 閘道中啟用影子 IT 掃描
2. 確保在使用者裝置上安裝安全 Web 閘道用戶端
3. 允許 2-3 週內的使用者流量
4. 查看已識別應用程式的清單
5. 應使用安全 Web 閘道策略來封鎖任何未經核准的應用程式
6. 應使用 Zero Trust 策略來保護已核准的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的 Zero Trust 策略實施

投入程度     - 少量投入（針對最關鍵的應用程式）
 - 大量投入（針對所有應用程式）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 應用程式開發團隊
• IT 團隊

產品

Zero Trust 反向 Proxy：Azure App Proxy、Cloudflare Access、 
Netskope Private Access、Zscaler Private Access (ZPA)

Zero Trust 網路存取 (ZTNA)：Cloudflare Access、Netskope Private 
Access、Zscaler Internet Access (ZIA)

CASB: Cloudflare CASB、Netskope CASB、Zscaler CASB

遠端瀏覽器隔離：Cloudflare Browser Isolation、Zscaler Cloud 
Browser Isolation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active-directory/app-proxy/application-proxy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access/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private-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private-access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access/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private-access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private-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internet-access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access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casb
https://www.zscaler.com/technology/cloud-access-security-broker-casb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browser-isolation/
https://www.zscaler.com/technology/browser-isolation
https://www.zscaler.com/technology/browser-is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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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的 Zero Trust 策略實施（續）

概述

必須使用 Zero Trust 策略保護應用程式，在進行身分驗證和授權存取前，
這些策略會考慮使用者身分識別、裝置和網路內容。應用程式應具有可實
施最小特權的精細策略，尤其是對於包含敏感性資料的應用程式。有三種
主要的應用程式類型，Zero Trust 網路安全模型因類型而異。主要應用程
式類型包括：

1. 私人自託管應用程式（僅可在企業網路上定址）
2. 公用自託管應用程式（可透過網際網路定址）
3. SaaS 應用程式

附註：如果裝置內容或合規性狀態是必要的網路安全策略，則通常需要
裝置內建用戶端軟體。

步驟

私人自託管應用程式

1. 在應用程式與 Zero Trust 策略層之間建置加密通道。通常是「應用
程式連接器」、GRE 或 IPSec 通道

2. 使私人 DNS 解析程式可供 ZTNA 裝置用戶端的使用者使用
3. 根據使用者、裝置和網路內容建置策略，以確定誰可以存取應用程式

公用自託管應用程式

1. 將權威 DNS 或 CNAME 記錄移動到應用程式反向 Proxy
2. 確保關閉應用程式網路的所有內送連接埠
3. 根據使用者、裝置和網路內容建置策略，以確定誰可以存取應用程式

SaaS 應用程式
有幾種不同的選項可以對 SaaS 應用程式實施 Zero Trust 策略

身分識別代理
Cloudflare、Netskope 和 Zscaler 提供身分識別代理，允許實施與反向  
Proxy 自託管應用程式相同的策略。這確實要求將身分識別代理設定為 
SaaS 應用程式的 SSO 提供者

1. 移除現整合到 SaaS 應用程式的現有 SSO（如果存在）
2. 將身分識別代理與 SaaS 應用程式整合
3. 確保傳送正確的 SAML 屬性以用於使用者建立和更新
4. 根據使用者、裝置和網路內容建立策略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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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的 Zero Trust 策略實施（續）

步驟

安全 Web 閘道和單點登入
另一種方法是使用現有的單點登入提供者來控制哪些使用者可以存取和
不能存取 SaaS 應用程式。然後，可以使用具有專用 IP 位址的安全 Web 
閘道，確保只有經過流量檢查的受管理裝置上的使用者才能存取 SaaS 應
用程式。

1. 將 SaaS 應用程式新增到 SSO 提供者
2. 建立授權哪些使用者的實施策略
3. 將安全 Web 閘道執行個體的 IP 位址新增到 SaaS 應用程式的 IP 白名單 

（大多數 SaaS 應用程式在其基本網路安全設定中支援 IP 白名單）
4. 建立控制哪些使用者可存取 SaaS 應用程式的安全 Web 閘道策略

保護應用程式免受第 7 層攻擊（DDoS、注入、機器人等）

投入程度  - 少量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 應用程式開發團隊

產品 Akamai、AWS、Azure、Cloudflare、GCP

概述
任何自託管應用程式都容易遭受第 7 層攻擊，包括 DDoS 攻擊、程式碼
注入攻擊、機器人攻擊等。網路安全團隊應在所有能以私密和公開方式
定址的自託管應用程式前端部署 Web 應用程式防火牆和 DDoS 保護。

步驟
1. 新增任何公用應用程式的權威 DNS 記錄
2. 啟用 Web 應用程式防火牆及 DDoS 保護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www.akamai.com/
https://aws.amazon.com/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
https://www.cloudflare.com/
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getting-started?pli=1


17

實施 HTTPS 及 DNSsec

投入程度  - 少量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 應用程式開發團隊

產品 Akamai、AWS、Azure、Cloudflare、GCP

概述
任何自託管 Web 應用程式都應利用 HTTPS 和 DNSSec。這可防止任何
潛在的封包窺探或網域劫持。

步驟
1. 新增任何公用應用程式的權威 DNS 記錄
2. 將 HTTPS 設定為嚴格且啟用 DNSSEC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www.akamai.com/
https://aws.amazon.com/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
https://www.cloudflare.com/
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getting-started?pl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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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記錄和審查敏感性應用程式流量的流程

投入程度  - 中等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產品

安全 Web 閘道 (SWG)：Cisco Umbrella、Cloudflare Gateway、 
Netskope Next Gen SWG、Zscaler Internet Access (ZIA)

網路安全事故與事件監控 (SIEM)： 
DataDog、Splunk、SolarWinds

概述
安全 Web 閘道解決方案具有將使用者流量記錄傳送到 SIEM 工具的功能。 
網路安全團隊應定期審查傳送到敏感性應用程式的流量記錄。可以在 
SIEM 中設定針對異常或惡意流量的特定警示，並隨時間進行調整。

步驟

1. 確保使用 SWG 來代理傳送至敏感性應用程式的所有使用者流量
2. 啟用 SWG 與 SIEM 之間的記錄推送或提取功能
3. 設定網路安全團隊審查流量記錄的特定時間間隔
4. 基於一段時間內發現的情況在 SIEM 中設定警示

定義哪些資料是敏感性資料及其所在位置

投入程度  - 中等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 合規/法務團隊

產品 網路安全事故與事件監控 (SIEM)： 
DataDog、Splunk、SolarWinds

  資料丟失預防與記錄   
一旦您建立架構的所有 Zero Trust 元素，您的架構將產生大量關於網路內部情況的資料。此時正是實
施資料丟失預防與記錄的時機。資料丟失預防與記錄是一組流程和工具，主要用於將敏感性資料保留在
企業內部，並標記任何潛在的資料外洩機會。組織必須首先瞭解其敏感性資料所在的位置。然後，可以
建立 Zero Trust 控制，以阻止敏感性資料被存取和滲漏。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umbrella.cisco.com/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gateway/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next-gen-swg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internet-access
https://www.datadoghq.com/
https://www.splunk.com/
https://www.solarwinds.com/
https://www.datadoghq.com/
https://www.splunk.com/
https://www.solarwinds.com/


19

定義哪些資料是敏感性資料及其所在位置（續）

概述

敏感性資料因產業而存在巨大差異。技術公司關注原始程式碼的保護，
而醫療提供者則非常重視 HIPAA 合規性。確定對於您的公司而言哪些屬
於敏感性資料及其所在位置非常重要。

敏感性資料的準確定義和詳細目錄將為資料丟失防護工具的實施提供依據。

步驟
1. 在 SIEM 工具中或直接在安全 Web 閘道中審查流量記錄，以識別目

標應用程式和資料儲存
2. 現有敏感性資料詳細目錄

防止敏感性資料離開您的應用程式

投入程度  - 大量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 IT 團隊
• 合規/法務團隊

產品
嵌入式資料丟失預防 (DLP)：Cisco Umbrella、Cloudflare Gateway、 
Netskope Next Gen SWG、Zscaler Internet Access (ZIA)  

概述

嵌入式 DLP 解決方案可檢查使用者流量和檔案上傳/下載中的敏感性資料。 
在眾所周知的預定義清單（例如PII、SSN、信用卡等）中皆有敏感性 
資料，管理員也可手動設定特定模式。應為敏感性應用程式啟用 DLP  
控制，並且 DLP 控制可擴展至所有使用者流量。

步驟

1. 從 DLP 提供者處安裝用戶端軟體
2. 確保沒有現有的 VPN 或其他工具會中斷連線
3. 確保已啟用 TLS 解密，並且每台使用者電腦上都有根憑證
4. 啟用 DLP 控制
5. 監控 DLP 封鎖事件的情況並驗證其是否有效或是否有誤判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umbrella.cisco.com/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gateway/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next-gen-swg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internet-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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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 SaaS 工具中的錯誤設定和公開共用資料

投入程度  - 少量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產品
API 型雲端存取安全性代理程式 (CASB)：Cloudflare CASB、DoControl、 
Netskope、Zscaler CSPM

概述
經由 API 整合將 CASB 與主要 SaaS 應用程式整合。然後，CASB 將掃描 
SaaS 應用程式，以找出已知的網路安全錯誤設定和公開共用資料。網路
安全團隊應定期審查 CASB 發現的情況。

步驟

1. 參考提供者的 API 整合說明連線每個 SaaS 應用程式
2. 對每個 SaaS 應用程式執行掃描
3. 審查掃描結果，並在適當的情況下開始對每個 SaaS 應用程式採取補

救措施

建立安全運營中心 (SOC)，以記錄審查、策略更新和緩解措施

投入程度  - 中等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產品 無

概述
SOC 是 Zero Trust 框架中網路安全團隊中的關鍵功能。應該專注於審查
記錄資訊和網路安全警示，並調整所有核心網路安全產品的 Zero Trust 
策略。

步驟
1. 在 SIEM 中或直接在網路安全產品中審查記錄
2. 識別任何警示或異常活動
3. 根據發現的情況更新每個工具的 Zero Trust 策略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casb/
https://www.docontrol.io/
https://www.netskope.com
https://www.zscaler.com/technology/cloud-security-posture-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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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已知威脅執行者的最新資訊

投入程度  - 少量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產品 威脅情報提供者：Cloudflare Radar、CISA、OWASP

概述
有多個提供者專注彙編已知威脅執行者和惡意網站的清單。這些威脅摘
要可以自動載入到安全 Web 閘道中，以保護使用者免受攻擊。

步驟
1. 將威脅摘要連線至安全 Web 閘道
2. 在 DNS 和 HTTP 篩選中啟用威脅防護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radar.cloudflare.com/
https://www.cisa.gov/
https://owas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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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狀態   
一旦為組織的所有其他元素構建 Zero Trust 架構，就可以採取一系列措施將組織推向 Zero Trust 穩定
狀態，從而確保與向前推進的架構保持一致。

採用 DevOps 做法以確保對所有新資源實施一致的策略

投入程度  - 大量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 應用程式開發團隊

產品 基礎結構自動化：Ansible、Puppet、Terraform

概述
利用基礎結構自動化工具，開發人員可以自動部署 Zero Trust 網路安全作
為其應用程式開發管道的一部分。建立在應用程式部署了 Zero Trust 反向 
Proxy 保護時觸發的內部測試。

步驟
1. 為新應用程式定義標準策略
2. 在需要 Zero Trust 反向 Proxy 保護的應用程式部署流程中新增測試

實施入口資源自動縮放

投入程度  - 大量投入

涉及的團隊
• 網路安全團隊
• 應用程式開發團隊

產品
負載平衡器：Akamai、Cloudflare

基礎結構自動化：Ansible、Puppet、Terraform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www.ansible.com/
https://puppet.com/
https://www.terraform.io/
https://www.akamai.com/
https://www.cloudflare.com/
https://www.ansible.com/
https://puppet.com/
https://www.terraform.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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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入口資源自動縮放（續）

概述

負載平衡器是確保個別應用程式基礎結構永遠不會超載的有效工具。還可
以在某個應用程式伺服器開始出現故障時提供一定程度的備援。

基礎結構自動化工具可用於在超過特定流量閾值時啟動新資源。

步驟

1. 在 Zero Trust 反向 Proxy 應用程式連接器前端設定負載平衡器
2. 根據流量和/或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啟用負載平衡規則
3. 實施基礎結構自動化策略，以在產生足夠用於一組特定應用程式的負

載時佈建新虛擬機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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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時程表範例

時間表 目標 相關產品

階段 1 部署全域 DNS 篩選 Cisco Umbrella DNS、Cloudflare Gateway、DNSFilter、 
Zscaler Shift

監控内送電子郵件並篩除網路釣魚行為

雲端電子郵件網路安全：Cloudflare Area 1 Email Security、 
Mimecast、TitanHQ

瀏覽器隔離：Cloudflare Browser Isolation、Zscaler Cloud 
Browser Isolation

識別軟體即服務 (SaaS) 工具中的錯誤設定 
及公開共用資料 Cloudflare CASB、DoControl、Netskope、Zscaler CSPM

階段 2 建立企業身分識別 Microsoft Azure AD、Okta、Ping Identity PingOne、 
OneLogin

對所有應用程式實施基本多重要素驗證 (MFA)

身分識別提供者：Microsoft Azure AD、Okta、Ping Identity 
PingOne、OneLogin

應用程式反向 Proxy：Microsoft Azure AD App Proxy、 
Akamai EAA、Cloudflare Access、Netskope Private 
Access、Zscaler Private Access (ZPA)

實施 HTTPS 及 DNSsec Akamai、AWS、Azure、Cloudflare、GCP

封鎖或隔離 SSL 後方的威脅

TLS 解密：Cloudflare Gateway、Netskope Next Gen SWG、 
Zscaler Internet Access (ZIA)

瀏覽器隔離：Cloudflare Browser Isolation、Zscaler Cloud 
Browser Isolation

公開可定址應用程式的 ZT 策略實施
Zero Trust 反向 Proxy：Azure App Proxy、Cloudflare 
Access、Netskope Private Access、Zscaler Private Access 
(ZPA)

保護應用程式免受第 7 層攻擊 Akamai、AWS、Azure、Cloudflare、GCP

關閉所有對網際網路開啟的内送連接埠以 
進行應用程式交付

Akamai EAA、Cloudflare Access、Netskope、 
Zscaler Private Access (ZPA)

階段 3 所有企業應用程式詳細目錄
安全 Web 閘道和含影子 IT 探查的 CASB：Cloudflare 
Gateway、Microsoft Defender for Cloud Apps、Netskope 
Next Gen SWG、Zscaler Internet Access (ZIA)

SaaS 應用程式的 ZT 策略實施

Zero Trust 網路存取 (ZTNA)：Cloudflare Access、Netskope 
Private Access、Zscaler Internet Access (ZIA)

CASB: Cloudflare CASB、Netskope CASB、Zscaler CASB

每個 Zero Trust 架構部署都是獨一無二的，但大多數專案都可以遵循一組通用步驟。以下是建議企業在
開始實施 Zero Trust 架構時遵循的時程表。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umbrella.cisco.com/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gateway/
https://www.dnsfilter.com/
https://www.zscaler.com/press/zscaler-shift-advances-internet-security-intelligent-routing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email-security/
https://www.mimecast.com/
https://www.titanhq.com/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browser-isolation/
https://www.zscaler.com/technology/browser-isolation
https://www.zscaler.com/technology/browser-isolation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casb/
https://www.docontrol.io/
https://www.netskope.com
https://www.zscaler.com/technology/cloud-security-posture-management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services/active-directory/
https://www.okta.com/
https://www.pingidentity.com/en/platform/solutions/pingone-for-workforce.html
https://www.onelogin.com/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services/active-directory/
https://www.okta.com/
https://www.pingidentity.com/en/platform/solutions/pingone-for-workforce.html
https://www.pingidentity.com/en/platform/solutions/pingone-for-workforce.html
https://www.onelogin.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active-directory/app-proxy/application-proxy
https://www.akamai.com/products/enterprise-application-access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access/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private-access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private-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private-access
https://www.akamai.com/
https://aws.amazon.com/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
https://www.cloudflare.com/
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getting-started?pli=1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gateway/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next-gen-swg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internet-access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browser-isolation/
https://www.zscaler.com/technology/browser-isolation
https://www.zscaler.com/technology/browser-isola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active-directory/app-proxy/application-proxy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access/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access/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private-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private-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private-access
https://www.akamai.com/
https://aws.amazon.com/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
https://www.cloudflare.com/
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getting-started?pli=1
https://www.akamai.com/products/enterprise-application-access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access/
https://www.netskope.com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private-access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gateway/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gateway/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defender-cloud-apps/what-is-defender-for-cloud-apps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next-gen-swg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next-gen-swg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internet-access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access/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private-access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private-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internet-access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access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casb
https://www.zscaler.com/technology/cloud-access-security-broker-ca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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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使用者網路存取
Zero Trust 網路存取 (ZTNA)：Cloudflare Zero Trust (Access 
和 Gateway 一起使用)、Netskope Private Access、Zscaler 
Private Access (ZPA)

適用於關鍵私有可定址的應用程式的 
Zero Trust 網路存取 (ZTNA)

Cloudflare Access、Netskope Private Access、 
Zscaler Internet Access (ZIA)

實施 MDM/UEM 以控制 
企業裝置 Mac：Jamf、Kandji  Windows：Microsoft Intune

定義哪些資料是敏感性資料及 
其所在位置 DataDog、Splunk、SolarWinds

傳送基於硬體的認證權杖 硬體金鑰：Yubico

掌握已知威脅執行者的最新資訊 Cloudflare Radar、CISA、OWASP

階段 4 實施基於硬體權杖的 MFA 硬體金鑰：Yubico

所有應用程式的 ZT 策略實施及網路存取 Cloudflare Access、Netskope Private Access、 
Zscaler Internet Access (ZIA)

制定用於記錄審查、策略更新和緩解措施的 
SOC 不適用

實施端點保護 VMWare Carbon Black、Crowdstrike、SentinelOne、 
Windows Defender

所有企業裝置、API 和服務的 
詳細目錄

裝置詳細目錄：VMWare Carbon Black、Crowdstrike、 
SentinelOne、Windows Defender、Oomnitza

API/服務詳細目錄：Cloudflare application connector、 
Zscaler Private Access (ZPA)

分支機構間使用寬頻網際網路連線 Cloudflare Magic WAN、Cato Networks、Aryaka FlexCore

建立記錄和審查員工在敏感性應用程式上的 
活動的流程

安全 Web 閘道 (SWG)：Cisco Umbrella、Cloudflare 
Gateway、Netskope Next Gen SWG、Zscaler Internet 
Access (ZIA)

網路安全事故與事件監控 (SIEM)： 
DataDog、Splunk、SolarWinds

阻止敏感性資料離開您的應用程式 
（例如PII、信用卡、SSN 等）

Cisco Umbrella、Cloudflare Gateway、Netskope Next Gen 
SWG、Zscaler Internet Access (ZIA)  

採用 DevOps 做法以確保對所有新資源 
實施策略 Ansible、Puppet、Terraform

實施入口資源自動縮放
負載平衡器：Akamai、Cloudflare

基礎結構自動化：Ansible、Puppet、Terraform

Cloudflare | Zero Trust 架構藍圖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private-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private-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private-access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access/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private-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internet-access
https://www.jamf.com/
https://www.kandji.io/
https://partner.microsoft.com/en-us/solutions/microsoft-intune
https://www.datadoghq.com/
https://www.splunk.com/
https://www.solarwinds.com/
https://www.yubico.com/
https://radar.cloudflare.com/
https://www.cisa.gov/
https://owasp.org/
https://www.yubico.com/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access/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private-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internet-access
https://www.vmware.com/products/whats-new/carbon-black.html
https://www.crowdstrike.com/
https://www.sentinelone.com/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windows/comprehensive-security
https://www.vmware.com/products/whats-new/carbon-black.html
https://www.crowdstrike.com/
https://www.sentinelone.com/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windows/comprehensive-security
https://www.oomnitza.com/
https://developers.cloudflare.com/cloudflare-one/connections/connect-apps/install-and-setup/tunnel-guide#:~:text=%20Set%20up%20a%20tunnel%20locally%20%28CLI%20setup%29,a%20tunnel%20by%20establishing%20a%20persistent...%20More%20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private-access
https://www.cloudflare.com/magic-wan/
https://www.catonetworks.com/
https://www.aryaka.com/
https://umbrella.cisco.com/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gateway/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gateway/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next-gen-swg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internet-access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internet-access
https://www.datadoghq.com/
https://www.splunk.com/
https://www.solarwinds.com/
https://umbrella.cisco.com/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gateway/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next-gen-swg
https://www.netskope.com/products/next-gen-swg
https://www.zscaler.com/products/zscaler-internet-access
https://www.ansible.com/
https://puppet.com/
https://www.terraform.io/
https://www.akamai.com/
https://www.cloudflare.com/
https://www.ansible.com/
https://puppet.com/
https://www.terraform.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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