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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近來不少企業資料屢發生遭竊或外洩事

件，除造成實質的財務損失外，更嚴重的是

企業形象等無形資產的損害，致使社會大眾對

企業喪失信賴。資料庫所存資料乃企業核心資

產，必須建立妥善的監控機制，以即時發現異

常狀況，及時予以處理並留存完整的軌跡資

料。又，隨著「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施行，

如何防範個人資料外洩，並保存相關證據，更

成為企業不可忽視的課題。

二、 資料庫存取監控之現況與瓶頸

目前，多數企業的開放式主機多使用

Oracle或 SQL Server等資料庫系統，以儲存

日常運作所需的重要資料。為強化使用者存取

行為軌跡紀錄之蒐集與保存，一般作法為開啟

資料庫的稽核模式，針對監控對象 (使用者帳

號 )設定存取行為之稽核項目，嗣輔以客製化

程式，定時蒐集資料庫存取行為之軌跡紀錄，

並每日產製相關活動稽核報表，以檢視及確認

使用者所執行存取行為是否合法，此機制之系

統部署架構如圖 1所示：

前揭監控機制有其瓶頸與限制，概述如下：

(一 ) 影響資料庫系統效能

開啟稽核模式之資料庫，其效能勢必不如

未開啟者，如擬維持相同之效能，須經常增添

系統硬體資源。

(二 ) 監控帳號之限制

資料庫稽核模式之監控對象，並未納入所

有使用者帳號，一般係針對具有異動權限之特

殊權限帳號，以檢視及確認資料庫相關資料之

異動情形。在「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實施後，

個人資料的讀取行為，亦成為監控重點，必須

針對具讀取權限之使用者帳號另行設定稽核模

式，方可留存其讀取行為之紀錄。圖 1　傳統之資料庫系統監控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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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應用程式之運作屬程式本身之

行為，由程式自行留存相關運作紀錄，資料庫

之稽核設定通常排除此類存取軌跡之留存。

(三 ) 無法即時告警

此機制以批次方式蒐集使用者帳號對於資

料庫之存取活動，供有關人員事後檢視及確

認，使用者如有異常之資料庫存取行為，無法

即時告警。

(四 ) 無單一集中式管理介面

管理人員須針對各資料庫系統逐一進行稽

核設定，無法透過單一集中管理介面進行設

定，再派送至所有資料庫。

三、 監控工具部署模式

為解決傳統資料庫稽核方式所遭遇之

困境，資料庫存取監控 ( Database Activity 

Monitoring，DAM ) 工 具 因 應 而 生，

iMPERVA、IBM等國際知名大廠均針對資料

庫之存取監控發展其解決方案，國內本土廠商

也自行開發各種資料庫存取監控工具；市面上

相關產品五花八門，企業可視自身需求，選購

合適的工具。

一般而言，資料庫存取監控工具之部署模

式，可歸納為下列二種：

(一 ) 代理程式 ( Agent )模式

顧名思義，受監控之資料庫伺服器主機須

安裝代理程式，其優點是不論使用者於伺服器

本機或經由遠端存取資料庫之行為，代理程式

均能監控，所蒐集之資訊亦較為完整。一部伺

服器主機僅需安裝一次代理程式，即可針對同

一主機裡多個不同類型之資料庫進行資訊蒐集。

此模式的缺點是受監控之資料庫伺服器主

機，必須逐一安裝及設定代理程式，手續較為

繁雜，且代理程式或多或少會影響資料庫本身

之效能。再者，代理程式與作業系統核心之結

合程度較深，對於同時於作業系統運作之其他

軟體，偶有相容性問題，必須特別注意，以避

免影響作業系統或其他軟體之正常運作。

(二 ) 側錄模式

側錄模式係針對使用者透過網路設備存取

資料庫伺服器主機之行為，經由網路擷取並複

製封包，以進行分析監控，其優點是資料庫伺

服器主機無須安裝任何程式，不影響資料庫本

身之效能。

此模式的缺點是僅能蒐集來自網路設備之

資料庫存取行為，至於使用者於資料庫伺服器

本機上之存取行為，則無法記錄，就重視留存

完整軌跡紀錄的企業而言，完整性稍嫌不足。

如資料庫伺服器與業務應用系統均為同一部實

體主機內之虛擬主機，其網路流量完全在實

體主機內部，亦無法完整監控使用者之存取行

為。再者，針對網路設備之封包進行側錄，難

免發生遺漏封包的狀況，而且封包一旦遺漏，

就再也無法補回。

綜上，兩種部署模式之差異比較，彙表如下：

模式 代理程式 (Agent)
影響

效能

監控

完整性

代理

程式

須安裝且須注意

相容性問題
較大 較高

側錄
免安裝，較無

相容性問題
較小 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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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慎選產品，不論採用「代理程式模

式」或「側錄模式」之資料庫存取監控工具，

相較於傳統開啟資料庫稽核模式以監控使用者

存取活動之方式，皆可大幅降低對於資料庫系

統效能之影響。

至於企業導入資料庫存取監控工具，最

重要之考量因素乃自身之管理需求，可先參

考上述部署模式之優缺點，再經由概念驗證

(Proof of Concept，POC)作業，檢視相關產

品之規格及功能是否符合需求，以期化解傳統

機制在資料庫存取行為監控及紀錄留存所遭遇

之瓶頸。

四、  功能與效益

相較於傳統資料庫稽核機制，引進資料庫

存取監控工具之功能特性與導入效益，可彙整

歸納如后：

(一 ) 完整記錄使用者存取行為

工具安裝完成後，無須針對個別帳號進行

稽核設定，即可完整記錄所有使用者自登入至

登出資料庫間之所有存取行為，紀錄內容包含

使用者之來源 IP位址、存取資料庫之應用程

式、存取行為之開始與結束時間、回應代碼、

錯誤訊息等；管理人員後續可經由稽核政策之

優化，調整相關稽核設定，以符合企業之實務

需求。

企業導入經第三方認證之資料庫存取監控

(DAM)工具，可完整記錄使用者帳號經由本機

或網路存取資料庫之行為，再依據「個人資料

保護法」相關規範，留存相關軌跡紀錄至少 5

年以上，強化資料存取之證據保存。

(二 ) 集中管理介面

經由集中式之單一管理介面，管理者可進

行稽核政策之設定，即時同步至各資料庫伺服

器主機，獲悉資料庫存取監控系統之運作狀

況，檢視使用者對各資料庫之存取行為，大幅

提升管理效率，強化存取監控作業。

1. 經由集中式之單一Web管理介面，設定

各資料庫使用者之存取活動稽核政策，整

合企業常用之Windows AD網域使用者

認證機制。管理介面本身之存取活動亦會

留存紀錄，以維護管理作業之一致性及完

整性。

2. 經由資料庫存取監控系統之Web主控台

(如圖 2所示 )，集中管理所有使用者之

稽核政策設定，任何人均無法直接存取系

統內部資料，管理人員對於系統彙整之資

料庫行為軌跡資料亦無法修改或刪除。管

理介面本身對於資料庫存取行為軌跡資料

之抓取、分析、解譯、記錄及報表產出，

各階段處理均於設備內部進行，以強化資

料庫存取活動之稽核證據保存作業。

(三 ) 即時監控

針對使用者存取行為之監控，管理人員可

自訂存取控制之稽核條件，如發現違反資安政

策或未經授權之存取行為，可經由告警設定

與資安事件管理 ( Security Information Event 

Management，SIEM )系統整合，即時發送簡

訊通知管理人員 (如圖 3所示 )。部分進階版

之工具可提供即時防護之功能，經由稽核政策

設定，限定使用者僅能經由特定 IP存取資料

庫，不符合稽核政策之存取行為即被拒絕，以

強化資料庫之存取控管。

圖 2　資料庫存取監控系統主控台

圖 3　資料庫存取監控系統違例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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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集中管理介面

經由集中式之單一管理介面，管理者可進

行稽核政策之設定，即時同步至各資料庫伺服

器主機，獲悉資料庫存取監控系統之運作狀

況，檢視使用者對各資料庫之存取行為，大幅

提升管理效率，強化存取監控作業。

1. 經由集中式之單一Web管理介面，設定

各資料庫使用者之存取活動稽核政策，整

合企業常用之Windows AD網域使用者

認證機制。管理介面本身之存取活動亦會

留存紀錄，以維護管理作業之一致性及完

整性。

2. 經由資料庫存取監控系統之Web主控台

(如圖 2所示 )，集中管理所有使用者之

稽核政策設定，任何人均無法直接存取系

統內部資料，管理人員對於系統彙整之資

料庫行為軌跡資料亦無法修改或刪除。管

理介面本身對於資料庫存取行為軌跡資料

之抓取、分析、解譯、記錄及報表產出，

各階段處理均於設備內部進行，以強化資

料庫存取活動之稽核證據保存作業。

(三 ) 即時監控

針對使用者存取行為之監控，管理人員可

自訂存取控制之稽核條件，如發現違反資安政

策或未經授權之存取行為，可經由告警設定

與資安事件管理 ( Security Information Event 

Management，SIEM )系統整合，即時發送簡

訊通知管理人員 (如圖 3所示 )。部分進階版

之工具可提供即時防護之功能，經由稽核政策

設定，限定使用者僅能經由特定 IP存取資料

庫，不符合稽核政策之存取行為即被拒絕，以

強化資料庫之存取控管。

圖 2　資料庫存取監控系統主控台

圖 3　資料庫存取監控系統違例警示

(四 ) 多樣化稽核報表

資料庫存取監控工具均內建多樣化之預設

合規報表，並允許管理人員自行定義符合企業

需求之稽核報表，設定報表產製區間，並自動

產製報表，以供管理人員檢視及覆核。

五、 結語

企業為蒐集資料庫存取行為之人、事、

時、地、物相關軌跡紀錄，如選擇使用傳統資

料庫預設之稽核模式功能，再搭配自行開發的

程式，其人力及時間成本所費不貲，成效亦受

限；再者，其後續之效能優化、控管維護之一

致性等需求，亦將大幅增加管理成本。而資料

庫存取監控工具的出現，則為企業提供跳脫傳

統束縛的另類選項。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論是持

續使用傳統資料庫稽核方式、抑或選用資料庫

存取監控工具，配合企業自身適用的管控機

制，以滿足實務需求，提升作業效率，並降低

管理成本，是企業必須審慎面對的現實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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