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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數位內容協作平台



COVID 19 後疫情時代
企業改變了什麼

啟動遠距辦公

持續營運管理

加速數位轉型

資安防護升級

80% 企業有遠端辦公需求

持續營運計畫成為關鍵

遠端營運虛實並行

駭客與惡意攻擊猖獗



層出不窮的資安事件
帶給企業什麼威脅

機密資料外洩

營運被迫中斷

法律賠償與刑責

企業形象與信譽受損



Source：Securonix,《內部威脅報告》(Insider Threat Report)

透過公司郵件轉寄到個人郵件

內部員工
威脅

60%
網路安全與資料外洩源於

濫用雲端權限

彙整資料與下載

使用未經許可的隨身碟

透過外部網站盜走資料

44%

16%

11%

9%

6%



建立企業檔案零信任架構 強化內部資料安全控管

Source：網管人

零信任資安架構
三大管理原則

傳統概念 新興概念

「信任需要驗證」 「驗證而且永不信任」

消除既有信任原則 存取權限最小原則 可視性及分析

不論地點，需確保所有
資料存取都是安全的

採取最小權限的授與策
略，嚴格實施存取控管

持續性監控與記錄所有
的行為，提供即時保護



OmniStor 為整合型企業內容協作平台，以資料應用為核

心，透過強化資料授權管理與安全性防護的功能，提供企

業內外部成員或組織間，進行一般及敏感文件的分享、編

輯、搜尋及管理等商務檔案協作情境，並整合 OmniStor

Office 文件編輯應用，強化線上與行動辦公，接軌企業數

位轉型。

ASUS OmniStor

敏捷協作
強化團隊生產力

智慧儲存
企業私有儲存雲

簡化管理
全方位的管理介面

加速創新
簡易佈署，快速轉型

雲 + 環 = 由 儲 存 到 協 作 企業儲存雲解決方案

全新品牌識別定位



強化企業資安防護的私有雲線上文件共同編輯

內含於 OmniStor 商務方案，OmniStor Office 整合儲

存、分享、團隊協作功能於單一入口，提供企業線上個

人編輯及團隊共同編輯等應用情境，並支援文件編輯浮

水印及響應式行動線上共同編輯，加速企業工作流程，

實現企業行動辦公與資料不落地。

ASUS OmniStor Office

文件共同編輯加值應用服務



敏感資料及個資防護機制保障企業數位資產

平台管理者可設定企業敏感資料關鍵字或個資盤點風險

等級，及其安全性防護機制，依據企業政策可設定風險

檔案放行及禁止上傳，有效防止敏感與個資文件散佈，

在安全且高防護的環境下，加強企業文件控管。

ASUS OmniStor Protect

關鍵資料防護加值應用服務



檔案存取控管

可依群組設定檔案編輯、開放下載、禁止

下載或IP白名單外禁止下載，強化安控

浮水印安全防護

圖文預覽及文件編輯浮水印保護機制，嚇

阻及防止資料不當外流

響應式行動編輯

線上編輯可自動偵測行動裝置螢幕尺寸，

調整最適比例，強化行動協作效益

資料不落地 友善應用體驗

全新使用者介面

友善直觀的使用操作體驗，並可設定企

業品牌及個人照片識別

資料夾權限代理人

可設定資料夾代理人制度，有效落實多

階授權管理

外部檔案請求

可建立外部檔案上傳請求及安全性設定，

簡化外部協作流程，保護檔案隱私

註：以上功能支援 OmniStor 2.10.0 與 OmniStor Office 2.1.0  以上版本

支援 ICAP

可串接企業內部DLP及防毒軟體，建立

多重防護機制

風險檔案安全性政策

支援敏感資料及中毒風險檔案新政策，

可禁止檔案上傳/回存

勒索病毒防護

檔案異常警示與自動暫停同步，透過多

版本備份與資源回收桶快速復原檔案

強化安全防護

*獨規 *獨規

*獨規

上市重點(功能)

*獨規



產品介紹(上市功能)



可針對群組設定檔案存取權限 落實企業資料不落地

企業群組成員A

企業群組成員B

管理者

線上預覽、編輯及下載

僅線上預覽及編輯；不可下載

開放下載

針對企業群組可設定檔案下載許可與文件線上編輯權限，降低機密資料外流風險，嚴控資料安全存取

內網協作資料不落地

New Feature!

於群組權限設定

開啟文件線上編輯

禁止下載

開啟文件線上編輯



檔案下載許可 IP 白名單設定 杜絕非法存取

OmniStor IP白名單內

可下載資料

透過IP白名單控管機制，可防堵非正規存取，如員工未授權在外存取、員工帳密外流或外網下載資料

禁止下載資料

New Feature!

企業員工

不明人員

管理者設定
檔案下載許可

IP白名單

OmniStor IP白名單外



檔案浮水印防護機制避免資料不當外流

• 圖片及文件預覽，以JPG與PDF格式呈現，避免文字複製

• 文件編輯背景顯示浮水印，防止成員翻拍非法外流

• 浮水印顯示資訊包含成員帳號、時間戳記及IP位置等

• 嚇阻內部員工不當外洩企業機密資料，保障企業數位資產

New Feature!

檔案浮水印安全防護機制



整合企業資料外洩及防毒軟體 強化企業資料安全防護

支援 ICAP 協定，可與企業內部 DLP、Antivirus 串接，加強企業資訊防護機制

New Feature!



敏感資料及個資偵測防護安全機制

敏感資料及個資盤點工具，協助企業篩選風險檔案，並依企業安全政策，設定檔案放行機制或禁止上傳原則

OSM

設定風險檔案規則
及安全政策

OmniStor
管理平台 敏感資料掃描

檔案封存

文件放行

DB 上傳失敗

標記為敏感資料

敏感資料疑慮

不通過

通過

安全政策A平台管理者

企業成員

安全政策B上傳文件

分享或下載文件

審核

New Feature!



正確性

即時性

完整性

勒索病毒防護機制快速復原檔案 企業營運不中斷

檔案原始版本
完整備份

檔案遭惡意竄改
副檔名遭更改警示
自動停止同步

檔案遭不當刪除
檔案大量刪除警示
自動停止同步

資源回收桶
復原檔案

駭客入侵
惡意攻擊

駭客入侵
惡意攻擊

檔案遭加密勒索贖金 關鍵檔案無法即時取得

關鍵檔案快速復原

支付鉅額贖金 業務營運停擺

業務營運不中斷

解決方案

企業痛點

New Feature!



優化分享模式，多重應用強化內外部協作

公開分享

僅與成員分享

可針對檔案內容設定分享模式，並依成員屬性細分存取權限，有效管理企業資料存取行為

資料夾擁有者

可以檢視及下載 僅可檢視

企
業
合
作
夥
伴

企
業
內
部
成
員 可以編輯 僅可檢視

成員權限設定

成員權限設定

New Feature!



資料夾權限代理人彈性授權制度 有效落實分權管理

資料夾擁有者可指定多位代理人，代理人可依需求新增、刪除及設置成員存取權限，多階授權降低管理負擔

New Feature!

指定多成員為代理人

資料夾擁有者

代理人Ａ 資料夾成員

資料夾行使權限範圍

代理人B 資料夾成員



檔案請求機制 強化外部文件交換敏捷性及隱私性 New Feature!

外部單位 外部廠商

使用者可新增[檔案請求]，並設定安全性原則，產出檔案傳輸資料夾及其

連結。無 OmniStor 帳號的外部單位或廠商，即可在不登入的情況下，透

過連結上傳檔案至指定資料夾。

• 企業成員可透過簡便的方式進行外部檔案交換，加速工作效率

• 外部單位或廠商無須具備 OmniStor 帳號，簡化申請流程

• 擁有同一連結的外部成員無法瀏覽個人或他人的資料，保障隱私

檔案請求外部文件提交機制內部申請者
產出檔案請求連結

僅能上傳
無法檢視



A

B

帳號資料移轉職務異動無縫交接

資料夾原擁有者

帳號資料移轉

資料夾承接者

因職務需求進行內部資料交接，可將原擁

有者各項資料夾完整打包，保持原始資料

結構狀態，內部業務快速接軌不中斷。

應用情境：

• 離職員工資料交接

• 職務異動資料交接

A

B

C

D

A

B

資料移轉

移轉之新資料

我的收藏



金管會個資管理稽核

大量敏感文件及個資，須落實

資料加密保護外，也應設有資

料的存取管控與備份機制

文件交換與規章布達

多層級與跨分行的金融組織，

需要更有效安全的方式，提升

協作與規章布達效率

金融客戶痛點與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

資料不落地

• 檔案下載許可與白名單設定

• 文件線上編輯權限設定

• 檔案分享安全性原則設定

機密文件控管

• 風險檔案安全性政策

• 文件預覽與編輯浮水印保護

• 整合企業DLP及防毒工具

安全分享與授權

• 分享模式安全性原則設定

• 資料夾權限代理人制度

• 外部檔案安全提交機制

機密文件外洩風險

敏感資料、合約等文件，若無

嚴格的防護導致資料外洩，將

面臨鉅額罰鍰與刑責

客戶需求



科技製造客戶痛點與解決方案

研發與代工資料存取保護

製造商擁有大量客戶機密文件

如設計、研發、技術、專利等，

資料保護與洩密防範為剛需

供應鏈資料安全交換

製造流程中需要跟合作夥伴進行

密集文件交換，機密文件安全性

及存取權限控管是一大考驗

機密文件保全

• 檔案下載許可與白名單設定

• 文件線上編輯權限設定

• 文件預覽及編輯浮水印保護

文件協作安全控管

• 分享模式安全性原則設定

• 外部檔案安全提交機制

• 風險檔案安全性政策

勒索病毒攻擊

資安事件頻傳，製造商若遭到惡意

攻擊，將耗費龐大復原成本，造成

生產或營運停擺，客戶失去信賴

檔案防護與復原機制

• 檔案大量刪除或副檔名竄改警示

• 自動暫停資料同步機制

• 多版本與資源回收桶快速復原

解決方案

客戶需求



政府部門客戶痛點與解決方案

文件交換安全性

各單位的文件獨立管理，內外部

交換文件仰賴隨身硬碟或公有雲，

協作存在高度資安風險

分權管理與內控機制

組織內擁有多層級與多專案，需

要嚴密安全的檔案存取與彈性授

權管理機制，以提升工作效率

文件協作集中控管

• 分享模式安全性原則設定

• 外部檔案安全提交機制

• 文件預覽及編輯浮水印保護

檔案安全存取與授權

• 檔案存取限制與權限控管

• 分享模式安全性原則設定

• 資料夾權限代理人制度

存取控制與復原機制

• 檔案大量刪除或副檔名竄改警示

• 自動暫停資料同步機制

• 多版本與資源回收桶快速復原

資安攻擊事件頻傳

層出不窮的資安事件，如何

降低攻擊威脅與快速復原，

維持政府部門營運不中斷

解決方案

客戶需求



T H A N K  Y O 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