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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WIFT)為目前全球國際電匯服務的基礎設施提供者，自從 2016 年

孟加拉國央行發生 8,100 萬美元網絡劫案震驚全球後，SWIFT 已針對其跨境支付所使用

的電文交換系統，啟動了 SWIFT 客戶安全計劃(Customer Security Programme, CSP)，於

CSP 中發展出一套客戶安全控制框架(Customer Security Controls Framework, CSCF)，要

求其所有金融機構客戶必須遵循實施。 

本研究採商業流程入侵(Business Process Compromise, BPC)角度，以 2016 年孟加拉

國央行盜轉案截至目前公開可取得之相關資訊為主，及其他經新聞曝光之 SWIFT 電文

系統盜轉案例，以文獻研究法探討 CSCF 存在之問題，並針對初步研究發現的四個問題

提出建議。 

 

關鍵詞：SWIFT、CSCF、B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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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客戶安全控制框架問題之探討 

壹、 導論 

一、研究背景 

關鍵基礎設施提供了支持國家社會的基本服務，是一個國家經濟、安全和發展

的支柱。我國行政院科技顧問組(2011)於「關鍵資訊基礎建設保護政策指引」前言

中指出「關鍵基礎建設(Critical Infrastructure, CI)，泛指一個國家為了維持民生、經

濟與政府等相關運作而提供之基本設施與服務，包括實體以及以資訊電子為基礎之

系統，為重要社會基礎功能所需之基礎建設。」 

因鑑於關鍵基礎設施的重要性，目前立法院(2016)研議中之「關鍵基礎設施防

護條例草案」，將國內的關鍵基礎設施之安全防護範圍明定為八大類別，分別為(1)、

重要能源、電力及水利設施。(2)、重要財務、金融設施。(3)、重要衛生、醫療設

施。(4)、重要資通訊科技及設施。(5)、重要交通運輸設施。(6)、重要國防軍事設

施。(7)、特定專業領域之投資事項。(8)、特定專業領域之產學合作事項。 

現今世界各國都已深刻認知 CI 為國家永續生存與發展的關鍵之一，因此對於

關鍵基礎設施防護(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CIP)已提升至國安層級。目前研

究 CIP 的安全議題已成為國際學術界的顯學，惟 CI 的功能與服務若中斷或損壞時，

將造成極大損失與傷害，加上相關場域建置成本極高，建置測試場域不易，因此研

擬的相關防護措施之有效性的試驗活動受到限制，故其保護的重點在於事前的預

應，而如何發展有效的預應方法即成為 CIP 最重要的課題。在無法已測試方式驗證

預應措施的情況下，由歷史教訓中學習到的經驗，將成為發展預應的關鍵來源。 

以金融領域為例，世界各國及我國均意識到其重要性，將之納入 CIP 中的一個

領域分類，因此發展金融類 CIP 的預應模式亦為刻不容緩的議題之一。「環球銀行

金融電信協會(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WIFT)」為目前國際間跨境支付通信的主要提供者，自 2013 年至 2016 年間發生

多起駭客入侵銀行盜用其所電文系統發出偽造交易的事件後，該組織即著手研究因

應之道。經過該組織與資安團隊合作深入探討相關案件後，目前已完成制定一套專

屬其電文系統基礎設施的客戶安全控制框架，並要求所有使用該電文系統的用戶實

施，以作為相關事件再發的預應。 

本研究為針對 SWIFT 因應盜轉案所發展出之客戶安全控制框架進行探討，由

於 SWIFT 為會員制，會員資格必須為金融機構，一手資料取得不易，故本研究主

要透過網路蒐集公開資料方式進行研究。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為因應日益嚴峻的網絡安全(Cybersecurity)威脅挑戰，SWIFT 針對其跨境支付

核心業務所使用的電文交換系統，透過分析 SWIFT 電文系統發生過的盜轉案例，

完成制定一套資訊安全控制框架，並已於 2017 年 5 月公告。本研究採商業流程入

侵角度，以 2016 年孟加拉國央行盜轉案公開可取得之相關資訊為主，輔以其他新

聞揭露的 SWIFT 電文系統盜轉案例，歸納銀行發生盜轉案之可能成因，以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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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提供其用戶實施之客戶安全控制框架，進行資訊安全管理層面探討。透過了

解該框架管控重點，以期發現存在之資安問題並提出建議。 

貳、 文獻探討與研究 

本章內容之安排將依 SWIFT 因應網絡安全威脅的發展為主軸進行說明。首先對本

研究標「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所提供之 SWIFT 國際金融電文交換服務進行介紹；

其次對 SWIFT 國際電文系統曾經遭受駭客入侵進行盜轉之案例進行重點回顧；再對目

前駭客所採取兩種以取財為目的的攻擊模式：商業流程入侵與變臉詐騙進行說明；最後

對 SWIFT 因應盜轉案及面對嚴峻的網絡安全威脅所實施的安全計畫進行簡介。 

一、SWIFT 國際金融電文交換服務 

於本節中，有關 SWIFT 組織簡介、SWIFT 核心服務平台-SWIFTNet、SWIFT

電文系統基本架構、SWIFT 客戶安全計畫、SWIFT 客戶安全控制框架之內容，主

要摘整轉譯自 SWIFT 官方網站(www.swift.com)公開資訊。 

（一） SWIFT 組織簡介 

於 1973 年，來自十五個國家的 239 家銀行為解決跨境支付問題，成立了一個

跨國性合作非營利公用事業機構以發展共用的電文(messages)系統，這個機構即為

總部設立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 

SWIFT 電文系統於 1977 年正式上線時，共有二十二個國家的 518 家金融機構

(即客戶)使用這套系統，營運不到一年，SWIFT 電文系統已處理了 1,000 萬條交易

電文。經過 40 餘年的光景，於 2014 年 SWIFT 官方統計，使用 SWIFT 電文系統的

金融機構遍佈全球逾 200 多個國家及地區並已超過 10,800 家，而電文交易量於該單

一年度已超過 56 億條。 

（二） SWIFT 核心服務平台-SWIFTNet 

SWIFT 核心業務為國際金融電文交換服務，SWIFT 官方將提供此服務的電文

傳送平台命名為「SWIFTNet」。SWIFTNet 本身並不為其客戶提供帳務功能(即開

立帳戶或任何形式的清算、結算作業)，僅為銀行的跨境結算作業提供安全可靠、

高效能、標準化及自動化的通信業務，進而提升全球銀行的結算速度。自 1977 年

第一筆金融電文成功發出後，SWIFTNet 發展至今，已成為今日國際銀行間支付的

最主要管道。SWIFT 目前提供四種類型電文傳送服務，包括：FIN、InterAct、FileAct 

和 WebAccess。另 SWIFT 提供客戶多種直接或間接連接 SWIFT 環境方式，直接方

式包括：透過專線、Internet 或使用 SWIFT 的雲端服務；而間接方式則為透過 SWIFT

指定之服務合作夥伴。 

（三） SWIFT 電文系統基本架構 

所有電文須透過 SWIFT 基礎設施才可傳送之 SWIFTNet 進行跨境通信，客戶

可使用 SWIFT 基礎設施直接進行電文編輯、審核與放行等業務作業；亦可於客戶

的後台系統(back office 或 middleware)編輯電文，再介接 SWIFT 基礎設施，進行後

續審核與放行作業。透過 SWIFT(2017)發布的「SWIFT 客戶安全控制框架(Customer 

Security Controls Framework, CSCF) 1.0」，依 SWIFT 基礎設施元件於客戶端部署應

用情形，可分為四種架構：A1 架構、A2 架構、A3 架構及 B 架構，典型的 SWIFT

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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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典型的 SWIFT 架構示意圖 

圖片來源：本研究參考 SWIFT 發布於 SlideShare 網站之架構自行繪製 

二、SWIFT 國際電文系統遭駭客盜轉案回顧 

（一） SWIFT 電文系統盜轉事件整理 

SWIFT 電文系統自 1977 年正式服務至今已逾 40 年，SWIFT 電文系統由於跨

境電匯的金額動輒數百萬美元，故已成為駭客入侵取財的重點攻擊對象。而自 2013

年起迄今，經由新聞曝光的銀行遭駭盜用 SWIFT 電文系統轉帳的案例已達八起，

相關案件之重點彙整如下表。 

表 1 盜用 SWIFT 電文系統轉帳案例表 

發生時間 
受害銀行 

所屬國家 
事件簡述 損失情形 

報導日期 

報導媒體 

2013 年 

索納莉銀行 

(Sonali Bank) 

孟加拉 

Das & Paul(2016)報導

本案件駭客使用的策

略與後來孟加拉國央

行所使用的策略類似-

使用 SWIFT 電文系統

轉移銀行資金。 

於本案件中，駭客在銀

行電腦安裝鍵盤側錄

軟體，以獲取所需系統

之密碼，再透過 SWIFT

電文系統發送偽造轉

帳請求。 

遭盜轉 25

萬美元。 

2016/05/26 

路透社 

2015/01/12 

BDA 銀行 

(Banco del Austro) 

厄瓜多爾 

Riley(2016)報導此案件

具有孟加拉國央行案件

所有特徵，網絡盜賊利

用受害銀行對 SWIFT

轉帳網路安全的信心

而疏於自身管理。 

該銀行認為美國富國

銀行於 2015 年 1 月的

多次(至少 12 次)交

易，因未能及時發現電

文內容異常，致使無法

阻止駭客向全球銀行

遭盜轉

1,200 萬美

元。 

 

2016/05/20 

CNNMoney  

(New 

Del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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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時間 
受害銀行 

所屬國家 
事件簡述 損失情形 

報導日期 

報導媒體 

轉移約 1,200 萬美元，

而在紐約聯邦法院對

富國銀行提起訴訟。 

2015 年 10 月 
(銀行未公開) 

菲律賓 

Pagliery & Riley(2016)

報導由資安廠商賽門

鐵克透露的證據顯

示，駭客使用與先前案

件相同技術侵入菲律

賓一家銀行的桌上型

電腦，但是研究人員不

確定他們是否成功竊

取任何金錢。 

賽門鐵克研究人員仔

細檢查用於攻擊菲律

賓銀行的電腦病毒，發

現其程式碼具體指令

的編寫語法，與用於攻

擊孟加拉國央行的惡

意程式碼相同。 

無資金上的

損失。 

2016/05/27 

CNNMoney 

(New York) 

2015/12/08 

先鋒銀行 

(Tien Phong Bank) 

越南 

Finkle, Nguyen & 

Pham(2016)報導先鋒

銀行表示，遭受攻擊的

原因為所使用第三方

供應商的軟體應用程

式，被安裝了惡意程

式。 

而銀行用來查看

SWIFT 系統轉帳總帳

的 PDF 閱讀器亦遭更

換為惡意程式。 

企圖盜轉

120 萬歐元

未成功。 

2016/05/15 

路透社 

2016 年 2 月 

孟加拉國央行 

(Bangladesh 

Central Bank) 
孟加拉 

根據 Wikimedia (2018)

紀載，駭客入侵孟加拉

國央行電腦網路，觀察

該行轉帳流程並竊取

轉帳憑證。隨後駭客使

用這些有效憑證對偽

造轉帳電文進行合法

授權，向紐約聯邦儲備

銀行提出轉帳請求，將

資金從孟加拉國央行

所屬帳戶轉移到斯里

蘭卡和菲律賓的帳戶。 

經檢視系統後，發現共

遭盜轉 10

億美元。 

2018/03/06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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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時間 
受害銀行 

所屬國家 
事件簡述 損失情形 

報導日期 

報導媒體 

有三十次轉帳交易紀

錄，總金額約 8.51 億美

元，但只有五次於 2016

年 2 月 5 日的轉帳請求

被核准轉至斯里蘭卡

及菲律賓。 

轉帳至斯里蘭卡接收

行汎亞銀行的 2,000 萬

美元，因單筆交易金額

對斯里蘭卡來說太

大，而以異常交易方式

處理轉介給德意志銀

行。但該筆轉帳電文內

容因拼錯字而引起了

德意志銀行的懷疑，德

意志銀行在與孟加拉

國央行確認後終止了

該筆交易。 

轉帳至菲律賓的 8,100

萬美元，隨即再轉入東

南亞國家的銀行，並以

賭場為洗錢管道，最後

再轉移到香港。 

2016 年 6 月 
多家銀行 

烏克蘭 

Kovensky(2016)報導這

起案件於國際電腦稽

核協會(ISACA)基輔分

會成員應受害銀行聘

用為顧問機構進行調

查後始公諸於世，但並

未透露銀行名稱。 

ISACA 在一份新聞稿

中表示，當時已有數十

家銀行(大部分在烏克

蘭和俄羅斯)遭到入

侵，其中有數億美元被

盜。這類盜傳案駭客通

常需要幾個月才能完

成，在入侵金融機構的

內部網路後，駭客會花

時間研究銀行內部流

程和控制措施，然後利

用所掌握的知識和存

取權限，開始向國外公

其中一家遭

盜轉 1,000

萬美元。 

2016/06/25 

基輔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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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時間 
受害銀行 

所屬國家 
事件簡述 損失情形 

報導日期 

報導媒體 

司提交詐騙性的匯款

指令，從而讓他們竊取

數百萬美元。 

2017年10月 
遠東商業銀行 

中華民國 

根據資安廠商 McAfee

分析人員 Beek & 

Samani(2017)說明，此

案件始於遠銀人員遭

受附件含“後門程

式”的魚叉式網絡釣

魚郵件攻擊。入侵成功

後的盜轉模式與其他

案例雷同。但不同之處

為當盜轉的轉帳指令

下達同時，勒索軟體攻

擊亦在銀行網路中展

開，其目的可能是掩護

盜轉行為的煙幕彈，亦

可能是將相關入侵跡

證加密達到匿蹤目的。 

遭盜轉

6,010.4 萬

美元。 

2017/10/12 

McAfee 

2017 年 
俄羅斯某銀行 

俄羅斯 

Stubbs(2108)報導俄羅

斯央行於 2018 年 2 月

揭露，2017 年於俄羅斯

境內某銀行，駭客利用

相同詐騙電匯手法成

功盜轉約 600 萬美元，

此為 SWIFT 盜轉案中

最新曝光的一起案件。 

遭盜轉 600

萬美元。 

2018/02/16 

路透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路透社、CNNMoney、Wikimedia、基輔郵報及 McAfee 網站。 

（二） 資安公司對 SWIFT 盜轉事件之研究 

於 2016 年發生震驚全球的孟加拉國央行 SWIFT 系統遭駭客盜轉 8,100 萬美元

後，中國大陸資安公司 360 安全衛士(2016)針對孟加拉國央行盜轉案及更早受害的

越南先鋒銀行、厄瓜多爾銀行及索納莉銀行四家銀行，對攻擊模式進行戰術、技術

及程序 (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 TTP)分析，並於以「近期曝光的針對銀

行 SWIFT 系統攻擊事件綜合分析」為題將研究發現發布於「FreeBuf 黑客與極客」

網站。該資安公司從攻擊流程進行分析後，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獲得 SWIFT、利用

SWIFT 發送轉帳指令和結束時清除證據。相關重點歸納如下： 

1. 攻擊目標之選擇為針對具備 SWIFT 電文系統的銀行進行攻擊。 

2. 此類攻擊事件目的為取財，前提就先需要獲得銀行端 SWIFT 電文系統操作權限，

而要獲得相關權限則首先需要攻陷銀行網路。 

3. 由於每家銀行作業流程有所差異，攻擊組織對目標銀行作業流程極為熟悉，並非

短期內所能達成，攻擊者應該針對目標進行了長時間且非常專注的持續性偵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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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4. 清除犯罪相關紀錄及證據：於轉帳階段竄改電文以刪除相關轉帳記錄，進行平帳

動作；於完成所有轉帳作業後，啟動惡意程式自我抹除動作。 

該資安公司對 SWIFT 相關駭客入侵盜轉事故得出兩個推論：(1)該資安公司在

分析孟加拉國央行和越南先鋒銀行攻擊事件期間，發現這四起針對銀行的攻擊事件

並非獨立事件，很有可能是由一個組織或多個組織協同發動的不同攻擊行動。(2)

另外對惡意程式碼進行來源性分析後，可以確定針對孟加拉國央行和越南先鋒銀行

的相關惡意程式碼與目前十大 APT 攻擊組織之一，主要對象為全球金融機構的

Lazarus 組織（代號 APT-C-26）有關聯，但不能確定幕後攻擊組織是 Lazarus 組織。 

經由該資安公司分析出的四個攻擊重點可知，駭客在入侵階段所使用之手法與

一般駭客入侵手法無異，但與以往駭客入侵不同的是，以往駭客入侵主以竊取資料

或控制受害主機為目的；但入侵 SWIFT 系統的駭客其最終目的為盜轉金錢，故成

功入侵後，花了極長的時間來了解受害銀行交易業務流程，以找出侵入交易流程的

方法，進而偽造交易及竄改交易紀錄隱匿盜轉事實。此即為典型的商業流程入侵案

例。 

三、商業流程入侵及商務電子郵件入侵 

商業流程入侵及商務電子郵件入侵為近期駭客用以取財的主要模式，而駭客亦

可於關鍵基礎設施環境中運用此兩種模式來達成其惡意目的，以下依資安廠商趨勢

科技及美國聯邦調查局對兩者的定義與說明進行簡述。 

（一） 商業流程入侵 

趨勢科技(2017)首先提出商業流程入侵(Business Process Compromise, BPC)這

個概念。BPC 顧名思義，攻擊者透過成功駭入業務系統或伺服器後，於背地裡植入

惡意程式以改變特定業務流程，從而為攻擊者帶來巨大的金錢收益。由於攻擊者目

的為取財，因此攻擊者會採高度謹慎不被發現的方式進行，這代表企業可能不容易

發現或檢測到正常預期行為的變化，因為受影響的流程能繼續按預期順利工作，僅

會產生與最初預期不同的結果。 

BPC 的手法類似針對性攻擊/鎖定目標攻擊(targeted attack)，同樣都是直接駭入

電腦系統，而非藉由人員的疏失或入侵電子郵件帳號。由於攻擊者目的在改變業務

流程，因此，要成功執行 BPC，須仰賴攻擊者對目標網路內部作業、系統，及目標

組織採行的標準有充分的了解。這使攻擊者在成功入侵後，可進行滲透或劫持帳戶

管理、採購、製造業務、支付及交付等業務流程。 

（二） 商業電子郵件入侵 

美國聯邦調查局(2015)首先提出商業電子郵件入侵(Business Email Compromise, 

BEC)這個名詞，BEC 又稱為變臉詐騙(TREND LABS 趨勢科技全球技術支援與研發

中心，2017)，是一種精密的詐騙手法，專門針對那些經常需要匯款給外部供應商

的企業機構，特別是當供應商位於國外時更容易受騙。針對金融或電匯付款的高階

管理人員或員工所使用的企業或公眾可用的電子郵件帳戶，透過鍵盤記錄器或網路

釣魚攻擊進行欺騙或攻擊，以進行詐騙性轉賬，可導致數十萬美元的損失。 

BEC 在以往稱為電子郵件詐欺騙局，攻擊者高度依賴社交工程手法欺騙毫無戒

心的員工和高階主管。攻擊者經常冒充 CEO 或任何授權執行電匯的執行官。此外，

攻擊者還會仔細研究並密切監控潛在目標的受害者及其組織。 

由於這類詐騙沒有任何惡意連接或附件，因此可以規避傳統防護解決方案。員

工訓練和意識有助於企業發現這種類型的詐騙。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2016)所屬網路犯罪投訴中心(Internet Crime Compl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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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IC3)發布的警報(警報編號：I-061416-PSA)的統計數據，截至當時詐騙成功

的海內外案件已達 22,143 件，累計損失已超過 30 億美元。   

在該警報內容中明確描述了五種典型 BEC 情境，彙整如下表所示。 

表 2 BEC 典型情境彙整表 

項次 BEC 情境 詐騙對象 詐騙管道 詐騙標的 

情境一 長期合作的外國供

應商，偽造匯款至備

用銀行帳戶的請求 

受害公司的客戶 
釣魚郵件、 

電話或傳真 
匯款 

情境二 入侵及利用高階主

管電子郵件帳戶，命

令員工或銀行進行

匯款作業 

受害公司員工或配

合的金融機構 

高階主管電子郵件

帳戶 
匯款 

情境三 處理公司業務的私

人電子郵件帳戶遭

入侵後，被利用寄送

偽造收據或發票給

下游廠商 

受害公司的客戶 私人電子郵件 匯款 

情境四 偽裝公司主管或律

師，以處理秘密或緊

急事件為由 

受害公司的帳務員

工 
電話或電子郵件 匯款 

情境五 入侵及盜用高階主

管電子郵件帳戶，命

令員工提供敏感性

資料 

受害公司的帳務部

門或人力資源部門 

高階主管的電子郵

件 

帳務資料或

個人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 I-061416-PSA 自行整理。 

SWIFT 電文系統盜轉案的共同點主要為，駭客成功入侵銀行後並未直接發動攻

擊，而是潛伏在銀行對銀行 SWIFT 電匯流程充分了解後，始竄改 SWIFT 匯款相關

系統與程式，最後偽造電文資料以進行跨境轉帳行為，此種攻擊模式符合商業流程

入侵模式的特徵。 

四、SWIFT 因應網絡威脅之作為 

（一） SWIFT 客戶安全計畫 

SWIFT(2017)有鑑於網絡攻擊威脅日益嚴峻，而近年於 SWIFT 客戶端環境已發

生多起駭客入侵偽造交易電文的盜轉案件，雖然這些案件對 SWIFT 的網路、軟體

和服務沒有影響，但由於這些盜轉案件的起因，均為客戶在管理其所屬資訊設施的

缺失，進而危害整體金融交易秩序，已展現於整體產業範圍內合作對抗這些威脅的

必要性。 

SWIFT 認為其客戶雖對自身環境的安全負有責任，但維護整個產業的安全應是

所有客戶共同的責任，因此啟動SWIFT客戶安全計劃(Customer Security Programme, 

CSP)，旨在透過整個 SWIFT 客戶社群的資訊共享，加強 SWIFT 所提供客戶相關工

具的安全性，並提供客戶安全控制框架強制客戶實施循，以期所有客戶能維持相同

的資安防護水準。 

於 CSP 中，SWIFT 依據國際電匯服務中三個主要角色定義其所應負的資訊安

全責任，並仰賴此三個角色的相互支持，以使整體安全性不斷強化。此三個角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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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個 SWIFT 客戶(You)：負有保護(protect)和保全(secure)客戶端 IT 環境的責任。 

(2) 每個 SWIFT 客戶本身的同行(Your Counterparts)：防止和檢查客戶間交易業務

中的詐欺行為。 

(3) 每個 SWIFT 客戶社群(Your Community)：透過社群間不斷共享資訊，以對所面

臨的網絡威脅進行預應準備。 

（二） SWIFT 客戶安全控制框架 

SWIFT 客戶安全控制框架(即 CSCF)為 SWIFT 提供客戶實施的一套安全控制

框架，其中包含強制性控制措施與建議性控制措施。強制性控制措施為短期可達成

之實務目標，其目的在使各客戶所屬的 SWIFT 基礎設施具實質安全效益，並降低

網絡安全威脅帶來的風險，進而建立整個 SWIFT 社群安全基準，因此所有客戶都

必須在客戶端的 SWIFT 基礎設施中優先實施；建議性控制措施則為 SWIFT 依據

良好的作業實務(good practices)，而對客戶提出可進一步強化之控制建議。 

CSCF 所有控制措施主要依據 SWIFT 對網路威脅情報的分析、業界專家及客

戶回饋意見，並以「保護您環境的安全(Secure your Environment)」、「瞭解與限制

存取(Know and Limit Access)」及「偵測與因應(Detect and Respond)」三大目標進行

設計，而所有控制措施的各項定義也盡可能與既有資安業界標準一致。 

SWIFT 要求應納入 CSCF 實施之範圍，SWIFT 稱之為安全區域(secure zone) ，

依本研究圖 1 架構，安全區域之定義範圍如圖 2 紅色虛線所框區域。於安全區域

內所有 SWIFT 基礎設施軟硬體、實體機房、作業用電腦、資料流、作業人員及作

業流程等，均須實施強制性控制措施。 

 
圖 2 典型的 SWIFT 架構示意圖 

圖片來源：本研究參考 Citrix Blog 網站(https://www.citrix.com/blogs/2017/06/22/securing- 

high-value-apps-in-financial-services-it/) SWIFT 安全區域示例圖自行繪製 

為確保所有客戶落實控制措施，SWIFT 已完成一套驗證與遵循流程，要求客

戶自行驗證所有強制性安全控制落實程度，及非必要之建議性安全控制遵循的情

形。SWIFT 要求所有客戶必須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前將自行驗證資訊傳送至

SWIFT 客戶專用網站，且之後必須每年重新傳送一次驗證資料。 

參、 研究方法 

進行本研究較理想的研究方法應為文獻分析法與個案研究並用，以文獻分析法所歸

納分析出的結論，透過個案研究方式進行驗證。惟 SWIFT 為金融領域，而該領域較為

封閉並且極其重視保密與法律相關議題，導致個案研究不易進行。依據吳定(2003)對文

獻分析法的描述「蒐集與某項問題有關的期刊、文章、書籍、論文、專書、研究報告、

政府出版品及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等資料，進行靜態性與比較性的分析研究，以瞭解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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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發生的可能原因，解決過程及可能產生的結果」，故本研究將以文獻分析法為研究方

法，參照吳定對文獻分析法的描述方式進行本研究。 

由於本研究以 SWIFT 跨境電匯系統客戶安全控制框架為研究標的，此類議題於過

往並沒有太多相關論文研究，因此，本研究將透過蒐集並彙整相關公開可取得之文獻與

資料，加以整理、歸納以提供本研究所需之資訊，主要文獻包含 SWIFT 官方文件、政

府出版品、資安公司研究報告及新聞報導等資料。 

肆、 結果 

茲就研究 SWIFT CSCF 1.0 過程中初步發現之相關問題進行說明並提出建議。 

一、CSCF 並未完整涵蓋 NIST Cybersecurity Framework (CSF)五個功能 

NIST(2014 & 2018) CSF 總共定義五個功能(function)，即識別(identify)、保護

(protect)、偵測(detect)、因應(respond)及回復(recover)。經比對 SWIFT CSCF 1.0 版

與當時 NIST 所公告的 CSF 1.0 版內容後，發現 CSCF 並未完整涵蓋 CSF 五個功能，

僅包含識別、保護及偵測三個功能。而識別、保護及偵測為事前預防的三個重要階

段，由此可知 SWIFT CSCF 是一套著重於「預應」的控制框架。由於 CSCF 未包含

因應及回復階段相關的具體要求與控制措施，因此於這兩個階段將依賴 SWIFT 客

戶各自已有的程序與規定。 

建議世界各國金融相關監督或管理機關，於因應及回復訂定相關規範及必要之

控制措施，以完備 SWIFT 跨境電匯服務之保護作為。 

二、跨境電匯電文未使用 SWIFT 系統審核、放行之風險 

SWIFT 於 CSP 保護標的依 CSCF 定義為 SWIFT 所屬的基礎設施及作業用個人

電腦，由於責任劃分，並未規範到與之介接的客戶後台系統或中介系統，當金融機

構於跨境電匯業務流程中，電文的審核及放行不使用 SWIFT 提供的基礎設施，而

是在電文進入 SWIFT 基礎設施之前的銀行其他系統進行，偽造交易電文將有機會

by pass SWIFT 基礎設施提供的檢查機制。 

建議改善方式有二： 

1. 調整業務流程 

依 SWIFT 於電文系統提供之功能，電文的產生可於 SWIFT 提供之應用軟

體直接進行編輯；亦可於銀行後台系統進行電文編輯後，再使用 MQ 傳送至

SWIFT 應用軟體。建議可將電文之審核與放行功能移至 SWIFT 應用軟體執行。

此方式優點為成本較少，但對業務作業之慣性衝擊較大，審核與行人員需花時

間調適。 

2. 將實際執行電文審核與放行的客戶後台系統納入 SWIFT 安全區域 

CSCF 對安全區域之定義保有彈性，即當客戶認為其營運環境中有其他與

跨境電匯安全性相關之軟硬體或業務流程，亦可自行決定納入安全區域並實施

CSCF，由於業務流程中，電文的產生(即編輯)、審核與放行，SWIFT 要求須由

客戶不同人員負責執行，依重要性來說，電文須經審核人員覆核電文內容，與

放行人員授權後始可傳送電文兩個重要把關機制，故建議與把關機制相關之軟

硬體亦應符合 CSCF 要求較為妥善。 

三、CSP 全球客戶眾多控制措施實施品質難以一致 

SWIFT 全球客戶逾 10,000 個，要依靠單一組織力量維持跨境電匯服務整體安

全有其困難，故 SWIFT 倡導之觀念為，全球所有客戶對維護 SWIFT 跨境電匯業務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12 

 

安全為共同責任應有所體認，客戶應基於此認知而自動自發將資訊安全措施做好。

因此 SWIFT 對 CSP 的相關要求雖然訂有時間進程，但 CSCF 的落實情形主要以客

戶自我驗證及聲明方式，SWIFT 官方僅能於客戶自我聲明符合 CSCF 要求後，採抽

樣方式進行監管驗證。 

由於金融機構間在決定往來條件時，信用評比是一項關鍵指標，在跨境交易行

為更是如此，建議世界各國金融主管機關、相關公會或其他利害關係團體，應建立

或加強於跨境交易之監管機制與作為，以強化本國金融體系於全球的信賴感。 

四、傳統以資安事件(顧)通報的觀念，不足以應付 CIP 的需要 

CSCF 中所提到的事件通報，主要包含兩種事件：資安事件及營運異常事件。

此通報觀念正是 CI 防護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由於 CI 對於一個國家的社會安定、

經濟活動有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影響力，因此對於任何可能導致 CI 損害的原因皆

須嚴正以對。所謂「可能」導致損害的原因，其關鍵在於事前的預防，這正是 CIP

的核心精神所在，即「預應」的作為。 

傳統資訊安全的預應發展模式，主要來自於資安事件(故)發生後檢討的回饋，

但 CIP 的重點在於防範發生資安事件(故)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其預應的發展模式應

放在資安事件(故)”有可能”發生之前的早期異常偵測，其觀念如同健康檢查，及早

發現身體狀態異常，於疾病發生或惡化前先採取必要之預防或治療。因此 CIP 的預

應模式應始於通報內容「質」的轉變，即於日常營運活動應建立常模(norms)，此常

模應包含 CI 相關的所有業務流程與其相應的 IT 服務，在異於常模的情況發生時，

及早將此情資通報相關領域之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er, ISAC)以進行綜合分析並研擬必要之預應措施，並由 ISAC 將此預應措施情

資分享給領域內所有成員，達到的聯防效果。 

伍、 結論 

於本研究中，完成新聞所揭露 SWIFT 電文系統盜轉案例採 BPC 角度之探討，並針

對 SWIFT 所提供客戶實施之安全控制框架進行相關分析後，初步發現四個有待改善或

強化的問題，這些問題已於第肆章中進行詳細說明並提出建議。 

另由於金融業的個案分析不易進行，而 SWIFT 為會員制，加入會員之資格必須為

金融機構，一手資料取得不易，故本研究主要是以蒐集網路資料方式完成。若可取得更

多 SWIFT 官方文件，將可再進一步深化研析。 

SWIFT 所實施之 CSP 還有一個重要目的為日後可研究的重點方向，即 SWIFT 期望

藉由 CSP 達到客戶間的情資共享，透過客戶主動向 SWIFT ISAC 通報異常情況，使

SWIFT 可於第一時間進行情資的分析與研判，並向所有客戶發布預警通報，使所有客戶

可及時應對，進而維持全球電文系統處於安全可控的資安態勢(posture)。ISAC 為目前全

球 CIP 發展的重點，世界各國對於如何建立有效的 ISAC 運作模式仍在摸索階段，若可

取得更多 SWIFT 官方相關文件進行深入研究，應可對 ISAC 運作模式之建立與所分享情

資的分析方法，提供具體的發展方向與建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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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WIFT) is the 

infrastructure provider for the current global international wire transfer services. Since the 

Bangladesh Central Bank’s $81 million cyber heist shocked the world in 2016, SWIFT had 

launched the Customer Security Programme (CSP) to enhance security of all users’ local 

SWIFT infrastructure. In the CSP, SWIFT had completed the Customer Security Controls 

Framework (CSCF), and required all its financial institution customers to implement. 

This study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Process Compromise (BPC) to focus on 

the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about Bangladesh’s central bank’s cyber heist in 2016, and 

other cases that had been exposed through the news about the cyber heist of SWIFT message 

system.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is used to study the issues existing in the CSCF, and 

suggestions are made on the four issues found in the preliminar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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