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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講座

台北藝術大學

常見的網路威脅

防範威脅從你我做起

近況資安分享 CONTENT

近況資安分享

常見的網路威脅

防範威脅從你我做起

發問及結論

甚麼是資訊安全

資訊安全，保護我們的資訊免受未經授權的進入、使用、
披露、破壞、修改、檢視、記錄及銷毀

為什麼要注意資訊安全呢?

這是個我們值得深思的議題 !

近況資安分享

2016年美國因網路犯罪的損失

在2018年，資訊安全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進行

防禦，其原因也因駭客的手法不斷創新，互聯網

使用的裝置增加，也大大提升了網路犯罪的可能

近況資安分享

勒索變種速度快速增加

近況資安分享

案例分享-第一銀行ATM吐鈔事件

星巴克LINE的詐騙分享

近況資安分享-案例分享

為什麼要製作這樣的訊息?

當轉發這類訊息是否有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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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況資安分享-案例分享_進階針對攻擊

常見的網路威脅

我們先來談談資安駭客

白帽駭客 white hat hacker

灰帽駭客 gregrey hat

黑帽駭客 black hat hacker 

常見的網路威脅

惡意程式
我們會在這裡講解甚麼是惡意程式

入侵方式
網頁釣魚/挖礦的威脅途徑說明

勒索病毒&零日攻擊
甚麼是勒索病毒與Zero Day

殭屍設備與漏洞
漏洞是甚麼?

常見的網路威脅-惡意程式

甚麼是惡意程式

針對任何資訊設備有危害的軟體，均可
定義為惡意程式

通常有著不可預期的破壞性

對電腦/手機/網路或IC設備造成危害

常見的網路威脅-病毒

甚麼是病毒

可能造成的影響: 電腦速度緩慢、檔案遺
失、甚至你發現，有些檔按平時可以正
常使用，突然無法開啟等狀況

開機型病毒

檔案型病毒

複合型病毒

巨集病毒

複製性、條件達成自我啟動的能力

通常為了達成某種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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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網路威脅-蠕蟲

甚麼是蠕蟲

傳染方式透過網路傳染的方式為主要途徑

部分有可以自我銷毀的功能

透過程式及作業系統漏洞感染且有大量複製能力

常見的網路威脅-特洛伊木馬

甚麼是特洛伊木馬

我們的風險:
帳密遭竊/信用卡遭盜刷?/個資外洩衍伸
的問題

伺機而動
看上去好像正常?
合法掩護非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rOljUCxRns

垃圾郵件
一些廣告信件，占滿了郵件版面,除了色情廣告更藏有
更多的隱藏式威脅

網頁挖礦
網頁挖礦(嵌入Coinhive程式碼,利用您開啟瀏覽器看影片的同
時,占用您的電腦資源)

不安全的網頁長怎樣?

常見網路威脅-網頁&垃圾郵件 常見網路威脅-挖礦威脅

甚麼是挖礦

未經過同意而使用,就是竊盜

礦工 ! 有合法也有非法

常見網路威脅-釣魚威脅

網頁釣魚 郵件釣魚魚叉式釣魚

特色- Features

常見網路威脅-釣魚 Phishing

網頁顯示的是
Google

高知名度

不管是誰都會得獎

高中獎率

嚴重的後果/電話簿
/交易勾買紀錄

個資損失

信用卡是否被盜刷?
金錢損失

大眾喜愛的物品
獎品價值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rOljUCx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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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定它是不是個釣魚網站呢?

常見網路威脅-釣魚 Phishing

顯示訊息只在此頁面顯示
提供訊息異常

頁面看似FB但網址卻不是
網址看起來怪怪的

正常來說一定可以點入

釣魚網站通常不會做到這麼精細

測試紅框內的連結

常見網路威脅-世界盃的釣魚郵件

釣魚郵件長這樣

特色1.最夯的主題_足球世界盃

特色2.要你提供您的信箱位置

常見網路威脅-世界盃的釣魚網站

釣魚網站長這樣

特色1.網域名稱異常

特色2.但是它會讓網站看起來很像正常

兩段式服務登入

申請步驟簡單，線上申請即
可

免費

在新裝置登入Google帳號/必
須輸入手機認證碼

登入時一定有兩套裝置驗證

建議一定可以花時間申請，確
保帳戶安全

安全無價

常見網路威脅-如何阻絕假Google釣魚

常見網路威脅-魚叉式釣魚

針對特定人事進行發
動攻擊-案例分享

精緻化釣魚攻擊

如何預防這類型的攻
擊呢?

常見網路威脅-魚叉式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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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網路威脅-魚叉式釣魚所面臨的風險考驗

公司個資被拿走所造成的風險
造就後續的詐騙，風險性及風險係數提高

1

殭屍設備遭人利用
設備遭盜用，下載BT或成為殭屍變成詐騙工具

2

信用卡健保卡資訊遺失遭盜刷
信用卡遭盜刷，盜用，損失財物

3

社交帳號或其他帳號遭盜用
Facebook遭到亂PO文或者產品遭到亂上架

4

通常這類軟體綁架了您的檔案後
要求給付1-5元的比特幣

以取財為目的

付了贖金，檔案能救回嗎
畢竟沒人曉得這個駭客組織是否
還存在即便不將檔案還您,也難將
他們繩之以法

即便付款,也未必拿的回檔案,且
還幫助駭客取得資金開發下隻惡
意程式

不建議付款

常見網路威脅-為何有勒索病毒?

常見網路威脅-勒索病毒

組織分工.前勤.後勤.資料收集
駭客團體作戰

被攻擊的時差縮短了
企業現在平均每40秒有一家企業遭勒索軟體攻擊
個人用戶平均10秒就有一人受害

勒索病毒成為2017年的主流

勒索病毒成為主流

挖礦威脅漸漸將取代勒索病毒

我們預測 ! 新主流

常見網路威脅-勒索病毒的危機處理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拔除網路線電腦檔案遭到加密 關機/進入安全模式 將剩餘檔案備份出來

但 ! 這些做法是在已備加密,而防毒軟體沒有作為的狀況下的臨時操作步驟

經常性備份,才是對抗勒索病毒的不二法門

常見網路威脅-零日攻擊

尚未被原開發廠商進行修補的
漏洞

尚未被修補的漏洞

零日漏洞有價值
漏洞是可以被拿來買賣的

勒索式的使用零日漏洞
要脅企業付款，否則就利用
漏洞進行攻擊

安裝受感染APP,將成為駭客網路的魁儡手機

受感染應用程式多為影片播放器,鈴聲,檔案管理工具等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5938/hackers-use-thousands-of-infected-android-devices-in-ddos-

attacks

當成為殭屍設備,你的行蹤及個資就被駭客掌握

常見網路威脅-殭屍手機-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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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開發時，未注意到的小細節,進而被人利用

程式可能都能正常運作,但留下了一個小門

通常越新的作業系統越安全

常見網路威脅-什麼是漏洞 常見網路威脅-修補Windows漏洞?

檢查是否有漏洞

會進入搜尋更新畫面

Windows 作業系統立刻會上
微軟的更新伺服器進行更新

按下立即安裝

再控制台進入Windows更新

不管是否為盜版均能更新

強烈建議使用正版作業系統

常見網路威脅-小結論

01
預防勝於治療

02
科技始終於來自人性

有好人就有壞人

03
從企業到醫療,任何你想的
到的,都可能是攻擊目標

04
不論世界變化多快，資訊
安全都是在未來扮演非常

重要的角色

當網際網路不安全，帶來的災難是難以想像的 !

防範威脅從你我做起 ! 

為什麼要檢視我們目前使用的資訊設備?

現今的生活圈，我們會越來越依賴資訊設備，只要程式是由人來開發，就會由我們疏忽的地方

需要注意的資訊設備有?

檢視使用的資訊設備

只要連網路就必須注意資訊安全
包括未來發展趨勢的IOT設備

ANDROID裝置建議安裝防毒軟體
由於ANDROID裝置OS是開放式原始碼,任何人都可以針對它進行開發相容的
應用程式,建議可以找尋適合的防毒軟體進行安裝

IOS裝置需要安裝防毒軟體嗎?

防範威脅從你我做起-手機是否需要防毒

MAC系統由蘋果自行開發,系統較為封閉,安全係數較高,但建議定期更新IOS版本
上網行為建議可以使用防毒軟體商開發的安全的瀏覽器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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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裝置建議安裝防毒軟體
從有微軟的作業系統以來,帶給了人們方便,電腦時代起飛,但也造就了許多漏洞跟損失,雖然近
年來微軟在安全性有改善,並有自己內建的防毒,但功能上來說比起真正防毒的廠商技術仍有
一段差距

MAC 需要安裝防毒軟體嗎?

防範威脅從你我做起-電腦是否需要防毒

根據研究指出,目前也有需多駭客針對MAC系統進行攻擊,目前已有許多防毒軟體可以支援
MAC作業系統,當然,防毒軟體能做到多少防護,也取決於美國蘋果開放多少原始碼給防毒廠商

有獎徵答:一套電腦建議安裝幾套防毒呢?

防範威脅從你我做起-公共網路

咖啡廳

便利商店

速食店

機場公用網路

使用VPN連線進行作業

防範威脅從你我做起-公共場所使用網路

遵循以下原則,可以保護個人重要資料

務必安裝防毒軟體

不要使用來路不明的WIFI訊號,即使它免費

不要分享手機網路給不認識的人使用

非必要,不要使用公眾網路進行刷卡消費,封包可能被劫錄

防範威脅從你我做起-2017年最常設定密碼

SplashData 公佈了2018年最常設定密碼前100名

2018年度最爛百大密碼，冠軍依然是 123456

我們來看一下還有哪些密碼是高風險的 ! 

不要留下蛛絲馬跡

不同帳號不要使用相同密碼

啟用兩段式驗證

大小寫加字元符號或數字

不要使用儲存密碼的功能

防範威脅從你我做起-密碼安全小技巧 防範威脅從你我做起-密碼安全小技巧

密碼01
123456

密碼02
Password

密碼03
2Pa$$W0rd

密碼04
CC800609

以上哪一組密碼是最好記,又符合安全規定的呢

http://www.passwordmeter.com/

http://www.passwordme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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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6/07/12/pokemon-has-the-access-to-your-google-account/

防範威脅從你我做起-手機的APP權限
當我們一股腦兒的追求APP下載的同時,也要注意同時賦予APP的權限

防範威脅從你我做起-瀏覽器工具無痕模式

防範威脅從你我做起-Virus Total

這是一個免費的分析工具

•減少風險
•提昇安全意識
•落實重要系統資產盤點
•改善調整現有防護機制對新型態威
脅防護的效能

預防

偵測

•持續性的監控機制

•資安事件的發現

•資安事件威脅及風險等級的定
義

回應

•事件回應的管理機制建立

•事件調查機制的流程

•可立刻執行降低災害持續影響的步驟

•災害還原的機制

預測

•分析潛在性安全威脅的間隙

•調整可執行的反制機制

•透過威脅情資強化SOC管理

•主動進行威脅誘捕

真正的可適性安全策略

Security Awareness Training Platform
資安教育平台

資安意識的養成

可隨時隨地的上課

可選擇最適合的課程

大家資安議題的提高
資安團結力量大

防範威脅從你我做起-結論

絕大多數的針對式攻擊都是透過常見的威脅及社交工程發起的 –資安意識的養成

偵測及回應比阻擋及預防來的更有價值

回應相關事件提供了安全的假像 –無告警不代表無威脅

針對式攻擊是一個複雜且結構化的過程 而非只依靠單一產品就可完成防護

持續性的監控及安全分析是下個世代安全解決方案對抗進階式威脅最主要的部份

自動化修正 –需修正的觀念 應導入可適性安全策略 來面對不斷進化的針對式攻擊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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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時間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