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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任及現任官員一日承認，二○一○年十一月讓伊朗將近一千部濃縮鈾核子離
心機癱瘓的電腦蠕蟲「Stuxnet」，的確是美國及以色列專家所設計，且經歐巴馬
總統祕密下令動用，目的是拖延伊朗研發核子武器的進程。
防毒軟體專家前年不經意發現該病毒，並取名為Stuxnet，對其始作俑者爭辯頗多，
但大多數認定可能是美國及以色列合作的成果。《紐約時報》一日 報導，要求匿名
的美國前任、現任官員終於證實，Stuxnet確係美、以兩國專家研發的網路武器；
自小布希政府便開始研發，其機密代號為「奧運遊戲」（Olympic Games）。
該病毒係美國「國家安全局」（ＮＳＡ）在以色列襄助下研發而成，目的是要逐步
破壞伊朗的核子能力，同時在伊朗科學家當中散布疑惑，讓他們搞不懂核電廠出錯
的原因。
在防毒軟體公司發現Stuxnet之後，歐巴馬總統仍祕密下令繼續散播Stuxnet，同時
授權動用好幾種Stuxnet病毒的變種。整體而言，Stuxnet病毒共摧毀伊朗六千部濃
縮鈾核子離心機中的將近一千部。

http://tw.news.yahoo.com/美官員承認-美以研發stuxnet病毒-213000664.html

Lockheed Martin

上月美國國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遭受網絡攻擊
美國國防部透露，美國將公布計劃，準備把網絡攻擊視作戰爭行為。
美國官員最近說，如果美國關鍵的電腦網絡遭到攻擊，據此美國總統將能
考慮經濟制裁、網絡報復攻擊或者軍事打擊。
上月，美國國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遭受網絡攻擊，從而使這項計劃
變得更加緊迫。
五角大樓的上述計劃將在幾周後公布。
五角大樓的發言人說，對美國的網絡攻擊不僅僅會招致網絡攻擊報復，美
國會考慮其他報復行動。
來自外國的網絡攻擊可能危及美國平民安全，諸如關閉供電，關閉應急網
絡。
根據新政策，這些行動可能會被美國看作戰爭侵略行為。
不過，該計劃並沒有具體說明美國將如何對網絡攻擊做出反應，也沒有說
明如何回應來自恐怖主義者的網絡攻擊，因為恐怖主義者並不代表國家。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1/06/110601_cyber_usa_attack.shtml

（中央社記者江今葉紐約13日專電）美國網路司令部司令亞歷山大表示，正在籌建13
支網路攻擊部隊，在美國網路遭受重大攻擊時，向其他國家反擊。這是美國首度公開
承認開發這類武器，以備戰時需要。
身兼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局長，與新成立的網路司令部
（Cyber Command）司令的亞歷山大（Keith Alexander）昨天向眾議院軍事委員會
首度承認，美國正在發展進攻型網路部隊。

《紐約時報》引述他的話指出，美軍正在籌組40支網路部隊，這支部隊並不是防禦性
隊伍，而是進攻型部隊，如果美國在網路空間遭受攻擊，國防部將用這支隊伍保衛國
家，在這40支網路部隊中，有13支是專門用於執行這類任務。其他27支則負責培訓與
監控。

報導指出，亞歷山大一直是美國網路戰的主要戰略制訂者，但在昨天的聽證會前，他
總是從防禦角度討論網路攻擊，迴避有關美國進攻能力的質疑。他昨天的談話，也顯
示美國政府對網路攻擊日益擴大的擔憂…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303130064-1.aspx



Vladislav Horohorin

在網路上，他的綽號為 BadB，專門在網路上販賣失竊的信用卡資料，本月初在
法國被捕，將引渡至美國受審。
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BadB 的真實姓名叫做 Vladislav A. Horohorin，定居
於俄羅斯莫斯科，這位全球最重要的網路罪犯，不久將被引渡至美國，其詐欺與
盜竊身分的罪名若成立，恐面臨最高 12年監禁與 50萬美元罰款。
BadB 的背景和多數俄羅斯駭客一樣，這些人往往受過良好教育，透過線上廣告、
垃圾郵件等方式，夾帶惡意軟體攻擊使用者電腦。
不過，俄羅斯的執法單位並未大力掃蕩這些網路駭客。網路安全專家指出，除了
政府部門無能、腐敗，俄國人對這些駭客的行為更夾雜些許的民族驕傲。
正因如此，俄羅斯網路駭客不斷坐大，甚至讓 BadB 聯合其他上千名駭客共同組
成《全球最複雜的金融犯罪網路組織》。
早在去年 11 月，美國當局便確認 BadB 的真實身分，今年 27 歲的 Horohorin
具有烏克蘭與以色列雙重國籍，並對其提出指控。終於在今年 8 月初，美國特工
處與法國警方合作，趁著他到法國度假，準備搭機回莫斯科時在機場將他逮捕…

http://news.cts.com.tw/cnyes/money/201008/201008240547179.html

Kristina
Svechinskaya

來自俄羅斯、現年24歲的《全球最性感電腦駭客》絲凡契斯卡亞，被控
協助東歐詐騙集團以木馬程式入侵銀行，奪取3百萬美元（約9300萬元
台幣)的罪行。全案將於4月份進行審判，她最中將面臨40年徒刑。
絲凡契斯卡亞原本就讀美國紐約大學，因在紐約犯下駭客行為，而面臨
法律審判，2010年11月19日，她已承認自己犯行，但審判則一再拖延，
最新消息指出，審判結果將於今年4月份出爐。
當時調查的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破獲絲凡契斯卡亞與同夥的駭客行
為後，曾發出聲明指稱，全案是在東歐策畫，最後在紐約執行，是全球
最大規模的網路犯罪案件之一，調查人員聲稱駭客利用木馬監控用戶鍵
盤紀錄，進而竊取用戶密碼，絲凡契斯卡亞的組織則利用竊取而來的密
碼盜取資金。
當時警方共逮捕了37名詐騙集團成員，其中最受關注的便是藍眼褐髮的
絲凡契斯卡亞，媒體更封她做全球最性感駭客。如今，她卻可能面臨40
年徒刑。

http://tw.news.yahoo.com/全球最性感電腦駭客受審-絲凡契斯卡亞恐囚40年-0312006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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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進階持續性威脅)

• 目標性攻擊
–目標、目的明確

• 低調、緩慢、長時間潛伏
–偵測不易、傳統防護策略均可能失效

• 客製化攻擊
–滲透性強



著名案例…

• 2010 年

– Operation Aurora – Google 遭受中國駭客攻擊

– Stuxnet –伊朗核電廠遭受美國及以色列所開發的病毒攻擊

• 2011 年
– Operation Night Dragon –自 2009 年開始，全球的能源業均遭
受到系統性的攻擊

– RSA –駭客入侵 RSA 公司竊取 SecureID產品相關資料並導致世
界級軍火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遭駭客入侵

– Sony PSN – Sony PSN 於4月遭駭，導致大量客戶資料外洩，此
後入侵事件仍接連發生

2012 年 – 火焰 (Flame)病毒

• 由卡巴斯基率先揭露

• 與 Stuxnet及其二代 Duqu病毒採相同技術

• 主要散播於中東地區

• 採模組化架構設計，經逆向分析後約有高達65行 C 語言程式碼

• 本身支援各式各樣加密、壓縮、資料庫及網路模組 (SSH、ZLib、
SQLite、Web Server…)

• 可識別各種文件格式 (Office、PDF…)

• 可識別超過 100 種安全產品

• 可在各個Windows 平台執行 (XP、Vista、7)

• 可 USB 隨身碟擴散、麥克風錄音、電腦畫面擷圖、鍵盤側錄、偵測
網路流量與藍牙設備通訊等…

安全期

零時差攻擊

修補期空窗期

高風險階段

軟體漏洞被發掘
駭客利用漏洞發動攻擊

廠商發佈修補程式
用戶安裝修補程式

REF:
http://krebsonsecurity.com/2012/10/the-scrap-value-of-a-hacked-pc-re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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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艾巴內爾

社交工程的種類

• 面對面之社交工程
–金光黨…

• 電話形式之社交工程
–詐騙集團…

• 電子式之社交工程
–網路罪犯、間諜活動…

騙92歲貴氣嬤金光黨教父被抓

• 愛唱歌的92歲阿嬤曾秀琴，
從新北市三重搭車要去台北
市唱卡拉OK，遭金光黨教
父盯上，使出《傻女要去找
舞男》的伎倆，騙她去郵局
領出4萬8，與2條金項鍊、2
枚戒指交給歹徒，阿嬤很幸
運，刑事局警探早就監控騙
徒，警方攔下阿嬤請她打開
包裹，她才驚覺《台幣怎麼
變奶茶？》警方遂將蔡俊秀
等5嫌一網打盡。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mar/6/today-so7.htm



猜猜我是誰老招詐騙3千萬

• 新竹警方今天破獲詐騙集團涉嫌在大陸設機房，以
《猜猜我是誰》或網路拍賣等手法詐騙民眾，不法
所得近新台幣3000萬元。

•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今天說，經調查數月，
報請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今天出動40名警
力兵分多路至新北市與新竹縣、市帶回童姓等8名
嫌疑人，並起出批包括存摺、提款卡與手機等證物。

• 警方指出，集團詐騙手法包括《猜猜我是誰》，打
電話關心民眾，先取得信任，再謊稱家人生病需要
用錢，騙被害人匯款；或藉由《網路拍賣》，以低
價的3C產品吸引民眾上鉤，但民眾在匯款後遲遲未
收到貨品，才知道上當。

http://tw.news.yahoo.com/猜猜我是誰-老招詐騙3千萬-084417008.html

電子式社交工程

• 網路釣魚

• 電子郵件

• 社交媒體
– MSN、即時通、臉書詐騙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手法

• 假冒寄件人郵件位址
–取信於人…
–遇可疑！要分辨信件來源！
–有簽章，也不見得都沒問題！

• 聳動的標題及內文
–好奇心！殺死的不只是貓！

取信於人…



信件來源

信件來源…(續)

Microsoft Mail Internet Headers Version 2.0
Received: from aszx30225be4be ([10.10.15.40] RDNS failed) by 
trmail.uuu.com.tw with Microsoft SMTPSVC(6.0.3790.4675);

Wed, 20 Mar 2013 10:12:58 +0800
Message-ID: <003e01ce2510$737169c0$280f0a0a@aszx30225be4be>
Reply-To: =?big5?B?p9qsT67Vqvg=?= <hacker@iam.evil.hacker>
From: =?big5?B?p9qsT67Vqvg=?= <principal@shu.edu.tw>
To: <Undisclosed-Recipient:;>
Subject: =?big5?B?rtWq+K1Qpf6u1a52pc2quqRAq8qrSA==?=
Date: Wed, 20 Mar 2013 10:12:56 +0800

好奇心！殺死的不只是貓！

• 不要下載郵件中的外部圖片
• 不要點擊郵件中的可疑連結
• 不要開啟郵件中的附件檔案

郵件中的外部圖片



郵件中的可疑連結

郵件中的附件檔案

• 執行檔 (.exe、.com、.scr、.lnk)
• 文件檔 (.doc、.xls、.ppt、.pdf)
• 壓縮檔 (.zip、.rar…)
• 有設定密碼保護的檔案…
• 影片檔 (.wmv…)
• 圖片檔 (.jpg…)



Source: 
http://scan.xecure-lab.com/

Source: 
http://scan.xecure-lab.com/

Source: 
http://scan.xecure-lab.com/



Source: 
http://scan.xecure-lab.com/

RTLO (Right to Left Override)

於壓縮軟體中檢視

以 dir指令檢視

Source:
http://www.icst.org.tw

電子郵件軟體安全性設定

• 以 Outlook 2010 為例
–不自動回覆讀取信件回條
–不預覽郵件
–不自動下載圖片
–以純文字讀取所有郵件

不自動回覆讀取信件回條

• 《檔案》選單à《選項》
• 《郵件》à《追蹤》區段
à點選《不要傳送讀信回條》



不預覽郵件之讀取窗格

• 《檢視》選單à《版面配置》功能區à
《讀取窗格》à《關閉》

不自動下載圖片

(預設啟用、勿關閉)
• 《檔案》選單à《選項》
• 《信任中心》à《信任中心設定》
• 《自動下載》à
勾選《不自動下載 HTML 電子郵件訊息或
RSS 項目中的圖片》



以純文字讀取所有郵件

• 《檔案》選單à《選項》
• 《信任中心》à《信任中心設定》
• 《電子郵件安全性》à
勾選《以純文字讀取所有標準郵件》

電腦安全防護

• 啟用個人防火牆
• 安裝防毒軟體
• 降低使用者權限
• 保持系統更新



保持系統更新
http://secunia.com/PSISetup.exe

點選播放 (Click-to-Play)

• 內建於 Google 瀏覽器及火狐瀏覽器

• 啟用後，於網頁載入時，將不執行任何網頁中的外掛

• 使用者可透過手動點擊的方式啟動外掛

設定點選播放 – Google瀏覽器

• 於網址列輸入：《chrome://settings/》

• 點擊《顯示進階設定》

• 點擊《內容設定》按鈕

• 於《外掛程式》區段中點選《點選播放》

設定點選播放 – 火狐瀏覽器

• 於網址列輸入：《 about:config》

• 於《搜尋》中輸入《 click_to_play》

• 雙擊該項目將《值》由《false》變更為《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