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趨勢科技 技術工程師

Bruce Wu 吳俊傑

2015 臺中市政府資訊安全講座



AGENDA

• 近期威脅介紹

• 常見病毒介紹

• 勒索軟體介紹

• 社交工程與APT威脅介紹



近期威脅介紹



FB詐騙影片連結,你遇過的有幾個?

最近有病毒會偽裝成色情影片並標記多位好友，報導說某議長也中了該病毒,特別
發出書面新聞稿，指「臉書遭駭客入侵，已向警方報案」，呼籲民眾不要亂點。
實以影片當誘餌的 facebook 病毒每隔一陣子,就會有新的手法,以下舉幾個案例。

一旦點選圖片,或執行右下角藍色點擊觀看數字連
結,會被導向一個假的臉書登錄頁面,大家要沉住氣,
千萬別因為想看影片,而不小心外洩個資及臉書帳
號密碼,然後就會自動使用受害者的帳號密碼在FB
轉貼該惡意連結。



最新LINE詐騙簡訊一覽表！(朋友裝熟借錢、免費LINE
貼圖、查詢電信帳單…)

這是發生在 竹市副議長LINE被盜用 的真實事件,報導說由於新竹市副議長許修睿平時仗
義助人，上百名朋友接到相關訊息,很多好友看到LINE 訊息二話不說，即刻匯款,歹徒見
機不可失，將詐騙匯款金額從3000元漲到9000元。當事人接獲朋友電話詢問，才發現手
機被駭，並向警方報案。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291851




FB 免費送LINE貼圖



網路駭客截標 8萬美金訂金飛了



金正日死訊成垃圾郵件主旨 點選照片成為個資外洩受駭者



• 偽裝成資安公司寄發的合法電子郵件的附件

• 誘騙使用者開啟附件安裝此程式

偽裝成修補程式進行社交工程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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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客總是跟你一起關心熱門議題

攻擊者將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的爆發當作魚叉式網路釣魚（Phishing）郵件的
魚餌，發送給日本大型媒體公司的一名員工。使用雅虎郵件免費帳號來輕易地通過防
垃圾郵件過濾程式，攻擊者複製網路上的公開資訊，用來引誘收件者去打開郵件。



這封電子郵件包含一個壓縮過的CHM檔案（CHM_ZXSHELL.B），這是Windows說明
檔用來顯示日本熱門資訊網站上的MERS相關網頁。CHM檔案被設計成會在背景植入
後門程式ZXShell，其很常被用在「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簡稱APT攻擊）。



• 駭客不需要具備頂尖的電腦專業技術

• 員工對於社交工程沒有足夠的認知

• 最常用、最放心往往是最危險

• 好奇心會殺死一隻猫

社交工程造成極大威脅的原因



常見病毒介紹



電腦蠕蟲

•

 作業系統的弱點

 應用程式的弱點

 不安全的權限設定

 伺服器的弱點

 使用者不安全的使用習慣



WORM_ZOTOB （線上幽靈病毒）感染癱瘓網路

InternetWORM_ZOTOB

作者、
散播者

① 製造 ② 散播、感染、潛伏

③ 發作，發動隨機攻擊 ④ 造成阻絕服務效應

⑤ 透過系統漏洞感染

弱點未補的系統

弱點已補的系統

隨機攻擊

隨機攻擊

隨機攻擊

阻絕服務

阻絕服務

阻絕服務

阻絕服務

阻絕服務

阻絕服務

阻絕服務

① 製造 ② 散播、感染、潛伏

③ 發作，發動隨機攻擊 ④ 造成阻絕服務效應

⑤ 透過系統漏洞感染





Win32/Conficker.A(MS08-067)

http://farm4.static.flickr.com/3506/3211664952_9015e07ea2_o.jpg
http://farm4.static.flickr.com/3506/3211664952_9015e07ea2_o.jpg


MS08-067 漏洞滲透實機測試



感染型病毒

•

–

–

、硬碟





特洛伊木馬

•
–

–

–



H123456789

H123456789

********

whatever



TROJ_FAKEAV.BLV 假防毒軟體

一封來自 The Facebook Team 的信件，以標題“Facebook Password Reset Confirmation,”( Facebook 密碼確認) 大量散播，
該信件內容說明因為安全起見收件者的facebook 密碼已經更新，新的密碼在附件中。經趨勢科技測試發現裡頭有一隻木馬
TROJ_BREDLAB.SMF ，一經執行會連線到某個網站下載假防毒軟體TROJ_FAKEAV.BLV，藉以進行”假掃瞄，真騙錢”詐騙，
受害者不只會被騙錢買沒有掃瞄能力的完整版防毒軟體，還會被偷信用卡帳號資訊〬



日逾8萬台電腦感染網銀病毒,破解雙重認證,非法轉帳

• 日本「東京警視廳」「網路犯罪對策課」日前表示，他們已經發現，約八萬兩千台
電腦，感染了一種叫「VAWTRAK」新型病毒，會非法轉帳網路銀行存款。

• 為了加強網上銀行安全，不少銀行都會要求客戶根據手機，輸入只能使用一次的驗
證碼。不過東京警視廳發現有駭客利用新型電腦病毒及釣魚網站，成功盜取受害者
的驗證碼，將受害者的存款暗中轉帳到其他戶口。

• 日本石川縣一名女子去年八月舉報她遭駭客盜取驗證碼，從戶口盜走九十六萬日圓。
警方發現受害者的電腦感染VAWTRAK病毒，當登入網路銀行後，畫面出現要求輸
入驗證碼的假網站，只要受害人輸入相關資料便中招，在受害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
非法轉帳。



後門程式（Backdoor）

 後門程式（Backdoor）

– 後門程式的起源有兩種，一種是不懷善意的後門程式，另一種
是遠端管理程式。雖然遠端管理程式一開始的立意是為了方便
遠端管理，但是如果以不正當的手法、或是不懷好意的心態來
使用的話，就變成了後門程式。

最著名的後門程式，該算是Microsoft的Windows Update了。Windows
Update的動作不外乎以下三個：開機時自動連上微軟的網站；將電腦的現況回報
給網站以進行處理；網站透過Windows Update程式通知使用者是否有必須更新
的檔案，以及如何更新。如果我們針對這些動作進行分析，則「開機時自動連上
微軟的網站」的動作是後門程式特性中的「潛伏」；而「將電腦現況回報」的動
作是「搜集資訊」。



駭客工具通常會偽裝成一些有

趣的小程式，然後由駭客送出

或使用者自行從Internet下載

駭客

駭客工具是一種具有特殊目的惡性程式，它可以
設計來做遠端遙控或挖掘某些系統的後門等等。

Internet

Net Hack Tools are usually 
disguised as interesting programs 
sent by hackers or downloaded 

from the Internet

這些經過偽裝的程式可以取得

使用者電腦系統中的重要資料

，並偷偷的回傳給駭客

它也可以暗地打開某些通訊埠

(port)，作為駭客自由進出你的
電腦系統的後門，進而隨意存

取你系統裡面各種重要的檔案



間諜軟體

間諜軟體會在你不知情或未經過你許可的狀況下，擅自搜集個人資訊，
再伺機將資料外傳，下載未知的共享程式、免費遊戲或不明來源的其他
軟體，都可能讓您受到間諜軟體的威脅。

例如:TSPY_ONLINEGA

透過HTTP與SMTP散播，當使用者開機、預覽Email或是訪問惡意網站
時此病毒會自動執行，下載其他病毒、竊取帳號密碼、造成Email 
Server繁忙、或是網路流量暴增。



間諜軟體的入侵管道

駭客手工

植入

由其他惡意程式

攜帶、植入

惡意電子郵件
經由正常軟體

矇混闖關

惡意網站

(掛馬)



木馬軟體 vs. 病毒/蠕蟲

木馬軟體

TROJ

病毒程式

PE Virus

蠕蟲程式

Worm

不具自我散播能力 具自我散播能力；
檔案間的散播

具自我散播能力；
電腦間的散播

針對性、區域性 目標性弱、無區域
性

目標性弱、無區域
性

影響規模小、變異
性高、特製化

影響規模大、變異
性低

影響規模大、變異
性低

以收集資料為目的

隱匿性高

以繁衍為目的 以繁衍為目的



什麼是「Botnet傀儡網路」？

• Botnet傀儡網路另一個說法是殭屍網路，顧名思義受害電腦一旦被植入可遠端操控
該電腦的惡意程式，即會像傀儡一般任人擺佈執行各種惡意行為，當一部電腦成為
傀儡網路 Botnet的一部份時，意味著Bot操縱者可將募集到的龐大網路軍團當作機器
人來遠端遙控。



「Botnet傀儡網路/殭屍網路」的組成有哪些？

• Botherder

– 下達指令給botnet 殭屍網路成員的司令官，為駭客本身。

• Botclient

– 被遙控的受害者電腦，受害者通常不會察覺自己已經遭受感染，而成為botnet 

殭屍網路的一份子。

• Command and control server (C&C server)

– 負責管理控制整個botnet 殭屍網路的server，並將botherder的指令傳遞給botclient。
殭屍電腦自動執行某項工作,如發送垃圾郵件,癱瘓某網站,點擊詐騙,資料竊取,散
播惡意程式等。



「Botnet傀儡網路/殭屍網路」怎麼入侵我的電腦？

• 當電腦的作業系統或瀏覽器有漏洞時, 可能因為瀏覽了一個含有惡意程式的網站或
是部落格。

• 是在網路上交換影音或音樂檔的同時, 就不知不覺也下載了病毒。

• 駭客藉此遠端端控制你的電腦，不只會竊取個人隱私、監控上網活動，電腦還會像
傀儡一樣被控制，變成駭客竊取他人電腦資料的幫兇！



殭屍電腦 台灣之光

分散式阻斷攻擊

現象

近年來網路掛馬事件頻傳，尤其是資料搜尋下載的重度使用者，難免成為網頁

病毒「中獎」的常客，而這些受害者往往成為發動分散式服務阻斷攻擊

(DDOS)，甚至是資料竊取的傀儡電腦。

植入魁儡程式

被攻擊主機散播垃圾郵件

駭客 網路釣魚攻擊



網上兜售7.2萬台殭屍電腦，駭客被判監禁30個月

資料來源: 17INDA-硬底子達人網 2012/09/07 http://www.17inda.com/html/3/article-1952.html



網路釣魚

• 透過偽造的電子郵件或是網站騙取使用者資訊



最好的方式，還是將時常會上網瀏覽的網站，設成「我的最愛」，直接點選，而不要使
用搜尋引擎搜尋，以免一不小心就「誤踩地雷」，成為豬籠草的獵物還不自知。



那一個是真的?







帳號
密碼

傀儡
跳板

隱私 受害者

難以想像的地下經濟

駭客

惡意程式
撰寫者

殭屍網路
網軍集團

漏洞訊息

病毒

木馬程式

取得控制權

集中控制

目標

•資料被偷窺
•商業機密被盜
•個人資料被竊
•照片網路上流傳

•發送垃圾郵件
•阻絕服務攻擊
•網站掛馬
•釣魚網站
•代罪羔羊

銷售

目標式
攻擊

遊戲
裝備

個人
資料

商業
機密

網站掛
馬服務

垃圾郵
件服務

釣魚
網站

•銀行帳戶被盜
•網路拍賣詐騙
•遊戲裝備被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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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客傻瓜化
惡意程式類型 訂購價格

廣告類間諜程式

美國 $0.3 加拿大
$0.2，
英國$0.1,其它
$0.01

惡意程式組合包（基本） $1,000 - $2,000

惡意程式組合包
(升級服務）

$20/次

漏洞挖掘租賃服務
（1小時）

$0.99

漏洞挖掘租賃服務
（2.5小時）

$1.60

漏洞挖掘租賃服務
（5小時）

$4

不能檢測出來的竊取型木
馬

$80

DDOS攻擊 $100/天

10,000台僵屍控制機器 $1,000

竊取銀行帳號類木馬 $50

發送100萬封惡意郵件 $8



Hacking

個資竊取

帳號竊盜 SPAM

網頁掛馬
DDOS

蠕蟲

間諜軟體

VIRUS

病毒

Key logger

WORM

ZERO DAY疆屍電腦

USB VIRUS

一切都是為了錢!!



勒索軟體介紹



何謂勒索軟體(Ransomware)?

• 勒索軟體 Ransomware是一種特殊的惡意軟體，讓你失去對自己系統或資料的控制，
而且如果不付錢給這攻擊的背後黑手也就無法拿回來。基本上，你的系統或資料成
為了人質，讓你被迫去支付贖金。這也就是它被稱為「勒索軟體」的原因。

• 在過去一年半中，我們看到一個特別麻煩的勒索軟體稱為「Cryptolocker」。它會加
密你重要的檔案，只有當你支付贖金後才提供解密方法。Cryptolocker變種使用無法
破解的加密演算法，所以使用者只能選擇乖乖付錢（隨然可能不會真的解密檔案）
或失去他們的資料。

http://blog.trendmicro.com.tw/?p=6748


受勒索軟體影響的國家

加密勒索軟體散播到新地區,台灣列入歐美以外最受影響的國家。
以下是美國和歐洲以外最受影響的國家。受到攻擊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最可能
的是不好的網路瀏覽習慣和缺乏適當且更新的安全解決方案。

•印度
•泰國
•印尼
•臺灣
•越南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澳洲
•香港
•韓國
•新加坡
•紐西蘭



勒索軟體的感染途徑

User may encounter ransomware variants via 
spam or malicious link. Once installed, it limits 

access to the system and Show message 
prompts forcing users to pay for the Ransom

1.可能透過社交工程的郵件附件感染

2.可能瀏覽惡意的網址而受到感染



勒索軟體假冒 Chrome,Facebook 和 PayPal發網路釣魚電子郵件

假冒來自 Google Chrome 的電子郵件會偽裝成一封 Chrome 瀏覽器更新電子郵件通知。當使用者點選其中的連結
之後，就會被帶往一個散布惡意程式的網站。其惡意程式會利用 Google Chrome 的圖示來偽裝成正常的安裝套件，
但它其實是 TROJ_CRYPCTB.YUX 惡意程式變種。

除此之外，歹徒也會假冒來自 Facebook 的郵件，此
郵件會偽裝成一封帳號停用通知，並且指示使用者
點選郵件當中的連結，如此會下載一個惡意程式。



勒索軟體的特性(1)

加密電腦中所有磁碟機(含網路磁碟機)的文件檔案



勒索軟體的特性(2)

會有勒索畫面要求支付贖金



勒索軟體的特性(3)

檔案是由RSA 2048 加密演算法加密, 一經加密即無法破解, 除非取得金鑰



勒索軟體的特性(4)

中了此類病毒後會優先攻擊文件、圖片、影音資料被加密，文件檔案會多一串
「encrypted、exx 、 ezz、ecc……」的字眼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kocpc.com.tw/archives/15385&ei=I96cVbfaEMu40gSm-Jz4DA&psig=AFQjCNH5euLP0e36go9hJcSeyIiaX4e0uA&ust=1436430216813998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kocpc.com.tw/archives/15385&ei=I96cVbfaEMu40gSm-Jz4DA&psig=AFQjCNH5euLP0e36go9hJcSeyIiaX4e0uA&ust=1436430216813998


勒索軟體的特性(5)

中毒的電腦沒有定期修補應用程式漏洞,如: Java、Adobe Reader 、Adobe Flash 

Player 、Windows Update….



勒索軟體影片

趨勢科技和澳洲迪肯大學的研究人員合作製作的影片來了解TorrentLocker如何運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fNyQVePEyxg



如何預防勒索軟體?

• 定期備份重要的檔案。

• 依照案例分析攻擊手法，都是社交工程方式，建議加強同仁社
交工程警覺訓練, 尤其是網站及郵件的相關警覺及認知

• 重新檢視共享資料夾的權限開放，例如:不要開放Everyone 
Full Control 權限。

• 建議檢視網域帳號安全，避免網域使用公用帳號。

• 定期修補作業系統與應用程式的漏洞。

• 若不慎感染勒索病毒，請立即將受感染的電腦網路拔除，避免
擴散。



社交工程與APT 威脅介紹



什麼是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

• 通常是利用大衆的疏於防範的小詭計，讓受害者掉入陷阱。該技巧通常以交談、欺
騙、假冒或口語用字等方式，從合法用戶中套取用戶系統的秘密，例如：用戶名單、
用戶密碼及網絡結構。

• 社交工程技巧涵蓋許多用以操控人類心理，使他們採取特定行動或透露機密資訊的
技巧。利用目前備受矚目的重大事件與新聞作為誘餌，無論是政治、運動、娛樂性
質，同時也不分全球性或地區性。

• 目前社交工程大都是利用電子郵件或網頁或手機應用程式來進行攻擊。



社交工程的運作原理~好奇心是最大的安全漏洞

• 比多數侵入式的惡意軟體攻擊更可怕的是，社交工程陷阱攻擊更加難以防禦。為什
麼呢？因為他們針對的是你這個人，而不只是系統。

話題新聞 免費程式或貼圖

熱門名人



社交觀念大考驗

資料來源: 蘋果日報 2012/09/15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915/34510709



社交工程威脅的安全提示

• 將可信的網站加入書籤-

人們說，信任是要去爭取來的。對待新網站就該跟對待初次見面的人一樣。就像是

你不會相信每個只見過一面的人，所以也不要馬上相信只去過一次的網站。

• 覺得可疑就是有問題-

不要點可疑的連結，無論他們提供再怎麼好的消息或優惠。好到難以置信往往就是

假的，這點是不會錯的。

• 害怕不是種選項-

不要被威脅嚇倒。很多壞人往往會就是靠突然地嚇唬你，讓你做出一些本來不會做

的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徹底地無視恐嚇戰術。

• 互相告知-

告訴別人你知道些什麼。這樣做也能確保你親朋好友的安全。別讓他們落入網路犯

罪份 子的陷阱。



APT的前世今生

十年的血淚滄桑史









台灣不孤單，還是個先驅!

• 2003/8 警政署事件

• 2004/7 南韓政府入侵事件

• 2005/6 英國 NISCC

• 2005/7 美國 US-CERT (TA05-189A)

• 2005/9 時代雜誌 (TITAN RAIN)

• 2006-2012 美國、英國、澳洲、日本、新加坡



What is APT?!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威脅

持續性

深入、熟悉目標特性的
針對性的



APT 就是一種：

針對性的持續威脅



APT的對象

• 公司、組織

– 政府單位、軍事機關、外交機構、政黨組織、學術智庫、媒體記者…

– 高科技公司、政府承包商…

– 電子商務公司、銀行、電信業者…

• 個人

啡色



盯上了..

總之被



組織型駭客

• 組織嚴密的駭客集團

• 具有規律的活動作息時間

• 明顯具有大量資源

• 針對政府、軍事、外交、政治相關敏感對象進行針對性的入侵攻

擊

• 竊取資料，獲取情報



什麼是APT？

•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 進階且持續性的攻擊

• APT的主要目的

– 偷竊機密資料

• APT的特性

– 組織型駭客：擁有高度技術及豐富資源

– 針對特定目標攻擊：以政府、金融或高科技產業為常見
攻擊目標

– 低調、隱蔽且持續的攻擊：由於攻擊的手法非常隱密不
易發覺，因此攻擊的時間往往是數個月甚至數年



網軍活動時間統計



APT? 攻擊?

先認清 APT 是一種威脅，不是某種攻擊手法。

APT 中可能包含各式各樣的攻擊手法

針對性的攻擊：鎖定目標的精準攻擊

如果個人或單位組織持續不斷遭受針對性的攻擊

面臨APT威脅!



傳統的資安機制已不足以保護您重要的資產…

進階的
目標式攻擊

（新型態的APT）

具系統存取權
限的合法人員

利用對外服務系統弱點
進行正面突破攻擊
（傳統型的攻擊）

Source: Forrester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 (進階版)

•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應用程式弱點

• 透過電子郵件配合社交工程手法

• 利用夾帶攻擊應用程式弱點的附加檔案提升成功機率

• 常被攻擊的應用程式：MS-Office (doc、xls、ppt、pps) 

、Adobe PDF Reader…



典型APT攻擊流程

1

夾帶惡意附件的
社交工程信件

5

內部網路攻擊與擴散

2

觸發軟體弱點
3 安裝後門程式

4 建立 C&C 通道

攻擊階段 控制階段 活動與擴散階段



目標性木馬電子郵件攻擊
(Targeted Trojan Email Attack)

• 電子郵件夾帶惡意附件檔案。

• 使用者開啟惡意附件就可能被植入惡意程式。

• 利用社交工程手法編造信件主旨或內文誘騙收信者開啟附件檔
案。

• 常見的惡意附件檔案種類

– Word Document (*.doc、*.dot)

– PowerPoint Document (*.ppt、*.pps)

– Access Database (*.mdb)

– Complied Html Help (*.chm)

– Executable File (*.exe)

– Compressed File (*.rar)



APT VS. 其他惡意程式

造成系統異常，無法正常工作
(毀損系統 – 業餘駭客)

控制主機，並伺機對外攻擊
(控制權 – 利益導向駭客)

控制主機，並伺機控制其他主
機，竊取資料與帳密，直到取
得最高權限後帶走所需資料。
(竊取資料 – 組織型駭客)

殭屍病毒

傳統病毒

APT攻擊

內部電腦A

內部電腦C

內部電腦B

內部伺服器A

內部伺服器B



APT 攻擊的產業目標(台灣資料)



APT攻擊示意圖

Core Switch

End Users

Mail Server

Internet

Batch SwitchBatch Switch

ADDB File Server
Server Farm

1. 惡意郵件投遞到企業郵件主機
2. 用惡意文件攻擊端點程式弱點
3. 控制某些端點後進行內部擴散
4. 透過端點攻擊AD擷取密碼資料
5. 駭客利用停用的帳號或是建立

最高權限帳號
6. 用合法帳號存取DB或檔案主機
7. 打包資料並帶走



• 傳統解決方案僅處理可疑類型檔案

– PDF

– DOC\DOCX

– PPT\PPTX

– XLS\XLSX

– PPT\PPTX

• Patten 技術的限制

– 先有病毒才有病毒碼

– 變種、加殼、加密檔案

– 零時差攻擊

• 社交工程永不退流行

– 偽造\冒用寄件者帳號

– 利用職務的特性

– 利用熱門的議題

APT第一步電子郵件



針對媒體業者 - 國防部最新評估



針對一般使用者 - 中央氣象局濃霧特報



針對政府機關人員 –行政院部會政務副首長







• 使用障眼法手法，讓人誤以為是Word檔案



SONY 影業事件



2011 史上最大規模的網路個資外洩事件 SONY PSN

資料來源: 蘋果日報 20110428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349955/IssueID/20110428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349955/IssueID/20110428


2014 11月 再度威脅 Sony

2014 11 



2014 11月 再度威脅 Sony

幾部尚未釋出的新片，包括 Annie、Fury（台譯：怒火特攻隊）、
Mr. Turner 與 Still Alice 的 Screener 送審片，都可以在 Torrent 種
子網站下載觀看



932014 12/5 



SONY 影業事件一覽

引用資料來源 : http://www.ithome.com.tw/news/93457



Who did it?

外部婉君
內部內鬼



• GOP Group 出面承認此次行為為它們所為

• FBI證實北韓為此次攻擊主謀

• 駭客工具手法雷同去年南韓事件

外部婉君說



本次事件的惡意程式

種類 數量 說明

SMB 蠕蟲 2種 透過網芳猜測密碼並植入惡意程式

監聽工具 未知 監聽網路, 監聽鍵盤, 監聽瀏覽器

輕量型後門 13種 單純回報與接收命令

代理工具 10種 內部網路連接使用

硬碟破壞工具 未知 破壞硬碟開機區域(MBR)

毀滅&清除工具 2種 刪除惡意程式並清除記錄

Destover 6種 徹底銷毀硬碟資訊, 復原無效



惡意程式樣本分析一



diskpartmg16.exe (BKDR_WIPALL.A)

從程式內取出
帳號與密碼

把C:開放權限
並設定為所有
人均可存取



igfxtrayex.exe (BKDR_WIPALL.B)

連線中繼站，並等候指令

解出程式iissvr.exe並執行

解出程式usbdrv32.sys並執行

把所有硬碟的資料刪除(包括網路硬碟)

停掉 Microsoft Exchange Information 

Store service服務



BKDR64_WIPALL.F

• 安裝KProcessHacker 驅動程式

• 把下列McAfee程式停掉



• 技術層次不同

– 2013/03/20 駭客有能力單一程式抹殺硬碟

– 本次居然需要第三方驅動程式才能進行

• 程式碼分析沒有找到關聯性

– 填入硬碟的字串 沒有關聯性

惡意程式分析疑問

Wodehaopengyou

我的好朋友



• 檔案外洩過於龐大(預估總外洩量約1.5TB)

• 中繼站背景資料

• 外洩保單

內部內鬼說



從外洩檔案尺寸來看

時間 : 2014.11.21-22

資料大小 : 200+ GB

複製花費時間 : 5  小時
換算大概 88M bit/s 

USB 2.0 的速度



C&C IP Part 1

IP 國家 Port Number

203.131.222.102 泰國 8080

217.96.33.164 波蘭 8080

88.53.215.64 義大利 8080

200.87.126.116 玻利維亞 8080

58.185.154.99 新加坡 8080

212.31.102.100 塞浦路斯 8080

208.105.226.235 美國 80



網路加碼爆料北韓真的有涉案?

引用資料來源 http://sony.attributed.to/



KP\KR 傻傻分不清楚

POWERCOM ,  首爾, 南韓

DreamcityMedia, 京畿道平澤市,  南韓

VITSSEN, 京畿道安養市, 南韓

HOSTWAY, 江原道春川市, 南韓

VAAN,  首爾, 南韓

125.183.249.218

203.132.168.221

203.149.124.98

150.107.68.133

58.181.42.23



無論內部內鬼或外部婉君，SONY客戶才是最大受害者

內部系統資料與密碼!!



• 系統資安防護被卸載，造成系統失去防護功能

• 駭客利用資安系統架構，透過Server-Client架構佈署惡意程式

• 南韓Ann-Lab事件

資安防護密碼遺失會造成?



• 駭客可以利用密碼登入帳號

• 偽裝官方發表不實言論、散佈惶恐訊息

• 2013\4\23 美聯社Twitter事件

社群帳號密碼遺失會造成?



• 駭客可以得知SONY員工退休金資料

• 掌握SONY所有員工社會福利碼與個資

• SONY 執行長出面向員工道歉

401k密碼遺失會造成?



• 駭客可以利用該簽章簽署惡意程式，避開相關資安檢查並降低受
害者戒心

• Stuxnet蠕蟲

電子簽章遺失會造成?



• 駭客可以利用密碼登入UPS網站

• 掌握SONY所有貨品寄送

• 收集客戶與名人隱私資料

UPS密碼遺失會造成?



發現與建議:

 APT 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其手法已超越現有的安全防護機
制。

對付APT 沒有萬靈丹，背景感知能力是所有安全防護技術平
台皆應具備的新一代關鍵技術。

減少社交工程攻擊的危險;建置安全資訊和事件管理系統，監
控和分析安全機制所產生的資料。

企業必須強化事件回應能力，加入內部或第三方廠商的鑑識分
析和惡意程式分析等能力

國外專業研究顧問公司 Gartner Report -
“對付APT的最佳實務原則”怎麼說 ?

參考資料來源: Gartner_best_practices_for_mitigating_APT.PDF



如果….
你還傻傻的不知道外面的險惡…

怎麼會醬 Orz |||



考題一

以下哪個項目為PE病毒的特性?

A.主要利用主機的安全弱點進行
B.偽裝成某種有用或有趣的程式
C.寄生或附著在別的電腦程式
D.透過共享程式、免費遊戲感染



考題二

以下哪個項目為WORM病毒的特性?

A.主要利用主機的安全弱點進行攻擊
B.偽裝成某種有用或有趣的程式
C.寄生或附著在別的電腦程式
D.透過共享程式、免費遊戲感染



考題三

以下哪個項目為TROJ病毒的特性?

A.主要利用主機的安全弱點進行攻擊
B.偽裝成某種有用或有趣的程式
C.寄生或附著在別的電腦程式
D.透過共享程式、免費遊戲感染



考題四

以下哪個項目為SPYWARE病毒的特性?

A.主要利用主機的安全弱點進行
B.偽裝成某種有用或有趣的程式
C.寄生或附著在別的電腦程式
D.透過共享程式、免費遊戲感染



考題五

下列哪一種病毒是屬於電腦間的大量散播?

A.Worm 病毒
B.Troj 病毒
C.PE   病毒
D.Spyware 病毒



考題六

下列的附件檔何者不是目標性木馬電子郵件攻擊?

A.doc 檔案
B.ppt  檔案
C.pdf  檔案
D.Bin 檔案



考題七

APT攻擊的最終主要目的為何?

A.隨機的目的
B.當成攻擊跳板
C.偷竊機密資料
D.癱瘓網路



考題八

APT入侵階段中的攻擊階段為何?

A.攻擊應用程式弱點
B.攻擊系統服務
C.植入後門程式
D.社交電子郵件攻擊



考題九

以下何者不是APT的特性?

A.系統服務中斷
B.針對特定目標攻擊
C.組織型駭客
D.低調、隱蔽且持續的攻擊



考題十

APT入侵階段為哪三階段? 請依入侵順序選取答案

A.攻擊,控制,擴散
B.控制,攻擊,擴散
C.攻擊,擴散,控制
D.控制,擴散,攻擊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