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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資訊網路與相關科技的進步，大幅改變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無論是

政府機關或各大企業，為了強化競爭能力及提昇經營績效，而導入資訊

網路技術，祈望能以更低的成本，達到組織的經營目標。 

然而資訊科技的便利，常伴隨著資安威脅，為確保組織能持續維運，

保護相關資產，導入資訊安全機制就成了組織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除

了投入資源建置各種資安防護設備、引進資安管理技術…等等，但科技

始終來自於人性，強化人員的資安訓練，以防止善良人性被利用也成為

重要課題。 

二、 何謂社交工程攻擊 

攻擊者不以資訊技術做為攻擊手段，而是利用人性的弱點(如疏於防

範)、心理學方法(如影響力、說服力)或是人員資訊安全認知不足，誘使

被攻擊者做出危害資安之行為，一旦攻擊者成功入侵其攻擊目標，即可

進行竊取或破壞被攻擊者重要資源之目的。 

三、 常見的攻擊方式 

(一) 電話詐騙：掌握某些資料，再假冒被攻擊者熟悉或具備關係(內

部人員、協力廠商、顧客..等)之人員，取得被攻擊者的信任後，

進一步獲取相關資源達成其攻擊目的。 

(二) 網路超連結： 

1. 網路超連結無所不在，不論是電子郵件、通訊軟體(Line、

Skype..等)、各種網頁均有「它」蹤跡，除非必要而且確定安

全，請勿任意點擊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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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惡意網路超連結比惡意的檔案更具破壞性，因為超連結可以

連結任意檔案程式，而且無所不在，一般的資安設備並不會

過濾阻檔連結之路徑。 

(三) 網路釣魚：假冒某個知名的網站，騙取帳號密碼，或將惡意程

式(機碼)置放於網站上面，供人下載。 

(四) 電子郵件 

1. 電子郵件是進行社交攻擊最為方便的方式，也是社交工程資

安事件主要發生來源。 

2. 在各種資安防護工作中，「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是經由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明訂於「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作

業綱要」中的重點資安工作項目之一，並規定各級政府機關

每年必需將其執行結果通報備查。 

(五) 不安全的資訊系統或檔案設備 

1. 免費軟體：有些不良的免費軟體是有可能暗藏木馬，使用時

請儘量下載知名度較高之廠商的軟體，並避免在原供應者以

外的網站下載。 

2. 來路不明的儲存媒體：攻擊者將惡意程式置入儲存裝置(如隨

身碟)，丟置在被攻擊者活動範圍，當被攻擊者撿到並於其電

腦設備開啟時，即被置入惡意程式。 

(六) 對第三方攻擊 

1. 攻擊者在考量成本及時間效益下，對於資安體制較為健全的

單位，會採取先攻擊防護較弱之部門或廠商，入侵成功後再

攻擊主要目標。 

2. 組織的運作常需要與其他單位(協力廠商、機關及其所屬人員)

配合，這些外部單位常擁有組織內部部份的權限及機敏資料，

因為合作的關係，雙方資安防護機制也會適度放寬。  

3. 資安防護需將所有環節納入，對於外部單位可適度實施稽核，

以確保組織內部資產，均有被適當保護。 

四、 最容易被攻擊的目標 

資安案例宣導時，常將組織內部的高級主管及資訊人員，列為高風

險之群組，但實務上與組織有關的任何人員，其被攻擊的機率是一樣的，

別懷疑，攻擊者也會考量經濟成本及其績效，通常會先攻擊最容易成功

的目標，再以這個受害者的身份或資源，進一步攻擊其他目標。 

例如，某個內部成員的電子信箱(Mail)帳號密碼被駭客取得，以該

MAIL 帳號寄發的信件，不僅資安設備不會攔阻，收信者也難以辨認信

件真偽。 

五、 社交攻擊的案例 

(一) 極光行動事件：2010 年 1 月攻擊者透過即時通訊軟體，傳

送了一個網路超連結給一位 Google 員工，這位員工點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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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連結後，Google 公司即遭到持續遭到 APT 攻擊，導致有

許多重要機敏資料及人員的帳密外洩。 

(二) 社交攻擊郵件：2011 年 3 月攻擊者寄了徵才的電子郵件給

RSA 的員工，某個員工開啟此網路釣魚郵件後，引發該公

司一些重要的資料外洩事件。 

上述公司無論是在資訊或資安方面都是該領域的專業廠商，然而

攻擊者透過社交攻擊的手法，以及利用被攻擊者內部人員對資安意識

的不足，讓這些資安防護嚴密的機構，也無法避免被攻陷的危機。 

六、 避免社交工程攻擊之因應方式 

(一) 強化人員資安意識 

1. 落實教育訓練是強化人員資安意識最好的方式，定期訓練獲

取新知，可提昇資訊安全概念。 

2. 公務之電子郵件通常會有許多機敏資料，應使用本府之

MAIL帳號，並避免轉寄至其他Mail帳號(主機)，如有機敏資

料需要使用MAIL傳送時，需進行加密再行傳送，以降低資

安風險。 

3. 培養軟體正確的使用習慣，不安裝及下載來路不明的軟體，

非公務使用之軟體應避免安裝，安裝前務必確保軟體來源，

以及是否經過合法授權之軟體。 

4. 公務電腦需進行安全設定 

(1) 電腦加入網域(AD)、安裝防毒軟體，遵守資訊規範下使

用資訊網路設備。 

(2) 收發信件以純文字為預設模式，如要以 HTML 開啟前需

先確認安全無慮才能開啟。 

(二) 檢測人員資安認知能力 

本府每年辦理2次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除了可以強化本

府人員資安意識，並可依檢測結果，改進教育訓練及資安宣導方

式，維持資安防護能力。 

(三) 落實存取機制 

1. 資訊網路設備使用者，應有自已的帳號密碼，且不得共用或

提供他人使用。 

2. 不任意將儲存裝置(隨身碟、記憶卡、光碟..)與辦公室之資訊

設備連接。 

3. 勿將手機、平板等移動式資訊設備與本府資訊設備(電腦)連

接進行設備充電或上網查詢資料，以降低外來資安風險。 

七、 結語 

防範「社交工程攻擊」跟防範「詐欺犯罪」的概念雷同，強化人員

的資安認知是最主要的方法，就像詐欺犯罪一樣，雖然手法不斷重新包

裝或推陳出新，但其攻擊運作的基本原理及防範機制，卻沒有太大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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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面對未來各式各樣的資安問題，除了持續加強資安防護技術，落實

資料存取機制及強化人員資訊安全意識，才是長遠有效的方式，全體人

員能否落實維護資安的使命，將是資安防護之成敗關鍵。 

  

 

 

在網路駭客當道的今日，駭客工具取得愈來愈容易，攻擊門檻愈來

愈低，但是資安防護卻日益困難，雪上加霜的是，微軟公司於今(103)年

4 月 8 日終止了對「Windows XP」作業系統的一切支援，而目前大約還

有三成的用戶，仍使用 XP 系統，要如何自保呢？以下幾點建議： 

一、 加速 XP 升級至 Windows 新版作業系統，微軟公司自 2008 年 6

月 30 日起停售 XP 後，Win7 與 Win8 已分別於 2009 年 10 月 22

日與2012年10月26日上市，請及早更換作業系統或汰換電腦，

如電腦原來是 Win7 作業系統而降階使用 XP，請還原 Win7 以

上作業系統。 

二、 停止使用 IE 瀏覽器上網，除必要系統需使用 IE 外（如公文或 E

化入口網），請改採其他如 Google 

Chrome(http://www.google.com.tw/intl/zh-TW/chrome/browser/)

等仍會提供更新服務之替代瀏覽器。 

三、 確實安裝防毒軟體，即時更新病毒碼，並至少每週執行一次完

整掃描與檢視防毒軟體掃描紀錄，以降低系統被攻擊，或是使

用隨身碟而中毒的風險。另推薦防毒軟體最好有主機端入侵防

禦系統(H-IPS, Host-based 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功能，這功

能不像傳統個人防火牆只監測連接埠是否被開啟，HIPS 同時也

對網路連線所產生的行為進行監控。除此之外也以監測方式來

確保電腦中的登錄檔、文件、與應用程式的完整性，必要時會

將可疑的程式或文件用沙盒進行隔離。 

四、 請開啟「控制台」中的「Windows 防火牆」，並在例外頁籤取消

不需要的程式或服務。 

五、 關閉遠端桌面服務避免被惡意利用，右鍵按一下「我的電腦」，

選擇「內容/遠端」，把「遠端桌面」裡的「容許使用者遠端連線

到這台電腦」勾去掉。 

六、 可下載 Process Explorer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sysinternals/bb896653)進行檢

測，如電腦裡有經過打包加工的惡意程式則該程式會呈現紫色

(非淡紫)需特別注意。 

七、 如欲多加了解，可至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

(http://www.icst.org.tw/)右邊「Windows XP 終止支援服務專區」

貳、探討 Windows XP 個人電腦基本防護      陳凱 

      李嘉恩 

 

http://www.google.com.tw/intl/zh-TW/chrome/browser/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sysinternals/bb896653
http://www.icst.org.tw/
http://www.icst.org.tw/XPEndOfSupportIntro.aspx?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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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進階防護措施。 

  

 

                                                      

 

 

 金門縣政府行政處於 4 月 16 日

由行政處楊副處長加順率隊與

本中心進行資訊業務交流，由

本中心進行各項資訊系統、業

務推動之簡報，並與在場多位

貴賓交換意見，於會後參訪新

市政大樓辦公環境，並於 4 月

17 日實地參訪秋紅谷 

iTaichung 免費無線網路建設。 

 

 落實各機關網站定期檢視，並即時更新網站資料，本府訂有「臺

中市政府各機關網站稽核檢測作業」，5 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一) 一級機關：秘書處、政風處、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民政局、

社會局、環境保護局。 

(二) 二級機關：孔廟忠烈祠聯合管理所、資訊中心、車輛行車

事故鑑定委員會、公共運輸處、家暴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勞動檢查處。 

(三) 戶政事務所：南區戶政、北屯區戶政、大甲區戶政、大雅

區戶政、后里區戶政、烏日區戶政、新社區戶政、霧峰區

戶政。 

(四) 地政事務所：大甲地政、清水地政。 

(五) 區公所：西區區公所、北屯區公所、大安區公所、太平區

公所、和平區公所、梧棲區公所、龍井區公所。 

  檢核項目主要有四項：1.失效連結檢測、2.網頁內容更新檢

測、3.不定期機關網站服務信箱檢測、4.政府公開資訊檢測。請

受測機關依規處理，屬自建網站機關者並請依規提報檢測結

果。 

  另於 103 年 3 月抽測二級機關及區公所共計 47 個機關，於

3 月 4 日發送測試信件，所有機關均為當日回復，本次檢測之二

級機關及區公所第一次均能全數於當日即回復，與 103 年 1 月

仍有 3 個機關（佔該次檢測機關數 6.38%）需隔日才能回復的

檢測結果相較，回復率相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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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規劃開發之「103 年度臺中市政府中文網站整合服務平台

擴充及推廣計畫」，截至 4 月底，已完成 32 個機關需求訪談暨

確認單簽收，全案進入系統開發階段，並將視各機關資料移轉

情形排定各梯次機關上線日期，俟日期確定後，正式公文通知。 

 本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教育訓練訂於 5 月 20 日及 6 月 11 日於

陽明大樓 4 樓電腦教室開辦之承辦人作業尚有名額。請各機關

鼓勵新進人員參加！ 

若該課程皆已額滿，請多加利用數位學習資源，請至地方行政

研習 e 學中心（http://elearning.rad.gov.tw），登入後點選網頁左

側「自製教材專區/縣市自製教材專區(無認證時數)/台中市專區/

台中市政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線上教學」上課，本中心將就完

成課程者定期辦 理學習時數核發作業。 

 

 本府 103 年 3 月份 GSN 網路流量 TOP 10 名單： 

排名 IP 位址 單位 使用情況 

1 *** 法制局局長室 此 IP 連至 Xuite 存取資料 

2 *** 豐原區公所 此 IP 連至 GOOGLE 存取資料 

3 *** 都市發展局 此 IP 連至國泰銀行存取資料 

4 *** 都發局違章拆除科 此 IP 連至 GOOGLE 存取資料 

5 *** 都市發展局 此 IP 連至 WebNVR 存取資料 

6 *** 新聞局新聞連繫科 此 IP 連至 GOOGLE 存取資料 

7 *** 潭子區公所 此 IP 連至 GOOGLE 存取資料 

8 *** 大甲區公所 此 IP 連至 GOOGLE 存取資料 

9 *** 龍井區公所 此 IP 連至加拿大 IP 存取資料 

10 *** 
社會局 

此 IP連至Hinet個人網站空間存取資

料 

資訊中心呼籲同仁，勿用公用電腦及網路下載私人及非法檔案，

以免影響公務正常運作。 

 

 本府 103 年 3 月份市政大樓十大中毒電腦排行 

排名 用戶端名稱 病毒總數 IP位址 單位 

1 PEREPS-003 227 *** 人事處 

2 KLJJUOUIR 159 *** 黃副市長室 

3 DOOC-NO1 93 *** 社會局 

4 TC-FC7BD8F40E

D2 

85 *** 交通局 

5 NO4-2 74 *** 第四工務大隊 

http://elearning.rad.gov.tw），登入後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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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0014-PC 57 *** 環保局 

7 PC029018 46 *** 原民會 

8 F72221-PC 45 *** 秘書處 

9 EABG-00LLB 36 *** 第一工務大隊 

10 GINO186 34 *** 交通局 

 

 本府 103 年 3 月份陽明大樓十大中毒電腦排行 

排名 用戶端名稱 病毒總數 IP位址 單位 

1 SWSD032098 33 *** 家暴中心 

2 SABG-00A5B 29 *** 家暴中心 

3 JY017006 18 *** 就業服務處 

4 PC-016032 16 *** 社會局 

5 WLG005148 13 *** 水利局 

6 JY027033 12 *** 客委會 

7 JY044011 11 *** 農業局 

8 郭友銘-PC 10 *** 體育處 

9 TCCG004261 9 *** 教育局 

10 SABG-00A4N1 8 *** 家暴中心 

 

 本府 103 年 3 月份八區公所十大中毒電腦排行 

排

名 
用戶端名稱 病毒總數 IP位址 單位 

1 NANT01051 120 *** 南屯區公所 

2 TCCG-30A4E1E302 60 *** 西區公所 

3 NANT03127 54 *** 南屯區公所 

4 WIN-IN1VM221KMV 54 *** 西區公所 

5 XITU07103 16 *** 西屯區公所 

6 NANT04170 12 *** 南屯區公所 

7 SOUT01115 12 *** 南區公所 

8 SOUT01139 12 *** 南區公所 

9 SOUT01153 10 *** 南區公所 

10 YOUR-9A43600094 9 *** 北區公所 

資訊中心呼籲同仁，勿用公用電腦及網路下載私人及非法

檔案，以免電腦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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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解析度)，4K 解析度（4K resolution）:是種新興的數位電影

及電腦視訊的超高解析度標準的面板，解析度有 3840x2160 和

4096×2160 畫素 2 種規格，相當於目前主流 FULL HD(1080)P 的

4 倍畫素。「4K」的名稱得自其水平方向的畫素數，2010 年 7

月，YouTube 開始提供一些 4K 解析度的短片供線上瀏覽，同時

也允許已註冊用戶上傳超過 1080p 解析度的視訊。日本政府準

備在 2014 年 7 月開通 4K 電視頻道，NHK 電視台預定於 2014

年世界盃足球賽以 4K 畫質實況轉播。4K 顯示面板採用氧化物

薄膜電晶體製作，具備高速電子移動速度，呈現畫面內容具高

解析度及薄邊框，呈現超薄質感，可使電視機更輕薄，畫面更

為細緻，目前 4K 的電視成本高，價格昂貴，仍未普及於市場。 

 APT 攻擊(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

就是針對特定組織所作的複雜且多方位的網路攻擊。Advanced

意指精心策畫的進階攻擊手法，Persistent 則是長期、持續性的

潛伏。APT 攻擊重點在於低調且緩慢，利用各種複雜的工具與

手法逐步掌握目標的人、事物，不動聲色地竊取其鎖定的資料。 

 Data mining(資料探勘)，從一個大型資料庫裡頭所儲存的大量資

料當中挖掘出潛在、明確、而且非常有用資訊的過程，並通過

統計、線上分析處理、情報檢索、機器學習、專家系統（依靠

過去的經驗法則）和模式識別等諸多方法來實現。資料探勘可

從資料中提取出隱含的過去未知的有價值的潛在訊息，做為未

來預測分析及決策之參考。 

 Open Street Map(開放街道地圖，簡稱 OSM，網址：

http://www.openstreetmap.org)，是一個網上地圖協作計劃，目標

是創造一個內容自由且能讓所有人編輯的世界地圖。OSM 的地

圖由用戶根據手持 GPS 裝置、航空攝影照片、衛星影像、其他

自由內容乃至單靠使用者由於對有關區域的熟悉而具有的本地

知識繪製，地圖的向量資料以開放資料庫授權方式授權。OSM

製作地圖方式的靈感來自維基百科等網站，經註冊的用戶可上

載 GPS 路徑，及可編輯地圖的向量資料，包括使用 OSM 網站

的編輯器或其他自由地理訊息系統軟體(如 JOSM)。 

 BPEL(Business Process Execution Language )，是一種 OASIS 結

構資訊標準組織所認定的可執行化語言，透過網路資訊服務

(web services)來執行商業規則處理的程序，其中 BPEL 資料的輸

入與輸出只能藉由網路資訊服務來達成。 

 BRE(Business Rules Engine)，商業規則引擎是一種軟體系統，可

http://www.openstreetma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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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已進行中的產品環境裡，執行 1 個或多個商業規則，這些

規則包括法規、組織政策或是其他規定。這商業規則系統可以

直接提供組織政策與其他決策的定義、測試、執行、以及維護，

不必經由應用程式碼。 

 
 

 表情符號 Emoticons(顏文字) 

  表情符號 XD(笑翻)應該沒有人沒看過吧， *(^_^)/*你知道它的

意思嗎，答案是－拿彩球、為你加油~，諸如 (>_<)小生氣、 o_O訝

異 、O口 O!超驚訝!、 ╰（‵□′）╯暴怒、 (^ ̂ )／▽▽＼(^ ̂ ) 

乾杯、 ^(00)^小豬、 ╮(－_－)╭ 兩手一攤~等等，都是網路新文學

的流行語言，它是一種網路上的次文化，但是隨著網際網路和行動電話

簡訊的普及，已經為社會廣泛接受。 

  20世紀末在英文產生一個新字「Emoticon」即將情緒（Emotion）

與小圖案（icon）兩個字巧妙地合併。日語則稱之為「顏文字」，「顏」

字意為臉龐，意思就是指用文字和符號組成表情或圖案來表達撰寫者的

心情，此詞也逐漸為台灣的年輕人所採用，想找多一點範例可以在

Google、蘋果 app store或 Android Play商店搜尋表情符號就有超豐富

的免費資源了，不想落伍的您，也試著打一些表情符號來表達您的心情 

（￣︶￣）↗出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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