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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網路安全的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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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2017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令許多 IT 安全產業人士大感意外。破壞力強大的勒索軟體、IoT 殭屍網路、資料外洩
及行動惡意軟體死灰復燃，乃至於錯綜複雜的多向量技術，我們顯然正在經歷一段轉折點，即將邁入第五代網
路攻擊的時代。
網路環境不斷發展演進，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不久前更將網路攻擊列為 2018 年全球前三大
危機之一。確實，我們現在看到的情形是，威脅者挾勒索軟體這項利器成功影響了許多大型機構，不但危及整
個國家民族人口的健康與生活，也讓許多公司行號蒙受慘重損失。
去年最嚴重的資安問題是資料外洩，許多重要客戶的資料外流，令人大感震驚。再者，從 Uber 到 Equifax，這
類攻擊的規模和頻率絲毫未見減緩跡象。
藍牙等行動功能以及行動應用程式商店中的安全漏洞，也是助長惡意軟體變種不斷肆虐的原因之一。事實上，
全世界遭惡意應用程式感染的行動裝置數以百萬計，成功滲透這類應用程式商店的人也因此大賺一筆。
此外，加密貨幣的價值水漲船高、一步登天，席捲全世界之餘，也造成了加密貨幣挖礦程式數量激增的現象，
而這類工具更是迅速成為攻擊者最愛用來牟利的攻擊向量。
最後，據信所謂的 CIA 網路工具遭駭客團體破解洩露，全球的整個資訊安全生態系統也因此蒙上一層揮之不去
的陰影。從所謂的選舉駭客攻擊到關鍵性公共建設破壞活動，越來越多證據顯示某些大規模全球網路攻擊活動
背後其實有國家級的技術在支撐。
在這份報告中，我們將回顧去年的種種，試著理解這究竟會給我們帶來哪些啟迪。看完報告後，我們將會瞭解
第五代網路安全，據此認識到威脅態勢是如何透過網路、雲端及行動等多重管道，運用國家資助的技術大舉入
侵各個國家和產業。不過，只要檢討近期的攻擊活動就能瞭解，97% 的組織根本沒有準備好因應第五代網路攻
擊。充分理解之後，我們才能進一步研究 2018 年該備妥哪些因應措施，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該準備到多完善的
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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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重大網路攻擊時間表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資料因 MongoDB
漏洞而遭抹除，其為
27,000 個受害者之一。

1月

2月

250 萬筆 Xbox 及
PlayStation 用戶個
資 (包括姓名、電子
郵件及個人身分證
件號碼) 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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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行動惡意軟體 CopyCat
感染了全世界逾 1400 萬台
Android 裝置，短短兩個月就
讓攻擊者賺進 150 萬美元。

一次企圖妨害法國
總統大選的活動導
致法國總統候選人
馬克宏 (Emmanuel
Macron) 多達 9GB
的敏感文件外流。

Verifone 是信用
卡及金融卡付款
產業的知名廠商，
其銷售點解決方
案遭到攻擊。

4月

紐約郵報 (New York
Post) 行動應用程式
遭駭後發表出一連
串假的新聞警訊。

5月

6月

繼 5 月的 WannaCry
之後，Petya 對全世
界包括 FedEx、
Maersk、WPP 及眾
多公司行號發動大
規模破壞。

7月

大型信貸機構 Equifax
多達 1.43 億名客戶的資
料遭竊，其中包括客戶
的社會安全碼、詳細信
用卡資料以及其他個資。

8月

某 DDoS 攻擊企圖
癱瘓國家運作，烏
克蘭國家郵政局成
為該次攻擊行動鎖
定的目標。

9月

5700 萬筆 Uber 司機
和客戶個資在一次
AWS 帳戶劫持事件中
遭竊。Uber 付了
10 萬美元掩蓋這次的
外洩事件。

10 月

一連串的 DDoS 攻
擊活動導致瑞典的
運輸管理服務嚴重
停擺，引起了巨大
混亂。

11 月

12 月

加密貨幣挖礦平
台 NiceHash 遭到
入侵，駭客得手
4,700 比特幣 (價
值 700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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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網路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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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驚的資料外洩
EQUIFAX 資料外洩

Equifax 是三大頂尖信貸機構之一，在 9 月份的時候，該機構發生資料外洩
事件，受影響的客戶逾 1.45 億名。駭客利用「Apache Struts」這個軟體套
件的安全缺失，順利竊取敏感程度相當高的資料，其中包括姓名、地址、
出生日期、信用卡號碼、社會安全碼以及駕照號碼。
DELOITTE 資料外洩

然而，雲端服務在安全方面的主
要關卡就是這類服務是對外開放
的。也就是說，人們可以在任何
地點利用任何裝置存取使用。更
糟的是，這類服務內建的預設安
全機制效率不彰。

Deloitte 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會計事務所之一，該公司也在毫無所知的情況
下成為網路攻擊活動受害者，時間長達數個月，更有六家客戶因此受到影
響。據信駭客所利用的手法是入侵 Deloitte 電子郵件系統的管理員帳戶，
而該系統則是存放於 Azure 雲端。
UBER 資料外洩

我們積極勸說客戶不要完全仰賴
服務供應商，應該採用互責
(Mutual Responsibility) 模式和對
方合作，一起保護資料及用於存
取資料的工具方法。

駭客成功竊取登入憑證後順利取得存放於 Uber AWS 帳戶中的資料，導致
5700 萬名客戶及司機的個資遭竊。更糟的是，為了掩蓋這次的外洩事件，
Uber 並未報案，反而同意支付 10 萬美元讓攻擊者刪除機密文件。
北卡羅來納大學保健

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保健系統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Health Care
System) 遭受一次嚴重的資料外洩攻擊，波及超過 1,300 名產婦。外洩的資
訊包括全名、地址、種族、族裔、社會安全碼，以及多項健康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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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之所以興起，是因為這
項技術能夠提高敏捷度、簡化整
合流程以及降低成本。

Yoav Daniely，Cloud Security
產品管理負責人

78%

64%

的公司最主要顧慮 IAAS 和
SAAS 雲端安全機制 1

的組織去年曾經遭受
網路釣魚攻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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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級惡意軟體
「VAULT 7」漏洞 7

WikiLeaks 駭客團體在 4 月份外流一套駭客工具，據信這套工具原屬於美國
中央情報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這次的外流事件正說明了
國家級技術在第五代網路攻擊中的運用範圍。這套駭客工具的功能非凡，
只要擁有這套工具，就能掌握 CIA 的全套入侵能力。這套工具內含惡意軟
體資料庫及眾多的零時差攻擊武器漏洞，據信其攻擊目標包括多家美國及
歐洲公司的產品，包括 Apple 的 iPhone、Google 的 Android、Samsung 電
視以及 Microsoft Windows。
美國關鍵性公共建設選舉駭客攻擊

美 國 政 府 發 出 警 告 ， 據 稱 接 受 國 家 資 助 的 進 階 持 續 性 威 脅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APT) 團體「Dragonfly」合併運用戰術及科技，不斷試
圖存 取美國能源 公司及其他 關鍵性公共 建設組織的 重要工業控 制系統
(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ICS)，入侵管道則是這類公司組織供應商及受
信任第三方廠商的網路。
EMEA 地區的攻擊率

駭客及網路犯罪者現在都在利用
破壞力極強的國家級惡意軟體。
在許多情況下，兩者的共同點就
是利用公共機關組織內部的人為
因素發動攻擊。
地緣政治學如此岌岌可危，人類
的生活又何能倖免，全世界所有
政府機關加強網路安全之時，都
該正視這方面的問題。
Richard Clayton，APT 研究部
門負責人

Check Point Research 公佈稱，EMEA 地區的勒索軟體攻擊率從 2016 年的
28% 倍增到 2017 年的 48%，原因在於低階駭客現在也開始大舉採用精密程
度相當高的惡意軟體。Fireball 惡意軟體衝擊了近 20% 的組織，影響所及
包括世界各地超過 2.5 億台電腦。此外，拜國家資助開發者所開發的尖端攻
擊工具和技術所賜，威脅者得以利用 WannaCry 掀起一場浩劫。

全美 50 州當中，
有 39 個州
據稱在上一屆
總統大選期間
遭到駭客入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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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詐的加密貨幣竊案
YOUBIT 遭駭

南韓某名不見經傳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Youbit 遭竊價值 1.2 億美元的比特幣，
人們因此察覺網路犯罪者開始積極尋求在加密貨幣熱潮中分一杯羹。網路
犯罪者通常不碰挖掘有價數位資產這種苦差事，而是選擇竊取挖礦者已經
挖到的貨幣。去年加密貨幣的漲勢銳不可擋，個人及交易所遭竊的貨幣價
值已經高達數十億美元。
CONFIDO 詐騙事件

Confido 是以太幣 (Ethereum) 平台上的一家新創公司，該公司發起了一場
數位貨幣首次發行 (Initial Coin Offering，ICO) 募資活動，成功詐騙了數千
名投資人並募得 37.4 萬美元，之後隨即在網路上銷聲匿跡。許多加密貨幣
仍然在現實世界中尋覓好用的應用程式，不過，以太幣已經是種非常受歡
迎的金融類型，因為新創公司可以透過 ICO 方式在極短的時間內募到大筆
資金。
以太幣竊案

以太幣網路的 Parity 多重簽章錢包出現了一項重大缺失，一名駭客利用這
項缺失，短短幾分鐘就駭入三個大規模錢包，順利提領價值超過
31,000,000 美元的以太幣，成功犯下數位貨幣史上第二大竊案。若不是熱
心的白帽駭客迅速團結起來合力防堵，這名駭客恐怕會盜走更多以太幣。

59%
的公司認為勒索軟體是
最大的威脅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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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犯罪者均為匿名犯罪，因此
是最早開始採用加密貨幣的族群。
不過，比特幣的市值在一年內就
從 10 億美元暴漲到 5000 億美元
(截至本文發表時間為止)，因此，
其他族群很難不注意到數位貨幣
的盛況。
犯罪者再 也 不必企圖 竊 取大型
銀行的金 錢 。他們現 在 將目標
轉向獨特 的 數位錢包 ， 開始動
腦筋策劃 竊 取數位錢 包 的創新
手法。這 種 現象不但 對 網路犯
罪者有利 ， 更讓有資 格 合法挖
掘這類價 值 看漲的數 位 資產的
人失去了相關資源。
Steve Johnson，先進威脅防
護負責人

引起恐慌的勒索軟體來勢洶洶
WANNACRY

惡名昭彰的 WannaCry 攻擊導致英國國民保健署 (NHS) 取消數千例手術和
約診，全世界也有數千家公司行號及公用事業組織遭到大規模破壞，其中
包括 Telefónica 和德國國家鐵路 (German State Railways)。這次攻擊鎖住
受害組織的電腦系統，要求以比特幣支付贖金才肯解密並歸還存取權限，
因此，受害組織不得不恢復紙筆文書作業。
NOTPETYA

NotPetya 勒索軟體在世界各地引發大規模的浩劫，光是 Nurofen 及 Durex
製造商 Reckitt Benckiser 的生產及成品損失就超過 1 億美元。這款勒索軟
體的主要目標是烏克蘭，但影響範圍遍及全球公司行號，丹麥籍物流公司
Maersk、美國快遞服務公司 FedEx，以及英國廣告公司 WPP 都在受害之列。
掌握遭病毒感染的電腦後，這款惡意軟體會要求付給駭客價值 300 美元的
比特幣。
BAD RABBIT

10 月份又有另一場大規模的勒索軟體攻擊事件，這次的對象是關鍵性公共
建設公司以及醫療保健、金融、分銷及軟體等產業的組織。這次的攻擊以
烏克蘭為主要目標，基輔地鐵、奧德薩國際機場及財政部和公共建設部都
遭到攻擊。這一次駭客鎖住受害者的電腦，要求付價值 280 美金的比特幣
才肯解密。

自 1980 年代後期起，勒索軟體
始終是網路安全的隱憂。三十年
後，這種手法已經成了頭號麻煩。
回想 1980 年代，醫療保健產業
是當時的主要目標。不過，現在
的勒索軟體已經威脅到各行各業
及每一個人。
只要犯罪者能靠這種方法成功牟
利，而各組織仍然不懂網路安全
防護機制的必要性，未來這類不
斷進步的攻擊手法恐怕只會越來
越猖獗。
Tal Eisner，威脅防護產品
行銷負責人

19,494
次醫院約診因 WANNACRY
勒索軟體攻擊而取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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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破壞力的 DDOS 攻擊
韓國銀行遭到勒索

自稱「Armada Collective」的駭客團體以發動分散式阻斷服務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DDoS) 攻擊進行要脅，要求支付價值約 315,000 美元的
比特幣，否則就要破壞七家南韓銀行的線上服務。南韓金融機構自 2011 年
起就遭遇過類似的威脅，對成為網路攻擊目標一事也已經習以為常。
英國國家彩券

英國國家彩券網站遭受大規模 DDoS 攻擊而斷線，數百萬名客戶因為無法
買到每週必買的彩券而大感失望。更糟的是，該組織在當月份稍早的時候
便已收到警告，表示若不支付比特幣贖金將會遭受此類攻擊。
瑞典遭到攻擊

10 月份，瑞典運輸管理局 (Trafikverket) 運輸服務所採用的 ISP 遭受一連串
DDoS 攻擊，導致列車嚴重誤點，並令眾多忙碌通勤者的交通受阻。DDoS
攻擊癱瘓了當局的電子郵件系統、網站及交通路線圖，迫使相關人員以人
工方式管理列車運輸及其他服務。

去年一整年，DDoS 攻擊的目標
遍及主要媒體網站及關鍵性公共
建設。發動這類攻擊的駭客往往
身分不明，因此更難理解發動攻
擊的理由。不過，主因大多與互
相競爭或政治駭客入侵脫不了關
係。
我們的研究顯示，近年來採用
IoT 裝置發動 DDoS 攻擊的情況
越來越普及。主要原因在於這類
線上裝置的驗證機制不強，威脅
者較容易入侵及操縱。
Yariv Fishman，安全領域解決
方案產品管理負責人

24%
的公司行號去年曾經遭受
DDOS 攻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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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侵略性的行動惡意軟體
COPYCAT 和 EXPENSIVEWALL

CopyCat 這款行動惡意軟體感染了全球逾 1400 萬台裝置，利用假應用程式入
侵過時裝置，成功得手數百萬美元。短短兩個月，隱身在幕後的駭客就賺進
150 萬美元。此外，Google Play 商店也出現了一種名為 ExpensiveWall 的新
型變種 Android 惡意軟體，這款軟體會在未經行動裝置使用者同意的情況
下，註冊付費服務。這款惡意軟體曾滲透到 Google Play 應用程式商店，至
少感染了 50 款應用程式。Google 將受感染的應用程式刪除之前，其下載次
數已經介於 100 萬次到 420 萬次不等。
LAZARUS 集團入侵行動裝置

一組新的惡意軟體被發現，其目標對象是 Samsung 裝置及韓語使用者，韓
語聖經應用程式也遭到感染。據信 Lazarus 集團背後有北韓政府撐腰，一
般普遍認定他們是以南韓民眾為具體的攻擊目標。

如我們的「行動衝擊報告」
(Mobile Impact Report) 中所述，
去年沒有一家大型公司順利逃過
行動惡意軟體的攻擊。
此外，我們的研究結果也指出，
就連最廣受信賴的應用程式商店
也有漏洞，駭客會定期利用這些
漏洞發動攻擊並持續釋出惡意應
用程式。

第五代網路環境擴大了犯罪者的
攻擊面，也讓他們有更多趁隙而
我們的行動威脅研究團隊發現每個組織去年都曾經遭受行動惡意軟體攻擊，
入的機會。此外，無論是透過藍
89% 的組織至少遭遇過一次透過 Wi-Fi 網路發動的中間人攻擊。此外，在
牙或 Wi-Fi，只要出現新的漏洞，
我們的研究調查樣本中，僅僅兩家公司就有共計 36 台 Android 裝置含惡意
組織及消費者就必須留意行動裝
軟體，這些惡意軟體是在生產交貨過程中的某個階段預先安裝的。其中部
置帶來的風險。
分惡意軟體甚至能夠存取系統權限，這表示使用者無法移除這類惡意軟體，
只能刷新裝置。
Jeremy Kaye，行動安全負責人
預先安裝的行動惡意軟體

Google Play 商店有逾

300

100%

款應用程式含惡意軟體，
下載人次超過 1.06 億 7

的公司行號曾經遭受行動
惡意軟體攻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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殭屍網路大軍吸收新血
HAJIME 殭屍網路

Hajime 就像惡名昭彰的 Mirai 殭屍網路一樣，會透過開放 Telnet 連接埠並
使用預設密碼的不安全裝置大肆散播。Hajime 的散播範圍相當驚人，已經
超過 300,000 台裝置，但目前仍不清楚其目的。有人推測這是為了清理 IoT
網際網路中的 Mirai 殭屍網路，但這種方式很容易遭到惡意濫用。
BLUEBORNE

一種名為「BlueBorne」的新型攻擊向量被發現，這種攻擊手法會結合八種
漏洞展開攻擊，影響對象包括 Android、iOS、IoT 裝置、Windows 及 Linux。
BlueBorne 漏洞能夠「像蠕蟲一樣」，也就是說，這種漏洞能夠自動在不
同的裝置之間散播，不需要攻擊者下命令，因此能夠形成龐大的殭屍網路。
這樣的攻擊向量不需使用者進行操作，除了必須啟用藍牙功能外，也不需
要任何先決條件或組態。
IOTROOP 殭屍網路

一款名為「IoTroop」的全新殭屍網路以極快的速度發展演進並吸收感染
IoT 裝置，散播速度和潛在破壞能力遠超過 2016 年的 Mirai 殭屍網路。
IoTroop 會經由 IoT 軟硬體中的安全漏洞散播，目前的跡象顯示受影響的組
織已經超過百萬。這款殭屍網路尚未發動攻擊，但一旦出手，結果恐怕不
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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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之 1
的組織需要花兩週到一年
的時間才能完全擺脫威脅
造成的後遺症 9

網路安全領域
最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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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惡意軟體遇上
加密貨幣
惡意軟體開發者的應變速度非常之快，很容易隨著新興趨勢擴大行動範圍及效益。加密貨幣的價值在 2017 年
暴漲，因此成為威脅者現在最喜聞樂見的最新趨勢。
網路犯罪者對於加密貨幣領域的目標分為數種。有些犯罪者主要是利用加密貨幣挖礦程式這類已知惡意軟體竊
取使用者的運算能力，他們的目標在於挖掘加密貨幣。目前已知這類惡意軟體會透過使用廣告封鎖程式的網頁
瀏覽器以及 Torrent 下載網站進行散播。
網路犯罪者的另一種手法是假稱與使用者分享任何已經挖到的加密貨幣。事實上，他們真正的目的是要展示非
法廣告或從事另一種惡意活動。
對於更為複雜的攻擊，攻擊者不花時間和心力挖掘加密貨幣，而是採用類似「傳統」銀行搶案的手法直接要錢，
也就是自己去加密貨幣交易所竊取。當然，如果太難以入侵加密貨幣交易所，他們總還有非法竊取使用者加密
貨幣錢包的認證資料這一方式可用。

Coinhive
16%

Cryptoloot
Coinnebula

8%

Rocks
Schemouth
其他

圖 1：最常見的加密貨幣挖礦惡意軟體
(按攻擊比例顯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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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定 MACOS 的惡意軟體
過去這一年來，我們發現鎖定 Apple MacOS 的攻擊活動不斷增加。事實上，原本罕見的攻擊事件，現在已經成
了貨真價實的威脅。可惜的是，惡意軟體開發者已經設法找到更創新的方法，可以規避 Apple 的防護網並利用
先進惡意軟體鎖定 Mac 及 iOS 使用者。
不過，為鎖定這種優良作業系統而開發的惡意軟體雖然越來越多，其背後目的卻不盡相同。最值得注意的是
OSX/Dok 惡意軟體，這款軟體會控制使用者的所有網路通訊，從而截獲使用者的密碼及任何其他敏感資訊。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MacOS 使用者對作業系統的安全機制相當有信心，但這往往正是他們遭受攻擊的原因。
MacOs 不同於其他作業系統，市面上專用的安全解決方案並不多，會採用這類解決方案的使用者更是少之又少。
因此，一旦有攻擊者成功規避內建防護機制，往往就能橫行無阻。
駭客若有意擴大攻擊面，為數眾多的 Mac 使用者自然是很好的誘因，因此，不久的將來，曾經發生在 Windows
的攻擊趨勢恐怕也將影響 MacOS。因此，Mac 使用者必須升級安全防護機制並使用能夠預防零時差攻擊的專屬
技術。

10 大全球性惡意軟體

圖 2：全球最猖獗的惡意軟體：公司網路遭遇每種惡意軟體類型的比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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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惡意軟體：工業殭屍網路的興起
Mirai 是 2016 年最惡名昭彰的殭屍網路，曾在全世界引起浩劫，這個名稱的意思是日文的「未來」。2017 年，
殭屍網路的散播數量、範圍及目的激增，所謂的「未來」顯然已經成了現在。
再者，無論在個人電腦或行動裝置領域，殭屍網路的能力和惡意都越來越強，發動的攻勢也比以往更大。
最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我們發現了一款會自動點擊廣告軟體的「July」惡意軟體，這款病毒的下載次數高達
1850 萬次，可能是 Googe Play 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行動惡意軟體感染事件。
殭屍網路的共同特徵是全數皆須仰賴群聚效應才能達成目的。無論是 DDoS、加密貨幣挖礦或是大量廣告，關
鍵都在於盡可能增加感染裝置的數量，讓人們難以運用常規方法根絕攻擊。因此，必須提高惡意軟體偵測及預
防等級，以利加強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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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軟體開發者會向頂尖
高手學習
網路安全通常就像是場「貓捉老鼠」遊戲，第五代惡意軟體製作者開始運用現今最先進的戰術規避安全措施，
因此得以順利逃脫。越來越多惡意軟體製作者開始師法「貓」(安全防護機構) 的做法。
2017 年 5 月發動的 WannaCry 勒索軟體攻擊利用了「永恆之藍」漏洞，這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不過，這個範例
和許多其他情況一樣，都是靠著未及時推出安全修補程式或沒有部署這類修補程式才得以成功。WannaCry 攻
擊最早由 NSA 發現，這場攻擊利用漏洞入侵網路，並且在網路上大肆散播。沒有更新安全機制的組織最後只能
付出慘重的代價。
Vault 7 漏洞也是類似的情況，這次事件讓外界得知，CIA 用於駭入行動裝置的部分程式碼，其實正是取材自正
宗的惡意軟體。企業和使用者必須學習的重要課題是，無論源自於何處，所有網路威脅都是彼此相關的，保護
電腦網路時應將這一點列入考量。

Locky
26%

GlobeImposter
WannaCry
Jaff
Cryptolocker
Crypt
其他

圖 3：最猖獗的全球性勒索軟體在世界
各地所有勒索軟體攻擊所佔的比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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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巨型網路攻擊已經來臨。
回顧過去，很容易就能分辨不同世代的攻擊活動，以及用於防
護這類攻擊的安全產品。
但是，令人吃驚的一點是，攻擊活動的發展速度之快，
遠遠超越組織所部署的安全防護層級。
事實上，大多數組織配備的是第二代或第三
代威脅防護機制，而攻擊活動早已進步
到了第五代。

第五代
巨型

這個問題很嚴重。

第四代
內容負載

第三代
應用程式

2017
2010

第二代
網路

2000
第一代
病毒

97%
的組織使用過時的網路
安全技術 13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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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維持全世界的運轉
簡介

股票經紀人和銀行櫃員要扯著喉嚨嘶吼，聲音才能蓋過響個不停的電話鈴聲及打字機噪音，這樣的年代早已遠
去。如今，金融界的骨幹是電腦，加上每日交易量高達數千億，很難不成為攻擊目標。
鎖定金融業網路發動攻擊的主要動機很明顯，就是為了錢。不過，岌岌可危的並不是只有金錢。

Ramnit
Zeus
16%

Tinba
Qbot

8%

Trickbot
Dyreza
其他
圖 4：最猖獗的全球性銀行惡意軟體
在銀行網路攻擊總數所佔的比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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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所在

金融業面對的網路威脅主要來自三個層面：SWIFT 網
路、消費銀行惡意軟體，以及資訊盜用。
不久前，台灣遠東國際商銀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證實遭盜領 6000 萬美元，可見銀行專用系統仍
然是非常容易遭受攻擊的目標。以這個案件為例，駭
客不但將自製惡意軟體植入個人電腦和網頁伺服器，
更植入了遠東商銀所用的 SWIFT 終端機。一旦入侵終
端機，竊賊就能輕鬆竊取付款轉帳需要的認證資料，
再竄改 SWIFT 網路所進行的轉帳。

另外一個角力擂台就是銀行及信用卡機構存放資訊的
地方。今年，Equifax 資料外洩事件提醒我們留意這類
活動，因為這起事件讓近半數美國公民的敏感資訊遭
到入侵。
最後，金融業的未來開始朝向區塊鏈發展，而駭客也
已經開始鎖定金融業的最新趨勢，那就是加密貨幣。
去 年 12 月 ， 全 世 界 規 模 最 大 的 數 位 貨 幣 交 易 所
Bitfinex 因遭受大規模的阻斷服務攻擊而關閉。這個市
場遭受多次攻擊，損失高達數百萬美元，這個例子只
是最近發生的一次。

不過，由於銀行現在紛紛採行諸多措施，以利偵測及
預防針對其客戶帳戶而來的攻擊，銀行惡意軟體的數
量已經有所下降。
但是，惡意軟體開發者因此開始避開銀行重重防禦，
將矛頭轉向更容易得手的目標。現在，竊賊不需再入
侵銀行帳戶也能竊取受害者的錢財，最直接的結果就
是勒索軟體攻擊活動因此增加。透過這種方式，只要
劫持受害者的電腦並要求贖金，輕輕鬆鬆就能迫使受
害者掏錢。
在個人電腦領域中，惡意軟體已經從銀行業務轉向勒
索軟體，但行動銀行網路犯罪者仍然不斷發展著。事
實上，行動銀行業務興起後，貪圖方便又忽略行動裝
置威脅的使用者開始面臨新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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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告和建議

為防禦針對 SWIFT 網路而來的攻擊，金融機構必須同
時採行標準安全措施及尖端防護技術，才能讓最狡詐
的攻擊者也知難而退。

使用者本身應使用行動裝置防惡意軟體解決方案，但
若金融機構能直接將先進行動網路安全解決方案內嵌
在客戶使用的銀行應用程式中，會是更好的做法。如
此一來，不但能夠防範惡意軟體威脅、簡訊網路釣魚
(SMiShing) 嘗試以及驗證問題，也能防堵行動作業系
統本身的任何漏洞。

只要善用先進的鑑證能力，妥善監控和記錄受影響的
檔案、啟動的處理序、系統登錄異動情形以及網路活
動等所有端點事件，充分掌握相關資訊，就能避免之
前發生在台灣的銀行竊案。金融機構應備妥解決方案， 好消息是，安全監控和控制措施越來越嚴格，由個人
以利追蹤及回報惡意軟體所進行的步驟，並且封鎖駭 電腦銀行惡意程式的減少可以看出，攻擊者也開始感
到挫敗。
客企圖隱藏攻擊的舉動。
為防堵利用惡意檔案傳遞勒索軟體的現象，金融組織
必須採行能封鎖已知與未知威脅的尖端措施。若能運
用同時合併監控、記錄、回報及事件分析等功能以建
立資料脈絡並提供可行攻擊資訊的威脅萃取和模擬系
統，IT 安全團隊也能省下寶貴的時間。
金融機構應瞭解，保護存放在雲端的客戶資料是金融
機構本身和雲端服務供應商必須共同承擔的責任。為
善盡這樣的責任，金融組織一定要立即修補已知漏洞，
並且實施完善的雲端威脅防護解決方案，而且所採行
的解決方案必須能夠提供零時差防護以及可根據金融
組織需求進行擴充的自動化敏捷交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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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之類的新興技術開始萌芽，銀行需密切審視其
安全基礎設施，並且開始改用次世代的網路安全技術。
唯有如此，銀行才能盡力防堵漏洞，遏止所有覬覦金
錢的網路犯罪者。

零售購物
簡介

許多零售商將大量信用卡及消費者個資存放於網路，犯罪者自然會設法將零售業當成下手的目標。
過去數年來，網路犯罪者想出更精密的方法，不但盜用銷售點 (Point-of-Sale，PoS) 終端機，也駭入零售商網
路並竊取客戶的個資及詳細信用卡資料。這類攻擊的廣度及嚴重性確實只增不減。

Hiddad
Triada
Lotoor
ZergHelper
HummingBad
Ztorg
55%

Bosuoa
其他

圖 5：主要的全球性行動惡意軟體。
使用行動裝置購物的消費者越來越多，
行動惡意軟體開發者也更有擴大散播
範圍的動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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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所在

網路犯罪者的目標是竊取透過線上購物、數位行銷及會員方案提交的客戶
個資及財務資料，因此不難理解為何已經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零售商成為網
路攻擊的受害者。
目前若在黑市出售偷來的資料，每筆記錄最高可獲利 20 美元，因此，信用
卡資訊和詳細的個人聯絡資料、出生日期以及購物習慣相關資訊自然會成
為最容易遭網路竊賊覬覦的目標。
去年初的 GameStop 資料外洩事件就是其中一例。駭客竊取數千名客戶的
姓名、地址和詳細信用卡資料 (包括 CVV2 號碼) 之後，接著就透過網路黑市
轉手牟利。
1

20%
的購物者表示自己不
會再向曾遭網路攻擊
的零售商購物 16

此外，Forever 21 和 Chipotle、Kmart、Brooks Brothers、Target 及 T.J.Maxx
等其他零售商也成了銷售點攻擊的受害者。這起案件的情況是，駭客讓零
售商在兩年前安裝的代碼化技術及加密措施失效，成功竊取客戶的付款資
訊。
我們深入研究 AliExpress 購物網後發現，網路釣魚攻擊是另一種竊取零售
商客戶資訊的手法。這種手法是網路釣魚結合 XSS 攻擊，讓受害者更相信
沒 有 任 何 可 疑 之 處 。 事 實 上 ， 過 去 這 一 年 來 ， Amazon 、 Best Buy 、
Walmart 及 Nike 等大型零售商全都成了誘騙客戶成為線上購物詐騙受害者
的工具。
企業的商譽和財務成本損失會十分慘重。有些估算結果認為一家公司每失
竊一筆記錄，平均就得損失 172 美元的成本。其中包括補救措施的成本、
業務停擺的成本損失、罰金以及法律成本。此外，我們的研究調查也發現，
20% 的購物者不會再向曾經遭受網路攻擊的零售商購物。這樣的代價太沉
重，而且其實是可以預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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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之 1
的零售商已是網路攻擊
受害者 17

忠告和建議

歐盟預計將自 2018 年 5 月起實施「一般資料保護規範」 另外一定要採行包括強制執行、控制及管理等措施在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s，GDPR)，屆時 內的多層方法。建議擬定採用閘道及端點的防護方案，
將對全世界的零售商及其他業者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以利辨別及封鎖以感染機器、收集和擷取客戶資訊為
為避免資料外洩引發的後果，公司行號必須抱持注重 主的惡意軟體。另外也需要擬定由管理員決定的安全
資安的心態，並且採用能即時更新防護機制的動態架 原則與自動防護措施，並且制定具體界定存取控制及
資料安全原則與強制執行點的規則。
構。
首先，整體的安全策略中需要針對正常業務活動實施
PCI DSS。透過主動監控安全控制措施，確保有效的正
常運作，便可做到這一點。此外，稽核安全原則除了
要能立即奏效外，還要能夠保證防火牆、防毒軟體、
IPS (入侵防護系統) 及 DLP (資料遺失防護) 等安全控
制措施的設定及運作全數正常。

最後，一旦發生攻擊，企業應備妥應變方案，針對企
業的誠信、商譽及營運做好完善的損失控制。企業應
在事前模擬這項應變方案，讓所有相關人員知道自己
的職責，也知道該如何與應變團隊的其他成員互動。

使用 PoS 裝置的零售商還必須針對所有信用卡交易提
供端對端加密功能，以利保護客戶資料。將網路防禦
措施視為範圍廣泛的多重存取點而非單一周邊也相當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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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業安全對策
簡介

問題所在

從網路安全的觀點來看，最容易遭到入侵的產業或許
是醫療保健業，這個產業負責治療病患人群，但其本
身卻虛弱不堪。

由於製造商管理條例，加上隨時亟需延長醫療裝置正
常使用時間等緣故，醫療保健業往往無法更新硬體。

大眾將生命託付給醫療保健業，然而在其中的醫療保
健業者很容易就成為勒索對象。這個產業絕對不容許
敏感資訊外洩，也不能停止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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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醫療保健業就成為 WannaCry 攻擊事件中嚴重
受創的對象之一，這波發生在去年 5 月的攻擊事件，
讓英國國民保健署 (NHS) 面臨了大規模停擺的窘境。
這次事件導致許多負責重要機能的電腦故障停擺 (包括
MRI 掃描機、實驗室化驗設備及藥局必需設備)，因此
NHS 不得不取消數千例約診及手術。

醫療保健業也是駭客竊取大量敏感資訊的目標，其目
的可能是身分竊取、詐騙陰謀或上黑暗網路 (Dark Net)
轉手牟利。這件案例如同去年發生在美國底特律的
Henry Ford Health System 事件翻版，在該次攻擊中
遭竊的患者資料記錄超過 18,000 筆。
最後，去年開始越來越盛行的另一個威脅向量就是存
在於醫療裝置本身的漏洞。

防垃圾郵件等功能的解決方案，還要具備威脅模擬及
威脅萃取技術。
醫療保健業者當然也要備妥 CPU 層級的漏洞攻擊偵測
功能。如此一來，醫療保健業者才能傳送乾淨無毒的
文件，同時在背景檢查檔案，完全不影響組織的正常
運作。醫療保健業者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封鎖經特
別設計能夠規避一般沙箱技術的惡意軟體，並持續妥
善防範諸如 WannaCry 之類的先進威脅。

實際上，WannaCry 勒索軟體攻擊影響英國境內逾
200,000 個 Windows 系統的同時，也感染了位於當地 此外，醫療保健業者應盡可能降低網路的複雜程度、
和美國的 Bayer Medrad 放射設備。經由這些裝置造成 盡量少用不普遍的軟體版本，並且透過單一使用者介
的破壞往往並不明顯，但這類醫療裝置一旦停止運轉， 面進行監控。這樣能夠更輕鬆地讓系統保持最新狀態，
就會增加資源需求、延誤照護時機，並且引發更多臨 同時也能監控威脅情勢並及時使用安全修補程式。
床失誤。
最後，為保護 IoT 裝置，業者必須徹底發現並掌握醫
實際上這絕非危言聳聽。若存在可能會放任駭客利用 療保健環境中的各項連線裝置。唯有如此，業者才能
既有漏洞在遠端危及患者健康的威脅，必須在實際發 妥善區分這些裝置並適度實施存取原則。舉例來說，
這樣就能夠運用封包深層檢查技術及 URL 過濾功能防
生攻擊之前積極予以解決並採取補救措施。
禦潛在攻擊，讓存放在這類裝置中的資料保持完整，
也能讓裝置維持正常運作。
忠告和建議

為確保患者能夠得到所需的急救服務，組織需要的解
決方案不但要能夠偵測入侵其網路的先進威脅，更要
完全杜絕這類威脅趁隙而入的機會。這意味著必須具
備包含防火牆 IPS、應用程式控制、防殭屍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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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的發展
簡介

從 18 世紀在英國曼徹斯特展開的工業革命開始，製造業每百年就要經歷一次革命。在科技益加先進的時代，時
間的變化更為迅速，以控制器為主的自動化時代已經逐漸為「智慧工廠」所取代，這就是所謂的工業 4.0。
工業 4.0 的目標在於簡化製造業生產輸出並提升整個供應鏈流程的數位能力，但也帶來了新的網路風險及威脅。

問題所在

許多製造業者相信自己的工廠不會成為網路犯罪者的目標，直到 2017 年 5 月他們才徹底醒悟。WannaCry 勒索
軟體就是在那一年的 5 月發動攻擊，導致歐洲的 Renault-Nissan 汽車廠及日本的 Honda 汽車廠面臨停工命運，
也讓全球的企業生產週期嚴重停擺。同年夏天，大約近半數的 Petya 勒索軟體攻擊受害者是製造商。
不過，因網路攻擊而岌岌可危的並不是只有製造廠。從研發資料到設計圖，每一個製造商都有一旦遺失或失竊
將會造成嚴重影響的重要資訊，遑論客戶資訊。製造業所面臨的風險不斷擴大，而且呈倍數成長。
全球產業進入下一場工業革命之際，製造業價值鏈必須結合操作技術
(OT) 和資訊科技 (IT)，針對這類風險擬定一套充分整合的策略方法。
網路範圍廣大無邊，能夠入侵的存取點越來越多，不僅工業供應鏈如此，
企業及工廠本身管理所需的連線裝置也是一樣，因此，組織需要思考該
如何保護這類存取點的安全，避免遭到入侵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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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的製造商去年曾經遭受網
路釣魚攻擊 18

忠告和建議

製造業如同其他任何產業一樣，應該實施員工網路安 再者，製造商可以運用程式控制、防網路釣魚、防間
全教育計畫，讓員工充分瞭解最基本的 IT 安全實務。 諜軟體、資料安全以及遠端存取等方式，透過統一的
安全架構提供完善的防護，從而防範對公司資訊的未
經授權存取。
再者，應針對整個製造環境實施風險評估，以利辨別
最重要的資產、這類資產的所在位置、有權存取這類
資產的人，以及這類資產的保護措施。這類風險評估 盡管組織可以採行許多基本的標準方式，積極行動並做
應包括徹底審視整個企業、DSN、工業控制系統以及 好自我防護，但保護工業 4.0 是一項複雜又廣泛的任務。
所有連線裝置。另外也該積極加強優良的防護技術，
透過結合這種方法和完善的存取控制，可徹底防護應
例如 OT 和 IT 分工。
用點及端點的關鍵任務運作技術，以利同時保護資料
及處理序。
另外也需要部署 ICS/ SCADA 等專業技術。為預防人為
操縱製造環境，還需要針對 SCADA 通訊協定 (例如機
器和機器控制管理系統之間的 MQTT/BACnet/Modbus
通訊) 進行深層封包檢查。再者，解決方案必須包含更
顯而易見的參數，包括細微深入的 ICS/SCADA 流量控
制、運用 ICS 簽章進行的虛擬修補，以及在條件較嚴
苛的環境使用堅固耐用的硬體設備。
若能同時運用安全硬體設備及雲端威脅模擬服務防範
零時差及未知的惡意軟體，製造商就能夠更深入地防
範勒索軟體入侵其網路，還能進行 CPU 層級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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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問題
簡介

政府部門的性質特殊，因此掌握攸關國家及個人的重要資訊。由於這類資訊包括與每一位公民息息相關的敏感
資料，也包括能源、外交等一切與政府政策相關的資訊，因此政府部門也是經常遭受駭客攻擊的目標。
政府機構開始採用新式科技並提供更多線上服務之後，攻擊面也迅速增加。這些措施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但畢
竟潛藏某種程度的風險，必須妥善評估並徹底防護。

vbs
28%

exe
doc
js

9%

pdf
其他

圖 6：最常用於感染使用者電腦的惡
意檔案類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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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所在

忠告和建議

鎖定國家機關和機構的攻擊活動往往採用國家資助的
技術，因此，最先進、最複雜也最固執的駭客經常會
以政府部門為攻擊目標，這些駭客通稱為進階持續性
威脅 (APT) 團體。

為防禦次世代網路釣魚攻擊的混合攻勢，必須採行新
穎的多元方法。這類防禦措施要能保護電子郵件基礎
設施、提供十分準確的防垃圾郵件保護範圍，並且能
讓政府抵禦各式各樣潛藏在電子郵件中的病毒及惡意
軟體威脅。

APT 團體通常不會尋覓最容易得手的目標，而是會慎
選對象並長期抗戰，等到時機成熟再發動攻勢。若有 政府需採行結合網路及裝置上情資的安全解決方案，
必要，他們會開發專用武器，以利入侵特定網路安全 才能預防英國國會所遭遇的帳戶劫持事件。這類技術
必須要能深層檢查網路及端點安全狀況。
漏洞，這種做法防不勝防。
最常用於政府機構的攻擊手法之一是「網路釣魚」。
2017 年 6 月，竊賊利用網路釣魚詐騙手法駭入美國丹
佛學區公立學校 (Denver District Public School) 體系
的薪資系統，成功竊取了 40,000 美元的員工薪資。一
般認定人為因素是所有網路安全機制當中最脆弱的一
環，這類攻擊就是利用此種漏洞趁虛而入。在這類案
例中，受害者會收到看似由信任的合作對象所發出的
網路釣魚電子郵件。

目前的技術往往無法發揮作用，因為這類技術不但不
夠安全，也異常繁複難以實施。
現在需要的新技術必須能讓使用者易於理解和使用，
甚至要能讓一般使用者察覺不到這類技術正在運作。
此外，這類新技術必須能在緊要關頭做出能夠預防入
侵攻勢的決定。

過去只要遇到零時差攻擊就無計可施，現在情況已經
雲端應用程式帳戶劫持攻擊也非常普遍。去年初，許 不同。近年來，我們所開發的技術已經能夠偵測並封
多英國政治人物的電子郵件帳戶就曾經遭受這類攻擊，鎖我們過去根本不知道的零時差攻擊。APT 團體有能
力運用這類攻擊手法，以勒索軟體鎖定單一政府機構，
就連英國首相的帳戶也在暴力攻擊之下遭到入侵。
我們所開發的技術就是為了反制他們的這種能力。
此外，2017 年 6 月發生了烏克蘭國家銀行、發電廠和
機場停擺的風波，更證明了政府基礎設施已經成為 政府建設重大基礎設施往往不會考慮到網路安全，因
Petya 勒索軟體在全球的攻擊目標。這類攻擊不但破壞 此充斥諸多漏洞，以此為目標的攻擊活動越來越多。
國家基礎設施，也讓許多國家因製造廠被迫停擺而蒙
不過，現在已經有了這類系統專用的解決方案，不但
受經濟損失。
能讓基礎設施維持無縫運轉，同時也能做好抵禦這類
這類威脅絕不容小覷。其後果輕則減弱協商地位並造 威脅的安全防護。
成經濟損失，重則動搖國家的主權。簡而言之，這類
攻擊會讓新世代的科技成為政府職員的夢魘。

32%
的政府單位去年曾經是
資料外洩受害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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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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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美國林肯總統曾經說過：「即使今天推卸了責任，明天仍然逃脫不了。」
用這句話來形容網路安全最適合不過。
本節內容將深入探討未來可能危及網路和資料的威脅，下一節則將探討組
織該如何預做準備並善盡責任以避開這些威脅。

未來就是
雲端和行動技術的時代
行動裝置是 IT 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與全世界的公司行號息息相關。不過，
在多數組織當中，這類裝置的防護程度與裝置內部資產的價值完全不成比
例。行動作業系統和技術的缺失會一一浮現，因此組織必須部署能夠防禦
行動惡意軟體及通訊封鎖攻擊的先進防護措施。

77%
的 IT 專業人士覺得自己
的安全團隊還沒有準備
好因應現今的網路安全
挑戰 21

行動惡意軟體會持續激增，其中尤以行動銀行惡意軟體為甚，這是因為惡
意軟體即服務 (Malware-as-a-Service，MaaS) 趨勢會讓威脅者不需具備高
超的科技能力，因此更容易發動攻擊，而這類服務會繼續發展壯大。
此外，我們相信網路犯罪者不久之後就會開始利用行動加密貨幣挖礦程式
竊取加密貨幣。目前為止，加密貨幣挖礦程式的影響範圍包括網頁伺服器
和個人電腦，而行動安全的開發尚未普及，因此很有可能會成為下一個攻
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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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至雲端
經濟環境充滿挑戰，各公司行號無不希望自己的營運能夠提高獲利，因此，
企業會繼續加快將資料移轉至雲端的速度。
由於雲端技術能夠發揮敏捷度並降低成本，因此許多公司行號紛紛採用這
項技術，但相對而言，這項技術仍然屬於新興技術，還在繼續發展當中。
因此，駭客可以利用更多後門程式深入企業系統。
於是，人們普遍不清楚必要的安全防護程度，也不瞭解這類安全措施的相
關責任。這種情況造成了最容易遭受漏洞攻擊的局面。
Check Point 事件回應團隊在 2017 年處理的安全事件當中，50% 以上與雲
端有關，其中又有 50% 以上屬於 SaaS 應用程式或代管伺服器帳戶盜用事
件。即使移轉至雲端，資料外洩仍然會是組織的重大隱憂，雲端檔案共用
服務使用率提高後，情況會更為嚴重。
Office 365 和 Google G Suite 這類採用 SaaS 技術的電子郵件以及 IaaS 的使
用率越來越高，也因此引來網路犯罪者的垂涎，我們認為這類目標在 2018
年只會有增無減。
再者，這類潛在威脅還會讓受害者因違反 GDPR 之類的區域管理條例而面
臨重罰，讓不遵守相關管理義務新制的公司遭受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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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POINT 事件回應團隊
處理過的安全事件當中，

50%

與雲端相關 22

保障網路安全
事實證明，勒索軟體不但是犯罪者的有效賺錢工具，也是掩蓋更危險目的的手段。不論對象是消費者或公司行
號，勒索軟體對所有類型的使用者都能奏效，因此其發展只會越來越壯大，我們認為全世界還會爆發更多類似
WannaCry、Petya 及 Bad Rabbit 的大規模攻擊。
此外，我們認為犯罪者會開發出更多更新的勒索戰術，例如鼓勵受害者為降低電腦解鎖贖金金額而散播勒索軟
體的「推薦朋友」概念。
隨著作業系統越來越安全，我們可以預見鎖定電腦系統漏洞的攻擊手法
會慢慢減少。反之，這也將導致利用人為失誤和社交工程散播勒索軟體
的基本入侵技術越來越普遍。
此外，網路犯罪者利用勒索軟體斂財的能力，已經在網路黑市中衍生出
所謂的勒索軟體即服務及其他家庭工業。我們認為由於所提供之服務的
目標不但包括一般電腦網路，也包括行動與 IoT 裝置，因此這種情況只
會越演越烈。

75%
的組織面臨安全人員及資
源問題 23

推行 GDPR
歐盟最新推行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 (GDPR) 會對世界各地許多組織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GDPR 的核心要素詳
載許多攸關個人資料使用方式的「歐盟公民權利」。這份清單鉅細靡遺，並且必須大幅更動應用程式、原則及
程序才能確實遵循。因此，就時間範圍和相關罰金而言，GDPR 會讓處理歐盟公民資料的組織面臨相當大的壓
力。
不過，由於這是新的管理條例，因此組織無法援引過去的稽核經驗。此
外，GDPR 仍有許多正在規劃的部份。例如，GDPR 成立了歐洲資料保
護委員會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EDPB)，負責「積極力行歐
盟資料保護法」。但是，截至本印刷品付梓前，EDPB 尚未正式成立，
細節也尚未定案。

Lorem i ps um

儘管如此，由於這項管理條例正式生效前的前置作業時間有限，因此，組織應開始分配相關重點和資源，
開始實施其 GDPR 策略。其中包括人力配置、資料稽核和分類、風險分析、活動記錄以及漏洞攻擊識別及
根本控制措施等相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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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越來越智慧化
IoT 裝置仍將繼續盛行，而潛在的攻擊面也會持續擴大。因此，我們將看到 2018 年及之後會出現更多以 IoT 和
連線裝置為目標的 Mirai 與 BlueBorne 攻擊。
由於企業網路結構內建的智慧型裝置越來越多，網路範圍也越來越廣，組織必須開始針對裝置及裝置連線網路
採行更完善的安全實務。這是預防潛在大規模攻擊的重要關鍵，國際管理條例可能也會強制規定。
除了 2017 年發生的大規模 DDoS 攻擊之外，網路犯罪者也會利用家用 IoT 裝置入侵受害者的家用網路，甚至能
夠直接窺視受害者的實物家庭情況。這是我們去年在「LG 智慧型家用裝置」研究報告中特別強調的重點。家用
裝置使用者通常不清楚家用 IoT 裝置的安全要素，因此他們往往不會更改原始的預設設定。攻擊者可以利用這
樣的漏洞持續入侵使用者的家用網路。
智慧城市 IoT 計畫會繼續發展，一方面協助各城市提供更好的客戶服務，一方面也能大幅降低成本。於此同時，
進行每一步之前都要慎重思考第五代網路安全解決方案，以利預防潛在攻擊。
WannaCry 攻擊讓衛生組織遭受重創，因此，醫療保健業也將開始強調保護醫院內的網際網路連線醫療裝置，
以利預防可能造成生命威脅的攻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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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貨幣
加密貨幣成為勒索軟體大規模肆虐背後之網路犯罪者越來越喜歡採用的付款方式，也日漸成為其他非法活動的籌資
管道，未來會不會開始針對這類活動施行更嚴謹的管理條例呢？
創造加密貨幣所需的重要資源也帶動了網路挖礦程式的興起。這些都是新的類惡意軟體工具，駭客往往會在使用者
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況下，利用這類工具劫持無辜電腦使用者的 CPU 能力做為賺錢利器。我們已經發現數起這類
犯罪的案例，而隨著加密貨幣的價值水漲船高，我們認為網路犯罪者會找到新的方法，繼續利用受害者的電腦能力
為自己牟利。
此外，由於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貨幣的價值都相當高，與其密切相關的加密貨幣交易所等體系也很容易成為犯罪者探
查漏洞的目標。
綜合以上諸多因素，國際政府及執法機關可能會開始針對加密貨幣的弊端採取對應措施，如此一來，貨幣本身的價
值也會受到不利影響。

為國家提供防禦
從 2018 年開始，政府會加強留意政府及民眾習以為常的網路世界，因此政府機構會更重視並普遍採行網路防禦措
施。
再者，國家資助的機構會繼續開發有利於防守和進攻的網路攻擊技術，而以金錢為主的犯罪集團也會繼續尋找利用
網路攻擊牟利的方法。此外，駭客會繼續運用網路攻擊傳達自己的用意，而無國家恐怖主義團體可能也會轉戰網路
空間，因為過去只有政府防禦部門能夠使用的武器現在更加開放了。
於是，未來有些政府可能會開始針對水電設施、衛生服務、地方政府行政辦事處以及支援政府運作的 IT 基礎設施
等關鍵性公共建設部署更多防護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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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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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用第五代 IT 安全架構
從將應用程式和資料併入 IP 網路到推出「雲端原生」應用程式，再到自攜裝置 (BYOD) 原則及使用 IoT 裝置，
企業的數位轉型速度之快，導致安全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
目前用於管理所有這一切的安全架構均已過時，更是會導致無法使用及引發安全問題的罪魁禍首，甚至可能引
起災難性故障。

採用預防技術者識別及補救威脅
但是，透過採用「第五代」架構，企業可發揮在任何情況下均能維
持運作並保障安全所需的強度和韌性，從而排除單點故障問題。

漏洞的速度快了

30%

24

「第五代」安全架構可構建統一的合併安全架構，能夠管理及整合
行動裝置、雲端及網路，以利防禦第五代網路攻擊。整合式威脅防
護機制也必須搭配符合企業需求、運用自動擴充功能支援雲端需求，
而且能夠靈活整合第三方 API 的跨所有平台的動態安全原則。
再者，統一的先進多層威脅防護環境必須納入 CPU 層級的沙箱防護、威脅萃取、防網路釣魚以及防勒索軟體解
決方案，以利防禦已知和未知「零時差」攻擊。
唯有將整個安全基礎設施的運作奠定於正確的架構之上，才能設下一道全面的防護牆，以利抵禦第五代網路攻
擊。

整合式管理
運用最佳安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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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您的雲端基礎
設施

SaaS 應用程式的防護措施是封鎖帳戶盜用活動、網路
釣魚嘗試以及預防零時差惡意軟體入侵公司網路，要
進行上述保護就需要先進的解決方案。此外，這些解
決方案的目標應在於分析個人電腦和行動裝置兩者上
的即時資料，以利識別正常的使用者存取活動。

隨著組織的發展，隨時隨地經由雲端平台存取企業資
料的情形越來越普遍。這意味著網路流量會超出傳統
IT 安全防護措施的範圍，且與之相關的風險又會帶來
另一項莫大的挑戰。更糟的是，侵入雲端的惡意軟體
可以在雲端應用程式之間肆意傳播、攻擊虛擬區段，
甚至能肆無忌憚地回侵到公司網路。

最後，為全面採用雲端，組織需備妥正確的原則和技
術，以利加強雲端防護措施。也即表示，組織和雲端
供應商雙方應採行均衡的「責任分擔」模式，才能保
護雲端基礎設施和存放於其中的資料。

為克服這些挑戰，企業需讓安全最佳實務和雲端安全
技術協同運作。這其中主要應包括先進的封鎖及預防
技術。此外還應包括能提供完善可視性、監控及回報
功能的強大常見管理工具和技術。這將讓企業能夠迅 採 用 行 動 平 台 和 SaaS 平 台 的 組 織 越 來 越 趨 近 於
速辨別惡意網路活動或已知入侵指標 (indicator of 「BeyondCorp」模式，存取控制也從周邊轉移到各個
compromise，IOC)，並且據以採行因應措施。
裝置和使用者。如此開放重要業務資訊存取管道的程
度實屬前所未見。同意員工使用自己選擇的行動裝置
為保障雲端資料中心的安全，一定要讓雲端保持最高 存取資訊能發揮許多好處，但貴公司也必須承擔風險。
的敏捷度和速度，讓解決方案能夠無縫協調 AWS、
Cisco ACI、Microsoft Azure、OpenStack、VMWare 及 無論是零時差惡意軟體、運用 Wi-Fi 發動的中間人攻
其他各類雲端基礎設施，進行流暢的自動作業。此外，擊、利用簡訊發動的簡訊釣魚 (SMiShing)，以及利用
解決方案必須納入以網路安全為主且支援微分段的雲 作業系統漏洞發動的攻擊，全都可能成為竊取電子郵
端基礎設施專用先進安全控制措施。這樣有助於縮小 件、簡訊、相片、行事曆約會和附件等敏感資訊的管
攻擊面，也是避免虛擬網路內發生網路攻擊的第一個 道。
重要步驟。

超越公司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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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杜絕最弱的連結

的公司預期行動裝置攻擊
有增加的趨勢 25

面對惡意軟體快速成長、駭客益發老練以及新型未知
零時差威脅日益增加等現象，我們必須運用不同於傳
統防火牆的方法，才能妥善保障企業網路和資料的安
全。

因此，組織一定要為所有行動裝置安裝次世代的先進
威脅偵測與預防技術。為防禦作業系統漏洞攻擊，必 第五代網路安全需納入統一的方法及防火牆、IPS、防
須同時運用靜態和動態技術監控裝置根層級的所有設 殭屍網路、防毒軟體、應用程式控制以及 URL 過濾等
定異動，並且使用行為分析引擎偵測非預期的系統行 功能，才能抵禦已知和未知的網路攻擊與威脅。
為。
「第五代」技術結合更高 OSI 層級的先進威脅模擬與
要預防利用假應用程式傳播的惡意軟體，需採行的解
萃取技術，能進一步在 CPU 層級與作業系統層級深入
決方案應能在下載應用程式時將其擷取，並在虛擬的
檢查惡意軟體，從而識別漏洞攻擊活動。創新的沙箱
「沙箱」環境中執行每個應用程式，以利分析其行為。
技術需結合快速準確的偵測與封鎖技術、防規避技術，
此外，除了其他變數外，這項解決方案應能彙總並關
還要能針對最大範圍的檔案 (包括非可執行檔) 進行深
聯應用程式來源及應用程式伺服器信譽的相關情資，
度檢查。
並且針對應用程式進行反向工程，以利進行程式碼執
行流程分析。
網路沙箱解決方案將多種威脅萃取技術緊密結合於同
一個硬體設備，因此也要能夠在不同的時間點根據特
解決方案必須包含能夠偵測有害熱點及惡意網路行為
徵碼和動態分析執行防護措施，同時在不影響業務運
的行為分析功能，才能自動停用可疑網路。裝置上補
作的前提下加速作業以利控制網路存取。
救技術也能靈活觸發安全 VPN，以利保障通訊隱私及
完整性。
全面的行動和 SaaS 安全機制應是由緊密合作的元件所
構成的系統。解決方案必須能夠跨所有向量分析攻擊
指標的行為，才能確實保障行動裝置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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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過去 25 年來，無論是攻擊或安全防護措施都已經取得飛速發展。網路攻擊運用最新的創新技術進行網路犯罪，
現也在逐步發展中。但是，大多數的組織並沒有與時俱進，反而仍在使用第二代或第三代網路安全措施。這種
情形非常不利，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第五代網路攻擊時代。
第五代網路攻擊就像 2017 年的巨型攻擊，其定義就是規模龐大、速度飛快
的攻擊活動。這類攻擊相當複雜，很輕易就能規避現今大多數組織所採用
的傳統靜態偵測型防禦機制。
為抵禦這類最新型的攻擊，公司行號必須部署第五代網路安全措施，這類
安全措施採用先進的即時威脅防護，能夠保護企業的所有網路、虛擬環境、
雲端、遠端辦公室和行動業務運作。

97%
的組織使用過時的網路
安全技術 26

可惜的是，現今攻擊的進步程度和影響範圍全都前所未見，而多數公司行號部署的安全措施往往大幅落後，根
本無法防禦這類攻擊。我們的研究顯示，現今許多公司仍在使用第二或第三代防護措施，真正使用第五代工具
和技術的公司只有 3%。
為進一步防範本報告內容所述的先進攻擊，組織必須部署「第五代」安全解決方案，才能妥善抵禦第五代網路
攻擊。

如需深入瞭解如何達成第五代網路安全目的，請參閱我們的第五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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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全球總部

5 Ha’Solelim Street, Tel Aviv 67897, Israel
電話：972-3-753-4555 | 傳真：972-3-624-1100
電子郵件：info@checkpoint.com
台灣分公司

台灣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4 段 6 號 6 樓
電話：886-2-2703-2798 | 傳真：886-2-2703-2796
遭到攻擊？

請聯絡我們的事件回應團隊：
emergency-response@checkpo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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