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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Windows 作業系統概述

� 1-1 Windows 作業系統功能與特色

� 1-2 Windows 作業系統分類

� 1-3 Windows 常見的問題



1-1 Windows 作業系統
功能與特色



Windows 作業系統功能與特色
� 基本功能

– 工作與排程管理
– 記憶體管理
– 設備管理
– 檔案系統管理

� 圖形化使用介面
– Graphic User Interface（GUI）
– 減少使用命令列下達指令

� 桌面設計方式
– 改變了人機交流的介面，只需少量的電腦知識
就可以勝任電腦處理任務。

� 多數人使用之作業系統
– 估計 90% 的個人電腦使用Windows

– 應用軟體支援Windows



1-2 Windows 作業系統分類



Windows 作業系統分類

NT
遠端桌面、支援無線 802.1x 網路、加密檔案系統、系
統還原、多語系支援、整合軟體

Windows XP

（NT 5.1）

NT
企業級之伺服器作業系統：改進的 Active Directory、
群組原則操作和管理、改進的磁碟管理

Windows Server

2003

MS-DOS
全新改良的 GUI 、可以執行 32 位元的應用程式、單
人多工、支援長檔名

Windows 95

MS-DOS
將Web 與Windows 做更密切的結合、支援更多新的
硬體裝置、及增加娛樂性功能、內建 IE 瀏覽器

Windows 98

NT
目錄服務、遠端桌面、支援無線 802.1x 網路、加密檔
案系統（EFS）、系統還原、多語系支援、整合軟體

Windows 2000

（NT 5.0）

NT
真正的 32 位元多工處理，可用於多種 CPU（PC、
PowerPC、Alpha），多人多工及多 CPU，NTFS

Windows NT 4.0

MS-DOS從命令列的 DOS 轉向 GUI 的WindowsWindows 3.1

基礎特徵系統



1-3 Windows 常見問題



系統的問題

�作業系統本身設計上之瑕疵

– 未定期更新修補程式或安全性修正

– 容易遭受駭客運用為攻擊

�應用軟體本身設計上之瑕疵

– IE 瀏覽器

– Office 套裝軟體

– 郵件

�啟動非必要之系統服務



使用者問題

�使用者習慣不良

– 使用系統預設值

– 大量使用來賓帳號

– 使用系統管理者帳號登入系統

– 未設定密碼或密碼不夠安全

�使用網際網路任意下載檔案

�未設定資料夾與檔案權限

�任意安裝軟體



第二章Windows安全實作

� 2-1 帳號與密碼設定

� 2-2 資料保護設定

� 2-3 稽核設定

� 2-4 安全弱點檢視

� 2-5 系統更新升級

� 2-6 IE 安全設定

� 2-7 收信軟體安全設定以Outlook Express

為例

� 2-8 個人防火牆設定



2-1 帳號與密碼設定



帳號與密碼

� 帳號與密碼是最簡單之存取控管機制。

� 但是密碼常常成為主要弱點。

– 密碼要能記得住，無法記住的密碼是無意義的。

– 為節省時間或方便，常會共用或選擇簡單的密碼。

– 密碼不夠複雜，便很容易被別人猜到並用來取得
機密資料。

– 對密碼的保護若不夠謹慎，例如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
假裝一下，通常就能把密碼騙到手。

� 停用Guest帳號，也就是來賓帳號。



密碼設定範例

� 技巧1：以中文輸入法按鍵來當成密碼
我的手機號碼（倚天輸入法）

– Xo3 de4 /y3 ge hz4 ma3

� 技巧2：以英文字或數字穿插
abcd + 1234 = > a1b2c3d4 

� 技巧3：將英文字母鍵盤或拼字位移
birthday 鍵盤往右位移1個字母

– notyjfsu

� 技巧4：以諺語或歌詞，取每個字首當成密碼。
In God we trust, else we investigate！

– igwt,ewi！

Raindrop keeps following on my head.

– rkfomh



帳號與密碼設定

�設定登入使用帳號密碼

�密碼安全性設定

�帳號（帳戶）安全性設定



2-2 資料保護設定

�檔案存取方式與保護

�防止共用電腦時檔案被破壞

�防止使用網路芳鄰時檔案被破壞

�關閉網路芳鄰防止檔案被破壞



檔案存取方式與保護

本機存取

（網路芳鄰）

遠端存取



檔案存取方式與保護

�檢視使用者個人資料夾

�檢視作業系統上的帳號



防止共用電腦時檔案被破壞

設定資料夾與檔案權限

以防止他人透過本機破壞資料



防止共用電腦時檔案被破壞

�設定資料夾權限

�設定檔案存取權限



防止使用網路芳鄰時檔案被破壞

（網路芳鄰）

檢查共用資料夾
設定共用資料夾權限



防止使用網路芳鄰時檔案被破壞

�檢視使用中之共用資料夾

�檢查共用哪些資料夾

�設定共用資料夾的使用權限



關閉網路芳鄰防止檔案被破壞

（網路芳鄰）

取消在網路上共用資料夾



2-3 稽核設定



稽核設定

� 透過稽核原則設定，追蹤對系統之存取與變更



2-4 安全弱點檢視



安全弱點檢視

�防毒軟體（Anti Virus）

�反間諜軟體（Anti Spyware）

– Microsoft Anti Spyware

– Windows Defender

� Microsoft Baseline Security Analyzer

（MBSA）

�弱點掃瞄軟體



防毒軟體設定



反間諜軟體



安全弱點檢視

�防毒軟體（Anti Virus）

�反間諜軟體（Anti Spyware）

– Microsoft Anti Spyware

– Windows Defender

� Microsoft Baseline Security Analyzer

（MBSA）

�弱點掃瞄軟體



MBSA



安全弱點檢視

�防毒軟體（Anti Virus）

�反間諜軟體（Anti Spyware）

– Microsoft Anti Spyware

– Windows Defender

� Microsoft Baseline Security Analyzer

（MBSA）

�弱點掃瞄軟體



弱點掃瞄軟體

�自動化檢測網路與系統弱點

– Nmap

– Nessus

�商用掃瞄軟體

備註：詳情可參考94年｢弱點掃瞄技術｣課程



2-5 系統更新



系統更新

�作業系統或應用程式設計的瑕疵。

�弱點如果沒有修補，容易被利用而造成駭
客入侵。

�更新軟體的修補程式

– Windows update

– Office update



系統更新

�作業系統或應用程式設計的瑕疵。

�弱點如果沒有修補，容易被利用而造成駭
客入侵。

�更新軟體的修補程式

– Windows update

– Office update



2-6 IE 安全設定



IE 安全設定

�啟動中度（或以上）安全性設定

�封鎖快顯視窗（Pop Window）

�設定Cookies

�取消自動儲存帳號密碼



2-7 收信軟體安全設定以
Outlook Express為例



Outlook Express 安全設定

�取消郵件預覽

�郵件病毒防護



2-8 個人防火牆設定



防火牆的作用

�隔開內部網路與外部網路，具有保護作用，
讓網路連接使用更安全。

�單位內的電腦有企業級的防火牆保護，比較
不會遭受攻擊。

LAN

Internet

路由器

防火牆



�為何需要個人防火牆？

– 透過數據機與網際網路連線的桌上型電腦，需
要個人防火牆保護。

– 在家、旅館或無線上網作用區與網際網路連線
的筆記型電腦，需要個人防火牆。

個人防火牆

Internet

防火牆 防火牆



Windows 防火牆設定

�避免來自網際網路的威脅

– 預設防火牆

� Windows預設防火牆之限制

– 沒有輸出的篩選功能

– 支援及軟體問題

– 有限的組態選項



第三章結論



結論

�重要資料夾與檔案設定使用權限

�使用網路芳鄰分享資訊設定權限

�啟動系統稽核

未設定資料夾與檔案權限

�設定登入帳號與啟用安全之密碼，定期更改密碼

�取消 IE 自動儲存密碼功能

未設定密碼或密碼

不夠安全

�進行安全弱點檢視並停用非必要之服務

�運用防火牆防止惡意連線
啟用非必要系統服務

� Windows Update

� Office Update

�進行安全弱點檢視，進行安全性修補

未定期更新修補程式或

安全性修正

防護方式Windows 常見問題



防護方式Windows 常見問題

�啟動 IE 安全設定（隱私權，快顯視窗，網路
安全設定）

�不可任意下載未經驗證之軟體

�安裝防毒與防駭程式，並定期更新

使用網際網路

下載檔案及安裝軟體

�不開啟來源不明郵件

�開啟 outlook express 預覽與病毒防護
郵件使用習慣

�停用來賓帳號（guest）

�另外建立具有系統管理權限之帳號登入系統

�啟動系統稽核

大量使用來賓帳號

使用系統管理者帳號登入系統

結論（續）



課程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