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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危機四伏—網路釣魚
資料如何外洩？-管道分析
不能不注意的事-防範建議

防範未然—因應之道
應有的作為-保護措施



危機四伏—網路釣魚
資料如何外洩？-管道分析
不能不注意的事-防範建議



最嚴重的網路犯罪型態—網路釣魚

網路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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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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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的寄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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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認證碼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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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鉤一：危險網站





(資料來源：2007/2/8聯合新聞網)



網路釣魚—電子郵件結合假網站



確認正確網址

滑鼠右鍵選擇內容



注意Google的網站安全提醒

這個網站可能會損害您的電腦



http://safeweb.norton.com/



http://safeweb.norton.com/



魚鉤二：電子郵件



週休二日
最好去處

319槍擊案
驚人內幕

林稚齡寫真
搶先曝光版

病毒電子郵件(注意附檔名為exe、scr、pif、com、zip、rar、vbs 、mp3)



網路銀行的安全措施—動態鍵盤



魚鉤三：社交工程



社交工程(一)偽裝成高階主管

喂！我是稽核處的王處長，我在國
外開會，臨時需要查一筆財務資料，
但是我忘了我的帳號與密碼，請立
刻幫我查！很緊急，我要你馬上處
理，否則會讓公司損失上億美元！

壞人
是的！處長！我已經暫時
先開啟一個一樣權限的帳
號讓您先使用，帳號是
abc，密碼是123。這個帳
號可以查詢公司所有的財
務資料……

資訊部門同仁



社交工程(二)熱門話題



社交工程(二)熱門話題—冒用CNN網站

(資料來源：2008/8/07雅虎奇摩新聞)



社交工程(二)熱門話題—麥可傑克森

麥可是被醫生謀殺的嗎?



社交工程(三)即時通訊軟體點選未知網址

麥可傑克森是被醫生謀殺的?

請不要勾選



社交工程(四)即時通訊軟體傳檔

請勾選
.ade .adp .app .asp .bas .bat 
.cer .chm .cmd .com .cpl .crt
.csh .exe .fxp .grp .hlp .hta
.inf .ins .isp .its .js .jse .ksh
.lnk .mad .maf .mag .mam
.maq .mar .mas .mat .mau
.mav .maw .mda .mdb .mde
.mdt .mdw .mdz .msc .msi
.msp .mst .ops .pcd .pif .pl 
.prf .prg .pst .reg .scf .scr
.sct .shb .shs .tmp .url .vbs
.vsd .vb .vbe .vsmacros .vss
.vst .vsw .ws .wsc .wsf .wsh



社交工程(五)惡作劇病毒通知



不要下載及安裝未經授權的軟體。
善用Google的網站搜尋安全提醒。
點選連結網站前要確認網址以免受騙。
不隨意接收來自即時通訊軟體的檔案及點選未知連結。
除非了解附件來源且知道會收到該附件，否則請先確認再開啟附件。
如果電子郵件是由不知名人士寄出，請立即刪除該郵件。
啟用垃圾郵件過濾功能，很多垃圾郵件都有釣魚的目的。
可能為詐騙之郵件標題

『請確認您的帳戶資訊。』
『請立即更新您的密碼。』
要求更新信用卡資訊。
『請務必於48小時內回應，否則將關閉您的帳戶。』
『請按一下下方的連結，進入您的帳戶。』

避免網路釣魚



•第 358 條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
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359 條 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360 條 無故以電腦程式或其他電磁方式干擾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致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361 條 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犯前三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
•第 362 條 製作專供犯本章之罪之電腦程式，而供自己或他人犯本章之罪，致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
•第 363 條 第三百五十八條至第三百六十條之罪，須告訴乃論。

中華民國刑法
第二篇分則 第三六章 妨害電腦使用罪



保護自己的電腦
應有的作為-保護措施



防毒軟體發現病毒！！



蛛絲馬跡

1. 機器效能變慢，甚至無法正常開機。

2. 大部分的應用程式無法正常運作。

3. 硬碟或ADSL數據機燈號出現異常的大量讀寫。

4. 親友告知，收到你寄來奇怪的電子郵件偵測出病毒。

5. 啟動電腦後，自動開啟一堆廣告視窗。

6. 瀏覽器首頁被改變。

7. 防毒軟體偵測出病毒，出現的警訊。

8. 檢查防毒軟體是否正常啟動？

9. 病毒定義檔日期是否更新？

10. 問題確認和處理的聯絡窗口。



基本防護

強化個人密碼
安裝防毒軟體
作業系統漏洞修補
小心週邊儲存裝置
拒絕垃圾郵件

避免遭受攻擊的防護措施

加強防護

調高瀏覽器安全層級
安裝個人防火牆
注意無線網路安全
定期備份資料



密碼長度 26英文字母 26英文字母+10數字 52大小寫英文字母 96可印出字元

4 少於1分鐘 少於1分鐘 1分鐘 13分鐘

5 少於1分鐘 10分鐘 1小時 22小時

6 50分鐘 6小時 2.2天 3個月

7 22小時 9天 4個月 23年

8 24天 10.5個月 17年 2287年

9 21個月 32.6年 881年 21萬9000年

10 45年 1159年 45838年 2100萬年

密碼遭破解所需時間統計

資料來源：電子化政府網路文官學院資安入門課程講義

檢視個人密碼強度



以中文輸入法按鍵來當成密碼。
例如u,4ru/3jp6(自己名字的注音輸入法)。

以英文字或數字穿插。
例如mary+0101=m0a1r0y1。

將英文字母位移數個字。
例如將Birthday往前位移一個字母成為Ahqsgczx。

以英文的一句諺語或一段歌詞，取每個英文字的字首。
例如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成為Ngcmlfy。

避免使用生日、電話號碼或身分證號碼作為密碼。
密碼應定期更換。

密碼設定小技巧

資料來源：電子化政府網路文官學院資安入門課程講義

基本防護—強化個人密碼



基本防護—安裝防毒軟體

掃描引擎

病毒定義檔

+=



基本防護—作業系統漏洞動修補



基本防護—作業系統漏洞動修補



企業網路

基本防護—小心週邊儲存裝置

隨身碟的使用頻率與中毒機率成正比
插入隨身碟前，請先確認該部電腦安全狀態
插入隨身碟前，先按住Shift鍵
隨身碟自己使用,請勿外借
感染隨身碟型病毒後請使用相關修復工具修復



基本防護—拒絕垃圾郵件

1.建立一個網路使用的次要電子郵件地址

2.避免公開張貼個人的電子郵件地址

3.不回應任何的垃圾郵件

4.封鎖已知垃圾郵件發送者的郵件

5.設定篩選器來過濾垃圾郵件



加強防護

調高瀏覽器安全層級
安裝個人防火牆
注意無線網路安全
定期備份資料



加強防護—調高IE瀏覽器安全層級



個人防火牆 通訊埠(65535)

Listening
Ports

電子郵件軟體

80

194

139

網頁伺服器

網路聊天室

網路上芳鄰

25

Internet

加強防護—安裝個人防火牆



加強防護—注意無線網路安全

鄰居是否能使用您的無線網路
啟動無線基地台防火牆功能
無線基地台放置處盡量遠離窗戶
不使用時請關閉無線基地台
不要隨便連結他人的無線網路



加強防護—定期備份資料

備份的重要性
預防重要資料或設備損壞遺失。
確保可用性。

藉由不同的工具軟體或硬體達到備份的目的
Windows本身所提供的程式

•開始->附屬應用程式->系統工具->製作備份。
存放於儲存媒體並安置於安全場所。

資料備份

外接式硬碟

系統回復光碟



—絕不擅自移除防毒軟體

—密碼絕不外洩，並強化自己的密碼

—不隨便開啟資源分享功能(開啟時一定要加密碼)

—保持懷疑心，使用光碟片或是隨身碟時先執行掃瞄

—定期檢查並更新病毒定義檔案

—絕不隨意使用或開啟來路不明郵件及檔案

—不隨意自Internet下載或安裝程式(尤其是小遊戲或是螢幕保護程式)

—配合資訊人員執行作業系統安全性修正

—不隨意接收即時通訊軟體傳檔

—定期備份重要檔案

防毒十大要訣



祝福大家

百毒不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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