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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資安事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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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寶勒索事件







事故是發生於辦公自動化
系統（OA）的環境

進入暗網(Dark web)，到
指定位址與駭客進一步交
涉~

2020-11-09



第一個暗網位址(勒索資訊)
http://thw73ky2jphtcfrwoze5ddk3wbkc2t24r55guu3agwjchn3g6p755kyd.onion/order/
78d6d033-835f-5fe6-90e0-ea2cb2ea41c6

2020-11-09

http://thw73ky2jphtcfrwoze5ddk3wbkc2t24r55guu3agwjchn3g6p755kyd.onion/order/78d6d033-835f-5fe6-90e0-ea2cb2ea41c6


2020-11-09



2020-11-09



確認駭客錢包狀態
bc1q2se6clfjqgnlcvnajz8aljsmpn8wcea83xuc47

Source:
https://www.blockchain.com/btc/address/bc1q2se6clfjqgnlcvnajz8aljsmpn8wcea83xuc47

2020-11-09



第二個暗網地址
http://hpoo4dosa3x4ognfxpqcrjwnsigvslm7kv6hvmhh2yqczaxy3j6qnwad.onion/

2020-11-09



2020-11-16



疑似仁寶機敏資料已被放置於駭客指定暗網位址中~

2020-11-16



疑似仁寶機敏資料已被放置於駭客指定暗網位址中~

2020-11-16



駭客錢包中，發現有28.37顆筆比特幣已經轉入

Source:
https://www.blockchain.com/btc/address/bc1q2se6clfjqgnlcvnajz8aljsmpn8wcea83xuc47

2020-11-19



28.37顆筆比特幣轉出!

Source:
https://www.blockchain.com/btc/address/bc1q2se6clfjqgnlcvnajz8aljsmpn8wcea83xuc47

2020-11-26



駭客指定錢包中的轉出/轉入紀錄

Source:
https://www.blockchain.com/btc/address/bc1q2se6clfjqgnlcvnajz8aljsmpn8wcea83xuc47

2020-11-26



仁寶加密勒索案件時序圖

11/09

辦公區電腦OA
遭加密勒索1100顆比特幣
若不提供贖金
將於暗網公布機敏資料

11/16

暗網公布疑似仁寶機敏
資料(訂單等)

11/19

駭客指定錢包有
28.37顆筆比特幣
轉入

仁寶否認遭駭客
入侵

11/26

駭客指定錢包28.37
顆筆比特幣
轉出

暗網無仁寶機敏資料



駭客的錢包位址支付比特幣的錢包位址

暗網(Dark Web)環境+加密貨幣支付

匿蹤特性，導致雙方身分難以確認



廣達勒索事件







廣達遭勒索在4/27前支付XMR，
相當於5,000萬美元。

逾期未付贖金將翻倍至1億美元



Revil已在暗網上洩漏十幾份MacBook組件設計圖，並威
脅要完全公開手上的蘋果相關產品設計圖、員工及客戶個
資，還揚言要賣給蘋果的競爭對手。







因為廣達拒絕
付款， Revil將
於4/20
起陸續將設計
圖公開上網



4/21 REvil 威脅廣達4/ 27 前必須支付 5000 萬美元遭拒

4/21

REvil 勒索廣達

4/27

暗網中
Apple Macbook相關藍圖
與對敲詐的訊息全數移除
刪除

Revil轉向勒Apple

Apple Macbook相關藍圖
遭Revil公布於暗網

5/1

REvil 把目標轉向蘋果，要求支付 1 億美元買回手上的設計藍圖

廣達勒索案件時序圖

https://invest.cnyes.com/forex/detail/usdtwd
https://invest.cnyes.com/forex/detail/usdtwd


Setp1. 拔掉網路線
Setp2. 已開機的電腦不要關，關機的電腦不要開
Setp3. 尋求支援

Source：
https://www.taftw.org.tw/wSite/sp?xdUrl=/wSite/taf/lalab.jsp&mp=1

中加密勒索病毒時……



網路銀行盜轉案件





簡訊社交工程 中間人攻擊

國泰世華網銀盜轉事件

新形態攻擊趨勢(混合型)

Source：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27/post/202101300013



攻擊者
發送釣魚簡訊

受害者
收到釣魚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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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網銀盜轉事件



受害者
點擊連結
進入釣魚網站
輸入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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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網銀盜轉事件



攻擊者
取得受害者帳密
並且
登入真實網站(國泰世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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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網銀盜轉事件



攻擊者
進行非約定轉帳動作
網銀發送OTP簡訊認證
等待……………

受害者
手機收到SMS簡訊認證
輸入手機認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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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網銀盜轉事件



受害者
完成認證碼輸入

國泰世華網銀盜轉事件



攻擊者
取得簡訊認證碼
完成轉帳

國泰世華網銀盜轉事件



駭客
受害者

OTP 簡訊認證碼

攻擊流程示意圖

簡訊社交工程 中間人攻擊

國泰世華網銀盜轉事件



智慧型手機資安威脅與防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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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發展史



1902年
內森·斯塔布菲爾德，鄉下住宅內製成了第一個
無線電話裝置，這部可無線移動通訊的電話就
是人類對「手機」技術最早的探索研究。

果園實驗
他在自己的果園裡架設了36公尺的天線，成功將語音從一部手機傳輸到
另一部手機里。

信號範圍：800公尺

Sour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han_Stubblefield

手機發展史



2007年
第一代iPhone公開展示的畫面。當時的我們雖然有隨身聽、手機、可上網的
黑莓機，但是iPhone是第一個將所有功能整合在一起的手機。

Source:
https://dq.yam.com/post.php?id=7130

手機發展史



Source:
https://gs.statcounter.com/platform-market-share/desktop-mobile/worldwide/2016

2021年
多數人已漸漸習慣使用手機上的社交、行動支付及金流交易等功能。

伴隨著手機功能的提升，也提供了駭客
攻擊的新舞台

手機發展史



Source:
https://appfigures.com/top-apps/google-play/taiwan/communication

手機發展史



手機發展史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Source:
https://3c.ltn.com.tw/news/45332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JxQkBeV_w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JxQkBeV_wY


Sourc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B%E9%A6%AC_(%E9%96%93%E8%AB%9C%E8%BB%9F%E4%BB%B6)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台灣LINE官方發出聲明證實，LINE系統已經檢測到異常，經過清查確認有
100多位政客遭駭客鎖定與入侵，包含府院、軍方、縣市長、政黨等高層
相關人士，造成國安重大威脅，國安單位已經開始展開調查，連近期被揭
露的間諜軟體「飛馬」（Pegasus）也都被列入懷疑名單，目前正由偵九
大隊追查中。

目前初步清查LINE駭客入侵用戶，多數隱私設定內的加密訊息功能
「Letter Sealing」都遭關閉，才會造成這次LINE對話紀錄遭外洩。

Source:
https://mrmad.com.tw/how-to-prevent-line-hacking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啟用LINE 提供的「點對點」訊息加密「Letter Sealing」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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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開啟「Letter Sealing」功能，讓聊天室的資料不
經過第三方，而是僅有傳送者、接收者能看到資
訊，即便 LINE 官方也無法透過伺服器查看內容，
得以確保訊息被從中攔截的可能。

4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取消勾選「允許被加入好友」

關閉允許被加入好友功能後，主要是防止手機通訊錄有LINE好友名單
會自動加入，對方也無法直接透過電話號碼搜尋後直接加入，一定要
先經由我們同意才能夠加入您的 LINE 好友。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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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4
關閉允許被加入好友功能後，主要是防止手機
通訊錄有LINE好友名單會自動加入，對方也無
法直接透過電話號碼搜尋後直接加入，一定要
先經由我們同意才能夠加入您的 LINE 好友。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Source: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1013004568-260412?chdtv

MalLocker.B

安裝完成後~
偽裝成來電通知，當用戶點擊Home鍵，
開始對手機發動攻擊，要求用戶支付贖
款的勒索內容會一直呈現在手機畫面上。

這款病毒無法成功上架在Google Play 
Store，常藉由網路論壇、偽裝成影片
撥放器或知名App形式出現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不要安裝來歷不明的App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Google Play商店中有11款APP，都遭植入最新的Joker間諜軟體，用戶一
旦下載，個資可能就會遭到竊取，甚至信用卡被莫名扣款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Joker仍透過改變代碼、執行方法等變種技術，不斷尋找進入
Google Play商店的途徑。

Source:google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安裝防毒軟體

國外資安評測網站《AV-TEST》，最新公布了一份針對15款知名
Android 防毒軟體App 的實測報告，於測試過程中使用近三千個
帶有惡意程式碼的應用程式作為樣本，並就「防護性」、「效能
性」、及「實用度」這三大測試指標，進行實測評分，各單一項目
的滿分最高為6分。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Source:
https://www.av-test.org/en/antivirus/mobile-devices/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Source:
https://www.av-test.org/en/antivirus/mobile-devices/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手機遭受到 Loapi 惡意病毒植入，就會開始展開各式各樣的猛烈攻擊，

包括：持續轟炸的彈跳式廣告視窗、執行 DDoS攻擊及透過內建挖礦
模組產門羅幣（Monero）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Source:
https://www.av-test.org/en/antivirus/mobile-devices/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約 170 款以「挖礦」為誘因的詐騙 App 手法，
受害用戶接近 10 萬人

不含木馬病毒順利避過Google Play審查
研究人員發現，由於這些挖礦APP內裏不含木
馬病毒，因此能順利避過Google Play的審查，
在APP商店上架。以下25款加密貨幣挖礦詐騙
APP名單：

Source: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hk/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Source:
https://apkpure.com/tw/top-coins-multi-crypto-cloud-mining/com.topcoins.cloud

購買相關服務後，用戶可以在程式內看到儀表
板，顯示他們的挖礦效率、收益等等，
App 會刻意調低數字累計速度，吸引使用者購
買更高階的服務選項。當然這一切都是假的，
實質沒有運行任何挖礦設備。

最後當用戶想兌換及提取加密貨幣，App便會
以達不到「最低餘額」或「交易待處理」為由
拒絕用戶。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使用者只要把追蹤器
繫在鑰匙、包包或其它
物件上，就能用手機來
追蹤其位置。

使用者的AirTag遺失了，
還可透過連結全球數十
億蘋果裝置的Find My
網路來協助尋找，
Find My網路可偵
測遺失的AirTag，並將
它的位置回報給失主。

全球定位!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由於她沒有購買Airtag，以為手機偵測到的裝置，
屬於她附近其他使用者。

後來她擔心事情並不簡單，「這個聲音一
直在我車上」……

如果追蹤的對象不屬於個人物品，而是一
個人的行蹤，就引發私隱及安全問題。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蘋果提醒，如果用戶偵測到來歷不明的AirTag，請按照以下步驟了解該
AirTag的資料：

使用 iPhone 或有 NFC 功能的智能手機，用頂部點一下 AirTag 白色的一面。
點一下顯示的通知，就可打開一個網站，列出該 AirTag 的資料，包括序號。
如果擁有者已將它標示為遺失，你可能會見到訊息，載有擁有者的聯絡方法資
料。你可聯絡擁有者，告訴對方你找到其AirTag。

預設網址found.apple.com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Source: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954259

研究人員發現，可以把AirTag NFC預設網址found.apple.com，私自改
為連結到惡意的釣魚網站，意味著可利用此管道，入侵用戶的手機裝置。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把AirTag NFC預設網址
found.apple.com，私自改
為連結到惡意的釣魚網站

受害者

手機頂部點一下
並貼住 AirTag
白色的一面

打開一個網站

植入惡意程式

Pegasus(監控)
MalLocker.B(勒索)
Joker(盜刷)
Loapi(挖礦)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智慧型手機防護策略



NCC進行共14款手機檢測作業~

初測（110年1月）即通過：APPLE iPhone 11。

複測（110年4月）後通過：初測未通過，經手機製造商積極配合改善後複
測通過，包括SONY XPERIA 5、三星GALAXY A20、HTC DESIRE 19S、
ASUS ZENFONE MAX M2、台灣大哥大A55及A57、SUGAR C13、紅米
REDMI NOTE 8T、華為Y9 PRIME 2019、OPPO A9 2020、Koobee S16、
REALME XT、VIVO Y12等13款。

Source: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sn_f=46299

智慧型手機防護策略



NCC提醒民眾保持良好使用手機習慣，以「三不五要」加強保護個人資
料與隱私安全：

Source: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sn_f=46299

三不：
1.不瀏覽可疑網站：瀏覽可疑網站，可能會在手機使用者未注意情形下，
自動下載軟體駭入手機，竊取手機內個資或隱私。

2.不連接可疑之Wi-Fi：具惡意接取點可能監聽手機使用者通訊內容，提
升重要資訊洩露風險。

3.不強行取得管理者權限：如利用可疑APP取得手機管理者權限，可能
導致手機上所有個資及隱私遭竊。

智慧型手機防護策略



Source: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sn_f=46299

五要：
1. 要定期更新密碼：應避免過於簡單之密碼，易遭駭客破解。
2. 要更新軟體程式及備份資料：可避免舊版程式漏洞造成損害及資料遺失。
3. 要關閉未使用的Wi-Fi/藍牙/NFC等介面：可減少具惡意設備連接，降

低手機被駭風險。
4. 連接的Wi-Fi要開啟加密防護：可避免有心人監聽手機網路通訊取得重

要資訊。
5. 手機不再用時要刪除機敏資料：可避免機敏資料遭他人擷取。

智慧型手機防護策略



Source: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1986?user_type=4&topic=9

1. 確認「允許安裝來源不明的應用程式」設定關閉
2. 定期更改重要網路服務的密碼
3. 解除安裝沒使用的 Apps
4. 檢查已下載 Apps 的授權許可

智慧型手機防護策略



Source: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1986?user_type=4&topic=9

確認「允許安裝來源不明的應用程式」設定關閉
不允許自己的手機在 Google Play 或 Apple Store等官方 Apps 以外的交易
市集下載 Apps 是安全基本防護的第一步，你可以打開手機中的「設定」
功能，然後選擇「安全性」（不同版本的手機可能相關功能在其他處，但多
有類似名稱）

智慧型手機防護策略



智慧型手機防護策略



智慧型手機防護策略



智慧型手機防護策略



Source:
https://cybernews.com/best-password-managers/most-common-passwords/

定期更改重要網路服務的密碼
避免使用同一套帳號與密碼，否則很有可能當某個服務被駭客攻擊並取得
帳號密碼後，其他所有的服務都連帶被取走控制權。

智慧型手機防護策略



Source: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1986?user_type=4&topic=9

解除安裝沒使用的 Apps
大家可以檢視自己的智慧型手機中安裝的所有 Apps，這些已安裝的 Apps 
中有多少是真的有在使用的？

智慧型手機防護策略



Source: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1986?user_type=4&topic=9

檢查已下載 Apps 的授權許可
在解除安裝不再需要的 Apps 之後，接下來要針對還留存在手機內的 Apps ，
逐一檢視你曾經授權這些 Apps 存取手機相關資料的範圍。

智慧型手機防護策略





常見駭客攻擊手法

組織內部
駭客



常見駭客攻擊手法-1/2

1.資訊蒐集

利用組織對外服務站台，逐步滲透至內部網路，取得重要主
機最高權限而控制整個組織之資訊系統

Web 
ServerInternet AP

Server

DB
Server

OA

AD
Server

2.弱點探測

3.漏洞利用

4.提升權限

5.建立後門

6.橫向移動



常見駭客攻擊手法-2/2

利用社交工程等技術，直接滲透至內部網路，取得重要主機
最高權限而控制整個組織之資訊系統

Web 
ServerInternet

AP
Server

DB
Server

OA

AD
Server

電子郵件

隨身碟USB

電話

供應鏈攻擊（Supply Chain Attack）

簡訊



供應鏈攻擊（Supply Chain Attack）



供應鏈攻擊（Supply Chain Attack）

Source:
https://www.mjib.gov.tw

2020年8月 大陸駭客組織Blacktech、Taidoor、MustangPanda和APT40，
長期攻擊資訊服務供應商當成跳板，駭入10個政府部門或公家單
位網路，竊取台灣機敏資料及民眾個資



供應鏈攻擊（Supply Chain Attack）



2020年12月
SolarWinds 事件 駭客將惡意程式植入SolarWinds網路管理產品，受

感染的檔案隨著產品更新一併派送到用戶端，導致
將近18,000家企業用戶安裝該程式而受到損害

美國軟體開發公司

美國國土安全部 美國財政部

供應鏈攻擊（Supply Chain Attack）



駭客在2019年9月4日，
就已經入侵了
SolarWinds的內網；

從駭客入侵開始到SolarWinds知曉
已是1年3個月後的事~

SolarWinds委由CrowdStrike調查的報告

2020年12月12日，
SolarWinds才知道有
這個後門的存在。

2020年2月20日，
完成Sunburst惡
意程式部署



供應鏈攻擊（Supply Chain Attack）



2021年7月Kaseya 事件 7/4 REvil通過IT供應商Kaseya的VSA軟體的自動更
新，將其勒索軟體散播到200間以上的企業網路中，
造成史上最大供應鏈勒索攻擊。

Source:
https://blog.billows.com.tw/?p=1210

Kaseya CEO 弗雷德沃考拉（Fred Vocola）表示，實際受到影響
的企業大約達到 800 至 1500 家。

供應鏈攻擊（Supply Chain Attack）





Kaseya 的前員工稱，他們在 2017 年至 2020 年間多次
警告高管 Kaseya 的產品存在“嚴重”安全漏洞，但該
公司並未真正解決這些漏洞。

供應鏈攻擊（Supply Chain Attack）



供應鏈攻擊之建議措施

 檢討委外廠商透過遠端進行管理的必要性
 時刻注意AD伺服器之軟體派送情形，並加強監控網域帳號有
無遭異常新增與登入

 檢視VPN有無異常登入或主機遭安裝VPN連線軟體
 經常檢視防毒主機稽核報告
 重新審視防火牆規則，限制重要主機的對外連線
 定期修補IP分享器或路由器之漏洞、檢視VPN帳號及定期更
換密碼

供應鏈攻擊（Supply Chain Attack）

Source:
https://www.mjib.gov.tw



常見社交工程手法



「社交工程」
就是利用人性的弱點進行詐騙！
透過電話、電子郵件、簡訊等方式偽裝身份誘騙您上勾受
騙，是一種非「全面」技術性的攻擊方式，藉由人際關係的
互動進行犯罪。



常見的社交工程攻擊媒介

電子郵件/簡訊
電話 USB介面 QR Code郵件包裹



郵件包裹



電話



USB介面



QR Code



電子郵件/簡訊

垃圾式攻擊
亂槍打鳥的垃圾式攻擊，主
要是根據社會時事，攻擊者
寄送惡意病毒電郵或訊息。
這些資料訊息的標題通常包
含『聳動』或是『誘人』的
社會事件。

範例：選舉內幕、肺炎疫情
等等。
目標：隨意寄送給任何人、
傳送給任何手機訊息。

釣魚式攻擊
先製作假網站，攻擊者寄送
電郵或訊息，誘騙受害人到
這些假網站。這些假網站通
常是偽裝成為『金融』或是
『信箱』的異常通知處理。

範例：銀行帳單、信箱爆滿、
快遞包裹等等。目標：隨
意寄送給任何人、傳送給任
何手機訊息。

魚叉式攻擊
針對特定目標或特定機構的
員工，觀察其社群媒體帳號
(如 Twitter、Facebook 和
Line)，精心製作出很有說
服力的手機簡訊或郵件內容，
並且挾帶可造成感染的附件
檔案或URL連結，稱為
Spear Phishing。

範例：工作通知、社群訊息
等等。
目標：高階主管、活躍人士
等等。



Source:
https://www.menlosecurity.com/blog/sophisticated-covid-19-based-phishing-attacks-leverage-pdf-attachments-and-saas-to-bypass-defenses/

垃圾式攻擊
亂槍打鳥的垃圾式攻
擊，主要是根據社會
時事，攻擊者寄送惡
意病毒電郵或訊息。
這些資料訊息的標題
通常包含『聳動』或
是『誘人』的社會事
件。

範例：選舉內幕、肺
炎疫情等等。
目標：隨意寄送給任
何人、傳送給任何手
機訊息。







Source:
https://phishstats.info:8443/public/dashboard/3bd497a3-9d59-441a-a4e8-6b7544312257

釣魚式攻擊
先製作假網站，攻擊
者寄送電郵或訊息，
誘騙受害人到這些假
網站。這些假網站通
常是偽裝成為『金融』
或是『信箱』的異常
通知處理。

範例：銀行帳單、信
箱爆滿、快遞包裹等
等。目標：隨意寄送
給任何人、傳送給任
何手機訊息。



激發收信者著急或恐
慌的反應

Source:
https://phishstats.info:8443/public/dashboard/096f9d39-441c-44d2-abbd-ea065e31c74a?start=2020-05-01







駭客如何盯上你?攻擊者的第一步~



描述駭客攻擊戰術流程，便於組織
進行資安防禦評估作業



收集受害者身份訊息

駭客可能會收集有關受害者身份訊息。有關身份資訊可能包括
各種類型，包括個人資料（例如：員工姓名、電子郵件地址
等）等資訊。



垃圾式攻擊 釣魚式攻擊 魚叉式攻擊

駭客完成了第一步

有了網路釣魚對象……



非公務使用(拍賣、購物網站等)，切勿使用
公務信箱進行註冊~

公務使用之信箱，一定能被找到

資安宣導

社交郵件演練

關於信箱，我們應該注意的事……

撞庫攻擊



釣魚信件?如何避免再次上鉤!



Tip 1 誰寄的?

別相信呈現的「寄件者名稱」及「email地址」
釣魚信件常用的技巧之一就是假造電子郵件的顯
示名稱，甚至email 地址都可以假造
【技巧】將滑鼠移到寄件者名字上會出現相關訊
息

Source:
https://www.cc.ntu.edu.tw/mailtips/index.html



Tip 2 信件主旨

留意信件主旨中的緊急或威脅字眼
常見的釣魚/詐騙手法就是企圖激發收信者著急或
恐慌的反應
【技巧】不要緊張，先根據其它要點判斷信件真偽

Source:
https://www.cc.ntu.edu.tw/mailtips/index.html



Tip 3 信件寫法

睜大眼睛看清楚拼字是否正確
假冒信件有時會將網址或email address拼錯
【技巧】本國信件內容使用簡體或英文書寫時多
注意

Source:
https://www.cc.ntu.edu.tw/mailtips/index.html



Tip 4 信寫給誰的

信中的稱謂很重要！
信件開頭稱謂如果是很模糊的泛稱，例如：親愛的
用戶、尊敬的用戶、Dear Google user、Dear 
Sir/Madam等，最好提高警覺！

Source:
https://www.cc.ntu.edu.tw/mailtips/index.html



Tip 5 信是誰寫的?

注意信件的署名
信件末尾若未提供詳細的署名或聯絡方式，很可
能就是釣魚信件
【技巧】公司或系統通知信件一定會留下單位名
稱及承辦人連絡方式

Source:
https://www.cc.ntu.edu.tw/mailtips/index.html



Tip 6看清網址連結

看看就好，不要點下去！
請注意網址URL和來信方的關係
注意網址URL，詐騙信件經常會故意混淆或拼錯網
址，例如 https://www.micros0ft.com/
【技巧】把滑鼠游標移到信件中的連結上，就會顯
示連結的真正網址

Source:
https://www.cc.ntu.edu.tw/mailtips/index.html



Tip 7小心信件附件

切勿點開信件附檔
若非認識或正在等待的信件，切勿打開任何信件的
附檔
附檔類型是可以偽裝的，看起來是圖片，可能實際
上內藏惡意程式

Source:
https://www.cc.ntu.edu.tw/mailtips/index.html



Tip 8注意回信內容

千萬不要在信中提供個人資訊！
合法的銀行、企業信件不會要求在電子郵件中提
供個人機敏資訊
不要在信件中提供帳號和密碼！

Source:
https://www.cc.ntu.edu.tw/mailtips/index.html



釣魚信件案例分享-1

Chunghwa Post
<Chunghwapost@send.info.tw>

中華郵政網post.gov.tw

寄件者：

主旨：英文書寫?
內容：英文書寫+縮網址



https://bit.ly/3irNaaC

縮網址

釣魚信件案例分享-1



https://bit.ly/3irNaaC

縮網址

釣魚信件案例分享-1



https://bit.ly/3irN
aaC

https://takeprofits.in/tw/chunghwapost/
manage

Source:
https://www.expandurl.net/expand

釣魚信件案例分享-1



釣魚信件案例分享-1



釣魚信件案例分享-1



https://bit.ly/3irNaaC

釣魚信件案例分享-1



https://takeprofits.in/tw/chunghwapost/manage

釣魚信件案例分享-1



DEVLIVERY
<u2-j6yh9dn79s6j@c87324.sgvps.net>

UPS ups.com

釣魚信件案例分享-2

寄件者：

內容：縮網址



https://s.id/BunMJ

縮網址

釣魚信件案例分享-2



Source:
https://www.expandurl.net/expand

https://s.id/B
unMJ

http://tazkiaflourmills.com/wp-
content/themes/twentytwenty/rusps.html

釣魚信件案例分享-2



釣魚信件案例分享-2



釣魚信件案例分享-2



夾帶部分真實的謊言，
容易令人上當…..

先入侵寄件者的電腦，再
來寄發電子郵件。

完全假冒寄件者









複習一下~



• 近期資安事件分享
• 仁寶勒索事件
• 廣達勒索事件
• 網路銀行盜轉案件

• 智慧型手機資安威脅與防護策略
• 手機發展史
• 智慧型手機常見的資安威脅
• 智慧型手機防護策略

• 社交工程介紹
• 常見社交工程手法
• 駭客如何盯上你?攻擊者的第一步
• 釣魚信件?如何避免再次上鉤!



多一分注意
多一分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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