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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電腦的普及與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為人們的生活

帶來許多的便利性，也改變了傳統的交易型態，舉凡人們生活中的
食衣住行育樂所需的交易與資訊，皆可在網際網路上輕易地完成。
而網際網路為人們的生活帶來方便的同時也產生了許多資訊安全隱
憂，例如惡意程式的大量散播攻擊造成組織系統的毀損、駭客入侵
網站竄改網頁甚至竊取組織重要資料或癱瘓組織系統等。這些資訊
安全問題已形成組織極大的威脅甚而使組織蒙受極大的損失。因此
資訊安全與惡意程式的防護已成為每個組織所必須重視的課題。 

 
而政府為因應資訊時代的來臨，自民國 86 年即開始推動電子化

政府建設，以期簡化政府行政作業流程並提供民眾更為快速與便捷
的服務。而政府組織為整個國家運作的核心，所掌管之資料更攸關
人民的個人隱私、身家財產乃至國家機密等，資料如果遭到竊取、
竄改、或破壞，將對民眾權益甚至國家安全造成極大威脅。所以資
料的機密性、完整性與可用性相較於私人企業更顯重要。因近年來
網路犯罪與惡意程式的攻擊事件層出不窮且攻擊手法也日趨多元，
致使政府組織無時無刻須承受系統遭破壞或資訊遭竊取或竄改的風
險，而本所因掌管之地籍資料與人民的財產息息相關，資料的保護
與保存更形重要，因此為了更進一部落實資訊安全管理與惡意程式
的防護，此報告將以本所為例，探討本所資訊安全與惡意程式防護
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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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訊安全 

 
一、何謂資訊安全 

 
在討論資訊安全之前首先所要了解的是何謂資訊?簡單的說，在

組織營運的過程當中，所收集、處理、保存或產出而對組織而言具
有價值或意義的資料即可稱為資訊。資訊的存在並不具有固定的形
式，舉凡列印於紙本上的資料，儲存於電子媒體上的電子資料、影
像或影片，甚至人與人交談間所產生之訊息皆屬於資訊的範圍。而
資訊安全所保護的對象即是對組織而言具有價值的資訊。根據 CNS
國家標準文件中對於資訊安全的解釋為「資訊對於組織而言是一種
資產和其他重要營運資產一樣具有價值，因此需持續妥善予以保
護。資訊安全可保護資訊不受各種威脅，確保持續營運，將營運損
失減至最低，得到最豐厚的投資報酬率及商機。」而資訊安全的三
大目標為確保資訊的機密性(confidentiality)、完整性(integrity)
與可用性(availability)。 

 
所謂機密性即為資訊不可被未經授權之個人、實體、流程所取

得或揭露的特性。也就是確保資訊只允許有經過授權的人才可存
取，以維護資料的秘密性與使用者的隱私性。而完整性即為保護資
訊與處理方法的準確性和完整性。須確保資料在處理、傳遞與儲存
的過程中資料的正確與完整並避免人為的刻意竄改。而可用性為確
保有經過授權之人員或使用者欲使用資料或服務時，可以順利的使
用資料與服務不受干擾或阻絕，並得到即時的回應。 

 
除此之外，在網路交易活動日趨盛行的今日，交易資訊在網路

上流通除了須滿足上述三個目標外，最佳的清況中，仍須滿足鑑別
性(真實性)、可歸責性、不可否認性與可靠性。所謂鑑別性為須辨
識資訊使用者的身分，即為可紀錄資訊是由何使用者所使用過。可
歸責性為所有的資訊資產應有專人負責管理與維護，且管理之紀錄
必須是可追溯的。不可否認性為交易的收發雙方在進行交易時必須
參與安全管制並無法否認執行過的交易，例如數位簽章技術即為達
到交易的不可否認性，以防止存心不良的使用者否認其已進行之交
易。可靠性為資訊的正確度與可靠的資訊來源，通常與系統執行的
穩定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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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安全的威脅與挑戰 
 
    所謂資訊安全的威脅，即為對組織之資訊安全能造成負面影響
的事件皆可稱為資訊安全威脅。一般來說，資訊安全的威脅大致分
為兩個部分：天然因素與人為的因素，天然因素所造成之威脅例如
地震、水災、颱風、雷擊等等。而人為的因素所則包含了無意的威
脅與有意的威脅，無意的威脅例如人為的操作錯誤、設定不當、軟
體或系統的設計缺失，有意的威脅則例如組織內員工惡意的竊取或
破壞資料，駭客的惡意攻擊與惡意程式的散播，偷竊或未經授權的
存取等等。 
 

而以政府部門而言，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與電腦安全協會
(CSI/FBI)所進行之調查結果 (如表一) 及我國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資
料處理中心所進行的「電腦應用概況」調查中皆顯示近年來政府組
織所發生的資安事件中仍舊以惡意程式的攻擊佔絕大部分，對於政
府組織的危害及影響亦最為深遠。而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所調查之資
訊安全事件概況報告中(如表二) 則將資安事件簡單分為電腦病毒攻
擊、駭客攻擊、植入後門、資料遭竊取或破壞、網頁置換及其他
等。根據這些資安事件發生的原因絕大部分也都與惡意程式息息相
關。因此為了避免此類資安事件之發生，惡意程式的防護就更顯得
重要了。 

 
此外，以 CSI/FBI 的調查結果發現近年來的資安事件中除了惡

意程式攻擊之外，內部人員不當存取網路與攜帶型電腦遭偷竊所產
生的資安事件比例也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因此資訊安全的落實除了
需俱備技術面的專業知識外尚需要對組織人員、資產、資料進行有
效的管理，否則組織的管理出現了漏洞亦可能產生資安威脅造成組
織的損失。 

 
    而目前政府的資訊安全工作仍存在著許多的挑戰與隱憂。例如
目前公務機關當中資訊業務或資訊系統之開發已漸多委外，而大多
數機關仍存在欠缺專業能力監督開發或維護廠商之情形。而資安所
須專業能力須長時間培養，現有資訊人員資安訓練有限，技術能力
普遍尚有不足。再者各機關應用系統的開發大多未能妥適規劃，開
發廠商開發系統時大多僅考量系統之功能性而普遍欠缺資訊安全之
考量，甚而系統開發人員亦不知如何撰寫符合資訊安全的系統，因
而應用程式產生資安漏洞而讓駭客有機可乘，應用程式品質難以量
測以致系統造成的資安問題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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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CSI/FBI Computer Crime and Security Survey 

類型/百分比(%)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阻斷服務             
denial of service 

27 36 40 42 39 32 25 25 

NB/行動設備失竊   
Laptop/mobile theft 

60 64 56 59 49 48 47 50 

電信詐騙            
Telecom fraud 

11 10 - - - - - 5 

未授權存取     
Unauthoriz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71 49 39 45 39 32 32 25 

電腦病毒              
Virus 

85 94 85 82 78 75 65 52 

財務詐騙          
Financial fraud 

11 12 12 15 8 7 9 12 

內部網路資源濫用    
Insider abuse of Net 
access 

79 91 78 80 59 48 42 59 

系統入侵/滲透        
System penetration 

25 40 40 36 17 14 15 13 

蓄意破壞           
Sabotage 

17 18 9 21 5 2 3 4 

資料竊取              
Theft of proprietary 

20 26 20 21 10 10 9 8 

無線網路資源濫用      
Abuse of wireless network 

- - - - 15 16 14 17 

浮濫瀏覽 Web 網站     
Misuse of public Web 
application 

- - - - 10 5 6 9 

網頁塗鴉                
Web site defacement 

- - - - 8 5 6 10 

 
 
表格 2  政府行政機關遭遇資訊安全事件概況 

有遭遇過  
無遭遇過
(%) 

電腦病毒
攻擊(%) 

駭客攻擊
(%) 

被植入後
門程式
(%) 

資料遭竊
取或被破
壞(%) 

網頁被置
換(%) 

其他(%) 

95 63.70 28.83 2.81 6.46 0.48 4.01 2.21 
94 58.26 35.81 4.07 7.60 0.36 4.25 2.69 
93 53.22 40.87 4.33 10.36 0.76 3.51 1.6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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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安全管理 
 

前面章節已針對資訊安全的意義與威脅進行簡單的說明。任何
組織在針對組織內部進行資訊安全評估時，首先要考量的就是如何
達成資訊安全目標。為了能有效達到資訊安全的目標，所要進行的
工作通常包含了技術面與管理面，在技術面方面包含了惡意程式防
護的技術與資安產品的佈建，而在管理面所需要進行的就是組織內
的資訊安全管理，資訊安全管理是一套完整的管理流程，提供組織
有效的建構資訊安全防護機制。透過一套有效且嚴謹的管理制度來
儘可能降低資安事件發生的機率，以達成資訊安全的目標。 
 

而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在世界各國中早已有多項的認證
標準例如美國 COBIT、TCSEC 與英國 BS7799。而這些認證標準當中
最為人所熟知即為英國標準協會(British Standard Institute, 
BSI) 於 1999 年所公佈發行的 BS7799 Part-1 及 Part-2，用以作
為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ISMS) 實施的指南與驗證的依據，而國際標準組織 (ISO) 隨後也將
BS7799 納入而形成後來的 ISO/IEC 17799 及 ISO 27001。而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則根據 ISO/IEC 17799 與 ISO27001 於 2006 年 6 月修訂
而成國家標準 CNS17799 及 CNS27001。 
 

ISO27001 標準之 ISMS 包含 11 大控管要點，其 11 大控管要點
概述如下： 
(1)安全政策—安全政策的目標在於提供組織管理的方向來保障組織 

的資訊安全同時亦表達組織對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支持與承諾 
(2)資訊安全組織—建立一個管理架構，用於公司內部資訊安全管理 

與控制，以及執行現有的資訊安全規定。 
(3)資產管理—確保對組織各項資產的安全進行有效保護。 
(4)人力資源管理—明訂所有人員在安全方面的職責與角色。 
(5)實體和環境安全—對組織營運場所及人員提出簡單明確的安全要 

求。 
(6)通訊與作業管理—儘可能完善公司內外的溝通聯繫，以利於資訊 

安全管理系統的順利運行。 
(7)存取控制—管理對資訊的存取行為。 
(8)資訊系統取得、開發和維護—確保公司 IT 專案和相關支援活動 

已實施安全控制，必要時進行資料管制和加密。 
(9)資訊安全事故管理—確保在某種程度上傳達與資訊系統有關的資 



 7

訊安全事件與弱點，始能採去即時的矯正行動，確保實施一致與
有效的方法管理資訊安全事故。 

(10)營運持續管理—發展和維護企業持續營運計劃，保護關鍵業務 
免受重大災難或中斷的衝擊與影響。 

(11)遵循性—符合資訊安全法令或規定的相關要求。 
 

ISO27001 為標準建立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ISMS)需包含幾個步驟如下所示; 
 
步驟 1.資訊安全政策的制定： 
步驟 2.資訊安全範圍的界定 
步驟 3.風險評鑑 
步驟 4.風險管理 
步驟 5.適用聲明書的擬定 
 
步驟 1.資訊安全政策的制定主要在於提供單一文件用以說明組織對
於組織內資訊資產的保全所抱持的態度與信念，除此之外政策的內
容應說明政策適用的環境、人事與流程的範圍以及違反獲不遵守政
策的後果。 
 
步驟 2.資訊安全範圍的界定主要是根據組織的特性諸如組織的營
運、所在位置、技術以及包括任何該範圍所排除的細節和理由，界
定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範圍。在範圍的界定當中，組織的關鍵核心
業務最為重要一定要納入資訊安全實施的範圍。 
 
步驟 3.風險評鑑主要為針對組織內的資產的價值與資產可能潛在的
弱點與威脅、資產的可用性、機密性、完整性與適法性的各項衝擊
進行評估，以作為後續風險管理時的依據。風險評鑑所包含的程序
有資產的鑑別、資產的評價、弱點的評鑑、威脅的評鑑、風險的計
算。 
 
步驟 4.風險管理主要針對風險評鑑、風險分析的結果進行處理與有
效的控管以降低風險的發生。風險控制的方法為避免風險、轉移風
險、降低風險，最後接受剩餘的風險。對於風險評鑑中風險高於組
織可接受範圍內的資產，必須透過風險處理計畫或風險矯正措施等
策略，對風險進行處理與控制，同時評估風險控制的成效務必使資
產風險值降至組織可接受的範圍內，或進一步預防風險的發生，使
其可能引發的損失降之最低，才算完成風險管理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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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適用聲明書的擬定：主要為依據 ISO27001 中所列之各項控
制措施、133 項的控制目標逐一說明是否適用或排除，並說明理由
最後產生一份組織的適用性聲明，主要用於日後組隻進行外部稽核
時，認證公司利用此一適用性聲明書來進行驗證。 

經過上述步驟 1 至步驟 5 後，ISMS 即算建置完成。ISO27001 雖
然是一套有效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但有部分的管控方式仍必須用技
術面去滿足，而如何以管理面為基礎，徹底了解組織環境後，採行
最有效的技術進行補強，達成符合組織的安全政策與目標，將是資
安領域重要的議題。 因此下一章節將針對技術面來探討組織當中最
常發生的資安事件也就事惡意程式的攻擊與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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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惡意程式的概況 

一、近年來惡意程式的發展趨勢 

    自從 1986 年第一隻病毒程式 Brain 出現以來，惡意程式的發展
至今不過短短的二十多年。但惡意程式的演變與種類卻日趨多元與
複雜。早期的惡意程式大多稱為病毒並以破壞攻擊電腦作業系統或
應用程式為主，僅能透過磁片進行散佈或傳播。而在網際網路的蓬
勃發展後，病毒便以透過網路方式散播使得危害的層面更為寬廣，
規模與影響程度也越嚴重。例如 1999 年 4月所爆發的 CIH 病毒短短
的時間即造成全球超過 6000 萬台電腦造破壞。 

    而如今惡意的程式已不僅僅為病毒而已，常見的還包括特洛依
木馬、蠕蟲、廣告或間碟軟體…等，且其攻擊的目的也不僅是破壞
系統造成系統無法運作，還可能竊取個人或組織的機密資料，而造
成個人或組織重大損失。根據賽門鐵克所公佈的網路威脅研究報告
第 12 期的資料顯示，近年來攻擊者所發展、散播和利用的惡意程式
已日趨專業化和商業化且攻擊者開始利用受信任的環境，例如知名
網站，散播惡意程式給非特定的受害者。而從攻擊的趨勢顯示有越
來越多的攻擊者採用階段式攻擊(staged attack)初期先利用隱匿的
攻擊建立一據點，再透過該據點發動後續攻擊。攻擊的手法則結合
各種手法進行攻擊，例如攻擊者結合惡意程式、網路釣魚、垃圾郵
件、利用弱點及線上攻擊等。報告亦發現網頁瀏覽器外掛程式的弱
點最常被攻擊者利用來安裝惡意程式，其原因為一般使用者電腦與
網站進行活動較不易被發現。因此大部分惡意活動已開始瞄準網頁
進行攻擊。 

    除此之外，賽門鐵克網路威脅研究報告第 13 期更顯示惡意活動
已將目標由電腦轉向一般使用者，也就是說攻擊者已將目標瞄準可
用來進行詐騙的一般使用者資訊以獲取不法利益，許多的威脅皆是
專為竊取是使用者機密資訊而特別設計，例如鍵盤側錄。此種惡意
活動並不會破壞使用者系統因此常使使用者在毫無覺知的情形下機
密資訊因而遭到竊取。而近年來，地下經濟與黑市交易的日漸成熟
也造成惡意程式的商品化，產生了專業化的惡意程式設計師，利用
販賣惡意程式來獲利，也因此造成近年來新型態的惡意程式威脅明
顯增多。 

    而 SANS 亦針對近年來網路安全威脅的趨勢預測今(97)年網路安
全的十大威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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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瀏覽器漏洞進行更複雜網站攻擊行動會增加，特別是受信任
或合法的網站 

(2)製作精良而有效率的僵屍網路(Botnet)不斷增加。 
(3)有組織支持的網路間碟活動將鎖定大量資料，特別是目標式網路

釣魚。 
(4)行動電話威脅，特別是針對 iphone、VOIP 和 Google 手機平台所

開發的手機。 
(5)內部人員攻擊 
(6)進化的身份資料竊取，特別是利用僵屍電腦 
(7)惡意間碟程式不斷的增加。 
(8)Web 應用程式及安全漏洞的被利用 
(9)更複雜的社交工程攻擊會增加，利用混合式網路釣魚技術。 
(10)供應鏈攻擊會增加並經由信任廠商提供給客戶的設備受到感

染。 
 

由此可知，由於惡意程式的不斷變化且攻擊模式日益複雜致使
惡意程式的防護也日趨困難，單靠防毒軟體來防範惡意程式已顯然
不足了。 
 
 
二、常見的惡意程式及其攻擊方式 
 

一般來說，惡意程式泛指所有具破壞行為的程式碼包括電腦病
毒(Virus)、網路蠕蟲(Worm)、木馬及後門程式(Trojan and 
Backdoor)、間諜及廣告程式(Spyware and Adware)及服務和漏洞探
測程式(Service and Vulnerability Exploit)。這幾種常見的惡意
程式簡單的介紹如下 
(1)電腦病毒(Virus):電腦病毒為一段程式碼，能夠依附在其他程式 

或電腦及磁碟的開機磁區甚至是任何可執行程式的裝置中。通常
病毒不俱主動傳播的能力也就是其需透過人為攜帶磁片或網路檔
案傳輸方式，被動的依附軟體程式而隨之擴散並藉由感染者開機
或執行程式時才會發作進而感染相似的媒介。病毒發作時通常以
破壞檔案、系統或磁碟資料為目的，部分甚至可以影響硬體的運
作。其破壞程度完全視撰寫病毒程式的功能而定。 

(2)網路蠕蟲(Worm)：網路蠕蟲與一般病毒不同，其具有自我複製及
感染的能力並利用網路尋找系統的弱點或漏洞予以入侵。網路蠕
蟲為求能夠快速傳播通常僅為一段體積較小的獨立程式碼。其首
要目的為短時間能大量傳播進而加重網路頻寬或系統的負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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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運作需耗費大量系統及網路資源最後造成主機或網路系統的
當機。電腦蠕蟲一般來說並不像病毒具有破壞檔案或資料的特
性。 

(3)木馬及後門程式(Trojan and Backdoor)：木馬及後門程式通常
隱藏於程式或系統之中，使用者不易察覺其存在，其設計通常是
為了為後續的入侵做準備，例如竊取或更改重要資料、方便駭客
入侵主機系統或作為駭客之跳板以便於發動攻擊等。 

(4)間諜及廣告程式(Spyware and Adware)：間諜及廣告程式本質上
與木馬及後門程式類似但目的不同，間諜程式程式的主要目的在
於紀錄使用者的資料及密碼而廣告程式的目的則在於蒐集使用者
之行為。間諜及廣告程式通常不具破壞性，以便僅可能不讓使用
者發現。 

(5)服務和漏洞探測程式(Service and Vulnerability Exploit)：
服務及漏洞探測程式並非皆屬於惡意用途其目的或為資安維護廠
商為作為資訊安全評估所使用，或駭客入侵初期為發覺系統弱點
及搜尋攻擊目標所使用。這類程式通常具有大量主機掃描及探測
的能力。 

 
而這些惡意程式在這些年常見的攻擊方式包含以下所列的方法 
 
(1)USB 病毒或蠕蟲：近年來由於可攜式儲存裝置的快速發展和普及  

以及其本身所帶來的方便性，使得病毒或蠕蟲亦利用此一管道進  
行散播。USB 病毒的原理在於當電腦安裝 USB 儲存裝置時，  
Windows 系統會自動尋找並執行 autorun.inf 程式，病毒就  
在 autorun.inf 中指向病毒執行檔的位置。而 Windows 系統
的 USB 介面預設即為自動撥放，因此在 Windows 作業系統預設
情況下，當使用者插入 USB 設備至電腦時，就會自動執行這一
連串的行為，而造系統的中毒進而造成大規模的感染。 

(2)利用 P2P 或網路即時通軟體進行傳播與攻擊：P2P 軟體的網路架 
構中將每個用戶端都當成相同地位的點來管理，每個分散的用戶
端都是被分散開來提供服務，上傳檔案給其他的用戶端以完成下
載。由於 P2P 軟體為了讓傳輸順暢通常會開放一定數量的埠號，
每個開放的埠號都可能給攻擊者一條潛在的路徑，並用以對網路
進行攻擊。再者利用 P2P 網路架構來進行檔案的傳輸與分享時，
惡意程式同樣能夠經由此管道來散佈給其他的用戶端。另外，使
用者透過 P2P 軟體進行檔案下載，使用者並無法得知此檔案的創
建者及此檔案的可信度，因此往往使用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下載
了許多包含惡意程式的檔案而讓系統遭受攻擊與破壞。而即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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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除了用來傳輸使用者交談的訊息外亦可用於傳輸資料或檔案
用，而駭客亦利用此管道誘騙使用者開啟檔案而造成系統中毒或
遭植入木馬。 

 
(3)惡意程式過透網站來進行攻擊與散播(網頁惡意掛馬)：由於使用 

者上網需透過瀏覽器的使用，例如微軟的 Internet Explorer，
而瀏覽器本身在執行網頁的載入時常會自動執行一些程式，例如
Javascript 程式。如果使用者所瀏覽的網站遭到駭客入侵，駭
客會在正常的網頁當中插入惡意連結以誘使瀏覽該網站的使用者
電腦也被植入木馬程式，例如使用者瀏覽網頁時被告之需安裝相
關 ActiveX 控制元件以進行後需瀏覽動作而不知其控制項為駭客
所值入，因此使用者安裝此俱有惡意程式的 ActiveX 控制元件後
隨即遭惡意程式的入侵而不自知。而近年來，許多網站遭植入的
攻擊程式有許多皆屬於零時差攻擊，所謂零時差攻擊即是未被公
告或修補的弱點攻擊程式，這些零時差攻擊程式開發時可能亦經
過防毒軟體的偵測測試，因此能在防毒公司未能得知並開發出防
範的特徵值時即進行攻擊，因此也就造成近年來，惡意程式利用
網站進行攻擊的事件居高不下的原因。 

 
(4)電子郵件：惡意程式透過電子郵件以進行散播為最常見的傳播方 

式，此類惡意程式透過電子郵件附加檔案方式傳播，使用者只要
開啟附加檔案即會被惡意程式所感染，而此種方式後來又進化
到只需使用者閱讀郵件便會遭受感染，而 Microsoft Outlook
中的預覽功能預設亦為開啟狀態，因此只需使用者點選到該郵
件及會受到感染，以往透過附加檔案進行感染的方式通常透過
執行檔 (.exe 或.com) 或 Microsoft Office 檔案，而近年來最
新的方式為利用 Adobe Acrobat Reader 的弱點所產生附加
於.pdf 檔案的惡意程式，因此使用者利用 Acrobat Reader 7.0
之前的版本進行瀏覽檔案亦有感染風險。 

 
(5)網路釣魚與社交工程：網路釣魚為一種以惡意程式為基礎的詐騙

方法，其詐騙方式通常亦利用電子郵件傳播惡意網站的連結網
址，使用者在未查證網址正確性前連結至該網址即可能受到惡意
程式感染或遭竊取使用者機密資料例如使用者的帳號密碼、身分
證字號等等。通常這類惡意網站會設計成與真正網站相類似，或
類似的網頁位址以混淆使用者的判斷力以提高網路釣魚成功率。
社交工程為利用人際關係的互動特性所發展出來的攻擊法，此攻
擊法通常利用人性的弱點並以非技術性手段獲取資訊或系統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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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例如利用和善的聲音、聳動的標題、假冒的能力、誘人的內
容等等。而近來有針對政府機構為目標的社交工程攻擊，利用
E-mail 散發偽造的主管機關公文，植入後門程式，進行帳號側
錄，並將暗中收集相關資料上傳給遠端控制者。它們透過 E-
mail 中連結進行惡意轉址或是誘使收件者開啟惡意附件後植入
後門程式。 

 
 
三、目前惡意程式防範方式 

 
前一節已針對目前常見的惡意程式及其攻擊方式做一簡單的介

紹，而要如何防護組織內的電腦與系統，使其避免成為惡意程式及
病毒木馬的攻擊目標，得先了解惡意程式及病毒木馬的運作方式，
才能採取有效的防治措施。一般而言，惡意程式及病毒木馬的運作
方式，概略有以下幾個步驟: 

 
(1)使用者下載惡意程式 
(2)執行惡意程式 
(3)植入惡意程式到作業系統 
(4)惡意程式執行攻擊或竊取資料 
 

舉個簡單例子來說明上述的流程。外部入侵者，會以各種方
式，誘騙使用者下載惡意程式，譬如在論壇網站散布訊息，讓使用
者點選到某一個惡意網頁，使用者進入後，惡意網頁透過瀏覽器，
植入惡意程式到使用者電腦中，並透過瀏覽器，啟動惡意程式，攻
擊別的電腦或竊取帳號資料。 

 
又或者外部入侵者，利用社交工程寄送電子郵件，以聳動的標

題，誘使使用者下載一個電影動畫或圖片，使用者下載開啟後，藉
由作業系統的漏洞，該電影動畫或圖片透過系統漏洞，植入惡意程
式到使用者電腦中，並於下次開啟啟動作業系統時，伴隨啟動惡意
程式，藉此攻擊別的電腦或竊取帳號資料。 

 
由此流程可知，入侵者會透過各種方式，誘騙使用者下載惡意

程式，使用者又無足夠的判斷力，判斷下載的程式是否具有威脅，
因此，最常用、最簡單的防治之道，就是在使用者下載惡意程式之
際，以及執行程式之際，啟動檢查程式，檢查該程式是否有問題。



 14

這種方式，也就是一般防毒軟體常用的方式，透過逐一的檢查檔案
或程式，以判斷程式否為病毒或木馬等惡意程式。 

 
由於程式的用途種類多，必須藉由搜集程式，測試研究，方能

定義是否為惡意程式。因此這種即時檢查的方式，有賴於檢查程式
背後，有一個「惡意程式特徵值的資料庫」，方能藉由比對特徵值
方式來判斷使用者下載或要執行的程式，是否為已知的惡意程式。
反之，如果尚未被發現、歸類為惡意程式的程式，檢查程式便無法
偵測出而讓使用者執行，導致植入惡意程式，也就是所謂未知的惡
意程式和零時差攻擊。惡意程式在未被發現之前，是無法被偵測得
知的，這也就是為何大規模流行的病毒攻擊能得逞的原因，因為這
些病毒程式都是檢查程式尚未得知，在空窗期之際，得以迅速散
佈，導致大量電腦中毒、癱瘓。 

 
另外一種是無法容易被檢查到的惡意程式，是利用使用者執行

的權限，而導致的。這類惡意程式，通常為透過瀏覽器執行的網頁
程式，這也是病毒木馬檢查程式較不擅長檢查到的。而這類程式的
植入，通常是利用社交工程，誘使使用者點選執行惡意網頁，或點
選下載惡意檔案（例如被植入病毒的.wmv 電影檔），由於使用者點
選執行，檢查程式視同使用者所允許的程式，因此這些程式被放行
之後，隨之植入木馬到電腦中，成為最難防範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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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訊安全與惡意程式的防範(以新莊地政事務所
為例) 

 
一、資訊安全管理現況 

 
本所目前以地政局於 93 年所訂定本縣地政資訊安全政策，並以

此政策為架構，推行本所各項資訊安全管理措施，雖然目前仍未能
導入 ISO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但將計畫於今年修訂資訊訊安全
政策及相關管理要點使其符合 ISO27001 文件規範。在未來將計畫逐
步建置 ISO27001 管理系統。 

 
而本所目前資訊安全管理包含幾個部分 
 
(1)資訊安全組織：本所資訊安全組織依 93 年「台北縣地政資訊安

全政策」及「台北縣新莊地政事務所資訊安全處理小組設置要
點」設立本所之資訊安全處理小組，並於今年(97)六月調整組織
架構，調整後的組織成員由主任、秘書、各課課長、研考、機房
管理員及各課編制內人員一名兼任，組織圖如下圖一所示 

 
 
 
 
 
 
 
 
 
 
 
 
 
 
 
 
 
 

 

 
 

 

 

 

 

 

 

 

 

 

 

 

 

 
 

召集人 
主任 

副召集人 

資訊課 

秘書 

登記課 測量課 地價課 研考 

課長 課長 課長 課長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機房管理員 

圖一.資訊(通)安全處理小組成員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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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產的管理：本所目前的資產包含了軟體資產、實體資產與資訊 

資產，每項資產皆列於資產清冊中並指定資產保管人以確保各項
資產的可用性，另外使用者欲安裝任何軟體皆須經過機房審核通
過，才由機房人員進行安裝，禁止使用者任意安裝軟體或非法軟
體。 
 

(3)人員管理：本所人員到所任職後皆須由業務單位確認其業務角色
後填寫帳號權限申請單，由機房進行帳號權限開設，開設的原則
為業務上有實質需要才會授予存取權限，從而避免權限開設浮濫
而造成內部人員的不當存取系統。此外對於所內人員所使用之設
備皆明訂其保管之責任，並進行業務相關系統的教育訓練以避免
不當的操作造成系統之損壞，人員離職前皆須填寫離職單歸還其
所保管之資產並移除其相關權限。 

 
(3)實體與環境安全管理：本所機房為本所重點控管區域，所有人員

進出機房皆須填寫進出管制簿後由機房人員陪同進入機房，維護
廠商欲使用機房相關系統時亦須有機房人員陪同在側以避免維護
廠商在不熟悉系統的情況下造成系統損壞。而本所之財產與設備
廠商如欲攜出所內亦須填寫設備攜出單後由機房人員確認設備內
無相關重要系統與資料後才可攜出。 

  
(4)資訊安全教育訓練：本所每年皆會外聘講師舉行所內員工的資安

教育訓練以加強所內同仁資安防護的觀念，除此之外機房人員亦
不定期將相關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公佈於所內知識管理系統中，以
提供最新的資安訊息。 

 
(6)網路安全管理：本所網路內所有電腦皆安裝防毒軟題且網路架構

採用內外網實體隔離方式，所有地政業務相關之系統皆置於內
網，內網僅透過路由器以 VPN 方式連接至縣府地政局而無法連接
至其他網路，而本所內外網同時建置防火牆設備管控所有由內部
至外部或由外部至內部的所有連線以避免外部惡意的連接入侵本
所系統，此外亦安裝 syslog 與網路流量監控軟體收集所有防火
牆的連線紀錄並隨時監控本所網路流量的狀態。 

 
(6)存取控制：本所地政相關應用系統存取權限由業務相關單位界定

存取控制之需求並明訂使用人員及其系統存取權利，再由機房管
理人員負責帳號權限之開設。各系統於登入時皆須進行帳號與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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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的檢核以確認使用者之身分，而使用者密碼之管理亦訂定密碼
設定原則，例如：本所網域伺服器密碼之設定不得少於 6個字元
且需包含文數字，密碼需每個月進行變更且一年內不能使用相同
之密碼。而每台電腦亦由網域控制器設定螢幕保護以避免非相關
人員恣意使用電腦。此外本所之地籍資料庫亦於每日資料庫備分
作業完成後關閉，所內同仁欲於非上班時間存取資料庫皆須提出
加班申請，由機房人員調整資料庫排程後才可使用，以避免非上
班時間資料庫遭不明人士竊取資料或入侵系統的風險。 
 

(7)資訊系統取得、開發和維護：目前本所所使用的業務相關系統包
含了內政部開發提供的地政資訊相關系統以及臺北縣政府所提供
之辦公室自動化作業系統。其中內政部相關系統所遭遇之問題與
維護或功能之增修皆由提報縣府地政局依相關程序辦理，而由縣
府所提供之地政相關系統，則由地政局與台北縣 9個地政事務所
之委外服務廠商進行功能新增及系統維護工作。 
 

(8) 資訊安全事故管理：本所如遭遇資安事故以致系統設施停擺或受
損害時，將依據臺北縣政府地政局所訂定之「臺北縣各地政事務
所電腦系統異常中斷復原及緊急應變標準作業程序」進行相關設
備與系統復原工作並依據「臺北縣各地政事務所資通安全通報應
變注意事項」辦理資訊安全通報，以期在儘短時間內回覆系統運
作。同時對資安事故之發生進行檢討並製成書面資料以避免相同
之資安事故再度發生。 

(9)業務永續運作管理：為使本所業務能夠持續運作，本所目前地籍
資料實施每日定期備份，而各項應用系統則利用 VERITAS 軟體進
行備份作業，並與三重地政事務所、地政局機房進行異地備援以
確保地政資料及相關系統的安全。同時為確保每日資料庫備份之
資料於系統發生異常時能順利進行復原作業，每年亦請維護廠商
到所教導機房人員進行資料庫復原演練以確認備份資料的可用
性，同時亦可加強機房人員於資料庫異常時的處理能力。另外關
於所內通訊網路、電腦軟硬體設備則每年定期辦理委外維護作業
並與產物保險公司簽訂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合約，以降低各項設備
於遭遇資安事件時所受到的風險與衝擊。 
 
 

二、惡意程式的防護現況 
 
(1)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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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目前的網路架構為實體隔離，網路架構分為內網與外網，

所有關於地政業務相關的資料與系統皆置於內網，而內網無法與網
際網路進行連結，使用者於內網無法利用網路連結至網際網路進行
上網之行為以確保地政資料與系統之安全，而所有需由外網傳遞至
內網的資料皆須由機房人員進行控管以防止惡意程式利用此管道進
入內網。 

 
在外網方面由於去年 10 月本所外網曾因使用者上網之行為而遭

植入木馬 Downloader，此程式會下載其他惡意程式並對其他電腦進
行攻擊。因此隨後本所隨即重新安裝所有外網電腦，並調整外網之
架構為集中式上網架構並與民眾查詢櫃檯上網之電腦進行區隔，以
避免民眾不當上網之行為造成所內外網電腦遭攻擊。本所調整後的
外網架構圖如下圖二所示 

1F民眾查詢櫃檯 各樓層外網電腦 機房外網電腦

DMZ2 DMZ1 Internal

RCM主機

switchswitchswitch

Internet

防火牆

 
圖二 外網架構圖 

調整後的架構採用集中式上網的網路架構，至於集中式上網的方式
將在下節進行簡單介紹。 

 
(2)防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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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檢查程式無法百分之百分辨惡意程式，而漏網之魚卻常常
造成大量的傷害，加上由於使用者很容易遭誘使點選惡意網頁、執
行惡意程式，這種分散式防禦的防治之道，漫長的戰線，難免會出
現缺口，一但遭突破，大規模的傳播，終將導致整體網路的癱瘓，
造成有形、無形資產極大的損失。因此，本所自去年外網遭到惡意
程式攻擊後隨即採用集中式的防禦對策。 

 
集中式網路存取的方式為將網路存取集中於一台或數台上網專

用主機，將網路存取的風險，集中於這些主機，由專人進行管理，
增加了防治的能力，也降低了由各個使用者自行管理電腦的風險。 

 
而要如何將眾多電腦存取網路的方式，改成集中於一台或數台

上網專用存取主機呢?本所使用了一台主機（Remote Connection 
Manager,RCM 主機），此主機使用 Windows 2003 Server，架設了
Terminal Service，並啟用了 RCM 管理機制，作為使用者上網的專
用主機。 

 
使用者電腦則安裝專屬的 RCM Client 程式，裡面包含了

Terminal Service Agent(遠端桌面連線程式元件)，使用瀏覽器登
入 RCM 主機首頁，點選進入 RCM 系統，即可啟動遠端桌面連線程式
元件，使用 Terminal Service 方式，登入 RCM 主機，於 RCM 主機開
啟瀏覽器、電子郵件程式或 MSN 等上網工具，進行網路存取動作。 

 
透過利用 Terminal Service 方式，可以讓多個使用者以類似遠

端遙控操作的方式，使用鍵盤及滑鼠，操作 RCM 主機上面的程式動
作，由於可以多人同時使用，所以可以集中多人上網的行為，於一
台 RCM 主機上。 

 
網路架構上的設計原理，是隔離眾多使用者的電腦，讓使用者

無法直接上網，只能透過登入到 RCM 主機，才可以上網，因此使用
者電腦不會有機會直接上網下載檔案或連接到惡意網頁；由於使用
防火牆隔離的能力，我們讓 RCM 主機也跟使用者電腦隔離，如果使
用者在 RCM 主機上下載了惡意程式，也不會攻擊到使用者的電腦。
加上機房管理者定時對 RCM 主機進行系統回復的動作，讓 RCM 主機
定時回到最原始、最乾淨的作業環境，確保 RCM 主機沒有被植入任
何惡意程式。 
藉由上述的方式，網路攻擊的目標及風險，就能被侷限在 RCM 主機
上，管理者只需全力防護主機，即可有效控管攻擊風險。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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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M 主機的防護內容上，安裝了防毒軟體，降低下載檔案的風險，
更安裝了單機版的入侵偵測系統，可以有效的降低防毒軟體無法攔
阻的惡意網頁程式攻擊。藉由集中式的上網管理，就可以把惡意程
式的防治重點，放置到 RCM 主機的防護上，而不需花費大量人力與
物力用於一般使用者的電腦防護上。也由於使用者的電腦不直接存
取網際網路，受到攻擊的風險也降低了。 

 
而為了機房管理的需要，使用者常需由外網下載所需資訊並置

於內網，但由於使用者電腦與 RCM 主機隔離，無法透過網路芳鄰直
接存取 RCM 主機上的檔案，因此 RCM 主機提供了申請攜出檔案的機
制，使用者選擇要申請攜出的檔案，即會通知機房管理人員，讓管
理人員檢查使用者所要複製或下載的檔案到隨身碟或內部網路。 

 
由於過去的外網網路架構可直接存取外部網路而連接網際網路，所
有外網電腦需直接面對網路攻擊的風險，而後改用的集中上網管理
的網路架構，如同加強網路防禦的縱深深度，把使用者電腦往內遷
移，讓上網風險集中於 RCM 主機，並降低網際網路惡意程式對本所
外網攻擊的風險。 

  
(3)成效分析 
 

由於本所目前外網採用集中式上網管理的網路架構，使用者無
法直接存取網路、下載檔案，因此降低本所機房管理人員維護使用
者個人電腦的管理成本，包含過去需時時刻刻協助使用者排除中毒
問題、隨中毒而來的系統備份還原的處理等。由於使用者集中於
RCM 主機上網，且 RCM 主機受到防毒軟體與軟體入侵偵測系統的防
護並且透過機房人員不定時還原的機制，讓 RCM 主機亦可同時受到
防護。而從去年本所改變外網網路架構至今，規劃為使用即中管理
的使用者電腦，就少有發現中毒、毀損的情形發生。 
 

而本所之 RCM 主機上雖然機房人員偶而發現防毒軟體偵測出惡
意程式的攻擊但因 RCM 主機仍與其他外網電腦隔離，因此惡意程式
無法擴散、所有 RCM 主機上的檔案皆須進行攜出申請，才能由機房
人員進行病毒掃後從 RCM 主機上複製至其他裝置。 
 

由於目前本所使用者的上網環境，被轉換到集中上網的 RCM 主
機上，受到嚴密的控管，雖然上網的方式，改變了使用者上網的行
為，但也因此使用者僅能從事受機房管理人員所規定的上網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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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並無法做從事其他的事情，例如任意下載音樂、任意觀
看線上電影等。使用者也因此更能專注於業務上相關的事務，工作
效率更能因此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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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資訊安全與惡意程式的防護在這個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是越來

越重要，資訊安全工作要能落實需兼顧管理面與技術面，在管理層
面，在此我們簡單介紹了 ISMS 建置的步驟，雖然本所目前仍未能導
入 ISO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但目前仍計畫以其為目標建立資訊
安全政策，並落實其控管項目例如資產管理、人員管理、實體環境
管理、資訊安全教育訓練、網路安全管理、存取控制、資訊系統取
得、開發和維護、資訊安全事故管理與業務永續運作管理等。在不
久將來相信將會逐步以 ISO27001 為目標建置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使組
織的資訊安全管理工作更為落實。 
 

而在技術層面，面對目前防毒軟體的極限，以及無法控制使用
者上網辨別風險的能力，因此本所網路除了內外網實體隔離外，更
於外網改採用集中式上網的架構，改變了過去分散式上網的管理機
制，讓使用者不再直接存取網路亦不再直接遭受網路攻擊，也因此
能有效防止惡意程式的攻擊與擴散。 

 
惡意程式的防治之道仍有很多，使用集中式上網管理雖然稍微

修改了使用者的上網行為，但是由於上網的集中管理，讓機房管理
人員更能掌握網路的行為、控制網路的風險，對於網路上惡意程式
的攻擊，也更能容易的加以處理與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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