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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與主要發現
防禦者必須降低攻擊者的操作時間。
這就是阻止他們成功發動攻擊的關鍵。

攻擊者目前享有用之不盡的操作時間。攻擊者經常利用企業與

威脅與安全性趨勢均與勒索軟體有關，這些趨勢包含用於發動

使用者幾乎都曉得且處理過的已知漏洞來進行活動，而這些活

活動與隱蔽攻擊者行動的技術，到我們如何預測這類新一代潛

動在數天、數月甚至更久時間內都能維持活躍，且不被偵測

在威脅之演進。

到。另一方面，防禦者則苦於發現威脅活動，並竭力降低已知
和新式威脅的偵測用時 (TTD)。防禦者雖然已有顯著進步，但

本報告中，我們將檢視多種建議企業採取的方法，進而改善企
業的防護力。思科研究人員的建議包括：

要徹底阻止惡意人士設下攻擊地基，並瓦解他們高效且可獲利
的衝擊力，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思科® 2016 年中網路安全報告將說明思科安全研究部門的研究

• 制訂與測試事件回應計畫，該計畫須讓企業在勒索軟體的
攻擊後能迅速回復到正常商業運作狀態

結果、分析報告及觀點，進一步更新我們在上一次安全性報告

• 不可盲目信任 HTTPS 連線與 SSL 憑證

中涵蓋的安全性專家趨勢報告，同時對可能影響下半年安全性

• 快速修補在軟體與系統（包括關鍵網際網路基礎架構元件

環境的發展進行檢視。
我們從影子經濟中觀察到的近期發展，證實惡意人士已經變得
更加著重獲利。勒索軟體已經變成一種極具效率的搖錢樹，而
操作者顯然特別喜歡鎖定企業使用者。在本報告中討論的多種

2 |

執行摘要與主要發現

中的路由器與交換器）中已暴露的漏洞
• 將惡意瀏覽器感染活動的威脅相關知識傳授給使用者
• 確實了解何謂可運用的威脅情報

2016 年中網路安全報告

本報告中，我們將說明四大主題：
I. 網路犯罪趨勢特點：勒索軟體

III. 保衛安全的時候到了

思科安全性研究人員已將焦點轉向勒索軟體，對可能使這類型

本章節中，思科安全性研究人員將會探討攻擊者活動與安全性

惡意攻擊變得更加普遍的創新技術均徹底進行檢視。我們也根

解決方案之間的缺口。舉例來說，即便供應商已經將宣布公開

據過去觀察到的趨勢，對勒索軟體的演進方向提出預測。此

漏洞與可用修補程式之間的時間縮短，但使用者實際執行這類

外，未修補系統與過期裝置中的漏洞的脆弱性，讓惡意人士有

修補程式的動作仍慢了一步。本章節也包括思科持續努力降低

機可乘，我們也對此提出對策。勒索軟體操作者已將目標鎖定

偵偵測用時 (TTD) 平均值的最新現況，以及攻擊者與防禦者之

在企業使用者。因此，企業必須確實將關鍵資料備份於受保護

間不止息的「軍備競賽」所造成的衝擊。思科研究人員也將詳

的位置，並建立出企業在遭受攻擊之後仍能盡快恢復正常商業

細探討惡意活動不斷提高 HTTPS 使用率的現象，以及惡意執

運作的可運用方案。

行者利用傳輸層安全性為他們之間的通訊加密的現象。

II. 操作時間

IV. 全球觀點與安全性建議

用戶端的攻擊向量常是惡意人士更新威脅並執行活動的時機，

本章節將檢視與安全性相關的最新地理政治趨勢，包括政府為

本章節將仔細檢視這些向量。涉及加密與授權的漏洞增加，即

瞭解威脅與控制或存取資料，於是對於跟上技術更新步調的挑

是威脅執行者試圖削弱安全連線的跡象。我們之前已經探討過

戰更加重視的現象。我們也在此對於防禦者如何降低惡意人士

攻擊套件與攻擊向量的趨勢，例如攻擊者透過伺服器攻擊進

的操作時間提出建議。此外，我們也會說明漏洞指標與威脅情

行線上犯罪，藉此取得更多資料集的存取權。「惡意廣告服務

報之間的重大差異。

化」的興起及其對防禦者增加的困境，以及這種現象所帶來
「誰必須負責保護網路使用者」的質問，也會在此進行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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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
• 勒索軟體目前已經掌控了惡意程式的市場。雖然這不是什

• 雖然大型軟體供應商都幾乎會在宣布發現漏洞的同時提供

麼新形態威脅了，卻也進化成史上最具獲利性的惡意程式

修補程式，但根據思科的研究，多數使用者仍然不會及時

類型，而企業正好成為部分勒索軟體操作者的目標選擇。

下載並安裝這些修補程式。這些修補程式發佈的時間點與

2016 上半年，同時以個人和企業為目標的勒索軟體活動

使用者實際執行之間的缺口，已讓攻擊者擁有足夠時間發

變得越來越普及。即將發生的現象是，更快且更有效的傳

動攻擊。

播方法將會出現，這些方法會將勒索軟體活動的衝擊最大
化，並增加惡意人士獲得可觀收益的可能性。
• 而讓勒索軟體成為如此顯著威脅的攻擊套件，持續地利用

• 由於企業並未妥善維護老化的基礎架構或修補有漏洞的作
業系統而造成安全性風險，為了讓人們注意到這個現象，
思科研究人員測試了一組思科裝置範例，藉此檢測基礎架

Adobe Flash 的漏洞。舉例來說，在思科研究人員近期

構中運作的已知漏洞已存在幾年。我們發現這些裝置有

對 Nuclear 攻擊套件的檢測中，發現 Flash 遭受利用的比

23% 具有 2011 年便已存在的漏洞，大約有 16% 的裝置存

例，在成功發動的攻擊企圖中占了八成。

在於 2009 年的首次發佈漏洞。

• 企業應用軟體 JBoss 的漏洞使攻擊者得以取得新向量，

• 數量不多但持續成長的惡意程式樣本顯示，惡意執行者已

進而發動勒索軟體等活動。思科的研究顯示，JBoss 相關

開始使用傳輸層安全性（過去用於為網路流量提供加密的

的漏洞造成伺服器內發生多起入侵現象，使得伺服器變得

通訊協定）來隱藏活動。由於這使深層封包檢查成為無效

易於攻擊。

的安全性工具，因此引起安全性專家的關注。機器學習方

• 思科安全研究部門觀察發現，自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與惡意活動相關的 HTTPS 流量提高了五倍。這類型

法與新資料檢視的結合，在這項趨勢上提供了更高品質的
資訊。

網路流量的上升主要可歸咎於惡意廣告載入程式與廣告軟

• 從 2015 年 12 月到 2016 年 4 月期間，思科將偵測用時降

體。威脅執行者逐漸提高 HTTPS 加密流量的使用量，藉

低至 13 小時，遠低於業界那難以接受的 100 至 200 天預

此隱藏網路活動，並延長操作時間。

估時間。這段期間觀察到的偵測用時之增加與減少，幫助
我們發現攻擊者與防禦者之間不間斷且白熱化的「軍備競
賽」，加之惡意人士持續發動一連串的新式攻擊，安全性
供應商必須加快腳步閃躲這些威脅，才能辨識這些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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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防禦者為保護系統所做的努力，無法與攻擊者做的功課相比。

但儘管攻擊者有時間優勢，他們的操作方法仍有限制。他們用

雖然防禦者已經改善對抗線上犯罪的策略與工具，攻擊者仍然

於入侵網路的方法就是那麼幾種。如果防禦者能透過降低修補

擁有太多不受限的操作時間。

漏洞的所需時間並升級基礎架構，讓工具在他們的掌握中獲得

最大的問題就是看不見威脅，造成使用者暴露在攻擊之中。安
全性專家依賴單點解決方案與「分級」方法（到處撲滅攻擊，
但卻忽略全面性的安全性挑戰），這正中攻擊者的下懷。

改善，就能揪出攻擊者的行蹤，如此一來防禦者就能限制甚而
關閉惡意人士的操作空間。防禦者也可以就此取得安全性環境
的完整概念：惡意人士是否存在、入侵方法是什麼，而又是什
麼樣的系統可以（或無法）辨識出惡意活動。

由於攻擊者在時間上取得優勢，他們能在已部署但未維護（或
遭到長期遺忘）的基礎架構、系統與裝置中辨識與利用漏洞。
他們得以在網路中取得立足之地並橫向移動。他們可以發動幫
自己取得更多操作空間的伺服器活動，並在此空間中著手獲取
更大的投資利益。

遺憾的是，防禦者似乎被保護過多網路層級的責任給壓垮了，
這也許就是他們只專注於分級方法的緣故。就是這種想法讓攻
擊者得以集中他們的所有優勢（操作時間，以及防禦者疏於封
鎖最簡單的攻擊路徑），並壯大活動聲勢。由於勒索軟體能幫
助攻擊者獲得破壞防禦與獲利的能力，勒索軟體於焉成為他們
製造出來的「最佳風暴」，而這種風暴正在壯大，變得更加難
以對抗（請參閱第 7 頁的《勒索軟體：巨大的圖利工具，勢不
可擋》一文）。

「如果防禦者能透過降低修補漏洞的所需時
間並升級基礎架構，讓工具在他們的掌握
中獲得改善，就能揪出攻擊者的行蹤，如
此一來防禦者就能限制甚而關閉惡意人士
的操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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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犯罪趨勢特點：
勒索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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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犯罪趨勢特點：勒索軟體
勒索軟體目前已經掌控了惡意程式的市場。雖然勒索軟體不是什麼新威脅，卻已經
進化為史上最具獲利能力的惡意程式。2016 上半年，同時以個人和企業為目標的勒
索軟體活動變得越來越普及。
近期針對企業（包括數家醫療產業企業）成功發動的勒索軟體攻擊，很可能促使許
多惡意人士計畫未來發動類似的活動。網路與伺服器端的漏洞讓攻擊者有機可趁，
得以偷偷地執行勒索軟體活動，而這些活動可能會波及整個產業。

勒索軟體：巨大的圖利工具，勢不可擋
目前市場上存有數十種勒索軟體變體，有很多種特別針對某些

勒索軟體新向量

語言，這些程式全都極具適應能力。這個領域中的創新者（也

電子郵件與惡意廣告是勒索軟體活動的主要向量。不過，部分

就是 CryptoLocker 與 CryptoWall 等知名勒索軟體的編寫者）

威脅執行者已經開始鑽網路與伺服器端的漏洞。

開始使用經完善密碼編譯的檔案加密後，他們也將自己的惡意
程式效度提升到最高。目前而言，多數著名的勒索軟體都無法
輕易解碼，因此多數情況下，受害者除了支付對方索討的費用
之外，沒有太多應對方法。

今年初，一次似乎將醫療保健產業當作目標的廣泛活動，使用
的就是 Samas/Samsam/MSIL.B/C（「SamSam」）勒索軟
體變體，這種變體即透過有漏洞的伺服器發佈。威脅執行者利
用伺服器在網路中橫向移動，並削弱更多部設備，讓這些設備

惡意人士通常透過 Bitcoin 收費。由於 Bitcoin 地址的使用者可

都遭到勒索。

以保持匿名，這種加密貨幣竟不經意地助長了惡意程式產業的
擴張。更讓安全性研究人員頭痛的是，近乎所有惡意程式交易
都是透過 Tor 這個網際網路匿名工具執行的。Bitcoin 還可細
分為片段，因此惡意人士只要用一筆 Bitcoin 就能輕鬆地在不
被追蹤之下，支付費用給整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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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人士利用 JexBoss（一種測試與攻擊 JBoss 應用程式伺
服器的開放式來源工具）在企業網路中取得立足點。他們一旦
取得網路存取權，就會繼續透過 SamSam 勒索軟體系列工具
加密多種 Microsoft Windows 系統。

2016 年中網路安全報告

「我們預估下一波勒索軟體還會更加普及且具適應能力。企業和終端使用者現在應該做好準
備，替重要的資料備份，並確認備份不會輕易受到感染而損壞。」

就許多角度來看，SamSam 的攻擊都是難以避免的，因為許

種近似於熟客折扣的優惠。攻擊者也會採取相反的方法：如果

多企業都使用 JBoss 伺服器，其中卻都存在未修補的漏洞。

使用者對支付第一次勒索舉棋不定，那第二次就會要求更高的

（請參閱第 18 頁的《JBoss：攻擊者利用基礎架構中的漏洞

勒索金額。

獲得操作時間》。）在 2016 年 4 月的調查中，思科至少發現
2,100 個 JBoss 伺服器已經遭到破壞，等著惡意執行者發動侵
略。我們也因此建議所有企業關閉伺服器，並立即升級。

勒索軟體變得極端有效，同時又非常具獲利性，毫無疑問地會
有越來越多攻擊者利用這個方法當作賺輕鬆錢的主要來源。當
然了，是企業讓惡意人士獲得機會向使用者索求遠超出預期費

有漏洞的網際網路基礎架構是一種普遍問題，我們完全能夠預

用的金額。遭到勒索軟體鎖定的企業或產業，造成的潛在崩解

期更多威脅執行者將這個管道視為暗中執行惡意程式活動的管

或成本，顯然也無比巨大。

道，這些活動不僅會將企業當作目標，也會將整個產業當作目
標。（請參閱第 30 頁的《老化的基礎架構：勒索軟體的崛起
使得修補長久存在的安全漏洞迫在眉睫》。）
新冒出頭的挑戰：資料完整性
遭到勒索軟體鎖定的使用者與企業不得不信任對他們發動攻擊的
人士，這是相當糟糕的狀況。雖然支付勒索費用是最簡單（也是
唯一）的方法，遭遇勒索軟體的使用者也必須了解，儘管他們的

我們預估下一波勒索軟體還會更加普及且具適應能力。（請參
閱第 9 頁的《勒索軟體的進化：自行傳播》。）企業與使用者
必須立刻備份關鍵資料，同時要確認這些備份檔案不會遭到入
侵。事實上，他們更必須確保這些備份檔案可以在攻擊發動之
後迅速還原。對企業來說，還原是一項重要工作；因此，主動
辨識出潛在瓶頸就變得極其重要。企業也必須確認他們的網際
網路基礎架構與系統中的已知漏洞都已完成修補。

檔案未必會遭到解碼，還是有可能遺失。一些勒索軟體變體的早
期版本存在錯誤，即便受害者已經支付勒索費，還是會造成檔案
遺失。

如需 SamSam 事件與 JBoss 漏洞的詳細資訊，請參

另外還有惡意人士可能在取得掌控之後故意竄改檔案的風險。

閱下列思科 Talos 部落格文章：

根據加密檔案的類型 （例如醫療紀錄或工程設計），資料遭到
竄改的後果很可能不堪設想。

《SamSam：要看診嗎？先等醫生付完贖金》
《氾濫的 JBoss 後門漏洞形成巨大威脅》

發生再次感染的可能性也是另一考量，因為我們也看過勒索軟
體兩次對同一使用者的同一部設備發動攻擊的案例。某些情況
下，勒索金額會在第二次攻擊中降低，簡直像在提供使用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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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軟體的進化：自行傳播
SamSam 的攻擊模式，代表勒索軟體操作者的關注重點已經從

• 複製所有可取得的磁碟機。某些類型的惡意程式會計

鎖定個人使用者轉移到感染整個網路了（請參閱第 16 頁）。

算本地與遠端的磁碟機（包括網路磁碟機與 USB 磁碟

它的傳播方法儘管簡單，卻非常有效。從 SamSam 的成功來

機），並自我複製到這些磁碟機中進行散佈或留存。這

看，惡意人士再拿出更快且更有效的傳播方法只是時間問題罷

也使得離線系統以及無法透過公開網際網路抵達的系統

了，屆時他們將能最大化攻擊的衝擊力，並提高取得費用的可

都會遭到感染。

能性。

• 檔案感染。惡意程式會以附加或加在檔案前面的方式感

根據趨勢與先期觀察，思科安全性研究人員預期這種能自行傳

染檔案。具體而言，惡意程式會附加在未受 Windows

播的勒索軟體就是該領域創新者的下一步，我們呼籲使用者必

SFC 或 SFP（System File Checker 或 System File

須趕緊做好應對準備。今年初，攻擊者利用 JBoss 的後門針

Protector）防護的可執行檔。某些蠕蟲還能自行附加到非

對醫療保健產業的企業發動勒索軟體活動，嚴正提醒我們，只

可執行檔，並藉此進行散佈。

要惡意人士擁有操作時間，就會找到入侵網路與使用者的新方

• 有限的暴力活動。過去有少數蠕蟲嘗試過這個方法。

法，這些方法包括攻擊老早就應該修補的舊漏洞。

• 靈活的指令與控制項。某些蠕蟲會利用通常用於中斷指令

自行傳播的惡意程式並不新鮮，事實上早就以蠕蟲和殭屍網路

與控制基礎架構的活動，並先一步執行規避這些中斷的方

的型態行之有年了。這些威脅有很多種都仍很常見，並且依然

法許多蠕蟲並沒有指令與控制基礎架構。他們只能展示出

有效。自行傳播的惡意程式可能包括這些特徵：

預設的行動，盡可能以最快速進行散佈。

• 利用廣泛部署的產品中的漏洞。過去運用漏洞最成功的蠕
蟲，使用的是普遍部署在網際網路中的產品。

• 其他後門的使用。有些惡意程式的編寫者意識到系統已經
對其他感染事件有所防範，因此會讓這些惡意程式翻過後
門進行散佈。

「思科安全研究人員根據趨勢和如今觀察到的進展，預測創新者在這個領域的下一步，將
是研發出自行傳播的勒索軟體，並呼籲使用者採取步驟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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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的勒索軟體框架

指令與控制項以及報告感染

我們在對勒索軟體創新者技術的觀察中發現，開發出新一代勒

為了降低被發現的風險，新一代勒索軟體可設為不具指令與控

索軟體的惡意人士很可能偏好使用模組化設計的軟體，因為我

制功能。這種模組會傳輸帶有 GUID（全域唯一識別碼）的標

們在多種熱門開放式來源滲透測試套件中都發現這種架構類

記到指令與控制網域，試圖透過常見的通訊協定以及 HTTP、

型。這種方法讓他們得以依需求使用特定功能。這不但能提高

HTTPS 或 DNS 等服務抵達這些網域，藉此傳輸這類資料。網

效率，還讓威脅執行者獲得改變手段的能力，在某個方法遭到

域可以收集這些的 GUID 的統計資料，得出遭鎖定的網路中被

發現或無效時加以應變。

感染與加密的系統數量。攻擊者利用這些資訊就能知道他們的

我們假設這種新一代勒索軟體框架（我們稱之為「國王的勒索
軟體框架」）包括如下核心功能：
• 加密使用者檔案的標準位置，以及自訂目錄與檔案類型的
佈建，使攻擊者得以針對目標自訂行動
• 標記出已經經過加密的系統和檔案

活動效率如何。
速率限制工具
這個模組可確保勒索軟體「善待」系統支援，讓使用者不太注
意到勒索軟體正在執行。它會限制 CPU 的使用量，將網路用
量節流至涓涓細流，確保其運作盡可能隱晦。

• 對使用 Bitcoin 的付款方式提供操作指示

RFC 1918 目標位址限制工具

• 允許攻擊者設定勒索金額，並指定雙重截止日期：第一個

如果主機包含 RFC 1918 位址，則植入程式就會僅僅鎖定主機

日期設定在費用提高之前，第二個則使金鑰加密的檔案遭
到刪除。

發動攻擊；這種位址專門在內部網路中使用。
精細打造的架構與極具警戒性的密碼管理功能才能使未來的

框架也能支援不同模組，因此攻擊者可以自訂勒索軟體，使之

自行傳播式勒索軟體更加難以橫向移動。想進一步了解如何

運用於不同環境，並變更技術，藉此在門戶洞開時發動更兇猛

防禦新一代勒索軟體帶來的挑戰，請參閱第 52 頁的《安全性

的傳播動作。這類模組的範例包括：

建議》。

AUTORUN.INF/USB 大量儲存裝置傳播
這種模組會搜尋遭感染的系統，藉此在本機與遠端位置找出對
應磁碟機。它會自我複製這些磁碟機的特定位置上，並設定檔
案屬性，讓防禦者難以找出這些複本並加以刪除。隨後，它會

如需更多勒索軟體發展的詳細資訊，以及企業該怎麼

覆寫「autorun.inf」檔案到這些磁碟機，要求磁碟機連結的所

為這領域的新一代威脅做好準備，請參閱思科 Talos

有電腦在日後執行這些感染計畫。

部落格文章：
《勒索軟體：過去，現在與未來》

驗證基礎架構攻擊行為
許多公司網路的元件中包含熱門驗證基礎架構，這種模組即是
善用這些基礎架構中的已知弱點。憑證遭到攻擊後，即可用來
存取其他系統，有時甚至可存取至管理員層級。

10 |

網路犯罪趨勢特點：勒索軟體

2016 年中網路安全報告

圖 1. 年度累積警示總計

漏洞
漏洞讓惡意執行者獲得操作時間，他們即是利用這項優勢，趁

3000

著防禦者尚未修補弱點之前發動活動。透過攻擊套件、勒索軟
體，甚至社交型垃圾郵件，攻擊者借助未修補的系統和過期裝
置來達到目的。

2500

2992

依照目前增長速率，
累積警示數將於
2016 年 12 月達到
10,000 個。

漏洞就座落在攻擊者的機會與防禦者防護企業的能力之間的交
2193

叉點上。如果防禦者可以修補漏洞，將攻擊者的機會之窗關
上，就能減少威脅。如果防禦者疏於防護漏洞而不加以修補，

2000

多虧安全性開發週期 (SDL) 的實施，供應商也變得更加重視於
辨識與揭發漏洞了。但誠如第 15 頁所述，攻擊者同樣會密切
緊盯修補程式，反向操作而得知經過修正的內容，並根據獲得

累積警示數

攻擊者就會將漏洞當作墊腳石，一舉發動活動。

1500

1327

的情報開發出新方法。
2016 年頭四個月，累計的年度警報微幅增加，超過往年同一

1000

時間的總數，主要必須歸功於 Microsoft 與 Apple 等供應商提

634

供的重大軟體更新、增加的程式碼審核、改善的程式碼審核工
500

具，以及前面提到的 SDL 實務做法（圖 1）。這些趨勢提升了
產品中漏洞的辨識率。
防禦者透過漏洞揭發與修補，將關閉缺口的程序經過一番改善

0
1

與更新，不過攻擊者會利用他們的技術再次打開缺口，製造次

3

4

月

數更多也更複雜的攻擊行動，並弱化防禦者的回應能力。防禦

2013

者務必辨識並關閉攻擊者的操作空間。找出已揭發的漏洞並導
入強大的修補管理系統，才是達成這項目標的核心。

2

2014

2015

2016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分享

「防禦者透過漏洞揭發與修補，將關閉缺口的程序經過一番改善與更新，不過攻擊者會利
用他們的技術再次打開缺口，製造次數更多也更複雜的攻擊行動，並弱化防禦者的回應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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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連線的安全感假象

加密的使用頻率成長是一種正向發展，因為這能保護資訊免於

安全連線（例如 HTTPS 連線和 SSL 憑證建立連線）理當讓使

他人的窺探。但其中仍存在著固有風險：加密會提高複雜性，

用者為自己的上網活動感到安心。但是，最近增加的加密與驗

因此在用於加密的工具以及使用者預期應有（但工具卻並不保

證相關漏洞警報，讓我們更為意識到，原來惡意人士可以輕易

證）的隱私權之中帶來新漏洞。如果加密並未正確完成，就無

破壞安全連線。所得的結果是，連線的安全性遭到質疑。

法提供防護。

如下方的常見弱點計算 (CWE) 圖表（圖 2）中所示，驗證問題

建立安全連線需要一連串複雜的程序與工具。如果沒有憑證，

與加密問題從 2014 年與 2015 年起就節節攀升。單就 2015 年

這一連串步驟可能是不安全的。而在連線之間的裝置（例如

12 月到 2016 年 3 月來看，就辨識出 19 件驗證問題與 13 件加

VPN 閘道）也不一定是安全的。此外，表示安全連線的網站可

密問題，已經是前一年的總數。

能已遭到入侵。最後的底線則是，我們再也不能輕易認定附有
「鎖頭」圖示的網址（一般人會將這視為安全活動的象徵）都
是安全的了。

分享

圖 2. 身份驗證和密碼問題的崛起，12 月到 3 月

254

245

133

112

CWE-20： 輸入驗證

25
CWE-79：跨網站指令碼
攻擊 (XSS)

2015

2016

8

19

CWE-287：認證問題

上揚趨勢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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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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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E-399：資源管理錯誤 CWE-264：權限、特權
和存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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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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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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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時間
勒索軟體活動的崛起，以及近期活動的幅度，證明惡意人士如何從用之不盡的操作
時間中獲利。過多的時間讓他們得以暗中打下活動基礎，在準備好之後一舉發動攻
擊，並最終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中成功產生收益。
為了隱蔽活動，他們會利用加密貨幣 Tor、HTTPS 加密流量以及傳輸層安全性。另
一方面，攻擊套件的編寫者會快速轉而反向操作修補程式，並攻擊難以管理的漏洞
揭發，進一步達成目的。惡意廣告的新伎倆也為惡意人士提供高效而難以追蹤的方
法來提高遭入侵網站的流量，如此他們就能感染使用者的設備，最終發動勒索軟體
活動。

攻擊向量：用戶端

PDF 和 JAVA 攻擊趨勢下降

攻擊者一般都喜歡攻擊用戶端，因為用戶端有大量的使用者

PDF 與 Java 類的向量攻擊趨勢持續滑落。2016 年 1 月，

參與活動，且使用者長期以來都門戶洞開。此外，這個用戶

Oracle 宣布將停用其 Java瀏覽器外掛程式，因為瀏覽器廠商

端提供的許多方式，會讓攻擊者存取可運作的工作空間。選

正在進行結束此類外掛程式支援的計畫。¹Oracle 隨即將重心

擇很廣泛。

改成不含外掛程式的 Java 網路啟動技術。

但是，使用此類如同 PDF 的向量攻擊在成長幾年後，已經趨

Java 瀏覽器外掛程式的結束，表示其被當作攻擊向量的趨勢

近和緩。同時，還出現敵人在伺服器端上尋找新商機的現象，

會漸漸消褪，但安全性研究人員仍將密切注意，查看攻擊者是

他們可以從中自側面橫跨所有網路，累積更多優勢。

否升級舊型威脅，使用 Java 新化身發動攻擊。安全性專業人
員和企業都應該考慮封鎖 Java，除非站台需要使用。

¹ 「向無外掛的網頁邁進」， Java 平台團隊，2016 年 1 月：https://blogs.oracle.com/java-platform-group/entry/moving_to_a_plugin_fr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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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PDF 攻擊事件也逐漸減少，但它們仍然存在於電子郵件

Adobe 以修補程式來回應常見的漏洞，但仍然趕不及攻擊者的

中，例如誘導電子郵件收件者按下已受感染的附件。垃圾郵件

快速行動。每當 Adobe 發布 Flash 更新來修補漏洞，攻擊套

建立者使用此類戰術，並配合目前新聞或季別活動中的主旨行

件作者就會開始對修補程式進行反向工程，探尋有哪些部分獲

運作（關於垃圾郵件的更多資訊，請參閱第 19 頁）。

得修正。攻擊套件的作者們只要一週就能辨識，並將 Flash 漏

攻擊套件開發人員仍會繼續依賴 Flash，但是其他線上 Flash

洞當作執行其遠端程式碼的武器。

內容正在持續減少。不過，許多包括使用多媒體內容或互動式

我們建議使用者與管理員停用或移除不必要的瀏覽器外掛程

廣告的線上應用程式，仍然非常依賴 Flash 來運作內容。

式，以便降低曝露在威脅下的機會，或至少在更新發布時盡速

採用其他例如 HTML5 等應用程式的應用正緩慢增加，但屬於

升級 Flash。

漸進式轉變，因此對於 Flash 的需求仍然存在。只要 Flash 繼

根據圖 3 中各種合併了 Flash 和 Microsoft Silverlight 漏洞的

續存在，它就會一直保持為攻擊向量。

攻擊套件，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安裝修補程式的正面影響。在為
這些所有漏洞安裝了可用的修補程式之後，使用者可以大幅削

尖端攻擊套件持續依賴 FLASH

減攻擊套件所傳送勒索軟體的影響。

促進勒索軟體成為如此顯著威脅的攻擊套件，仍會持續利用
Adobe Flash 漏洞。舉例來說，在思科研究人員近期對 Nuclear
攻擊套件的檢測中，發現 Flash 遭受利用的比例，在成功發動
的攻擊企圖中占了八成。²

圖 3. 攻擊套件所利用的漏洞

Figure X. Vulnerabilities Used by Exploit Kits
Flash

CVE2015-7645
Nuclear
Magnitude
An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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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E2015-8446

Angler

Silverlight

CVE2015-8651

CVE201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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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
Magnitude

Angler
Neutrino

CVE2016-1001

CVE2016-4117

CVE2016-0034

Angler

Nuclear
Magnitude
Angler

Angler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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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威脅特點：國際化的攻擊套件，攻擊超過 150 個國家」，思科 Talos 部落格，2016 年 4 月 20 日：
http://blog.talosintel.com/2016/04/nuclear-exposed.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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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套件利用 Tor 隱匿通訊
攻擊套件的作者永遠都在尋求躲避安全防禦機制的方式，而

送通訊請求。由於 Tor 使用了端對端加密的路由協定，安全

他們採取的方式通常花招百出。我們最近觀察到的範例包括

專業人員無法看見惡意軟體在其中執行什麼動作。

核能攻擊套件。這項套件通常會放置多項勒索軟體的變種，
我們觀察到他會傳遞 Tor 的變種，而這項軟體一般用於匿名
通訊。這種技術提供了使惡意的負載匿名的方法，因此防禦
者將更難追蹤此活動。

由攻擊套件傳送的勒索軟體，儼然已成為製作者的強力印鈔
機。（請參閱第 7 頁的《勒索軟體：巨大的圖利工具，勢不可
檔》一文。）勒索軟體製造者想方設法讓惡意軟體的破壞力更
強，並能夠和其他惡意套件並駕齊驅，這並不讓人意外。觀察

一般而言，當攻擊套件放置了惡意檔案時，會在監控指揮與

Nuclear 惡意套件對 Tor 的使用即可以發現惡意軟體另一個巧

控管流量的結果時被偵測出來，也就是在惡意程式向攻擊

妙的演進過程。

方「回報」的時候。但是思科觀察到，在核能攻擊套件負載
放置時，會先放置可由 Tor 執行的檔案，接著再透過 Tor 發

如需瞭解更多關於 Nuclear 惡意套件使用 Tor 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思科這篇 Talos 部落格文章。

敵人了解伺服器基礎活動的價值
攻擊者會為其活動尋求高價值，也就是在不費吹灰之力之下贏

設定伺服器上的漏洞作為目標來散播勒索軟體，就能為多產的

得勝利。將惡意軟體或攻擊套件送到用戶端或使用者算是有效

威脅增加一個維度。思科研究人員瀏覽過網際網路上的設備，

做法，不過，也可能會削減攻擊的影響：壞蛋會受到用戶端攻

並已找到遭到破解、只等勒索軟體載入的設備。此外，思科還

擊進行期間能夠聚積多少頻寬、和多少能力等限制。

找到 2,000 個已經安裝在所有 1,600 個 IP 地址上的後門。其中

但是，攻擊者看重的是當其擴大運用伺服器端的活動時，所創
造出來的額外利益。JBoss 這個企業應用程式平台最近被用來
存取網路，以散播勒索軟體變種 SamSam（請參閱第 7 頁）。

許多後門是出現在學校單位一般圖書館管理系統的系統中。軟
體開發人員會在收到思科通知時，快速採取行動來發行必要的
修補程式。

JexBoss 是可測試和利用 JBoss 應用程式伺服器的開放原始碼

透過伺服器端系統的漏洞，攻擊者可以獲得更寬闊的舞台，而

軟體工具，在思科研究人員觀察的案例中，這項工具曾被攻擊

其活動需要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來涵蓋損壞。越來越多像網頁瀏

者用來取得醫療看護機構在網路中的立足點。一旦攻擊者出現

覽器等用戶端應用程式是透過自動更新來進行修補，因此較不

在網路中，他們就能透過 SamSam 來加密 Windows 檔案。

容易受到漏洞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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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伺服器端應用程式會漸漸過時，因為修補程式和升
級經常受限於 IT 人員有限的工作時間，而這些系統很難在不

如需瞭解更多關於伺服器解決方案漏洞帶來的危險，

影響運作情況下進行升級。此外，網路周邊設備的多孔性會讓

請參閱思科 Talos 部落格文章：

攻擊者存取過去曾依賴該周邊設備進行防禦的伺服器。

《氾濫的 JBoss 後門漏洞形成巨大威脅》

如圖 4 所示，許多主要基礎架構廠商的產品都顯示用戶端與伺

《SamSam：要看診嗎？先等醫生付完贖金》

服器端應用程式的漏洞。

分享
圖 4. 2016 年 1 月初至 3 月底找到的基礎架構廠商漏洞

基礎架構廠商的漏洞數

Oracle

325

Microsoft 130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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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OSS：基礎架構中的漏洞讓攻擊者有時間操作

思科研究人員發現，與 JBoss 相關的危害明顯侵害伺服器，使

Jboss 是企業應用軟體，而勒索軟體建立者已透過 Jboss 在其

其更容易受到攻擊。在我們的網際網路掃描中：

活動中佔得優勢。從最近與醫療看護機構有關的勒索軟體活動
中可得知（第 7 頁），JBoss 中的漏洞允許罪犯找到進入網路
的大門，並搶得蒐集資料或啟動惡意軟體的時間。因 JBoss 導
致的危害，更加證實網路維修不足等於為罪犯提供進入網路的
路徑，而原本該路徑是可以封鎖的。

• 我們尋找了提報在 HTTP 標頭或網頁內容中安裝 JBoss
的伺服器。
• 接著，我們搜尋出現在主機上的不同後門、網路殼層，或
是其他 .jsp 的危害。
圖 5 中，可以看到已遭危害的伺服器，以及安裝有 JBoss 之
伺服器數量的百分比。舉例來說，在美國，受觀察的網路殼層
中有 11% 出現危害現象。

分享

Figure X. Presence of Web Shells Indicates JBoss Compromises
圖 5. 網路殼層遭 JBoss 漏洞攻擊率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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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19%/1780

韓國
17%/184

香港
11%/122
巴西
12%/844
澳洲
9%/160

遭入侵百分比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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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垃圾郵件隔離區保持相對穩定
為了估計全球垃圾郵件的網路流量，思科從其電子郵件設備收

根據本文在區域網路區塊活動一節的說明（請參閱第 47 頁），

集樣本，以便說明編碼到電子郵件設備和閘道之政策決策的影

攻擊者只要發現適合發動其活動的環境，就會經常從一國接著

響，例如已封鎖或標示為「不明」的電子郵件。垃圾電子郵件

一國，一個接著一個主機供應商輪替操作。垃圾郵件傳送者使

是常用的攻擊向量，特別是勒索軟體。

用的殭屍網路設備，多半屬於並共置在可靠主機群中。傳送者

根據思科對電子郵件流量的研究，從 2015 年 12 月到 2016 年 5
月期間，垃圾郵件數量保持穩定（請見圖 6）。在 2016 年的 1

會不斷應用這些設備，直到被偵測系統抓到為止，而後，他們
又會移到另一個殭屍網路。

月至 3 月，發自巴西的垃圾郵件流量出現高峰。這些數量增加
現象可能是因為當時的垃圾郵件殭屍網路活動。

Figure X. Spam Volume by Country, December 2015–May 2016
圖 6.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5 月各國垃圾郵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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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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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垃圾郵件使用之熱門社交工程主題

Figure XX. Popular Social Engineering Topics Used in Spam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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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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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郵件建立者會持續透過智慧的社交工程（例如攜帶惡意軟

關於帳單、發票、旅行排程或企業報價等重要資訊的附件或連

體的 PDF，請參閱第 15 頁）或郵件中的連結，誘騙使用者按

結。垃圾郵件傳送者也會用其他語言建立不同的郵件版本，以

下郵件中的附件。如圖 7 所示，垃圾郵件作者會建立聲稱包含

便設陷更多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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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使用黑名單的做法？攻擊者擁抱 HTTPS 的做法增加防禦

思科安全研究部門觀察發現，自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

者調查的複雜性

與惡意活動相關的 HTTPS 流量提高了五倍。為了瞭解這個使用

當廣告載入程式透過 HTTPS 加密流量傳送惡意的廣告時，使

HTTPS 的趨勢，我們在為期超過 16 個月的時間內，追蹤分散於

用者和安全團隊便無法根據透過網址傳送的資訊來識別潛在

八種威脅類別的 80 個惡意活動。我們研究發現，廣告載入程式

威脅。由於清楚這點，敵人便運用跳躍方式來提高 HTTPS 加

及廣告軟體是造成 HTTPS 流量提高的主要原因（圖 8）。

密流量的使用，以便隱藏其在網路上的活動，延長其操作的
時間。

我們也發現到，自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4 月這段期間，與
廣告載入程式相關的 HTTPS 流量增加了 300%（圖 9）。

分享

Figure
X. Ad Inj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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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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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的廣告載入程式是造成廣告軟體感染的主要元件（圖 10）。

與惡意活動相關的 HTTPS 加密流量成長趨勢令人感到憂心，

網路罪犯透過這類瀏覽器擴充功能，將惡意廣告載入網頁中，

這對進行追蹤和調查惡意軟體活動的安全研究人員來說，形成

並讓使用者暴露而播放廣告和快顯，進而促進勒索軟體和其他

了重大挑戰。技術防禦者用來鑑別 HTTP 流量中威脅的技術，

的惡意軟體活動。惡意廣告和惡意廣告載入程式，佔據了廣告

例如，根據 URL 模式的簽章式 IDS 偵測，不可在未加入 SSL

生態系統的一部份，要在這當中區分合法行為和惡意活動相當

監測功能時用於 HTTPS 流量。在許多情況下，安全研究人員

困難。

在一開始進行調查時只有一個網域名稱或 IP 地址。

廣告載入程式及廣告軟體感染不容忽視。今年思科安全研究人

威脅也會因為威脅經常共享基礎架構而很難分類。使用黑名單

員發現透過廣告軟體傳送的最新版 DNSChanger 特洛伊木馬

（所有已知惡意軟體的清單）是防禦者的一種後援策略，但是

程式。這項發現代表廣告載入程式及廣告軟體感染對使用者及

這種方式容易出錯，而且因不夠精細而成效不佳。這種做法也

公司的危害提高了。³

相當耗時，因為分析人員必須手動調查威脅並進行分類。

我們也找到敵人將惡意軟體轉換成 HTTPS 的證據。這個情況
的進展速度比我們觀察的廣告載入程式進展速度來得慢。原因
可能是因為敵人總是尋求最大利益，因此非到必要時刻，不會
隨意變更基礎架構。

分享

Figure
X. Ad Injectors a Main Component
圖 10. 廣告軟體感染事件中，廣告載入程式最高比例
Observed in Adware Infections

諷刺的是，網路罪犯在這些基礎架構更新方面的延遲，其實
也反映了合法商業社會的趨勢。許多組織已推遲修補其網際
網路基礎架構上的已知漏洞（經常是經年累月），原因在

廣告載入
程式擴充

於擔心為了升級執行而關閉裝備和軟體時會造成利益損失。
（請參閱第 30 頁的《老化的基礎架構：勒索軟體的崛起使
得修補長久存在的安全漏洞迫在眉睫》）。修補大量受感染
主機的挑戰，必定也會刺激攻擊者想辦法讓其舊有技術能夠

其他廣告
軟體

惡意廣告軟體
Multiplug

BrowseFox

假搜尋
廣告軟體

持續運作。
在這 16 個月的分析期間，我們觀察到以下惡意軟體系列增加
了 HTTPS 的使用：
• Gamarue/Andromeda，多功能殭屍網路
• Necurs，資訊竊取殭屍網路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 Miuref/Boaxxe，按下型詐騙殭屍網路
• Ramdo/Redyms，按下型詐騙殭屍網路
• 資料外滲特洛伊木馬程式

³思科安全性部落格 2016 年 2 月〈DNSChanger 感染爆發與廣告軟體安裝基底有關〉一文：http://blogs.cisco.com/security/dnschanger-outbreak-linked-toadware-install-b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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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廣告服務化：高效率感染是王道
廣告代理商，無論本身是否已經覺察到，都正在淪為網站上惡意

惡意廣告服務化的趨勢與域名搶註很相似。域名搶註的獲利方

廣告的管道，而這個情況基本上促進了敵人的新商業模式：「惡

式，在於銷售、或運用使用者以為與正當商業和知名品牌有關

意廣告服務化」。威脅罪犯們購買熱門合法網站上的廣告空間，

聯的網域名稱。透過從這些網域中控制流量，就能促進散播惡

進行提供惡意廣告的服務。這種做法對防禦者造成新挑戰，還衍

意軟體，完全不用直接傳送威脅。

生出誰該負責讓使用者不會碰上惡意廣告的問題。

開啟廣告封鎖程式是避免暴露惡意廣告的邏輯策略，特別是我

透過合法廣告空間的購買，敵人可以輕鬆地在無關的網站上散

們已經發現到不需要使用者互動，便能感染機器並提供載入的

播威脅。廣告亮相的時間很短，讓防護者幾乎沒有時間來辨識

新型惡意廣告。但有些專靠數位廣告營利的線上內容主要供應

威脅的存在。同時，因為廣告代理商使用像是瀏覽器類型和版

商，則會要求使用者停用廣告封鎖程式才能觀看其網站上的其

本等資訊來鎖定使用者為目標，所以敵人更容易利用精細層級

他內容。這樣無疑會造成使用者面臨風險，並讓安全團隊陷入

的特定使用者族群來操作，包括語言。

難題，其現在必須考慮決定是否要封鎖負責提供廣告交換廣告
服務的網站。

分享
圖 11. 以惡意廣告服務化（MaaS）的運作方式

Figure X. How Malvertising As a Service (MaaS) Works
Angler
MaaS

廣告

RIG

重新導向至
惡意軟體
伺服器

通過網路廣告
交易平台的
惡意廣告

運動
正在搜尋免費
串流網站的
使用者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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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層級的重新導向
思科研究人員觀察到，威脅罪犯購買廣告空間所提供的惡意

同裝載的 Angler 和 RIG。這些裝載中多數為 TeslaCrypt 和

廣告，可能會直接感染使用者電腦、或將使用者重新導向至

CryptoWall 等勒索軟體的變種。使用者會被偽裝成賭博網站的

其他位置，以便傳送惡意軟體裝載。許多情況存在不同層級

惡意廣告所欺騙。廣告背後的程式碼中藏有 JavaScript 的連

的重新導向。在其他情況下，使用者的設備甚至在使用者根

結。該連結會將使用者帶到 Angler 登陸頁面，但其中還有其

本沒有和惡意廣告互動就遭到感染；一切都發生在螢幕上看

他的重新導向，包括 iFrame。

不到的背景中。

這種新型態的惡意廣告散播方式，也點出地下經濟有朝向產業

在 2015 年 10 月第一次出現的「惡意廣告服務化」活動，就

化的趨勢。思科研究人員預計，隨著網路罪犯尋找透過合法網

是將使用者重新導向至好幾個不同的攻擊套件，包括傳遞不

站和躲避偵測來感染大量網路使用者的有效方法，「惡意廣告
服務化」趨勢會跟著一起成長。惡意廣告在協助敵人執行勒索
軟體活動時扮演了核心角色，並因其能為敵人創造高獲利的營

如需瞭解更多關於「惡意廣告服務化」趨勢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思科 Talos 部落格文章：

收，所以快速成為首選的攻擊方法。（請參閱第 7 頁的《勒索
軟體：巨大的圖利工具，勢不可擋》。）

《威脅聚焦：玩轉轉樂贏得…惡意軟體》

「思科研究人員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網路罪犯尋找更有效方法，透過合法網站感染大量網路
使用者並躲避偵測，以惡意廣告作為服務的趨勢將不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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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攻擊方法：安裝勒索軟體追求成功
在 2016 年上半年所發生網路攻擊方法形成的特定趨勢，與勒

10 大排行榜中有三個 JavaScript 惡意軟體，則已經完全在最

索軟體的爆炸性成長有關。例如，在圖 12 清單中排名第一的

新的 10 大排行榜中消失了。

可疑的 Windows 二進位檔案，就是被敵人用於傳送包括間諜

但 JavaScript 惡意軟體絕不會消失。事實上，這種惡意軟體是

軟體及廣告軟體等威脅。這些工具讓敵人在網路基礎架構中取

今年導致許多勒索軟體活動的重要因素。

得立足點，以便執行例如勒索軟體的攻擊。
在圖 13 中的惡意軟體集合清單中，是一般較少遇到，但卻是

Facebook 騙局（社交工程）、特洛伊木馬程式和 iFrame

最可能位在感染鏈深層的惡意軟體。

仍舊是能取得進入使用者的電腦或組織網路之初始權限的熱
在圖 13 中描繪範圍的長尾，顯示出現勒索軟體特徵、特洛伊

門工具。

木馬程式和病毒植入程式的樣本。隨著敵人越來越喜歡使用勒

Facebook 騙局是我們在 2015 年下半年觀察到排名第一的

索軟體，我們可預期勒索軟體之基礎架構元件的出現會比資訊

網路攻擊方法，詳情已記載於我們最近的網路安全性報告。

竊取惡意軟體還要頻繁。

Windows 二進位檔案在該名單中排名第四。在我們上次的

分享

Figure 7. Most Commonly Observed Mal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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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安全的時候到了
即使防禦者不斷進行創新，數位經濟所倚賴的基礎架構仍然相當脆弱，且相關的安
全措施也不夠充分。今時今日，拜 Web 瀏覽器、應用程式和大多數組織中安置的
基礎架構的大雜燴所賜，使得攻擊者有許多入口可供使用。
這些防護不佳的裝置和軟體向攻擊者門戶洞開，而安全性專業人員的工作就是必須
關閉這樣的漏洞。減少敵人不受約束的操作空間，並清楚攻擊者的存在，是最重要
的安全性工作。

是時候進行修補了：修補程式與升級可用性，
以及實作之間的延遲時間，創造了安全性漏洞
最近這幾年，大型廠商會在漏洞和攻擊曝光後，越來越主動在
最短時間內提出修補程式，同時與安全性研究人員合作找出漏

為了協助斷開該連結，廠商們為其產品採用了各種不同的自動
更新功能。為了斷開連結，方法從使用者通知提示的定期檢
查，到可選擇加入或退出的背景自動更新都有，且要停用更新
是愈發困難。

洞。事實上，思科研究曾檢查過數千個常見漏洞和風險，發現

根據自動更新政策，使用者可以選擇延遲更新，直到日後更方

主要端點軟體廠商在漏洞對外揭露與推出修補程式之間的相隔

便的時間再進行，有時候甚至會完全略過該更新。藉由研究思

時間，其中位數是 0 天。換句話說，漏洞對外揭露的同時，廠

科客戶在端點上所使用的瀏覽器軟體之安裝形情，我們便能了

商也會推出修補程式，進而針對揭露實行相應的修補措施。

解自動更新的價值。在一項針對 Google Chrome 網頁瀏覽器

不過根據思科研究指出，儘管廠商很快便推出修補程式，許多
使用者仍不會及時安裝這些修補程式。修補程式的推出和實際
實作之間的落差，導致攻擊者有機會發動攻擊，也就是說攻擊
者能夠搶到在網路中運作的時間，而使用者本來只需使用簡單
的軟體修補程式就能封鎖其進入。在漏洞公開揭露之前，罪犯
就可能展開攻擊。因此，斷開修補程式的推出及安裝之間的連
結，對防禦來說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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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的檢查中，該瀏覽器已建置嚴格的退出政策，顯示大多數
使用者（60% 到 85% 的使用者，比例隨自動更新政策的優點
而提高）正執行該軟體的最新版本，證明了自動更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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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糟的情況下，有 75% 到 80% 的使用者正在使用最新版的

自動更新政策不只是關於自動更新的存在與否，其對使用者正

瀏覽器，或者是離最新版只差一個版本（圖 14）。Google 讓

在執行的版本也有很大影響。思科檢查的所有軟體都有自動更

舊版本的瀏覽器執行起來越來越困難：若要關閉自動更新，使

新的一套系統，從使用者通知快顯，到靜音式自動運作都有，

用者將需要系統管理存取權，而且供應商不允許使用者從其網

除非使用者刻意進行複雜的操作來停用該更新流程。政策越嚴

站或其他網站下載舊版本的瀏覽器。

格，使用者就越可能採取軟體供應商想要推行的行為。

圖 14. Chrome 各版本安裝情況（前 50 % 使用者）

注意：此章節的圖表的是調查前
50 % 使用者的研究結果。把焦點放在多數使用者上，更容易看出執行更新是否如預期有效，或者瞭解提供消費者基礎安全服務時，是
Figure
X. Chrome Installations
by Version
否出現更多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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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從檢查瀏覽器轉移到檢查軟體時，我們便可以了解缺

升需要授權事件，而次級版本更新是在一般軟體維護生命週期

乏自動更新政策的影響。針對思科客戶使用安裝在端點上的

中進行。我們原本預期最多人使用的版本都會執行最新版的服

Java 軟體（如上頁圖 15）所做的研究中，思科研究人員也偵

務套件，但是在觀察最新版本時（Office 2013/version 15x）卻

測入侵指標 (IOC)：接受檢查的系統中，有三分之一正在執行

發現，我們區分的三大安全性更新點幾乎平均分配。

即將遭到 Oracle 逐步淘汰的 Java SE 6；最新版本是 SE 10。
（在為期一年的檢驗期間初期，實際比例為 33%，結束時則為

結論：許多大型供應商都會及時發出通知、修正和發布漏洞修

23%。）

補程式，提高其捍衛安全的門檻。但是這項對修補程式的關注
並未反映在終端使用者上，因此最後使用者本身和企業的安全

此外，許多已安裝最新 Java 版本的使用者仍會在其系統中保

性還是遭到危害。

留舊版本來支援其他軟體，或只是還未將其移除，這表示，包
含已知漏洞的版本仍然可以使用，因此仍處於可能遭受攻擊的

除了發揮快速修補程式版本發布的優點之外，安全專業人員

狀態。使用者的其他防護，例如防侵入系統，可能會提供一些

應該還要檢查將自動更新功能當作及時修補的有用工具。有

保護，不過並非絕對保證。如果實際上在端點的防禦缺少其他

些系統會比其他系統更容易套用自動更新，這也是可以理解

保護，風險可能會更大。

的。瀏覽器更新是最輕量的端點更新，而企業應用程式和伺
服器端基礎架構就比較難進行更新，而且可能會造成商務連

在檢查 Microsoft Office 的安裝時（如上頁圖 16），我們發現
到此套件在企業管理上的問題。雖然有弱型的自動更新行為，
但是最多人使用的仍是預設版本，並且會持續使用該版本。當

續性問題。因此，就比較不會經常進行這類更新。安全專業
人員必須設定更新和修補的優先順序，才能保護網路和對抗
已知的顯著威脅。

升級與授權或 IT 支援成本有關，或使用者害怕功能變更，會
改變如同安全性修正之資料包傳遞的生產力工具行為，這些因

另外一個衍生問題在於，安全性發布經常會與功能發布混合進

素就會成為現有修補程式的挑戰。

行，進而造成使用者因為更新將會改變其正在使用的功能而避
免進行更新。對供應商而言，混合型發布增加了支援負擔和複

進行分析時使用了四個主要版本的 Office，雖然最新版本的發
布中只有少數人使用。在三個廣受使用的主要版本中，其百分
比例分別為 28-52-20，包含整年度的微幅升級。重大的版本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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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的基礎架構：勒索軟體的崛起使得修補長久存在的安全漏洞迫在眉睫
2015 年，思科分析位在網際網路和客戶環境中的 115,000 台思

年存在 CVE 的可測量安裝）。每台裝置平均有 28 個已知漏洞

科裝置，呼籲各界留意因為組織未正確維護過時的基礎架構、

正在執行。

或修補易受攻擊作業系統，所導致的安全風險。⁴ 我們發現，
在 115,000 台思科裝置中，有 106,000 台裝置（佔 92%）的執
行軟體中存在已知漏洞。

在這個樣本中的裝置平均已執行已知漏洞長達 5.6 年。這些裝
置中，超過 23% 的裝置從 2011 年起就存在漏洞。大約有 16%
的裝置存在於 2009 年的首次發佈漏洞。將近 10% 的裝置存在

針對這份報告，我們想測試一組思科裝置樣本，藉此檢測基礎

已超過 10 年的已知漏洞（圖 17）。

架構（路由器和交換器）上已知漏洞存在時長。我們的樣本包
括在網際網路上的 103,121 台思科裝置（包含已知從 2002-2016

圖 17. 含有不同年份之已知漏洞的裝置比例

針對可預見易受攻擊的
思科安裝項目，平均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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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攻擊的年數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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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透過網路掃描工作，辨識出日樣本量中的 115,000 台裝置，接著從「由外向內」檢視這些裝置（先從網際網路檢視接著深入企業瞭解）。如需更多分析方法的詳
細資訊，請至 cisco.com/go/msr2015 參閱思科 2016 年度安全報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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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各地區思科客戶含漏洞裝置之比例
Figure
X. Percentage of Vulnerable Cisco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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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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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歐

東歐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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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 2.4

0.9 中非

南非 1.1

根據思科研究人員報告，易受攻擊的思科裝置最常分布在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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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

南亞

6.8

東南亞

東非 4.4

南美洲 10.9

(17.8%)，接著是北美洲 (15.5%)。（詳見圖 18）。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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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 1.2

1.0 中亞

分享

澳洲和紐西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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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X. Number of Vulnerable Software
圖 19. 不同產品含漏洞的軟體安裝次數
Installations by Product

比較重點：易受攻擊的軟體基礎架構
思科研究人員會檢查熱門軟體基礎架構的漏洞，決定組織是
否能努力修補這些產品中的已知漏洞。我們有超過 3 百萬個
包含漏洞的可觀察安裝樣本，其中包含許多種產品，不過以

可見的安裝項目總數

Apache httpd (885,918) 或 OpenSSH (704,630) 為主。這些軟

漏洞平均數

體產品平均有近 16 個已知漏洞 。

易受攻擊的平均年數

整體
3,187,102
–
15.97
Apache httpd
–
3.90
885,918
–
17.59
–
5.12

OpenSSH
704,630
8.15
–
4.95

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使用 Web 伺服器軟體的組織，其執行
已知漏洞的時間平均達 3.9 年。
就地區觀察而言，我們觀察到易受攻擊軟體安裝最常出現在北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美洲、西歐和東歐（圖 20）。

分享

Figure X. Percentage of Vulnerable Software Installations by Region
圖 20. 各地區含漏洞軟體的安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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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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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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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們對思科、Apache 和 OpenSSH 產品的分析結果，發

不再延遲：行動時機到了

現到組織並未努力解決任何一組產品的已知漏洞（圖 21）。有

對組織來說，雖然升級網路基礎架構相當耗時，成本也很昂

些組織可能只是坐等基礎架構汰換，而不願經歷繁瑣的升級過

貴，但若無法完成必要升級，就會為攻擊者創造更多的威脅機

程；或者會發現，因為時間太久，程式無法再行升級。總之，

會。SamSam 勒索軟體活動（請參閱第 7 頁）就是一例。敵

我們發現產品執行已知漏洞平均長達大約 5 年。

人可以在網際網路基礎架構中，利用長期存在的已知漏洞，發
動讓組織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癱瘓、付出高昂代價的高針對性

Figure X. Software Hygiene Overview
圖 21. 軟體檢疫概觀：比較思科和 Apache 及 OpenSSH
Cisco vs. Apache and Open SSH

攻擊。（請參閱第 18 頁的《JBoss：基礎架構中的漏洞讓攻擊
者有時間操作》。）
組織必須謹記在心，即所有包含在我們分析中的產品安裝，只
要擁有正確的工具和專業，任何人員都可以從外部進行觀察。
這些人員包括威脅者。
全世界各地的組織都必須優先處理老舊的基礎架構和系統所帶
來的問題。這不僅是要填補舊的、已經惡化的漏洞，還要評估

思科

易受攻擊的年
數為 5.64 年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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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和 Open SSH

易受攻擊的年
數為 5.05 年

已部署的基礎架構和系統所具備的整體強度和網路彈性。對許
多組織而言，面對現實的時間到了。他們必須移除不再受支
援、不能升級的產品，以對付今天的安全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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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X.和Mean
Years Cisco Devices Have Been Vulnerable
如同圖 22
23 所說明的，有跡象顯示，開發中國家在這方面
分享

的投入較為落後。

圖 22. 各地區思科用戶裝置含漏洞之平均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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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X. Mean Years That Various Types of Server Software Have Been Vulnerable, by Region

圖
23. 各地區不同種類伺服器軟體含漏洞之平均年數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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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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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不安全的基礎架構無法支援正在興起的新一代數位經
濟。若要真正了解數位化和物聯網將帶來的優勢，組織必須著
手處理第一波數位浪潮的安全性問題。

加密：2016 年的 HTTPS 流量…目前還算穩定
如同我們最新的安全性報告所說明的，對於尋求保護敏感資料
以及客戶隱私的組織，加密功能已經成為他們的新寵兒。從

這些問題的部分原因，是因為當時未能預見網際網路基礎架構

2016 年 1 月至 4 月，HTTPS 要求的數量相對穩定，延續 2015

的安全性需求。在網際網路發展的早期，沒有人知道基礎架構

年漸進而顯著的整體增長。

將成為攻擊者的目標。不過，老舊基礎架構的安全性問題也能

根據 2015 年加密的使用量成長，安全性產業的專家預料加密

歸因於單純的拖延：組織知道已知漏洞的修補方法，卻沒有著
手處理。他們不去面對可計算的風險，不讓重要的基礎架構暫

的使用量將會更多，雖然直到目前為止，2016 年的流量只顯示
了小幅的增長（圖 24）。

時離線進行更新，反而進行一場勝算渺小的賭局，認為他們不
會成為攻擊者的目標。

Figure_X. Encrypted HTTPS Traffic
Relatively
in 2016 to Date加密流量成長相對平
圖 24. 2016 Stable
年截至目前為止，HTTPS
緩

「脆弱、不安全的基礎架構無法支援正在興
50

化和物聯網將帶來的優勢，組織必須著手
處理第一波數位浪潮的安全性問題。」

HTTPS 流量百分比

起的新一代數位經濟。若要真正了解數位

40

40.20%
36.89%

36.99%

36.74%

25.80%

25.59%

25.22%

2

3

4

2016

30
24.01%

25.86%

2015
20

1

月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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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的前四個月，廣告的 HTTPS 流量增加了。該漲幅最

合法組織穩定使用加密技術，對使用者而言通常是件好消息。不

可能的原因，是因為廣告業界想要保護使用者的隱私，並且阻

過對於安全性專家而言，這並不見得完全是件好消息。罪犯也認

斷惡意活動。然而，該漲幅也可能反映了惡意活動的開發者對

識到加密的價值，也就是可以隱藏他們的活動，不讓防禦者發

HTTPS 使用量的增加。廣告載入程式是廣告軟體感染的主要

現。這讓惡意的執行者有更多時間不受阻斷地繼續他們的活動

組成，使用 HTTPS 的惡意活動數量之所以增加，該類廣告軟

（惡意軟體作者使用 HTTPS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2 頁）。若

體便是主要的增幅來源。

不檢視加密流量所隱藏的入侵指標，點解決方案的效力便受到限

使用 HTTPS 的前三大應用程式是組織電子郵件、聊天和即時
訊息傳遞，以及 Web 電子郵件，如圖 26 所示。

縮，而防禦者要在發生長期損害之前發現惡意活動的工作也會變
得更加困難。

分享
圖 25.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 HTTPS 惡意軟體流量增
加率
Figure X. HTTPS Malware Traffic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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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圖
26. 使用
HTTPS
的應用程式排行榜
Figure
X. Top
Applications
Using HTTPS

(自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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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S 為惡意軟體加密，但並未隱藏惡意軟體行為
為了能夠長時間在未偵測到的情況下執行，惡意軟體的作者和

根據思科研究人員的說法，所有網路流量中，多達 60% 使用

使用者經常選擇人們通常為了合法目的所使用的技術工具。攻

TLS 進行加密。在研究人員研究的惡意軟體樣本中，約有 10%

擊者新的偏好選擇可能就是傳輸層安全性 (TLS)，這是為網路

的惡意軟體使用 TLS。這個比例可能看起來很低，但研究人們

流量提供加密的主要協定。透過觀察未加密的 TLS 標頭，思科

相信隨著良性流量對加密的整體使用量增加，惡意軟體對加密

的研究人員發現少量但數量持續增加的惡意軟樣本例使用 TLS

的使用量也會增加。他們觀察到惡意軟體的加密流量在 2015

來保護其通訊。這讓安全性專家感到擔憂，因為這會讓深度封

年 7 月到 2016 年 3 月有一波增長（圖 27）。

包檢測的安全性功能變得無效。

既然知道了惡意的執行者可能會改進 TLS 的使用方法，那安
全性專家們要如何應用這項知識來改善使用這類策略的惡意軟

Figure X. Percentage of Malware Samples
Using TLS

體之偵測呢？惡意軟體對 TLS 的使用和良性流量的使用有明

圖 27. 惡意軟體樣本的 TLS 使用率

顯的區別。對於大多數的惡意軟體家族，這樣的差異可以用於
為惡意流量模式分類，而且準確度高。

30

因為研究人員發現，惡意軟體的作者通常使用的密碼編譯參

百分比

25

數，比在良性網路流量所看到的還老舊。惡意軟體所使用比較
老舊的密碼套件便可能提供了惡意流量的指標。良性應用程式

20

比較可能使用當下的 TLS 最佳做法，可能因為他們有誘因透
15

過提供更多安全性，來為自己的產品做出區分。

10

另一放面，惡意軟體使用者則選擇較老舊的密碼編譯程式庫，
因為這些程式庫已證實可以在許多操作環境中執行，而且不會

5

7

8

9

10

11

月

12

1

2

3

產生錯誤。作為可能阻斷惡意軟體加密的錯誤類型之範例，惡
意軟體執行檔期望作為主機的程式庫還未能達到。在這些情況
中，執行檔無法執行。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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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X. Similarity of Malware Families in Comparing TLS Parameters
圖 28. 比較使用不同 TLS 參數之惡意軟體系列相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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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為了找出惡意軟體使用 TLS 的模式，研究人員檢查了 18 個惡

如圖 28 所示，研究人員能夠說明部分惡意軟體家族使用 TLS

意軟體家族、數千個特殊惡意軟體樣本，以及數萬個加密的網

加密的方式相似。

路流。他們以幾種方式識別惡意軟體家族：
• 使用 TLS 時搭配了建議的參數，例如 Skeeyah 惡意軟體
• 使用 TLS 時搭配了較弱的參數，但使用的擴充套件類似
良性流量的擴充套件，例如 Sality
• 使用較弱與過期的參數，例如 tescr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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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矩陣（圖 29）顯示，要分辨不同的惡意軟體家族有多容

尤其是在原生分類之外運用機器學習技術。機器學習方法和新

易。所預測的惡意軟體家族有很大機會與正確的惡意軟體家族

資料檢視提供安全性專家更品質的資訊。

相符（以較大的圓圈表示），而不正確的預測則少非常多（以

能夠精確地將惡意軟體樣本歸類到已知的惡意軟體家族，對安

較小的圓圈表示）。

全性專家而言很有價值。這種歸類可以在事件回應人員對惡意

當然，積極發展 TLS 用法的惡意軟體家族便比較難以分類。

軟體樣本進行反向工程之前，先告訴事件回應人員他們正在處

但是，研究人員發現，如果他們將定義域專屬的知識用於受檢

理的威脅可能的類型為何。此外，檢查已加密的流量可以協助

測的流量（例如該 TLS 憑證是否為自我簽署憑證），他們辨

事件回應團隊更能為他們的時間排好優先順序。例如，將更多

別模式時便能有更高的準確度。例如，他們可以精確地將網路

資源指派給最嚴重的惡意軟體感染。

通訊歸類到特定的惡意軟體家族。甚至在只有一個加密流時，
也有 86.8% 的準確度。這驗證了整合威脅防禦的需求與優勢，

分享

Figure X. Confusion Matrix

圖 29. 混淆矩陣：區分各種惡意軟體系列
kazy
symmi
virlock
yakes
razy
zusy

True 標籤

deshacop

預測標籤

zbot

可精確預測

tescrypt

較不可預測

parite
sality
virtob
toga
upatre
bergat
dynamer
skeeyah

預測錯誤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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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趨勢凸顯了火熱的「軍備競賽」

Figure
X. Median
TTD
by 年
Month,
圖 30.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4 月間 TTD 之中間值
December 2014-April 2016

思科將「偵測用時」 (TTD) 定義為：入侵發生以及偵測到威脅
60

之間經過的時間。我們用來決定這段時間範圍所使用可選擇安

TTD 中位數（小時）

50.29

全性遙測資料，是蒐集自思科部署在全球的安全性產品。使用
我們的全域能見度與持續分析模型，在遭遇所有未分類的惡意

20

自 2014 年年底開始，我們便一直追蹤縮短 TTD 間隔時間的
進度。一年前，我們的報告指出 TTD 的中位數約為兩天

月

12

113,657

62,561

110,637

67,429

185,539
451,672

184,353

2016
150,480

205,601

197,158

12

我們的 TTD 中位數遠低於業界估計的 100 至 200 天，而我們
也繼續加快偵測各種威脅的能力。思科在 2014 年 12 月到 2016

112,664

100K

96,106

300K

112,766

個小時。該數字是觀察期間五個中位數的加權平均。

回溯分析

從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4 月，中位數 TTD 甚至更低：約 13

2015
192,975

2014

500K

中位數降到約 17 小時。

286,475
379,366

8.64

（50 小時）。⁵ 到了 2015 年 10 月，思科戲劇性地把 TTD 的

103,981

該代碼為威脅之間經過的時間。

40
TTD (小時)

代碼時，我們將能測量惡意代碼開始在終端上執行，以及判定

4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年 4 月間所達成的 TTD 整體縮減如圖 30 所示。
圖 30 清楚顯示了 TTD 中位數穩定下降的趨勢。折線上也有數

分享

個顯著的高點和低點。這些高點和低點便是攻擊者和防禦者之
間「軍備競賽」的證明。

「我們的 TTD 中位數遠低於業界估計的
100 至 200 天，而我們也繼續加快偵測各
種威脅的能力。」

⁵ 請至 cisco.com/go/msr2015 參閱思科 2015 年中安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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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持續創造避免遭到偵測的技術。而安全性廠商以更佳的

要分析師的分析或其他情報來源才能偵測，導致 TTD 中位數

整合以及威脅偵測回擊對手的新技術。他們將辨別的入侵指

上升。

標整合進自動偵測技術，並為該資料新增內容，使其成為客

攻擊者和防禦者之間的軍備競賽將持續進行。對手以接連不斷

戶的可動作威脅情報。（請參閱第 53 頁的《漏洞指標並非威

的新威脅展開攻勢，而安全性廠商必須快速行動，才能偵測新

脅情報》。）

的威脅。圖 31 顯示觀察期間（2015 年 12 月到 2016 年 4 月）

TTD 的顯著減少意味著思科在該段期間領先了對手：偵測威

的平常日中，一天之內可以發現的已確認雜湊（檔案）量。整

脅的速度比對手開發並啟用新技術的速度還快。折線的高點則

體而言，在一天之中，確認的速率十分一致。

意味著對手在該段期間以創新的技術回擊，而這些新的技術需

Figure X. Convicted Hashes by Hour of Day

2.65%

2.57%

2.91%

3.60%

4.23%

4.39%

5.15%

4.49%

4.68%

4.91%

4.98%

5.14%

5.05%

5.01%

4.58%

4.43%

4.21%

4.52%

3.91%

3.63%

3.64%

3.17%

3.25%

3.28%

確知的雜湊碼數

7.5%

4.85%

圖 31. 平日每小時確定遭雜湊的檔案數

0%
上午 1 點

中午 12 點

上午 12 點

首次發現檔案的時間點 (UTC)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分享

「TTD 的顯著減少意味著思科在該段期間
領先了對手：偵測威脅的速度比對手開發
並啟用新技術的速度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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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軟體的遽增成為近期 TTD 中位數變動的因素

2016 年的前五個月，思科以接近 TTD 中位數（約 13 小時）

如同我們上一份網路安全報告所提及的，影子經濟的產業化以

的速度偵測到的惡意軟體家族雖然老舊，但仍然是普遍的威

及惡意軟體商品的更普遍使用，自 2014 年 12 月以來已成為影

脅。這裡舉出兩個案例。Bayrob 是從 2007 年起出現的殭屍網

響我們能否持續且顯著地減少 TTD 的重要因素。產業化的威

路惡意軟體，在今年稍早有所復甦。而 Mydoom 是透過電子

脅快速散播，使得這些威脅更容易偵測。

郵件散播的電腦蠕蟲，最早於 2004 年發現，並影響 Microsoft
Windows。著名的惡意廣告軟體 InstallCore 也相當活躍，可
能因為該廣告軟體能協助散布勒索軟體（圖 32）。

圖32. 各頂尖惡意軟體系列 TTD 中間值（偵測數前 20 高的惡意軟體系列）

Figure X. TTD Medians of Top Malware Families (Top 20 Families by Detection Count)
平均整體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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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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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勒索軟體劇增，造成某些惡意軟體家族的使用量增加，也

惡意軟體活動不斷更迭，但有件事是持久不變的：攻擊者與防

使得其偵測量增加。

禦者之間的敵對關係。對手必須持續發展可以逃避偵測的威

有幾種和勒索軟體有關聯的惡意軟體家族，其 TTD 比中位數
還高。這是因為當啟發式技術和沙盒等自動化技術無法提供早

脅，才能增加執行該威脅的時間。而防禦者必須回擊，方法是
持續追緝新興惡意軟體、將他們找到的入侵指標整合進自動化
偵測技術，並將他們的發現轉變為真正的威脅情報。

期偵測時，分析師需要花時間調查這些威脅。
圖 33 顯示 2016 年 1 月到 4 月間，思科偵測到的前十大惡意軟
體家族之每月趨勢。醒目顯示的名稱便是和勒索軟體有關聯的
惡意軟體家族範例。對手對特定惡意軟體使用量的增減，會造
成 TTD 中位數的變動。需要思科分析師調查才能偵測到的威

思科承諾，將在未來數個月繼續降低我們的 TTD 中位數。我
們建議其他組織也測量自己的 TTD 中位數，才能開始追蹤自
己的改善成效，並協助降低令人不甚滿意的現有業界估計值：
100 至 200 天。

脅，導致 TTD 中位數從 2016 年 2 月的稍多於 9 小時，增加至

效能更好的 TTD 和 TTP（修補用時）做法、使用加密，以及

同年 3 月的超過 14 小時。

主動處理老舊基礎架構的問題，都能協助減少對手不受約束的

圖 34 強調防禦者致力縮減 TTD 的挑戰，以及組織部署整合威
脅防禦的需求。藉由諸如沙盒這樣的自動化技術，可以比 TTD
中位數還早偵測到威脅。新興的、更為複雜的威脅需要使用內

運作空間。尤其是 TTD 和 TTP，這兩個數值對防禦者而言是
關鍵效能指標，能讓防禦者專注於在改進偵測對手的能力，並
限制攻擊者改變策略和逃避識別的能力。

部或第三方的調查和情報，所以需要更長時間進行偵測。

Figure XX. Top 10 Malware Families
Detected by Month
圖 33. 每月前 10 大惡意軟體系列
1月

圖 34. 以 TTD 中間值 13 小時為基準，早期或晚期偵測到惡
Figure
X. Examples of Early and Late Detection of
意軟體系列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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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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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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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應：損害企業安全性的實施做法
網路漏洞、勒索軟體攻擊，以及精心製造的惡意軟體等新聞往

未妥善評估的網路可能讓惡意的執行者有額外的時間存留在網

往在安全性媒體造成軒然大波。類似事件的影響也同樣引人關

路中，強度弱的密碼和經常使用管理權限等等的較差做法亦如

注，包括關閉業務、品牌聲望受損等等。但是，這類攻擊發生

是。組織並未準備好迎擊複雜威脅的另一項跡象，則是組織並

的可能性可能會讓許多組織十分驚訝：他們相信自己的威脅偵

不清楚過去有哪些事物曾影響他們的網路。說明自己從未經歷

測和事件回應系統十分健全，即便這些系統事實上十分脆弱。

網路漏洞的組織，缺乏對自家網路活動的能見度。任何成熟的

這些組織使用的安全性技術和做法，可能落後現有的供應項目
12 年。因而，當攻擊發生時，通才型的安全性專業人員很快便

組織都會經歷某種層級的惡意活動，包括惡意軟體商品，以及
企圖破壞其防禦的攻擊。

會遭到大量的事件回應需求淹沒，而這些需求需要專家的技能

思科也觀察到，一些組織缺乏自覺，不曉得自己對攻擊者的吸

才能處理。

引力。近幾年，醫療保健等產業對惡意執行者越來越有吸引

思科為各種規模的組織提供安全性整備相關的諮詢，經常發現
組織缺乏能加強安全性的最佳做法。該小組也發現，惡意的執
行者也知道這些弱點，並使用這些弱點作為進入網路的機會。

力，因為這些產業具有高價值的資料，而且安全性通常較差
（請參閱第 45 頁）。此外，思科注意到，攻擊者正將矛頭轉向
學校等易受攻擊的機構，因為他們知道這些機構可能只有最弱
的安全性防禦。如需支援有效事件回應的最佳實施做法，請參

例如，正要進行合併與併購 (M&A) 的公司可能並沒有對合作
夥伴公司的風險情勢進行足夠的盡職調查。他們可能在交易完
成後，才發現新合併部門的這項短處。此時雙方的網路已牽連
在一起，要修復問題可能已經太晚，或者更為困難。首席資訊
安全官 (CISO) 應在進入交易之前，完整地評估對方公司的安
全性保護措施。至少，他們應該在移轉前，確認相關網路中沒
有可疑活動的跡象。

「宣稱從未遭到網路入侵的企業組織，其實
是欠缺對自身網路活動的洞察能力。所有
成熟的企業組織多少會遭到不同程度的攻
擊活動，可能是針對產品的惡意軟體攻擊，
或是有攻擊者嘗試入侵其防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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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軟體對醫療保健產業的攻擊，為所有的組織帶來經驗參考
醫療保健產業在今年面臨了數次勒索軟體的攻擊。在我們對受

我們建議有類似安全性挑戰的企業採取下列行動，至少能夠改

到勒索軟體攻擊，所屬醫療保健垂直市場的思科客戶進行的分

善他們的整體安全性形勢：⁶

析中，我們識別出一系列的企業弱點，這些漏洞讓感染更可能
發生在這些組織。包括：

• 執行系統的基礎加強，以抵抗惡意軟體和入侵攻擊
• 評估組織 IT 環境：網路上有哪些和多少裝置？

• 共用密碼以及過度授權的帳戶

那些裝置在何處？

• 登入機制的安全性不足，使得受入侵密碼可遭偵測

• 教導使用者有關威脅和最佳做法的知識

• 具有開放 Web 軟體安全計畫 (OWASP) 所列前 10 大漏洞

• 制定事件回應計畫

的網路應用程式

• 主動監控網路，注意是否有入侵的跡象

• 並未修補的作業系統和應用程式
處理已知的安全性漏洞也迫在眉睫。JBoss 伺服器長期的漏
思科研究人員也發現，所有醫院中的 PC 經常運行著同樣的、

洞，提供了隱身在近期 SamSam 活動後的威脅執行者透過網

易受攻擊的軟體版本，如 Windows XP、Adobe Flash Player

際網路基礎架構側面鎖定醫療保健產業網路的能力（請參閱

或 Java。請注意，我們所調查的醫療保健產業工作站近期的

第 7 頁）。考慮到網際網路上易受攻擊的裝置和軟體數量，思

勒索軟體感染中，大部分都能追蹤到醫護人員在遺漏 Flash

科研究人員期望對手以基礎架構為目標來啟用惡意軟體活動。

Player 修補的工作站所進行的網路瀏覽。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0 頁的《老化的基礎架構：勒索

缺乏定期安裝安全性修補的正式程序，也是我們的醫療保健產

軟體的崛起使得修補長久存在的安全漏洞迫在眉睫》。）

業客戶之間的共同點。

不同產業的組織都能從醫療保健產業和勒索軟體交手的經歷

此外，大多數成為勒索軟體目標的醫療供應商並沒有適宜的事

學到不少經驗。他們應考慮採取措施，確保負責管理該組織

件回應計畫，這嚴重有損他們有效回應攻擊所投入的努力。

安全性的技術人員備有可以有效適當完成工作的工具、資源
和原則。

此外，醫療看護組織很少具有專門的安全性小組。IT 資產的維
護通常由缺乏安全性專業能力的一位或多位 IT 通才負責。

⁶ 注意：企業組織增強防禦措施時，必須考慮到所有法規遵循指示或其他業界相關規範，因為這些法規可能影響企業組織對像資料保護和資料隱私等特定安全問題的解
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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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觀點與安全性建議
惡意軟體來自世界各地的許多地點，而攻擊者會在有需要時於不同區域間轉換作業
基地。對於相信自己並非攻擊者目標的組織，有件事十分明確：沒有垂直市場可以
自外於攻擊威脅。而試圖仰賴入侵指標而非真正的威脅情報來改進其威脅偵測和事
件回應的組織，事實上改進安全性形勢的成效也有限。 同時，在越來越複雜的威
脅環境裡，企業也面臨了另一項不確定性：政府對控制和存取資料的需求越來越重
視，導致了衝突的訊號、立法和需求。政府所重視的需求，最終可能限制並與國際
貿易、安全性技術，以及可信賴的官民關係相衝突。

網路封鎖活動之區域概觀
透過檢查整個網際網路流量及區塊活動，思科研究人員可以提

出於各種因素（例如是否可以得到容易入侵的伺服器），攻擊

供有關惡意軟體來源的見解。在美洲，除了美國之外，加拿大

者會在不同區域間切換作業基地。

是受封鎖流量的最大宗來源。
在歐洲、中東及非洲地區，烏克蘭、羅馬尼亞是最大宗的受封
鎖流量來源，占了其整體流量的一部份；而在亞太地區，澳洲
則是第一名（請參閱下一頁的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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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X. Web Blocks by Country
圖
35. 各國的網路封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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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地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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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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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
0.35/0.08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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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烏克蘭
0.02/0.08 0.19/0.10

巴西
0.01/0.01

羅馬尼亞
0.12/0.22

2016

中國
0.10/0.09
印尼
0.01/0.01

越南
0.12/0.9
新加坡
0.01/0.01

阿根廷
0.02/0.02

2015

俄羅斯
0.02/0.03
日本
0.01/0.01

香港
0.16/0.03
馬來西亞
0.15/0.08

澳洲
0.01/0.33

印尼
0.07/0.18

1.0 值表示預期可遇到的總數。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分享

和對垂直市場產業的檢查一樣（第 49 頁），結論是：沒有任

此外，在 2015 年 12 月和 2016 年 1 月於澳洲觀察到的惡意軟

何國家或地區可以自外於惡意軟體流量。應該要把惡意軟體是

體活動高峰，將會對各國與其封鎖流量的比重產生顯著的變

作為全球性的問題。某些特定地區和國家或許有更高比例的封

動。

鎖活動，因為攻擊者在那裡找到了可以利用的基礎架構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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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程式帶來的垂直風險：所有產業都不安全
針對認為自己的產業對線上攻擊者而言不具吸引力的安全性專

Figure
XX. Monthly Vertical Block 年
Rates,
圖
36. 各大垂直市場每月封鎖率（2016
1 月至 4 月）
January-April 2016

1月

家們，在此給各位一個忠告：您不該如此自信。在思科對每個
產業的攻擊流量（「封鎖率」）以及「正常」或預期流量所做

2月

3月

4月

會計業

1.38

0.70

1.01

0.94

農業與礦業

1.65

1.13

1.53

0.28

汽車業

0.93

1.40

0.75

0.60

航空業

0.82

0.84

0.31

0.74

銀行與金融業

0.31

0.51

0.67

2.54

慈善和 NGO 組織

0.33

0.17

2.16

1.88

俱樂部和組織

4.17

0.00

0.05

0.17

教育

1.48

0.73

1.13

0.71

電子業

0.97

3.35

0.01

0.00

能源、石油和天然氣產業

1.63

0.95

1.26

0.35

工程與營建業

1.28

0.79

0.63

0.51

娛樂產業

0.65

0.56

0.60

0.21

餐飲業

0.24

0.31

0.87

2.60

政府

0.11

0.24

0.33

2.80

醫療保健

0.07

0.06

0.04

4.22

加熱設備、配管與空調

1.88

1.06

0.40

0.27

IT 和電信業

0.25

0.95

1.89

1.28

工業

0.78

0.97

0.81

1.36

保險

0.58

0.53

0.66

1.24

法律界

1.11

0.66

1.23

0.51

製造業

0.90

0.73

0.63

0.92

媒體與出版業

0.43

0.23

0.65

0.07

藥物及化學產業

0.62

0.32

0.87

1.00

專業服務

1.02

0.38

0.43

0.18

不動產和土地管理

0.41

0.53

1.26

0.19

零售與批發業

1.28

0.56

0.77

0.48

交通和運輸業

0.31

0.24

0.49

3.21

旅遊與休閒業

1.29

0.97

0.34

0.64

公共事業

1.03

0.79

0.79

1.16

的定期檢查中，很清楚地說明了沒有任何一個產業可以自外於
惡意軟體。任何產業都可能遭受攻擊者侵害，而攻擊者將會尋
求空間和時間以執行活動。
雖說醫療保健產業已經因為受到攻擊者偏愛而成為新聞（請參
閱第 7 頁），但思科的資料也顯示，在 2016 年的前幾個月，
其他產業也出現了高比例的惡意軟體流量。例如，社團和組
織、慈善團體和非政府組織，以及電子商務都經歷了封鎖率的
最高峰。
這次封鎖率的檢查意味著，每個產業都有風險。隨著資料檢視
了不同產業偶爾出現的封鎖流量高峰，這清楚說明著，攻擊著
正在將目標轉移到許多產業，因為他們看見入侵其網路的機
會。而一旦他們達到了目標，他們便移往下一個投資報酬率最
高的產業目標。驅動惡意軟體活動的是入侵網路的機會，而非
產業。
「圖 36」顯示為前 29 名的產業，並用比例顯示其封鎖活動
（與正常網路流量相比之下）。若比例為 1.0，表示封鎖數量與
觀察的流量數量相稱。若超過 1.0，則表示封鎖率高於預期；
低於 1.0 則表示封鎖率低於預期。

分享

資料來源：思科資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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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政治最新狀態：政府與企業面臨資料保護的困境
地緣政治背景下的網路安全，持續提供技術廠商、電信公司和

世界各地的政府正考慮著能夠讓他們更能控制技術的方法，以

其他全球公司一個需要操縱的、複雜且經常矛盾的法規世界。

便他們打擊恐怖主義和網路犯罪等威脅。在此過程中，他們有

在這樣的情況下，安全性問題中兩相對抗的元素（其一是政府

可能發掘新的漏洞。在某些案例中，他們保留了利用該弱點的

與企業，其二是隱私權和安全性）彼此衝突，關係緊張。

權利。他們不見得將這些資訊全部與技術廠商共享，進而導致

資料安全站上政府的首要優先順位，無論是有關保護公民的個
人資料，或者是有關國家級電網和水利系統等基礎建設的完善

了一個難以避免的問題：誰有責任揭發漏洞？當大眾對政府的
高度入侵有所反應時，企業往往必須站在回應的第一線。

運作。不過，政府也想要在其需要時擁有存取資料的能力，司

儘管全球化的步伐十分快速，卻沒有統一的全球性專責機構處

法監聽便是一例。

理網路安全等相關的龐大問題，例如透明度、責任歸屬、資料

政府察覺到，他們失去了對技術以及資料存取的控制，並且正
為了重建部分控制權而行動。恐怖攻擊以及積弱不振的全球經
濟成長，激發了政府這麼做的需求，迫使民選官員展現他們保

保護以及加密。為無國界的網際網路建立規則的努力仍繼續
著，但不同的優先順序能確保企業可以在政治化的、具有法律
風險的環境中繼續運作。

護公民和企業的能力。
• 在愛德華·史諾登洩密事件後，個人權利和國家權力的爭辯
引起了對於安全港等協議的重新思索。新的歐美隱私屏障

「儘管全球化的步伐十分快速，卻沒有統一

協議給了美國公司更強的義務，要求美國公司保護歐洲公

的全球性專責機構處理網路安全等相關的

民的個人資料不受政府存取。

龐大問題，例如透明度、責任歸屬、資料

• 歐盟的難民危機，以及巴黎、布魯塞爾、土耳其和美國等
地近期的恐怖攻擊，引起了有關透過法律強制存取加密私
密通訊的爭論。國際上對該問題的矚目，也說明了美國聯
邦調查局 (FBI) 和 Apple 公司之間衝突的劇烈焦點。FBI
和 Apple 公司先前為了是否將恐怖份子使用的 iPhone 解
鎖而爭論。
• 政府和私有安全性公司也更願意採取行動，回應政府資助
的諜報和竊盜活動。北韓被認為主導了使用國際財務網路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對銀行進行的攻擊。
德國政府最近認為莫斯科主導了對德國聯邦議院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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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中的法規環境

複雜性降低了所有人的安全性

全球的電信公司和技術廠商必須跟進各國的法規，在滿足其所

日漸複雜的法規對商業企業的營運方針來說相當具有挑戰性。

屬國家的法律框架和公眾期望的同時，也要符合每個主權國家

而最終，複雜性降低了所有人的安全性，反而使得攻擊者趁虛

的規則。但是，考慮到不同國家可能通過的法規有所不同，同

而入。

時滿足各國的法規十分困難。

• 美國一直以來都立於較為獨特的地位，因為直至今日，對

以英國為例，政府正力圖在年底前完成「調查權力法案」的立

政府有用的大部分資料仍儲存在美國的伺服器中。但如今

法程序，以一部法案統合所有英國情報機構的監視權力。英國

已非如此。諸如德國、俄羅斯和中國的許多國家，都開始

國會目前正在辯論該法案。政治人物、企業以及人權團體指出

向制定在地化資料的法律，並建立法規平台邁進。

了該法案中一系列具有爭議的條文，包括所謂的「隨選解密」

• 而美國同樣在慎重考慮制定相關法律，其規範管制的範圍

條款，該條款要求技術廠商和電信公司依英國情報機構的要求

可能將超過英國的調查權力法。該法律將要求所有公司製

解除加密。

作硬體、軟體或營運應用軟體商店，以提供政府能檢閱的

其他國家正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並且試圖迅速推行這些法令。

資料形式，並加入能進行「反向工程」技術的功能以移轉

例如：

情報資料。

• 歐盟將在今年夏天通過其網路與資訊安全指令。
• 法國的議會正在推動反恐法案，法案所包含的條款將針對
拒絕配合恐怖主義調查的公司收取巨額罰款，並建議公司
高階主管人員判處徒刑。法國自去年 11 月巴黎恐怖攻擊
事件後即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而法案的支持者希望能

由於欠缺了全球性的領頭人，政府和私人單位間在網路安全性
的共識上，則迫切需要更加良好的溝通和相互理解。若要達成
此目標，打造更多有效的資料交換請求方式就是一個良好的開
始。雖然政府及商業企業之間仍有取多誤解尚待解決，但兩者
共享資訊的動作也很重要。

在緊急狀態的延長期限結束前成功立法。

例如，許多企業稱若強迫技術供應商提供資料的「後門」，

• 匈牙利政府則在商議立法規範加密軟體。

雖然可在短期內提供安全性上的利益，但最終將毀壞消費者

• 俄羅斯及中國對恐怖主義的憂慮也日益加深，促使其提出
各種措施以便擴展對國內技術網路的控制。
該措施皆說明了他們對電信和技術供應商的憂慮，原因正是產
業本身嚴苛的需求，以及可能需承擔的法律後果。

的信賴。而組成他們經濟體的主幹公司本身，將會反過來受
到傷害。
對於公家和私人部門來說，資料保護是兩難的問題。諸如歐
盟 － 美國隱私護盾 (EU-U.S. Privacy Shield) 的許多協議，
皆旨在促進國際間的資料流動，以便在分析資料的同時維護消
費的信賴，使他們相信資料流動不會為他們或資料本身帶來任
何風險。消費者是否會接受此種措施仍有待觀察。

「由於欠缺了全球性的領頭人，政府和私人單位間在網路安全性的共識上，則迫切需要更
加良好的溝通和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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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建議
隨著新一代勒索軟體的演進，企業所採取的「第一道防線」，

在受到勒索軟體攻擊的情況下，可能發生本機備份被刪除、移

必須能阻止敵方側向移動及傳播，並減少對方操作的時間。第

除，或被攻擊者以其他方式拒絕您存取的情況，而異地備份的

一道防線除了須具備基本的措施，例如修補易受攻擊的網際網

措施通常是企業在不交付贖金的前提下，還原服務的唯一希

路基礎架構和系統（請參閱第 22 頁及第 29 頁），以及加強

望。備份被送至異地的頻率，則決定了有多少資料（如果有資

密碼管理外（第 44 頁），還需包括網路分段功能。

料的話）將被拒絕存取或遺失。

企業可以利用網路分段來阻止或減緩自行傳播威脅的側向移
動，同時矯正威脅。分段的網路有多項組成要件值得企業考慮
執行，例如：
• VLAN 與子網路能有條理地分離資料的存取管道，包括工
作站的等級。

不要移除瀏覽器感染的威脅
廣告載入程式透過以 HTTPS 加密的流量發布惡意廣告時，防
禦軟體無法輕易地辨識出威脅（請參閱第 21 頁）。而當敵方
使用 HTTPS 來隱藏活動的次數越多時，安全團隊更應該停止
檢視瀏覽器感染，因為這些感染對企業及使用者來說，不過是

• 專用的防火牆和閘道分段

低危險的威脅。

• 以主機為基礎的防火牆，配有已設定的輸入與輸出過濾

表面上為良性的瀏覽器感染，反而可以迅速地成為更大的麻

功能

煩，而且也有證據指出，惡意的廣告載入程式已然成為敵方在

• 將應用程式加入黑名單和白名單的功能

發起高風險攻擊前，進行基本準備的重要工具。

• 以職位設定的網路共用授權（最低權限）

企業可以藉由將監控瀏覽器感染列為優先順序，做好更佳的準

• 適當的憑證管理

備以辨識並修復威脅。在防禦機制修復這種類型的威脅時，行
為分析工具和共用威脅情報網是相當重要的資源。教育使用者

最後防線：備份復原

當廣告快顯和其他不受歡迎的廣告增加時警告安全團隊，也是

為了避免向那些以勒索軟體加密資料的攻擊者付出慘痛的代價

防禦機制相當重要的一環。

（第 10 頁），無論在現在或將來，備份復原都是企業的最後
防線。但是在受到勒索軟體攻擊後，以最低資料損失和最少服
務中斷的方式來復原的能力，將取決於系統備份和災難復原據
點是否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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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定期修補作業的生命週期
常規的檢查措施對現代的威脅來說已經不再足夠，任何規模和

意流量的所有網路通訊，並檢閱 IOC 的此類可疑流量。領導者

產業的企業都應該採取更進一步的措施。若要採取「安全第

應該提供執行這種詳細調查所需要的工具。

一」的做法，除了給予安全防禦一定的財務承諾外，還需要一
套整合威脅防禦。
例如，安全專業人員應利用現有的工具，定期檢查在意料之外

此外，作業系統和常用軟體最容易被敵方找到弱點並加以攻
擊，故應將針對上述兩者所使用的最新修補程式，與定期的修
補生命週期兩相結合，進而確保網路環境的最新狀態。

的時機下出現的系統或管理者帳戶。他們還應該記錄與分析惡

漏洞指標並非威脅情報
IOC 是威脅情報的語言，也就是對攻擊活動的建置組塊。然

所述情況對下一步給予明確指示。資料若無法達到能讓企業

而，雖然這項資料對必須進行調查的防禦單位而言具有相當

組織應用的等級，就只是像茫茫大海的普通資料而已。

價值，IOC 卻並非威脅情報。

若要確保投資的是真正的威脅情報並從中獲益，企業組織的

企業組織可能會投入數百萬美元購買那些以威脅情報之名銷

合作對象必須是能將 IOC、內容與企業相關的影響和指示結

售的 IOC 清單。其安全團隊可以自行決定是否使用該資料，

合的安全性廠商。這樣的安全性廠商會在資料蒐集過程中加

並想辦法應用在業務上。這個過程會需要挹注大量資源，也

入人性因子，並開發具有洞見的安全性工具，自然而然能提

可能讓安全人員轉而處理非優先事項。某些狀況下，對 IOC

供威脅情報給有需要的安全團隊。

過度依賴可能導致錯誤的判斷，認定企業組織安全無虞，並
相信攻擊者只會對其他組織造成安全疑慮。
那麼，什麼才是威脅情報？它是經過瞭解資料的產生背景，

因此，區分 IOC 與威脅情報非常重要。威脅情報能夠協助
防禦單位通盤瞭解整起攻擊事件，並改善其偵測和事件回應
能力。

並將其轉換成可執行資訊的一種資料。威脅情報會就資料中

「區分 IOC 與威脅情報非常重要。威脅情報能夠協助防禦單位通盤瞭解整起攻擊事件，
並改善其偵測和事件回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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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攻擊目前略勝防禦者的回應能力。只要攻擊者仍擁有不

就以往的案例來看，在協助減少敵方操作威脅的時間上，企業

受限制的操作時間和創新能力，我們可以預見他們仍能趁虛而

和終端使用者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對於企業而言，可能永遠不

入。但如果企業可以限制敵人發起攻擊前的準備時間與機會，

會有增進安全措施更好的時機，或比這更緊急的需求了。

他們將迫於壓力而做出抉擇，您將置他們於曝光的高風險中，
並最終制勝。

升級老舊基礎架構與系統以及修補已知的漏洞，能夠破壞網路
犯罪者利用這些資產執行活動的能力。該為 SamSam 勒索軟

迫使攻擊者持續變化威脅也是一種扭轉局勢的策略，能減少對

體攻擊行動負起責任的敵方，已經使影子經濟注意到這個充滿

方操作的時間。他們需做出的應變越多，就越有可能留下蛛絲

舊漏洞的新領域，敵方可以加以利用，加害於使用者，進而賺

馬跡，不論用了多少方式來躲過偵測和遮掩蹤跡，最終都將導

取前所未有的豐厚收益。（請參閱第 7 頁的《勒索軟體：巨大

致自己的身分被揭露。

的圖利工具，勢不可擋》。）

這就說明了測量 TTD 的重要性。如果防禦者不知道自己利用

許多企業已經到達了網際網路基礎架構的臨界點。他們想要簡

自己偵測威脅的能力，就永遠沒有辦法進步。TTD 和 TTP（修

化並升級裝置和軟體來降低成本，同時打下強大的 IT 基礎，

補時間）應視為關鍵效能指標，並加以使用，如此一來能確保

使他們在新興的數位經濟中能脫穎而出。現在就是他們強化網

安全團隊熟悉限制攻擊者的技術，並迫使對方變更策略。

路的安全性並增加能見度的時機，也該是時候減少敵人目前毫
無節制享用的操作時間了。

「許多企業組織的網際網路基礎架構已經到了臨界點…該是時候強化整個網路的安全防禦功
能並增加能見度，如此一來能縮短攻擊者目前所享有的無限制攻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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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思科
思科為世界帶來智慧型網路安全防禦機制，提供業界最完整的
進階威脅防護產品組合解決方案，足以應付各式各樣的攻擊向
量組合。思科以威脅為中心的安全性操作方法可以有效降低複
雜性和分割程度，同時提供優異的能見度、持續控制效果，以
及在攻擊前、中、後期提供進階的威脅防護功能。

思科 2016 年中網路安全報告投稿人
TALOS 安全情資暨研究小組
Talos 是思科的威脅情報組織，是由一群精英安全專家所組
成，致力於提供思科客戶、產品和服務最完善的防護功能。
Talos 是由一群頂尖的威脅研究人員所組成，他們會運用精密

思科整體安全智慧 (CSI) 生態系統的威脅研究人員在單一傘

的系統，為思科產品建立威脅情報，以便偵測、分析及防禦

下，使用取自世界各地裝置及感應器的遙測資料、公私部門的

已知和新興的威脅。Talos 負責維護 Snort.org、ClamAV、

資訊，以及思科開放式來源社群內容，整合了業界頂尖的威脅

SenderB ase.org 以及 SpamCop 的官方規則組合，同時也是

情資。這些情資包含每日擷取的數十億個網路要求，以及數百

思科 CSI 生態系統威脅情資的主要貢獻來源。

萬封電子郵件、惡意軟體範例以及網路入侵事件。
我們精密的基礎架構與系統會吸收這些遙測資料，協助機器學
習系統和研究人員在各大網絡、資料中心、終端、行動裝置、
虛擬系統、網頁、電子郵件以及雲端追蹤威脅所在位置，進而
確定根本原因及衡量爆發範圍。匯集的情資會轉換為我們產品
及服務中的即時保護機制，並且立即傳達給我們位於世界各地
的思科客戶。

安全性與信任組織
思科的安全性與信任組織強調思科的決心，亦即處理董事會
及全球領導者心中最重要的兩大議題。該組織的核心任務包
括保護思科公私部門客戶，實現並確保思科安全開發生命週
期及信任系統可套用至思科產品與服務組合，並保護思科企
業免於不斷變化的網路威脅。思科針對廣泛的安全性與信
任採取全面性的策略，包括人員、政策、程序和技術。安

若要瞭解更多有關思科的威脅中心安全性方法，請造訪
www.cisco.com/go/security 。

全性與信任組織致力提供卓越的營運能力，並將重心放在
InfoSec、信任工程、資料保護與隱私權、雲端安全性、透
明化與認證，以及進階安全性研究與政府機構。如需更多資
訊，請造訪 http://trust.cisc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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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事務

INTELLISHIELD 團隊

思科與各個層級的政府部門都有互動關係，主要是協助訂定支

IntelliShield 團隊負責思科安全研究部門、營運部門及外部來

援技術部門的公共政策與法規，並協助政府達成目標。全球政

源的漏洞及威脅的搜尋、分析、整合，以及研究數據和資料之

府事務團隊會協助開發並影響技術相關的公共政策和法規。該

間的相互關係，進而提供 IntelliShield 安全情資服務，以支援

團隊與產業利益關係人及相關合作夥伴協同合作，與政府領導

多項思科的產品及服務。

者建立良好關係，以影響與思科業務息息相關的政策制定，及
整體 ICT 的採用，以期在全球、國家及當地等層級協助政策決
策走向。政府事務團隊是由前任選舉官員、國會議員、立法委
員、資深美國政府官員及政府事務專家所組成，共同協助思科
推廣並保護世界各地的技術使用。
認知威脅分析
思科的認知威脅分析是一項雲端服務，能透過各種網絡流量數
據分析的分法，有效地發現漏洞、受保護架構內的惡意軟體，
以及其他安全威脅。透過使用行為分析及異常偵測，鑑別惡意
軟體感染或資料外洩的症狀，以解決邊界基礎的防禦落差。認
知威脅分析仰賴進階統計模型和機械學習，以便獨立辨識新的
威脅，並從中學習以及隨著時間而不斷調整。

LANCOPE
Lancope 為思科旗下公司，專門提供網路可見度及安全
情資，保護企業免受當今最盛行的威脅攻擊。透過分析
NetFlow、IPFIX 以及其他類型的網路遙測資料，Lancope 的
StealthWatch® 系統提供的情境感知安全分析技術可以快速
偵測一系列來自 APTs、DDoS、零日惡意軟體甚至是內部威
脅等各種攻擊。結合遍及企業網路中與用戶、裝置及應用程
式感知功能的持續單向監控，Lancope 得以加速緊急回應速
度，改善鑒定調查，並降低企業風險。
活躍威脅分析團隊
思科的活躍威脅分析 (ATA) 團隊會利用進階大數據技術，幫助
企業防禦已知的入侵、零日攻擊以及進階持續性威脅。這項全
方位的管理服務是由我們的安全專家，以及位於全球各地的安
全作業中心所提供。我們提供一天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專注警
惕性以及隨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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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研究及操作 (SR&O)

思科安全性事件回應服務 (CSIRS)

安全性研究及操作 (SR&O) 負責所有思科產品和服務的威脅

思科安全性事件回應服務 (CSIRS) 團隊的成員為世界級事件回

與漏洞管理，其中包括領先業界的產品安全性事件回應團隊

應人員，他們負責協助思科的客戶處理事件發生前、中、後期

(PSIRT)。SR&O 會透過不同的活動（例如思科的黑帽直播會

的狀況。CSIRS 運用最頂級的人員、企業級的安全性解決方

議），以及透過與思科上下及同業協力合作的方式，協助客戶

案、尖端的回應技術，以及從多年對抗敵方的經驗中學到的最

瞭解不斷變化的威脅環境。此外，SR&O 的創新服務包含思科

佳措施，來確保我們的客戶在攻擊發生時，能積極地抵禦，並

的自訂威脅情資 (CTI)，可以識別尚未被現有安全性基礎架構

同時迅速地回應和復原。

偵測或緩解的漏洞指標。
進階安全性研究與政府機構 (ASRG)
進階安全性研究與政府機構 (ASRG) 為思科長期安全性的願景
提供方向和指導。為達成這一目標，ASRG 在關鍵的安全區域
執行內部研究，例如進階的密碼學和安全性分析。ASRG 也與
資助的大學研究人員合作，一同解決長期的問題。

下載圖表

更新和修正

本報告的所有的圖表可在
www.cisco.com/go/mcr2016graphics 下載

如需參閱本報告的更新和修正內容，請造訪
www.cisco.com/go/mcr2016er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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