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見未來
人工智慧對決駭客競賽



重大資安事件回顧

2020兩大重點：人工智慧與工業控制

網路真真假假攻擊事件影響整個網路安
全

電力網路時代，電力設備安全性!

智能輔助系統是助力還是阻力!

AI人工智慧下未來與風險!!



日本核能電廠資安事件

 日本文殊(Monju)核能電廠攻擊(2014) 

 –更新反應器控制室的應用系統後， IT管理
員發現攻擊者在五天入侵系統超過30次

 –影響：超過42,000封電子郵件和人員培訓
報告洩漏

 –細節：惡意程式將資料送到韓國C&C 

 伺服器

 –攻擊方式：攻擊者將惡意程式放置在

 具有弱點的更新軟體系統上



德國鋼鐵廠資安事件

 德國鋼鐵廠攻擊(2014) 

 –影響：鋼鐵廠系統不正常關閉，

 造成大規模實體傷害

 –攻擊方式：

 駭客使用網路釣魚與社交工程進行APT攻
擊，獲取工廠辦公室網路存取權，進而入侵
工廠控制系統

 取得整個控制系統與生產系統控制權，包
含鼓風爐與熔爐因為攻擊導致故障，進而停
止運轉，並對工廠造成嚴重破壞



烏克蘭電廠資安事件

 2015年12月23日烏克蘭電力網路受到駭客
攻擊造成約22萬人的停電，此為全世界第一
起駭客攻擊造成大規模停電事件

 攻擊手法：

–駭客對電廠員工進行網路釣魚，成功取得員
工登入權

–利用普通的遠端登入軟體，登入電廠系統後，
啟動斷路器截斷電力，然後改掉密碼，讓電廠
員工無法登入重啟電力

–關閉電話網路，讓電廠員工難以互相溝通，
不易了解狀況，增加重啟電力困難度



臺灣第一銀行ATM盜領

 2016年7月，第一銀行22家分行41台ATM，
遭盜走8,327萬元

 攻擊手法：透過釣魚郵件入侵倫敦分行內網



重大資安事件回顧





USB隨身碟資料夾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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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隨身碟資料夾病毒



USB隨身碟資料夾病毒



隨身碟安全問題

 隨身碟插入電腦的USB連接埠的時後系統設定要自
動執行的程式。



USB病毒

USB病毒:

透過USB外接儲存裝置感染擴散的病毒與蠕
蟲，通常是由惡意程式與autorun.inf自動執行
檔組成。

媒介:只要會在電腦產生一個磁碟代號的裝置都
可能會中 (ex.USB隨身碟、數位相機和手機的
記憶卡 )



Autorun.inf

•放置於根目錄

•註明了要開啟的執行檔、光碟片或隨身碟的圖示等

[AutoRun]
open=setup.exe
icon=setup.exe



如何確保隨身碟使用安全

在自己的電腦上安裝USB Protector及USB 
VirusKiller。

在隨身碟上建立一個autorun.inf的資料夾使
用公用電腦前先重開機

關閉Windows 自動播放功能



如何關閉瀏覽器記憶密碼功能-IE



如何關閉瀏覽器記憶密碼功能-Chrome



YouTube加密貨幣視頻推送資訊竊取木馬

YouTube網站上發現了詐騙和惡意軟體宣
傳活動。該活動用視頻推廣“比特幣生成器
”，一種許諾為用戶生成免費比特幣的工具
，但實際上卻是掛羊頭賣狗肉地推送著
Qulab資訊竊取和剪貼板劫持木馬。



YouTube加密貨幣視頻推送資訊竊取木馬

上傳的youtube



YouTube加密貨幣視頻推送資訊竊取木馬

描述也是下載此工具的連結。然而，該工
具實際上是一個特洛伊木馬和
https://freebitco.in網站的連結



YouTube加密貨幣視頻推送資訊竊取木馬

當使用者點擊這些視頻中的下載連結時，
其會被帶到一個提供Setup.exe檔的頁面
，如果受害者下載並運行該Setup.exe檔，
Qulab Trojan便會安裝到電腦上



YouTube加密貨幣視頻推送資訊竊取木馬

Qulab還能充當剪貼板劫持程式或Clipper，這表示其會監視Windows剪貼
板中的特定資料，在檢測到的時候用其他資料與攻擊者想要的進行交換。
此時，Qulab會尋找已經複製到剪貼板中的加密貨幣位址，許多情況下因使
用者會即將把貨幣發送到位址中，於是便在攻擊者的控制下用不同的位址
將其交換出來。

由於加密貨幣位址是長字串並且難以記住，許多用戶甚至不知道他們將其複製
到剪貼板的地址在將其粘貼到網站應用程式時已更改為不同的地址，這樣，攻
擊者就偷天換日地把加密貨幣發送到自己的地址中了。



輿情監測

輿情監測是指整合互聯網信息採集技術及信息智能處理
技術，通過對互聯網海量信息自動抓取、自動分類聚類
、主題檢測、專題聚焦，實現用戶的網路輿情監測和新
聞專題追蹤等信息需求，形成簡報、報告、圖表等分析
結果，為客戶全面掌握群眾思想動態，做出正確輿論引
導，提供分析依據。



善用網路擴散性，洞悉顧客價值需求
關鍵字詞頻或熱詞，作為一種詞彙現象，反映了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在一個時
期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和事物，企業藉此瞭解客戶意圖以應用於精準行銷。然
而，隨著社群媒體的普及化與社群行銷操作複雜化，消費者的網路行為也愈益
複雜。傳統以熱詞詞頻來量測消費者的方式已出現盲點。例如：刻意的行銷操
作，可以使用網路機器人，將企業主關注的關鍵字，散佈到數以千計的網路媒
體，以獲得大量的熱詞聲量，然而，這只是一個數字，並非消費者真正參與的
熱度，更難以轉換為實際銷售數字。



免費和開源網絡監控選項使用 MySQL 和 PostgreSQL (兩個 免費
作業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甚至是Nagios向後兼容的。





基礎設施失效之災害衝擊評估





















查看其他特殊的 GOOGLE 活動？時間軸與
聲音記錄







人臉辨識機制安全嗎?





拍照請小心







貢
獻網路社群

影片分享

相簿分享

分享網誌Blog

貢
獻

互動

互動

互動

社群網站運作



社群網站攻擊手法

社群網站 攻擊方式 說明

Facebook 按「讚(Like)」
即遭感染

典型手法是，駭客利用季節性事件、名人新聞
甚至是災難消息發表吸引人的貼文，使用者一
旦點擊連結，無意中也讓自己變成攻擊幫兇。

流氓應用程式 駭客開發流氓應用程式，發佈垃圾訊息或進行
網路釣魚攻擊。

聊天室攻擊 駭客利用聊天訊息散播惡意軟體，或是宣傳網
路釣魚應用程式。

Twitter 垃圾訊息&
下載惡意軟體

駭客運用Twitter微網誌的字數限制特性，散
布短卻引人注意的訊息，此類訊息中通常含有
惡意程式，將使用者導向特定網站，目的是為
了竊取使者個人資訊。

Twitter Bot 駭客們利用Twitter發展出管理和控制殭屍網
絡的方法



Facebook_ClickJacking

(聲東擊西 ~~ 看馬非馬)

Demo



聲東擊西 似真非真的
ClickJacking連結(範例)





詐騙案例1: 「全聯福利中心 Taiwan 」假粉專 ,號稱填問卷可優惠買口罩,實為
騙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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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技術概念架構

PC/NB

全面感知
可靠傳遞

智慧處理
可靠傳遞



物聯網大數據提供人工智慧的再突破

 近年來科學家發現，要讓機器有智慧，並不一定要真正賦予
它思辯能力，可以大量閱讀、儲存資料並具有分辨的能力，
就足以幫助人類工作。

 餵智慧機器它「吃」大數據。大數據就像智慧機器的食物，
智慧機器如何消化那麼多數據？這就要靠演算法，負責讀取
、大數據推演，分析，機器學習，同時產出結果。

 演算法有預測分析的演算法、各類統計演算法、深度學習的
演算法等。每個會寫程式的人，都可能創造自己的演算法，
好的演算法，造就聰明的AI，高IQ的機器人

人工智慧=大數據+智慧演算

人工智慧的再突破



AI人智慧，物聯網，大數據



困難問題解決

人在岸邊的時候，動物不會吃其他東西，若人到對岸，把兩種
以上的東西留在另一邊，則羊會吃果子，狼會吃羊；目的是要
把所有東西都運到對岸。



工業控制系統與資訊系統比較

類別 IT一般資訊系統 ICS工業控制系統
系統反應時間 非即時性系統 即時性系統
可用性 可依需求重開機 不可任意重開機
風險管理需求 企業內部資料機密性和完整性最

重要，若發生問題造成的影響會
只使企業內部運作延遲

控制與監視真實世界的物理行
為，如：溫度、壓力及轉速，
停機的情況是完全不可被接受
的

作業系統 使用一般的作業系統，可以自由
的變更與修改系統軟體

使用客製化的作業系統無法自
由變更與修改系統軟體

擴充性 可自擴充相容硬體與安裝第三方
軟體安全性套件

硬體固定且無法自行安裝任何
軟體安全性套件

通信協定 使用一般的通信協定 使用工業控制通信協定

安裝系統修補
更新

可以設定自動化更新 系統須在完全離線的環境內更
新與測試

設備替換週期 3年到5年 10年到15年



駭客產業鏈：藏匿在黑暗世界的暴利鏈條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60520/14637331609641.png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60520/14637331609641.png


自動導航

其實我們生活中很早就已經出現，能自主判斷，自我導航目標
取代人工的全自動機器。這使得人為操控上的失誤與過勞等等
人為問題消失。

（圖片來源／fashion.keedan.com/）

（圖片來源／http://www.jianshu.com/）

倉儲機器人

打掃機器人



自動駕駛(Self-Driving)

而在整合各項科技與技術的延伸，不久交通也漸漸開始出現一場新的
革命。

人類不再需要舟車勞頓的駕駛車輛，集所有汽車工程技術於一身的自
動駕駛車輛，為人類的交通帶來一個新的願景。

（圖片來源／Volvo）



自動駕駛汽車，又稱為無人駕駛汽車、電腦駕駛汽車或
輪式移動機器人 。
當然最大的特色就是不需要人類操控。

（圖片來源／Volvo）



以Google所研發的無人車Google Driverless Car為例。
自動駕駛技術合心在於雷達(影像)辨識、AI判斷、全車控制。

（圖片來源／http://bestdriverlesscar.com/）

自動對焦鏡頭
(前後)

雷達感應器

雷達感應器

360° 雷射雷達

雷達感應器

雷達感應器

行車電腦



此台無人駕駛車車頂上最醒目的特徵”雷射雷達”。
雷射雷達會不間斷的掃描車身周圍360度，半徑200公
尺的立體空間，繪製出3D景物。

（圖片來源／新浪科技）

360° 雷射雷達

半徑：200公尺

有效角度：360度



自動對焦攝影機主要用來辨識物體性質。
在車輛前後的所有東西，透過攝影機將畫面傳
至電腦分析辨識物體性質，以用來協助判斷行
車狀況。

自動對焦鏡頭

（圖片來源／新浪科技）

後視鏡位置裝有
面對前後的自動
對交攝影機，用
以辨識車輛前後
所有物體。



綜觀雷達、攝影機、GPS、速度感知、網路資

訊等等，將所有資訊匯整後，再交由電腦演算
判斷。

行車電腦

（圖片來源／新浪科技）

由車身為中心，
綜合GOOGLE 
MAP與雷達的
三維地圖。

物體性質判斷的
自動對焦攝影機
畫面。



內裝與中控其實與一般車輛並無太大差異
且此車也是由Lexus RX 450H所改裝而來。

中控

（圖片來源／新浪科技）

當遇到緊急情況
時，按下此紅色
按鈕，會立即進
入手動模式。



全車重新設計的
Google自動車

（圖片來源／isCar）

當然什麼都要自己來的，Google的自動車當然不滿足於改
裝測試，全車重新設計屬於自己的自動車，才是Google的
目標。



改裝測試到全車研發

1 2

3 4

各代Google自動車的
外觀，可以看出工程
上改善與進步。

（圖片來源／google）



自動車對未來交通有著重大的影響，運輸與乘載的定義也
會因此改觀。
2015年美國法規也認可人工智慧系統可分等第的，代替人
類當駕駛員。

未來

（圖片來源／NHTSA ）



未來自動駕駛對交通與生活，有著重大且深遠的影響，在運輸與乘載裡
人們解放了雙手，交通的定義與價值也會因此改觀。

（圖片來源／isCar）



讓汽車成為充滿愛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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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豐田，DIGITIMES整理，

觀察人的情緒

建議路線 駕駛支援

家人的辨識 與人對話

豐田概念車「Concept-愛i」發展出人與車的新關係



自駕車目標2020年商品化
並發表管理無人駕駛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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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產，DIGITIMES整理，2017/1

管理無人駕駛技術

管制系統

自駕技術已導入日產工廠

自
駕
技
術
應
用

2016

自
駕
技
術
進
程

2018

2020

 單一車道行駛
 高速公路行駛
 可變換車道

 可在市區行駛
 邁入商品化階段



深度學習可辨識行人
並發表駕駛人監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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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賽靈思，DIGITIMES整理，2017/1

ADAS/自駕用駕駛人監視系統FPGA具深度學習能力可辨識行人



動態地圖製作及資訊更新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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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ynamic Map基盤企畫，DIGITIMES整理，2017/1

高精細地圖製作方式-MMS系統

高精細地圖形成樣式

動態地圖類別及更新頻率

動態資訊(<1 sec)

準動態資訊(<1 min)

準靜態資訊(<1 hour)

靜態資訊(<1 month)

 週邊車輛、行人、交通標誌等

 交通事故、塞車資訊、小區域的
氣象資訊等

 交通規則、道路施工、廣區域的
氣象資訊等

 路面資訊、車線資訊、建築物等



商用車自動駕駛發展現況

Level 1 – 輔助系統: LKA, ACC, AEBS 等
Level 2  - 半自動化系統：ADAS
Level 3  - 高自駕化系統：駕駛可以透過HMI系統取回車輛控制權
Level 4  - 全自駕化系統：車輛可以完全在任何交通情況自主駕駛, 不需人員介入
協同自駕系統 : 車輛不但可以自動駕駛, 還可以將相關資訊透過無線V2X傳輸模組
分享給其它車輛和路側設施。



何謂商用車隊列駕駛？

 曳引車設備要求  尾車（O類）設備要
求

 符合ISO11992 
TEBS 系統

 制動風管需符合
DIN73378

 碟煞制動系統

 氣壓式懸吊系統



 有配備TEBS系統

同樣是緊急煞車，結果就是不一樣

無配備TEBS系統



有無EBS煞車距離差異



2010-
2012

2012-
2014

2014-
2016

2016-
2018

2018-
2020

國內外法規期程對照表

M1

N3

O3, O4

歐
盟

落後歐盟8年

落後歐盟9年

落後歐盟7年

M1 2018.1.1

N3 2019.1.1

O3, O4 2020.1.1

台
灣

423動態煞
車

內有ESC 和 VSF規範



車聯網系統產品整體解決方案



5G於車聯網之通訊類型



前方碰撞預警應用



彎道速限警示應用



遠距診斷及時維修通知應用



行人碰撞警示應用



車輛闖紅燈警示應用情境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風險報告

1.極端天氣事件(例如洪水、風暴等)

2.減緩氣候變化失敗

3.重大自然災害(如地震、海嘯、火山爆發、地磁暴)

4.數據欺詐/盜竊的大規模事件

5.大規模的網絡攻擊

6.人為的環境破壞和災害(如油氣泄漏、放射性污染)

7.大規模的非自願移民

8.生物多樣性減少和生態系統崩潰(陸地或海洋)

9.水資源危機

10.主要經濟體的資產泡沫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風險報告

1.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2.減緩氣候變化失敗

3.極端天氣事件(洪水、風暴)

4.水資源危機

5.重大自然災害(如地震、海嘯、火山爆發、地磁暴)

6.生物多樣性減少和生態系統崩潰(陸地或海洋)

7大規模網絡攻擊

8.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和網絡癱瘓

9.人為環境破壞和災害(如油氣泄露、放射性污染)

10.傳染病迅速和大規模傳播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風險報告

1.極端天氣事件＋減緩氣候變化失敗

2.大規模網絡攻擊＋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和網絡崩潰

3.結構性失業率高或就業不足＋技術進步帶來不利後果

4.結構性失業率高或就業不足＋社會不穩定

5.大規模數據欺詐/盜竊＋大規模網絡攻擊事件

6.區域或全球監管失敗＋州際沖突和區域後果

7.極端天氣事件＋糧食危機

8.主要金融機制或機構崩潰＋主要經濟體的資產泡沫

9.大規模非自願移民＋州際沖突與區域後果

10.技術進步帶來不利後果＋大規模網絡攻擊



大型分散式阻斷攻擊加遽



證券業者遭DDoS勒贖事件(1/2) 



證券業者遭DDoS勒贖事件(2/2) 



DDOS黑色產業鏈

DDoS 攻擊(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事件頻發，即
黑客組織通過控制服務器、肉鶏等資源，發動對包括國家骨
幹網絡、重要網絡設施、政企或個人網站在內的互聯網上任
一目標的攻擊，致使目標服務器斷網，最終停止提供服務。

DDoS 攻擊黑産團夥，包括發單人、攻擊實施人、肉鶏
商、出量人、擔保人、黑客攻擊軟件作者等 DDoS 黑産
鏈條中的各類角色，對該類型的攻擊犯罪形成黑色產業
鏈。



DDOS 黑産團夥 “分工”分析

發單人

在 DDoS 攻擊黑色産業鏈中，鏈條頂端的角色爲“發單人
”，也就是出資幷發出對具體網站或服務器的攻擊需求的人
。常見的“發單人”通常是非法網站如色情、賭博、彩票、
游戲私服等網站的經營者，爲了打壓競爭對手而雇傭黑客對
其他同類網站進行攻擊。



DDOS 黑産團夥 “分工”分析

攻擊實施人

一種是利用軟件、工具操縱肉鶏(被入侵利用做攻擊工具的
個人計算機)模擬訪問，占用目標的服務器CPU資源，導致
正常用戶無法訪問

一種是發送大量流量攻擊目標服務器，導致服務器無法訪問
網絡。軟件或工具多數購買自“黑客軟件作者”。而有的“
攻擊實施人”由于不懂DDoS攻擊服務器搭建，于是從“肉
鶏商”和“出量人”手中購買已經搭建好的“肉鶏集群”和
“流量平臺網頁端的服務”。



DDOS 黑産團夥 “分工”分析

肉鶏商

“肉鶏商”是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的實施人，或者買賣被侵
入計算機系統權限的中間商。他們利用後門程序(繞過安全
性控制而獲取對程序或系統訪問權的程序方法)配合各種各
樣的安全漏洞，獲得個人計算機和服務器的控制權限，植入
木馬，使得這些計算機變成能實施DDoS攻擊的“肉鶏”



DDOS 黑産團夥 “分工”分析

出量人
“出量人”是擁有服務器控制權限和網絡流量的人。他們有
一定技術能力，能够租用專屬服務器幷自行配置攻擊軟件從
而獲取流量。

擔保人(si)
在發單、購買肉鶏、購買流量等各個交易環節中，因爲交易
的雙方往往幷不認識，于是他們會找到業內“信譽”較高的
黑客作爲“擔保人”，負責買賣雙方的資金中轉，擔保人可
從中抽取一定的好處費。



DDOS 黑産團夥 “分工”分析

黑客攻擊軟件作者
負責編寫 DDoS 軟件，用其實現多種攻擊方式，降低黑客
攻擊門檻，幷售賣軟件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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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 攻擊持續演進

單一型攻擊

網路層攻擊

•Fragmentatio
n

•SYN floods

•Ping floods

•…

應用層攻擊

•Slowloris

•HTTP GET 
floods

•R.U.D.Y.

•…

放大攻擊

•DNS amplification

•NTP amplification

•…

複合型攻擊

複合型攻擊

•網路層攻擊
•應用層攻擊

• …



DDoS 攻擊來源 – CCTV 影像監視系統

Source: SUCURI BLOG , Q2 2016



DDoS 攻擊目標

Source: Akamai Q4 2014



網路安全議題

物聯網裝置將在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攻
擊中扮演更大的角色，而工業物聯網系統
也將成為針對性攻擊的目標。

資料來源：趨勢科技 2017 年資安預測



潛伏在身邊的危機：智慧設備安全



車聯網產品



可穿戴設備



無線網路防護措施

家用與企業無線Wi-Fi的管理方式與建議，改善無線網路安全的事項。
1.需妥善設定SSID:變更過SSID與密碼不要使用原廠預設資訊
2.請將無線網路設定為WPA2加密
3.切記Wi-Fi密碼設定不可過於簡單
4.管理介面的密碼修改也很重要
5.注意韌體更新，減少設備漏洞威脅
6.藉助其他工具或服務(https://campaigns.f-

secure.com/router-checker/en_global/)



網路簡單取得13.2G資料!!
https://www.shodan.io對駭客來說是一個非常棒的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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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簡單取得13.2G資料!!



連接資料庫
資料庫伺服器運行的是 MongoDB 資料庫，而我電腦在並沒
有安裝任何的 MongoDB 用戶端，於是我 google 了一下
”‘mongodb client”，並在結果中發現一個用戶端名為
MongoVue ，於是下載安裝並打開軟體，點擊 “connect”
按鈕：

http://www.mongovue.com/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60520/14637253764398.png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60520/14637253764398.png


連接資料庫

http://image.3001.net/images/20160520/14637253844319.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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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安全性威脅

1. 惡意程式(malicious code)：「電腦病毒」單純指
的是『Virus』，而「惡意程式」則泛指所有不懷好
意的程式碼，包括電腦病毒、特洛伊木馬程式、電腦
蠕蟲、後門程式。

2. 駭客入侵與網路破壞行為：駭客是企圖獲取或使用未
經許可網路系統的人。而怪客(cracker)則是具有犯
罪意圖的駭客。駭客們藉由找出資訊網路或電腦系統
的安全弱點，取得未獲授權的網路資源。有時他們只
為了好玩，只要破解網站的某些檔案就滿足了；但有
些駭客則是蓄意搗亂、污損，甚至進行網路破壞行為
。

3. 信用卡詐欺：被害人利用信用卡在電腦網路上購物消
費，致信用卡卡號遭到網路駭客入侵攔截，繼而被冒
用盜刷。



美國GAO武器系統安全報告：先
進武器裝備多存在安全性漏洞



美國GAO武器系統安全報告：先
進武器裝備多存在安全性漏洞

通過重啟系統類比了DOS攻擊，確保系統在一個短時間週期內無法
執行原來的任務。而系統管理員並沒有懷疑出現的網路攻擊，原因
是系統會經常出現莫名其妙的奔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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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關閉瀏覽器記憶密碼功能-IE



如何關閉瀏覽器記憶密碼功能-Chrome



LINE 密碼鎖定功能

LINE密碼鎖定功能教學！讓要進入LINE的聊天畫面都必須要輸入密碼才能開啟
。雖然iPhone和Android系統都有不少的螢幕鎖屏App可以將手機加上解鎖密碼，
但若想針對LINE應用程式更加強隱私安全的話，就再加一層LINE內建的密碼鎖
，讓其他人無法輕易偷窺你的聊天訊息。



LINE 密碼鎖定功能

LINE的「其他」→「設定」→「隱私設定」。



LINE 密碼鎖定功能

LINE的「其他」→「設定」→「隱私設定」。



LINE 密碼鎖定功能

LINE的「其他」→「設定」→「隱私設定」。



LINE 密碼鎖定功能

LINE的「其他」→「設定」→「隱私設定」。



避免添加不明 LINE ID 的人為朋友

LINE的「其他」→「設定」→「隱私設定」。



防止來自陌生人的消息

LINE的「其他」→「設定」→「隱私設定」。



LETTER SEALING

LINE的「其他」→「設定」→「隱私設定」。



外部應用程式存取

LINE的「其他」→「設定」→「隱私設定」→「外部應用程式存取」。



外部應用程式存取

LINE的「其他」→「設定」→「隱私設定」→「外部應用程式存取」。



提供資料使用

LINE的「其他」→「設定」→「隱私設定」「提供資料使用」。



提供資料使用

LINE的「其他」→「設定」→「隱私設定」「提供資料使用」。



廣告相關設定

LINE的「其他」→「設定」→「隱私設定」「廣告相關設定」。



LINE 我的帳號FB安全設定

LINE的「其他」→「設定」→「我的帳號」。



廣告相關設定

LINE的「其他」→「設定」→「隱私設定」「廣告相關設定」。



LINE 我的帳號FB安全設定

LINE的「其他」→「設定」→「我的帳號」。



檢查手機以外 LINE 的登錄狀態

LINE的「其他」→「設定」→「我的帳號」。



檢查手機以外 LINE 的登錄狀態

LINE的「其他」→「設定」→「我的帳號」。



LINE加入好友

LINE的「其他」→「加入好友」。



LINE加入好友

LINE的「其他」→「加入好友」。



LINE加入好友

LINE的「其他」→「加入好友」。



教學大綱

手機安全設定

 1. 軟體權限

 2. 遠端定位與資料刪除

 3.連線功能設定

 4.確認「允許安裝來源不明的應用程式」設定關閉

 5.更改重要網路服務的密碼

 6.解除安裝沒使用的 Apps

 7.檢查已下載 Apps 的授權許可

 8.雲端定步備份功能



軟體權限
手機設定→「LINE」。



隱私設定
手機設定→「隱私權」。



隱私設定
手機設定→「隱私權」 。



隱私設定
手機設定→「隱私權」 。



隱私設定
手機設定→「隱私權」 。



隱私權的過去與今日
電影 : 被監控/追蹤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追蹤工具 :

高科技追蹤晶片

衛星

攝影機

人員監控

今日 : 透過各種管道主動透露行蹤

管道 :

Email

社交網站打卡

手機安裝病毒程式



iCloud 疑遭入侵



iCloud事件有以下5種可能的發生原因

1 –被駭者都用弱密碼
2 –受害者未啟用iCloud的雙向認證
3 – 攻擊者侵入另一較弱安全性或密碼的關連
帳號
4 – 密碼重複使用
5 – 網路釣魚



https://www.icloud.com/











點選『設定』



點選『Google』



點選『Google Mail 』帳號



關閉不必要的功能，只啟動選
需要使用的功能!!



智慧型手機防護

 手機不改機或自刷非原廠韌體(ROM)

 安裝手機防護軟體(Avast、Dr.Web、AVG…..等)

 不安裝來歷不明的軟體

 不任意點選簡訊超連結

 不理會陌生人的訊息(LINE)



點選 OK 後，跳轉到
了「你的手機已經中毒
」的頁面，聲稱你的個
人相片及密碼已經有風
險，要你「立刻移除病
毒」

請小心假的手機病毒警告訊息，千萬不
要隨便安裝來路不明的 APP!





行動惡意軟體和高風險應用程式破百萬



安裝了最新的手機惡意程式嗎!!



十大手機病毒
這部份就僅供參考，但如果你是常去大陸亂下載 APK 安裝
的朋友可能就要檢查一下你自己的手機了。

TOP 1：Msm
危害級別：★★
病毒特性：該病毒安裝後，會監聽使用者簡訊接收，並上傳到雲端伺服
器，造成隱私洩漏。
TOP 2：Android Defender
危害級別：★★★
病毒特性：該病毒安裝後，彈出釣魚訊息，騙取使用者支付費用，造成
資費消耗，如果不支付的話會讓你無法使用其它軟體，讓手機安全遭受
嚴重的影響。
TOP 3：轟炸彊屍
危害級別：★★★
病毒特性：該病毒安裝後，後台會常駐惡意服務，以通知欄或對話框形
式匿名推送推廣訊息，無法取消，而且一點擊就下載，造成使用者大量
流量消耗，並存在安全疑慮。



十大手機病毒(續)

TOP 4：100tv 播放器
危害級別：★★★★
病毒特性：該病毒特性同上「轟炸彊屍」。
TOP 5：水果派對
危害級別：★★★★
病毒特性：該軟體會私自發送簡訊定制 SP 服務，並屏蔽回傳的訊息
，造成資費增加。
TOP 6：競技摩托
危害級別：★★★★
病毒特性：該病毒安裝後，會強制執行，從遠端伺服器自動下載惡意
腳本代碼，私自下未知的軟體，消耗使用者流量，造成資費增加。。
TOP 7：KM Home
危害級別：★★★★
病毒特性：該病毒經常捆綁在一些主題類的軟體，啟動後就會自動安
裝特定目錄下的軟體，每隔一秒向指定目標發送簡訊，並且在背景自
動上網，同時這病毒也會攔截以「10」開頭的簡訊及特定類型的信息
，會大量增加資費。



十大手機病毒(續)

TOP 8：萬能查詢
危害級別：★★★★
病毒特性：該病毒安裝後，誘導使用者申請 Root 權限，一但獲取
Root 權限則會破壞系統，同時會在背景私自下載並安裝未知軟體，收
集使用者 IMEI 等相關訊息，造成嚴重安全問題。

TOP 9：手機也能變魔術
危害級別：★★★★
病毒特性：該病毒啟用後，未經使用者允許自動上網下載推廣安裝包，
增加使用流量，造成資費增加。

TOP 10：Google Service
危害級別：★★★★
病毒特性：該病毒安裝後，私自監聽收發簡訊及通話記錄，並隱藏指定
簡訊接收，將監控到的訊息上傳到伺服器，造成隱私洩漏。







Androud 手機的設定中，找找看「安全性」中是否有勾
選一個「驗證應用程式」的選項，如果有，那麼表示你已
經開啟了 Google 為 Android 內建的防毒軟體。



簡單的五個步驟讓你遠離手機病毒：

 1. 接收藍芽傳送檔案要特別謹慎，以免收到病毒
檔案。

2. 不慎中毒暫時關閉手機上的藍芽接收功能，以
免繼續搜尋感染目標。

3. 收到來路不明的簡訊，不要打開直接刪除。

4. 對於來路不明的手機程式不要任意安裝。

5. 下載手機鈴聲、手機遊戲，請至合法官方網站。



自保手機安全五撇步報你知

 點選智慧型手機的「設定」，選取「應用程式」中的「正
在運作的服務」，若發現有名為「MonitorService」檔
案的存在，則手機已經遭受感染。使用者可以手動刪除此
一惡意程式：選取「設定」→「應用程式」→「管理應用
程式」，然後刪除此程式。

 1.確實使用Android平台提供的基本手機防護：設定pin
碼或是開機密碼等可以讓手機與資料受到基本保護。

 2.盡量避免使用Wi-Fi自動連線功能
 3.在下載來自第三方應用程式商店的APP前請審慎考慮
 4.當有程式或網頁請求授權時，請詳細閱讀其請求授權
的內容。

 5.安裝具有信譽且有效的智慧型手機防毒軟體：可有效
阻擋惡意程式入侵手機平台，保護Android 裝置免受惡
意程式威脅。



第一招：不點擊來路不明的鏈結，關閉「從未
知的來源」安裝應用程式權限
Android 的安全性設定裡，有一個「未知的來源」選項，勾選後會允許安裝非
Market 線上應用程式商店的軟體，請記得要把這個選項「取消勾選」，可以
降低不小心安裝到 APK 程式所造成的風險。



第二招：中毒請恢復原廠設定，還原最乾淨系
統

如果你真的不幸點擊到簡訊、LINE 裡的惡意鏈結，也
確定下載、安裝了不乾淨的 APK 檔，那最好的方法不
是找到它，或者把它刪除（如果有這麼容易被刪除，那
它也不用玩了），而是把手機「恢復原廠設定」，將所
有的資料都刪除掉，重新開始，以免夜長夢多。

http://www.freegroup.org/tag/LINE/


結論
 網路處處是陷井小心處處有駭客存在網路上，不要
輕易相信網路上提供資訊，請勿瀏覽看似好康資料
的下載網站。

 網路平台處處都會留下使用者個人資訊及使用者記
錄，凡不必要的資料勿留於網際網路上，千萬不要
相信重要資料設有密碼就是安全不會造成資料外洩

 凡走過必留下足跡，可以透過一些簡檢測電腦輕鬆
判斷是否中毒，並可收集系統記錄檔分析追蹤入侵
駭客或是惡意使用者，並可以結合搜尋引擎功能找
出惡意使用者相關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