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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面對的不是攻擊，⽽而是資訊不對稱



Minimum



哪些是不對稱的資訊？



哪些是不對稱的資訊？

• 更更⼤大的攻擊規模 

• 更更強的運算能⼒力力 

• 更更刁鑽的攻擊⼿手法



更更⼤大的攻擊規模

GitHub  
1.35 Tbps DDoS Attack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1588



更更⼤大的攻擊規模

NETSCOUT Arbor  
1.7 Tbps DDoS Attack

https://www.arbornetworks.com/blog/asert/netscout-arbor-confirms-1-7-tbps-ddos-attack-terabit-attack-era-upon-us/



更更強的運算能⼒力力

Nvidia GTX 1080 x 8 

使⽤用 hashcat 破解密碼 

NTLM

MD5

SHA1

SHA256

SHA512

Mac O
S 10.8+

PBKDF2-HMAC-SHA512

bcryp
t

10,000H/s 1,000,000H/s 100,000,000H/s 10,000,000,000H/s 1,000,000,000,000H/s

105,700

3,450,100

9,861,800

8,624,700,000

23,012,000,000

68,771,000,000

200,300,000,000

334,000,000,000

https://gist.github.com/epixoip/a83d38f412b4737e99bbef804a270c40



8 個字元的密碼破解時間

類型 字元 組合數 破解時間 (秒)

數字 10 100,000,000 0.0005 0.0005秒

HEX 16 4,294,967,296 0.0215 0.0215秒

英⽂文⼤大⼩小寫 52 53,459,728,531,456 267.2986 4分 27秒

數字英⽂文⼤大⼩小寫 62 218,340,105,584,896 1,091.7005 18分 12秒

所有 ASCII 可視字元 95 6,634,204,312,890,625 33,171.0216 9⼩小時 12分 51秒

• MD5 為例例，每秒約 200,000,000,000 組 Hash，所需破解時間：



9 個字元的密碼破解時間

類型 字元 組合數 破解時間 (秒)

數字 10 1,000,000,000 0.0050 0.005秒

HEX 16 68,719,476,736 0.3436 0.3436秒

英⽂文⼤大⼩小寫 52 2,779,905,883,635,712 13,899.5294 3⼩小時 51分 39秒

數字英⽂文⼤大⼩小寫 62 13,537,086,546,263,600 67,685.4327 18⼩小時 48分 5秒

所有 ASCII 可視字元 95 630,249,409,724,609,000 3,151,247.0486 36天 11⼩小時 20分 47秒

• MD5 為例例，每秒約 200,000,000,000 組 Hash，所需破解時間：



更更刁鑽的攻擊⼿手法

組合各種漏洞洞與情境，
達成滲透主⽬目標的任務

https://devco.re/blog/2016/04/21/how-I-hacked-facebook-and-found-someones-backdoor-script/



地下網站販售密碼

販售全世界曾外洩的帳號
密碼資料庫



地下網站販售密碼

販售全世界曾外洩的帳號
密碼資料庫



haveibeenpwned

pwned websites: 271 

pwned accounts: 
4,949,099,146 

pastes: 64,787 

paste accounts: 
71,776,475 



哪些是不對稱的資訊？

• 攻擊⼿手法不斷進化，已經超乎企業的想像 

• 更更⼤大的攻擊規模、更更強的運算能⼒力力、更更刁鑽的攻擊⼿手法 

• 傳統的防禦⽅方法思維已經不再有效



在戰場無限擴張的時代 
僅能針對攻擊者的思維重點防禦



網路路邊界：外部網路路與內部網路路的邊界 
也是攻擊者與防禦者的戰線 



網路路邊界：外部網路路與內部網路路的邊界 
也是攻擊者與防禦者的戰線 

你的邊界防禦是有效的嗎？



網路路邊界防禦

防火牆

內部網路路

DMZ

Slack Gmail

資料庫

ERP

GitHub

主網站

重點防禦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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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路邊界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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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到底什什麼服務才能滿⾜足這個需求？



紅隊演練 (Red Team Assessment)



紅隊演練是什什麼？

• 紅隊演練 (Red Team Assessment)  
 
在不損及企業利利益的前提下，對企業進⾏行行模擬入侵攻擊，在有限的時間內以無
所不⽤用其極的⽅方式，從各種進入點執⾏行行攻擊，嘗試達成企業指定的測試任務。



企業最在意的⽬目標

個資、⾦金金流、主管機敏資料，只
要是企業最在意的資料，都會是
攻擊者有興趣的⽬目標，也會是紅
隊演練的任務⽬目標。

伺服器

防火牆



紅隊演練 vs. 滲透測試

紅隊演練 滲透測試

⽬目標
著重廣度，瞭解企業全盤風險，
僅針對造成企業重⼤大危害漏洞洞

著重深度，檢測單⼀一系統各種風
險，包含 OWASP 檢測條⽬目

範圍 企業所屬所有主機 固定範圍

時間 根據預算排定固定時間 根據功能多寡預估執⾏行行時間

終極⽬目標 找出各種入侵的路路徑 找出各種漏洞洞



解決⽅方案比較

戴夫寇爾的解決⽅方案

弱點掃描 滲透測試 紅隊演練

避免存在已公開漏洞洞 ✓ ✓ ✓

深入且完整性⾼高的測試 ✓

找出資料外洩途徑 指定範圍 全⾯面

找出立即性的風險 指定範圍 全⾯面

盤點企業整體安全性 ✓

改善開發⼈人員的危險習慣 ✓ ✓

改善維運⼈人員的不當配置 ✓

精準且實⽤用的檢測報告 ✓ ✓



弱點掃描等 
⾃自動化⼯工具

⾃自動化⼯工具僅能找出明
顯的弱點，且無法將漏
洞洞作組合利利⽤用。

XSS

SQL  
Injection

系統 
路路徑



滲透測試 
漏洞洞挖掘

透過 PT 找出系統漏洞洞，
根據嚴重程度不同影響
系統整體安全。

XSS

SQL  
Injection 上傳檔案

系統 
路路徑



滲透測試 
漏洞洞組合利利⽤用

組合不同漏洞洞，擴⼤大攻
擊效果。 

例例如透過資訊洩漏系統
路路徑，搭配上傳檔案功
能植入 webshell 控制主
機。

系統 
路路徑

上傳檔案



紅隊演練 
組合入侵路路徑

擴⼤大戰線，將漏洞洞的利利
⽤用最⼤大化。 

例例如透過情資蒐集，找
到管理理者信箱，並且利利
⽤用 XSS 搭配社交⼯工程⼿手
法取得管理理者權限。

XSS

管理理者信箱

社交 
⼯工程



紅隊演練

尋找企業網路路邊界中未
被防護的主機，並且搭
配已知漏洞洞進⾏行行攻擊，
獲取更更多控制權並進入
內部網路路。

XSS

管理理者信箱

社交 
⼯工程

系統 
路路徑

上傳檔案

SQL  
Injection

測試主機



紅隊演練

盤點企業使⽤用的第三⽅方
雲端服務，針對員⼯工帳
號採⽤用撞庫攻擊取得權
限。 

從中取得更更多企業更更多
資料，輔助更更多攻擊⾏行行
為。

XSS

管理理者信箱

社交 
⼯工程

系統 
路路徑

上傳檔案

測試主機 SQL  
Injection

雲端服務

撞庫



紅隊演練

只有靠紅隊演練才能確
保企業全⾯面的安全。 

XSS

管理理者信箱

系統 
路路徑

上傳檔案

雲端服務

SQL  
Injection

撞庫

測試主機社交 
⼯工程



紅隊演練與滲透測試的
不同

紅隊演練更更重視可能的
入侵途徑，⽽而非難以利利
⽤用的漏洞洞。 

管理理者信箱

社交 
⼯工程

測試主機

雲端服務XSS
系統 
路路徑

上傳檔案

SQL  
Injection

撞庫



客⼾戶需求及⽬目標確認

資訊蒐集

漏洞洞挖掘

擴張權限

評估報告

漏洞洞利利⽤用

系統安全強化

確認執⾏行行規範、確認演練標的需求、取得攻擊授權

蒐集標的物資訊、模擬滲透路路徑 
偵察並列列舉系統資訊、帳號、已知漏洞洞資訊

作業系統及應⽤用軟體安全漏洞洞滲透 
配合已收集之資訊進⾏行行各項滲透

擴展戰場試圖取得更更⾼高的系統權限 
透過已控制主機取得內部網路路存取權

撰寫評估結果報告

提供客⼾戶執⾏行行弱點修正顧問咨詢 
擬定定期執⾏行行安全稽核計劃

利利⽤用已掘到的漏洞洞作進⼀一步攻擊



誰需要紅隊演練？

• 容易易成為攻擊⽬目標的上市櫃、⾼高資本額企業 

• 數位資產龐⼤大，需要最全⾯面的檢測 

• 資訊安全為企業形象的重點 

• 企業擁有需要保護的敏感資料 

• 想挑戰⾃自我防禦能⼒力力的企業



• 政府有超過 500 個系統，有辦法針對每⼀一台做滲透測試嗎？ 

• 怎麼挑選標的？ 

• 有⾜足夠的預算安排嗎？ 

• 哪個系統比較重要需要先防禦？ 

• 誰來來管理理這些系統？ 

• 不如靠紅隊演練盤點攻擊者會打的路路線，照攻擊者的思維快速防堵

想想這個情境...



紅隊演練怎樣才會成功？ 



紅隊演練怎樣才會成功？ 

成功的服務品質要靠甲⼄乙雙⽅方⼀一起努⼒力力



紅隊演練怎樣才會成功？

• 主管、老闆的全⼒力力⽀支持 

• 避免 Red Team (或資安部⾨門) 的孤立無援 

• 讓 Red Team 獨立作業，不⼲干涉⼿手法及作法，客觀評估成效 

• Red Team 團隊成員必須挑戰駭客思維，不斷學習新技術，樂於溝通 

• 是測試，不是 QA 

• 次數不⽤用多，避免企業疲於奔命



Case Study



紅隊演練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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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 偵察該企業，透過 LinkedIn / Facebook 等社交網站找出該公司員⼯工。 

• 鎖定員⼯工慣⽤用的使⽤用者名稱，尋找 GitHub / Bitbucket 上⾯面的使⽤用者專案，找
到企業所屬組織 

• 透過專案原始碼，找出設定檔中 AWS 的認證資訊，因此可登入 AWS 服務。 

• 掃描主要後台伺服器，發現伺服器在特定連接埠開啟 SSH 服務 

• 登入 Slack 查看 VPN 伺服器所設定的帳號密碼、SSH key 

• 連線⾄至內部網路路 

• 取得全站會員個⼈人敏感資料、企業內部資料



紅隊演練成效

• 每三家企業就有⼀一家會是撞庫攻擊的受害者 

• ⼀一般檢測範圍之外的邊疆，成為攻擊重點⽬目標 
• Gmail, GitHub, Bitbucket, SSH, Dropbox, Slack 

• 70% 的企業⾯面對紅隊演練，依舊能從檢測過的⽬目標中取得機敏資料



企業⾯面對資安的困境？



企業⾯面對資安的困境？

• 挖東牆補⻄西牆 

• 感冒不去看病，卻被說服買外套 

• 就算看了了醫⽣生，找到不對的醫⽣生，是感冒卻賣你維他命 

• 是你真的需要維他命，還是你被病痛牽著走？病急亂投醫?



你是真的需要藥，還是病急亂投醫？



企業⾯面對資安的困境？

• 為什什麼老是挑到不對的廠商？ 

• 價格標、最低價標 

• 想⼀一下，為什什麼⼀一樣服務，有⼈人可以⽤用⼗十分之⼀一的價格提供？ 
誰的權益損失了了？ 

• 只為了了合規⽽而安排測試，只會淪淪為形式⽽而死亡



低價與品質的選擇？

A 廠商

B 廠商

投入⼈人天數

漏洞洞數量量

有效漏洞洞

投入⼈人天數

漏洞洞數量量

有效漏洞洞

0 10 20 30 40 50 60 70

5個

40個

20個

40個

5⼈人天

60⼈人天



我有產品，我還需要資安服務嗎？



企業需要的資安服務到底是什什麼

• 資安顧問 

• 弱點掃描 

• 滲透測試 

• 事件處理理 

• SOC監控 

• 資安健診 

• 社交⼯工程演練 

• 原始碼檢測 

相信每個服務你們都可能採購過，也都⼀一定知道服
務能解決的問題是哪些類型。 

但這些服務真的解決你們的問題了了嗎？



滲透測試為什什麼沒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 戰場比你想像的更更⼤大：攻擊者的火⼒力力焦點可能會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 架構龐⼤大的系統難以在指定範圍中找到入侵途徑 

• 本來來就沒有⼀一個產品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Takeways

紅隊演練全⾯面盤點企業風險 

化解與攻擊者的資訊不對稱 

戰場範圍遠比你想像的更更⼤大 

戰略略思維比購買武器更更有效



你還在用紙牆抵禦步槍嗎？



Q&A

戴夫寇爾股份有限公司 
contact@devco.re

Try DEVCORE.

mailto:contact@devc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