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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在攻擊鏈中扮演的角色與其防禦	

力悅資訊/彭國達	

當其它科技結束時，VOTIRO才開始	



資訊防護的落差 

檔案中找不到關聯聯識別碼 rId3 
的圖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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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比對無法處理的４０% 
(潛伏的惡意威脅) 

		

“如今，越來越多的案例正不斷的証明——	
傳統的惡意程式防護已無法保護最新的威脅攻擊。” 

(Gartner, Malware Protection Systems for Detecting Malicious Code in the Network, Mario de Boer, 28 Feb. 2014)	



•  防毒軟體只能攔截45%的惡意程式，而且「特徵比對」的防毒技術“已失效”
•  (Brian Dye, senior vice-president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at Symantec, 2014)

•  針對式郵件釣魚攻擊在企業攻擊中所佔比率 (簡易、主動攻擊的工具)
•  (Network World, citing Alan Paller, Director of Research at SANS, 2013) 
•  針對式網路釣魚攻擊從2012到2015的成長比率
•  (Internet Security Threat Report 2014-2016, Symantec)	319%

•  資料外洩的成本，且商譽損害不在計算範圍內
•  (Forbes, August 2014)	$148M

45%	

95%	

資訊安全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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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 Kill Chain基本訊息

•  由軍事理論演化而來，論述由目標識別、軍力投送、攻擊序列到目
標摧毀的過程



•  擊破攻擊鍊：達成有效防禦



•  洛克希德-馬丁：採用此觀念制定為資訊系統攻擊鍊模型



•  論述主要缺失：過於注重邊界防禦



•  力悅版本：補強內網防禦



偵搜	 郵件收割 社交工程 IP/Port掃描

武器	 武器文件	 投送系統	

投送	 可攜媒體	 魚叉郵件	 閘道入侵	

弱點	 啟動感染	 執行腳本	 零件下載	 攻擊弱點	

安裝	 後門程式	 最高權限	 灘頭陣地	

C&C	 中控報到	 水平移動	 內網偵搜	 擴大陣地	

行動	 機密傳出	 操控目標	 合併陣地	

網路攻擊鍊－無法防禦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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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者寄出釣魚郵件吸引點擊 

開啟看似無害的武器化文件 
(word, excel, pdf, tiff, ppt) 

執行高權限指令 

運行程序 
移除備份 
攻擊弱點 

加密檔案 
系統淪陷 
觸發地雷 

下載惡意程式 

釣魚郵件攻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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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攻擊鍊－無法防禦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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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機密傳出	 操控目標	 合併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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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權帳號－每個系統內建的弱點

邊界保護層 

特權帳號保護 

內網保護機制 

監控 



登入失敗 (狼來了)



登入成功 (披著羊皮的狼)



合法行為裡的異常即時警示 (找出披著羊皮的狼)
用⼾戶不正常時段的登入連線	
用⼾戶連線次數大量增加	
機器不正常時段連線	
不正常IP位址連線	
機器連線次數大量增加	
未授權登入(帳號被盜用)		
未納管後門帳號	
異常登入來源機器	
用⼾戶異常登入	
異常登入目標機器  
阻斷Kerberos攻擊 
Service帳號使用互動式登入	



網路攻擊鍊－無法防禦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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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裝置� 駭客操作人員�

傳送 命令�

傳出資料或帳密�

Command-and-Control 
�

(C&C)�
�

網路對話範例�
惡意軟體: 我的C&C www.malware.com的IP是甚麼�
DNS: �www.malware.com在6.7.8.9�
惡意軟體:�報告老大潛伏成功，目前偵搜所得資料如下�
C&C: 收到，請往下載點A更新版本，並以每312秒、911秒混合頻率主動回報並更新指令�

�

潛伏的威脅可以被偵測，如果你知道要找什麼跡證�

Command-and-control (C&C)  
�



預防工具�
IPS, FW, Proxy, �
Sandbox, AV�

早期感染偵測的商業價值何在?

	14	

感染� 發現� 修復�反應�

隱藏威脅� 行動延遲� 損失生產力�

t1� t2� t3�

商業風險空窗期�

1. 阻止惡意威脅於未然 
�
2. 依”現況”正確擬定資安策略�



更詳盡說明�

議程主題：惡意威脅的薩德預警系統－RedSocks 
時間：3/15 15:10-15:50 
會議室：101CD 
攤位：D區-63(二樓）	



精彩內容預告�

專家這麼說，但有限的資源應該放在1天、187天、49天？

187 days 49 days <1 day 

Sources: Ponemon Institute, “2016 Global Report on the Cost of Cyber Crime” 
Ponemon Institute, “2016 Cost of Cyber Crime Study;” Verizon 2016 “Data Breach Investigations Report” 

Feb 15 

Mar 15 

潛伏的威脅是可以被預警的，如果你知道要找什麼行為跡證�



精彩內容預告	

１、資安功能 VS  資安產品�
�
２、公司官網=惡意程式下載點、C&C、Botnet�

�(主動攻擊C&C是否可行？）�
�
３、平均感染率2%(台灣>全球平均）�
�
４、DC（兵家必爭之地）�

RedSocks威脅分析 !－殭屍就在您我之間	



網路攻擊鍊－無法防禦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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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可能夾入惡意程式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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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文件嵌入惡意程式碼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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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MACRO，也就是用VBA寫的自動執行功能中。 
OLE，也就是檔案內嵌檔案，把MACRO藏在第二層檔案中。
Flash，把flash嵌在檔案中，利用flash的漏洞。 
 



常見的文件嵌入惡意程式碼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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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文件嵌入惡意程式碼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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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Javascript，但產生許多不同的變化，例如：Base64編碼的
Javascript，加密過(RC4)的Javascript，嵌在header中，分
散在多個pdf或物件中等等。 
非Javascript類，一般以使用Flash產生shellcode較常見。 
 



常見的文件嵌入惡意程式碼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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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文件嵌入惡意程式碼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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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檔類型：Steganography，圖像隱碼術(藏頭詩)，一般藏在
header或多餘的payload中(例如圖像只有100KB，但檔案
有1MB大)。 



常見的文件嵌入惡意程式碼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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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文件嵌入惡意程式碼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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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MACRO，也就是用VBA寫的自動執行功能中。 
OLE，也就是檔案內嵌檔案，把MACRO藏在第二層檔案中。
Flash，把flash嵌在檔案中，利用flash的漏洞。 
 
PDF： 
Javascript，但產生許多不同的變化，例如：Base64編碼的
Javascript，加密過(RC4)的Javascript，嵌在header中，分
散在多個pdf或物件中等等。 
非Javascript類，一般以使用Flash產生shellcode較常見。 
 
圖檔類型：Steganography，圖像隱碼術(藏頭詩)，一般藏在
header或多餘的payload中(例如圖像只有100KB，但檔案
有1MB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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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帽駭客			



力悅大戲院-黑帽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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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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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過垃圾信件過濾	 目標被引誘點擊	
未知惡意程式躲過特

徵比對式的偵測	
惡意程式躲過沙箱	
(需要大量硬體資源)	

針對性的Email	
只寄給組織中被選定
的目標	

與收件者相關的內容	
	
 “包含從社群媒體收集
的目標相關訊息” 	
(FBI, July 2013)	

各式變形的惡意程式	
	
躲過沙箱機制	

未知與零時差惡意程式	
	
隱藏在看似無辜的檔案中	

用⼾戶	沙箱	惡意程式過濾	垃圾信件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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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多層防禦的技巧			



檔案「無害化」原理 
(Content Disarm and Reconstruction)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嵌在檔案中的惡意程式� 乾淨的檔案�

ü 拆解為最小物件�
ü 檢視檔案metadata �
ü 消除惡意程式碼�
ü 重建檔案�



我們只做保護，不做偵測！�

零誤判�



Data taken from "Targeted Attack Trends Report"  
Trend Micro, 2014.	

偵測與消毒：	

•  Office files (Excel®, Word, PowerPoint®)	

•  Archive files 	

•  Word Viewer files (RTF)	

•  PDF files	

•  Image files	

分類與阻擋：	

•  Executables	

100%阻擋針對式攻擊	
CDR支援的檔案類型			

Confidential	



Votiro CDR 目前支援110種檔案類型

(摘錄)�



1	

2	

3	

4	

VOTIRO  產品優勢: 

保有原始內容格式與功能 

支援組織內所有檔案流可能的管道 

檔案內嵌檔案不限層數 

幾秒內處理完成並彈性佈建 

廣泛支援各種檔案格式 



？？？？？？？



很好，但是……….





郵件或文件內的URL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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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今天上網安全嗎？

策略 現實 結論 

•  防火牆�
•  Rootkit掃描�
•  惡意程式掃描�
•  防毒掃描�
•  設備學習�

•  IP位址過濾�
•  垃圾郵件過濾�
•  封包監聽�
•  瀏覽限制�
•  Tokens�

多重過濾與阻擋機
制 95%以上的攻擊�

透過電子郵件�
與上網瀏覽�

改變是有必要的�
一個新的安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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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需要安全隔離？

•  駭客贏了、他們更快 	

•  弱點修補需依賴更新且成效有限

•  沙箱技術已趨於成熟	

•  市場專家建議安全隔離	



瀏覽器 

電子郵件 

檔
案 

用戶端	 DMZ 攻擊感染媒介 

   
   

   
   

   
   

   

各種裝置 

CDR Remote Virtual Content Stream  

Votiro Shield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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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不安全的上網環境

Java
 Scripts 152 3 CSS  

Scripts 22 External
 URLs 

Votiro Shield 安全上網環境 

Java  
Scripts 1 0 CSS

 Scripts 0 External
 URLs 

實現安全上網環境(以CNN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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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強大的管理介面

報告顯示使用趨勢，文件活動，連線狀態
，錯誤等…	

監視CPU、記憶體使用率，高峰時間，系
統負載，磁碟狀態，網路使用頻寬和其
他系統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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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強大的管理介面 – 政策制定

Votiro Shield政策：白名單、黑名單，文件下載和清洗(CDR)，文件上傳，剪貼簿
，Cookie，列印等… 



使用者經驗 
Clientless vs. Client 

安全隔離 
Remote vs. Local 

基礎建設 
Linux vs. Windows 

檔案清洗與消毒  
Built-in vs. Integrated 

四個面向的成功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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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的網頁瀏覽技術
Proven and field-tested HTML5 client  

企業解決方案
Highly available and auto scalable  

內建文件清洗技術(CDR) 
Pre-integrated multi-scan and sanitization 

彈性的部署模式 
On premise, cloud or hybrid 

安全設計
Based on disposable Linux containers  

我們的技術優勢



	
	

Ｖotiro Shield	
Secure Browsing	
網路安全瀏灠	

Secure File 
Transfer	

安全檔案傳輸	
	

Secure Media 
Gateway	

安全媒體閘道	
	

Secure Email 
Gateway	

安全Email閘道	
	

•  用⼾戶端不需安裝
挿件	

•  適用所有HTML5, 
Java瀏灠器	

•  整合檔案無害化
技術	

•  與FTP伺服器整
合	

•  多重防毒保護	
•  零時差攻擊保

護	

•  可移除媒體與
USB碟安全閘道	

•  多重防毒保護	
•  零時差攻擊保護	

	

•  適用所有Mail 
Server的安全
閘道	

•  多重防毒保護	
•  零時差攻擊保

護	
•  垃圾信件過濾	

提供多種佈建方式： 「端點」、「閘道」、「自有」、「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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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隨著惡意程式躲避沙箱的技術日益增進，Email閘道端的惡意內
容清除機制，將會逐漸被視為補強或取代方案” 	

	
(Gartner, Fighting Phishing: Optimize Your Defense, Neil Wynne, Andrew Walls, Peter Firstbrook, 17 March 2016)	

公正媒體對VOTIRO科技的評語？	

“Votiro終於找到資訊安全的聖杯技術：可以有效抵擋零時差攻擊
的科技”	
	
(Inc.com, 1 Janua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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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惡意內容清除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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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company 
established in	

             	

2010	

US patent  
technology since	 2012	

             	US Office	
Sunnyvale, CA	

                    	

       	

             	Israel Office	
Tel Aviv	

       	
             	APAC Office	

Singapore	

       	

Partners and 
distributers worldwide	

25	

VOTIRO公司簡介			



CERTIFICATIONS AND AWARDS 
Votiro:	The	“Holy	Grail”	of	Cyber	Security	

(Inc.com, 1 January 2016) 

“Votiro	has	achieved	the	holy	grail	of	cybersecurity:	technology
	that	can	defend	against	zero-day	attacks.”	
	

Leading	Industry	Recognition	of	Votiro’s	Technology:	

Industry	awards	recognizing	world	lea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ize	for	
innovative	
technology 

Recognition	
as	"hot"	
security	
start-up	

Prize	for	
tomorrow’s	
technology	

today 

Director	of	
Security		

of	the	Defense	
Establishment	

State	Authority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World	leading	Government	
Certifications:	

Global Reach and Media Exposure 

		

Prize	for	
Anti-Malware,	
Anti-Spam	or	
Anti-Virus 

Prize	for	Most	
Innovative	Security	
(Software)	of	the	

Year 

Prize	for	
Email	

Security	and	
Management 



100% 
PROTECTION 

FROM 
DOCUMENTS 

EXPLOITS 

如欲瞭解更多，今天就請與我們連絡：	
■力悅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5071601	
□Email：sales@cyberview.com.tw	
□官方網站：http://www.cyberview.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