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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摘要�

資安事件調查新思維及方法�

資安法中對於資安事件處理之重點規範 �▶

▶

▶

▶

 客戶實績�▶

公司簡介�

新一代惡意程式偵測的方法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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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真數位有限公司自民國九十七年成立以來，�

即以數位鑑識產業為公司主要營運業務，以全球華人為
服務對象的專業「數位證據鑑識」公司。�

開發專業的數位鑑識軟體，並提供鑑識產品、服務及教
育訓練，以進一步協助營利企業、政府、非營利組織和
個人在遭遇到智財侵權、駭客入侵、商業洩密、犯罪相
關及任何民訴或刑事法律訴訟時所需要在數位證據上的
任何技術支援及諮詢服務。�

除本身具有專業商用之數位鑑識實驗室外，�

更協助全國各執法單位及民間企業建立數位鑑識實驗室
、提供資安及商業侵權案件調查產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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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全國各執法單位科技犯罪調查

資安鑑識/APP資安檢測/ 
各種國際鑑識案件

定型化鑑識顧問服務

eDetector   
鑑識產品&教育訓練



資安法中對於資安事件處理之重點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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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重點� 說              明�

�
1.�

�
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訂

定作業規範�
�

�
一、判定事件等級之流程及權責。 �
二、事件之影響範圍、損害程度及機關因應能力之
 評估。�
三、資通安全事件之內部通報流程。 �
四、通知受資通安全事件影響之其他機關之方式。 �
五、前四款事項之演練。 �
六、資通安全事件通報窗口及聯繫方式。 �
七、其他資通安全事件通報相關事項。 �

�
2.�

�
資通安全事件之應變訂定

作業規範�

一、應變小組之組織。�
二、事件發生前之演練作業。�
三、事件發生時之損害控制機制。 �
四、事件發生後之復原、鑑識、調查及改善機制。 �
五、事件相關紀錄之保全。 �
六、其他資通安全事件應變相關事項。 �

�
3.�

�
進行演練�

�
每半年辦理一次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
變演練。 �

制定作業規範

資安法有關資安事件處理-事前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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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重點� 說              明�

�
1.�

�
進行通報�

�

公務機關知悉資通安全事件後，應於一
小時內依主 管機關指定之方式及對象
，進行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

�
2.�

�
進行損害控制或復原作業�

一、第一級或第二級資通安全事件，於
知悉該事件 後七十二小時內。 �
二、第三級或第四級資通安全事件，於
知悉該事件 後三十六小時內。 �

資安法有關資安事件處理-發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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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重點� 說              明�

�
3.�

�
進行事件調查與改善�

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完成損害控制或復
原作業後， 應持續進行資通安全事件
之調查及處理，並於一個月內 依主管
機關指定之方式，送交調查、處理及改
善報告。 �

�
4.�

�
主管機關審核�

上級、監督機關或主管機關就調查、處理
 及改善報告認有必要，或認有違反
法令、不適當或其他 須改善之情事者
，得要求公務機關提出說明及調整。 �

資安事件調查與改善

資安法有關資安事件處理-發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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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法有關資安事件調查、處理及改善之重點�

資料來源:M-TREND 2018

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十八條第三項所定資通安 
全事件調查、處理及改善報告，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事件發生或知悉其發生、完成損害控制或復原 
作業之時間。  
二、事件影響之範圍及損害評估。  
三、損害控制及復原作業之歷程。  
四、事件調查及處理作業之歷程。  
五、事件根因分析。  
六、為防範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所採取之管理、技術、 
人力或資源等層面之措施。 
 七、前款措施之預定完成時程及成效追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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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預防	 紀錄完善留存	
資安緊急應變／	
證據蒐證	 快篩或鑑識分析	

分析或鑑識結果	
呈現	

事件通報/各程序處理紀錄	

設備建置	
制度建立	
定期抽檢	
攻防演練	

找出目標	
快速蒐證	
後續鑑識	

資安預防及事件處理流程示意�

10 



資安事件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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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Trend 2019 報告 – 駭客蟄伏至被發現時間增長 �

統計去年2018 駭客蟄伏的時間有改善，但普遍仍超過半年 – 值得重視

資料來源:M-TREN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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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區 - 後知後覺的狀況仍最嚴重 �

亞洲區能自行偵測的能力偏低

資料來源:M-TREN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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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96個被駭系統之證據結果 �

96 個確認感染的系統中，仍存在惡意程式者只有30 
台，不到所有被駭之30% ，代表主要發現之重要證
據仍在於痕跡鑑識！ 


資料來源:M-TREN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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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成功被駭一次，就會成為駭客鎖訂目標�

只要被駭一次、2018年亞洲區超過78%駭客會再鎖訂並進行攻擊

資料來源:M-TREND 2019



資安事件調查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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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駭客已完成任務且惡意程式已自毀，必需調查

各種蒐證痕跡來還原事件真相? �

n  是否駭客已取得最高權限/密碼，可利用授權管
道登入各系統 – 檢視關鍵時間各種存取紀錄�

n  駭客知道系統漏洞，可利用漏洞執行所需程式
，無需植入後門程式�

n  蟄伏的程式未活動，本體也未有特微碼，但仍
存在系統內�

�

				

掃不到惡意程式不代表系統没被入侵�



新一代惡意程式偵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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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概念：真實世界破案關鍵            找到犯罪現場之
 CCTV 影像�

�
n  虛擬世界如何在不涉及隱私的前題下，記錄惡

意程式行為�
n  程式的活動�
n  程式的網路連線行為�

n  不更改系統、不產生污染、不影響使用者�

�
�

				

 如何有效偵測惡意程式活動之重點�



執行中的惡意程式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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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中的惡意程式必然要在記憶中出現�

n 執行中的惡意程式必然
要在記憶體中出現�

n 可疑的程式行為�
l 程式的Parent ID�

l 程式的執行位置�

l 程式的啟動SID�

l 程式的名稱�

l 程式的簽章�

l 程式是否有Inject/Hook行為�

l 程式是否加殼／偽裝 /隱藏�

� 圖片資料來
源: S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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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ndows service 啟動 76%�

2.  HKLM Run Registry/Task 啟動 21%�

3.  其它方式啟動 3% (MBR、VBR…)�

4.  木馬程式活動必有網路連線�

�

重點在於如何追溯源頭並停止！�

�

		一個惡意程式要能蟄伏於系統則每次開機必有初始線頭	

資料來源: Mandiant M-Trend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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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新的頻率太慢及精準性不足 (太多誤判告警導
致疲乏！）�

2.  網路匝道設備發現，但NAT位置無法知道內部IP�

3.  內網匝道設備發現主機IP，但無法知道觸發程式�

�

重點在於如何追溯主機暨哪個程式於何時間觸發
連線！�

�

			惡意程式絕大多數必有連線-	整合有效情資可立即偵測	

資料來源: Mandiant M-Trend Report

常見情資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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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取得	

現場蒐證初
步分析	

24

１‧案件訪談	

資安鑑識案件處理程序	

２‧現場蒐證及證物交付封存	

３‧證物副本製作	

４‧證物監管	

５‧證物分析	

６‧鑑識報告	

-大範圍掃描蒐證工
具	
-映像檔複製及防寫
裝置	
-日誌檔取得工具	


-日誌檔分析工具	
-蒐證結果分析工具	
-程式動靜態分析工具

確認目標	

鑑識	

-手機鑑識設備	
-電腦鑑識設備	
-各類鑑識軟體

各類型文
字報告	

eDetector + Falcon Magnet AXI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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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局�
/財金…�

數位鑑識服務及實驗室�
協助建置實績�

�
�

各級執法相關單位:�
高檢署、調查局、刑事局�

台北市刑大�
新北市刑大�

台中刑大/高雄刑大�
           全國各地檢…�

�
�

警察大學�
台灣大學�
長庚大學�

警專…�

NCC�
國家通訊�

軍事安全�
總隊�

/軍情局�

國安會/國安局�
/中山科學院�

國防部�
/憲兵�

刑鑑中心�

國家高速�
網路中心�

�
�
�
�

電信警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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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用戶�

數位鑑識服務之實例實戰經驗�

�
�

理律律師事務所、 �
萬國律師事務所、 �

眾達國際律師事務所、 �
龐波國際法律事務所、�

達文西個資暨高科技法律事務所、�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世華銀行、�
玉晶光電、聯發科技、宏達電、�

第一銀行、�
財金公司、�

台灣銀行、美商Cosco...�
�
�

電信相關產業:�
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

中華電信研究所�
遠傳電信公司�

台灣大哥大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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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etector之特點歸納	

§ 「eDetector	惡意程式行為分析暨蒐證軟體」為國
內首創自行研發將「惡意程式分析」與「資安鑑
識與蒐證」具高度整合的資安鑑識工具，其具有：	

n  全中文化介面，線上遠端集中管控機制	
n  可同時偵測記憶體動態及掃描靜態之檔案	
n  支援未知/已知惡意程式分析	
n  整合最新情資(每日)及關聯分析判定惡意程式
行為	

n  依據程式行為判斷未知惡意程式	
n  具自動學習白名單，可判定非授權軟體	
n  整合多合一防毒特徵碼引擎掃描已知型惡意程式	
n  採用無痕式鑑識級掃描及蒐證技術	
n  即時檢索數位證據技術，可取回已遭刪除之檔案	
n  持續監測記憶體->取回用戶端檔案->對用戶端
使用痕跡進行蒐證。具有對應完整的鑑識分析
流程之功能	

n  相容性開發設計，最小化影響平台的既有工作
及效能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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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IOM	之特點歸納	

§ Magnet	「AXIOM	鑑識軟體」為國際上各執法單
位普遍使用之專業鑑識軟體，調查分析結果可被
各國司法單位所採用，其具有：	

n  支援電腦、手機、虛擬平台暨雲端各種數位鑑
識分析蒐證技術	

n  可處理各種平台(Mac/Windows/Linux/Unix)之
痕跡鑑識(Artifacts)	

n  支援刪除區塊之資料鑑識分析	
n  支援E01,EX01,DD,AD1,L01…各種數位鑑識專
用映像檔格式，可分析及製作證物映像檔	

n  支援Email/Facebook/Line/Wechat/Browser/QQ
/Whatapp/Webmail/Cloud…等超過300種以上否
同的通訊、雲端及網際網路使用痕跡分析	

n  支援各種報告滙出格式，可快速標記及篩選主
要的鑑識發現跡證	

n  採用智能化的AI痕圖像分析技術減少人為分析
時間式鑑識級掃描及蒐證技術	

n  即時檢索數位證據技術，可搜尋證物所有數位
資料區塊	28 



問題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