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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推動防範社交工程 

 政府推動服務資訊化公教人員接觸機密資訊設備
機率高。 

 教育單位人員對於資訊安全的防護心態普遍較弱。 

 教育單位普遍課餘上網機率高於其他單位。 

 為提高教育體系各學校人員警覺性以降低社交工
程攻擊風險，特訂定本計畫，舉辦相關資安教育
訓練與宣導、規劃辦理演練服務作業，以強化人
員資安意識並檢驗機關宣導社交工程防制成效。 

 



社交工程演練對象 

依「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
定」，辦理對象如下： 

 一、資安等級A級單位－教育部、臺灣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陽明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二、資安等級B級單位－臺灣學術網路(TANet)區網
中心及縣（市）教育網路中心、各公私立大學、
教育部各部屬機關(構)。 

 三、受測人員包括學校正、副校長（正、副首長
）、一級主管及一般行政人員。 

 



社交工程演練演練方式 

統一由教育部集中辦理演練，由各單
位提報名單中隨機選取受測對象，其
中正、副校長（正、副首長）、一級
主管占40%寄送測試郵件，一般行政
人員占60%寄送測試郵件。 

 



演練內容說明 

教育部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計畫 

各機關學校人員每年至少需接受1小時社
交工程防制宣導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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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工程演練執行方式 

以電子郵件寄送為主。 

郵件主題分為政治、公務、健康養生、
旅遊等類型，郵件內容包含連結網址
或word附檔。 

由技術小組以偽冒公務、個人或公司
行號等名義發送惡意郵件給演練對象。 

 



社交工程演練執行方式 

當各單位收件人開啟郵件或點閱郵件
所附連結或檔案時，即留下紀錄，俾
利進行後續各單位惡意郵件開啟率及
惡意連結(或檔案)點擊率之統計。 

 



106年度評量標準及目標 

惡意郵件開啟率 

   開啟惡意郵件人數 / 機關提報人數 

惡意連結(或檔案)點擊率 

   開啟連結(或檔案)人數 / 機關提報人數 

目標 

惡意郵件開啟率  應低於10％以下 

惡意連結(或檔案)點擊率 應低於6％以下 



1. 社交工程介紹 

2. 社交工程各種攻擊手法介紹 

3. 偽造郵件範例 

社交工程說明 二 



何謂社交工程? 

社交工程，英文為Social Engineering，
是以影響力或說服力來欺騙他人以獲
得有用的資訊，這是近年來造成企業
或個人極大威脅和損失的駭客攻擊手
法。 

簡單來說「社交工程」，就是詐騙！
透過電話、電子郵件等方式偽裝身份
誘騙您上勾受騙… 

 



何謂社交工程? 

利用人性弱點、人際交往或互動特性
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攻擊方法。 

早期社交工程是使用電話或其他非網
路方式來詢問個人資料，而現在社交
工程大都是利用電子郵件或網頁來進
行攻擊。 

 



社交工程的各種攻擊方法 

電話詐騙。 

電子郵件詐騙。 

網路釣魚 。 

圖片、網頁內的惡意程式 。 

偽裝修補程式 。 

即時通 (LINE, Facebook Messenger, 

Skype ,QQ...) 。 

 

 

 

 

 



電子郵件詐騙 



電子郵件攻擊手法 

透過電子郵件進行攻擊之常見手法 

 假冒寄件者 

 使用與業務~時事相關或令人感興趣的郵件內容 

 含有惡意程式的附件 

 利用應用程式之弱點(包括所謂零時差攻擊) 

 是一種並非完全技術性的，資訊安全攻擊方式，
即使建置技術精良的資安設備或高效能的防護系
統，也無法完全防止社交工程攻擊 



電子郵件攻擊手法 

混淆視聽之郵件寄件者 

 偽裝身分(王小明、Alex) 

 偽裝機關(AB銀行、XY商店) 

 偽裝服務(OX論壇電子報、YAHOO新聞) 

 附件夾帶病毒~蠕蟲~木馬程式及殭屍程式等惡意
程式 

 郵件本文夾帶惡意連結 

 假冒使用者信任的人，讓使用者相信電子郵件的
內容，而去開啟附件或超連結，暗中啟動木馬程
式。 

 

 



電子郵件攻擊手法 

假冒寄件者並設定優先權 

 利用郵件高或重要優先權，吸引使用者開啟郵件 

 



電子郵件攻擊手法 

 偽冒身份惡意電郵 



電子郵件攻擊手法 

 偽冒身份惡意電郵 

 



電子郵件攻擊手法 

 含有惡意程式的附件-偽裝報稅通知訊息 

綜合所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106年5月1日開始了 
附加檔案：使用說明.DOC 



電子郵件攻擊手法 

含有惡意程式的附件 

 利用圖示修改與副檔名隱藏方式，引誘使用者開啟 



電子郵件攻擊手法 

含有惡意程式的附件 



社交工程電子郵件內容 

令人緊張或鬆懈防備之郵件主旨 

 關心提醒(請告訴身旁的女性朋友，小心電梯之狼) 

 誇大聳動(世界末日大預言) 

 郵件回覆(RE:會議參考資料) 

 郵件轉寄(FW:簡易規劃日本自助旅行) 

工作業務、生活時事等相關或令人感興趣之郵件內容類型 

 政治新聞、特殊新奇 

 生活議題、休閒娛樂 

 社交群體、健康養生 



色情郵件標題 



畫面網址與實際網址URL不同 



附檔名bat也是惡意程式執行檔 



垃圾郵件 

 垃圾郵件(SPAM Mail) 

 內容相同的電子郵件，未經收信人許可，大量寄給很多人。
可能內含惡意鏈結、程式。 

 



網路釣魚 



網路釣魚 

 利用偽造的網頁作為誘餌，詐騙使用者洩漏如帳戶密碼
等個人機密資料。 

 釣魚網頁畫面與官方網站相同 ，但其實這個網址並非
官方網站。 

 以相似的字元來偽裝網址， 

例如：以數字的0來替換英文的O 

   以數字的1來替換英文的l 

 常見的手法有[近似]及[延伸] 

 ◦ 近似範例：login.live.com→login-live.com 

 http://www.gamannia.com 
http://www.gamania.com 

 www.landbank.com.tw 
www.1andbank.com.tw 

 



網路釣魚 



網路釣魚網站攻擊方式示意 



偽造假冒的網站 



偽造假冒的網站 



偽造假冒的網站 



偽「我的拍賣賣場」陷阱… 



你確定你真的是在Yahoo購物? 

http://yahooo.c65.163ns.com/data/bak/ 



網頁中的惡意程式 



瀏覽網頁中獎率 10% 

2016年10月的Google的研究報告指出，
在全球950萬個網頁進行深入分析後，
發現十分之一的網頁都具發佈「自動
下載程式」。 

即網際網路上平均有十分之一的網頁
含有惡意程式或疑似惡意程式！  

 



這些惡意程式，可以在使用者不知情
的情況下自動安裝木馬程式、間諜軟
體和其他病毒程式。 

惡意程式散播方式通常利用情色、聳動、
趣味等標題文字吸引使用者點選，點選後
會直接下載安裝惡意程式。 

或是以買A送B的方式，在您需要安裝必
要使用程式時，附加安裝惡意程式。 

 





安裝瀏覽器工具列、變更首頁 



零時差攻擊 

2010年1月( Google帳號遭駭客入侵事件 -利用零時差漏洞 

 駭客先鎖定特定人士 

 運用多重管道寄送夾帶惡意附件檔案的社交工程手法 

 搭配IE零時差漏洞，造成谷歌內部員工一時不察下載惡意
檔案 

 惡意檔案執行後，便自動安裝後門程式，、被感染的系統
上竊取機密資訊並傳送給遠端的駭客 

 本次的攻擊造成重要的原始碼資料與全球數百萬用戶登入
谷歌的電子郵件與商業應用等服務的密碼資料 



利用零時差攻擊 

 利用各種類型的應用程式尚未被發現的弱點。 

空窗期
(1) 

空窗期
(2) 

修補期 安全期 

軟體弱點
被發現 

軟體弱點 

資訊公佈 

軟體弱點
修補釋出 

更新修復 

軟體弱點 

無解、不知威脅存在
（不可預期的風險） 

駭客隨時可能發展出攻擊程式，無
徹底解決的方式，但可預做準備。 

（可預期的風險） 



偽造郵件範例 



















八大種類 



八大種類 



防範方式 三 



方法論 

關閉自動下載圖片 

關閉預覽視窗 

 

若能做到下述，就更好囉!! 

設定郵件規則 

考慮設定以純文字格式讀取郵件 

不要自動回覆讀信回條 



為什麼要求不能「開啟郵件」？ 

您可能覺得只要不開郵件附件和不點
擊連結，就不會中招… 
 

但其實有些惡意程式是利用ActiveX功能來
執行的。 
 

由於您的電子郵件可能是HTML格式，而
HTML可以撰寫ActiveX，所以您只要瀏覽
電子郵件，就觸發ActiveX執行！ 



啟用預覽視窗等同「開啟郵件」 

利用IE漏洞，不開啟附檔也會中毒 

 

2004年3月，Beagle.O電腦病毒使用IE漏
洞攻擊，使用者在Outlook / Outlook 

Express環境下啟用信件預覽功能，信件中
的script就會啟動，連結到惡意程式網站
下載病毒程式  



取消郵件預覽功能 



取消郵件預覽功能 



關閉自動下載圖片及其他功能 



關閉自動下載圖片及其他功能 



以純文字模式開啟郵件 



以純文字模式開啟郵件 



以純文字模式開啟郵件 



預覽視窗(讀取窗格) 



防範社交工程郵件重點 

1) 使用電子郵件時提高警覺及培養良
好使用習慣才不易受騙。 

2) 讀取信件時，應注意寄件者、主旨
是否有不尋常，例如:有特殊符號、
亂碼等。 

3) 不隨意讀取非業務相關及來路不明
的電子信件內容 

4) 不隨意轉發電子信件。 



防範社交工程郵件重點 

5) 不隨意開啟附件及點選超連結，除
非您確認來源或連結無問題。 

6) 郵件帳號及瀏覽器應取消記憶密碼
功能，以避免帳號密碼記錄被駭客
利用木馬程式竊取。 

7) [建議] 設定郵件規則，將常往來、
熟悉的人員設定分類，較容易防範
來路不明或詐騙郵件。 



防範社交工程郵件重點 

8)透過電話或EMAIL向寄件人確認郵件真
偽。 

9)透過網路或電話討論業務時，應確認
對方身份。 

10)使用者帳號不外借他人。 

11)密碼不洩露給任何人。 



確認附件是否惡意程式 

https://www.virustotal.com/ 



1. Outlook Express 安全性設定 

2. Outlook 安全性設定
(2003,2007,2010) 

3. Webmail  安全性設定 

 

電子郵件常見收信軟體之設定 



 安全性設定 

 關閉郵件預覽功能 

 設定郵件規則 [建議] 

Outlook Express  



ㄧ、安全性設定 



ㄧ、安全性設定 



ㄧ、安全性設定 



二、關閉郵件預覽功能 

步驟1 選擇要關閉預覽的『收件匣』 

 



二、關閉郵件預覽功能 

步驟2 點選『檢視』功能裡的『版面配置』。 



二、關閉郵件預覽功能 

步驟3 將『顯示預覽窗格』勾勾取消，按下『確定』 

 



三、設定郵件規則 [建議] 



三、設定郵件規則 [建議] 



三、設定郵件規則 [建議] 



 安全性設定 

 關閉郵件預覽功能 

 垃圾郵件設定 

 設定郵件規則 [建議] 

Outlook 2003  



ㄧ、安全性設定 



ㄧ、安全性設定 



二、關閉郵件預覽功能 



三、垃圾郵件設定 



三、垃圾郵件設定 



三、垃圾郵件設定 



四、設定郵件規則 [建議] 



四、設定郵件規則 [建議] 



四、設定郵件規則 [建議] 



四、設定郵件規則 [建議] 



 安全性設定－關閉自動下載 

 關閉郵件預覽功能 

 設定郵件純文字模式 [建議] 

Outlook 2007  



ㄧ、安全性設定－關閉自動下載 



ㄧ、安全性設定－關閉自動下載 



ㄧ、安全性設定－關閉自動下載 



二、關閉郵件預覽功能 



三、設定郵件純文字模式 



三、設定郵件純文字模式 



 安全性設定－關閉自動下載 

 關閉郵件預覽功能 

 設定郵件純文字模式 [建議] 

Outlook 2010  



ㄧ、安全性設定－關閉自動下載 



ㄧ、安全性設定－關閉自動下載 



ㄧ、安全性設定－關閉自動下載 



二、關閉郵件預覽功能 



三、設定郵件純文字模式 



三、設定郵件純文字模式 



三、設定郵件純文字模式 



三、設定郵件純文字模式 



 安全性設定 

 關閉郵件預覽功能 

 設定郵件規則 [建議] 

Web Mail 



ㄧ、安全性設定－關閉自動下載 



ㄧ、安全性設定－關閉自動下載 

未來開信會阻擋對外連線下載圖片(如下畫面)，若為正常
信件，只要按下「解除封鎖，顯示圖片」，即可恢復正常
之畫面，若為可疑信件時，請立即刪除。 



二、關閉郵件預覽功能 



三、設定郵件規則 [建議] 



三、設定郵件規則 [建議] 



謝謝指教 

問題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