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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駭客對於網路上的攻擊型態不再像以往只是惡作劇玩玩的性質，相較

於早期大多數駭客發現網站漏洞後，透過入侵置換網頁的方式以宣揚自己的

高超的電腦技術能力，而這些人多半對於網路安全是侵害相對較低。例如

2003 年某知名高中生蘇姓男子化名 CB 進入總統府網站後台，在新聞資訊欄

位公布 4 月 1 日愚人節放假一天造成騷動，當時他並沒有想要偷取其他個人

資料，只是企圖想引起人們注意。

而現今隨著網際網路普及化、雲端科技（Cloud）、巨量資料（Big Data）及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等領域持續快速發展，猛然間發現網路不

再像以往一般單純，只是觀看、討論電子論壇等文字內容的消遣。加上社群

網站潮流與智慧型載具的運用，雲端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資訊，駭客可以透

過中繼站蒐集個人隱私，甚至掌握對象一舉一動（如惡意手機 APP），而經由

資訊安全所帶來的威脅（如個資外洩），再結合社交工程手段，若疏忽網路的

安全性則可能造成更嚴重經濟損失，影響不容小覷。

1-1   前言

全球網路攻擊事件趨於頻繁，如 2010 年，美國 HBGary 專門負責資安技術

服務及提供駭客資訊情資公司遭受駭客入侵並公布相關私密電子郵件。

另外同年 2010 年 12 月 Anonymous 組織為聲援維基解密立場，發動對於亞

馬遜（Amazon）、知名第三方支付 PayPal 以及對於 Visa、Master 信用卡組

織的分散式阻斷攻擊（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DDoS），甚至入侵創

造非對稱式加密機制的 RSA 組織，經取得內部 SecureID 資料後，公布相關

加密機制，導致 RSA 必須更換全球 4 萬名用戶的加密新制，之後全球陷入駭

客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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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企業個資外洩之通報與法律影響

若企業疑似泄漏個資或因處理不當以導致個資被竊取，以「主動」通知他人

為原則，最知名的例子為 2013 年 Nokia 官方網站個資被外洩事件，因官方

網站資訊安全不足，以導致用戶個資被駭客竊取後公布於網上供人下載，而

Nokia 第一時間點火速在官方網站進行公告相關事宜。

個資法第 12 條規定，機關、團體或個人違反個資法規定，致個人資料被竊

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者，應查明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其

中，所謂「適當方式通知」，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規定，係指「即時」

以言詞、書面、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傳真、電子文件或其他足以使當事

人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為之。但所需費過鉅者，得斟酌技術之可行性及當

事人隱私之保護，以網際網路、新聞媒體或其他適當公開方式為之，且通知

當事人之內容應包括個人資料被侵害之事實及已採取之因應措施。

資料來源：

http：//news.networkmagazine.com.tw/topic-2/viewpoint/2013/04/29/49685/

當組織、電子商務業者等企業，在面臨網站遭受到網路攻擊的風險，以致造

成民眾個資外洩或因個資內容保護不當使得內部不肖員工竊取資料轉賣詐騙

集團等，將會使得企業面臨後續各種行政法律上的問題，可能造成企業各種

損失，如聲譽受損、求償金額的賠償等法律問題（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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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電子商務個資外洩可能面臨個資法、消保法等民事求償問題與行政罰鍰流程圖

1-4   落實 OWASP網站（Web）弱點防護守則規範

近期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問題，電子商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亦推

動所謂的個資保護與管理制度（TPIPAS），並參考類似美國的 TRUSTe 及日

本 P-Mark 等隱私標章，推行臺灣本土化的 DP-MARK 隱私標章，其實就是

給與網站一個安全的標示，並定期稽核網站安全，但由於 DP-MARK 參考

ISO27001 規範，門檻過高，雖立意良好，但也成為中小企業的高標，難以從

資本、人員與經營上符合該標章規範，因此僅只成為一個政策性的標竿，無

法落實執行。

筆者認為應以現今國際 OWASP（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所發佈的 10 大 Web弱點防護守則為準，作為企業資安要求的最低門檻，才

能有效提升國內資安環境，OWASP組織會定期將常見的網站漏洞與錯誤進行

公告，每 2年統計出相關的網站弱點與資安上的問題，因此凡從事網路資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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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或網站開發設計人員應注重 OWASP所提出的相關報告，來改善本身維護的

網站是否含有資安疑慮，並降低未來可能遭受網路攻擊的風險（表 1-4）。

表 1-4  2014年公布之 OWASP TOP 10漏洞

攻擊手法 名詞解釋

A1 注入攻擊（Injection）

 注入攻擊漏洞，例如資料庫（SQL），作業系統

（OS）以及 LDAP注入。這些攻擊發生在當不可信的

資料作為命令或者查詢語法的一部分，被發送給解譯

器的時候。攻擊者發送的惡意資料可以欺騙解譯器，

以執行計畫外的命令或者在未被恰當授權時訪問資料。

A2 失效的身份認證和會話管

理（Broken Authentication 

and Session Management）

身份認證和會話（session）管理相關的應用程式功能

得不到正確的執行，導致攻擊者破壞密碼、密鑰、會

話權杖（session tokens）或攻擊其他的漏洞去冒充其

他用戶的身份。

A3 跨站腳本攻擊

（Cross-Site Scripting，XSS） 

當應用程式收到含有不可信的資料，在沒有進行適當

的驗證和轉碼（escaping，未將特殊字元編碼）的情

況下，就將它發送給一個網頁瀏覽器，這就會產生跨

站腳本攻擊（Cross-Site Scripting，　XSS）。XSS 允

許攻擊者在受害者的瀏覽器上執行腳本，從而劫持用

戶端的 Session、危害網站或者將用戶轉向至惡意網

站（如釣魚網站騙取用戶輸入帳號密碼）。

A4 不安全的直接對物件參考

（Insecure Direct Object　

References）

當開發人員暴露一個對內部實現物件的引用時，例

如，一個檔案（File）、目錄（Directory）或者資料庫

密鑰（Database key），就會產生一個不安全的直接物

件引用（References）。在沒有檢查存取控制或其他保

護時，攻擊者會利用這個引用去取得未授權資料。

A5 安全配置錯誤

（Security Misconfiguration）

好的安全措施需要對應用程式、框架、應用程式伺服

器、Web伺服器、資料庫伺服器和平臺定義和執行安

全配置。由於許多設置的預設值並不是安全的，因此

必須定義、實施和維護這些設置。這包含了對所有的

軟體保持及時地更新，包括所有應用程式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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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手法 名詞解釋

A6 敏感資訊洩漏

（Sensitive Data Exposure）

許多 Web應用程式沒有正確保護敏感性資料，如信用

卡，稅務 ID和身份驗證憑證。攻擊者可能會竊取或篡

改這些弱保護的資料以進行信用卡詐騙、身份竊取，

或其他犯罪。

敏感性資料需額外的保護，比如在存放或在傳輸過程

中的加密（HTTPS），以及在與瀏覽器交換時進行特殊

的預防措施。

A7 缺少功能級別的存取控制

（Missing Function Level 

Access Control）

大多數 Web應用程式在功能在 UI中，應驗證功能級

別的存取權限。但是，應用程式需要在每個功能被訪

問時在伺服器端執行相同的存取控制檢查。

如果請求沒有被驗證，攻擊者能夠偽造請求以在未經

適當授權時訪問功能。

A8 跨站請求偽造

（Cross-Site Request 

Forgery，CSRF）

一個跨站請求偽造攻擊，迫使登錄用戶的瀏覽器將偽

造的 HTTP請求，包括該用戶的 session cookie和其

他認證資訊，發送到一個存在漏洞的 Web應用程式。

這就允許了攻擊者迫使用戶瀏覽器向存在漏洞的應用

程式發送請求，而這些請求會被應用程式認為是使用

者的合法請求。

A9 使用含有已知漏洞的組件

（Using Known Vulnerable 

Components） 

組件，比如：函式庫（libraries）、框架（framework）

和其他軟體模組（software modules），幾乎總是以全

部的許可權運行。如果一個帶有漏洞的元件被利用，這

種攻擊可以造成更為嚴重的資料丟失或伺服器接管。

使用帶有已知漏洞的元件會破壞應用程式防禦系統，

並造成一系列可能的攻擊和影響，如早期網站編輯器

（Fckeditor）的漏洞，至今仍是常見的攻擊手法之一。

A10 未驗證的重新導向和轉

發（Unvalidated Redirects 

and Forwards）

Web應用程式經常將使用者重新導向和轉發到其他網

頁和網站，並且利用不可信的資料去判定目的頁面。

如果沒有得到適當驗證，攻擊者可以重新導向受害使

用者到釣魚軟體或惡意網站，或者使用轉發去訪問未

授權的頁面。

資料來源：摘錄於 OWASP網站（http：//www.owasp.com）與筆者經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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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個資法與資安數位鑑識

個資法實施後讓企業發生各種網路問題時更急於尋找問題所在（如：個資外

洩），因此透過技術與法律的結合，讓企業更將成本重心放置於資安的事件防

護、事中危機處理及事後數位鑑識與保全證據，以保障長期維繫以久的商譽

免於遭駭客入侵而毀於一旦，而「數位鑑識」一詞乃是利用科學驗證的方式

與嚴謹的作業程序，對數位設備進行蒐證及分析，建立證物保護方式，確保

數位證據沒有遭竄改，提供可信及具有法律效力的鑑識報告及數位資料，協

助還原事情真相作為法庭審訊的參考依據。

面臨日益增多的入侵事件，現行發展資安分析與數位鑑識技術，除參考

現有美國國家標準規範（NIST SP 800-86）並遵行 Collection（收集）

→ Examination（檢驗）→ Analysis（分析）→ Reporting（呈現）等步驟

（圖 1-2），並對於不同情境提供不同的做法，未來對於各種資安事件處理，亦

由各企業資訊部門配合相關調查程序，並符合 ISO27037 對於資訊安全事件

調查過程，針對所設備、系統或是平台所提供之證據（包含日誌檔案）能符

合具備可信性、不可否認性，以提供未來法庭上的依循。

因此整體來說，資安的規範不全然涵蓋在民間網站的安全規範，而對於犯罪

分析與數位鑑識亦有另一層面的發展需求（圖 1-3）。

圖 1-2 NIST SP 800-86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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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近期數位證據流程與數位證據監督鏈機制流程圖

但目前國內仍有很多企業仍不清楚哪些日誌檔案（Log）是必須被保存且必須

未來提供作為數位證據使用，從 ISO27037 的規範裡面來看，其中有三個層

次（圖 1-4）：

  第一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簡稱 SaaS），主要針對常見的

軟體服務代表，諸如電子郵件或社群網站的服務資訊，這些大部分是應用程

式所提供的資訊，雅虎、Hotmail或公司內部提供的電子郵件服務為主。

  第二平台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簡稱 PaaS），主要針對程式設計

師不用安裝軟體應用程式，即可上網完成系統開發，如 Google Apps等，

或者指的是公司網站的日誌檔案（Web Log）之類的後臺操作系統。

  第三基礎設施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簡稱 IaaS），通常指的

是公司的機房核心，如 IDC機房或技術人員所控制管理的設施。其實這三

項層次性的 Log各自有其代表意義，也應該對於相關 Log的保存擁有一定

的保存的時限，而從層次來說第三項應該是必須被保存比其他兩者做為更久

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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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ISO27037規範的三項日誌檔案（Log）層次性說明

1-6   日誌檔案簡述

那什麼是日誌檔呢？簡單來說，就是記錄系統活動資訊的檔案，包含系統更

新時間、管理人員異動檔案、登入紀錄等任何系統上的所有行為（拜訪時

間、來源 IP、行為、登錄、記錄），作業系統在什麼時間點做了什麼事的行

為、發生什麼事件活動等，並將記錄下來可供查詢的儲存格式檔案。

不管是何種作業平台的伺服器系統，如：Linux 或 Windows 版本的伺服器主

機，都會存在系統的登錄檔和伺服器的日誌檔（Log），因此在網路流量發生

異常或網站存取行為異常時，這些日誌檔就顯得相當重要。同時在管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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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日誌檔方面，能找出異常的部分並修正時，是網管人員或相關系統管理人

員必備的知識技能之一。

舉例來說，若當一個網站平台在網路上的使用人數往往居高不下，同一時間

一定包含正常的使用者在使用網站的服務功能，另一方面則存有異心的使用

者在滲透測試網站平台的安全性，藉此找出網站弱點後，作進一步攻擊，以

取得主機管理權限。而網路上所有的行為模式，一定都會被紀錄在日誌檔案

內，當發生系統異常時，分析人員應立即針對可能造成的系統異常的特徵

點，找出駭客攻擊的手法，再進一步找出入侵來源與攻擊者 IP（圖 1-5），修

補遭受入侵的漏洞，以杜絕後續遭受再次入侵或被模仿入侵的可能性。

圖 1-5 分析異常日誌檔案找出駭客來源

分析紀錄檔過程主要為了解決系統上的錯誤、網路存取的問題、相關事件檢

視器等層面，在後續的章節將依續介紹如何分析日誌檔的內容，來分析攻擊

者的行為模式，若未來企業在法院舉證各類型網路攻擊事證與是否因人為過

失而導致民眾個資外洩的因素，將是個重要的數位證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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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 月間大陸曾發生知名 CSDN 社群網站遭入侵，並

導致支付寶、京東商城等數家電子商務網站個資外洩事件，造成企業商譽下

滑影響業績發展，從該事件來看顯然網站的安全問題可能引發更多商務危機

而導致企業遭受到一定的財務損失，使得企業面臨到當季的營運盈虧。因此

企業經營電子商務應落實相關法規遵循性，亦即未來經電子商務者應先有落

實相當程度資安水準，才能有經營事實。

而面臨嚴酷資安挑戰，世界各國的趨勢已於對於電子商務經營者朝向應課予

企業一定責任，例如：2014 韓國爆發金融史上最嚴重的個人資料外洩案，導

致 2 千萬用戶的信用卡資料被竊，韓國政府決定將對相關部門負責人做出嚴

厲處分。

隔 (2015) 年韓國 KrCERT/CC 已開始提供民眾或中小企業通報資安事件，並

協同資安業者提供許多免費資安防護服務，甚至能免費阻擋 DDoS 攻擊和免

費網路防火牆服務，其主要任務在於分析和監控各種資安風險與威脅，一旦

掌握任何資安攻擊情資，都可以即時因應。相較之下我國政府單位與企業雙

方角色仍無法作有效的整合，建立一個完善的通報機制平台，現今企業只能

單方面的自力救濟。

因此，企業如何將資安問題所產生的後續損失降到最低，其解決之道必須強

化業者在事前預防、事中偵測及事後應變，才能有效保障民眾隱私，讓整體

電子商務與網路平台既便捷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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