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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核心安全原則

ª 硬體安全

ª 網路安全

ª 無線網路安全

必須學習與理解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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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核心安全原則

安全基礎脆弱的資訊系統中就會在安全性上遭到破壞。包括資料遺失、資料暴露、喪

失系統可用性、資料毀損等等。結果可能是喪失收益或重大損失。

 安全性六個基本原則

這些原則在確保資料機密性、完整性與可用性上都同等重要。

1. 識別碼。識別碼處理使用者名稱與使用者如何向系統識別自己。

2. 驗證。驗證處理密碼、智慧卡、生物測量等等。驗證是使用者對系統證明他們是

自己所宣稱身份的方式。

3. 存取控制（又稱為授權）。存取控制處理所賦予使用者的存取與權限，以便他們

執行系統上的某些功能。

4. 機密性。機密性攸關加密。機密性機制確保只有授權的人員能夠閱讀儲存在網路

上或在其中傳送的資料。

5. 完整性。完整性處理總和檢查碼與數位簽章。完整性機制確保資料在網路中傳送

時不會亂掉、遺失或遭變動。

6. 不可否認性。不可否認性提供資料傳輸或回條證明的方式，如此發生的交易之後

就不能被否認。

安全性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層面是稽核。適當的稽核設定所產生的稽核記錄能幫助找出

缺口的位置與破壞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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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與目的

安全性系統管理主要的目標是要確保：

1. 資料機密性。 每個人都應該經過授權才能查看公司的資料。

2. 資料完整性。 所有的授權使用者應該要對他們閱讀資料的正確性有信心，而且不

會遭到不當修改。

3. 資料可用性。 授權使用者應該能夠在需要時存取他們所需的資料。

 � 範圍

人員安全
確保員工都經過適當授權，以處理他們所存取的資料，而授予員工存取

系統前，預先都會進行適當的檢查。

應用程式 
安全性

確保商務關鍵應用程式不會受到未授權的存取，這包括識別與授權系統

使用者的方式。

中介軟體 
安全性

中介軟體包括在服務各元件之間傳遞的訊息與儲存於資料庫的資料，這些

都必須加以保護，以確保資料無論如何都不會被檢視、不完整或遭擅改。

作業系統 
安全性

作業系統會控制硬體的存取，並提供像是資料庫的高階服務存取。如果

作業系統不安全，那麼所有仰賴作業系統的系統與服務都可能遭到入侵。

硬體安全性

運算硬體、存放媒體與列印輸出的安全性均需獲得保障。像是可攜式電

腦 (例如膝上型電腦或是筆記型電腦 )的硬體、備份磁帶與智慧卡，比

起過去甚至還包含或提供商務系統的存取。這些資產不管是在企業園區

內外都必須受到保護。

網路安全性
網路以電子形式傳輸系統資料。適當的安全系統會保護該資料免於未授

權的檢視與篡改。

設備安全性

確定實體鎖與警鈴都已就緒，以保持運算系統的安全，而且只有適當識

別與授權的人員能夠存取設備。舉例來說，如果入侵者能輕易打開沒上

鎖的門把電腦偷走，那麼即使保障資料的電子安全性也沒有用。

出口安全性
任何進出設備的東西都需加以保障，這不僅只侷限於郵件、電力與垃

圾。這些系統的損失或損害應加以評估，以決定對重要商務系統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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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

原則是書面的命令，通常是由組織最高權力核心所制定。它們所使用的措辭通常允許

事物維持某一段時間的進行。原則必須以「活」的文件來建立和維護，並且能隨著

「資訊科技」(IT)環境的改變而進化。

組織中最常見的原則就是「資訊安全性原則」。此單一文件包含安全慣例裏什麼是必須

做而什麼是不能做的所有命令。在文件中的原則通常是敘述性的，但可能包含規範性

的原則項目。原則必須是明確且不能有其他解釋的可能。

 標準

與通常是敘述性的原則不同的是，標準較具規範性，因為它描述在企業中如何實施安

全性。在此所提供的標準範例是根據範例原則項目而設計，以展示它們彼此之間如何

互補。標準有時會結合或包括在原則中。

資料來源：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technet/itsolutions/ 

techguide/msm/smf/mofsmsmf.mspx?mfr=true

 資訊安全－依工作分類

項目 內容

規劃
規劃始於瞭解您的重要資產，並且透過風險評估程序辨識它們所面對的風險

與弱點，然後建立企業安全性政策以管理風險。

預防 政策必須落實在解決方案與作業程序中，而這項工作必須在預防階段執行

偵測
偵測的內容涵蓋管理與監視在預防階段所建置的解決方案和作業程式所需的

工具、技術和最佳實務做法。 

回應 回應階段涵蓋為攔阻違反安全性的行為所預先規劃的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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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安全－依主題分類

主題 內容

威脅和弱點減輕

尋找指引協助您瞭解如何評估安全性風險，以及建置可針對攻擊提

供深度防禦的安全性技術。這些安全性技術還能協助 IT專業人員集

中監視與掌控安全性環境。

身分和存取管理

瞭解 Microsoft技術如何讓合法使用者順利存取資源，防止外來的

駭客或內部的不肖員工等未經授權的使用者進行存取。尋找指南、

網路廣播和虛擬實驗室，協助您確認使用者身分、控制使用者的資

源存取、並且在資源的整個生命週期中保護資料的存取。

安全性基礎概念

結合 Microsoft技術、工具及指引，為您的 IT基礎結構建立一個安

全可靠的基礎。瞭解內建於作業系統中，能讓電腦更容易在遭受攻

擊後回復，並且為您的其他技術投資提供發展基礎的技術。

 資訊安全－依防護重點

防毒

當第一隻病毒被製造出來後，資料的備份開始被注意並尋求對應之道。

初期，病毒是由軟體的撰寫者為了保護本身的智慧結晶，與懲罰盜用其

軟體版權者所製造，是一種自衛性的防止措施，但是後來被惡意的傳播

與製造，因此造成電腦使用者無可避免的夢魘，於是資料備份便成唯一

的消極自保方式，直到第一代的防毒程式上市，使用者才有積極的防禦

武器。然而，病毒得產生與防毒軟體的更新，變成了一場無止境的競

賽，資訊系統毫無選擇的成為他們的競技場。

防駭

開始時，只是留個記號告訴你它的存在；演變到後來的系統破壞（有意

或無意），甚至是資料竊取。於是系統安全規劃，如通行密碼、身分驗

證、回撥、乃至於防火牆的建置，開始普遍地被使用，期望能因此免於

駭客的入侵。921大地震及 911紐約世貿中心的恐怖攻擊，震撼了資訊

系統的使用者，警覺到資訊安全光是靠防毒與防駭是不夠的，還有許多

其他工作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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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

過去，只是針對環境（如空氣，溫度，溼度，電力等）與系統容錯（如

磁碟陣列，容錯元件，主機叢集等高可用性規劃）投入心力與預算，但

是自 921及 911事件之後，原本只應用在政府或國防單位的資料與系統

的異地備援，被廣泛的運用在企業系統上。甚至「分署辦公」的機制，

也在 SARS盛行時，被許多機關與企業採用。

防竊

「外賊好防，內賊難料」，資料的內部安全，自然成為資訊安全的新課

題。隨著電子郵件的普及，外接式儲存裝置（如隨身碟）的問世，老闆

們只有眼睜睜的看著公司的機密資料流失而一籌莫展。於是資料的加密

與防止不當的竊用、誤傳誤用，就成了救命丹，資料加密管理系統（如

微軟公司的 EFS或 RMS/IRM），也成了資訊安全的新話題。

 風險四個類別

入侵者

包括病毒、蠕蟲、對電腦資源或網際網路連

線的劫持，以及隨機的惡意使用。這是任何

電腦連線至網際網路的人都會面對的風險。

高風險、高優先性。

外來的威脅

（敵對、懷恨在心的前員工、一心求財的惡

徒以及竊賊）。他們可能會使用和駭客一樣的

工具，因為刻意針對我們公司，可能會試著

哄騙員工提供機密資訊，或甚至用偷得的資

料來敲詐或傷害我們。我們必須同時以實體

和電子安全性保障我們的資產。

高風險、高優先性。

內部威脅
無論是無意或有意，員工可能會誤用其權限

而洩漏機密資訊。
低風險、低優先性。

意外及災難
火災、水災、意外刪除、硬體故障以及電腦

當機。
低風險、中等優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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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 
題庫

1. 最容易入侵的網路是？

(A)租用線路

(B)撥接

(C)寬頻

(D)無線網路

2. 「服務組識別元」（SSID）遮罩的目的是：

(A)讓未經授權的使用者無法看到您的網路共用

(B)強制執行更安全的密碼原則

(C)停用自動登入

(D)讓未知的電腦無法看到您的無線網路名稱

3. 媒體存取控制（MAC）篩選目的是：

(A)防止特定 IP位址之間的通訊

(B)限制與特定網站之間的通訊

(C)設定共用資料夾的存取權限

(D)根據用戶端電腦的網路介面卡限制對於網路的存取

4. 何者為無線網路用戶端暴露的弱點？

(A)緩衝區溢位

(B)竊聽

(C)檔案損毀

(D)意外的存取

5. 無線網路用戶端暴露哪個弱點？

(A)緩衝區溢位

(B)自由使用

(C)檔案損毀

(D)惡意的存取點

6. 實作無線網路入侵預防可：

(A)偵測無線網路封包是否被竊取

(B)強制 SSID廣播

(C)防止無線網路訊號干擾

(D)防止惡意的無線網路存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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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 
題庫

7. 無線網路提供最高的安全性的方法為？

(A) WPA2 PSK

(B) WEP

(C) VPN保護的存取

(D) WPA2Enterprise

8. 哪一種方法可為文件傳輸作業提供最高的安全性？

(A)加密的媒體

(B)純文字電子郵件

(C)列印的複本

(D)唯讀媒體

9. 將資料庫設定唯讀目的為保障：

(A)可用性

(B)協助工具

(C)機密性

(D)完整性

10. 為您的伺服器安裝不斷電供應系統是確保下列哪個項目的範例：

(A)協助工具

(B)可用性

(C)備份策略

(D)完整性

11. 電腦執行 Internet Explorer 8。要避免瀏覽網路釣魚網站。應該使用？

(A) InPrivate瀏覽

(B)跨網站指令碼篩選器

(C)防毒保護

(D)SmartScreen篩選

12. 硬碟加密目的為保障：

(A)機密性

(B)預設的安全性

(C)最低權限

(D)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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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用戶端保護

ª 伺服器端保護

ª 電子郵件保護

必須學習與理解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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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伺服器端保護

 伺服器

其實伺服器只是一部連上網路的電腦，只是這部電腦是用來執行某些特殊功能的，例

如分享印表機、儲存檔案，或傳輸網頁等。別忘了，當您將筆記型或桌上型電腦連上 

Internet 時，它們也就像伺服器一般，如果沒有防火牆，就可能從 Internet 接收到惡意

的傳輸。

 伺服器安全性原則管理

安全性原則是一組可設定的規則，當作業系統回應存取資源的要求時，會根據這些規

則來決定所要授與的權限。

 安全性設定精靈

安全性設定精靈 （SCW）是降低攻擊面工具，可引導系統管理員根據伺服器角色所需

的最低功能來建立安全性原則。

 主機防禦

使用深度防禦時，「網際網路資料中心」的每一個主機都得一一接受評估，並且建立個

別原則，只讓伺服器執行必要的作業，駭客們想要圖謀不軌，還得先攻破這層障礙才

行。

個別原則則是根據每個伺服器的資料分類和類型而建立。比方說，公司原則規定，所

有的 Web 伺服器都是不分類的，因此只能接受公用資訊。而資料庫伺服器是最高機

密，也就是說，這些資訊必須竭盡全力加以保護。所有的伺服器都有某個 TCP/IP 層級

的曝光度，因此通訊協定鎖定有共同處。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和組織單位時時，個別

原則是針對每一種類型的伺服器加以建立，並且套用到適當的組織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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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是根據下表加以分類

值 定義

不分類

這類資訊的傳佈是沒有限制的。這些資訊包括行銷資訊、業務資訊以及

明確要對外公開的資訊在內。公用網際網路伺服器上的資料，應該都是

不分類的。

機密
這些資訊曝光的結果，可能會對公司產生有形的傷害。機密資訊必須經

過加密，才能發佈於該環境下。

祕密
這些資訊曝光的結果，可能會對公司產生非常嚴重的損害。祕密資訊一

定要置於防火牆後面，而且在發佈之前，一定要經過加密。

最高機密
這些資訊一經曝光，就會對公司造成極為嚴重且無法彌補的損害。最高

機密一定要極盡所能的加以保護和監控。

 Keeping Server Updated

將 Service Pack 和問題修正保持在最新狀態

Windows 伺服器的 service pack 和問題修正程式、新的安全修補程式、 IIS 修補程

式、以及其他在系統上執行的應用程式，一定要隨時更新。同時，一定要在完全模擬

生產環境的測試環境下，慎審進行規劃和測試，以確認任何一項要套用到生產系統的

變更。在套用維護之前，也應該將伺服器做一份完整的備份。 

 阻止 DNS 定位

其實在架構當中，DNS 伺服器是更需要保護的部份，因為所有的網路用戶端都要查詢 

DNS，尋找它們需要通信的伺服器。駭客們可能會使用 DNS 定位方式來攻擊 DNS。

比方說用各種滲透技術，以惡意資訊覆寫 DNS 伺服器的快取檔案。這時候，如果使用

者要查詢生產 DNS，便會被轉送到由駭客控制的冒牌 DNS 伺服器，而造成損害。對

於這種攻擊，您可以用好幾種方法加以防治，例如：

1. 在內部網路使用不同的 DNS 伺服器，確保這些 DNS 伺服器不對外來電腦的查詢

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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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 
題庫

1. 電子郵件炸彈攻擊透過哪個方式攻擊：

(A)傳送大量的電子郵件

(B)追蹤電子郵件至目的地位址

(C)發高層級的安全性警訊

(D)將所有電子郵件重新導向至另一個實體

2. 保護伺服器的實體安全可防止：

(A)憑證鏈結洩漏

(B)拒絕服務的攻擊

(C)攔截式攻擊

(D)竊取

3. 應如何處理未知來源的電子郵件附件？

(A)掃描是否有病毒

(B)由系統管理員開啟

(C)複製到安全位置

(D)校閱正確性

4. 收到朋友寄來的電子郵件訊息，要求刪除系統檔案。應怎麼辦？

(A)警告朋友不要傳送網路釣魚詐騙郵件

(B)警告朋友不要傳送惡作劇郵件

(C)執行 Windows Update來檢查該檔案

(D)隔離該系統檔案，並以乾淨的版本取代

5. 數位簽章的電子郵件訊息：

(A)可驗證收件者

(B)沒有病毒

(C)可驗證寄件者

(D)已加密

6. 反垃圾郵件程式封鎖特定寄件者的電子郵件。公司要接受此寄件者傳送的電子

郵件。應怎麼辦？

(A)在 DNS中列出該寄件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B)接受來自其網域的 RSS摘要

(C)將該寄件者的電子郵件地址新增至允許清單

(D)重新設定 SMS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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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來瀏覽網頁，網址列變為下面的樣子？表示該站：

 

(A)是美國地區專用

(B)可能有害

(C)是安全的且受信任

(D)需要密碼

8. 您收到一則電子郵件訊息，要求您確定您的銀行帳戶資訊，該電子郵件中包含

銀行的網站連結，如下標示這封 https：//www.wooderovebank.com/loginscript/

user2.jsp（滑鼠移到超連結顯示出：http：//192.168.255.205/wood/index.

htm）電子郵件很可能是：

 

(A)合法的要求

(B)網路釣魚詐騙

(C)電子郵件炸彈

(D)傳送至錯誤的地址

9. 企業級防毒程式包含哪兩個功能？ (請選擇兩個答案 )

(A)受攻擊面掃描

(B)視需要掃描

(C)封包掃描

(D)排定的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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