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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我們一起被翻過的牆

• Dark Soul
– 2013年3月20日下午2點時啟動發動攻擊
– 潛伏8個月入侵上千次，只為發動一次大規模破壞
– 韓國各地近半數的ATM被駭故障，數量多達4,500臺

• 美國連鎖商店Target被駭
– 2013年12月19日對外證實遭到駭客入侵
– 約有4000萬名客戶的信用卡或簽帳卡資料被竊
– Target表示資料外洩事件後新增的直接支出已達到2.9億美元之多

• Sony
– 2014年11月24日下午
– 僱用Fireeye旗下的Mandiant團隊協助進行相關事件的調查
–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也介入調查該起事件的前因後果
– 駭客掌握內部網路架構，所使用中繼站沒有重複

資料來源：iThome網站新聞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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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件的共同之處

• 資安防護設備沒有發揮預期的效益

• 都是資安事件產生實際的損失之後才能處理

• 最終都需要依賴人力服務進行處理與鑑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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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安事件處理結果來看

• 可以確實找到資安防護設備無法辨識的惡意程式

• 大多能有效的找出攻擊的脈絡，來源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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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什麼客戶不喜歡在事發後做事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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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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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狙殺鍊(Cyber Kil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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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狙殺鍊(Cyber Kil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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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有個有趣的點子!!!

既然人力鑑識可以在事件發生
後有效辨識惡意程式，為什麼
我們不自動化提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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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是在階段1時，就做事件處理呢？

11



如何做到？先克服內網威脅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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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技術

• 快速鑑別大量主機中的攻擊活動
– Digital DNA (DDNA)
– 巨量異常行為分析平台

• 持續偵防攻擊者的惡意行為
– 巨量異常行為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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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tScan PRO - 惡意程式獵人

透過在端點直接分析程式本體的方式，
偵測所有已知與未知的惡意程式

僅需要一個按鈕即可從記憶體與硬碟
中收集與分析關鍵的數位特徵，還可
立即修復遭感染的主機

DDNA 逆向工程技術包含強大的惡
意程式基因資料庫，可以分析2,200
以上的惡意程式特性

支援大規模的事件回應能力，無論是
rootkits或是零時差攻擊這類針對性
的惡意程式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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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找出記憶體中可疑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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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NA專利分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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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oint Threat Platform-巨量異常行為分析平台

• 可部署於整個企業，提供永不

中斷的端點監控能力

• 自動化的端點行為分析

• 整合DDNA分析技術

• 即時分析歸納並定位出攻擊點

• 遭攻擊時可即時回應與處置

• 強大的資料收集能力與巨量資

料分析功能

• 私有雲的部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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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收集鑑識用資訊，並自動分析

• Process
– Library injection (DLL) into 

critical processes
– Process execution and 

command line arguments
– Process termination

• Registry
– Password stealing (dumping 

password hashes and cached 
domain passwords)

– Windows service creation
– Registry key value data 

modification
• File

– Access to remote (shared) 
files and folders

– Detailed file information 
(volume name, device type, 
path, hash)

} Memory
◦ Memory allocated in 

the remote process
◦ Memory allocated 

for code execution 
(executable flag set)

} Networking
◦ Connection initiated
◦ Connection 

accepted
} DDNA分析技術
} 結合Virustotal (57

antivirus)
◦ Hash 比對
◦ 檔案上傳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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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oint Threat Platform－真實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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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攻擊者真實發動攻擊後，觸發警報

系統自動觸發Tr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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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報分析處理流程

分析系統發
現異常Trace

分析Trace的
events

檢查所有
process

檢查files追蹤源頭
總結事件始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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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隱藏資料夾中，有可疑程式被執行

警訊摘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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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惡意程式產生

第一隻惡意程式svcmondr.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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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者遠端操作後門

等待90分鐘後，攻擊者連入受害機器，執行ipconfig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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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者查看機器中的帳號

第二個指令，執行net user，檢查機器上的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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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者查看管理者權限群組內的帳號

第3個指令，執行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檢查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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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上傳其他惡意程式

利用網路芳鄰的通訊協定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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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指令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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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系統服務來確保可以持續登入受害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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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系統服務來確保可以持續登入受害主機

30



惡意中繼站

C&C
60.xx.xx.xx7

2xx.1x.1xx.x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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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中繼站活動情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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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中繼站在virustotal的情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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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中繼站活動情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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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中繼站在virustotal的情況(二)

35



所有上傳到受害主機的檔案
檔名 路徑 Virustotal結果

svcmondr.exe C:\Users\WIN7_G~1\AppData\Local\Temp\ 無上傳記錄

ntids.dll C:\Users\WIN7_G~1\AppData\Local\Temp\ 無上傳記錄
ntds.dll C:\Users\WIN7_G~1\AppData\Local\Temp\ 無上傳記錄
Akagi64.exe C:\Users\WIN7_G~1\AppData\Local\Temp\ 無上傳記錄
bs.exe C:\Users\WIN7_G~1\AppData\Local\Temp\ 無上傳記錄
ntwdblib.dll C:\Users\WIN7_G~1\AppData\Local\Temp\ 無上傳記錄
ellocnak.msu C:\Users\WIN7_G~1\AppData\Local\Temp\ 無上傳記錄
rundll32.exe.xxt C:\Windows\SysWOW64\ 無上傳記錄
catsrv.exe C:\Windows\SysWOW64\ 無上傳記錄
rasauto.dll C:\Windows\SysWOW64\ 無上傳記錄
pciport.sys C:\Windows\ 無上傳記錄
svchost.exe.xxt C:\Windows\SysWOW64\ 無上傳記錄

cat.exe C:\Windows\SysWOW64\ 無上傳記錄
exlporer.exe C:\Users\WIN7_G~1\AppData\Local\Temp\ 無上傳記錄
winapi.exe C:\Users\WIN7_G~1\AppData\Local\Temp\ 無上傳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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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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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來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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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hell.exe 到底做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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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來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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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來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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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來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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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手是EXCEL文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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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巨集下載惡意程式

http://2xx.xxx.xxx.xx7/tips.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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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T檔案變成EXE檔案

TXT轉成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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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幫你解決什麼問題?

•持續偵測每一個端點
•即時的自動發出可疑活動的警訊
•專業人員的即時鑑識與分析
•找到未知惡意程式
•即時分析可疑的攻擊行為，找出你想知道的

問題解答
– 惡意程式清單
– 惡意中繼站清單
– 建議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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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當事件發生，造成損失後，才做事件處理並不是最好選擇

• 未來的資安事件處理，必須符合3項重點
– 要能即時進行事件處理，不必等到實際損失

– 能夠同時分析巨量主機的記錄，因為人力無法做到

– 必須是高度自動化，才能有效降低處理成本

• 慎選具備足夠事件處理經驗的協力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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