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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殭屍電腦的影響與防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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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事局科技犯罪防制中心與微軟在

在標題聳動的尋常 e-mail 附件中，一旦收信者

2006 年九月份 ( 台灣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

點選其中的可執行檔，這台電腦隨即污化成駭

心，2006)，針對殭屍電腦 (BotNet) 所做的調

客們「殭屍網路」中的一員大將，任其擺佈。

查結果，台灣電腦主機被污化成殭屍網路一員

二、木馬變殭屍

的數量已名列全球第六，以亞洲地區來看則僅
次於韓國之後。從調查的結果來看，2006 年

基本上，木馬這個名詞是來自於希臘神

2 月遭受感染的主機數為 57,783 台，但是，截

話中的木馬屠城記，取其「包藏禍心」的意

至 9 月 17 日止，國內受污化的主機更高速成

義。一般來說，完整的木馬程式至少包含兩個

長到 88,136 台。短短半年之內，每天有超過

部份：使用者端的感染程式與駭客端的執行程

150 台的電腦不斷被「殭」化，成為名符其實

式。只要感染程式（即木馬）能順利植入網友

的犯罪打手，被駭客們無聲地控制著、驅趕著

的電腦裡，執行程式（即禍心）就能開「秘

執行秘而不宣的破壞行為。

門」順繩而下，在城裡四處縱火、裡應外合，
殺個片甲不留。

一、
「殭屍網路」之害

這 個 時 候， 如 果 木 馬 裡 包 藏 的 禍 心 是

TrendLabs 發現 ( 趨勢科技，2004)，特洛

Phishing，那電腦裡的一舉一動就逃不出它的

依木馬程式已經佔所有病毒感染型態的 45％，

監控與記錄，什麼帳號、密碼的輸入都難逃它

若是把後門程式也加進來的話，將有高達 61％

的法眼。這正是目前新興的網路詐騙手法！但

的病毒感染型態全都屬於木馬。其中，大部份

最令人害怕的是感染程式所植入的執行檔並不

被濫用的木馬甚至都與網路釣魚或網路詐騙有

像 Phishing 這種僅僅用來實施側錄的程式破壞

關！顯然，快速獲得財富已經成為木馬駭客目

性有限，而是可供駭客們無時無刻遙控使用者

前最主要的目標。而且，連 JPEG 圖檔也開始

電腦的遠控程式。因為，只要駭客們揮動 IRC

被駭客們染指：植入特殊程式碼淪為木馬屠城

(Internet Relay Chat) 這個招魂幡，網友的電腦

的捷徑之一。網友們在瀏覽網站、收取郵件，

就能不由自主的唯命是從，變成名符其實的

或是灌載軟體時都必提高警覺，所以大家一起

「殭屍」主機。駭客們可以用它來實行 DDoS

要善用防護軟體，以免誤入虎口！一月份歐洲

攻擊癱瘓某一處的網路服務系統，或是權充駭

國家就發生近年來災情最嚴重的「蠕蟲」攻擊

客們進行網路釣魚時的中繼站，使用者也只能

( 資安人編輯部，2007a)，駭客將惡意程式包裹

無助地當個冤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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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隨著被「殭」化電腦數量的增加，

進行「身分竊取」
、
「商業間諜」與「商業勒

這股殭屍網路的力量就會愈強大。攻擊者可以

索」的基礎已經轉移到殭屍網路上，這些資安

透過這些受控的殭屍們達到各種攻擊手段。從

威脅會透過網際網路散布並執行惡意蠕蟲，以

企業的威脅來看，這些攻擊者將會試圖入侵企

期維持永久性的攻擊力。而且，相較於過去漫

業內部的電腦，並進一步控制它們進行其他惡

無目的攻擊方式，取而代之的是較小眾的目標

意的攻擊。甚至將這些電腦集結起來對其他企

式攻擊，主要瞄準特定公司或使用者群組攻

業的網路進行阻斷服務的可怕攻擊，讓企業對

擊，或是地區型攻擊模式，鎖定特定國家或地

網路安全所下的種種禁制置於罔聞，深深威脅

區竊取資訊與金錢。所以，不論個人、公司行

到企業內部文件與資訊的安全性。

號，或其甚至是政府機關都必須重視網路病毒

根據 MessagLabs 郵件安全服務公司的說法

防護與內部資訊安全制度規劃與落實的問題。

(Bhimani, 2005)，有近七成的垃圾郵件 (SPAM)

在面對主機殭屍化的威脅下，最基本的因

與網路釣魚都是來自於「殭屍」之手。要層層

應之道就是定期檢測組織內部的網路系統與強

追縱這些主機間的關聯找出主使者是非常困難

化可能的防護措施。安裝防毒軟體是防堵系統

的。甚至，一個更可怕的情形：傳統的蠕蟲

漏洞的最前線，不論是個人或公司行號，使用

通常都是由一個點（即攻擊者）釋放出來，需

者都應該養成定期更新病毒碼與核心 (kernel)

要一段時間才會散佈到全球各地進行感染或破

修補程式的好習慣。另外，殭屍主機的致因是

壞，但是，在殭屍網路的基礎上，蠕蟲的釋放

來自於木馬程式的成功，因此，使用者也必須

幾乎是同時從好幾個點 ( 即殭屍主機 ) 釋放出

養成定期更新用來填補作業系統漏洞的程式，

來，短時間內就可以充斥在網際網路裡，讓企

才能有效達成防微止罅的目標。

業或防毒軟體的種種禁制沒有辦法馬上反應，

賽門鐵克安全機制應變中心 ( 資安人編輯

而產生網路應用崩殞的可能。這種重大影響力

部，2005) 提出降低殭化風險的建議，包括複

非常可能會被有心人所濫用，像美國聯邦調查

雜化公司內部 SQL-Server 的密碼、嚴格限制

局在 2005 年 11 月逮補了一位加州青年 ( 王婷

可登入公司內部 SQL-Server 的主機來源、密

儀，2006)，就是因其挾持超過 40 萬名的電腦

集 監 控 TCP Port-3306/42/135/445/1025/1433/2

主機 ( 即被其 「殭」化！ )，並以每次 3,000

967 (Evers, 2007) 與 UDP Port-69/1434 等 內 送

元的金額租賃給其他駭客做散布垃圾郵件或間

網路流量，以及 TCP Port-5002/5003 的外傳網

諜程式之用，因此起訴他 17 項罪名判刑 57 個

路流量。刑事局 ( 資安人編輯部，2007b) 也為

月。因此，不論是個人或公司行號都必須謹慎

了降低網路木馬災情的泛濫，研發 GK1.0 提

以對，以免不知不覺中就被人入侵還不明不白

供民眾下載，以掃除相關惡意程式檔案與註

兼了別人的打手仍不自知。

冊 機 碼 (http://www.cib.gov.tw/news/news02_2.
aspx?no=343)。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也

三、現有的因應之道

發起終結 SPAM 殭屍電腦的行動計畫，包括

進入 2007 年，趨勢科技預期網路攻擊事

美、加、澳、日與韓等國，全球已有 36 個政

件將愈演愈烈 ( 趨勢科技，2007)，網路駭客

府機關參與並針對 ISP 發出公開信，要求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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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人編輯部 (2007b) 。防堵資料遭竊災情擴大，
刑事局提供移除程式供民眾下載 。上網
日期：2007年5月2日。取自：http:// www.
informationsecurity.com.tw/news/view.asp?nid=3072

垃圾郵件的問題，ISP 必須提供的服務則包括
郵件延遲的速限管制與監控電子郵件發送數量
異常的電腦，並對已殭化的顧客主機實施隔離
解毒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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