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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犯罪生態系統正快速的變
化，科技的進步和更容易取得的強大
惡意軟體使網路犯罪者有 businessoriented mind-set。近幾年來，有許
多進階持續性的攻擊(APTs) 和資料
外洩發生在最大型、高收益的企業，
而引起媒體的注意。這樣的案例只代
表那些已知的網絡犯罪問題，同時，
還有許多尚未發現或未向公眾揭露的
攻擊。2014 年是關鍵的一年，Sony,
JP Morgan Chase, Target 等都遭受
造成公司及其客戶嚴重後果的網絡攻
擊。分析新的攻擊策略發現，網絡攻
擊變得越來越明顯且頻繁，網絡攻擊
透過攻擊漏洞，橫向移動延長周邊範
圍，並取得目標公司內其他系統的控
制權，進一步獲得關鍵信息，使其在
企業網絡有立足之地。此外，攻擊的
第一階段包含透過社交工程操縱員工
行為。

人是資訊安全中必要部分
歷史上，員工一直是在組織中安
全議題的來源。第一部分是關於內部
威脅，也就是任何心懷不滿，惡作劇
或離經叛道的員工(和之前員工，顧問
或貿易夥伴)會利用資訊或系統的內部
知識來傷害公司。本文會著重於討論
粗心的員工，因為這樣人，可能會受

到社交工程的威脅，而沒有意識地從
事惡意，使企業的資訊處於風險中。
網絡犯罪分子明白社交工程技術
可用於操縱受害者而獲取重要信息，
並說服他們執行某些操作，而增加攻
擊的成功率。事實上，最近許多資料
外洩都是這樣的案例。ICANN 資料外洩
是起源於網路釣魚，就是允許攻擊者
獲得對集中數據系統用戶的資訊 1 。
根據 Carabank 攻擊事件的調查包含
幾個跨國的銀行，員工被當成社交工
程攻擊的目標，允許惡意軟體攻擊。
研究證實，人是資訊安全鏈中的薄弱
點。人為錯誤或不當行為往往涉及到
非理性與因素，如個人的經驗和心理
的態度，特別是在缺少風險意識時
2
。例如，研究證明，只要提供美金 1
元的獎勵就足以說服大量的用戶下載
並運行潛在的惡意軟體，忽略了典型
的安全警告 3 。這行為確認來自網絡
釣魚，這仍然是最有效的社交工程武
器之一，網絡攻擊不斷進步變得越來
越複雜 4 。綜合上述原因，不能再將
企業的資訊安全治理與管理僅限於科
技面而已。在過去，獲得新的設備和
配置系統足以維持的安全水平已經不
夠，資訊外洩和其他威脅也是企業必
須考量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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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目前的威脅還不止這些。關
鍵不是目標企業的資訊安全專業人員是否部
署了最佳的科技，流程和解決方案（與行業
慣例和標準完全相容），而是這些安全措施
是遠遠不夠的，安全攻擊越來越依賴於人類
的弱點；因此，延伸資訊安全治理，將人的
因素納入企業風險分析和評估，是很基本
的。要有效做到這一點，必須了解和衡量實
際風險，以提出有效的對策來減輕風險。
如何衡量人的因素
目前在評估資訊安全和風險管理模型、
工具、流程和法律結構時，往往會低估甚至
忽視人的因素。由於將員工納入評估是一個
比較創新，且被認為較有風險的做法，所以
合適的評估方式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資
訊和安全部門不是唯一決定評估方法的人

員，因為攻擊的目標是員工。因此，需要所
有的利益相關者參與，如人力資源（HR），
法律和通信部門的參與以了解面對的威脅，
評估的標準和共同的目標。此外，有幾個在
執行評估人的因素時需要考慮的倫理問題
5
。
社交工程攻擊意味著員工被欺騙而做出
違反政策的行為。儘管不法犯罪分子努力使
員工做出這些行為，企業必須更嚴格要求員
工遵守道德和法律的限制，特別是保證雇主
和員工彼此之間的相互尊重和避免侵犯到個
人的私領域。此外，有必要考慮到勞動法規
的不同。在保護員工不受雇主任何的干涉這
方面，美國和歐洲是不同的。例如，在意大
利，法律禁止雇主監控員工的行為;因此，
在一個評估中，不能洩漏可能被利用參與攻
擊員工的個人詳細資料。儘管這樣的局限性
和一些法律和道德風險的存在，歐洲對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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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安全威脅也越來越重視。
從 2010 年以來，一些對歐洲大型企業
嘗試克服這種困難的評估促成了社交導向弱
點評估的發展 6 。這種評估的目的是測試員
工對模擬魚叉式網路釣魚攻擊時的行為，就
是其中一個攻擊者試圖欺騙用戶（即公司員
工）進行把公司資產放在風險中的行為，例
如：1.讓員工點擊電子郵件內的鏈接，訪問
一個可能的惡意網站，這網站讓公司暴露於
一個感染攻擊 2.讓員工以網頁表單的方式插
入特定要求的信息，從而提供了重要的信
息，如企業憑證藉由使用受控的網站，並跟
踪用戶的行為，並且也可以從模擬釣魚技術
估計企業的暴露水平做後續的攻擊（例如，
找出未修補的安全漏洞）。

什麼是真正的風險？
很 多 的 大 型 企 業 （ 超 過 12,000 名 員
工）使用社交導向弱點評估方法來評估企業
的風險水平。在大多數這些評估中，魚叉式
網路釣魚利用一般的方法例如對員工的特別
優惠來進行攻擊。大多數攻擊是利用公司具
體的情境（通過顏色，標誌，模板和適當的
方式溝通）來進行。在一些情況下，公司公
開的資訊被引用來攻擊。但這並沒有顯著影
響結果。
圖 1 顯示出了評價結果的比較，繪製每
個先前為參與測試的樣品中描述的兩個步驟
的成功率：員工點擊網絡釣魚電子郵件內的
鏈結的百分比在 x 軸和員工插入公司憑證的
百分比在 y 軸。每個圓圈代表一個公司進行
的評估，其半徑表示該公司本身的大小和顏
色表示產業部門。平均結果是相當令人印象
深刻，並確認魚叉式網路釣魚攻擊實際上很
有效。在這些評估中，三個員工中有一個
（ 34 ％ ）， 點 擊 網絡釣 魚 電 子 郵 件 內 的 鏈
結，五個員工中有一個（21％）在網頁的表
格上插入公司憑證。當關聯到現在的因素
時，這些結果更令人印象深刻。根據這些結

果，網路釣魚行動的特點是一個員工一時的
衝動行為會使釣魚行動的成功率快速增長，
在 20 分鐘內達到 50％的有效率。這意味
著，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的安全部門能
反應的時間很短。
特別是在大企業，似乎缺乏根據使用者
報告產生對策的正式流程和員工對如何報告
安全漏洞的知識不足。另一個有趣的一點
是，所有的員工都受到這種威脅。似乎沒有
因為年齡，位置，部門或角色而有任何的差
異。即使是管理階層和執行主管也是不能倖
免。在一般情況下，在公司職位越高的越不
容易遇到安全問題但是被詐騙的管理階層還
是不少，這指出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有
些問題需要被解決。最後，透過指紋識別技
術，信息被收集了用來瀏覽網站（用戶的工
作站）的設備的安全狀況，並發現高風險容
易被攻擊的安全漏洞。這意味著使用漏洞，
惡意代碼和定制的（但簡單的）技術的結
合，就有可能繞過公司內部的技術對策，並
獲得進入內部網絡的權利，進入內部網絡的
權利正是現代網絡攻擊的主要目的。

如何減輕風險
從一個資訊安全管理的角度來看包括人
的因素納入弱點評估來降低風險是最終目
標。最有效的對策是警覺性的培養和訓練，
這有助於提高員工的安全意識。不幸的是，
傳統的警覺性提升方案並不總是有效的 7 ，
在警覺性提升方案實施過後的測試顯示警覺
性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對一般不懂科技的人
來說由社交工程造成的網路犯罪還是很容易
被了解的而且有風險的定量指標可以補救和
預防這樣的犯罪。一個客觀的衡量指標還可
以用來安排訓練項目的優先次序。此外，透
過在訓練計劃之前和之後的評估可以了解警
覺性提升方案的有效性。真正的問題是如何
建立長效的培訓計劃，可以有效地提高了公
司的安全水平，以及如何保持這種安全水
平，傳統警覺性提升方案有時會失敗，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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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可能缺乏動機去關注他們日常生活習慣
中可能被用來詐騙的溝通管道 8,9。所以警覺
性的提高是一個關鍵因素。最有用的方法都
涉及到使用視覺元素，諸如視頻，信息圖形
或信息懶人包來刺激人。此外，遊戲化是最
有前途的趨勢之一。獎勵，日常工作生活中
的社會參與和直接的反饋也有所幫助，正確
的策略取決於仔細探索不同的因素。

社交工程風險管理策略
社交工程風險管理中的人為因素，是企
業系統的主要漏洞。這種特殊風險領域往往
被低估，並難以管理。員工可能是社交工程
攻擊的受害者，因為他們沒有關於這些威脅
的訓練也沒有能力辨別哪些種類的網站或文
件附件是安全的。關鍵是要去建構一個能把
人的因素也納入風險考量的資訊工程管理流
程。 COBIT®5 也將人的因素和行為列入設計
GEIT.10 的考量 10。對人的因素評估增加了
一個對資訊安全目標達成率的評估指標。藉
由改正,鼓勵,和維持整個企業文化對安全認
知的實行是很重要的。特別是通信和安全意
識和訓練必須以適當的方式去提高他們的有
效性。在這方面的整體方法應用可能是困難
的。解決方案應該包括增加參與的各部門的
內部合作。這樣的合作可以透過客觀的結果
和可測量的數據這種簡單的方法達成。這種
合作對重新定義投資計畫以發現風險進一步
在人力因素，安全相關活動上帶入共用預算
（不只是從 IT）因為該行動已經從技術開始
著手轉移到人力資源領域。部門間的合作可
以支持企業，幫助他們實施能夠使他們提升
資訊安全管理的方案。

結論
現今，只有資訊科技方面的對策，是無
法讓資訊與通信科技達到安全的水平，因
為，因為現代網絡攻擊可以繞過所有防守
層，通過社交工程進行攻擊。本文中討論的
結果證實員工可能被欺騙去執行可能使公司
資訊安全面臨風險的行為。因此，為了降低
這種風險，企業必須制定一項策略去了解問
題的嚴重和進行有效的行動解決問題。要找
出風險的威脅程度，企業需要評估他們的員
工。無論從道德和規範的角度來看，企業必
須使用為自己公司量身訂做的方法去測量社
交工程攻擊的潛在性。具體有效地應用這種
方法，可以讓資深的管理人員願意主動的進
行減少社交工程攻擊的潛在性的方案也就是
針對資訊安全而實施的員工教育。為了提高
對資訊安全的意識以減輕資訊安全的風險，
不應只重視資安傳統教育也要用創新的方法
提高員工的資安意識。這可能可以有效地改
變公司文化，並促進其整體資訊安全水平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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