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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繼 2017 年 5 月中旬席捲全球的「WannaCry」電腦勒索病毒，2017 年 6 月

27 又爆發了新的電腦勒索病毒災情，資安業者卡巴斯基指出這次的攻擊是去年

Petya 勒索病毒的變種，其受害者主機會先重新開機，然後跳出「電腦內的檔案

文件已被加密上鎖」的畫面，如下圖 1，攻擊事件的源頭是從俄羅斯以及烏克蘭

開始，並向歐洲蔓延[1][2][3]，這類的惡意程式能夠影響深遠，主要由於許多使

用者無隨時更新作業系統以及定時資料備份的習慣，目前微軟公司已發布

MS17-010[4]安全更新，還未安裝更新的使用者必須立即安裝，安裝後亦須為電

腦設定複雜度較高的密碼，以減低遭入侵機會[5]。 

 

圖 1 中毒畫面 

資料來源：TWCERT/CC 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6] 

 

常見勒索軟體攻擊手法簡述 

加密勒索攻擊與以往不同，早已有專業化之經營模式，駭客組織更利用近年

興起的虛擬貨幣收款成功規避追緝，市場之大使得勒索攻擊成為許多駭客組織的

主要收入來源，因此駭客組織更願意嘗試各種不同攻擊途徑以增加勒索軟體侵害

成功之機率[13]。可能的攻擊途徑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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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路釣魚 

在國外，大多數勒索軟體的感染來源出自於網路釣魚郵件，駭客會發出難以

分辨真偽的電子信件，例如求職信、主管或金融業者的來信等，並且在信中

夾帶惡意檔案或置入惡意網站連結，吸引使用者點擊下載，這次事件的 Petya

病毒，也利用過此方式侵入組織內部[14]。 

2. 網頁廣告元件 

駭客組織可以買下網路廣告，並將惡意程式植入廣告視窗，當使用者瀏覽含

有該廣告視窗的網頁時便有機會遭受攻擊；其惡意程式可能透過瀏覽器或其

套件的漏洞來進行攻擊，例如常見的 Flash 套件，或者利用廣告系統的漏洞，

撰寫惡意程式腳本投放到廣告系統，引誘使用者點擊廣告後發動攻擊。 

3. 網頁掛馬 

攻擊者可能利用特定網站的漏洞先侵入一些網頁伺服器，並修改網頁加上惡

意程式腳本，讓受害者以為正常瀏覽網站的同時，將連線轉向攻擊者所指定

的網址並試圖植入惡意程式。 

4. 其他 

其他比較特別的感染途徑，例如 Surprise 勒索軟體可透過特定遠端遙控軟體

的漏洞進行感染，而 Crysis 則是使用暴力破解微軟作業系統的遠端桌面協定

嘗試散播；2014 年更發展出行動裝置勒索病毒，瞄準 Android 作業系統，讓

勒索病毒的感染地圖擴張到行動裝置上。 

 

橫向擴散及惡意行為簡述 

Petya 變種病毒與「WannaCry」相同，會透過「永恆之藍」所洩漏的 SMB(Server 

Message Block,伺服器訊息區塊)協定漏洞[7]，與「WannaCry」不同的是，Petya

使用的工具多元，包含微軟的 PsExec 遠端工具 [8]或是 WMIC(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視窗管理等系統工具[9]，PsExec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啟動遠端電腦上的命令式批次指令，而 WMIC 則是 Windows 系統中軟硬體資源

的管理工具集，可以進行系統資訊蒐集、執行命令、虛擬機檢測及持久化權限等

動作，加上 Windows 作業系統預設不會紀錄 WMIC 日誌，因此透過此工具進行

的攻擊將更難以追蹤。 

Petya 變種勒索病毒在感染主機後會透過「rundll32.exe」於主機上執行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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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perfc.dat」[10][11]，修改主開機紀錄(Master Boot Record，MBR)並建立一

系統排程資訊，使受害電腦在一段時間後重啟系統，然後顯示偽裝的磁碟掃描畫

面，背景同時進行磁碟主檔案表(Master File Table)加密工作，最後跳出勒索視窗

向受害者索取費用。 

 

圖 2 攻擊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Trend Micro 趨勢科技[12] 

 

勒索軟體防範建議 

勒索軟體自 1989 年就已出現第一款名為 AIDS 的木馬，相繼在 2005 年、2013

年亦曾經興盛勒索行為，時至今日，勒索軟體借助比特幣難以追蹤金流的特性，

大肆發展並展開各種攻擊，推估地下經濟規模高達 100 億台幣以上，如此龐大的

利益使得駭客集團竭盡所能擴大勒索版圖，從不斷改版更新的變種病毒便可感受

到駭客集團的企圖心，因此如何防範未來可能層出不窮的勒索病毒將是我們必須

思考的議題，期能經過此次全球性勒索事件的警惕，探討並深化多層次安全防護

架構的執行，進而預防未來可能的惡意威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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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多層次安全防護概念圖 

勒索病毒防護方式探討： 

1. 良好的使用習慣 

(1) 資料備份 

要降低任何勒索軟體的威脅，首要工作就是先做好資料的備份，甚至系

統的備份，重要的資料可以使用雲端、外接硬碟或隨身碟等多種方式備

份；而整個作業系統則可透過 Windows 提供的備份還原功能建立系統

還原映像檔。 

 

圖 4 Windows 系統備份與還原功能 

詳細步驟請參考微軟官方網站，網址如下：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 

或者使用其他系統備份軟體如 Acronis TrueImage 及 EaseUS Todo 

Backup 等，雖然整個系統備份需要較多的時間與磁碟空間，但可加速

被勒索軟體感染後的災後復原工作，建議重要系統須定期進行資料及系

統備份工作。 

(2) 定期更新 

經常性的更新作業系統可以有效減少被駭的風險並確保作業系統安全

性的品質，Windows 作業系統更新方式請參考微軟官方網站：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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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help/306525/how-to-configure-and-use

-automatic-updates-in-windows。 

並建議將更新方式設定為「自動安裝更新」。 

 

圖 5 Windows 更新設定 

另一方面，除了作業系統的更新，所使用的防毒軟體、瀏覽器及其他慣

用軟體，也都需要定期的更新，如常被攻擊的 Flash Player、PDF Reader

等等，才能避免駭客利用這些軟體舊有的漏洞進行侵害。 

(3) 確認來源 

社交工程手法發展已久，多半透過電子郵件方式，引誘使用者不慎掉入

陷阱，例如受害者被感染後，病毒會嘗試發送電子郵件給受害者聯絡人，

企圖擴散感染，因此記得不安裝、不開啟不明來源的檔案，建議使用者

在開啟檔案前，須謹慎確認檔案來源是否可以信任，若須安裝軟體，建

議到官方網站下載正版軟體安裝。 

2. 架設防火牆 

WannaCry 與 Petya 變種病毒皆是利用微軟作業系統預設服務的漏洞進行

「主動式」攻擊，因此造成全球重大的災害，對於未更新的作業系統，如

果能在網路閘道端設置一防火牆，或者在本機端作業系統內安裝防火牆軟

體，協助作業系統封鎖不使用的連接埠，如 WannaCry 與 Petya 變種病毒利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help/306525/how-to-configure-and-use-automatic-updates-in-windows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help/306525/how-to-configure-and-use-automatic-updates-in-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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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 TCP 445 埠，便可以降低經由網路被主動攻擊的風險。 

 

最安全的方式是僅開放確定有使用的埠號可以連線，但一般使用者無法輕

易做到正確的設定，因此可以採用防火牆軟體預設的保護規則，部份防火

牆軟體亦支援互動或學習模式，可以幫助使用者快速的建立防火牆安全規

則。 

若使用 Windows 作業系統內建的防火牆，可以自行新增規則禁用 445 埠，

請先確認防火牆功能是否已開啟，步驟是[開始][控制台][系統及安全

性][Windows 防火牆]，檢查 Windows 防火牆是否正確啟用。 

 

圖 6 windows 防火牆 

接著進入 [進階設定]在[輸入規則]上按下[滑鼠右鍵][新增規則]，此時

會跳出新增輸入規則精靈，在[規則類型]中選擇[連接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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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windows 防火牆連接埠設定 

在[通訊協定及連接埠]頁面中選擇[TCP]及[特定本機連接埠]，並填入目標

埠號 445。 

 

圖 8 Windows 防火牆通訊協定與連接埠設定 

將[執行動作]設定為[封鎖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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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Windows 防火牆執行動作設定 

[設定檔]中勾選所有網路環境。 

 

圖 10 Windows 防火牆套用規則設定 

最後自由輸入此規則名稱即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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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Windows 防火牆規則名稱設定 

 

圖 12 完成 Windows 防火牆新增規則設定 

 

3. 完善的端點防護 

(1) 關閉不需要的系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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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本次事件主要是透過 Windows 作業系統內建的 SMB 協定安全

性漏洞進行攻擊，SMB 協定的功能是讓電腦檔案、印表機等資源能在

網路上共享，如確定無使用需求，可關閉該服務以降低可能暴露的風險，

關閉方式可參考微軟公司說明：如何啟用與停用 SMBv1、 SMBv2 和 

Windows 及 Windows Server 中的 SMBv3[21]。 

 

圖 13 使用 PowerShell 停用 Windows SMB 服務 

資料來源：微軟支援中心[21] 

 

除此之外，可以到[控制台][系統及安全性][系統工具]中點擊[服務]

來啟動或禁用 Windows 服務。 

 

圖 14 Windows 系統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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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Computer Browser 服務就是 Windows 在區域網路裡，用來自動搜索

網路鄰居的服務，若使用者不使用區域網路，可以禁用該服務避免增加

風險。 

 

圖 15 Windows 服務管理界面 

 

圖 16 停用 Windows 服務 

至於 Windows 中有哪些服務應該禁用，完全是看個人需求，一般使用

者較難判斷應該禁用哪些服務，因此此技巧較為適合進階使用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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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資料夾存取權限控制 

Windows 作業系統在 Vista 以上版本加入了 UAC(User Account Control, 

使用者帳戶控制)功能，此安全技術透過限制應用軟體的存取權限而改

進 Windows 作業系統的安全性，正確的設定資料夾存取權限可以防止

勒索軟體加密資料夾內檔案，請先確認使用者帳戶控制是否開啟並設定

為系統預設值，以 Windows7 為例，確認步驟為：[開始] [控制台][使

用者帳戶和家庭安全][使用者帳戶][變更使用者帳戶控制設定]。 

 

圖 17 Windows 使用者帳戶控制設定 

接著在想要保護的資料夾上按下[滑鼠右鍵][內容][安全性] [編

輯]在群組或使用者名稱欄位中選擇登入的使用者在下方權限欄位

中的寫入欄位勾選[拒絕][確定]，就可以限制該資料夾的寫入權限。 

 

圖 18 Windows 資料夾權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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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上對使用者來說雖稍嫌不便，卻又不失為勒索病毒防治對策之一。 

(3) 使用 BitLocker 磁碟機加密 

BitLocker 也是一款 Windows Vista 之後開始提供的磁碟加密軟體，藉由

系統層級的加密機制保護資料被盜的風險，被加密的磁碟機需要有特定

的授權才能進行存取，因此可以利用此特性，在電腦主機硬碟或者卸除

式磁碟機上啟用 BitLocker 功能，以保護磁碟不受勒索軟體侵害。 

 

圖 19 Windows BitLocker 磁碟機加密功能 

使用方式很簡單，只要在想保護的磁碟上按下 [滑鼠右鍵][開啟

BitLocker]選擇想要解除鎖定的方式(有密碼及智慧卡兩種)選擇保

存修復金鑰的方式[開始加密磁碟機]。 

 

圖 20 Windows BitLocker 加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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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若檔案太多則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完成加密過程，並請小心保存修

復金鑰，避免被有心人士取得或自己忘記密碼時可使用。雖然 BitLocker

一開始使用需要執行一些設定的動作，但啟用後不僅能大幅提高資料安

全性，也不會讓操作的自由性降低太多，只要能保護好修復金鑰，非常

值得一試。 

(4) 隱藏磁碟機代號 

Windows 系統中，如果某個磁碟機沒有被分配到磁碟機代號，該磁碟機

就無法使用，想要恢復使用磁碟機，只需要在沒有磁碟機代號的分割區

上再新增一次代號即可，一樣以 Windows7 為例，在[開始][電腦]上按

下[滑鼠右鍵][管理][磁碟管理]在磁碟區列表中點選欲隱藏的磁

碟機[滑鼠右鍵][變更磁碟機代號及路徑][移除][確定][是]，

即可隱藏磁碟機；如下圖雖然在磁碟管理程式裡可以明確看到兩分割區，

但實際上只有一個磁碟代號可以正常使用。 

 

圖 21 隱藏磁碟機範例 

若要使用該磁碟區時則在[變更磁碟機代號及路徑]過程中[新增]選

擇磁碟機代號[確定]，就可以再次使用磁碟機。此種保護方式對於需

經常存取磁碟機檔案的使用者來說相對不方便，因此不建議使用。 

(5) 加裝防惡意軟體(Antivirus) 

勒索病毒發展相當快速，防毒軟體及防惡意軟體可說是多層次防禦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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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最後一道防線，因為威脅可能從任何管道進來，而不變的是其加密

勒索的惡意行為，只要能在惡意程式達到目的前，準確的分析並中斷其

惡意行為，就有機會抵抗各種不同勒索軟體的威脅。 

(6) 使用防毒疫苗 

面對偶發的全球性感染勒索病毒，若在第一時間內沒有被波及，可以試

著使用針對特定勒索病毒研製的防毒疫苗，如此次的 Petya 變種病毒，

TWCERT/CC 已實作驗證[11]，可用手動方式在 C:\Windows 目錄下建立

一個命名為 perfc 的檔案，可以是空檔案，也可以不用設定成唯讀檔，

不必擔心有任何的惡意行為，因為惡意程式執行時，會於 C:\Windows 

資料夾中檢查是不是有跟自己一樣名稱的檔案存在，若偵測到檔案存在

則結束程式執行，而發現不存在時則會開始生成同樣名稱的惡意代碼，

研判此機制是為了避免於內網擴散時相同受害電腦重複執行該程式。 

請注意防毒疫苗有強烈的針對性，並不適用於防範所有類型的勒索軟體，

亦無法保證能適用於未來可能的變種版本，建議搭配其他防護措施才能

有效降低勒索軟體的威脅。 

(7) 安裝 MBR Filter 

透過修改主開機紀錄(MBR)，讓電腦開啟時不載入作業系統，而是載入

惡意程式為勒索軟體惡意手法之一，因此 Cisco Talos 開發 MBR Filter

工具 [14]，可以防止主開機紀錄被任意竄改，若欲加強保護主開機紀

錄(MBR)而達到多層次防禦概念，可以考慮安裝 MBR Filter 提高安全

性。 

(8) WMI 事件檢視 

前述 WMI 因為系統本身並無預設日誌紀錄功能，因此成為駭客喜歡利

用的工具之一，也因為沒有日誌紀錄，更造成受到攻擊後鑑識追蹤的困

難，因此啟用 WMI 的活動日誌將有助於追蹤事件，甚至有機會能及早

發現事件。使用 Windows 事件檢視器來追蹤 WMI 事件可參考微軟官方

文件操作[17]，而 WMI 日誌的分析則可以利用開源的框架 Kansa [18]，

Github 位置如[19]，Kansa 提供一個以 Powershell 為基礎的模組化事件

回應平台，透過執行適當的分析模組，可以自動協助過濾事件日誌，並

將偵測到的事件回報給使用者，使用者可執行自行定義或者預先下載編

輯好的模組，就有機會在惡意程式攻擊時即時發覺甚至中斷惡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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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Windows 事件檢視器 

 

圖 23 Kansa 執行結果畫面 

資料來源：Power Shell Magazin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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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研析報告透過了解 Petya 變種病毒的運作原理，概略描述其攻擊的流程，

並著眼於如何建立多層次的防禦架構以抵抗勒索病毒的威脅，期待經過這次全球

性的勒索攻擊事件喚醒大眾的資安意識，並針對未來可能加劇的不同勒索攻擊提

供更有效防護機制的參考建議，倘若不幸感染，也千萬不要交出贖金，因電腦郵

件供應商已將該名攻擊者的郵件帳號關閉，且其電子郵件是唯一聯繫方式，所以

受害者目前已無法聯繫上攻擊者，亦無法確認繳款，Petya 變種病毒恐怕成為偽

裝成勒索軟體的破壞型病毒[20]。 

本次勒索病毒利用也是「永恆之藍」洩漏的 Windows 系統漏洞，可針對未

更新的 SMB 協定進行主動式攻擊，未來也可能配合常見的社交攻擊、水坑式攻

擊，或者其他未揭露的漏洞進行攻擊，有機會造成全球更龐大的災情及損失，站

在資安防護的角度來看，攻擊手法多變，我們應思考如何透過主動式的多層次防

禦來避免未來可能遭受的各種勒索威脅，除了必備的定期更新作業系統之外，也

要注意同時防毒與其他軟體的更新，並且養成良好的備份習慣，並配合多層次防

禦手段，如使用防火牆協助阻擋未使用的網路連接埠、在重要資料夾中建立使用

者權限管理機制，甚至開啟 BitLocker 磁碟加密機制等，最後則是加裝防惡意軟

體，提高本機端作業系統的防禦能力，以期降低勒索病毒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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