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 Threats Sample Report 

Q2 2011 



 

 

Q2 2011 Email Threats Sample Report 

www.openfind.com 

根據 Openfind 電子郵件威脅實驗室於 2011 年 Q2 針對台灣地區電子郵件威脅樣本的觀察，本季中需特

別注意的駭客攻擊手法，主要是在信件外部轉址網站連結的威脅與社交工程搭配加密壓縮檔上，使用

者面對電子郵件中的超連結或壓縮附檔時，請千萬注意以下細節： 

 

1. 透過轉址服務網站間接轉址（Redirect）： 

延續上一季的趨勢，利用轉址服務網站，不但可以隱藏帶有威脅的真實網址位置，同時也可以縮

短網址的字數，仍然持續成為本季攻擊者最愛使用的手法。 

2. 社交工程 + 加密壓縮檔的攻擊方式： 

利用社交工程方式取得使用者信任，開啟信件，同時將木馬或者後門程式藏在加密過的壓縮檔中

作為郵件附檔，並將密碼寫在信件中，利用具誘惑力的內容吸引使用者開啟壓縮檔。這樣的手法

不但可以規避郵件防護閘道的掃毒引擎，也利用了人性「喜歡窺探機密」的特性，十分經典。 

3. 偽裝知名網域的寄件人或直接使用知名郵件服務發送： 

詳見下述說明。 

 

大部分的垃圾信發送者（Spammer）都發現現今的郵件防護閘道，會使用雲端 IP 信譽防禦機制去阻擋

Botnet、Zombie Network所發送的信件，同時區域聯防的效果也很快，往往使的廣告信的發送效能不

彰；因此，本季漸漸將垃圾郵件的發送方式，轉為直接使用知名郵件服務(Yahoo、Gmail、Hotmail 等)

直接發送，原因是這些知名郵件服務通常帶有信譽評價較好的 IP，因此信件到達率高。 

 

以往這一類手法的發送者，通常都使用 Yahoo Group 或 Google Group 等類似服務達到目的（其實本季

使用這種手法的攻擊者仍不少），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本季出現了新的潮流，發送者透過社交工程攻擊

盜取來的使用者帳號、密碼，透過 Keyboard Script、SMTP Auth等方式，持續性且維持一定量的發

送，成為本季垃圾信發送方式的新主流。 

 

 

大約在四月中下旬時，因應稅務旺季，有大量「代開發票」性質的廣告信開始氾濫，下列是一封偽造

facebook 來源的此類信件樣本： 

 

 
【假冒 facebook 寄件人身份的「代開發票」廣告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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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封來自於大陸的「代開發票」廣告信件】 

 

這一類信件在四月底相當的多，主題明確、特徵明顯，通常還會假冒成讓人較為容易相信的身份，如

中國卡巴斯基網站、大陸或台灣知名金控業者等，也會故意在郵件標題加上 Re:等回信的標頭，避免

被垃圾信防護閘道攔阻及提高使用者點擊廣告的成功率。 

 

另外，在四月份透過轉址網站所發送的廣告信件仍然為數不少，以下是一封網頁設計工作室的廣告信

件，其中的連結便是利用知名轉址服務網站 tinyurl，將自己的廣告網址藏匿其後，避免被抓獲： 

 

 

 
【將廣告網址藏匿在 tinyurl 服務後方的網頁設計廣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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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這樣的廣告信件，都會不斷改變轉址網站網址的內容來規避一般郵件防護閘道的 URL 關鍵字攔

截，即使每次藏匿其後的廣告信網址一致，但藉由不斷變換轉址網址，也可以達成信件內容不一樣的

規避效果，是 2011 年 Q2 大量垃圾郵件發送者常用的手法。同樣類似的手法，也出現在五月份的色情

光碟廣告信上： 

 

 
【將廣告網址藏匿在轉址服務後方的色情光碟廣告信】 

 

五月份的廣告信則開始走向購物、金融詐騙的趨勢，下方有一封假冒 Yahoo 拍賣的廣告信件，但其實

內容為其他購物網站的廣告，這類型信件通常都夾帶誘人的廣告內容，並偽裝冒充合法知名的郵件服

務供應商(例如 Yahoo、Gmail、Hotmail 等)： 

 

 
【偽冒知名來源網域的電子商務廣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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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詐騙的信件在五月份也不少，下方是一封看似普通銀行 EDM，卻無銀行相關網站資訊僅有電話，

可能實為地下錢莊廣告的詐騙廣告信件，同時，其真實廣告網址理所當然地也藏在轉址網址服務後： 

 

 

【假冒銀行 EDM 的地下錢莊廣告信】 

 

 

【另外一封以誘人標題發送的地下錢莊廣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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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另一波廣告信件趨勢，當然也不會少了最經典的社交工程。不過一般社交工程都用在「攻擊」

手段，有趣的是這一類的信件將社交工程用在「誘導」使用者到達發送者希望露出的內容（如電子報

發送系統的廣告），以下是一封在五月中旬發送的郵件樣本： 

 

 

【社交工程廣告信件】 

 

當然，真實的連結還是藏在轉址網址服務後方，這一封信有趣的地方是最後連結到達的目的地是

Google 搜尋「電子報系統」關鍵字的頁面，而廣告發送者的廣告就在查詢結果中，第一行最醒目的

Google AdSense 廣告，可以說是一封煞費苦心的社交工程廣告郵件。在此提醒，URL 在轉換的過程

中，也通常夾帶者 Cross Site Scripting 或漏洞偵測夾帶木馬等行為，是使用者需要注意的地方。 

 

六月份利用社交工程的威脅郵件，當然還是少不了夾帶木馬的魚叉式攻擊手法郵件，通常這類郵件都

是以矚目的標題，吸引人的內容，誘使使用者點擊附檔或者開啟連結，以達到植入木馬的可能。尤其

這一類攻擊再次進化後，往往會將附檔以加密壓縮的方式，規避郵件防護閘道的防毒引擎（因為無法

掃描加密壓縮檔）掃描，並且將密碼寫在電子郵件中，以人類天生喜歡開啟「秘密」的心態，誘使使

用者手動開啟含有木馬的加密壓縮檔以達成目的，是最新演化的高明手法，我們稱這類手法為「加密

壓縮檔社交工程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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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帶含有木馬的加密壓縮檔社交工程攻擊信件】 

 

這一類手法的信件在六月達到了質量上的巔峰，利用情色、星座、線上遊戲等大眾較為注目的話題，

並且同樣利用較為知名的郵件服務網域（此次此類手法的大宗郵件寄送網域來源是 Yahoo 的電子郵件

服務）不斷發送含有木馬或後門程式的加密壓縮檔，成了規避郵件閘道防護最流行的方式： 

 

 

【使用星座話題的加密壓縮檔社交工程攻擊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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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色話題的加密壓縮檔社交工程攻擊信件】 

 

 

【使用線上遊戲話題的加密壓縮檔社交工程攻擊信件】 

 

另外，還記得 Openfind 2011 年第一季電子郵件威脅樣本報告提到的 XYZ 大補帖廠商系列嗎？在六月

垃圾郵件盛行的季節裡，XYZ 當然不會缺席；而且不只沒有缺席，手法更再度進化，利用了 Google 

Group 或 Yahoo Group 服務，XYZ 再度活躍地發送了大量的垃圾廣告郵件，以下是其中一封這類型郵

件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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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進化，使用 Google Group 服務發送廣告信件的 XYZ 系列】 

 

最後，與大家分享一封反應世事民情的廣告信件。這一封信件本身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僅是介紹居住

於大陸的婦女赴港生產的廣告，由此可見大陸社會一胎化及醫療方面問題的嚴重性。廣告信的趨勢其

實也一定程度的反應了國家與社會的需求、問題，觀察後可以發現，其中也是有值得令人省思之處。 

 

 

【對居住於大陸的婦女宣傳赴港生產的廣告信件】 

 

Openfind 電子郵件威脅實驗室，特別從 2011 年第 2 季的電子郵件威脅監控行動中，挑選出這些值得您

一覽的電子郵件威脅樣本供您參考，同時這些類型郵件都已經透過 Openfind 的雲端防護攔截技術，在

發現威脅的下一秒，即已全面部署至 MailGates 郵件防護系統，以零時差、立即生效的特性，協助全

球客戶立即免除以上郵件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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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MailGates 郵件防護系統 

MailGates 是一款結合郵件系統保全、內容過濾、郵件稽核與加密、統計報表與系統負載平衡設計的全

方位郵件郵件防護系統，其具備的雙雲端郵件過濾引擎，結合在地化樣本與全球即時探測的零時差防

禦技術，能精準地攔截惡意、垃圾與病毒信件的威脅。同時，MailGates 提供的郵件稽核與紀錄追蹤功

能，能讓管理者完整管控郵件伺服器的郵件傳遞政策與使用狀況，預防機密郵件外洩及追查郵件不當

使用，捍衛企業訊息安全，並提升組織營運競爭力。  更多產品訊息，請瀏覽產品網頁 

http://www.openfind.com/taiwan/products/mailgates/info.html 

 

關於 Openfind 個資法解決方案 

Openfind 個資法解決方案，以閘道防護與探勘稽核設計導向，秉持「迅速導入」、「建置障礙低」、

「不干擾組織內部使用者」、「無須改變現有流程」等特色，協助企業進行個資盤點、電子郵件個人

資 料 外 洩 、 舉 證 報 表 等 個 人 機 敏 資 訊 外 洩 防 護 。 更 多 訊 息 ， 請 瀏 覽 公 司 網 站 ： 

http://www.openfind.com/taiwan/solution/issue/dataprotection.html 

 

關於 Openfind 雲端訊息保全解決方案 

近年針對全球虛擬化、雲端技術和資料稽核、探勘需求加溫的趨勢，Openfind 正式提出 Message 

Assurance 訊息保全方案 ─ 提供組織完整的資訊外洩防護，符合相關資安法規，並支援企業建構的各

種虛擬化（VMware、Citrix、Hyper-V）平台，是企業走向雲端世代時，最佳的訊息安全選擇。此外，

透過支援各式各樣的智慧型行動裝置，Openfind Message Assurance 訊息保全方案也能協助企業建構全

方位的行動通訊與安全訊息溝通環境，真正落實雲+端的訊息溝通新體驗。更多訊息，請瀏覽公司網

站：http://www.openfind.com/taiwan/solution/issue/cloud.html 

 

關於 Openfind 

Openfind 成立於 1998 年 1 月，長期致力於網際網路相關技術研發，為企業用戶與廣大網友提供高品

質、高穩定與高擴充性的軟體與服務。從企業市場搜尋引擎系列產品、電子郵件伺服器或郵件防護、

加密、稽核、歸檔系統，到一般使用者的電子郵件信箱與企業郵件代管服務，Openfind 堅守「創新技

術與優質服務」的企業文化，以提供使用者最符合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更多訊息，請瀏覽公司網站 

http：//www.openfind.com/。 

 

http://www.openfind.com/taiwan/solution/issue/dataprote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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