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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安全與風險

➢ 資訊安全範圍

➢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組成

一、資安概要3



中油勒索病毒事件
4 資料來源：iThome 2020-08-12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9331



司法院及所屬網路遭駭
5



一連串的流程
6

1. 從分行入侵內網
2. 建立內網潛伏基地
3. 暗中蒐集入侵情報
4. ATM入侵
5. 開啟ATM遠端控制
6. 植入ATM控制木馬，發動

盜領

資料來源：iThome 2016-07-25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07294

第一銀行盜領案



遠距工作的威脅
7 資料來源：資安人 2021-09-23 https://www.informationsecurity.com.tw/article/article_detail.aspx?aid=9474



人為疏失通常為資安事件主因
8 資料來源：iThome 2021-12-17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8431



完整性
Integrity

可用性
Availability

資訊安全與風險
9

 資訊安全的概念在保護單位的資訊資產，避免
資訊資產遭受各種威脅及降低可能的危害。

機密性
Confidentiality

業務機敏資料、
個人資料外洩

資料遭到竄改
服務中斷、
資料無法存取



資訊安全與風險
10

 機密性：

確保只有經授權的人才可以取得資訊，避免資訊洩漏。

 完整性：

確保資訊不受未經授權的竄改與資訊處理方法的正確
性。

 可用性：

確保經授權的使用者，在需要時可以取得資訊，並使
用相關資產。



資訊安全範圍
11

 資訊使用之「環境」

 資訊使用之「技術」

 資訊使用之「規定」

 資訊使用之「人員」



瑞士乳酪理論
12

 瑞士乳酪理論(Swiss Cheese Model) 形容意外事件發
生，只是湊巧同時穿過每一道防護措施的漏洞，有如層
層乳酪中湊巧有一組孔洞的集合，能讓一直線穿過。只
要當時任何一個環節有做到保護，錯誤事件就不會發生。

圖片來源：via wikipedia



資訊安全弱點與威脅
13

 弱點：

是導致威脅發生的原因，不會直接導致資訊資產
的損害。

 常見的弱點：

⚫ 未受訓練或具備安全認知的人員。

⚫ 錯誤的選擇及使用密碼。

⚫ 缺乏存取控制、資料未備份…



資訊安全弱點與威脅
14

 威脅：

任何會直接導致資訊資產受到損害的人事物。

 常見的威脅：

⚫ 人員操作錯誤、惡意破壞資訊及設備。

⚫ 病毒感染、系統被入侵。

⚫ 社交工程…等等事件。



不要小看資安漏洞
15 資料來源：iThome 2021-05-13 https://www.ithome.com.tw/article/144259



➢ 惡意軟體常見的類型

➢ 七大原則

➢ 攻擊模式

二、資安管理的挑戰16



惡意軟體常見的類型
17

◼ 病毒 (Virus)

透過E-mail、USB、網頁存取的方式散播病毒。

◼ 蠕蟲 (Worm)

主要透過網路連線進行散播。

◼ 木馬 (Trojan Horses)

會偽裝成其他熱門程式，趁機植入他人電腦中，不具備複製繁殖能力。

◼ 間諜軟體、廣告軟體 (Spyware、Adware)

通常會合某應用程式綁在一起，一般被歸類在木馬分類中。

◼ 勒索軟體(Ransomware)

通常會合某應用程式綁在一起，一般被歸類在木馬分類中。



18

惡意軟體常見的類型

名稱 傳播途徑 自行繁殖 傳播其他檔案 主要危害

病毒
(Virus)

郵件、媒體、網頁、
存取等

是 是

偷裝後門程式、綁架電
腦、窺竊、擅自連接外
部網路、鍵盤側錄、破
壞系統等

蠕蟲
(Worm)

網路連線等方式 是 是
系統當機、寄送垃圾郵
件、綁架電腦、偷遷入
其他惡意軟體等

木馬
(Trojan Horses)

應用程式、郵件、媒
體、網頁存取等

否 -

偷裝後門程式、綁架電
腦、窺竊、擅自連接外
部網路、鍵盤側錄、破
壞系統等

間諜軟體
(Spyware)

應用程式、郵件、媒
體、網頁存取等

否 -
窺竊他人檔案、鍵盤側
錄等

勒索軟體
(Ransomware)

應用程式、郵件、媒
體、網頁存取等

- -
鎖住他人電腦、鎖住他
人電腦內檔案



避免遭到惡意軟體侵襲的七大原則
19

1. 不開啟陌生寄件人的郵件

2. 不開啟不明檔案

3. 不隨意瀏覽奇怪的網站

4. 不使用來路不明的儲存設備(USB、DVD等)

5. 定期更新作業系統與應用程式

6. 安裝掃毒軟體並定期更新與掃描

7. 訂定安全防毒守則



作業系統更新
20 資料來源：ETtoday新聞雲2022-02-16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0216/2190266.htm



參考看看
21 資料來源：科技新報 2021-06-15 https://technews.tw/2021/06/15/microsoft-end-windows-10-support-october-14th-2025/



駭客攻擊模式
22

◼ 過去

資訊系統侵入、破壞的知識僅由少數駭客掌

握，學習相關技術有較高的門檻。

◼ 現在

駭客工具、病毒碼隨手可得，直接使用、快

速學習人人都可以成為駭客，24小時進行漏

洞攻擊。



進階持續性威脅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APT)

三、資安的威脅23

勒索軟體

(Ransomware)



進階持續性威脅 APT
24

⚫ 進階持續性威脅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APT）

⚫ 攻擊者往往都是相當龐大且有組織的駭客集團

⚫ 階段性、持續性、威脅性

◆攻擊方式－

1. 因一個目標開始盯上特定組織團體
2. 試圖入侵到其環境中（如發送釣魚郵件）
3. 利用入侵的系統來訪問目標網絡
4. 部署實現攻擊目標所用的相關工具探查資料
5. 蒐集機密資料
6. 回傳資料給駭客

圖片來源：[Day27] 攻擊行為－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 APT (小茶)

https://ithelp.ithome.com.tw/articles/10188821



APT 生命週期
25

初始入侵－使用社交工程、釣魚式攻擊、零時差攻擊，通過郵件進行。在受害者常去的網

站上植入惡意軟體（掛馬）也是一種常用的方法。

站穩腳跟－在受害者的網絡中植入遠程訪問工具，打開網絡後門，實現隱蔽訪問。

提升特權－通過利用漏洞及破解密碼，獲取受害者電腦的管理員特權，並可能試圖獲取

Windows 域管理員特權。

內部勘查－收集周遭設施、安全信任關係、域結構的信息。

橫向發展－將控制權擴展到其他工作站、伺服器及設施，收集數據。

保持現狀－確保繼續掌控之前獲取到的訪問權限和憑據。

任務完成－從受害者的網絡中傳出竊取到的數據。



APT常見的手法
26

◼社交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

利用人性弱點，應用簡單的溝通和欺騙技倆，

以突破安全防護，遂行其非法的存取、破壞

行為。

◼零時差攻擊（ Zero-day Attack ）

攻擊者利用系統存在未即時修補的漏洞進行資安攻擊。



推薦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yQiz8AudQo



零時差攻擊
28

漏洞發現 攻擊手法出現 修補方式公告 漏洞修補

定義：透過還沒有修補程式的安全漏洞進行攻擊之行為。



勒索軟體
29

WannaCry



勒索軟體
30

◼ 兩種類型

1. 鎖住被害者的電腦，要求被害者必須繳納贖金，才能拿回電腦的控制權。

2. 加密被害者電腦上的檔案，亦是要求被害者繳納贖金，才能拿到解密金鑰。

◼ 軟體舉例

1. WannaCry

2. Petya

◼ 受害平台
大多都是以使用Windows作業系統為主的電腦設備，行動裝置暫無重大災情
傳出。



挖礦劫持
31

比特幣
(Bitcon)

以太幣
(Ether)

門羅幣
(Monero)

其他

常見的虛擬貨幣



挖礦劫持－感染方式/途徑
32

• 將挖礦程式掛碼於網頁中，讀取該網頁即開始挖礦

網頁掛碼

• 透過入侵主機後執行挖礦程式進行挖礦

主機入侵

• 偽造或修改有名軟體(APP)讓使用者執行後挖礦

程式內嵌



挖礦程式－你情我願?
33

◆後續新版本已經移除此安裝項目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2019-03-20



總之，很多花樣！
34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387資料來源：iThome 2018-10-12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387


趨勢科技 2022 年資安預測
35

https://www.trendmicro.com/zh_tw/security-intelligence/threat-report.html資訊來源：趨勢科技

雲端威脅

勒索病毒威脅

漏洞攻擊

大眾化惡意程式

IoT物聯網威脅

供應鏈威脅



➢ 防範作為

➢ 密碼安全

四、資安威脅的防範36



如何簡單防範資安威脅
37

1. 不要開啟未經確認的郵件與附件並關閉郵件預覽功能。

2. 不要點選可疑的網頁連結並關閉瀏覽器上的Flash、Active等元件。

3. 不要輕相信中獎、優惠、折扣、贈送、免費等不實訊息。

4. 要再三確認給予資訊者的身分，例如：電子郵件的寄件者身分、檔案提供

者。

5. 確實安裝防毒軟體並定期更新、開啟防火牆。

6. 開啟作業軟體的自動更新。

7. 養成良好的備份習慣，例如：定期備份、多重備份、異機備份、異地備份。

8. 機敏資料應異地存取。

9. 注意資安訊息、接受資安訓練。



如何簡單防範資安威脅
38

◼ 帳密保管方式



密碼安全－1
39

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2b2kamz.html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8140資料來源：iThome 2019-01-09

資料來源：每日頭條 2018-09-28

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2b2kamz.html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8140


密碼安全－2
40

◆ 密碼建立三步驟

⚫ 第一步－建立強密碼

⚫ 第二步－使用多個密碼

⚫ 第三步－分散社交的密碼



密碼安全－3
41

台灣有趣密碼組合：ji32k7au4a83

2021年TOP20 弱密碼



➢ 何謂社交工程

➢ 社交工程常見手法

➢ 社交工程防範

五、何謂社交工程42



何謂社交工程
43

◼社交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

利用人性弱點、透過聳動標題和欺騙技倆，引誘使用

者開啟信件、點選連結或附加檔案，以突破安全防護，

遂行其非法的存取、破壞行為。

目的：
竊取機敏資料、詐騙錢財、在受害者電腦上植入
惡意程式或攻擊其他電腦系統等等。



詐騙集團
44

老婦收假檢警傳票還騙警匯錢是「給孫子買房」

⚫ 上月28日近中午時刻，陳婦前往銀行要
提領90萬元，行員通知警方後，老婦態
度變得很緊張，警方到場時，詢問老婦
是否有手機，想要察看手機內是否有詐
騙訊息，老婦則表示「我沒有電話」，
並表示自己要領錢給孫子買房。

⚫ 老婦的口袋內有一張「密件」，疑似為
假檢警的通知書，要老婦將錢領出代為
保管，老婦起初還否認有收到地檢署的
通知書，直到警方循循善誘，老婦才將
該張「手寫的通知書」拿出。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2018-07-21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495240



網路釣魚
45

⚫網路釣魚（Phishing)是網路上常見到的社交工程，特別是
利用E-mail來欺騙。

⚫只要使用者警覺性不足，點選網頁連結或是開啟來路不明郵
件附件檔案都可能被植入惡意程式。

⚫當收到不尋常或是太好康的訊息，應思考訊息內容的可行性。



願者上鉤
46

引毒上身？五成網友主動下載有毒影音檔、電子郵件

總是抱怨網路毒駭事件層出不窮的使用者聽到以下消息，可能要
先檢討自己為何如此「手癢」囉！入口網站最新調查顯示，網路
中毒原因的前三名分別為「下載有毒的音樂或影音檔案」（27.6
％）、「帳號被盜」（26.7％）及「收到夾帶有毒檔案和連結的
電子郵件」（24.2％），除了帳號被盜，有五成以上的網友都是
「主動被駭」，主因來至網路安全知識的不足，而誤入「毒」徑。

資料來源：今日新聞 2009-04-01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090401/914705

調查還顯示，網友最容易點選「跟搜尋結果相關的網站」（42.3
％）及「好友寄的信件或訊息」（29％）而上了有毒程式的釣鉤，
誤入電腦被駭的危機。而另外依序還有「免費試玩或下載」
（13.9％）、「火辣性感圖」（7.3％）及「折扣好康」（5.7％）
等誘人資訊也會讓網友忍不住點選。
透過交叉分析也發現有趣的現象，會被「折扣好康」內容吸引的
女性網友為男性的三倍，而「火辣性感圖」的內容吸引者則大多
數為男性網友。



何謂社交工程

 偽裝MIS騙員工下載木馬奏效，駭進監獄系統竄
改友人刑期，美國男子被判87個月。

新聞來源_iThome：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2775



何謂社交工程
新聞來源 iThome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8094



何謂社交工程

新聞來源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70854



何謂社交工程
新聞來源 iThome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1603



何謂社交工程
新聞來源 iThome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1373



何謂社交工程
新聞來源 iThome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4105



何謂社交工程

BleepingComputer.com https://www.bleepingcomputer.com/news/security/ea-50-high-profile-fifa-22-accounts-taken-over-by-phishing-actors/



何謂社交工程

新聞來源 iThome ：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0507



何謂社交工程
新聞來源 中時新聞：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626002165-260402?chdtv



何謂社交工程
新聞來源 中央社：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70319/fraud-credit-card-june-22



➢ 惡意附件

➢ 惡意連結

➢ 偽造身份

➢ 網路釣魚

➢ 變臉詐騙

六、社交工程的威脅57



社交工程的威脅

還有附件

標題

寄件者

內容、連結

附件



社交工程的常見手法

假冒身分、變臉詐騙

惡意網址連結

惡意檔案

嵌入惡意HTML標籤



假冒身分



變臉詐騙（Business Email Compromise, BEC）

新聞來源_iThome：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5664



變臉詐騙（Business Email Compromise, BEC）

新聞來源_iThome：https://www.ithome.com.tw/news/116979



變臉詐騙（Business Email Compromise, BEC）



惡意連結

手法一

釣魚網頁、假造網頁執行特定行為

例如：假造登入網站並竊取個人資料

也可能會更換網址讓人混淆

www.google.com.tw

變
成

www.gooogle.com.tw



惡意連結

手法二

具惡意程式的網頁

例如：利用瀏覽器的設定，進入網站後就下載並執行惡意程式



惡意附件

圖片來源資安之我見 (What I see)：http://mysecure.blogspot.com/2008/08/blog-post_21.html



嵌入惡意HTML標籤



社交工程信件－實際範例
68



社交工程信件－實際範例
69



勒索郵件
70



勒索郵件
71 資料來源：iThome 2018-11-01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766



七、社交工程如何防範72

➢ 演練案例

➢ 防範作為



常見的社交工程信件標題
73

信件類別 寄件者/信件標題

時事類
1Thome<1theme@yahoo.com.tw>
駭客攻擊 8 家券商金管會：恐還有下波

知識類
黃泰豐<larry1217@gmail.com>
「食色性也」不是孔子說的

健康類
綠色地球<xm4nk499@yahoo.com>
別再用寶特瓶裝水了！各項研究告訴你它可怕的真相！

美容類
Hellen<hellen520@gmail.com> 
染唇妝過時啦！2017跟著李聖經擦上微醺MLBB唇才最潮

生活類
韓流最前線<girlpretty@hotmail.com> 
變更嬌小，惹人疼！「胖胖單品」逆轉勝

新奇類
李蓉芬<melody8056@msa.hinet.net>
小二生超狂造句讓網友驚呼：他超懂人性

美女類
杜肯<kentdo5717@outlook.com> 
正妹車服員神到了曾是黑澀會美眉



常見的社交工程信件標題

信件類別 寄件者/信件標題

公務類 108年公教人員健檢辦法

公務類 最新公告民國 109年辦公日曆表搶先看

公務類 【公文】檢送本部第 952次（擴大）部務會報紀錄 1份，請查照辦理

財經類 IPHONE12最速優惠

健康類 香Q白飯好罪惡？讓熱量大降 6成的密技，煮飯加一匙就行！

新奇類 從8個顏色中挑3種顏色一秒看出「你的現況」

科技類 快下載！一口氣修補99個漏洞Windows 10有始以來最大更新

旅遊類 走進森林吸取芬多精殺菌趣！選八大自然系景點

擬真類
展覽VIP提醒您 ~食安展【最後食安展【最後 150張】預約看展摸彩券，
請盡速索取 !!

情色類 啦隊美波女神「濕身走光」影片觀看數爆衝 13萬



常見的社交工程信件標題

信件類別 寄件者/信件標題

旅遊休閒
張若云 <eva.chang@itapei.net.tw>
親子遊孩為何擺臭臉？調查：九成小孩想參與規劃行程

生活消費
ETD民生網 <etdh00d@edhealth.org.tw>
口罩解禁哪裡買？

金融財經
自由經濟報 <LTNews@yarn.com.tw>
台股後勢看漲看好四大類別

新聞時事
消費快訊 <go3000@uniprotect.org.tw>
2020三倍券懶人包一次 看懂

新聞時事
全國人事服務 <moe_life@yourlife.org.tw>
109年公教人員健檢辦年公教人員健檢辦法

生活消費
哪裡有賣10分生活 <etdhood@yourlife.org.tw>
MIT 國產口罩怎麼辨識？

旅遊休閒
Kevin <Chenactivity@udmnews.com.tw>
桃園青埔漫遊奇幻海洋

新聞時事
TEPNEWS<funnyflnd@yarn.com.tw>
美豬、牛進口恐藏三大原因

公務相關
我的E政府 <my_gov@itapei.net.tw>
【2020愛你】活動報名事宜

公務相關
Charls_lin<Charls_1in@itsolution.net.tw>
林奇峰 - 志願服務申請



常見的社交工程信件標題

信件類別 寄件者/信件標題

生活消費
連合新聞 <udm_news@udmnews.com.tw>
藻礁議題將重啟核四？

生活消費
系統通知 <system_remind@g00g1e.com.tw>
信用卡刷異常緊急通知

生活消費
bank_noties<bank_noties@uniprotect.org.tw>
水電費扣款存不足，請收到通知7日內補足款項

公務相關
資訊處 <it_system@yarn.com.tw>
防毒軟體更新通知

生活消費
Allien Hsu<alien_hsu@g00g1e.com.tw>
這是你的照片？

公務相關
秘書室 <firstravel@itapei.net.tw>
轉知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 1100426公告

旅遊休閒
臺灣好行 <walkwTWN@traveller.net.tw>
全台第二長的公路旅行台九景點

新聞時事
Allen Ou<Citynews@yourlife.org.tw>
新冠變異種病毒株恐憂帶來更大的疫情

生活消費
高品生態圈 <quality@yourlife.org.tw>
民生水費擬調高用戶漲 30-60％

生活消費
System<Mennber@g00g1e.com.tw>
會員專屬 -優惠好康報



常見的社交工程信件標題

信件類別 寄件者/信件標題

金融財經
20檔人氣 ETF這樣買這樣買 !長線波段都可賺
理財學院 <Tradedrund@ucebank.net.tw>

養身健康
新冠疫苗 6大廠牌種類比一！
Debby Tsai<Vaccine@himet.net.tw>

生活消費
購物節開跑！高價 3C折扣多
民生優惠網 <Discount@rnomosh0p.com.tw>

網路趣味
海豹寶在地板扭動 !! 網笑像極了炸蝦
寵物元氣報 <Petvitality@itsolution.net.tw>

公務相關
消息通知：您有 6封新電子郵件
Mail管理員 <mailserve@g00g1e.com.tw>

金融財經
紓困 4.0懶人包整理
產業發展會 <nDc_news@firstnews.com.tw>

養身健康
疫苗混打行不？效果更好 or副作用更多？
hea1th99-news<hea1th99-news@yourheath.org.tw>

生活消費
電信費帳款逾期通知
e-bi11_noties<e-bi11_noties@ucebank.net.tw>

旅遊休閒
韓國要開啟「旅遊泡泡」台灣列優先開放國家名單
KR_TR1P<kr_tr1p@triptheworld.net.tw>

生活消費
牌照稅扣繳異常通知
m0f_system<m0f_system@g00g1e.com.tw>



開啟信件比例調查
78

18%

15%

14%

11%

11%

8%

7%

6%

5%
5%

110年第1次演練測試信件開啟率

轉知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 信用卡刷卡異常緊急通知

水電費扣款存款不足，請收到通知7日內補足款項 防毒軟體更新通知

這是你的照片? 民生水費擬調高用戶漲30-60%

新冠變異種病毒株恐憂代來更大疫情 全台第二長的公路旅行台九景點

會員專屬優惠好康報 藻礁議題將重啟核四?



開啟信件比例調查
79

26%

17%

11%

8%

7%

7%

6%

9%

6%
3%

110年第2次演練測試信件開啟率

電信費帳款逾期通知 牌照稅扣繳異常通知

消息通知：您有6封新電子郵件 韓國要開啟旅遊泡泡台灣列優先開放國家名單

疫苗混打行不行?效果更好or副作用更多? 20檔人氣ETF這樣買！長線波段都可賺

新冠疫苗6大廠牌種類比一比 海報寶寶在地板扭動！！網笑像極了炸蝦

紓困4.0懶人包整理 購物節開跑！高價3C折扣多



相似名稱
80

錯誤 正確 名稱

XXX@g00g1e.com.tw XXX@gmail.com Gmail

XXX@rnomosh0p.com.tw service@momomall.com.tw MOMO

XXX@hotrnail.com XXX@hotmail.com Hotmail

XXX@himet.net.tw XXX@hinet.net.tw HiNet

XXX@yah0o.com.tw XXX@yahoo.com.tw YAHOO

XXX@out1o0k.com XXX@outlook.com Outlook.com



防範作為
81

1. 不要開啟未經確認的郵件與附件並關閉郵件預覽功能，請直接刪除。

2. 開信前請先同時檢視寄件者與標題，確認為安全信件再開啟郵件。

3. 習慣用手機看信的同仁請特別注意，因為手機閱覽信件容易誤觸，遇有不

明信件請直接刪除，切勿點選。

4. 請勿好奇將可疑郵件轉寄至校外信箱開啟。

5. 建議公務郵件只用於公務用途。

6. 仔細檢查所有的電子郵件。小心來自高階主管送來的不尋常郵件，因為它

們是用來誘騙員工去緊急動作。

7. 系統軟體要更新、不確定的檔案要先用防毒軟體掃描。

8. 注意資安訊息、接受資安訓練。



簡單訣竅
82

三「不」、三「要」

<不上當>

不被吸引標題
欺騙，看清郵
件賦予的資訊。

<不開啟>

不隨意開啟郵
件中夾帶的附
件。

<不點擊>

不隨意點選郵
件的附上的連
結。

<要確認>

要確認寄件者
的身份。

<要更新>

電腦、軟體、
瀏覽器要保持
更新狀態。

<要備份>

重要資料請務
必隨時備份。



八、 Gmail防範設定83

➢ 電腦版設定

➢ 行動版注意事項



電腦版設定

新申請的初始畫面



電腦版設定

設定上的注意項目：

⚫郵件的密度

⚫閱讀窗格

⚫外部圖片

⚫自動推進



電腦版設定

郵件的密度

預設的狀況

標準的狀況

點選設定



電腦版設定

閱讀窗格

不分割的狀況如下

分割的狀況如下



電腦版設定

停用外部圖片

一律顯示的狀況顯示前詢問的狀況



電腦版設定

停用自動推進

效果請看後面展示



行動版Gmail注意事項

注意方向：

⚫會話群組清單密度

⚫自動推進

⚫圖片顯示

⚫下載附件



行動版Gmail注意事項

行動裝置設定位置：

1.

2.

3.

或

或



行動版Gmail注意事項

郵件的密度

預設的狀況

標準的狀況



行動版Gmail注意事項

自動推進



行動版Gmail注意事項

下載附件、圖片



八、 Outlook防範設定95

➢ Office 365 設定

➢ Outlook 2019 設定



Office 365 (Outlook)

新申請的初始畫面



Office 365 (Outlook)

設定上的注意項目：

⚫顯示密度(建議精簡)

⚫隱藏讀取窗格

⚫不自動讀取信件

⚫不自動寄送回條

Office 365 (Outlook)



顯示密度
Office 365 (Outlook)



檢視所有設定
Office 365 (Outlook)



隱藏讀取窗格…等設定
Office 365 (Outlook)



隱藏預覽文字、不預覽附件
Office 365 (Outlook)



不傳回應
Office 365 (Outlook)



Outlook 2019

初始畫面



Outlook 2019

設定上的注意項目：

⚫關閉預覽視窗

⚫關閉自動下載圖片與其他功能

⚫純文字閱讀信件

⚫不自動寄送回條



顯示密度
Outlook 2019



關閉自動下載圖片與其他功能(1)
Outlook 2019



關閉自動下載圖片與其他功能(2)
Outlook 2019



純文字閱讀信件(1)
Outlook 2019



純文字閱讀信件(2)
Outlook 2019



不自動回覆讀信回條(1)
Outlook 2019



不自動回覆讀信回條(2)
Outlook 2019



八、 Yahoo防範設定112

➢ Yahoo信箱安全設定



Yahoo信箱設定



Yahoo信箱-清單



Yahoo信箱-停用外部圖片與推進

1.

2.

3.



資料參考

 行政院資通安全管理法

 教育部社交工程演練公文

 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

 iThome

 資安人

 趨勢科技

 各大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