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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需要RayAegis滲透測試?

兼具深度與廣度的檢測 偵測系統潛在的弱點

近年來，國際駭客的攻擊型態已漸趨轉變，從早期駭客的單打獨鬥手法，轉化為團體且長期性潛伏的

APT攻擊(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此種攻擊方式透過對目標縝密的研究觀察與長期潛伏，滲透目標系統

取得重要機敏資料，受駭者也許直至機敏資料外洩遭竊，都可能不知道攻擊者的滲透途徑及方式。

RayAegis滲透測試檢測除了幫助企業檢視已知的弱點，更能夠檢測出未知的零時差漏洞，專業資安專

家運用多年技術經驗模擬惡意攻擊者從各種面向與運用各式手法執行檢測，由企業外部對標的進行

RayAegis滲透測試依照國際資安檢測規範進行全程手動檢測，除了可檢測出各式嚴重風險，如資料外

洩、可植入惡意程式、服務中斷等等，亦會進一步深入探索弱點所造成的影響深度及廣度。

RayAegis資安檢測特點

  •  檢測全程以人工檢測為主，嘗試繞過現有防護機制，模擬真實外部惡意攻擊行為來辨認系統可能存在的漏洞及風險。 

  •  以APT檢測進程進行滲透測試，檢測並明列所有外部攻擊者可能的入侵途徑並可能造成之後果，以進行有效防護。

  •  檢測報告統整所有系統存在之漏洞，提供風險緩解建議處理的優先順序，並由專業顧問提供客製化風險解決方案。

  •  辨認系統資訊安全最脆弱的環節、提供相關資安架構實務最佳做法。

  •  具體指出企業資訊系統中需要加強資安防護及開發時應注意的環節，以避免系統遭受外部攻擊或發生內部邏輯錯誤 。

  •  針對系統暴露之弱點提供風險緩解說明文件，說明特定風險的最適解決方案 。

  •  依據客戶需求以技術稽核角度進行法規遵循檢視，並提供合規檢測報告。

成效

  •  從專業第三方的角度瞭解企業目前的整體資安風險，並評估目前資安防護是否足夠。

  •  針對系統目前最易遭受攻擊的脆弱點，選擇最有效的防護方式 。

  •  具體了解攻擊者可能利用之攻擊途徑，可預先防護或加強偵測。

  •  了解資訊系統是否符合法規要求及相關法規遵循解決方案。

深入的安全探測，結合內、外部

蒐集而來的資訊，由外而內滲透

目標標的，預先找出深埋於底層

的脆弱環節，測試系統安全的強

度，最後經由邏輯驗證與反覆檢

測，完整記錄檢測的細節，證實

企業體系統所存在的風險，協助

制訂完善的防禦措施，如此，才

能以最大程度檢測出問題，做好

防禦措施，保障客戶系統的安全

性，藉此抵禦外來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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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檢測技術團隊 客製化檢測服務
RayAegis滲透測試服務團隊由擁有CISSP、CEH、CISM等國際證照之資安專家執行滲透測試，成員為美

國資安領域頂尖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資安碩博士所組成之顧問團隊，熟知國際的最新

資安技術發展，深入了解各類資安工具的設計原理，採用與美國即時同步之漏洞資料庫，掌握最新資

安資訊及技術，運用於美國資安研究室自行研發的RayScanner和RayInvader檢測工具與專業技術，為

客戶進行各類型客製化資安檢測，並確保受測系統符合相關國際資安規範。 

RayAegis滲透測試專案流程

 • 資深資安專家撰寫之具體
  建議報告

 • 詳細漏洞列表清單、具體
  漏洞解決步驟、整理建議

 • 豐富實證圖說明入侵方式

 • 深度訪談充分溝通

 • 了解檢測標的

 • 雙方了解檢測過程及細節

 • 檢測過程注意事項

 • 針對正式檢測時所發現之
  漏洞進行修補確認

 • 針對無確實修補之漏洞繼
  續提供諮詢及技術支援滲透

測試

規劃

 • 個別漏洞具體修補建議

 • 程式碼修補教學手冊

 • 修補多元替代方案

 • 修補諮詢建議

 • 教育訓練

 • 客製化深度檢測

 • SOP檢測流程

 • 嚴格國際規範

 • 檢測同時進行雙重驗證

檢測 複檢

修補報告

RayAegis滲透測試服務

 • 網站

 • 應用程式(Applications)

 • 系統軟體(ERP、SEADA等)

 • 主機、作業系統及平台

 • 行動通訊裝置

 • 產品

 • 網站整體安全性

 • 系統阻斷服務

 • 個資外洩

 • 使用者權限管理

 • 資料庫安全性

 • 其他客製項目

 • NIST SP800-115

 • OWASP

 • OSSTMM

 • 符合PCI DSS資安檢測
  要求

檢測標的 客製化檢測 國際規範



社交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

為何需要社交工程郵件演練?

真實模擬社交手法 多樣性內容檢測分析

釣魚信件為目前已知造成許多知名組織重大損失攻擊進程的第一步。攻擊者利用釣魚信件緩慢地收集

企業內部的資料（例如員工資料、內部系統登入帳密、內部IP位址等），待得到所有所需資料攻擊者

便開始進行竊取資料或植入惡意程式等攻擊行為。釣魚信件多使用受害者信任的寄件帳號，信件夾帶

含有難以偵測之惡意程式，若使用者缺乏資安意識而開啟信件，輕可損壞使用者軟硬體設備，重則可

讓使用者被安裝後門程式，進而導致機密資訊被竊取外洩，對個人或公司均造成嚴重的風險。

社交工程電子郵件演練，是利用真實模擬駭客寄送電子郵件的方式，提供受測單位瞭解社交工程的存

在，提高使用者的警覺性，同時也可以幫助受測單位根據測試結果，了解可能發生的安全缺口作為資

訊安全的管理依據。

在模擬的社交工程情境當中，並不會讓受測對象真正下載到惡意程式，僅詳實的記錄受測者的行為，

以作為資安管理人員規畫社交工程的防護措施，後續並針對高風險成員或部門，提供相關社交工程教

育訓練課程。

RayAegis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測試服務，是「模擬」惡意攻擊者寄發社交工程信件給單位成員，以信件

之標題及內容引誘受測對象「開啟信件」、「點閱連結」或「開啟附件」進而下載惡意程式的模擬情

境，透過受測對象開啟測試信件下載惡意程式的時機，並記錄受測對象對社交工程信件的存取行為，

藉由統計客觀分析結果，如郵件開啟、網址點擊比率、附件下載比率等，以了解企業同仁對於資安意

識的程度，以及企業對滲透攻擊威脅之電子郵件防護能力。

RayAegis主機

針對受測單位之客製化郵件測試，提高受測成功率。 

演練測試期間保證不影響受測單位正常作業。 

測試主機於演練前皆經過嚴格檢測，確保測試信絕無夾帶惡意程式。 

演練測試排程及結果報告可完全配合客戶需求調整。

針對分析報告提供教育訓練，強化員工資安素養。

利用防火牆等防護系
統的漏洞，訊息向外
傳送至RayAegis主機

4
RayAegis主機進行
彙整和統計工作5

RayAegis專業資安
人員寄送社交工程
郵件

1

穿過防火牆等防護
系統後，用戶收到
郵件

2 用戶端點擊連結、
開啟郵件或執行郵
件程式

3



行動裝置APP資安檢測
Mobile Application Security Testing

為何需要行動裝置APP資安檢測?

系統預先檢測  減少企業與組織損失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蓬勃發展，人們的使用習慣也從傳統電腦系統移轉到可隨身攜帶的智慧型手機，日常

生活與工作更多仰賴智慧型手機處理，使用者也逐漸習慣將各式檔案與照片存放於手機內、使用各式應

用程式，在此種狀況下，智慧型手機所衍伸的資安問題也開始浮上檯面，引起各界重視。

根據相關調查顯示，2014上半年超過5成惡意APP是各式病毒與惡意程式，而現行手機APP如雨後春筍般

冒出，各式山寨APP竄流，然而絕大部分的手機APP均帶有嚴重的資安漏洞。目前APP最主要的資安問題

以機密資訊外洩為大宗，例如Line及國產通訊軟體Juiker，皆被發現存有個資外洩的重大漏洞，其中又包

括:權限管理失當、無加密防護、繞過認證授權等。上述情形，輕則使手機中毒，重者則可導致機敏資料

被竊取或組織自身主機被攻擊，而現今多數使用者會運用手機APP軟體進行金流交易，如手機因惡意軟

體或是未經授權的訪問致使機敏資料外洩，其損失之嚴重不可言喻。

目前多數APP正式上架前並無經過縝密的規劃與檢驗，當上架經由使用者下載使用後，往往因內藏許多

系統安全漏洞，而導致使用者資料外洩，不僅造成使用者極大損失，也嚴重損及公司企業形象。

防範於未然，協助客戶預先檢測APP應用軟體，確保

發布的APP應用程式合乎嚴謹之安全檢測規範，不因

系統開發過程中的潛藏邏輯漏洞或各式疏漏，導致使

用者可能的資訊外洩及損失，並傷及自身企業商譽。

APP整體營運環境資安檢測與風險
評估
完整的行動裝置APP資安檢測內容包含源碼檢測加上

滲透測試(含伺服器端及用戶端)。針對行動裝置APP

進行的滲透測試至少包含資料探勘、連線測試、錯

誤處理、認證測試、資訊洩漏、商業邏輯、阻斷服

務、權限跳脫、用戶端漏洞測試等等。

檢測內容針對行動裝置APP軟體內的各項漏洞產出相

關解決報告，給予完整及客製化的建議、協助客戶

解決問題，有效防止駭客運用漏洞進行攻擊、竊取

使用者機敏資料。

連線測試

例外處理

認證測試

資料洩漏

商業邏輯

程式源碼
檢視

合規檢測

權限跳脫

用戶端
漏洞測試

阻斷服務

行動裝置
資安檢測

資料探勘



反編譯程式碼偵察惡意程式

藉由靜態分析APP漏洞，與動態測試結合並加以驗證，完整分析程式碼是否有漏洞、可能對使用者造成

潛在危機，例如帳密被竊取、身分遭盜用。針對程式碼內部結構分析結果，提供開發建議，並協助於程

式碼內建合理值的檢查機制，可有效防禦資料竄改和各式資安威脅，增加程式碼結構可用性與安全性。

另外，藉由豐富的檢測經驗，RayAegis可為客戶判斷APP是否裝有後門程式或是為不受信任的第三方軟

體、運用檢測技術測試行動裝置APP的撰寫方式是否符合資安需求，另針對現下許多APP均未檢查SSL憑

證或權限管理不當，加密系統缺乏保護機制等問題進行查驗，因為此類狀況均可能產生未經同意便將客

戶機敏資訊傳回或不合理的個資收集等情況。這些都是RayAegis首要為客戶檢測的重點所在。

動態分析結合專業技術檢測

利用動態分析，RayAegis團隊可完整驗證程式於運行中產生之各式資安威脅，常見的情況即因為APP的漏

洞，造成外部攻擊者可插入惡意指令於用戶端的手機或遠端伺服器。

此外，RayAegis檢查使用者是否具有適當之執行權限，並進行封包側錄和修改，了解APP的運作情形，是

否會被設計連到委外開發網站被任意取用資料作不當統計或是取得資訊源、敏感資訊是否明碼儲存、用

戶及網站內容可否被動態竊改，導致客戶隱私外洩或系統運作異常。一個系統的安全性僅等同於最弱的

環節，因此，RayAegis於所有的程式運行狀態，均完整分析其安全性和可能的漏洞。兼顧伺服器端及用

戶端，RayAegis為客戶進行深入、完整的檢驗，用最專業的技術進行深度測試並為客戶的系統作最嚴密

的把關。

RayAegis可完整檢測Android 、iOS系統的手機應用程式，並可於此兩種平台中，對其Android、iOS的

安裝檔進行反編譯、執行原始碼相關安全性檢測，找出並防範潛在的漏洞威脅。

系統化動態、
靜態分析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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