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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趨勢與契機

MWC 2022可看到邊緣AI正成為最大
的趨勢之一。雲端廣泛使用AI，但數
據傳輸延遲問題和網路安全威脅推動
了邊緣 AI 的發展，其中AI 可解釋化

為今年會議上最夯的AI 議題

AI-based 全視野資安偵防技術

疫情下遠端辦公成為新常態，為確
保組織的靈活性，各主機設備端口
大開，缺乏完善的資安防護，應加
強遠端資安政策與端點威脅防護

供應鏈資安攻擊猖獗，駭客將惡意程
式嵌入企業開發過程中，並於內部快
速擴散，滲透其上下游關係，可視化

網路流量可協助快速識別威脅

攻擊事件已不限於單一區域或單
一產業，掌握多來源、大範圍的
威脅情資有助於攻擊前禦敵於先

勒索軟體不斷變種，針對式攻擊
肆虐，除了現有資安管理機制之
外，更需加入 AI 驅動的威脅偵防

方可偵測未知攻擊

Intelligence X Network X Endpoint

DRIVE DRIVE



產業發展趨勢與契機

2020-2022全球APT攻擊事件

以台灣為目標的網路攻擊在2021年增加38%，達到每週
平均 2,644 次，比全球每週平均925次高出許多

2022年初APT29、
APT28、Sandworm 

Team
屢屢攻擊美國關鍵基
礎設施(CI)與醫療機構

2021年9月APT41利
用Sidewalk後門發
動攻擊，台灣電子製
造商、學術機構等也

傳出災情

2020年5月中油、台
塑遭惡意勒索軟體攻
擊(APT41)，大量檔
案被加密無法使用，
公司營運受到衝擊

APT27自2020年起改
變其攻擊目標與手法，
轉向以勒贖方式攻擊
全球各大遊戲廠商

APT29

APT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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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即服務（RaaS）助長大量攻擊，企業無法
快速掌握勒索來源與解方

企業普遍缺乏因應多樣性勒索威脅情境之應變機制，
無力自行進行漏洞緩解

近年勒索軟體入侵關鍵基礎設施企業缺乏結合情資與AI

輔助之APT識別技術，意外停機事件不斷

4
勒索攻擊目前產業最常見的資安攻擊事件，且業界多
無防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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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趨勢與契機
透過情資關聯知識庫，融合最新的網路威脅樣態，並針對佈署場域，

整合 AI協作 分析朝情資導向 的主動式防禦(SOAR*) 發展

挑戰1：
威脅資訊龐雜,智慧化攻擊提升
複雜度

• 缺乏結合異質性威脅情資庫協作，以
致既有漏洞緩解措施存在巨大潛在風險，
意外停機事件不斷

• 入侵攻擊智慧化，由演算法剖析受害者
的環境與弱點，並自動化調整贖金金額

挑戰2：
應用情境多樣,勒索即服務減緩應
變速度

• 缺乏因應多樣性威脅情境之應變機制，
企業無力自行進行漏洞緩解、系統升級、威
脅偵防和事件應變，耗時耗力

• 非技術威脅行為者也可以進行毀滅性入侵
攻擊



111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

AI Security

RansomTotal

智能化異常流量分析服務

勒索軟體分析服務

威脅情資平台
Intelligence Brain

EDR, NDR, SIEM

Ransomware Analysis

TWCTI



111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

多元威脅情資來源

Intelligence Brain

情資優化 情資調查 情資分享

API/SDK
資安設備及管理工具

SIEM FW IPSEDR

情資蒐集

威脅管理

整合應用

 7*24蒐集國內外威脅情資來源
 採用自然語言處理(NLP)技術
 支援國際級、國家級ISAC情資

格式

 採用AI輔助威脅情資技術
 完善並正規化來源情資內容
 關聯情資內容(MITRE 

ATT&CK TTP)

 雲端定期更新最新資料庫

 可部署行動資安情資
 可整合本地端資安系統
 支援API/ SDK情資介接服務

TWCTI 
(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

以社群媒體、資安新聞等作為資安內容來源，結合 AI

技術進行關鍵資訊(如 CVE、 Exploit、Malware)
萃取，蒐集並分析威脅與弱點情資，研判潛在之資
安風險，亦可透過API介接方式，進行公告或發送警訊



111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

NDR

CSTI-NDR 運用 ML / AI 分析駭客攻擊行為，
可檢視超過 122 種網路流量特徵，提供 AI 可
解釋性的偵測告警說明，透視企業環境中所有
主機、端點、聯網設備的異常行為，並支援地
端 (Docker/Java) 、雲端(Flask API) 的彈性
部署方式，便捷安裝威脅偵測模型，不再侷限
於硬體環境限制，有效改善SOC運作效率，解
決企業內部缺乏資安專業人才的問題。

Network Detection &

Response

偵測儀表板實際畫面



111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

CSTI-EDR 運用攻擊狙殺鏈威脅獵捕技術，
主動剖繪駭客攻擊軌跡，透過自訂義之 86 條
MITRE ATT&CK Technique 規則，精準偵
測 APT 攻擊，可識別 Windows 主機日誌
( Sysmon Log、Powershell Log、Security 
Log ) 中的可疑行為，在駭客完成攻擊步驟前
制敵機先。

目前可檢測
三種 APT 
攻擊狙殺鏈

檢測環境是
否潛伏 APT
狙殺鏈威脅

比對可疑
事件序列
與攻擊狙
殺鏈序列

檢測步驟中組
成的事件與整
體攻擊步驟是
否存在

A P T 狙殺鏈獵捕

Endpoint Detection &

Response

詳細日誌

事件比例以時間為單位統計事件次數

詳細日誌

事件途徑事件危險程度APT 風險指數

偵測儀表板實際畫面



111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

識別APT攻擊類型 情資病毒碼靜態分析

執行檔威脅檢測 資安報告與建議措施

RansomTotal
RansomTotal 勒索軟體智能獵捕
平台綜整AI逆向剖析技術、病毒碼
情資分析比對技術與威脅行為軌跡
推估技術，打造一站式勒索軟體檢
測服務平台，掌握全方位檔案資訊，
有效預防勒索威脅事件發生，打造
跨域聯防之零勒索AI服務生態系

提供人性化UI操作介面，

僅需選擇欲檢測之檔案，

便可透過API進行掃描服

務，並將分析結果彙整

為一份資安報告



研發成果運用案例分享
與凌羣電腦合作威脅情資，提取惡意指標行為，優化事件追查能力，

導入政府機構、金融機構，共同打造SOAR服務平台

整合終端及網路可視性工具，運用人工
智慧、機器學習、大數據分析等技術，
為企業提供事前預防、事中偵測與事後
全方位資安專業服務，結合情資資料庫
研析比對出駭客族群及其慣用手法，提
供資安威脅入侵指標情資，透過關聯分
析及規則建立，可主動發現未知異常檔
案及中繼站IP，達到情資預測資安聯防

資安文章萃取之相關資訊
可行動型情資關聯資訊



研發成果運用案例分享

PCB供應鏈勒索防護

紅：惡意檔案
綠：安全檔案
黃：偵測中檔案

導入「勒索軟體檢測模組」，協助加值
資安服務；後續推出雲端平台功能

博斯科技開發區塊鏈檔案倉儲服務，
以API介接勒索軟體檢測平台

整合區塊鏈倉儲技術與AI輔助情資技術
為創新服務，於通路商果核數位POC，

佈局政府、金融、文創領域

策
略
聯
盟

導入「勒索軟體檢測模組」，協助加值
資安服務；後續推出雲端平台功能

與PCB協會發展策略合作，共同輔導
協會會員打造勒索軟體防護機制

導入勒索軟體檔案偵測工具於場域，
佈局PCB業者、半導體業者POC合作

策
略
聯
盟

PCB業者 製造業者 半導體業者

跨域區塊鏈AI輔助勒索偵防



未來應用情境與合作模式

AI輔助資安

深度情資與

聯防平台

Area-

Specific 

Pre-trained 

Models

合作廠商

APT 

Kill Chain 

Detector

2.資安聯防協作與應變1.強化式AI輔助資安威脅評估

勒索軟體情資中心
Ransom  Center

加密流量解析器
Encrypted Traffic 

Parser

狙殺鏈推理生成器
Kill Chain Reasoning 

Generator

可行動&可
解釋性威脅
指標
Actionable & 

Explainable 

IoCs

事件關聯知識
圖譜
Cross-Incident  

Knowledge 

Graph

精準

預測

深度

診斷

自動

辨識

ETA
(Encrypted 

Traffic 

Analysis)

IoC

Generator

Cross-

Incident 

APT 

Knowledge 

Graph

IoC

Collector

Kill Chain 

Detection 

Rule 

Vaildator

(情資驅動)(智能驅動)



未來應用情境與合作模式
建立基於ATT&CK之威脅知識圖譜與狙殺鏈意圖推論技術，提供
可跨場域聯防之創新服務，及早阻絕APT攻擊與敏捷應變

111年深化既有偵防技術(如：勒索軟體智能檢測)，運用AI輔助自
動化分析降低人力投入，奠定應變支援(Playbook)技術基礎

運用「AI輔助資安深度情資與聯防平台」，結盟資服及雲端服務
業者，奠碁領域導向(如政府、金融、電商…)之主動防禦生態系

資安需求方

政府、金融、電商 領頭羊廠商、
資安聯盟..

資安產品
技術商

資訊系統
整合商

資安供應方

企業、
傳產廠商

徵求情資偵防
技術實證場域

AI輔助資安深度
情資與聯防平台

聯防協作



Thank you

姓名：顏思嘉

聯絡電話：02-6607-8926

Email：scarlettyen@iii.org.tw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133號1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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