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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恐懼，是一窩蜂的敵人  巴菲特 

 常言道，MBA 是資本家的訓練場，是捍衛主流價值的 Top Gun，是保守的投

機者，是社會的穩健勢力，向主流勢力靠攏，害怕與別人不同的風險趨避者。但

這畢竟是整個社會環境長久演化下出現的必然結果，因為這代表著相對穩定。19

世紀劇作家蕭伯納曾說：「正常的人改變自己以適應這個世界，而瘋子則是改變世

界來配合自己」。因此，本研究的出發點，便始於探索與眾不同的人、事、物，希

望探索過去尚未討論過甚或不敢碰觸的議題，嘗試以不同的觀點來做研究。 

 

創新的種類有很多，有技術創新、製程創新、組織創新、Business Model

創新…等，而這些又包含在研發管理、創新管理、組織管理、生產管理等管理構

面裡頭。但是，本研究發現，許多研究創新的主題，常常是尋找大公司、大企業

這類的主流議題，因為從研究的角度來檢視，有標的性的產業或成功的企業，一

方面資料搜尋較容易、二方面在研究的信度、效度方面也較高。然而，課堂上的

訓練告訴我們，創新總是來自邊陲，當我們希望追求進步與卓越的時候，現有的

領域往往已經無法有更具突破的發展與前瞻性，因此不妨往邊緣來找尋，透過反

向的角度，不同的思考模式，試圖尋找出一個創新的解答。 

 

陽光底下沒有新鮮事 

先帶來四則消息： 

1. 美國聯邦調查局(FBI)估計，全球在 2004 年間，網路犯罪造成的連帶損失，

高達四千億美元(約合新台幣十三兆兩百八十億元)，大約是台灣政府八年歲

出總預算1。 

2. 美國富比世雜誌(Forbes)2006 年 5 月發表的一篇文章”Jobs Of The Future”

指出2，未來 20 年將有 10 項新行業會出現，有 10 種行業會消失，另外還有

                                                 
1 李盈穎(2005/9), 駭客帝國, 商業週刊 930 期 
2 Hannah Clark(2005/6/23), Jobs Of The Future, Forbes, 
http://www.forbes.com/2006/05/20/jobs-future-work_cx_hc_06work_0523jo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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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種行業會持續存在，這持續存在的行業裡，其中一項就是自古至今就一直

存在的「犯罪產業」。 

3. 美國 Consumer Reports3於 2007 年的「網路狀況」調查結果顯示，在過去

兩年內，因為遭遇病毒、間諜軟體和釣魚式攻擊的危害，光是美國消費者經

濟損失總額就高達 70 億美元！將近 175 萬人次的信用卡資料被犯罪集團販

賣牟利。若加上世界各國的損失統計，估計將達千億美元以上。 

4. 根據 2008 年 2 月出版的哈佛商業評論(HBR)報導4指出，過去一年來設立的

駭客犯罪企業，本身並不偷竊，而是協助有心人士提供任何網路犯罪相關服

務，如販賣工具、提供入侵管道等，部分專家估計，駭客犯罪服務業者在 2007

年總共淨賺 15 億美元。 

 

存在於社會主流之外有許多我們看不見的事情正在發生，這些事件的主角有

些是社會上的邊緣人，有些生活在陰暗的角落，有些則是隱藏在光鮮亮麗的外表

下包藏禍心，因為他們見不得光的行為，被主流價值認定為犯罪的事實，如：詐

騙、販毒、走私、情色、賭博、軍火…等。但也因為見不得光、無法可循，所以

往往有驚人意表的創意思考或突破框架的創新行為，因為對於那些族群來說，他

們生活在主流建構的範疇之下，只因為邊陲的身分，造成他們擁有比一般人獨特

的思維模式，而這樣的方式，從人類有歷史以來，就一直在發生。陽光照耀的地

方，往往沒有新鮮事，一般人所謂的創新，某方面的意義是物以稀為貴、少見則

多怪，因為陽光照不到的黑暗世界，通常是不會有人注意的。想要尋找創新，不

妨將目光移開陽光照射的地方，探索陰暗的角落！ 

 

造反有理？革命無罪？ 

從網路到犯罪，從犯罪到電腦病毒，從電腦病毒到駭客服務業，透過上述報

導與數據，我們發現的事實是科技的進步讓網路突飛猛進，而犯罪結合網路的力

量造成極大的商業損失，當然，本研究並非著眼於網路犯罪或其商業利益的損害

程度與防範對策，而是基於前述所提及：創新始終來自於邊陲，我們是否能夠透

過某種事件或特定人物帶領我們探索邊陲，瞭解創新的過程。固然，創新的發展

                                                 
3 Consumer Reports(2007/9), U.S. Consumers Lose More Than $7 Billion to Online Threats, 
http://www.consumerreports.org/cro/cu-press-room/pressroom/archive/2007/09/0709_eng0709stn.htm 
4 Scott Berinato(2008/2), 駭客服務業, 中文版哈佛商業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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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過渡期，免不了會有投機者在其中上下其手，犯罪行為也就是從這樣的邊陲

崛起，有時為了將來長遠的發展而姑且放縱，是為了摸索未來更多的可能而做的

一種放任，待其發展成熟之後，還是得靠法治、紀律來約束。 

 

 因此，本研究的動機肇因於此而發現了一些著眼點：電腦病毒與駭客，他們

似乎是非常有趣的角色，也具有一般人們所認知的邊陲色彩，雖然他們不見得是

成功的典範，但卻是成功甚或主流形成之前不可或缺的推進器，只是當人們成功

之後，便將它們遺忘，甚而打壓它們！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發現，大部分提到有關於病毒/駭客相關議題，主要圍繞在下列幾項學

術討論： 

犯罪心理學：研究犯罪心理的學者主要針對病毒/駭客的犯罪動機為主，研究他們

的心理發展歷程、家庭與外在環境對他們的影響。 

法律：探討法律議題的學者從社會公義的角度探討虛擬世界的網路犯罪應該如何

偵察/舉證、如何訂出合理的法源依據、公理性的探討與延伸等。 

社會學：社會學的學者則傾向於探討病毒/駭客文化的起源和該文化的歷史背景、

時空環境與社會意涵，試圖找出駭客文化的脈絡、精神以及資訊科技造就這些特

殊族群過程中的自由與權力觀點。 

哲學：這一派的學者多半探討學術倫理與道德風險的問題，認為學術進步若造成

道德風險，是否應該考慮限制學術的傳承，例如：資工系不該教電腦病毒撰寫、

化學系不該教爆裂物製造、生物系不該教 DNA 複製、核工系不該教原子彈理論…

等。 

資訊安全：為了因應排山倒海而來的網路安全問題，此類型的議題層出不窮，日

新又新，主要關心的是駭客如何入侵、系統應該如何防護、資訊安全措施應該如

何改進、如何強化 MIS 人員的資訊安全知識。 

教育/傳播：談傳播的學者在基於過去的研究上，試圖找出駭客一詞的深度意涵，

以及隨著時間演變大眾對於駭客的普世認知；接著，談教育的學者便利用相關文

獻，提出新的教育思考方向，例如：強化資訊倫理概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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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有研究直接以實驗的方式實做電腦病毒程式，也有專門針對病毒的防

範做出防禦性研究，其中又可細分為解毒研究與入侵偵測研究，其最終目的是瞭

解如何開發防毒軟體、如何預防電腦中毒或駭客入侵。 

 

基於上述的背景與動機，以及過去參考不同領域學者的研究及報導之後，本

研究發現鮮少有人針對病毒的創新、亦或商業現象做深入探索，加上目前的網路

犯罪現象日增，正好有大量數據及資料得以引證，因此本研究希望藉此瞭解電腦

病毒與駭客文化的來龍去脈，探索他們的創新之處，作為商業界在進行創新管理

時的一個參考點。 

 

本研究嘗試先排除倫理道德的觀點，從駭客入侵、病毒事件的行為面創新作

為起始研究重點，並且嘗試從中萃取管理意涵，進行商業上的一些論述，但是，

受限於駭客的特殊與接觸不易，因此，最初的研究問題鎖定在兩個方向： 

1. 電腦病毒之行為特點為何？ 

2. 面對電腦病毒的氾濫，防毒軟體廠商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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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電腦病毒 

一、 電腦病毒是什麼 

「阿寶，明天去學校不准用電腦，免得感染病毒！」早期，電腦病毒剛出現

時，人們並不清楚這個名詞的意義，因此，時常會傳出父母告誡孩子小心電腦甚

至要求遠離電腦的滑稽戲碼，當時的民眾並不瞭解電腦病毒與生物病毒的差別，

單就字面上的意義解讀，認為電腦就是病毒的傳播媒介。隨著時代進步與大量媒

體的教育，人們也逐漸熟悉該名詞的定義。確實，電腦病毒的名詞來自於生物病

毒的啟發，生物病毒是一種獨特的傳染因數，介於生物與非生物之間的病原體，

它的構造簡單，有如無生物，卻能夠利用宿主5細胞的營養物質主動複製本身的

DNA 或 RNA、蛋白質等生命組成物質。 

 

根據維基百科的說明，狹義的電腦病毒定義只是指一些能夠精確地複製自

己，或者發生變異後產生下一代的一些程式。而廣義的電腦病毒指一切具有破壞

電腦資源和干擾電腦正常運作的程式，包括蠕蟲、特洛伊木馬等。雖然它只是電

腦中的一段程式碼，但是卻一樣具有兩項生物病毒的特性： 

1) 【感染】電腦檔案：能夠以覆蓋或寄生的方式感染電腦檔案。 

2) 不斷自我【繁殖】：受感染的檔案能夠不斷繁衍出新的電腦病毒，並且

進行持續感染。 

 

此外，生方林、熊忠（2005）的研究更進一步指出兩者有諸多相似之處，分

別整理以下幾個部分： 

1) 宿主 

生物病毒都必須在活的宿主細胞中才得以複製繁殖，利用宿主細胞的核苷酸和

氨基酸自動地合成病毒的核心零件，裝配下一代個體。電腦病毒的行為類似，它

們將自身的程式碼插入一段程式中，利用宿主的程式被執行或複製的時候，複製

自己或產生副作用，令系統癱瘓或消耗電腦資源。一些沒有惡意的病毒程式，雖

                                                 
5 宿主，也稱為寄主，是指為寄生物包括寄生蟲、病毒等提供生存環境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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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不會對其宿主造成傷害，但其基本的繁殖方式都與生物病毒相似。 

2) 感染性 

複製後的生物病毒裂解宿主細胞而被釋放出去，感染新的宿主細胞。電腦病毒

同樣也具有感染力，被複製的病毒總要搜尋特定的宿主程式並進行感染。 

3) 利害性 

雖然生物病毒會給人類帶來一定的益處，例如利用噬菌體可以治療一些細菌感

染；利用昆蟲病毒可以治療、預防一些農業病蟲害等。但破壞性的病毒危害很大，

例如 HIV、腸病毒、SARS 等，給人類帶來生命的危險；流感病毒、肝炎病毒等

會帶來疾病。電腦病毒也有其利弊。如著名的 Brain 病毒就是巴基斯坦的工程師

Amjad Farooq Aivi 和 Basit Farooq Aivi 兄弟為了保護他們的文件不被非法地拷

貝，在其程式中加入一些保護性的原始碼。不幸的是，這種原先為防止侵犯智慧

財產權的技術被一些人所濫用，而背離了初衷。有些病毒如蠕蟲，雖其不具備破

壞能力，但它在網路中不斷地複製自己而增加了網路系統的負擔，輕則使系統運

行的速度減慢，重則使整個系統癱瘓。一些惡性病毒，會給電腦帶來毀滅性的破

壞，使電腦無法恢復，甚至會對硬體進行修改。如著名的 Brain 病毒會刪除硬碟

和軟碟的磁區數據。 

4) 微小性/簡單性 

 最大的生物病毒痘病毒，其直徑也只不過 450nm，而一般的生物病毒的個體

更小，必須在顯微鏡下才能見到其真面目。同樣的，計算機病毒也相當短小精悍，

其程式碼一般都較短。如 Batch 病毒只有 271Bytes 左右的資料長度；Icelandic

病毒只有 642-656Bytes 的大小。過去很少有電腦病毒的原始碼大小超過 2KBytes

的，但是現在則有長大的趨勢。 

5) 變異性 

不管生物病毒還是計算機病毒都具有變異性。HIV 是生物病毒中最具代表性的

一種，它的變異能力使人的免疫系統無法跟上它的變化，因此成為人類最難對付

的病毒之一。電腦病毒的變異力也大得驚人，只是，產生的變異都是人為操作的，

因此清除較為容易。不過也有具生物學意義的變異特性之電腦病毒，通過自身程

式來完成變異的功能，這些病毒稱為多型病毒，如 DAME 病毒，在其同樣的複製

品中，相同的部份不到 3 個。 

6) 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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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流感病毒只能引起流感；狂犬病毒只能引起狂犬病。同樣，電腦病毒也具有

特殊性，如 MacMag 病毒專門感染 Macintosh；巨集病毒只能攻擊數據表格檔；

Lehigh 病毒只感染 command.com 檔案；Invol 病毒只感染*.sys 文件。 

 

 如同上述，電腦病毒亦擁有類似生物病毒一般的特性，本節另外再以病毒結

構來做兩者的異同性說明：6,7,8 

感染單位及宿主 

生物病毒： 

 被病毒感染的單位元是一個細胞。這些細胞組成的生物個體稱為宿主。 

電腦病毒： 

 被病毒感染的單位元是一個檔案，這些檔案存在的環境稱為作業系統。 

 

構造 

生物病毒： 

 其構造只是一層蛋白質外殼加上裡面的遺傳物質、RNA 或 DNA，這些 DNA

就是控制受感染細胞的指令，透過注入器進入細胞，亦即，病毒沒有任何生物機

能或身體部份，只是一堆指令(如下圖 4-2 所示)。 

電腦病毒： 

 其構造只是一連串程式碼的檔案，內含感染、破壞指令。 

 
圖 2-1 生物病毒示意圖 

(來源：Gettyimages9/本研究整理) 

                                                 
6 廖婉茹(2007),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7 Benjamin Lewin Hardcover(2003), Genes VIII 
8 施威銘(1990), 電腦病毒徹底研究 
9 http://www.gettyimages.com/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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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膜 

生物病毒： 

 病毒的蛋白質外殼保護裡面的 DNA 或 RNA，使其不破損，確保指令維持原

裝正版，感染時，蛋白質外殼也對受感染者身體有著欺騙的作用，外殼上的分子

結構，某種程度上令受感染者身體以為病毒是自己人，被接觸的細胞以為它是自

己的新陳代謝原料，讓它輕而易舉地進入細胞(如上圖 4-2 所示)。 

電腦病毒： 

 病毒是一連串的程式，沒有保護膜的實體，但是透過程式的作用，能夠具有

保護膜的行為，或是透過某些做法，讓作業系統誤認該檔案為正常而可以直接執

行。 

 

繁殖 

生物病毒： 

 病毒入侵細胞後，細胞就會誤認病毒 DNA 為自己的遺傳指令，病毒 DNA 會

控制細胞的所有活動，放棄平時所有的正常功能，只幫病毒複製下一代 DNA、

下一代蛋白質外殼，這些無數的新外殼和複製的 DNA 就合成為千百個新病毒，

走出壞死的細胞，感染下一批細胞。 

電腦病毒： 

 病毒感染檔案之後，有兩種可能，其一為除了正常的檔案功能之外，會另外

執行病毒指令；另一為檔案完全被病毒程式修改，只執行病毒的功能。當病毒程

式執行之後，就會不斷尋找新宿主，將本身的程式碼插入，或稱「注入」，這種不

斷複製的行為，就跟盜版一樣，生生不息。 

 

潛伏期 

生物病毒： 

 有些病毒在感染之後只在體內潛伏，等待時機成熟(如體力虛弱)才病發。 

電腦病毒： 

 某些電腦病毒在感染檔案之後，也會潛伏在作業系統，等待時機發病，有的

是為了求得更大的破壞性做集體破壞，有的則是鎖定特定目的在固定時間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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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 

生物病毒： 

 病毒預防靠打預防針，原理是把小量類似或已死亡的病毒打入體內，產生免

疫作用，體內免疫系統見過病毒，對它存有記億，下次感染時就會即時對抗，出

動白血球將其排出體外。 

電腦病毒： 

 電腦病毒的預防和生物病毒類似，但電腦並非主動思考的有機生物體，因此

得靠外力先將其分析記錄，製作病毒碼，並存入電腦記憶，往後發現類似病毒態

樣，才進行下一步動作。 

 
二、 電腦病毒的起源 

電腦病毒的緣起10,11 

  電腦病毒並非是近 20 年來才出現的新產物，事實上，早在 1949 年，距離第

一部商用電腦（UNIVAC，195112）的出現仍有好幾年時，有「現代電腦之父」

尊稱的匈牙利裔美國人 John Von Neumann 在他所提出的一篇論文「複雜自動裝

置的理論及組織的進行」裡，就已把病毒程式的藍圖勾勒出來，當時，絕大部份

的電腦專家都無法想像這種會自我繁殖的程式是可能的，可是少數幾個科學家默

默的研究Von Neumann所提出的概念。直到1961 年，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

的貝爾（Bell）實驗室中，一種神奇的電腦遊戲出現，當時貝爾實驗室中有三個

年輕程式人員（H. Douglas Mcllroy、Victor Vysottsky 以及 Robert T. Morris13）

在工作之餘為了研究人工智慧等理論，而撰寫出可以互奪地盤的遊戲，達爾

文（Darwin）遊戲，該遊戲具備將攻擊能力傳給後代的特性。當時三人年紀

都只有 20 多歲，這是電腦病毒最早的濫觴。  

 

電腦病毒的老祖宗 

                                                 
10 摘錄自牛頓雜誌，期數不可考 
11 防毒總體檢－病毒家族大掃描 http://www.digitimes.com.tw/Ext/Ext.asp?BigExtID=446 
12 UNIVAC 是世界第一台商用電腦，由美國的 Eckert-Mauchly Computer Corporation 生產製造，它

的意義不在於運算速度，而是實現了十進制到二進制的轉換。 
13 Robert T. Morris 就是後來寫了一個 Worm，把 Internet 搞得天翻地覆的那位 Robert T. Morris 的
爸爸，當時大 Morris 剛好是負責 ARPAnet 的網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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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電腦遊戲玩法如下：兩方各寫一套程式，輸入同一部電腦中，這兩套程

式在電腦的記憶系統內互相追殺，有時它們會放下一些關卡，有時會停下來修理

（重新寫）被對方破壞的幾行指令；當它被困住時，也可以將自己複製一次，逃

離險境，因為它們都在電腦的記憶體中遊走，所以後來也有人通稱這樣的遊戲為

「磁蕊大戰（Core War）」。這個遊戲的特點，在於雙方的程式進入電腦之後，

玩遊戲的人只能看著螢幕上顯示的戰況，而不能做任何更改，一直到某一方的程

式被另一方的程式完全「吃掉」為止。 

 

當時 Mcllroy 所寫的「達爾文」程式，包含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意

思。它的遊戲規則跟以上所描述的最為接近，雙方以組合語言（Assembly 

Language）各寫一套程式，叫有機體，這兩個有機體在電腦裡爭鬥不休，直到一

方把另一方殺掉而取代之，便算分出勝負。在比賽時，Morris 經常匠心獨具，擊

敗對手。 

 

  另外有個叫爬行者程式（Creeper）的，每次把它讀出時，它便自己複製一個

副本，此外，它也會從一部電腦「爬」到另一部有連線的電腦，很快地電腦中原

有空間便被這些爬行者擠掉了；爬行者的唯一生存目地是繁殖。為了對付「爬行

者」，有人便寫出了「收割者」（Reaper），它的唯一生存目的便是找到爬行者，

把它們毀滅掉，當所有爬行者都被收割掉之後，收割者便執行程式中最後一項指

令：毀滅自己，從電腦中消失；侏儒（Dwarf）並沒有達爾文等程式聰明。卻可

是個極端危險程式，它在記憶系統中邁進，每到第五個記憶位址（address）便

把那裡所儲存的東西變為零，這會使的原本的程式停擺；「診斷蟲」則在電腦間

跳躍飛行，不斷查看電腦的運行是否正常;「吸血蟲」則能夠利用別人不上班的時

間，利用網路上的電腦工作站運作特別複雜的程式，等到第二天電腦的主人開始

工作，才又自動隱藏，等候第二天的晚上繼續處理；最奇特的是一個叫「印普」

（Imp）的戰爭程式，它只有一行指令，那就是 MOV 01，MOV 是「move」的

意思，代表移動，它把本身的位址中所存放的「0」移到下一個地址中，當印普

展開行動之後，電腦中原有的每一行指令都被改為「MOV 01」，換句話說，螢

光幕上留下一大堆「MOV 01」；「雙子星」（Gemini）也是個有趣的程式。它

的作用只有一個：把自己複製，送到下 100 個位址後，便拋棄掉「正本」，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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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系列的子程式；「大雪人」（Bigfoot）則把正本和複製品之間的位址定為某

一個大質數，所以想抓到大雪人是非常困難的。此外，還有全錄帕洛阿爾托研究

中心（Xerox PARC）的 John F. Shoch 開發的「蠕蟲」（Worm），它的目的是

要控制侵入的電腦。 

 

 到了 1970 年代，一款備受程式設計師歡迎的電腦遊戲「Animal」問世，

當時，UNIVAC 的系統程式設計師 John Walker 因為修改 Animal 程式並加

以改良，讓後來的玩家可修正先前其他玩家輸入的錯誤資料，因此立刻引

起熱烈迴響。但他隨後因不堪網友頻頻索取之擾，於 1975 年撰寫了可讓

Animal 自我複製的 Pervade 程式，之後一段時間內，不同公司的 UNIVAC

系統中開始不斷出現自我複製的 Pervade 程式，雖然當時資訊界並無

「Virus」正式名稱的出現，但將 Pervade 程式視為史上第一隻病毒並不為

過。  

 

電腦病毒的出現  

1972 年，美國著名科幻小說家 David Gerrold 的《When HARLIE Ｗas One》

小說，描述兩個人工智慧程式（一個叫「病毒」，另一個叫「抗體」）相互對抗

的故事；另外，John Brunner 在 1975 年的小說《Shakewave Rider》中，描述

了一個集權政府利用一個無所不能的電腦網路操控一切，直到一位勇敢的程式員

利用「Worm」程式感染網路，在網路上刪除數據程式，與政府對戰的故事；1977

年夏天，Thomas.J.Ryan 的科幻小說《The Adolescence of P-1》成為美國的暢

銷書，作者在這本書中描寫了一種可以在電腦中相互傳染的病毒，病毒最後控制

了 7,000 台電腦，造成了一場災難。 

 

在 1970 年代以前，電腦都沒有連線（1969 年美國國防部才開始部署 ARPA 

net，為網路的濫觴），而是互相獨立的，因此並不會出現如前述的 Worm 所引

起的病毒瘟疫。如果有某部電腦受到感染而失去控制，工作人員只要將它關機便

可。但是當電腦連線逐漸成為社會結構的一部份之後，一個或自我複製的病毒程

式便很可能帶來無窮的禍害。因此網路開始建立之後，懂得玩「磁蕊大戰」遊戲

的電腦工作者都嚴守一項不成文的規定：不對普通大眾公開這些程式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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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年，美國南加大一位名叫 Fredric Cohen 的博士生在 UNIX 系統下，

寫了一個會引起系統死當的程式，但是這個程式並未引起一些教授的注意與認

同。Cohen 為了證明其理論而將這些程式以《電腦病毒實驗》一文發表論文，文

中闡述了電腦病毒存在的可能性，並且他用 DOS 幾乎所有的批次處理指令和 C

語言展示了他的病毒程式碼；同年，風靡一時的漫畫書《X-MEN》中，更是首次

出現了「電腦病毒」這個名詞；此外，當年一項傑出電腦獎得獎人 Ken Thompson

在頒獎典禮上作了一個演講，他不但公開地證實了電腦病毒的存在，而且還告訴

所有聽眾怎樣去寫自己的病毒程式。到了 1984 年，「科學美國人」月刊（Scientific 

American）的專欄作家 A. K. Dewdney 在 5 月號寫了第一篇討論磁蕊大戰與蘋果

二號電腦（Apple-II PC）的文章，他把這種具備感染與破壞性的程式稱之為「病

毒」，並且只要寄上兩塊美金，任何讀者都可以收到它所寫的相關程式，在自己

家中的電腦任意修改。隨後在 1985 年 3 月份的「科學美國人」裡，Dewdney 再

次討論磁蕊大戰和病毒。在文章的開頭他便提到：「當去年五月有關＂磁蕊大戰

＂的文章印出來時，我並沒有想過我所談論的是那麼嚴重的題目」。他提到說，

義大利的 Roberto Cerruti 和 Marco Morocutti 發明瞭一種破壞軟體的方法。他們

想用病毒（不是蠕蟲）來使蘋果二號電腦受感染。 

三、 電腦病毒的分類 

1980 年代，當時的病毒數目，每年僅個位數成長，但是到了 2005 年，根據

防毒軟體大廠賽門鐵克公司（Symantec）調查，當時的電腦病毒至少有 53,000 

種，而且數量還在持續增加，甚至有呈幾何級數上漲的趨勢，到了現在，全球每

天平均有超過 1 萬個新的病毒產生，累計有 550 多萬隻病毒曾在網路上流竄。為

了更瞭解這些病毒，我們可以簡單區分成為幾大類來檢視：14,15 

 

● 檔案型病毒（File Infector Virus） 

檔案型病毒的定義為檔案執行時，在原檔案之前執行的程式，通常寄生在可執

行檔（*.exe、*.com 等）中。病毒本體寄居於可執行檔案中，當此檔案被執行時，

便侵入作業系統取得絕對控制權；當然也有不常駐而僅在執行時感染其他檔案的

病毒。但是病毒要如何去取得控制權呢？大體而言病毒都是朝 BIOS 呼叫及 DOS
                                                 
14 病毒檔案大公開, http://www.ascc.sinica.edu.tw/nl/86/1316/05.txt  
15 陳清芳(2002)，電腦病毒紅皮書 第二章 病毒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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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兩方面著手，以取得中斷進入點。方式則千奇百怪。通常正常的中斷呼叫程

式如下圖 2-1 所示，而當病毒試圖去入侵記憶體時，它可能會有兩種侵入的方式

（如圖 2-1 所示），其中（1）的方式就是取得 DOS 的程式進入點，而（2）的

方式就是取得 BIOS 的原始進入點。當病毒侵入記憶體後，便和開機型病毒相同，

藉由磁碟的動作來達到複製的目的。因此，概念上就像接水管，病毒把自己的水

管植入至正常程式，往後檔案執行都會經過病毒接的水管，做它想要做的事情。 

 
圖 2-2 檔案型病毒感染方式 

(來源：本研究根據文獻16描述重新整理) 

另外，依傳染方式的不同，又分為非常駐型及常駐型兩種： 

1) 非常駐型： 

非常駐型病毒將自己寄生在*.com、*.exe、*.sys 等檔案中。當這些種毒程式

被執行，就會嘗試去傳染給另一個或多個檔案。 

2) 常駐型： 

常駐型記憶體躲在記憶體中，只要執行檔被執行，就對他進行感染動作，效果

非常顯著。將它趕出記憶體的唯一方法就是冷開機（完全關掉電源之後再開電

源） 

 

● 開機型病毒（Boot Strap Sector Virus） 

所謂開機型病毒是界定在電腦開機時，搶先作業系統進入記憶體的程式，因為

早期 DOS 的架構，使得病毒可於每次開機時，在作業系統尚未載入前就先行進

入記憶體。正常我們由軟碟開機的程式如下圖所示，由於病毒必須取得磁碟讀寫

的控制權才能達成感染的目的，因此開機型病毒本身會藏匿在磁碟或硬碟的第一

                                                 
16 簡談電腦病毒, http://www.csie.ntu.edu.tw\~wcchen\asm98\asm\proj\b85506029\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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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磁區（Boot Area），以便在載入 OS 時，提前 OS 載入以取得絕對控制權。因

此感染後開機的程式變成了如下圖 2-3 這樣： 

 
圖 2-3 開機型病毒感染方式 

(來源：本研究根據文獻描述17重新整理) 

實例：米開朗基羅 

發現日：1991/3 

發病日：3/6 

產地：瑞典（也有一說為台灣） 

病徵：中毒之後一直常駐在電腦系統的記憶體中，平常都一切正常，到了 3 月

6 日，使用者一開機若出現黑色畫面，那就表示硬碟跟你說 Bye Bye 了。 

歷史意義：文件巨集病毒發跡之前，連續數年蟬聯破壞力最強的毒王寶座  

 

● 複合型病毒（Multi-Partite Virus） 

複合型病毒綜合了開機型及檔案型的特性，以及兩者的感染方式，加速病毒程

式散播的速度。複合型病毒利用檔案感染時伺機感染開機區，因而具有雙重的行

動能力。因為只要防毒軟體偵測到一種特性，病毒就會失效，因此通常是病毒作

者拿來練功用。著名的病毒有 Natas、Macgyver 2.0、Cancer 等。 

實例：Flip 

                                                 
17 簡談電腦病毒, http://www.csie.ntu.edu.tw\~wcchen\asm98\asm\proj\b85506029\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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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病日：每月 2 日 

發現日：1990/7 

產地：瑞士（也有一說為西德） 

病徵：每個月 2 號，如果使用被寄生的磁片或硬碟開機時，則在 16 時至 16 時

59 分之間，螢幕會呈水準翻轉。 

歷史意義：第一隻具有特異功能的病毒 

 

● 隱形式病毒（Stealth Virus） 
隱形式病毒能直接植入 DOS 的作業環境中，取得 DOS 的原始中斷，當外部程式

呼叫 DOS 的中斷服務時，便同時執行到病毒本身，使得病毒能從容地將被感染

的檔案，粉飾成正常無毒的樣子。較著名的有 4096、512、Dreaming King、Natas

等。不過，進入 Windows 時代，隱形式病毒的方式逐漸有了變化也逐漸增多，

可以透過取得系統底層的方式，騙過系統，讓使用者以為病毒檔案並不存在，本

研究訪談趨勢科技工程師 R 也表示：「像我們就遇過一種病毒，它利用 user 和

filesystem 之間的漏洞來隱藏自己，如果有人試圖打開病毒檔案的時候，病毒會

catch 該 information，並且回傳 false 的 value，乍看之下就好像沒有這個檔案一

樣。」(參照附錄十：訪談記錄 R) 

 

實例：FRODO 福祿多（別名：4096） 

發病日：9/22~12/31 

發現日：1990/1 

病徵：4096 病毒喜歡感染.com、.exe 執行檔和.ovl 資料檔，顧名思義，被感

染的檔案都會增加 4096bytes。當執行被感染的檔案時，會發現速度慢很多，

因為 FAT（檔案配置表）已經被破壞。發病時期會讓系統當機。 

歷史意義：即使用 DIR 指令檢查感染檔案，其長度、日期都沒有變，堪稱偽裝

秀的始祖 

 

實例：C-Brain 病毒 

發現日：1987 

病徵：病毒分引導部分及病原部分, 前者長度為 512 字元，後者為 3072 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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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隱藏後者,病毒會刻意將其隱藏磁區定義為壞軌，以避開用者資料的覆蓋。 

感染該病毒的系統不會有明顯的影響。 

產地：巴基斯坦 

歷史意義：全世界第一隻電腦病毒 

 

● 多型病毒（Polymorphic/Mutation Virus） 

多型病毒又稱為千面人病毒，就是病毒本身長度會改變，而且會編碼，每一個

中毒檔案所包含的病毒碼都不同，使得掃毒及解毒程式不能用傳統式的方法來判

斷，高竿的病毒幾乎找不到相同的病毒碼。由於解碼長度的不定，往往解毒的人

必須自行加入判斷的方法以及還原的方式。後來變體引擎（Polymorphic Engine）

與後來的亂體引擎的出現，更是將多形的能耐發揮到極點。它是藉著自我編碼的

能力而改變本身長度外，更寫成了模組以供人使用；從此，病毒作者不必再花腦

筋去想要如何達成多型的目的，只要呼叫變體引擎的模組即可。著名代表有

Connie 系列、Natas 等。 

 

● 巨集病毒（Macro Virus）18 

此型病毒屬檔案型病毒的一種，可以跨平臺感染文件檔案，與一般的執行檔病

毒不同。主要利用軟體提供的巨集能力所開發的功能來感染檔（如：Word、Excel

等），由於可用類似 Basic 程式語法撰寫，容易學習。 

 

實例：Taiwan No.1 

發病日：每月 13 日 

發現日：1996/2 

                                                 
18隨著套裝軟體的愈做愈大，人們逐漸發現，常用的一些對於檔案編輯的動作，事實上可以歸為

一整套的指令，然而，每個人所常用的指令與常用的指令動作都不同，於是每個套裝軟體便會自

己定義出一些指令供使用者發揮使用，最明顯的例子是過去 Lotus 123 和獨立成一套的語言 
dbase，儼然因為巨集的指令過於強大，走上命令解譯器如 BASIC 的道路。同樣的事情發生在 Word
的身上，不過 Word 的模式不同，它定義出一個範本模式，將檔案資料以及該檔案所需要的巨集

整合在一種名為.dot 的範本檔案之中，這種作法已經不同於以往的套裝軟體將資料和巨集分開儲

存的方法。因為巨集也是資料的檔案格式，所以巨集感染的可能性大增。因為檔案資料的可攜性

極高，如果巨集亦隨著檔案而被分派到不同的工作平臺，只要能被執行，也相似於病毒的傳染過

程，不過這種形式的傳染，就會有原始碼被公開的危機，而且正因為原始碼是公開的，這個病毒

的一切行為便無所遁形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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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台灣 

病徵：出現連計算機都難以計算的數學乘法題目，並要求輸入正確答案，一旦

答錯，則自動開啟 20 個檔案，並繼續出下一道題目，直到系統資源耗盡為止。

歷史意義： 

1. 台灣本土第一隻文件集病毒 

2. 1996 年年度殺手，1997 年踢下米開朗基羅，登上毒王寶座 

3. 被列入 ICSA（國際電腦安全協會）病毒資料庫（難以馴服、惡行重大者皆

會被列入此黑名單） 

 

第二節 動態競爭策略 

 動態策略專家 Chen, Ming-Jer（1992）認為，傳統檢視競爭的工具為 SWOT，

重視的是資源基礎、核心能耐等相對靜態的條件，對於競爭者的行動鮮少做深入

探討，因此，他提出動態競爭策略，試圖描述廠商的動態競爭關係。他首先定義

競爭性行動與競爭回應的對偶關係（Competition is an exchange of action and 

response），亦即行動(action)/反應(response)的對偶性(dyad)。而競爭性對抗在

Porter(1980)的研究將其定義為「同市場中，競爭者間一來一往的競爭互動行

為」，策略管理的研究則認為，廠商在市場中所採取的競爭性行動與競爭性回應，

對於組織績效有決定性的影響，當然，也並非所有的競爭性行動都會引發競爭性

回應。而 Chen, Ming-Jer 將焦點關注於競爭者在實際的市場上，你來我往彼此競

爭互動的情形，根據這樣的回應對偶關係(如下圖 2-3 所示)，他將其歸納為 3 種

特性不同的函數來檢視： 

 
圖 2-4 攻擊/回應示意圖(Chen, Ming-J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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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攻擊行動的特性19：攻擊行動在產業內受到注目的程度、該行動所需挹注的精

力與時間等。觀察其特性可以參考 3 項變數： 

(1) 競爭影響力：一個競爭性行動所影響的競爭者個數。 

(2) 攻擊強度：特定競爭者的市場受到競爭性行動威脅的程度。 

(3) 競爭性行動類型：競爭性行動被二分為「策略性」與「戰術性」，前者指的

是對固定資產或人員與結構有重大投資的競爭性行動，後者則未對固定資

產做出重大承諾。 

2. 攻擊者的特性20：組織對於攻擊行動的承諾程度，此將影響該行動不可逆轉的

程度。此項又可分為 3 項因素探討： 

(1) 競爭性行動的明顯度：競爭性行動的明顯程度愈高，該行動愈可能被潛在

回應者察覺與回應。亦即，攻擊者發動攻擊的效果是否會受到防禦者的察

覺與回應。 

(2) 競爭性回應的困難度：競爭情境中，其投入努力與期望績效間的關係，該

變數取決於競爭者採取的行動回應容易度。亦即，攻擊的投入程度取決於

防禦者回應的困難度，若其回應的困難度愈高，則投入攻擊的成效愈能彰

顯。 

(3) 競爭性行動的中心性：採取競爭性回應的期望報酬與價值。亦即攻擊者的

潛在動機。 

3. 防禦者的特性21：探討防禦者是否對於一項競爭行動進行回應以及防禦者在遭

受攻擊的市場中之利害關係。此處有 2 項探討變數： 

(1) 競爭依賴性：競爭者對於受攻擊的市場的依賴性。亦即，攻擊者愈依賴受

攻擊的市場，表示其攻擊的投入會相對增加，防禦者可依照其評估回應可

能性。 

(2) 不可逆轉性：攻擊行動者採取競爭性行動承諾的可靠性。亦即，防禦者的

                                                 
19 Chen, Ming-Jer, Smith, Ken G., and Grimm, C. M.(1992), "Action Characteristics as Predictors of 
Competitive Response", Managent Science. 
20 Chen, Ming-Jer, and Miller(1994), "Competitive Attack,Retaliation and Performance: An 
Expectancy-Valence Framework",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 Chen, Ming-Jer, and MacMillan, Ian C.(1992), "Nonresponse and Delayed Response to Competitive 
Moves: The Roles of Competitor Dependence and Action Irreversibi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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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行動取決於攻擊者的決心。例如：競爭性行動的退出成本愈高，攻擊

者不撤退的可能性愈大，防禦者不採取行動的機會愈高。 

 

第三節 兵法：三十六計 

「三十六計」一詞語出《南齊書·王敬則傳》提到的「三十六策」，明清年間，

有人取書籍中的成語或典故，湊足三十六之數，寫成《三十六計》一書，作者姓

名至今尚無確定考證。全書以《易經》為依據，引用《易經》27 處，涉及六十四

卦中的二十二個卦。根據其中的陰陽變化，湍演出一套於兵法中的剛柔、奇正、

攻防、彼己、主客、勞逸等對立轉換變化，其計謀體現了極強的辨證哲理，分述

如下： 

    第一套 勝戰計 
第 01 計 瞞天過海 示假隱真的疑兵之法主要用於戰後偽裝，達到出其不意 
第 02 計 圍魏救趙 對來勢兇猛的強敵，應避實就虛，畢其鋒芒，採取分導引流、各個擊破 
第 03 計 借刀殺人 借用第三者力量，使自相殘殺，為我所用 
第 04 計 以逸待勞 我方積極防禦，創造戰機，當敵方疲憊、士氣低落時，再轉守為攻 
第 05 計 趁火打劫 趁對方內憂外患，自顧不暇，侵佔對方而取利 
第 06 計 聲東擊西 以佯攻假像造成敵人但段失誤，來偽裝真正的攻擊方向而取勝 
 
第二套 敵戰計 
第 07 計 無中生有 運用虛實的方法迷惑敵人，使對方判斷或行動失誤，使我方取勝 
第 08 計 暗渡陳倉 把假像有意暴露，迷惑敵人，使敵人判斷失誤，而將真相隱蔽，出奇制勝

第 09 計 隔岸觀火 做看敵方內部矛盾激化，不可急於行事，等到時機成熟再下手 
第 10 計 笑裡藏刀 通過外交手段，欺騙對方，表面友好，而掩蓋敵意的軍事行為 
第 11 計 李代桃僵 敵強我弱，或勢均力敵的情況下，我方要善於用小代價換取大勝利 
第 12 計 順手牽羊 敵方出現薄弱之時，我方伺機搗虛，全盤考量，得微利而不因小失大 
 
第三套 攻戰計 
第 13 計 打草驚蛇 當敵方陰謀尚未暴露，我方採用佯攻手法誘敵使之曝露目標而伺機殲滅之

第 14 計 借屍還魂 乘援助弱者的機會以控制弱者，或佔領其地盤，實現自己的目的 
第 15 計 調虎離山 設法引誘敵人離開有利的環境，再去消滅他 
第 16 計 欲擒故縱 要制服敵人，有時不可硬來，而是要看準時機再制服，取得勝利 
第 17 計 拋磚引玉 先拋出一點小利讓敵人常點甜頭，當敵人失去警覺，再讓他吃苦頭 
第 18 計 擒賊擒王 針對敵人要害，消滅敵人主力，造成群龍無首 
 
第四套 混戰計 
第 19 計 釜底抽薪 強大的敵人不和他硬拼，而想辦法攻擊敵人弱點，影響全局，使敵方失敗

第 20 計 混水摸魚 使用各種手段使敵人內部發生混亂，再採取行動，戰勝敵人 
第 21 計 金蟬脫殼 為了擺脫敵人，設法以假像迷惑、麻木敵人，使自己能安全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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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計 關門捉賊 掌握戰爭主動權的情況，採取四面包圍的方法，不使敵人漏網而一舉殲滅

第 23 計 遠交近攻 為了達成各個擊破的戰略目的，先讓敵人安心，全心消滅近處敵人 
第 24 計 假道伐虢 為擴大自己實力，乘鄰國之為，援助之機而控制它，或藉機將其吞滅 
 
第五套 並戰計 
第 25 計 偷梁換柱 利用我方佯動，促使敵方變更陣容，分散力量，再攻其弱點取勝 
第 26 計 指桑罵槐 將帥治軍要豎立威嚴，無嚴明法紀，就會指揮不靈 
第 27 計 假癡不癲 為達到目的，表面裝瘋賣傻，造成假像，使對方失去警覺而後發制人 
第 28 計 上屋抽梯 先設誘餌引誘敵人深入，然後切斷他的退路，使其被動而殲之 
第 29 計 樹上開花 巧借他人力量壯大自己聲勢，以懾服敵人 
第 30 計 反客為主 利用並創造條件，打入敵方或友方，並控制他 
 
第六套 敗戰計 
第 31 計 美人計 對於用強硬手段不可征服的敵人，則可用「軟」辦法使其就範  
第 32 計 空城計 實力無法戰勝對方，採用心理戰術，矇騙對方，使不敢貿然行動，使己解圍

第 33 計 反間計 利用敵人所施的計謀，我方將計就計，再施計謀，從而使敵方受己之騙 
第 34 計 苦肉計 採用公認不可能的「自損」手段，使對方信以為真，從而上當 
第 35 計 連環計 要設法使敵人的力量互相牽制，自相連累，行動受牽連而受害 
第 36 計 走為上計 在我方不利條件下，有計畫的主動退卻、轉移，保存實力，以後再創戰機

(來源：整理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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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流程 

 一般的論文研究大都傾向於事先建立研究架構，思考研究變數及完整的操作

行定義，再進行資料收集與訪談的作業，這樣的缺點是，研究的問題與受訪者的

回應將流於驗證研究者的主觀事實，而且問題也可能引導受訪者回答出研究者希

望的答案，加上研究重點希望呈現動態競爭的感覺，因此在訪談過程中便希望受

訪者盡量透露個案細節與內容，採訪重點僅作為刺激、引誘的角色，讓受訪者完

整的呈現當初的真實場景。此外，本研究的探討對象與內容(駭客、電腦病毒)並

非普羅大眾所熟知的領域，所以在研究、訪談過程中，常常發現受訪者的回應與

原來思考架構不符的現象，需重新修正，因此，最後本研究的流程圖如下所示： 

 

研究方向

文獻探討 問題擬定個案初探

個案訪談

研究架
構建立

研究發現

架構修正

討論與結論

 
圖 3-1 研究流程圖 

(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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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圖 3-1 所示，本研究一開始的研究方向是以駭客為基礎，經過初步

資料的搜集和訪談後，發現暫時不易進行，因此轉而先以病毒作為資料收集主軸，

在研究問題初步擬定之後，透過大量的文獻探討，形塑出大略的架構，在不斷經

過訪談之後發現了部分研究瓶頸與困難點，最後修正研究架構為探討病毒/防毒互

動攻防的過程，並繼續做深入訪談，透過不斷的循環，將個案資料補齊，比較分

析其創新之處，整理出研究發現、結論與建議。 

第二節 研究架構 

 
圖 3-2 研究架構：靜態 

(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分動態和靜態兩架構，靜態的研究架構如上圖 3-2 所示，首先，本研

究嘗試讓大家瞭解病毒的特點，並且追蹤作為可能的創造者：駭客的動機與他們

造物的本事；接下來，探討作為攻擊回應的防毒方，防毒廠商如何面對病毒的挑

戰，正面還擊，瞭解資訊安全人員在第一線的作戰過程；最後，透過歷史的戰爭

描述，嘗試將兩方的過程合起來，讓大家更清楚病毒與防毒之間互動的脈絡。 

 

 如下圖 3-3 的動態架構所示，主流的數位世界原本是不存在防毒廠商的，但

是電腦病毒的出現與勢力擴張，跨越了主流數位世界的版圖，也造成了破壞，為

了維護主流數位世界的秩序，消滅代表邪惡方的電腦病毒，防毒廠商便應運而生，

群起反抗。如第二章文獻探討所提，病毒基本上存在的價值是感染和複製，而防

毒廠商們為了消滅病毒以維持本身的信譽和商業價值，在病毒與防毒的交界處所

形成的互疊場域發生了戰爭，因此兩者便在同一塊數位戰場下發生了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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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謂的競爭，和一般所謂的同質或互補的競爭不同，而是一種正義與邪惡之

爭。相對於病毒端，競爭的目的是為了擴張勢力版圖；而防毒端則是為了捍衛數

位世界的主流秩序。當病毒進入主流的疆域，病毒勢力在不斷的戰鬥中亦逐漸成

長茁壯，若主流的防禦能力夠強，便能夠延緩並獨勢力而呈現迂迴態勢，我們希

望檢視病毒進入主流時，其戰爭的互動過程。 

 

 
圖 3-3 研究架構：動態 

(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研究設計 

一、 研究變數 

 文獻探討提到，根據 Chen, Ming-Jer（1992）的動態競爭的理論告訴我們競

爭是一連串描述動作(action)、回應(response)的過程，但其理論建立在特定的市

場規則之下，當競爭雙方相互瞭解競爭環境，甚至能夠預測對方的行動並做出回

應時，競爭比的就是速度與謀略。 

 

 本研究探討的競爭環境略有不同，相較於 Chen, Ming-Jer 的動態競爭理論的

競爭者選取對像是產業內的同質性廠商，病毒與防毒的戰爭並非是同一場域上的

兩個同質/互補競爭者，而是分屬於專司破壞的病毒方，與專司預防、復原的防毒

方。此外，競爭雙方的資訊不對稱量極大(一方在暗處、一方在明處)，防毒廠商

並不瞭解病毒勢力的運作模式與環境，因此，導致極有可能形塑出一方主動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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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被動防禦的單方向作戰態勢，對於某些病毒而言，其防禦的最佳手段就是發

動新的攻擊。 

 
圖 3-4 攻擊/回應示意圖(Chen, Ming-Jer（1992）) 

 

 在競爭性對偶關係中(如上圖 3-4 所示)，攻擊與回應有 3 種特性，以下針對

病毒與防毒的競爭態勢描述其變數內容： 

1. 攻擊行動的特性：  

(1) 競爭影響力：對病毒而言亦即攻擊行動是否會影響其他病毒；對防毒廠商

而言則是其攻擊行動造成其他競爭廠商的影響。 

(2) 攻擊強度：攻擊行動對於競爭場域的影響程度，亦即影響勢力的大小。 

(3) 競爭性行動類型：在「策略性」上考量意味著攻擊行動本身具有長遠的考

量與特殊戰略意義；「戰術性」則是強調攻擊行動的手法與技巧。 

 

2. 攻擊者的特性：  

(1) 競爭性行動的明顯程度：以病毒為例，代表該病毒所引發的事件大小或破

壞程度。 

(2) 競爭性的回應的困難度：以病毒為例，病毒發動攻擊的影響程度讓防毒廠

商回應的困難度，病毒的破壞程度是否能夠能降低防毒的回應。 

(3) 競爭性行動的中心性：病毒攻擊的動機。 

3. 防禦者的特性：  

(1) 競爭依賴性：對防毒廠商來說的考量即病毒是否有特殊考量而需要發動此

攻擊，雖然不論如何，防毒廠商依然會予以回應。 

(2) 不可逆轉性：考量病毒攻擊行動是否執意堅決，破釜沉舟，再決定是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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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反擊，對於防毒廠商來說，不論何種攻擊，必須全然回應。 

 

 另外，為了更適合主題，本研究新增一些指標以符合研究方向，因此將上述

攻擊行動、攻擊者、防禦者的三項特性以戰爭的角度再列出了幾項參考變數： 

1) 病毒的創新(攻擊者的特性) 

病毒不過是電腦中的程式碼，這些程式在電腦中運作，到底有何奧妙之處？技

術的創新點為何？應用手法的創新點在哪？ 

2) 雙方互動的情況(攻擊行動的特性) 

當兩方對戰時，攻擊與回應雙方當下的反應相當重要，本研究希望探討戰役發

生時雙方處理的決策過程與即時反應行動。 

3) 雙方火力、軍力比較(攻擊與防禦者的特性) 

兩軍對戰，勝利與否，撇開戰爭開始後的戰略部署，戰事開始前的分析重點不

外乎軍力、火力的比較，本研究將檢視病毒/防毒兩方的差異點。 

4) 戰爭的獲利者(攻擊行動的特性) 

戰爭總是促成某些商業發展的時機，透過戰爭的觀點，本研究希望瞭解除了

防毒軟體廠商的商業利益之外，是否有其他的獲利者。 

 
二、 個案選擇 

 由於本研究的初始方向著重在駭客，但是駭客的訪談相當不易，於是開始先

從接觸過駭客的人著手。最熟知駭客運作的，除了駭客本身，就屬記者或檢警調

單位，因此，本研究共計訪問了記者、員警單位(市刑大)、調查單位(調查局)等 3

位熟悉駭客運作，並親身接觸過的人員。後來，有機會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實

際參與駭客社群舉辦的活動，跟數名國內頂尖駭客們相處 4 天，瞭解他們的生活

模式、文化脈絡以及他們的心路歷程，進一步瞭解外人所不知道駭客世界，以及

攻擊的實戰操作行為。 

 

 由於本研究的個案描述過程是以病毒與防毒公司的戰爭行為作內文，因此選

擇台灣資訊安全業界在病毒防護方面素負盛名的趨勢科技作為訪談對象，訪談 5

位主管、RD 人員共計 7 次的紀錄，提供了許多業界的寶貴資料與對抗病毒的秘

辛。因此，總計本研究共訪談將近 14 名相關人士，從攻擊方：撰寫病毒程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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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頂尖駭客，到防禦方：防毒領域的專家、工程師、主管等，再到第三人觀

點：實際與網路犯罪集團打過交道的警調單位與記者(如下表 3-1 所示)。 

 

表 3-1 訪談人員一覽表 

分類 訪談人 現職 訪談時間 

警調單位、記

者 

(第三人) 

專欄記者 L 商周記者 080312(1hr) 

調查局幹員 J 調查局幹員 080418(1hr) 

市刑大幹員 L 市刑大幹員 080526(1hr) 

資訊安全 

人員 

(防禦方) 

趨勢科技工程師 A1 趨勢科技 080520(1hr) 

趨勢科技工程師 A2 趨勢科技 080521(1hr) 

趨勢科技工程師 R 趨勢科技 080617(1.5hr) 

趨勢科技主管 T 趨勢科技 
080521(1hr) 

080703(2hr) 

趨勢科技主管 B 趨勢科技 080530(1.5hr) 

駭客 

(攻擊方) 

病毒撰寫者 C 某通訊公司 RD 
080521(1.5hr) 

080529(1hr) 

頂尖駭客 5 名 駭客社群 
080710~ 

080713(4 days) 

資訊安全工程師/駭客 2008 台灣駭客年會 080720(0.5 day) 
(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資料蒐集方式 

本研究資料取材自兩個方向：一為田野調查與訪談、一為次級資料整理。 

田野調查與訪談 

 本研究係探討病毒與駭客，以病毒攻防戰的方式呈現病毒勢力進入主流數位

世界中的各種競爭互動關係，訪談三類不同的族群，但畢竟研究議題有其機密性，

還是有許多深入內容無法得知，蓋因此議題的牽涉面過廣，敏感性的資訊安全內

容又不能隨意透露，所以本研究只能從不同角色的人當中，交叉揣摩各自的表述

所代表的立場與意義，進行轉化成戰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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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本研究的訪談對象觸及駭客、資訊安全人員、警調單位等三大類。

對於警調單位，駭客相關議題對他們來說並不具有好感，而且牽涉面觸及機關組

織祕密、國家安全等，因此他們的回答格外小心，訪談中不時發生受訪者提及某

些關鍵的事件之後，突然住嘴，深怕秘密洩漏，畢竟秘密維護也是他們的工作之

一，不可能因為小小研究訪談而冒著可能丟飯碗的危險。此外，他們對於駭客的

觀感因為背後的犯罪特性與組織操作行為，並不信任，基於好意，也擔心研究者

過於深入會有身家性命危險；至於資訊安全人員，由於本研究訪談的是國內資訊

安全龍頭廠商之一，因此企業政策本來就會適度隱藏資訊，許多訪談內容，其實

在翻閱所有的相關網站、雜誌、媒體報導之後，甚至還會有更深入的內容，不過，

企業做為主流價值，本來就會建立該種形象，維護本身的權力核心，剛好，也可

以透過他們的角度，來檢視防毒廠商如何面對這群病毒與背後的作者：駭客；最

後，為了「不入虎穴、焉得虎子」的精神，本研究設法進入了駭客的圈子，當然，

這些人都事先在訪談過程中透過警調單位的人員認可，較無安全上的疑慮，訪談

參與的活動也屬公開性質，不過心裡依然懷著忐忑不安的心情進行，最後還是圓

滿結束。 

 

次級資料整理 

 在學術資料方面，本研究搜尋了國內外相關的期刊、論文、報章雜誌、學術

與新聞媒體網站等相關著作。 

 

 在個案資料方面，由於該領域真正深入的資訊獲得不易，除了深度訪談之外，

必須從各類相關網站、部落格等發表文章交叉找尋，同時也必須注意國內外相關

報章、媒體、雜誌之最新報導與過去的專題採訪。 
四、 個案描述 

 在個案描述裡頭，本文試圖以歷史的陳述方式來詮釋上述研究架構的病毒、

防毒、與戰爭三個構面。既然是歷史，定然有所謂的史觀，本研究的史觀是將病

毒作為研究個案的主體，防毒軟體公司則是為了要呈現戲劇化而拉進來的對立互

動角色，於是，透過 3 個不同時代的病毒特色描繪(如下圖 3-5)，本研究讓讀者了

解病毒產生的來龍去脈，以及其勢力擴張至主流數位世界的過程。當病毒自邊陲

逐漸移動至主流數位世界的時候，交疊的場域(病毒勢力擴張的部份)成為防毒軟



電腦病毒特性與病毒/防毒廠商互動之研究 
 

 28

體公司與之戰爭的戰場，吾人希望從戰爭當中，挖掘病毒本身的特性，並且進一

步從戰爭中探索不同於傳統的競爭模式。 

 

 本研究的次級資料用來了解病毒和防毒方法，是點；從訪談內容了解各項之

間的連結，是線；透過理論架構去分析提出研究發現，是面。透過點、線、面的

相互穿插，次級資料中有訪談內容，訪談中有次級資料的補充，因此，從歷史的

角度，透過訪談來穿針引線、點綴，編織出整個個案內容。 

 

 
圖 3-5 病毒勢力擴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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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病毒/防毒戰爭史 

綜觀病毒的歷史(參照附錄二：病毒歷史年表)、分類和傳播方式，我們基本上

可以用兩個年代(1995、2000)將病毒的發展概分為三個時期(如下圖 4-1 所示)：分

別是石器時代(1995 前)、風起雲湧時代(1995~2000)與群魔亂舞時代(2000~ 

Now)。本研究所描述的病毒事件主要整理自訪談內容及媒體報章雜誌報導，鎖定

在台灣當時非常著名、讓防毒軟體業者印象深刻的病毒為主，並非以全世界為主

體，由於台灣在世界的病毒感染率排名名列前矛，因此以台灣作為描述，並不會

造成過多偏頗。 

 

圖 4-1 病毒紀元 

(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一節 石器時代( ~1995) 

到底是誰在威脅數位世界？網路色情經營者？駭客22？通緝要犯？政府？間

諜？還是恐怖份子？通常，罪犯、色情業者想得到經濟利益；工商業間諜處心積

慮想獲取競爭的優勢；駭客想找到不為人知的知識、突破防線重重的關卡；軍事

情報機關搜索敵方情報。人類在這一點，是不會改變的，只是數位世界成為他們

現在工作的新空間。 

 
一、 始作俑者：駭客 

 駭客是資訊世界的探險家，在沒有清楚規則的數位世界裡，就像在沒有海圖

                                                 
22 喜歡研究新事物，不會從事破壞性的入侵活動，尊重資訊分享理念的頂尖資訊高手，台灣翻譯

為「駭客」、「怪客」，大陸翻譯成「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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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域航行，當網路普及到和公路系統一樣的時候，道路的交通規則才逐漸產生，

當然，有道路照樣違法的人一樣很多，但我們探討的是踏出小徑、開發道路、披

荊斬棘的那些人。探討電腦病毒必須談談駭客，因為，病毒畢竟是一種電腦程式，

早期電腦病毒尚未出現的年代，真正瞭解電腦運作的，就是這群自稱駭客的傢夥，

從文獻探討中也可以瞭解，最早的病毒也就是這群天賦異稟的駭客撰寫出來的。 

 

 隨著時代演變，今日典型的駭客多半是年輕(10~20 幾歲間)、男性、非社會主

流份子、學歷偏低的一群。他們有自己的反文化：駭客代號或頭銜、行話、規矩，

就像任何的地下次文化一樣。真正的駭客相當專業，他們往往對系統的認識比原

系統設計者還要更深入。許多資訊安全防衛的演講(如：駭客年會)，最知名的講員

本身甚至就是駭客。就像 Bruce Schneier(2001)提到，對他們來說，破解、入侵、

程式設計等活動是一種激情，駭客以一個攻擊者的立場從外面來觀察系統，而不

是像設計者一樣，由裡面來看系統。他們將系統視為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因此他

們通常比系統設計者更瞭解攻擊的前因後果，這才是真正的駭客(所以某些公司甚

至直接聘請駭客擔任研發工作，例如微軟23；有些則透過駭客的攻擊來驗證系統能

耐)，此外，如同駭客界的名言般：「被駭客認定的駭客才是真的駭客」。此外，對

於真正的駭客而言，系統性思考是必要的，就好像外科醫生開刀一樣，必須充分

瞭解整個身體運作的系統模式，才能發揮手術的最佳效果，如果只把器官單獨思

考，卻沒有系統性的概念，將無法處理手術時遇到的各種突發狀況。一位網路安

全分析師就曾經提到：「如果你追隨藍圖來建房子，那麼你只是一個工人；如果你

按照模組化方式和使用工具來排列組合，那麼你就是一個設計師；如果你可以在

虛擬的情況下，將利用技術手段來修改，並且開創一個新的特別技術空間，那麼

你就是駭客，駭客絕對不僅僅侷限在用電腦的那群人。」24 

 

 對駭客的恐懼說明瞭我們對新技術的不安全感。舉例來說，魔術從古早的簡

單變化手法進化到神祕、甚至有點接近特異功能的幻術行為，其實，說穿了並沒

什麼稀奇，重要的是道具和手法，而這兩項都需要大量的實戰經驗累積以及高度

的創意。就如同魔術一般，駭客會入侵別人的網站不稀奇(如果用的都是別人寫出

                                                 
23 微軟透過部落格(http://blogs.msdn.com/hackers/)公開展示白帽駭客對他們的貢獻 
24 駭客藝術：另一群人的光榮與夢想, http://www.nohack.cn/netsafe/invasion/20070228/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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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工具)，真正厲害的是撰寫病毒和開發入侵程式的原創者，他們不斷的交流各

種道具(駭客工具)，改進自己的手法(入侵與病毒撰寫技術)，真正的目的在「促進

知識交流」、「提倡資訊自由」，和傳統不同的是，過去的學生透過主流的方式贏得

勝利(例如：球賽、考試等)，但駭客則透過挑戰權威戰勝當局表現自己，他們的精

神在對於完美程式的光榮追求，而非侵入別人的系統(當然，作為娛樂與技術演

練，這是必要之惡)。弔詭的是，駭客們往往希望追求「正名」而大張旗鼓的宣稱

他們與一般的 Cracker25有所不同，但這種行為就好像宅男26為了宣稱他們與所謂

的「御宅族」27有所差異而為自己辯護，卻老是有種愈描愈黑的感覺。總而言之，

駭客們就像宗教狂一樣膜拜駭客文化，相信自己正在發起一場技術革命！ 

 

 為了真正的瞭解駭客的生活、思維與運作的方式，本研究透過田野調查實地

體驗，確實，駭客雖然外在一切都與常人無異，但是思維、心理狀態、價值觀確

實與一般人不同，這樣的不同是因為他們進入了一般人不曾得知的世界，瞭解一

般人不會體驗到的經歷，因此有了和常人不一樣的價值觀。接下來，將描述本研

究的田野觀察，並舉三個例子(參照表 4-1)，讓大家瞭解，真實的駭客是什麼樣子？

他們的動機是什麼？以及他們的價值觀。也就是因為這樣的人，造成了現實世界

的潛在危機！ 

1) 駭客圈都習慣以代號相稱：進入該團體時自我介紹時，他們會先詢問你的代

號，因為駭客有時常掛網的習慣，對他們來說，名字的意義不大，網路上的代

號才是真正的名字，也代表一種名氣的象徵，夠厲害的人早就在網路上小有知

名度，所以他們互相不見得瞭解對方的真實姓名。而代號另外的意義也在於隱

匿自己的真實身分，而且方便使用與稱呼，當稱呼某駭客的代號時，大家馬上

就會點頭，道出該駭客的經歷與事蹟。 

2) 這是個行話充斥的世界：如同一般工學院的環境一樣，他們的話語充斥著技

術，就連笑話也都相當具有「深度」，舉例來說，他們經過女生宿舍，外面設

                                                 
25 自己寫程式，為不良目的入侵他人的電腦網絡，甚至進行破壞性活動。無駭客精神，也沒有道

德標準。部分研究翻譯為鬼客或劊客，但也有研究將其與「駭客」視為一類。 
26 一般相信，「宅男」最初的定義是從禦宅族的連用法而來。「宅男」的原意就是男性御宅族，女

性則稱「宅女」。一般而言是指不善與人相處，或是整天待在家生活圈只有自己，使用上大多為貶

意。台灣宅男一詞的流行於 2005 年，日劇《電車男》上映之後在台灣批踢踢實業坊(PTT)開使討

論，該名詞亦不脛而走。(來源：維基百科) 
27 御宅指熱衷於次文化的人，(並對該文化有極深入的瞭解)，但現在一般多主要指熱衷及博精於

動畫、漫畫及電腦遊戲(ACG)的人(來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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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門禁，某人便發聲：「XXX，趕快把它『黑掉(意即破解)』，這樣我們就可以

進去女生宿舍了。」另外，當他們在討論演講內容的時候，考慮內容是否能夠

被聽眾所吸收，就會說：「不曉得我們『注入(講授)』的內容，是不是能夠讓

他們瞭解，要是他們『噴出(理解)』的東西完全是垃圾，那就糟了！」 

3) 他們注重效率：不論是任何事，他們第一件思考的邏輯就是：快速！只要能夠

達到目標，就要用最方便、最快速的方式達成，因為他們具有技術實力，對於

系統的瞭解也勝過一般工程師，連漏洞都瞭若指掌，因此要是他們對於作業系

統的緩慢非常厭惡，就會開始「改機28」(他們幾乎半數的人都使用 Linux 作業

系統)，戲謔的說法就是他們在入侵自己的系統，改進它的效能。 

4) 有良好的分享文化：駭客有他們的網路新聞討論群組、駭客網站、及駭客研討

會，他們彼此之間常常交換攻擊技術和工具。知識交流在這個圈子相當重要，

在裡面，感受不到所謂的心機，大家都很樂於分享知識，因此技術的深度可以

快速增加，另外，他們長時間掛在線上聊天社群，因此可以隨時掌握最新資訊

和他人的動態，也因為這樣的無私共用文化，讓他們的關係更為密切，也更為

團結。這是在一般傳統組織/企業內少見的現象！ 

5) 他們的學歷通常不高，但是都絕頂聰明：經本研究逐一訪問，這些人的學歷普

遍不高，隸屬於「頂尖大學」的學生佔極少數，其他多半是拿不到畢業證書的

高中生、被二一退學的大學生、完全非科班出身的普通大學生…等，但是經過

閒聊後發現，他們的邏輯極為清晰、想法獨到，對於事情的判斷有其精闢見解，

不從眾，其表現絲毫不遜色於主流的名校大學生，甚至，他們還嘲笑老師或同

學的古板思想，舉例來說：一位駭客上學校法律課，因為學法律的老師竟然對

所謂的自由軟體與智慧財產權的解釋有所偏差，該同學往後上課就提出猛烈的

質問，常常問到老師啞口無言；另一名駭客則是上學校的程式設計課程，因為

老師的技術深度不如他，乾脆直接教同學另一種程式設計方式，被其他同學大

為讚賞，但此舉反而受到老師的忌妒。總而言之，他們異常思維的頭腦往往超

出一般人的能力範圍，因此容易受到不同程度的打壓，也因為他們的理解能力

高，對於各方面領域知識也都多所涉獵，訪談過程中，曾經和他們從生物科學

領域(生物病毒)，探討到老莊的哲學思想(甚至提到中國醫學)，再轉移到教育

                                                 
28 改機的意思是對作業系統的軟體做最佳化動作，當軟體的修改無法改進系統時，便會進行系統

底層的改進，有時候是重新設計底層的核心，有時是精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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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他們的知識深度，嘖嘖驚奇！ 

6) 他們做的任何事情都出自於興趣：在與他們生活的過程當中，發現這個社群的

技術討論相當密集，而且從言談裡就可以瞭解到都是發自內心的喜愛，甚至當

晚上該就寢的時候，兩位高中生駭客還在討論當天下午尚未思考出來的技術問

題，尋思突破，半夜兩點醒來，還是發現他們繼續討論！  

表 4-1 駭客檔案 

駭客檔案 I 

學歷：高三 

專長：網站入侵(黑站) 

描述：這位小駭客念的是該地區最好的高中，只因為對於入侵有極大興趣而進

入這個領域，在他的眼裡，門沒關好是你的問題，我的進入只不過是一種路過

行為，順便測試自身的功力到達何種程度。因此本研究親臨犯罪現場，見識到

何謂真實的入侵，在他的操作之下，某個網站在 10 分鐘之內，應聲倒地，他

淡淡的說：「沒有不能進入的網站，只要漏洞存在，一定可以進去。」 

駭客檔案 II 

學歷：高三(課程被當太多，拿不到畢業證書) 

專長：逆向工程、軟體破解 

描述：一個班上最後一名的高中生，能有多厲害？對於主流、一路順遂念到好

學校、平日成績優異的學生來說，對這樣的人多半不屑一顧吧。但是本研究看

到的是，一個對於技術的鑽研如此精進的人才！據他表示，今年(2008)大學指

考的前一天晚上，他還在寫程式，父母提醒要早點睡覺，但他依然繼續研究。

當問到學校的課業時，他舉了一個例子，說明這樣的人如何解決難題，他說：

「有一次，老師出了一題數學問題，班上沒有人想的出如何解決，我就用手機

寫了一個程式解題，全班就只有我答對，第一名的都沒有想出來(我是班上最後

一名)，當然，老師會叫我解釋如何解題(因為沒有人會相信最後一名竟然會

解)，我思考了一下還是想出來了。」 

駭客檔案 III 

學歷：大學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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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只要是 IT 技術，幾乎沒有不會 

描述：這位駭客是傳奇人物，本研究沒有機會訪談，但是透過另一為專家29的

說明，他是第一個寫出跨平臺(Linux+Windows)病毒的人，覺得非常有意思，

值得一提。他從國小三年級開始寫程式，記憶力奇高，速讀能力更是厲害，據

說一本哈利波特，30 分鐘便能翻完；瀏覽網路文章的時候，按「下捲」按鈕是

不放到底，一次看完；空中突然有鳥群經過，它可以告訴你天空有多少隻鳥飛

過，誤差不超過 2 隻。此外，關於他的傳奇經歷還不只如此，由於記憶力強，

速讀能力高，因此家中的書是成堆的放，因為圖書館的書籍已經無法滿足他的

需求，必須直接訂閱國外最新書籍，所以不論是硬體或軟體甚至是各方面的學

問(天文地理、哲學、歷史)，都相當專精，據旁人表示，他的部落格裡，有許

多技術文章，但是，更多的文章是探討哲學觀念，最近，他還花了 30 小時看

完整部《明史》兩遍。此外，從小就接觸各種相關電腦軟硬體工作，號稱一般

人講的出來的電子產品，他全都碰過：舉凡最小的微型感應器，每天會用到的

手機、PDA、電腦、GPS、MP3，大到國防用的地雷、飛彈、彈道系統等武器

都曾經設計過。目前他是數家公司的投資人，有自己的模具廠、加工製造廠以

及設計團隊，每個月估計可以設計出具量產規模的原型產品 20~30 件。這樣的

人才不可能在企業中受到約束，因為其能力已經超越組織的團隊了，說他以一

檔百絲毫不為過。甚至他自己面試技術人員，有次面試台大電機畢業的博士

生，因為履歷上頭列出各項他接觸過的技術，赫赫顯歷，他便一項一項問，到

最後把對方問到哭出來，因為上頭有幾項還是他本身參與過的技術(這位駭客曾

參與過 Apache Server 當年的全球統一規格的開發制定，也是數項業界規格的

起始核心團隊成員之ㄧ)。還有一次，就在 EeePC 的開放式軟體研討會上，他

帶著自己改寫的系統上臺 Demo，效能超卓，結束之後，大批台下 RD 人員，

他認為台灣的硬體品質如此之好，軟體的搭配竟然相對弱智，原本的系統第一

次開啟 OpenOffice 約需要十秒，他的系統只需要 3 秒，另外，為了測試硬體，

還另外寫了一個 3D 加速程式，展現 EeePC 的硬體能耐。 

 

                                                 
29他認為資訊安全產業根本沒有人瞭解，因為這是學校不會告訴你的議題，但卻是實實在在發生

在現實生活中的現象，資訊爆炸讓大家只會搜尋資訊，卻不知道如何利用資訊，不瞭解資訊的本

質，只能傻傻的跟著別人的腳步，就跟鄉民一樣，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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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危機潛伏  

 如果說駭客造成數位世界的潛在危機，那麼，電腦病毒就是他們實現手段的

真實武器。從文獻探討中我們可以了解到，病毒的濫觴是來自於人工智慧的小遊

戲，開發出病毒的這些人是絕頂聰明的實驗室科學家。當病毒的概念擴散出去之

後，各路英雄好漢均興致勃勃，想要藉以測試自己的程式功力。若往前追溯，尋

找這些人的動機，其實最原始的動力只有一個：興趣。 

 

 早期半導體及電腦技術蓬勃發展的年代，這些精通電腦的專家們，為了了解

系統的運作，徹夜埋首於相關書籍與實驗，不光是實驗室的科學家，校園裡的聰

明學生也開始熱衷於這項技術，漸漸的，駭客這樣的名詞開始不脛而走。過去，

在美國的大學裡，有一群與駭客行徑十分類似的傢伙：鑰匙迷。他們要的就是能

夠「進入」，他們的目標是擁有一把能打開學校中每個鎖的鑰匙，於是他們研究開

鎖技巧，並不斷學習新技巧，交換學校蒸氣地道地圖，彼此互換鑰匙副本，一扇

被鎖住的門對他們而言是個挑戰，是對他們能力的公然侮辱，這些人不想破壞什

麼東西，他們的目的不是偷竊，雖然他們大可順手牽羊，但他們的是號是想擁有

可以進入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的能力。如同鑰匙迷一樣，駭客們便是基於同樣的

心態，建立在興趣之上的學習各種電腦相關的系統知識與實作技巧，久而久之，

練就了一身好本領，對於電腦的熟悉程度甚至遠超過電腦的管理員。如同 1980

年代的飛客30，那些人可以輕鬆的對公用對話吹個口哨就可以打免費電話，他們竊

取了電話的服務，但是，動機卻不是他們需要打八小時的長途電話，他們真正要

的是秘密知識，電話網路是個極龐大的資訊迷宮，他們想要比設計者更了解系統，

想要擁有能隨心所欲的修改系統的能力；了解電話系統的運作，就是他們的報酬。

因此，不論是駭客、飛客，亦或是鑰匙迷，他們共同的動機就是興趣，當然，興

趣本無罪，但是，興趣要是無限擴張，甚至被有心人加以利用，可能就會造成不

可預測的破壞。 

 

 就像 Pekka Himanen(2002)在其書中描述的，什麼讓駭客動起來？什麼主導

了駭客行為最主要的動機？答案是 Linus's Law。Linus's Law 說：我們可以把所

                                                 
30 飛客(Phreaker)：專門入侵電話系統的駭客，西元 1970 年代左右，為節省長途電話費用，發

明了可模擬長途電話的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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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活的動機分成三個基本範疇：他們依序是：「生存」、「社交生活」和「娛樂」，

更重要的是，這三個範疇也可以被視為生活發展的三階段，而所謂的進步，就是

從一個範疇進入下一個範疇。尋求娛樂是一個強大的驅動力，有些人寧死也不要

無聊的活著，這就是為什麼有些人沒事找事做，他們只是為了尋求刺激，避免單

調的生活。錢並不是人們真正主要的生活動機，錢的驅動力在於它能帶來的東西，

他最終只是被用來交換我們真正追求事物的工具。另外，我們只能用錢買到生存，

卻很難透過它獲得社交和娛樂。人生的進步在於經歷者三種階段的改變，從生存

到社交生活，再到娛樂，對照心理學家馬斯洛的需求層次理論，這點是不謀而合，

從生理需求 安全需求 社會需求 尊重需求 自我實現。對於駭客來說，生存

並不是最重要的事情(因為工作的內容對他們來說太簡單了)，有一堆零食和可樂，

他們就可以活的很開心，當電腦在他們面前，房租、下一餐吃什麼、今日股匯市

行情等跟生存有關的議題，絕不會超過駭客的其他興趣。真正的「駭客」是指一

個人不再依靠它的電腦來生存而進入其後的兩個階段，他們透過網路建立了所謂

的社交生活，而電腦本身就是娛樂。就好像研究 Linux 的駭客從事 Open Source

這件事是因為他們覺得有趣，而且樂於跟別人分享這些有趣的事情，因為有趣的

事情而得到娛樂，也因為樂於分享，在 Internet 有了社交生活。於是，無關於利

潤多寡，就在一大群駭客同心協力、做他們想做的事情的氛圍下，逐漸成長。也

由於生存不是問題，因此，他們便會提升到更高層次的需求。自我實現，就是他

們的目標！就像 1986 年，蘋果創辦人之ㄧ的沃茲尼克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畢業

典禮的演講中，談到了他的行事動機：「你在生活中所做的每件事情都是為了謀求

幸福，這是我的生活定理，其實是很簡單的公式：H=F3，幸福(happiness)等於食

物(food)、樂趣(fun)和朋友(friend)。」在沃茲尼克的用語裡，食物等於生存、朋

友等於社交生活、樂趣就等同於娛樂。 

  

 綜合前述多位作者的描述，確實與本研究的田野調查不謀而合，不論駭客的

作為是好是壞，他們以興趣為本的研究，是使病毒勢力逐漸擴大的核心原因。蓋

因駭客這個族群是新文化的菁英，以科技為本位，對於社會多少有些不滿。Jon 

Katz(2002)的書中便提到，這群人大多超脫於極度無趣而缺乏想像力的教育體

制，在四周環繞著充滿敵意的同儕環境與令人不快的社會價值裡，他們立志建立

地球上最自由、最具創作力的文化。由於他們的思考敏捷、相當個性主義，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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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他人的憤恨、孤立與排斥。不過，很明顯的就是，他們不論在工作或玩樂上，

對於自己所熱愛之事異常執著，並且對權威抱持懷疑心態，也因此容易受到刺激

而進行不法的行為。 

 

 Paul Graham(2006)提到，對於檢警調單位來說，調查通常是從動機開始，

一般的犯罪動機大約都是：金錢、性、復仇、情感糾紛、交易糾葛...等，但挑戰

智慧並不在他們的犯罪動機清單上，而這些動機清單，諸如：「追求刺激，挑戰自

我」、「無聊好奇，刺探偷竊」、「惡意侵入，故意破壞」、「工商間諜，謀取暴利」、

「政治訴求，情資蒐集」等。麥留芳(1991)於書中提到，電腦犯罪者的動機一般

都是為了要侵占或破壞別人已獲得的成果，以滿足自己特殊的欲望(金錢、虛榮

心、自信心...等)，引導人們走入白領犯罪領域的，可以歸結於一種所謂的「競爭

文化」，這是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產物，為中上層人士提供了犯罪的動機。進

一步的，動機與機會結構互相配合而有所表現，所謂機會結構乃指在高度資本主

義下的各種結構性的工作位置，如：MIS 人員、程式設計師、系統操作人員等，

由於這些工作具有高度獨立性，因此每個都是犯罪的好機會。 

 

 因此，病毒的發展，跟駭客們的動機有相當程度的關係，一開始由於新概念

的出現，駭客們汲汲營營地想了解其箇中奧妙，積極的撰寫各種可能的病毒程式，

驗證自己的想法。不同的病毒作者有其各自的撰寫理由，不過，基於興趣使然，

早期大多數的病毒作者都具有相當程度的程式設計實力。病毒自 1986 年第一次正

式出現以來就讓大家傷透腦筋，全歐洲在 1987 年的年損失約合五億英鎊。在美

國，1970 年代據估計約為一億美金，到了 1987 年，年損失已達 30~50 億美金。

在病毒的石器時代裡，病毒的殺傷力極強，病毒作者嚐試使用各種可能的利用方

式，因為當時正值個人電腦蓬勃發展的年代，程式語言方興未艾，電腦病毒的出

現無疑讓初次踏入該領域的人躍躍欲試，當然，也由於環境與科技的關係，這個

年代的病毒只會造成單機感染，只要正確的電腦使用觀念(注意環境衛生)以及防毒

軟體的安裝(如同打預防針)，基本上就可以防禦大部分的病毒。早期的病毒大約只

有兩種：檔案型病毒與開機型病毒。受限於作業系統以及網路不甚普及的關係，

其傳播性侷限在單機或人為散播，毒性甚為強烈，損壞檔案、破壞開機磁區(造成



電腦病毒特性與病毒/防毒廠商互動之研究 
 

 38

無法開機)、格式化硬碟(資料徹底毀損)無所不作。31 

 

 1986 年，第一個吃掉硬碟空間的 C-Brian 病毒出現；1987 年，第一個感染

*.com 並且破壞資料的病毒在美國出現；1988 年，史上第一隻概念性蠕蟲病毒出

現；1991 年，第一隻格式化硬碟的開機型病毒米開朗基羅現身；1992 年，第一

隻專門對抗防毒軟體的病毒也出現了。在石器時代，創立於 1976 年的組合國際公

司(Computer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於 1983 年推出第一款企業安全管理解決

方案；1989 年，IBM 推出史上第一套商用防毒軟體；創立於 1988 年的趨勢科技

(Trend Micro)以及創立於 1982年的賽門鐵克(Symantec)也在 1990年分別推出套

裝防毒軟體 PC-Cillin 及 Norton。打擊病毒的行為已經龐大到需要有經濟規模的產

業來支持，當時的防毒軟體也非常爭氣的能夠解決陸續而來的病毒問題而帶給防

毒軟體廠商龐大的商業利潤。 

第二節 風起雲湧(1995 ~ 2000) 

一、 病毒技術深化 

時間來到了 1995 年，Internet 出現之後，電腦病毒進入了風起雲湧的時代，

產生許多大躍進的創新，病毒的大量複製版本開始向數位世界全面進犯。首先是

感染途徑的改變：1997 年，藉著 Internet 為媒介的病毒開始出現；1998 年，透

過 FTP 為散播途徑，感染 32-bit PE 執行檔，CIH 榮登世界毒王；1999 年，第一

個透過 email 大量傳播的 Mellissa 病毒，把大家搞的雞飛狗跳；2000 年，

LoveLetter 病毒，爆發之後出現五十種不同的變種，更是癱瘓了近四千萬台電腦。

接著，病毒技術也開始有了提升，隱藏式技巧的變體引擎為病毒的偽裝加分，減

少防毒軟體的檢測。 

（一） 新行為病毒出現 

1995 年 8 月，文件集病毒 Word.Concept 的出現，不僅粉碎了以往認為檔案

不會中毒的定律，還在該病毒出現後以迅雷不及掩耳的速度內全面改寫了開機型

病毒稱王(米開朗基羅病毒)的局勢，更宣示了文件病毒的夢靨來了。當 1996 年台

灣一名國中生陸續寫出臺灣猜拳、釣魚台、白曉燕等巨集文件病毒之後，更暴露

                                                 
31 麥留芳(1991), 個體與集體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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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撰寫文件集病毒不需要高深技術背景的隱憂。1997 年，文件集病毒感染率大增

(參照附錄一)，此外，新型態病毒透過 Java 及 ActiveX 的威脅逐漸升高。 

除了感染的檔案類型開始多樣化之外，也由於巨集的技術門檻低，相關檔案

流通普遍，間接成為病毒撰寫者爭相觀摩的對象，並且再度推出全新病毒。1997

年 Taiwan No.1 大肆淩虐數億萬計的電腦之後，文件集病毒如雨後春筍般的接二

連三到處冒出來。 

值得注意的是，當台灣猜拳病毒作者以天才國中生之姿出線之後，大家才注

意到原來病毒的產生竟然如同家常便飯，一個對電腦熟悉的國中生便可以產生破

壞性的病毒！以下，節錄當時防毒軟體公司和該名國中生的 e-mail 對答紀錄，從

中可窺見病毒作者的動機以及病毒產生的容易程度(如下表 4-2)。 

 

表 4-2 趨勢科技公司和台灣猜拳病毒作者 e-mail 對話紀錄 

Q：你為什麼要寫病毒？ 

A：因為無聊 

Q：你從什麼時候開始玩電腦？ 

A：國小六年級 

Q：有人指導你寫病毒嗎 

A：No 

Q：你的功課平均在第幾名？ 

A：20 名 

Q：是否因為猜拳病毒一舉成名，所以讓你繼續寫釣魚台病毒32？ 

A：No，因為看日本人不爽 

Q：當初寫病毒的動機是好玩？還是想要成名？ 

A：看 Taiwan No.1 不爽 

Q：你知道寫病毒是非法的行為嗎？ 

A：廢話 

Q：寫巨集病毒是一件很容易的事情嗎 

A：是 

Q：你將來想做什麼工作？ 
                                                 
32釣魚台病毒在病毒執行後會跳出畫面宣稱釣魚台是中華民國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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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電腦方面的工作 

Q：你真的只是國中生嗎？ 

A：是，不要懷疑 

(來源：陳清芳(2002)，電腦病毒紅皮書 第三章 病毒作者的罪與罰) 

（二） 病毒變體引擎 

病毒的技術在風起雲湧時代不斷進步，如下表 4-3 所示，隨著時間及新技術

的出現，病毒功能的開發不斷的深化。根據趨勢科技工程師 R 表示，病毒撰寫者

總是有新的技術出現，手法層出不窮，他說：「有時候我們以為這樣的防禦工事應

該可以有效的防範病毒的侵入了吧，可是新病毒出現之後，才發現原來病毒還有

這一招，竟然是我們沒有發現過的，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山還有一山

高呀！而且，就像我之前說的，要徹底抓出病毒，就要從作業系統底層著手，可

是當我們封鎖了底層的功能，新病毒就是有辦法突破防線繞過去，以位於比我們

還要底層的地方進行系統攻擊，真是始料未及，病毒技術怎麼樣都可以挖的比我

們更深，真的是一場相互鬥智的戰爭。」 

 

表 4-3 病毒技術演進表 

年代 1988~ 1993~ 1995~ 

電腦演進 個人電腦 區域網路 Internet 

主要功能 運算與資料儲存 資料分享 即時線上服務 

病毒威脅 
硬碟 

開機磁區 
企業內部網路 

網路上所有伺服器 

e-mail 

網站 

流行種類 檔案型 文件巨集型 
木馬、蠕蟲等

Malicious Code 

       (來源：陳清芳(2002)，電腦病毒紅皮書) 

 

 文獻探討中已經提過多型病毒(又稱千面人病毒)，該病毒就是為了要隱藏自

己不被使用者發現甚至被防毒軟體偵測殺掉的風險，所以思考出來的演化方式。

它的實作方法靠的就是變體引擎，全世界第一個變體引擎，由保加利亞的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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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nger 於 1992 年完成，所謂的『變體引擎』(polymorphic engine)，它只是一

個軟體模組(module)，變體引擎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要讓病毒作者將寫好的病毒連

結到變體引擎所提供的模組。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猶有甚者，病毒開發人

員後來繼續想出『亂體引擎』，顧名思義，經由這個引擎所製作出來的電腦病毒會

比較亂，比前面所提到的變體引擎還要漫無章法，也就是說更具有多形的能力，

就像變型金剛一樣，可以隨環境變化，組合成不同的機械結構進行戰鬥。33 

不管是變體引擎或者是亂體引擎，它們只是用來產生多形病毒的模組而已，

其用意在於讓分析或解毒的人較難以處理，對於防毒軟體業者而言，是一個莫大

的衝擊，當然，藉此也能讓這些防毒軟體業者進而提昇它們的解毒能力。目前市

面上已有許多的智慧型防毒軟體都能夠防止此型式的多形病毒，因為它們是依據

「病毒的行為」來進行防毒的工作，而不是利用病毒碼來防毒。 

（三） CIH 病毒 

 1998 年 6 月，CIH 病毒於台灣爆發，病毒作者當時還是大四資工系學生，一

開始的動機只因為想挑戰防毒軟體公司行銷廣告上號稱偵測率 99%的人工智慧還

有能防範未知病毒入侵的荒唐，特地量身打造一隻專門感染 Windows95/98 中所

有 exe 執行檔的病毒，藉以證明自己是對的。該病毒的創新在於它是全球第一隻

能夠毀損 BIOS 的病毒(過去從來沒人想過 BIOS 也會中毒)，依版本不同(前後修

改共 5 個不同版本)會在 4/26 或每月 26 日發作，它會損害 BIOS Flash Memory

晶片。如果此 Flash Memory 是可寫入的話，病毒便會將垃圾寫入進去。如此一

來電腦就無法開機直到 BIOS 晶片重新燒入或替換一塊新的主機板。34 

 

該病毒除了證明瞭 BIOS 也能受到感染之外，又做出了幾項傳奇的創新點： 

1) 病毒檔出奇的小：該病毒屬於 32 位元元執行檔病毒，用組合語言寫成，大小

不到 1Kbytes，程式約莫 300 行即可運作，據病毒作者指出，該病毒主要花

7~8 成時間在最小化。 

2) 隱藏手法前所未見：該病毒很特別的一點是，感染執行檔後原檔案不會變大，

這對一般人的思考邏輯來說是很神奇的。由於 Windows 檔案系統的設計邏輯

                                                 
33 鍾元凱(1998), 電腦病毒世界探密, 
http://www.csie.ntu.edu.tw/~wcchen/asm98/asm/proj/b85202030/a12.txt  
34 CIH 病毒,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CIH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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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病毒作者所熟悉，所以當初設計病毒的時候就利用 32 位元執行檔(Portable 

Execute 格式)中未使用到的空間來填滿其病毒碼，如果它發現沒有一個連續、

夠大的空間來置放，CIH 就會將自己分成許多片段然後分別找尋小空間置放。

當 EXE 檔執行時，CIH 會修改病毒碼的檔頭並重新將病毒由許多片段組合成

一完整的病毒。因此，當時的防毒軟體偵測手法完全無效。 

 

此外，該病毒的厲害之處在於可利用所有可能的途徑進行傳播：軟碟、

CD-ROM、Internet、FTP、ICQ、網路芳鄰、電子郵件…等，當年在全球造成了

2000 萬-8000 萬美元的損失。直至後來統計，CIH 從出現到完全消滅，共感染了

將近全球六千萬台電腦，被公認為是有史以來最危險、破壞力最強的電腦病毒之

一。 

二、 病毒大量攻擊 

（一） Melissa 病毒 

有著外國美女名字的梅莉莎病毒於 1999 年 3 月 26 日爆發，發現病毒後短短

的數小時內，該病毒即通過 Internet 在全球傳染數百萬台電腦和數萬台伺服器。

Melissa 病毒的創新在於它是第一隻透過 e-mail 傳播的病毒，該病毒隱藏在 Word

檔，為巨集病毒的一種變形，會同時感染 Microsoft Word 97 及 Word 2000 的文

件，並自動經由被感染者的電子郵件收發軟體(Microsoft Outlook)通訊錄自動發出

50 封以附件的方式通過電子郵件傳播，藉以連鎖性的大規模散佈，嚴重甚至會導

致企業 Mail Server 當機。當時感染了 15%-20%的商業 PC，將近 10 萬台電腦受

到感染，全球損失將近 3 億~6 億美元。35 

 

該病毒開啟了電腦病毒的一項多元性開端：過去大家單純認為病毒只會感染

執行檔，現在卻出現了文件集病毒，透過變種，Melissa 透過 E-mail 大量傳播，

更讓此類病毒能迅速登上毒王寶座，成為後進者爭相模仿的手法之ㄧ，這也是病

毒和蠕蟲(只會大量複製自己的電腦程式)合作的開始。 

                                                 
35 陳清芳(2002), 電腦病毒紅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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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 Love You 病毒 

在 Melissa 病毒肆虐之後，病毒的複製人大軍展開前所未有的攻擊行動。I 

Love You 病毒又名 LoveLetter 病毒，2000 年 5 月 3 日爆發於香港，該病毒是一

個用 VBScript 編寫，可通過 E-Mail 散佈的病毒，透過信上標題「I Love You」吸

引受害者點選瀏覽而中毒(如下圖 4-3 所示)，當使用者開啟電子郵件時，便會執行

蠕蟲，搜尋特定的檔案類型，並對特定檔案(*.jpg 圖檔、*.mp 音樂檔)進行取代變

更，並新增為 vbs 副檔名。由於蠕蟲程式碼會覆寫修改的檔案而非刪除該檔案，

因此無法復原資料，在當時，許多人的相片和音樂就此消失無蹤，為之氣結！ 

 
圖 4--2  I Love You 病毒畫面 

(來源：http://www.sophos.com ) 
 該病毒的創新之處在於它是第一個利用「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36手

法感染的病毒，當時利用 mail 傳送病毒的現象相當少見，對於有一個標題為“I 

Love You”的郵件想必會引起好奇而打開附件瀏覽所謂的「情書」，這種利用人性

的好奇心，再加上過去病毒的手法傳播，不過與上述 Melissa 病毒不同的是，

Loverletter 病毒是向通訊錄「所有」名單發出病毒信件，但 Melissa 病毒卻只有

限制 50 個 list 上限，影響及破壞力立見。再加上事件爆發之後又出現五十種不同

的變種，最後統計癱瘓近四千萬台電腦，全球損失將近 100 億~150 億美元。37 

 

                                                 
36廣泛被駭客用來當作取得資訊的一種手段，亦即透過人性也就是利用所謂的信任來進行欺、矇、

拐、騙的工作，由於人類的天性就是很希望能幫助別人，因此也相當容易被欺騙。人類是整個安

全環節中最脆弱的一點。而凡是有牽扯到人類因素的任何攻擊都可稱為社交工程攻擊。 
37 陳清芳(2002), 電腦病毒紅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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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防毒廠商的反擊 

（一） 防毒軟體廠商的武力 

對於病毒的不斷散佈，防毒軟體公司早就不勝其擾。其實，就攻擊的角度而

言，防毒軟體若不細分，基本上只有一種絕對的武力：病毒碼(pattern)與掃瞄引

擎(Scan Engine)，因為不論是何種病毒，都必須經過掃瞄、辨識、驗證三個步驟

因此對任何可疑檔案要先通過掃描引擎的「掃描檢驗」，送到資料庫去「辨識」，

才能確認目標，最後在病毒碼中進行「驗證確認」工作，開始解毒，進行摧毀病

毒及修復動作，以下將詳細說明： 

1) 掃描引擎(Scan Engine)：掃描引擎是防毒軟體攻擊武力的核心，是武器性能

良窳的關鍵(沒有強大的裝備，哪有辦法戰勝火力強大的敵軍)，其中有 2 項參

考指標：其一為掃描速度，因為作業系統內的檔案眾多且資料繁雜，但是掃描

時卻必須盡量在不影響用戶使用電腦的效率下運作，因此速度上的考量及效能

上的提升至為關鍵，更何況兵貴神速，能夠在第一時間將敵人消滅，也是防毒

的首要目標；其二為偵測率，蓋因作業系統機制運作愈來愈複雜，防毒軟體就

好像醫院的斷層掃瞄器一樣，能夠偵測人體哪些地方出現病灶，不同的引擎有

不同的偵測能力，有些可以偵測頭部、有些則能偵測胸腹部、有些則專門鎖定

四肢，當然，最好的就是全身的掃描，不過偵測率雖高，卻也可能會影響整體

效能。總的來說，用戰鬥來比喻就是，在戰場上，能夠迅速找出敵人的位置(掃

描引擎)，做出精準的判斷(偵測率)，進行下一階段攻擊行動的能力。 

2) 病毒碼(Pattern)：病毒碼就相當於警方的犯罪資料庫，各類型罪犯資料、指紋、

犯罪型態等資訊盡收於此，除此之外，還附上了如何解毒的資訊。不同的防毒

軟體廠商(戰鬥部隊不同)有各家的作法和秘訣，最重要的是，病毒碼作為攻擊

火力的「彈藥」功能，是否能夠做到體積小、殺傷力大(因為病毒碼太大猶如

彈藥太重；而殺傷力關乎的是病毒碼的資訊內容是否具有完全的毀滅病毒與清

除戰場的能力)，這才是創新之處。 

 

各類防毒技術的作用不同，有通用型、有目標型，就跟武器一樣，有一般的作

戰火力，也有特定目標的攻擊武器(ex.專門攻擊坦克的穿甲彈、專門用於坡地的

迫擊炮、目標式攻擊的精靈炸彈…等)，接下來，將列出幾種帝國面對病毒的惡意

入侵，各類型軍種的先進武力，如下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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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各類型掃毒方法 

武器類型 攻擊作用 比喻 

病毒碼掃描法 

將新發現的病毒加以分析後，根據

其特徵，編成病毒碼，加入資料庫

中。以後每當執行掃毒程式時，便

能立刻掃描程式檔案，並作病毒碼

比對，即能偵測到是否有病毒。病

毒碼掃描法又快又有效率，大多數

防毒軟體均採用這種方式，但其缺

點是無法偵測到未知的新病毒及以

變種病毒。 

員警透過犯罪資料庫查

找可疑嫌犯。 

加總比對法

(Check-sum) 

根據每個程式的檔案名稱、大小、

時間、日期及內容，加總為一個檢

查碼，再將檢查碼附於程式的後

面，或是將所有檢查碼放在同一個

資料庫中，再利用此 Check-sum 系

統，追蹤並記錄每個程式的檢查碼

是否遭更改，以判斷是否中毒。這

種技術可偵測到各式的病毒，尤其

是檔案型病毒，但最大的缺點就是

誤判率高，且無法確認是哪種病毒

感染的。對於隱形飛機式病毒，亦

無法偵測到。 

想找出誰偷用你的車子

嗎？當車子停駛休息

後，將里程表的數字寫下

來。下次再開車時，只要

比對一下里程表的數

字，就可以斷定是否有人

偷開你的車子。 

人工智慧陷阱

(Rule-based) 

人工智慧陷阱是一種監測電腦行為

的常駐式掃描技術。它將所有病毒

所產生的行為歸納起來，一旦發現

記憶體的程式有任何不當的行為，

系統就會有所警覺，並告知使用

者，因此即使是隱形式病毒或新的

視窗型病毒，依然可以讓他們現

安裝全天候監視器，觀察

有沒有異常行為發生，如

果被偵察出來，馬上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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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這種技術的優點是執行速度

快、手續簡便，且可以偵測到各式

病毒；其缺點就是程式設計難，且

不容易考慮週全。不過在這千變萬

化的病毒世界中，人工智慧陷阱掃

描技術是一個至少具有保全功能的

新觀點。 

軟體模擬 

掃描法 

軟體模擬技術專門用來對付千面人

病毒(Polymorphic Mutation 

Virus)。千面人病毒在每次傳染時，

都以不同的隨機亂數加密於每個中

毒的檔案中，傳統病毒碼比對的方

式根本就無法找到這種病毒。軟體

模擬技術則是成功地模擬 CPU 執

行，在其設計的 DOS 虛擬機器

(Virtual Machine)下假執行病毒的

變體引擎解碼程式，安全並確實地

將多型體病毒解開，使其顯露原本

的面目，再加以掃描。 

分不出壞人是誰嗎？先

將嫌疑犯帶到另一個環

境下，如果壞人受到誘發

刺激而曝光，那麼馬上抓

起來，如果一切正常，就

放回去任其自由。 

VICE 

(Virus 

Instruction 

Code 

Emulation) 

先知掃描法 

VICE 先知掃描技術是繼軟體模擬

後的一大技術上突破。既然軟體模

擬可以建立一個保護模式下的

DOS 虛擬機器，模擬 CPU 動作並

假執行程式以解開變體引擎病毒，

那麼應用類似的技術也可以用來分

析一般程式檢查可疑的病毒碼。因

此 VICE 將工程師用來判斷程式是

否有病毒碼存在的方法，分析歸納

成專家系統知識庫，再利用軟體工

程的模擬技術(Software 

如果某些很厲害的壞人

不會受到環境影響而曝

光怎麼辦，這時候就要利

用過去前人的經驗判

斷，因此利用上面的方法

加上專家，就可以揪出壞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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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ulation)假執行新的病毒，則可

分析出新病毒碼對付以後的病毒。

即時的 I/O 掃

描 

(Realtime I/O 

Scan) 

 

Realtime I/O Scan 的目的在於即

時地對資料的輸入/輸出動作做病

毒碼比對的動作，希望能夠在病毒

尚未被執行之前，就能夠防堵下

來，不只在軟體 I/O，系統 I/O 的掃

描也很重要，因此透過系統 I/O 的

掃描便能有效防堵開機型病毒。理

論上，這樣的即時掃描程式雖然會

影響到整體的資料傳輸速率，但是

使用 Realtime I/O scan，檔案傳送

進來之後，就等於掃過了一次毒，

整體來說，是沒有什麼差別的。 

就跟海關一樣，所有通過

國境的人、物都要接受檢

查。 

文件巨集病毒

陷阱

(MacroTrap) 

 

MacroTrapTM 是結合了病毒碼比

對與人工智慧陷阱的技術，依病毒

行為模式(Rule base) 來偵測已知

及未知的巨集病毒。 其中，配合

OLE2 技術，可將巨集與文件分

開，使得掃描速度變得飛快，而且

更可有效地將巨集病毒徹底清除! 

對可疑行動的人進行檢

查，如果發現其動機不良

或行為不檢，馬上施行隔

離或監禁。 

空中抓毒 

(On the fly) 

 

過去所有的防毒軟體，不管是在伺

服器上或是在一般的用戶端電腦

上，所採取的技術不外乎「偵測及

清（Hunt and Kill）」，也就是攔截

在所有的檔案輸出及輸入動作，當

一台電腦上有檔案被寫入或被讀出

時，馬上檢查其中是否含有電腦病

毒。而空中抓毒技術則是在 Internet

資料傳輸過程中所會經過的節點

害怕水質不乾淨嗎，直接

在水管上面加裝水質濾

淨器，確保水質潔淨無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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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就是一台電腦)上設計一套

防毒軟體，可以把網路中所有可能

帶有病毒的資訊進行掃瞄，透過「接

收」、「暫存」、「掃瞄」、「傳送」四

個步驟，確保每個進入電腦的資料

安全無污染。 

惡性網頁殺手

(Web Trap) 

隨著網路上廣為應用的 Java 和

ActiveX 互動程式逐漸流行，電腦

使用者必須開放瀏覽器上的

ActiveX Control 及 Java Applet 權

限，儘管能夠獲得不少有用的互動

與絢麗畫面呈現，卻也為惡性程式

帶來存取便利，可以利用它來讀

取、刪除、破壞檔案，藉由控制權

植入記憶體，甚至經由區域網路進

入其他電腦檔案。因為他們都在瀏

覽器的記憶體啟動，所以無法用掃

描傳統檔案型病毒的方法，而必須

在尚未到達瀏覽器前就將其攔截。

專門處理特殊案件的警

方會針對特殊行為犯罪

人設下專門的監視行

動，以確保民眾安全 

描述語言陷阱

(Script Trap) 

以JavaScript與VBScript為首的描

述性語言已逐漸成為最流行的病毒

語言。此方法會捕捉病毒感染檔案

前發出的指令，並可識破各種意圖

存取檔案的惡性程式，再利用病毒

資料庫比對，將其偵測而阻擋。 

同上 

(來源：分類與攻擊方式取自 Trend Micro Inc/比喻為本研究類比) 

 
（二） 防毒軟體廠商的回應 

 在防毒軟體產業裡，面對病毒的攻擊，廠商是不能不做回應的，這點和其他

產業有很大的差異。一般產業在發生競爭的時候，面對一方的行動，另一方不見



第 4 章 病毒/防毒戰爭史 
 

 49

得會採取回應，可能是策略上的思維，也可能是避其鋒芒而靜觀其變，陳明哲(200 

8)以美國航空業的激烈競爭為例，舉出廠商間各種不同的策略手段，面對航空票

價的票價競爭，有的廠商立時予以降價、有的廠商則推出特別優惠、有的則提供

超值服務，當然，也有不作反應，而將資源轉向其他方面的策略性佈局。 

 防毒軟體公司遇到病毒的攻擊事件時，就沒有所謂的策略性迴避問題了，因

為病毒事件造成的企業損失相當大，企業無不將病毒視為其風險控管的重要一

環，當病毒事件產生，只有一項唯一任務，就是：清除病毒、恢復正常，因此，

防毒廠商的工作只能想辦法解決廠商的問題。幸好病毒的技術並非尖端前瞻科

技，而是軟體程式，除了其發生時間、手法無法預測之外，一旦出現，定然可循

其反向手法迎刃解之，所以在病毒/防毒的戰爭中，防毒的一方常常是戰術上的策

略，防毒廠商沒有也無法有所謂的攻擊策略，因為攻擊並不具有任何意義。 

 通常，在討論產品創新的過程中，對於諸多的創新想法或技術研發，往往是

百中選一或千中選一，多數的創新並無法被實踐，如果將病毒的對應解毒方法視

為一項創新產品，那麼，廠商必須對於所有解毒方法全面投入，務必實現出來。

比方說，今天新出現 100 隻病毒，廠商或許會針對影響範圍、破壞程度大小做解

毒的優先選擇，但是，並不會因為某些病毒可能毫無損害(如：惡作劇病毒、廣告

型病毒)而不做任何動作，只是投入的時間確實會相對較小。總而言之，所有的病

毒都一定會產生相對應的解毒產品，作為回應的手段，當然，隨著時間的演進，

多數病毒有其程式邏輯脈絡可循，也有同質性傾向，亦即，100 之病毒當中，可

以分為數十種甚至數種分類，該分類下的所有病毒均隸屬於同一種模式，因此廠

商可以輕易的製作出對應的解毒方法。 

 
（三） 防毒軟體廠商的思變 

 防毒技術也是與時俱進的，Internet 崛起之前，電腦的主要功能侷限於運算

與資料儲存；直到 1993 年區域網路興起，電腦的主要功能以資源共用為主；1995

年 Internet 興起，即時線上服務掀起資訊浪潮。防毒技術與病毒也隨之演變(如下

表 4-5 所示)。 

表 4-5 病毒與防毒技術演進 
年代 1988~ 1993~ 1995~ 

電腦演進 個人電腦 區域網路 Internet 
主要功能 運算與資料儲存 資料分享 即時線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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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威脅 硬碟 
開機磁區 企業內部網路 

網路上所有伺服器 
e-mail 
網站 

防毒重點 用戶端 伺服器端 網路閘道(Gateway) 

流行種類 檔案型 文件巨集型 木馬、蠕蟲等

Malicious Code 

防毒技術 監控檔案 即時掃描 
伺服器掃描 

空中抓毒 
中央控管 

(來源：陳清芳(2002)，電腦病毒紅皮書 第十章 解毒特效藥) 

 

 從技術層面來說，面對病毒的進犯時帝國的攻擊武力齊全，可以對付各類病

毒兵種，其防禦的基本的架構上不外乎掃描引擎與病毒碼的搭配，並且面對新病

毒的出現迅速反應。單就技術強度不足以說明防毒的創新，以下，我們將整理防

毒軟體業者在面對病毒時的模式創新。 

 

 雖然防毒軟體廠商總是能夠解決病毒，但是隨著病毒技術的進步以及產生速

度的增快，防毒軟體廠商漸漸應接不瑕，因此，作為更高層次的戰略思考，防毒

軟體廠商開始在防毒流程上學習免疫醫學領域中強調預防勝於治療的創新模式，

實作上以「軟體 硬體 服務」的方式進行逐步改良，我們可以將防毒軟體業者

的防毒流程比喻為「麥飯石 水龍頭 水庫 水質監控」這樣的過程。如果將資

訊世界比喻成水利系統，使用者接收資訊就像自來水一樣，自來水裡頭如果存在

病菌，人們喝了就會生病，因此防毒軟體業者早期的產品就像麥飯石，當水質出

現問題(中毒)，就透過麥飯石這樣的單一產品(防毒軟體+病毒碼)來幫助潔淨水

質，之後，他們發現直接在家家戶戶的水龍頭上安裝濾網(在集線器(Hub)或網路

交換器(Switch)直接嵌入防毒軟、硬體)效果更好也更有效，後來，隨著病毒的增

加與難纏，他們決定從更上游的水庫(ISP 業者)做防護，但是隨著時代進步，業

者目前採取全面性的水質監控(電腦系統即時 monitor 服務)，類似於遠端醫療的模

式隨時監控系統，當新病毒出現，在第一時間立刻加以封鎖並掃毒，讓破壞度達

到最低，以期能徹底杜絕病毒的蔓延。 

 

 根據本研究訪談趨勢科技主管 B 表示，防毒軟體的創新固然在技術上有其獨

到之處，但是，面對病毒的變化速度如此快速，已經無法以傳統的軟體製造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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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面對這樣的情況，以下是他的看法： 

(營運模式創新) 

從前防毒軟體產業的營運模式就類似製藥商，出現了新病毒，就馬上賣藥給需

要的人，但是這種模式現在已經不行了，因為你以為藥做出來，解決了某些問

題，但是新的病毒又產生了新的問題，所以這個藥能賣多久?能賣給多少人? 

 

在過去，賣產品就是賣產品，東西賣給你後就沒有連結了，我跟你完成一筆交

易，大家就各走各的。在病毒這個行業我們發現，如果一直持續這個營運模式，

賣一個產品，賣完就走了的話，那就沒有服務的發生，而且當問題不斷的跑出

來，你就會質疑我買的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用，今天阻止一隻病毒，卻無法阻

止明天、後天持續不斷而來的病毒，所以我們得改變營運模式，必須和客戶綁

在一起。 

 

因為我們是製藥工廠，我們擁有很多種藥，而客戶又跟我們連在一起，所以當

客戶發現病毒入侵時，我馬上可以調配解藥，廠商和客戶現在變成一對一的關

係，有互動與持續性的連結，我可以隨時知道你的狀況，如果我們拿來對應實

際的醫療產業，就是一般所謂的遠距監控醫療服務，當病患有情況發生，馬上

及時解決問題。當然，這還是在跟著病毒跑，但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所以才說

是這個行業是和病毒作永恆的對抗，而且必須體認一個事實就是，病毒是殺不

完的，因為當你沒有確認病毒的時候，你要怎麼做解藥？ 

 

如果以解藥、或是疫苗的方式來解釋防毒的概念，那麼就還是跟過去一樣以傳

統產品研發的概念去檢視問題。因此產業在做轉型的時候，不能從原產業的產

品思維出發，不然會被框在舊有的思維框架中，所以我們參考實體世界的模

式，我們想看看，到底醫療業是怎麼面對實體世界的病毒的。我們發現，醫療

業開始有專業分科，做藥的是一種行業，做醫生的又是一種，開醫院的又是另

一套體系，作防疫的，作保健的…等，所以你有病要看，看完病之後還要持續

保健，像預防針就是保健的其中一支，那麼，請問，打預防針的是同一個人嗎？

是看病的醫生嗎？通常不是！一般是醫生看完病之後，開處方解決你的病症，

之後再去藥局拿藥，之後再到別的地方作保健，以後還要固定做健康檢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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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們就是透過這樣的類比發現，防毒軟體業要改變營運模式，就要思考如

何從過去「製藥」的產業，開始往其他週邊產業發展，比方說我們現在製藥，

那之後是否可以在藥廠旁邊開診所，除了賣藥之外，我們提供醫生的診療服

務，可以針對不同的病人做客製化的服務。 

 

(防毒服務業) 

以前賣藥的時候，就是 one for all，一種藥賣所有人，沒有所謂的客製化概念，

也沒有所謂的一對一服務概念，可是如今我們賣藥之外還開診所，診所的醫生

就可以有一對一的互動關係。甚至還可以在細分我們要開的診所類型，是綜合

性的大診所，還是專門科別的小診所。以專業大型診所為例，這種診所只收 VIP

客戶，只接受高檔的有錢人，因此收費也就特別高，完全幫客戶量身訂做，專

門設計貴公司所需要的安全政策是什麼？應該要有的資訊保密等級機制為

何？應該要佈建怎樣的資訊安全軟體？應該要買怎樣的防火牆？應該要佈建

在什麼地方？像這些規劃由我們幫你做。 

 

因為現在的病毒實在是太多種了，所以基本上沒有任何一家公司的產品能夠解

決所有的病毒問題，不像企業用軟體(例如：SAP、ERP、CRM 等)，找其中一

家就幫客戶從頭到尾解決，他們提供 One Stop Shopping 的解決方案。可是在

資訊安全領域，你無法找像 IBM 這樣全球最大的資訊安全顧問公司幫你解決所

有問題。也因為這樣的特性造成了資安產業客製化服務的重要，就廣義來說，

有服務就有商機，如果今天問題很簡單，賣個產品就解決了(像 McAfee，他們

軟體硬體的防毒解決方案做在一起)，可今天問題不那麼簡單，如果還像過去的

產品設計思維想要取勝，這是不可能的，因為你想的到，別人也都想到了，你

今天作硬體，大家也都會做，也提供相同的解毒方案。 

 

 

 網路將互補性的發明結合在一起，不同的排列其結果也無法預測(畢竟有太多

組合)，成功或失敗，要看許多交互關聯的人和組織的行動而定。就像趨勢科技主

管 B 說：「這個產業裡面沒有專家，因為病毒的變化速度太快，誰能夠第一時間解

決的就是贏家，今天的專家明天可能就變輸家，病毒甚至專門挑戰所謂贏家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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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軟體。所以，唯有不斷的強化自己的能力，面對隨時迎面而來的攻擊做好準備。

另外，趨勢科技人員 R 提到：「在 Anti Virus 的世界，沒有一定的 Standard、策略

和防禦模式，大家都在摸索，端看哪家廠商先提出創新的防毒手法，先搶攻市

場！」，另外，駭客社群的某專家也表示：「資訊安全產業根本沒有人瞭解，因為

這是學校不會告訴你的議題，但卻是實實在在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現象，資訊爆

炸讓大家只會搜尋資訊，卻不知道如何利用資訊，不瞭解資訊的本質，只能傻傻

的跟著別人的腳步，就跟鄉民一樣，人云亦云。」 

 

 此外，概念上來說，施毒者必能解毒(就像古代，最高明的施毒者，往往也是

優秀的醫生)，解毒意味著施毒的反向效果，就像病毒撰寫者 C 說：「病毒的解毒

很簡單阿，電腦上面運作的東西都有一套邏輯，反正就是 0 和 1 而已，只要瞭解

病毒破壞流程，絕對可以寫出解毒程式」。話雖如此，但是，通常電腦病毒的撰寫

者，只注意進行破壞；而解毒者卻必須要重新還原，所謂破壞容易建設難，防毒

軟體業者身兼防毒、掃毒、解毒的工作，因此，防毒也不是那麼容易的事情。 

如同真實世界一樣，生物病毒永遠不會消失，只會不斷進化，而醫學面對未

知病毒的發生也只能被動的防禦以及面對危機的出現快速回應，這種被動式創新

並非自願，而是先天的宿命。但不可否認的是，為了要維持正常運作，為了要隨

時面臨病毒下的戰帖，防毒所做的準備以及快速反應的能力，有時候還勝過病毒，

雖然就目前的戰局來說，防毒的一方似乎占下風，不過，危機也是轉機，是否能

因此思考出更前瞻的戰略來面對病毒的攻擊。 

 

第三節 群魔亂舞(2000 ~ Now) 

 

一、 開端 

1988 年，也是開始有網路駭客相關統計資料的一年，根據卡內基美隆大學的

軟體工程研究所(CERT)的報告，當年有 6 起網路駭客事件，四年後則有 773 起，

而 1995 年，攻擊電腦的事件則有 2412 起，到了 1999 年，數字增加了四倍，高

達 9859 起，2000 年之後，只消一季就可以有破萬的攻擊，這些還是有報導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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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數字。時至今日，有關單位甚至得透過全球監控系統去即時統計目前的攻擊狀

況，因為一天就可能同時發動上萬起攻擊事件而癱瘓網路。38 

 

如下表 4-6、圖 4-4 所示，自 1995 年起，病毒造成的損失，連年增加，從幾

億增加到十幾億，到後來達幾十億之譜，往後幾年的成長甚至連年倍增，如同等

比級數般的成長。 

表 4-6 歷年電腦病毒損害統計表(1995~2000) 

年度 損失金額 

(單位：億美金) 

1995 0.5 

1996 1.8 

1997 3.3 

1998 6.1 

1999 12.1 

2000 17.1 

2001 36.7 

2002 200 

2003 550 

2004 1690 

(來源: Trend Micro Inc.官方網站及本研究整理) 

 
圖 4-3 歷年電腦病毒損害統計圖 

(來源：本研究根據上表重新繪製) 

                                                 
38 Adam Penenberg(2001)，圈套‧搜密‧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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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下表 4-7 所示，單一病毒的感染威力從 2000 年之後幾乎均超過百萬

台電腦以上，造成的損失金額也約莫等同於過去單年度造成的病毒損害總和，顯

見電腦病毒造成的損失並不亞於生物病毒造成的傷害，雖然不會奪取性命，但商

業損失的嚴重後果，卻是值得我們注意與省思的。 

表 4-7 重大網路攻擊事件損害表 

年份 病毒名稱 感染電腦數目 損失金額 

2001 Code Red 紅色警戒 超過 100 萬台 26.2 億美金 

2001 Nimda 娜坦 超過 800 萬台 6.35 億美金 

2003 Slammer 超過 100 萬台 10 億美金 

2003 疾風 超過 140 萬台 超過 30 億美金 

2004 Sasser 超過 100 萬台 35 億美金 

(來源: Trend Micro，2005) 

二、 紅色警戒啟動 

2001 年 7 月，出現了一隻前所未見的新型態病毒紅色警戒(Code Red)，短短

的九個小時之內就有超過二十五萬台電腦系統遭到感染，單一隻病毒就造成 26 億

美元損失(清除病毒花費約 11 億，生產中斷的產能損失約 15 億)，對於這隻病毒

造成的里程碑，確實可用「紅色警戒」來形容。 

 

CodeRed 病毒的創新之處在於，它是第一隻利用混合式技術的病毒，驚人的

是，它的傳播速度出奇的快，15 分鐘就足夠癱瘓全球網路。因為 2000 年之後，

病毒紀元進入了本研究定義的大放異采年代，當時正值所謂的達康(.com)事業尖

峰的時候，Internet 的普及創造了許多網路的本夢比事業，連網電腦的數目連年上

升，寬頻上網的家戶數也不斷增加，連帶也創造了電腦病毒大量散佈的最佳環境。

由於病毒的技術在風起雲湧時代的修煉，在 Code Red 病毒出現之後，開始進入

了群魔亂舞時代，創造了下列的里程碑： 

 

 Windows 系統漏洞攻擊： 

Code Red 的入侵方式是藉由 IIS 伺服器的安全漏洞進行感染，一台受感

染的伺服器會主動向外搜尋所有的伺服器主機，一旦發現獵物，馬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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惡意程式「注射(Inject)」39到對方的主機，並且繼續感染下一台受害者。

這樣的方式肇因於防毒軟體廠商總是能夠順利的解決病毒問題，病毒撰

寫者便沈思於不會被防毒軟體偵測的技術，他們終於發現了 Windows 本

身的系統漏洞是絕佳的攻擊要害。另一個思考的比喻是，你電腦的城牆

再牢(防毒軟體的防火牆再強)，那我就挖地洞、走後門，讓使用者防不勝

防。 

 病毒不再以實體存在： 

過去我們認知的病毒都是以「實體檔案」存在於電腦中，然而，Code Red

顛覆傳統的地方在於它不需要以「檔案」的方式存在，因此使用者根本

無所謂清除「病毒」檔案的動作，因為根本找不到，它們通常是常駐在

電腦的記憶體中，只要關閉電腦就不會有影響，但恐怖的是，因為網路

上只要有一隻這樣的病毒，就算電腦剛清除完畢連上網路，馬上就會受

到再次攻擊。 

 入侵手段變化(全面性攻擊)： 

過去的病毒攻擊手法，可能只限於單機或是區域網路，在 Code Red 之

後，開啟了全面性攻擊的里程碑，往後的病毒幾乎都是透過網路、

Windows 漏洞進行全面性的滲透攻擊。 

 入侵目的變化(無差別攻擊)：  

過去的病毒已大量傳播為己任，駭客也謂了要炫耀自己，因此往往選擇

知名網站或伺服器進行入侵，然而，Code Red 開啟了所謂「無差別」

攻擊手段，個人用戶不再安全，凡是沒有將電腦漏洞修補的主機，全部

都在攻擊名單之列，目的在於控制主機另作他用，而非過去的破壞資料、

刪除檔案。 

 駭客、病毒聯合作戰：早期鑽作業系統的漏洞是駭客的專屬行為，與病

毒的行為相關但並非有高度連結，但是，Code Red 病毒之後，似乎讓

兩者聯手合作，甚至在某些論壇網站上會公開彼此的程式碼相互討論優

缺點等資訊。 

 衍生大量惡意/不良創新手法：由於這類病毒造成的啟發，產生後來許多

                                                 
39 由於受到感染的主機多半安裝微軟的 SQL 資料庫軟體，因此在資訊安全的行話裡頭，這樣的

注射動作叫做「SQL Injection」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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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的如 Phishing(釣魚)、SPAM(垃圾郵件)、Botnet(僵屍網路)、

Spyware(間諜程式)、Adware(廣告程式) 等手法。 

 加速防毒軟體廠商服務死亡：過去防毒軟體廠商除了賣軟體，還替客戶

進行解毒服務，但是 Code Red 病毒反而加速該項服務死亡，因為病毒

產生速度過快，大於解毒劑產生速度，使廠商相對的信任喪失。 

 
三、 重返危機現場 

Code Red 病毒出現之後，開啟了病毒的群魔亂舞的黑暗年代，不同型態的

病毒模式層出不窮，但都以其為樣本變本加厲的在網路上展開攻擊行為，例如不

到兩個月後同樣攻擊 IIS 漏洞的 Nimda 病毒，再加上利用 e-mail、網路芳鄰的雪

上加霜，其破壞指數遠遠超過 Code Red。 

由於這類型透過微軟漏洞的攻擊層出不窮，手法也不斷翻新，甚至有了新傳

播的手法與技術，接下來，本研究嚐試以訪談「趨勢科技人員 A1/A2」的口述作

為內容，還原防毒軟體公司面對病毒事件的現場處理應對狀況： 

 

病毒現身 

時間：2006/8 月中旬 

事件： 

當時接到很多銀行客戶反應三天兩頭有病毒的問題，非常頻繁，而且每次都是

變種(利用某些方法躲過防毒軟體的掃毒行為/Pattern)，甚至同一天感染到的變

種病毒可能就有 10 幾隻之多，那時候再怎麼樣出 Pattern 都趕不上病毒出現的

速度40，而且發現都侷限在金融業，當時還想不到說發生了什麼事，只發現說

怎麼會變種的那麼快，而且試了兩三家的防毒軟體都掃不到，然後一打開檔案

總管會讓 CPU 的 loading 飆到 100%，client 就沒辦法連線做交易或是存取資

料，當他們用 task manager 將程式砍掉，整個 loading 就 down 下來了，可是

每次重開機後還是會重複產生，原本病毒影響北部幾個分行，後來迅速拓展到

其他地區各分行去，我當時大約是早上 10 點多接到電話，我先告訴他們用一

些標準程式看看有沒有哪些異常的地方，但是他們反應並沒有異狀，只知道檔

                                                 
40 病毒批量生產，產品變化之快！效率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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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總管這類程式就是會異常飆高，讓 Server 無法作業。因為疫情已經擴大，

所以就要 on site 處理，因為該客戶是我們 PSP customer41，所以一定要馬上

過去。 

 

我們過去之後開始用趨勢和微軟的一些工具，我們看電腦的 I/O、registry 的 key

看有沒有被 modify，結果 identify 出來發現有一隻 DLL 很奇怪，他會加掛在每

隻系統執行的程式裡面，但這支程式並不屬於微軟或任何一家公司(因為裡面沒

有任何公司的商標之類的)，我們就把 sample 收集，並且透過客戶跟微軟聯繫

上，確認該程式確實不出自微軟(因為擔心是他們自己將新的 patch 加掛在程式

當中)，因此就把這個程式送到菲律賓的病毒研發中心，第一次送過去的時候，

菲律賓反應這不是病毒，因為並非執行檔，微軟為了他們程式的擴充性，允許

程式開發者寫一些特殊的功能，夠過 DLL 呼叫的方式掛載於程式之上，就可以

執行新的功能，這隻病毒就是利用這樣的 API 呼叫的特性去執行，去 Inject 進

去。後來被菲律賓打回來後，我們再透過不同的方法，確定把該 DLL 砍掉之後，

系統狀況就恢復正常，當時已經是半夜兩點。 

 

在客戶的南港分行，我們再次收集病毒的狀態，確認整個process，Server/Client

收到的東西再送到菲律賓去，並且指出病毒有什麼行為，它是如何運作，請他

們做分析。這時候也只能乾等，菲律賓那邊也撐到快 2 個小時才給我們(PSP

的反應時間只有兩小時)，那時已經快 4 點多了，他們才確定這是一個

maleware(惡意程式)，確認之後，一開始大家還很高興可以解了，但是實際

deploy 之後才發現，糟糕，不能清除，因為這個 DLL 會感染到所有的 running 

process，如果把它清掉，分行就無法開張營業了，因為會連帶把這些需要用

到的程式一起清掉，deploy 比不 deploy 還慘，但是當時我們必須在銀行 9 點

開門之前，把他搞定，我權限不足，只好 call 主管跟菲律賓 team 解釋清楚這

情況有多嚴重，如果在時間點之前交出 pattern 的話，這家銀就不能營業，可

能就會見報。後來病毒碼果然在 9 點前 release 出來，到此，這個事件總算解

決了。 

 
                                                 
41 PSP 是趨勢科技爲企業量身訂做的專屬諮詢服務(Premium Service Program，P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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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客奇謀 

因為這次的事件是特殊產業(銀行業)，所以我們稱類似這種事件為特殊式攻擊

(target attack)，當然我們也很好奇這個病毒怎麼來的，他想幹什麼。之後，他

們也想要瞭解這隻病毒是怎麼進來的，以作為後續防護措施的改進，所以接下

來我們就待在客戶那邊研究，瞭解為什麼只有特定的分行會中毒，除了分析我

們產品的 log，也分析他們防火牆的 log，到最後我們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因為

總行沒有事，反倒是分行的電腦遭殃，而這些中毒的分行大多是一些理專的電

腦先中毒，當時他們反映在前端作業敲一個單元本只要 10 秒，現在要等一分

鐘還沒完成，因為這些理專有比較大的權限可以執行 server 的運作，所以我們

進一步再追蹤理專電腦的 log 紀錄檔發現，他們都會固定上某特定金融網站，

而這些理專就是因為上了這些被植入病毒的網站看資料，所以在我們查 log 的

時候，就會發現連上該網址之後，會再 redirect 連到一個不屬於該網址的另一

連結(使用 iFrame/java-script 等技術)，自動 download 程式下來。 

 

該金融網站本身並不清楚自已被植入惡意程式，一切正常，這些程式 embedded

在網頁裡面，就像寄生一樣，而這些受害電腦群，我們稱為 Bot-Net 或是 Zombie 

network(僵屍電腦)。我們發現了這個行為之後，馬上通知客戶及該金融網站，

接下來便繼續研究，到底它是怎麼把病毒植入理專的電腦的？ 

 

後來我們發現，當使用者被 redirect 到目標網站之後，會下載檔案下來，而且

這個病毒很聰明，會利用一些 rootkit42手法去影響這些 process，因為這支程

式手法比較粗略，利用 user mode 讓使用者登入進去在檔案總管是看不到這個

DLL 的，因此我們就用一些 rootkit 分析工具去看。過去雖然也有這種手法的病

毒，但是多半見於 Unix 平臺，而且一旦中了，通常是救不回來，整個電腦都

                                                 
42 「Rootkit」一字來自 UNIX，但目前通常用於描述 Windows 木馬程式所運用的隱形技術。早期，

Rootkit 指的是一組程式，可以讓駭客躲過偵測，為達成此目的，可執行的系統檔案或系統程式庫

會遭到更換，或安裝核心模組。這兩種動作只有一個相同目的：防止使用者收到正確資訊，知道

電腦上發生了什麼事。有心人士便整理這些常用的木馬程式做成一組程式套件，以方便在攻入主

機時，在受害的主機上，順利地安裝木馬程式。 
Rootkit 的種類很多，通常 Rootkit 中包含的木馬程式，大都以原始程式碼的形式散佈，因為這些

程式，很多是由早期的 BSD UNIX 系統移植過來，因此，幾乎在各種機器平臺上，都有 Rootkit
的蹤影，而且變種及花樣可說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 
至於 Rootkit 的普及，部份須歸因於目前在網際網路上公開流傳著許多 Rootkit 的原始程式碼。 對
於病毒寫作者而言，將這類程式碼作出小小的變化，相對上來說是較容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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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format 掉(格式化)，而這支新的病毒是利用一些簡單現成的工具，去隱藏自

己，造成防毒軟體或 user 本身檢查的困難。此外，在我們調查當中，這隻病

毒的變種又出來了，散播的更快，除了利用原本的手法之外，操作者再加了網

路散播的功能(由於操作者在後台控制了一大堆電腦，他只要更改程式上傳更

新，就可以馬上運作)。 

 

祕密破解 

目前會被入侵的電腦大概就是兩種情況，一是系統漏洞，一是 SQL Injection，

如果網頁管理員只是鴕鳥心態，消極的刪除受影響的部份，而不去修正程式的

Bug，那些聰明的病毒程式，可以自動掃描，隨時都會再度 Update 回來。系

統漏洞現在很多都已經被修正了，所以目前大部份會透過 SQL Injection 來入

侵。只要操作者更改受控端程式，很快就會散步到所有 botnet 上，再繼續感染

其他電腦，而我們發現這支變種病毒後，發現他不只會感染系統程式，他還附

帶一個 downloader，自動下載更新過後的病毒，因此這個病毒已經模組化了，

可以分工合作，不同的病毒作不同的事情，可能一隻做資料收集、keylog，一

隻專做散佈，所以我們就會發現，可能同一時間發現的病毒就多達十幾種，變

化很快，因為有 downloader 隨時更新，所以抓不勝抓。 

 
接下來，在我們清楚病毒的傳遞之後(如上圖)，我們當時發現會偵測不到的原

因是因為，它不是 exe 檔，而是 jpg/gif/txt/css…等常見的系統副檔名，就是為

了規避防毒程式的攔截(一種變形，從 exe 其他副檔名)，產品如果只 check

檔名/副檔名，沒有偵測檔案 header，就無法抓出來，因為那些病毒可以模仿

成 jpg/gif，但骨子裡還是 exe file(披著羊皮的狼)，這家金融公司有用防火牆軟

體在擋 exe 的 file，但沒有生效，後來發現，很多東西擋掉了可是還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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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持續中毒，深入研究才知道，第二次變種已經使用了微軟的漏洞，利用漏

洞把這些病毒 rename 成 exe 檔再去執行，可能進來是 1.exe，經過 rename

變成 2.exe 執行(換身分)，可是你總不能全部的檔名都防，不然會變成圖不能

看，網路不能上，什麼都沒法作了。 

 

反省時刻 

因為這家銀行客戶的案子之後，我們才意識到 web threat 已經發展的非常迅

速，病毒抓不完也掃不完，一小時裡面可以變化好幾次，甚至病毒的 pattern

還可以自動 update(就跟病毒碼一樣)。以前可能一個病毒感染所有執行檔，變

種很慢，下個變種可能要等幾個月後，但是現在新的病毒變種可以透過網路，

甚至可以偵測防毒軟體，要是被偵測到入侵，就馬上加殼(pack)43變種，而且

現在的病毒都很聰明，會把 sample 送到病毒偵測網站(有些網站提供 user 上

傳可疑病毒檔讓他們使用幾乎所有廠牌的防毒軟體偵測是否為病毒，比較有名

的像 RUSTOTAL - Free Online Virus and Malware Scan44，發現這幾家病毒大

廠都掃不到，才會 release 出去，所以很難抓，而且變的速度很快，而且現在

被發現，在後端馬上變一下就好了。這些幫忙大家測試病毒的網站，其實也變

成了 hacker 測試病毒的好地方，其實是兩面刃，原本的好意是希望大家不用

裝幾十種防毒軟體，來到該網站 One stop detecting 一次解決，成為一種

platform 的概念，只是，工具的出現，有時候卻反而變向讓犯罪份子應用，最

後反而造成危害，也並非大家所樂見。 

 

此外，由於現在病毒已經模組化，所以設計者只需要設計一些變數，當病毒被

掃瞄到，馬上透過不同的加殼程式進行變化，而網路上有好幾萬種的 packer 

program，防毒軟體公司不可能針對每種加殼機設計解殼，而且程式設計者也

可以自行研發新的加殼程式，所以也無法瞭解其運演算法則。 

 

                                                 
43 所謂加殼(Pack)，就是對程式進行壓縮，從英文的字義上就是「打包」的意思，早期軟體廠商

為了軟體部署方便而想出將所有的程式、檔案等透過演算法壓縮成一個執行單位，以利使用者方

便安裝執行。病毒作者看到了這樣的概念，利用其便利性將原本的病毒「打包」，因此等於變成了

另外一個執行檔案，由於相當於再外披上一件衣服以利隱藏，大陸的程式人員將其行為以「加殼」

描述之，頗為傳神。 
44 http://www.virustotal.com/en/index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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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就是，我們第一次遇到這樣透過網路的攻擊手法，使用了 Rootkit，透過

Botnet 及 downloader 的技術，在之前是沒有遇過這樣的病毒手法，病毒的目

的是竊取金融業資料(交易資料、客戶帳號密碼…等)，病毒的變化速度之快，

真令人難以想像。 

 
四、 病毒全面攻擊 

（一） 病毒量產工廠 

網路的連結性高，公開性強，漸漸的，充斥著各式各樣的惡意程式45在網路上

流竄，而且各種惡意程式的變種更以驚人的速度轉型出擊，會造成如此嚴重的狀

況，原因在於目前攻擊所需知識及技術門檻愈來愈低，幾乎任何人都可以透過「病

毒產生器」來撰寫新的病毒。換句話說，所以造成如今惡意程式猖獗的主因，就

是因為病毒產生器以及惡意程是原始碼在網路上唾手可得。這對於 IT 軟體開發者

或者是整個社會的資訊安全來說不是一件很樂觀的事情，因為對於電腦玩家或是

專業病毒撰寫人來說，實現電腦病毒或研究電腦病毒就非常簡單了。值得注意的

是，在病毒的風起雲湧時代，病毒們為了躲避偵測，有所謂的變體引擎甚至亂體

引擎的機制，透過每次不同的編碼，達成隱藏自己的目的。但如今「病毒產生器」

的出現，病毒不再刻意為了躲避而隱藏自己，而是將戰略改成「毒海戰術」，透過

大量的病毒海，讓受害者無法抵擋連續不同攻擊的威力。 

 

所謂的『病毒產生器』是依照病毒產生器中所提供的樣版 (template) 定義來

產生電腦病毒的，其實樣版的概念被提出來的時候並不是用來產生電腦病毒的，

它是專門被程式產生器來使用的，至於會產生什麼東西還是要由樣版來定義。病

毒產生器除了可以輕鬆製造電腦病毒之外還可以產生出多形的電腦病毒。其實早

在 1991 年，第一套可用來撰寫新病毒的病毒結構套件(Construction Set)即已出

現，這意味著有心人士能夠透過「模組」的方式，「組合」成新型態的病毒。到了

1995 年，網路上才出現所謂的變體引擎(Mutation Engine)或多型引擎

(Polymorphic Engine)等變體引擎模組。群魔亂舞時期的病毒年代，網路上甚至有

                                                 
45 惡意程式(Malicious Code)或稱惡意軟體(Malware)，意思是未經使用者同意將某些程式殖入在用

戶的電腦上，它可以讓攻擊者控制權你的系統、網路和資料。其中包含了電腦病毒、電腦蠕蟲、

特洛伊木馬、邏輯炸彈(Logic Bomb)、間諜軟件(Spyware)、廣告軟件(Adware)、垃圾郵件(SPAM)、
彈出(Pop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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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駭客明目張膽地在網上叫賣木馬程式，甚或將僵屍(Bot)遠端遙控程式出租給

不法的垃圾郵件發信商。46 

 

如下表 4-8 所示為病毒擴散率的演進，隨著電腦演進，病毒的數量也逐漸增

加，感染率也增高，根據賽門鐵克公司最近的資料顯示，累計到現在，有 550 萬

隻病毒曾經在網路上流竄，平均每天有超過 1 萬個新的病毒產生。這個現象可以

從趨勢科技主管 B 的描述中得到證實：「在過去，一隻病毒就是一隻病毒，現在是

有變種病毒，同樣一隻病毒能有多種變化，偽裝性強，甚至我們到上海開會，你

可以隨便在巷子裡面買到病毒產生器，只要你懂電腦，哪怕是國高中生，回家就

能夠製作一堆病毒施放。」 

表 4-8 病毒擴散率演進 

年代 1988~ 1993~ 1995~ 

電腦演進 個人電腦 區域網路 Internet 

感染率 21% 63% 98% 

病毒數量 20-3000 3000-8000 8000-50000 以上 

       (來源：整理自陳清芳(2002)，電腦病毒紅皮書) 
（二） 蠕蟲、木馬、病毒協同作戰 

前述我們提到，駭客與病毒聯手，實際上是指三種惡意程式的協同合作(如下

表 4-9 所示)，根據紀孟宏(2001)的分類，以下茲針對三類惡意程式做說明比較： 

 

表 4-9 三種惡意程式比較 

惡意程式 電腦病毒 特洛伊木馬程式 電腦蠕蟲 

感染其他檔案 O X X 

被動散播自己 O O X 

主動散播自己 X X O 

造成程式 

增加數目 

一般隨電腦使用

率提高，受染感
不增加 

視網路連結狀況

而定，連結範圍

                                                 
46電腦病毒發展史話, 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internet/2008-03/04/content_77136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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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數目則增加 愈廣，散佈的數

目多 

破壞能力 視作者而定 視作者而定 X 

對企業的影響性 中 低 高 

(來源：紀孟宏(2001)，電腦病毒之惡性程式進化論，e 趨勢季刊) 

 

電腦病毒 

電腦病毒是會將本身複製到其他乾淨的檔案或開機磁區的惡性程式，當電腦

使用者在不自覺的情形執行已受病毒感染的檔案或磁片開機時，這個惡性程式就

以相同的方式繼續散播出去，至於電腦病毒是不是都會在某特定日期發作且破壞

電腦資料，和病毒的寫作者如何設計程式有關，並不屬於電腦病毒的特性。 

 

特洛伊木馬程式 

特洛伊木馬程式不像電腦病毒一樣會感染其他檔案，特洛伊木馬程式通常都

會以一些特殊管道進入使用者的電腦系統中，然後伺機執行其惡意行為(如格式化

磁碟、刪除檔案、竊取密碼等)，透過該程式電腦駭客能入侵主機遠端遙控並且竊

取機密資料。 

 

電腦蠕蟲 

電腦蠕蟲也不會像特洛伊木馬程式一樣感染其他檔案，但『本尊』會複製出

很多『分身』，然後像蠕蟲般在電腦網路中爬行，從一台電腦爬到另外一台電腦，

最常見的方法是透過區域網路、網際網路或是 E-mail 來散佈自己，但是不會進

行大規模的破壞行動。風起雲湧時代著名的電腦蠕蟲『Melissa 病毒』就是一個例

子。 

 

早期電腦病毒、特洛伊木馬程式、電腦蠕蟲都是各自獨立的程式而且彼此不

相干，但近幾年來單一型態的惡性程式愈來愈少了，大部份都以『電腦病毒』加

『電腦蠕蟲』或『特洛伊木馬程式』加『電腦蠕蟲』的型態存在以便造成更大的

影響力，而且比率以前者居多。例如：『I Love you 病毒』便是結合『電腦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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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電腦蠕蟲』的兩項特性。該惡意程式不但會感染圖形檔案(*.jpg 或*.jpeg)、音

樂檔案(*.mp3 或*.mp2)，而且會透過微軟的 Outlook 郵件應用程式透過 e-mail 大

量散播。(參照附錄一：1996~2001 年台灣年度十大電腦病毒排行榜)  

 

如下圖 4-5 我們可以看到，三類惡意程式的特性各有不同，主要是針對感染、

散播方式的差異，電腦病毒同時具有兩者功能；木馬程式則專門用來突破對方電

腦的防線進行滲透性任務，因此屬於被動散播；而電腦蠕蟲是為了強化病毒本身

的攻擊力，任務是主動複製自己，能散播多少就複製多少，透過三種惡意程式的

合作，攻擊型態完全成為主動攻擊。  

 

 
圖 4-4 惡性程式的合作 

(來源：紀孟宏(2001)，電腦病毒之惡性程式進化論，e 趨勢季刊) 

 
（三） 病毒載具轉變 

當我們只關注 Windows Based 的個人電腦接續遭淪陷而無力回天之餘，暗黑

勢力已逐漸的向其他地方伸出魔爪。除了病毒的技術、行為改變之外，現在連感

染目標也開始跟著改變！ 

 

以作業平臺來說，一開始病毒是誕生於 Unix 平臺上，而最早的網路掃瞄攻擊

程式也來自於 Unix。隨著 Elk Cloner47及 C-Brain48病毒的出現，Apple II 及 IBM

的個人計算機才正式成為病毒今後嶄露頭角的舞臺。 

                                                 
47 第一隻 Apple II 上發現的電腦病毒 
48 第一隻 IBM PC 上發現的電腦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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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年，Linux 平臺被 Ramen 病毒攻陷了，而第一隻 Mac OS 的特洛伊木

馬也在2004年爆發。至於PDA上的操作系統Palm OS被病毒染指的時間比Linux

還要早，2000 年，史上第一隻 Palm PDA 特洛依木馬 Palm_Liberty.A 問世，也

打開病毒從 PC 跨越到 PDA 的新紀元。相對地，由於 Pocket PC 出現的時間較晚，

所以相關的病毒直到 2004 才出現。此外，全球使用量遠超過 PC 的手機，勢必成

為病毒擴張攻擊的主要目標。一開始病毒侵襲手機的手法，仍需透過 PC 當做發

動攻擊的基地，例如 2000 年出現的 Timofonica 病毒，就是從電腦的 Outlook 發

信給手機的病毒。而真正在手機平臺上相互感染的病毒－Cabir 直到今年才出現，

而且破壞力不大，僅止於消耗手機電池壽命。49 

 

 另外，隨著 e 化的興起與高品質的服務來臨，各式各樣的高級硬體裝置如：

車用電腦、醫療儀器、銀行 ATM、物流系統等都成為工業電腦的範疇。根據本研

究訪談趨勢科技主管 B 表示：「過去，病毒的載體很簡單，電腦面對儲存裝置，

只有 Disk 一種，可是現在不止 PC/NB，凡是有 OS 的電子裝置都是，散佈在生

活的各種應用。舉例來說：國內某個很知名的 GPS 廠商的設備，在生產線上就

已經感染病毒了，出貨到客戶端發現不能 Work，才發現是病毒感染，那麼生產

線是怎麼被感染的，因為生產線上需要做許多不同的檢測，當其中一台檢測機器，

例如 QA 的機器受到感染，所有經過該機台的測試產品，插頭一插上去，全部都

中標了。」此外，2007 年 10 月，日本電腦硬體製造商 Buffalo 隨身碟在出廠前

就被感染了木馬程式；2007 年 11 月，Seagate 未拆封外接式硬碟，裡頭含 USB

木馬程式，竊取資料會傳到中國北京50。 

 

 綜合上述，跨平臺的作業系統與多樣化的行動裝置載具，將逐漸成為病毒的

新戰場，不論是個人電腦、手機、UMPC、車用電腦、工業電腦、GPS、PDA 等，

凡是搭載作業系統平臺的地方或是儲存裝置，就是病毒可能侵略的目標，就如同

待宰的羔羊般，危機重重！ 

 
                                                 
49電腦病毒發展史話, 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internet/2008-03/04/content_7713661.htm 
50 2007 資安報告書, http://dbmaker.syscom.com.tw/mag/mag_table_1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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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兵貴神速 

 根據陳清芳(2002)描述，病毒部隊行軍到世界各地的速度愈來愈快，從過去

的 3 年變成 4 小時(如下表 4-10 所示)。Form 是感染全球的代表性病毒，它出現

在 1990 年，根據國際電腦安全協會(ICSA)的資料，Form」足花費 3 年時間才完

成這個周遊世界的重任；網際網路的發達，帶給人們方便，卻也助長了電腦病毒

的威力，1995 年，Word.Concept 病毒只用了 4 個月時間就達成與 Form 相同的

任務；1999 年的 Melissa 病毒將時間縮短為 4 天；2000 年，Love-letter 病毒，

只用了 4 小時就攻陷了全世界的電腦。 

表 4-10 成為全球第一大病毒需要多少時間 

1990 年 Form 3 年 

1995 年 Word.Concept 4 個月 

1999 年 Melissa 4 天 

2000 年 Love Letter 4 小時 

(來源：陳清芳(2002),電腦病毒紅皮書) 

 

 
圖 4-5 近年重大網路病毒與微軟修補程式攻擊週期圖 

(來源: Trend Micro Inc.官方網站) 

 

 如同上述，10 年前，一隻病毒要花費 3 年的時間才能走遍全世界，現在透過

網路危害全球，卻只要 4 小時！不但傳播速度快，造成的企業損失更是年年以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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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成長。如今網路上的病毒不但數量龐大，新病毒出現的時間差也短的驚人，2000

年之後，病毒開始大量針對微軟的系統漏洞進行攻擊，如上圖 4-6 所示，可以看

到微軟的修補程式公佈之後，針對該漏洞產生的病毒隔了多久才出現，從 2001

年到 2005 年，病毒隨著漏洞公佈出現的時間點愈來愈短。以「線上幽靈病毒」

為例，微軟修補程式公佈於 2005/8/9，但是病毒爆發於 2005/8/13，扣掉病毒散

播時間，這代表病毒撰寫者已經可以非常迅速的針對微軟提出的漏洞寫出攻擊程

式。時至今日，甚至已經有所謂的 0Day 概念型駭客攻擊工具51，意思是微軟公

佈漏洞的當天，病毒就可以馬上在數小時後出現。病毒之所以有這樣的速度需求

原因在於，微軟的漏洞修補是透過系統自動更新的，因此對於企業來說，可能每

天就會接到微軟的更新訊息進行系統的漏洞修補，病毒的生產速度如果沒有趕上

更新速度，可能就會失效。 

 

 另外，網路地下經濟的興盛，越來越多人意識到掌握一定的駭客技術就可以

在短時間內獲利。年輕人對駭客技術的崇拜以及對金錢的追求，使得駭客技術培

訓借助網路迅速發展起來，以下幾點可以充分看出病毒快速的成長和教育的關係： 

1) 駭客網站林立 

  在台灣，駭客網站多半集中在某些社群，有特定的網站，畢竟幅員不大，

資訊流通相當容易，因此幾個地下駭客集團的官方網站就是大家討論技術的地

方；反觀其他國家，尤其是大陸，在百度網站上鍵入「駭客」，可以產生上千

萬筆資料，而相關的網站中，不乏詳細的教學讓駭客們相互學習討論之用，甚

至公然開班授徒。 

2) 駭客書籍眾多 

  其實網路已經提供了絕佳的學習環境，當然，實體的書本有時會有更詳

盡的說明，你隨意走進書店，在電腦區隨便瀏覽一下，就可以發現許多以「駭

客」為名的書籍，內容多半是教導駭客如何入侵，管理者應該要如何防範等。

但是相較於對岸的中國，或是其他國家，有清楚詳盡的書籍出版，有系統地教

授相關知識。 

3) 駭客工具齊全 

                                                 
51 0day 泛指所有在官方發布該作品之前或者當天由一些特別小組非法發布的數位內容,參照： 
http://zh.wikipedia.org/wiki/0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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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闖蕩江湖，除了本身的功力，手中的武器也是關鍵。因為市場有需求，

自然就會有人提供武器的販售，許多駭客網站都公開相關工具的下載，網路武

器的氾濫，造成駭客的門檻越來越低，如同中國工程院院士方濱興的描述：「中

國駭客增多的主要原因是駭客工具的泛濫。“在現實社會，大家都知道不能買

賣槍支。在網絡社會，還沒有法律來限制這些網絡武器的買賣。只要掌握了駭

客工具，即使沒有很高的駭客技術，也可以發起網絡攻擊。”」52 

 
六、 商業利益 

有人說，網路時代最容易賺錢的三字訣為：「黃、賭、毒」，道出了人性的

貪婪與原始慾望，色情及賭博是不論在何種時代都有其市場，而 Internet 的興起，

卻讓電腦病毒的惡勢力異軍突起。根據今年 2 月份《哈佛商業評論的專欄：2008

年 30 大創見》53報導指出，駭客犯罪已經孕育出一種成熟的服務業，為愈來愈多

有志於當駭客，但技術不良的人提供支援。報導指出，2007 年來設立的駭客犯罪

企業，本身並不偷竊，而是提供服務協助他人偷竊。這類企業多半以俄羅斯為基

地。只要業務量夠大，報酬優於直接犯罪，而被逮到起訴的風險相對較低，因此

此類犯罪型態，逐漸形成。有些犯罪服務業者每月淨賺數百萬美元，據專家估計，

2007 年他們共賺了 15 億美元。去年就有兩名俄羅斯人已接受客戶訂閱的方式，

提供盜竊身分的服務，他們並非偷取個人資料，而是入侵個人電腦，提供客戶無

限制進入，每部電腦 30 天收費 1000 美元。為了提供該項服務，駭客必須與另一

種服務提供者合作，該類服務者專門提供傀儡程式(Bot)，透過這種程式入侵電

腦。傳輸服務提供者慫恿網站主人把 Bot 藏在網站上，承諾每週按瀏覽人數付款

就如同廣告主根據造訪流量支付廣告費用。另外一種服務業者則匯集一大群遭駭

客入侵的電腦網路(botnet)，並將部份網路分租給客戶。而且，就向其他服務業一

般，額外的付費還會有更貼心的小服務，如：湮滅證據、清除冗餘資訊、分析報

告提交客戶...等。 

（一） 僵屍網路 

根據王應達(2007)指出，當木馬、蠕蟲和病毒三者協同作戰之後，軍力大增，

                                                 
52 周偉、吳其冰(2008/01/29), 誰在批量生產駭客 
53 Scott Berinato(2008/2)，” The Cybercrime Service Economy”，Harvard Busines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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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相互掩護，進行大規模的攻擊，無往不利，但是，為了要擴大攻擊火力，病

毒的惡勢力想出了新的辦法：洗腦！實際的戰鬥方式為，透過一個小程式讓你的

電腦開一個後門，然後利用這個後門，攻擊者可以做任何他想幹的事情，例如：

發垃圾信、紀錄你的網路郵件帳號、密碼、信用卡號、遊戲帳號，及任何有價值

的資料，由於中毒的電腦完全無法聽從主人的指示，宛如殭屍一般，因此殭屍電

腦(Zombie Computer)之名才開始出現，指的就是被木馬或是其他病毒所感染的電

腦，當一群殭屍電腦透過某種方式連結構成網路時，稱之為殭屍網路(Botnet)。較

著名的例子有：Storm Worm 蠕蟲病毒，感染的電腦會變成 Bots 的一員，目的是

散發垃圾信，最高紀錄有超過 3 百萬台的電腦受到感染，而操縱這些 Bots 的駭客

叫"Bot Master"，Bots 最早是由 IRC(Internet Relay Chat)開始的，IRC 是網路聊

天室，當使用者有一段時間沒有使用電腦聊天室時會把這些使用者踢出去，所以，

有些聰明的程式設計師就開發 Bot 程式，當使用者不在線上的時候，依然可以透

過程式「假裝」出現在網路上，跟別人進行對話。 

 

病毒開發者就是看中這點「自動化」的能力，加上傳統的病毒技術，便能夠

控制為數眾多的電腦群，發動攻擊時，便排山倒海而來。大部分的攻擊作用是執

行所謂的「阻斷式服務攻擊(denial-of-service attack, DoS)」，亦即透過分散在各

地的「機器人殭屍部隊」，統一對某個網站或伺服器進行攻擊，由於對外通道全

被這些攻擊塞滿，正常的運作也就無法執行，成功的達成癱瘓的目的。這樣的狀

況在中國尤其嚴重，根據中國國家計算機網路應急中心(CNCERT/CC)抽樣監測

發現，中國大陸地區約有 1000 多萬個 IP 地址的主機被植入殭屍程式；境外約 1.6

萬個 IP 對中國境內的殭屍主機實施控制，這些 IP 主要位於美國、韓國和台灣等

地。另外，根據中國公安部網監司內部會議指出，一萬台殭屍電腦可發送 450 萬

個資料包，佔用 4.5G 頻寬，這些僵屍大軍能讓絕大多數網站處於癱瘓狀態，據

統計，目前中國境內的 Internet 擁有 10 萬台數量規模的僵屍大軍有 5 個，部分

僵屍網路甚至掌握 30 萬台，2007 年的評估數據則顯示，在全球的 620 萬台僵屍

電腦中，約有 360 萬台在中國，佔 58%以上。54 

                                                 
54 林克倫(2007/7/31), 大陸駭客大爆創富秘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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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病毒性質轉變 

據美國網路安全公司 Sophos 發佈的報告顯示，在 2008 年第一季，平均每天

有 1.5 萬個網頁受到病毒感染或者遭受駭客攻擊，亦即，每 5 秒鐘就會有一個網

頁淪陷。全球前 100 大網站，商業、政府機關網站，乃至任何一個偏遠地區的電

腦，只有有機會，隨時都有可能是駭客們覬覦的目標。邪惡勢力，無孔不入！ 

 

量變產生質變 

Internet 自 1995 年開始普及之後，加上寬頻網路的大量佈建，使得網路上的

電腦基本上處於隨時連接(always on)的狀態。過去數據機撥接上網的年代，就曾

經出現一種病毒，它的作用是會讓使用者的電腦在上網時突然中斷，並立刻撥接

重新上網，只是撥號音會消除，不知不覺讓你的電腦撥接至俄羅斯的 ISP，犯罪

集團再透過和當地電信業者拆帳的方式營利。因為傳播方式的變化而帶來的質

變，如今已經轉變為傳播目的的變化了。當病毒從破壞檔系統演化到竊取商業資

訊以後，實質上就已經從一個技術遊戲變成了一個犯罪工具。越來越多的新病毒

被設計用來傳播間諜軟件、製造垃圾郵件、實施釣魚欺詐等。病毒製造者從單純

的技術探索、炫耀本事、希望病毒盡量被更多人知道，轉變成以獲利為目的，並

且希望最大程度地隱蔽病毒，以更多地獲利。  

 

病毒已經由「興趣」轉為「職業」 

高雅欣(2005)報導，1987 年時 Ralph Burger 出版了一本名為《Computer 

Viruses: a High- tech Disease》的書，書中包含了病毒程式碼，引起了很多病毒

寫手的仿效，寫手們透過電子郵件交換意見，揭開了病毒寫手投入病毒創作的序

幕。早期的病毒神出鬼沒，通常出現在一個名為 VX BBS55上，很難在其他地方被

找到。到了 1994 年美國病毒界的傳奇人物 Mark Ludwig 甚至還舉辦國際病毒寫

手大賽，並提供 100 元美元的獎金。隨著 VX BBS 的隱退，大量論壇、社群網站

的出現，讓病毒寫手假研究、交換意見之名逐漸蓬勃起來，想要藉由病毒出名的

人越來越多。只是，在時代的變革之下，病毒寫手已經由過去的單純愛現的「興

趣」導向，轉成現在的「專業」導向，網路釣魚、重要資料竊取、阻斷式服務、

                                                 
55 1990 年，病毒交流佈告欄(Virus Exchange Bulletin Board Service, 簡稱 VX BBS)於保加利亞上

線，藉以給病毒設計者交換病毒程式碼及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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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郵件等成為有利可圖的「工作機會」，讓病毒、木馬程式、間諜軟體成為「謀

生工具」。另外，根據大陸新華網報導：「病毒撰寫者的收入甚至要遠遠高於普通

程式人員的薪資水準，平均水準甚至會相差 5~10 倍之多。」，另外的報導還指出，

某些病毒的作者不惜以 10 萬元人民幣/年，即 4 倍於頂尖程式人員的高薪招募製

作病毒的技術人員。 

 

業餘時代已經過去 

資本世界的運作來自於供需，當病毒、蠕蟲、木馬三種能力的惡意程式相互

結合之後，衍生出來的稀奇古怪病毒不計其數，不過，驅動著整個病毒進入群「毒」

亂舞時代，甚至發展出許多商業模式的背後主因，卻是巨大的經濟利益。在中國

大陸，有人稱「這是個比房地產來錢還快的暴利產業」、「一年可賺下一棟別墅」56，

其經濟利益可見一斑。  

 

其實，駭客行為的商業化或組織化並非自 2007 年才出現，以偷取資料為目的

的惡意軟體早就存在，在網路地下經濟伺服器上販售所得的個人資訊亦非新聞，

以營利而非出名的網路犯罪動機也漸漸蔚為主流，從 2006 年開始的幾個病毒，因

其技術複雜性與銷售方式絕非業餘個人或小組織能夠達到，使得專業化、商業化

與組織化的網路犯罪正式登上檯面，僅為了出名而撰寫病毒的業餘駭客愈來愈

少，也正式宣告了駭客行為進入了新的時代。 

 

駭客倫理惡化，一手要脅企業，一手賣給有心人 

在台灣，透過地下行為獲利的情況著實不少，只是並未造成社會重大事件，

因此大家也不會對此類產業鏈有明顯注意，以下節錄自李盈穎(2005)報導： 

駭客 Kuon：「駭客不再像以前，等網路安全業者及系統業者修補方案完成後，

在論壇上分享程式漏洞。他們會在第一時間將攻擊程式寫好，一手要脅企業，一

手賣給虎視耽耽、只想發動惡意攻擊的黑心駭客，賺兩筆錢。」 

 

駭客阿類：「原本我找到一個情色網站的漏洞，我要求對方分我三成利潤，對

方卻說我們來合作吧，於是我們另外開了一個情色網站。」 
                                                 
56 於達維,張敏(2007),黑色的病毒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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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個月因此得到三萬元收入。他們稱那些搔首弄姿、架站在大陸與人聊天的「視

訊小姐」為「遠距教學」；「情色網站」則是「健康教育網站」；「賭博網站」為「娛

樂網站」。最近他與在網上不打不相識的網友合寫賭博程式。如果這個程式運作成

功，一天約有 1~2 萬元的淨利！他說：「情色網站和賭博網站由駭客寫再合適不

過，因為這種網站需要極大的安全性。」此外，阿類自 2004 年 12 月至 2005 年

5 月間，得到義大利、越南、泰國等當地駭客提供萬筆的偽卡資料，他知道刷了

容易被抓，於是僅保存這筆資料沒有販賣。他也曾接到竹科廠商的信，問他是否

有興趣偷某企業的科技藍圖。 

 

售後服務完整的 MPack57 

在國外，惡意軟體或駭客工具的銷售並不是新鮮事，事實上，透過搜尋引擎

或特定網路社群，都不難找到兜售駭客工具的資訊。此外，駭客社群向來也都有

互相交流的文化，類似開放原始碼的精神，在他人的基礎上繼續開發，並將成果

貢獻出來，也使得駭客工具在過去也能夠透過社群的維繫，也是「產品更新」的

一種型式。但 MPack 的特別之處在於經營方式的創新，它不再隱身於網路社群

中，而是直接移植商業軟體的經營模式，大張旗鼓的在網路上公開販售。 

 

MPack 是一個 PHP-based 的惡意軟體工具套件，2006 年 12 月於俄羅斯推

出第一個版本，利用 iFrame 等漏洞入侵合法網站並植入惡意程式，讓不知情的上

網者感染，並提供購買的人 Web-based 管理介面，可監看發動攻擊後的感染狀

況。MPack 可直接透過網站購得，大約以每個月一個新版本的速度更新，基本版

售價約 500~1000 美元不等，並會提供為期一年的產品更新及支援，另外還針對

最新的軟體漏洞發行附加模組，售價則在 30 至 300 美元不等。 

 

打造 Botnet 租賃服務的風暴蠕蟲58 

除了上述 MPack 等駭客工具的販賣有新的商業模式，公然出租殭屍網路租

賃服務提供使用者進行 DDoS(分散式阻絕服務)59攻擊的情況也越來越常見，在國

                                                 
57 王應達(2008/3),駭客世界的商業模式 
58 王應達(2008/3),另一種經濟：數位黑市 
59 DDoS，『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s，簡稱 DDoS 攻擊)，利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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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萬台僵屍網絡，出租一周可以獲利 700 美元。根據資訊安全廠商 IronPort

技術顧問總監林育民指出60：「風暴蠕蟲變種速度快，會將感染電腦組成一個 P2P

的群體，而非傳統殭屍網路的中央控制架構，不但難以追蹤源頭，也不易估算整

體殭屍網路規模。」除了代客攻擊，駭客也已發展出殭屍網路的最新利用方式：

搜集使用行為資訊作行銷。利用出租旗下殭屍網路進行攻擊，還可順便搜集使用

者的行為資訊，成為目標式行銷的最佳資料庫，甚至有機會與大型的行銷商抗衡。 

（三） 數位黑市 

這樣的情況在中國尤其嚴重，根據中國國家計算機網路應急處理中心估計，

目前病毒的「黑色產業鏈」年產值已超過 2.38 億元人民幣，造成的損失則超過

76 億元人民幣。王應達(2008)報導指出，在這樣的產業鏈背後隱藏著一個有效率

的犯罪集團，這樣的組織乍看鬆散，但結構上宛如一個正規的公司，從病毒程式

的設計、開發、傳播到銷售，每個環節都有專人負責。其形成規模龐大、組織嚴

密、上下游分工明確的產業鏈，從“製造病毒 傳播病毒 盜竊賬戶資訊 第三方

平臺銷贓 洗錢”環環相扣，牟取經濟利益。而駭客工具業者提供如合法商用軟體

般的客製化、產品更新與技術支援等「服務」，也為駭客地下經濟創造出全新的營

運模式。具體操作上，各病毒產業鏈的買賣與牟利方式稍有不同。 

 

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供給始終來自於需求61 

2007 年國際電子博覽高峰論壇上，一位中國官員預測：「由於中國線上遊戲

產業迅速發展，預計到 2010 年市場規模將突破 300 億元人民幣。」如果計算銷

售 Q 幣62等軟性虛擬物品所產生的收益，數額還將更大。另外來自中國互聯網絡

                                                                                                                                              
散於不同地方的多部電腦主機，發送大量偽造來源位址(spoofed source IP addresses)的封包，癱瘓

受害者所在的網路電腦主機伺服器，使得正常的接通率降到 1%以下，導致無法服務正常的使用

者。這種情形就如同有心人士不停地撥電話進某家公司的電話總機，使之佔據有限的電話線路，

進而導致該公司無法接通其他正常使用者的來電。 
60 馬培治(2007/12/31)，告別 2007 駭客「產業」隱然成形，

http://www.zdnet.com.tw/print/?id=20126790 
61 彭梧(2008), 網遊行竊直指「產業化」方向, 新京報 
62 騰訊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華人免費通訊平臺、遊戲平臺的網路公司，其所推出的及時通軟體 QQ，

及其系列的線上遊戲，廣受中國網民喜愛，Q 幣為其推出的虛擬幣值，由於中國目前已是全球網

路使用者第二多的國家，而銷售虛擬娛樂服務也就成了一門大生意。騰訊的 QQ 幣 1 點相當於人

民幣 1 元，除了以官方販賣釋出之外，還會以獎勵型式贈送給 QQ 各系列遊戲中最頂尖的玩者，

以吸引玩家對遊戲的向心力。以現金購買虛擬貨幣，再使用虛擬貨幣進行遊戲中的相關消費，在

全球線上遊戲世界中相當普遍。QQ 幣則是一個極端的例子。由於它能辦到的事與真實貨幣相當

接近，它模糊了虛擬貨幣與真實貨幣之間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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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中心(CNNIC)的報告指出，中國目前已經有超過 4000 萬網路遊戲玩家，佔全

中國網路人口總數的 20%。在虛擬財富產業不斷壯大的同時，是「黑色產業鏈」

日益成熟和規模化的主因。 

 

一位中國的駭客表示：「國外的駭客還猖獗不到中國駭客這樣寫病毒，還寫反

殺毒程式；中國存在大量的實體病毒，而國外駭客只是寫一些病毒樣本，不會真

去寫病毒。在中國，病毒可以公開叫賣，這在國外是絕對不可能的。」在中國，

什麼都不奇怪！ 

 

熊貓燒香燒出病毒供應鏈63 

在中國大陸，這條「病毒產業鏈」包括病毒製造者、肉雞、中間商、病毒購

買者(掛馬人)、「收信人」、「拆信人」等多個環節。這些看似普通的詞語背後，是

一個環環相扣的營利關係。編寫病毒 攻擊網站植入病毒 感染用戶主機構成

Botnet 竊取用戶資料 網路出售，這一系列環節構成了完整的供應鏈。 

 

首先針對幾個圈內行話作簡介： 

肉雞：即所謂的殭屍電腦，電腦被病毒感染後，失去一切控制能力，有如成為任

人宰殺的「肉雞」。 

 

中間商：主要通過賣病毒的途徑獲利，首先，按購買者要求在病毒程式中填入指

定網址後出售病毒，病毒寫手完成病毒後，通過網路論壇發佈出售消息，以不同

價格賣出。 

 

掛馬人：病毒購買者攻擊了數十個著名網站，在網站上植入病毒，用戶訪問這些

網站後就會中毒。該病毒在感染電腦後，會自動從網路下載多個木馬病毒，試圖

竊取用戶的網絡遊戲帳號、密碼等個人資料。病毒購買者的牟利方式主要是「賣

流量」，由於病毒程式中預設了「指定網址」，而這個「指定網址」設置了木馬程

式，中毒的計算機只要一上網，就會被強制性地牽到這個「指定網址」上，自動

下載木馬程式，將這台計算機的相關信息資料傳給購買者，這些資訊資料被稱為

                                                 
63 新華社(2007/2/16),「熊貓燒香」案解密網絡病毒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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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病毒購買者往往會將某一「指定網址」的「獲信權」出售，根據訪問流量

收取費用。 

 

病毒製造者有兩種獲利方式： 

一是「賣病毒」，按購買者的要求在病毒程式中填上「指定網址」後把病毒出售；

同時，該病毒還提供自動升級服務，有時候每天能自動升級十餘個變種。 

二是「賣肉機」，因中毒而被病毒製造者控制的電腦被稱為「肉機」，「肉機」的資

料信息隨時可被竊取，「賣肉機」就是轉讓控制權。  

 

灰鴿子病毒揭露黑暗產業鏈64 

該病毒由一家名為灰鴿子工作室的開發人員把病毒程式寫出來之後，透過即

時通、論壇或他們的網站，以每個木馬程式 100 元人民幣左右的價格銷售，然後

每年還得付給該網站 100 元的管理費用，購買者就是專職盜號人員(或機構)，販

賣的地點甚至按區域劃分為省級或市級代理，最後把程式按照幾十元到幾百元人

民幣不等的價格賣給不法份子。 

 

該病毒產業鏈最明顯的途徑是：病毒寫手→專業盜號人員→銷售管道(如下圖 4-7

所示)。 

 
圖 4-6 灰鴿子病毒產業鏈 

                                                 
64網易學院(2007-03),「灰鴿子」木馬背後龐大的黑色產業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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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網易學院(2007-03)) 

 

 舉例來說，如下圖 4-8 所示，A 想通過竊取裝備獲利，通過某些途徑發現有

利可圖後，便上網尋找適合的木馬或定做或購買。在這個過程中，有的病毒寫手

公開自己的網站，製作並銷售木馬，或者由需求木馬的 A 在網路上發文求購。具

有技術的 C 便會生產定做木馬給 A，購買完成後的下一個步驟就是傳播，一般木

馬提供者會提供類似的服務，A 也有可能找駭客來幫助「掛馬」，即以某種漏洞將

木馬植入具備較大流量的網站，讓大量的用戶中木馬。通過大量感染後，A 就可

以取得用戶的個人資料，將這些資訊出售。  

 
圖 4-7 灰鴿子上下游概念圖說 

(來源：陳芳丹(2007 年 4 月 2 日), 揭秘病毒產業鏈) 

 

 整個產業鏈上的利益分配也可以舉例來說明。假設 C 編寫木馬，A 購買木馬，

之後找到駭客 B 進行傳播。其中盜號兼銷售代理商的 A 利潤最為豐厚，構成也較

為複雜，有些是純粹的中間商，有些本身是遊戲玩家，有些則是遊戲公司內的工

作人員，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十分瞭解網遊圈內的動向，熱門遊戲有哪些，流行裝

備有幾種，豐厚需求在何處，他們都能瞭如指掌、如數家珍。當然實際上也並不

完全如此，例如 C 可以將木馬賣很多份，而 B 也可以為許多人提供植入木馬服務，

因此如果 A 經營不善，利潤會不及 B 和 C。在 A、B、C 三者中，技術相對專業

的是駭客 B，而盜號人員 A 則可以完全不懂技術，只要知道流程即可。 

 

 總結上述過程，可以理解為，C 負責編寫病毒，通過售賣木馬獲利；A 清楚

銷售管道，熟悉對大量的資訊處理、線上銷售流程，透過販賣個人資訊獲利；而



電腦病毒特性與病毒/防毒廠商互動之研究 
 

 78

B 擅長網路攻擊，幫助 A 進行木馬傳播獲利，A 可說是 C(撰寫)與 B(傳播)之間的

橋樑。A 就是坊間所稱的幕後大老闆，如果木馬程式選的好，產業鏈也經營的好，

每年能有上千萬人民幣收入，差一點的也有幾百萬。這種事業沒有什麼成本，一

個市級的代理(角色 A)每年可以有 200~300 萬元人民幣的收入，一個技術好的駭

客(角色 B)一般每月也有十幾萬元的收入。  

 

A 竊取肉雞的資訊之後，處理方式有以下兩種： 

一是賣給下家(即專職盜號人員)，他們有專人將木馬程式偷來的 QQ 帳號密碼、遊

戲帳號、網路銀行帳號等資訊歸類，再發給指定人士，通過銷售資訊而獲利。 

二是自己充當駭客(A 兼職做 C 的工作)，把盜取來的資訊在各大論壇或 C2C 網路

上交易，甚至有銀行帳號的帳號密碼，就直接把錢轉走。 

 

此外，產業鏈中的價格體系也非常完善。據相關報導，能夠使用幾天的肉雞

在中國可以賣到 0.5 元到 1 元人民幣一隻，如果可以使用半個月以上，則可賣到

幾十元人民幣一隻。而且不同地區的肉雞，價格也不一樣： 

內陸肉雞：1~4 角人民幣/隻 

遼寧肉雞：5~8 角人民幣/隻 

廣東肉雞：1  元人民幣/隻 

港臺肉雞：3  元人民幣/隻 

境外肉雞：5  元人民幣/隻 

 

為何各地的肉雞價格不一，因為不同區域的遊戲玩家數目不同，以廣東來說，網

路遊戲玩家比較多，單機取得的資訊較豐富，價格自然上漲，而港臺和國外電腦

上的遊戲的裝備比較值錢，所以價格更貴。而根據 2008 年賽門鐵克公司的報導也

指出，在黑市，不同的資料也有不同的價值，如下表 4-11 所示。 

 

表 4-11 黑市服務業的價格一覽表 

黑市資料 黑市價值(單位：USD)

銀行帳號 10~1000 

信用卡號 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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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拍賣帳戶 1~8 

e-mail 帳號 0.83~10 

e-mail 密碼 4~30 

(來源：Symantec，Internet Security Threat Report，Apr. 2008) 

 

在中國，整個病毒產業鏈完全以市場為導向，由於線上遊戲的普及性和裝備的稀

少性，導致這方面的市場需求十分旺盛，因此交易內容也多以線上遊戲的賬號、

密碼、裝備為主。目前線上遊戲裝備的報價，百元以下的裝備稀少，而幾百元、

上千元甚至幾千元的裝備則佔絕大多數。正是在這種市場上，經過一番公開叫賣、

討價還價後，虛擬世界的網路貨幣得以兌換、交易，並順利搖身轉變為現實貨幣，

而虛擬物品也就此具備了現實價值。 

 

軍火交易般的產業鏈65 

網路病毒製作者，駭客圈內稱做「造槍人」，專為買家們製作偷帳號密碼、控制使

用者電腦、發送垃圾郵件、發送廣告等病毒程式。如同軍火交易，這個圈子通常

低調，一切都是在網路上交易，通過網路社群或地下留言板進行聯繫 

 

作為造槍人的下家，負責購買這類病毒程式的稱為「買槍人」，由於病毒交易

市場敏感，行內人都是透過論壇/社群在網路公開招標交易，例如：有人留言「想

買一匹馬用來跑廣告」等黑話，其實際意思為：「想找個能發垃圾廣告的木馬程

式」，有能力「造槍」寫程式的駭客們便自行投標競標。 

 

以目前病毒市場需求來看，「買槍人」購買兩種武器： 

一、買槍人自己所需的病毒程式： 

簡單的病毒程式並不難寫、但收入不多，舉例來說，路邊兜售的木馬程式光

碟售價則從幾十元至上千元不等，但買家可以透過分帳抽成的模式賺取幾十萬元

利潤。「買槍人」的每一筆收益均給「造槍人」抽成，以「熊貓燒香」病毒為例，

光抽成每日即可進帳近一萬元人民幣。 

 
                                                 
65 忘川(2008/05/20), 網路黑色產業鏈蓄勢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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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購買某個網站的漏洞，供買家入侵： 

這才是真正賺錢的金雞母，由於尋找網站漏洞的技術門檻高，加上購買方很

可能是彼此競爭的企業，一個漏洞程式可以賣到數萬至數十萬元人民幣不等的高

價。一次攻擊 5000 台機器的服務費則為 5000 元人民幣。 

其獲利的方式又細分為兩種： 

1) 雇用殭屍網路盜取個人資料 

以一個專門竊取線上遊戲虛擬財產的病毒為例，買家拿到程式後，通常會雇用

一個殭屍網路來傳播病毒，偷竊用戶的網路遊戲虛擬貨幣、遊戲中的武器、裝

備、寶物等。接下來，有人負責到網咖散播病毒，有人負責賣偷盜來的虛擬貨

幣，還有人負責洗錢等工作，分工之細密，令人驚嘆。 

2) 收取網路保護費  

駭客依靠僵屍網路的租借與買賣，甚至是直接攻擊公司網站要求支付「網路保

護費」，根據報導，2006 年末，中共公安部抓獲了一家專門進行網路敲詐的傳

媒公司，公司內部的幾個人專門從事「拒絕服務攻擊」，讓用戶無法登錄相關

網站，並向網站勒索錢財，他們最先只是花 2000 元人民幣購買了一個攻擊軟

體，隨後向十多家網站發起攻擊，其中 3 家網站在很短時間內便上交了 3000

元的保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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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較完整的病毒產業鏈概略圖示 

(來源：中國瑞星反病毒中心/本研究重新整理繪製) 

 

總結上述，本研究茲將相關的病毒產業鏈上下游有關的參與部份整理列出如

圖 4-9 所示，由於不同產業鏈有不同的作法、行為模式、各自的行話、洗錢管道，

此概略圖僅為訪談與媒體揭露的部份，但光是如此，便已經足夠讓許多專家大吃

一驚，因為深入瞭解這些產業的背後將會發現，有些駭客撰寫的程式碼為博士級

水準，問題的解決方案富有效率及創意，加上對市場的反應相當靈活，也極為注

重客戶服務，若這些不法集團所組成的鬆散集合體為一家合法企業，絕對是具有

研究價值的經典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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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研究發現與討論 

第一節 個案整理 

透過前面的介紹，本研究概略的描述整個病毒的歷史，防毒軟體公司與病毒

的攻防過程。透過戰爭的呈現，進一步挖掘整個創新動態過程中競爭性對偶關係

的三項特性：攻擊行動特性、攻擊者特性、防禦者特性，對應到病毒攻擊行動、

病毒勢力、防毒廠商三方面，本研究針對病毒創新、防毒創新、戰爭觀點整理如

下： 
一、 攻擊者的特性(病毒創新) 

  大部分的情況下，病毒主要為攻擊者角色，防毒廠商雖然也會針對病毒

的攻擊採取回應，但並非主動攻擊，因此本研究不針對防毒廠商的攻擊特性，

直接檢視病毒攻擊的三項變數： 

(1) 競爭性行動的明顯程度： 

 病毒進行攻擊事件的明顯程度端看其功能而定，最明顯的莫過於造成嚴

重破壞的病毒，如：造成癱瘓網路的病毒(ex.Code Red)、格式化硬碟的病

毒(ex.米開朗基羅病毒)、將檔覆蓋毀損的病毒(I Love You 病毒)等；某些

病毒純粹為了炫耀自己的能力或具有特殊目的，並不會造成破壞，但是會

讓使用者發現，也是明顯性的一大指標，如 C-Brain 病毒只會將磁碟空間

塞滿、釣魚台病毒只會宣稱領土主權等；但是群魔亂舞時代的病毒，其攻

擊明顯性則有所區分，有純粹為了攻擊為目的的蠕蟲病毒、也有專門竊取

個人資料的木馬病毒，對於純粹攻擊的病毒而言，明顯性相當高，而竊取

個人資料的病毒就非常低調，讓人感受不到它的存在 (參照第四章「病毒

的大量攻擊」、「紅色警戒啟動」章節) 。 

(2) 競爭性的回應的困難度： 

 病毒發動攻擊，為了增加防毒軟體的回應困難度，其一，會利用各種手

法將本身隱匿起來(如隱形式病毒利用技術讓檔案看起來跟正常沒兩樣、

CIH 病毒透過「填充」的方式將病毒碼塞進檔案裡(類似隱形病毒手法)；

其二，直接針對防毒軟體進行攻擊，徹底癱瘓其回應能力(例如：1992 年

第一隻專門對抗防毒軟體的病毒出現)；其三，透過合法的手段進入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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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腦(如木馬病毒、透過作業系統漏洞入侵的病毒、駭客病毒採用 Rootkit

手法等)。(參照第四章「病毒技術深化」、「重返危機現場」章節) 

(3) 競爭性行動的中心性： 

 病毒攻擊多半有其目的，早期的病毒作者，期望單純，就是為了炫耀自

己的能力，社群或媒體的報導就是對他們的肯定。但目前的病毒發動攻擊，

背後牽涉的可能是一連串的病毒產業行為或是國家間的工、商業甚至是軍

事機密。(參照第四章「始作俑者：駭客」章節) 

 

接下來，本研究進一步的以病毒的行為(技術力、殺傷力)、病毒的傳播媒介(影

響力)來檢視其創新之處： 

 病毒的行為(技術力、殺傷力) 

 病毒的快速成長是因為環境的需求與技術的進步，發展出物競天擇

的演化結果，從早期只是實驗室裡頭的遊戲，逐漸變化成為損害電腦的

程式，慢慢的，技術的提升與強化，也同時支援著病毒的發展，軟體的

進步加速了技術力，而環境競爭的變化(防毒軟體廠商的出現)，更是促成

病毒創新的關鍵。(參照第二章「病毒的起源」章節) 

 

 從開始的檔案型病毒，到開機型病毒，接著受到防毒軟體的反制之

後進化到巨集/混合型病毒(感染各種檔案)，演變到後來進化成千面人病

毒(變種、加殼、隱藏)，最後演化成目前流行的木馬病毒(竊取資訊)，其

病毒感染類型的轉變、在電腦內行為的變化，足見其演化的創新。(參照

第四章「新行為病毒出現」章節) 

 

 病毒的技術其實是跟隨軟體、程式演進而來的，最早的病毒是用低

階的組合語言撰寫，當主機愈來愈龐大，作業系統的核心愈多，中、高

階語言也逐漸成為主流；隨著網路時代的到來，主機運算速度的爆增，

作業系統的複雜度也愈來愈高，高階語言持續發展(如：Basic、C、C++、

Java 等)、程式觀念的改變(物件導向程式設計)，都間接影響病毒的模式。

(參照第四章「病毒技術深化」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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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模組化的概念，幫助病毒能夠以不同的排列組合進行重塑、

再生，病毒的變體引擎正好為此概念具體實現。而病毒下載器技術的出

現，正好就是軟體的版本更新概念。病毒的技術與時俱進、同步創新！(參

照第四章「病毒量廠工廠」章節) 

 

 病毒的傳播媒介(影響力) 

 從傳播媒介來看，早期病毒只存在實驗室中的大型主機裡，當病毒

大行其道之後，開始以磁片的形式傳播；後來，區域網路的誕生，讓病

毒有了發揮的空間，區域性的中毒成為趨勢；不過，在 Internet 大量普

及之後，區域性的限制瓦解，病毒完全可以進行無限制的毀滅攻擊。就

因為傳播媒介的改變，使病毒從主機記憶體 磁片 區域網路

Internet(FTP、e-mail、HTTP 等) windows 漏洞 網頁等媒介，不

斷創新其傳播手法。(參照第四章「重返危機現場」章節) 

 

此外，作為傳播媒介，病毒載體的改變不只從磁片 電腦 網路，

而是任何具有作業系統的 Mobile Device，都可能是傳播的目標，此外，

跨作業系統平臺的特性，也讓病毒幾乎無所不在。試想過去的病毒只出

現在大型主機、Apple PC、IBM PC，可如今微型電腦的概念充斥，任

何想的到的電子產品都可能有 PC 的影子，手機(含 Smart Phone)、

PDA、工業電腦、GPS、ATM、POS 等我們生活周遭看的見的物品，

都將是潛在危險群。(參照第四章「病毒載具轉變」章節) 

二、 防禦者的特性(防毒創新) 

  防毒廠商作為防禦者，進行回應行動的考量的項目比病毒還多，病毒只

單純的發動攻擊，無須擔心其後果與影響，但防毒廠商卻需要顧及自身及外在

環境的因素，以下針對防毒廠商進行變數檢視： 

 

(1) 競爭依賴性： 

 對防毒廠商來說，不論病毒對數位元世界的影響為何，他們都會予以回

應。因為病毒不存在所謂的依賴性，病毒的作用就是攻擊，失敗就如同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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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的一項廢棄資料紀錄，此種特性，造成病毒可以肆無忌憚的發動攻擊。

而廠商作為「必要」回應的一方，考量的反而是主流市場內競爭廠商間的

關係，例如：防毒軟體的回應是否造成其他競爭廠商(其他防毒軟體業者)

或互補廠商(作業系統廠商、應用程式軟體商)的相容性問題。(參照第四章

「防毒廠商的反擊」章節) 

 

(2) 不可逆轉性： 

 早期石器時代的病毒單純為了炫耀自己的技術而發動攻擊，如今群魔亂

舞時代的病毒則以目標式攻擊為主，從這樣的動機轉變可以理解，現在的

病毒其攻擊的不可逆轉性較高，因為有明確的商業利益作為背後的動機支

撐。早期的病毒要是攻擊失敗，頂多再回去多練幾年，純粹玩票性質；現

在的攻擊行動失敗，就跟做生意一樣，會影響到其他產業鏈的獲利，因此，

投入的心力便會相對增加。對於防毒廠商來說，這樣的轉變將造成其防禦

性攻擊回應的差異，早期的病毒容易清除，因為目的單純且結構簡單，但

是現在的病毒結構複雜，且動機不單純，雖然進行掃毒攻擊的時候是相同

的，但是這會造成防毒廠商成本投入的增加。(參照第四章「商業利益」章

節) 

 

  面對上述兩種情況，防毒軟體廠商基於防禦回應的必然性，便尋思更有

效的解決之道。雖然我們從個案的描述中知道防毒廠商有許多先進的攻擊火

力，但是，就像「重返危機現場」一節的描述一樣，面對病毒的大量製造，難

免造成武器製造的速度比病毒產生的速度還要慢的情況，今天的武器解決了病

毒 A，明天又產生新的病毒 B，而且只變動一小部份而已(拜病毒產生器所賜)。

因此，廠商試圖從模式上的改變、從環境上徹底改變，希望能以預防勝於治療

的方式，進行最佳的防禦，所以我們可以從其過去的防毒流程發現，早期的病

毒是針對單機，進一步的開始朝向網路閘道器，到目前直接針對大型企業的伺

服器進行資訊上游維護作業，即時的監視網路的一舉一動，務必確保能夠在第

一時間立刻做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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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攻擊行動的特性(戰爭觀點) 

不同的攻擊行動有不同的特性，我們可以透過下面的研究變數整理歸納之： 

1. 競爭影響力： 

  對病毒而言，攻擊的影響力並不會干擾到其他病毒的運作，主要是

針對受害者電腦的系統進行破壞或躲避防毒軟體。不過，如文獻探討提到，

早期的某些病毒，其目的是為了互相攻克對方，而非破壞系統，但目前此

類病毒的出現少之又少。病毒主要的影響力大都是造成某種特定影響，需

針對病毒特性來檢視，而且各有其特色，例如：CIH 病毒專門針對 Windows

進行攻擊、Melissa 和 I Love You 病毒主要透過 email 進行快速的散播與

破壞、Code Red 病毒則直接透過區域網路進行大規模的癱瘓式攻擊。(參

照第四章「CIH 病毒」、「病毒的大量攻擊」章節) 

 

  對防毒廠商而言，攻擊行動的影響力確實有可能造成其他廠商的影

響，因為防毒廠商位於主流的世界，必須要考量到許多因素，如系統恢復

程度、是否影響其他廠商軟體的相容性等，因此防毒廠商進行攻擊行動，

顧慮較多，不過，其進行的攻擊反應主要是鎖定在區域內的掃蕩(只在電腦

內部)，因此，討論到競爭影響力，只限於區域性。(參照第四章「防毒廠

商的反擊」章節) 

 

2. 攻擊強度： 

  攻擊強度探討的是一項行動的影響程度。此項變數的焦點主要放在

病毒，因為防毒軟體的攻擊任務是恢復系統並且抓出病毒消滅之，只能針

對病毒予以「攻擊」，攻擊強度造成的影響薄弱，不像病毒的攻擊能夠天馬

行空，恣意破壞。 

  討論病毒的攻擊強度則有很多，例如前章節提過的 CIH 病毒，其攻

擊在於損壞電腦的 BIOS，透過各項網路的傳播媒介，後來甚至造成近六

千萬台電腦感染，強度甚高；Melissa 及 L Love You 病毒則透過 email，

實現了 Internet 的直接攻擊，上網收信也中標；Code Red 病毒則是透過

鑽漏洞、與不同病毒協同作戰的方式，進行大規模的網路癱瘓行為。 

(參照第四章「CIH 病毒」、「病毒的大量攻擊」、「紅色警戒啟動」等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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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競爭性行動類型： 

  此處將從「策略性」與「戰術性」的考量檢視病毒與防毒的行動類

型。 

  早期石器時代的病毒如檔案型病毒、開機型病毒，到風起雲湧時代

的巨集病毒、CIH 病毒等，其主要的行動類型屬於「戰術性」，蓋因其動機

多半以炫耀技術為目的，強調的是立即看到的攻擊效果，因此著重在戰術

考量；但是群魔亂舞時代的病毒如：木馬、蠕蟲，甚至是協同作戰的合體

病毒，因為有背後龐大地下經濟的商業利益考量，主要的行動將轉而以「戰

術性」作為主要思考。(參照第四章「蠕蟲、木馬、病毒協同作戰」、「病毒

技術深化」章節) 

 

  對於防毒廠商來說，其特性是依照病毒的演變而來的。過去的病毒

主要以戰術考量，防毒軟體廠商自然是直接兵來將擋、水來土掩，但隨著

Internet 造成病毒的散佈容易，病毒量產技術的提升，加上背後龐大的經

濟利益作支柱，防毒廠商也漸漸的開始以「策略性」思考作為防禦性攻擊

要點，也就是前面提及，透過模式的創新，改變企業對病毒的策略，以全

方位的健康診療作為預防勝於治療的方法，當病毒發生時，專家能夠第一

時間進行解決的動作。(參照第四章「防毒廠商的反擊」章節) 

 
四、 綜合分析 

（一） 戰爭觀點闡述 

 以上在探討病毒/防毒這樣的攻擊行動中，我們看到的大多是病毒對防毒的主

動攻擊，與防毒的被動防禦的單向的戰爭行為，雖然防毒廠商面對病毒攻擊，有

各種對應軍隊與先進火力，但畢竟還是單方面的防禦性攻擊為主。本研究擬重新

就戰爭中的兩項重要變數：軍隊與戰法兩項，深入探討病毒的攻擊行動特性，檢

視其創新之處： 

• 軍隊的創新 

  作戰要有戰力，軍隊的素質就必須要精良，我們針對病毒的軍隊演進過

程整理如下幾點創新： 

1) 病毒大兵的種類越來越多：從石器時代感染執行檔(*.exe、*.com)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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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至風起雲湧時代感染文件集的病毒，到現在各種檔案格式的病毒幾乎

無所不在(jpg、gif、swf、pdf…等)。自從變體引擎造成變種病毒的興盛之

後，再加上病毒產生器的批量生產，從 1995 年累計只有 5 萬多隻病毒，

到 2008 年已經累計有將近 550 多萬隻病毒。(參照第四章「病毒技術深化」

章節) 

2) 病毒大兵越來越聰明：例如：過去開機型病毒只隱藏在開機磁區或是檔案

當中，慢慢的，病毒學會利用「隱形」的手法，透過更換檔名，或是將自

己壓縮變成另一個新檔案(加殼成為多型病毒)，後來進化到現在漸漸變成

透過系統漏洞的感染方式(木馬病毒)，抓不勝抓。(參照第四章「病毒技術

深化」、「重返危機現場」章節) 

3) 病毒大兵的組織愈來愈完整：過去病毒單兵作戰的時代，病毒的攻擊完全

靠的就是英雄式主義的單一功能性完整與否；現在的病毒聯合各兵種(木

馬、病毒、蠕蟲)，組織完整、分工細密(病毒透過 downloader 可以將不同

的新病毒下載下來)，相互截長補短，增進其作戰強度。(參照第四章「病

毒全面攻擊」、「重返危機現場」章節) 

• 戰法的創新 

  戰法是戰爭決勝的關鍵，好的戰法可以讓攻擊起死回生，不好的戰法則

可能全軍覆沒，在這裡，我們討論的戰法著重在病毒的傳播與攻擊方式的創新

之處： 

1) 兵貴神速 

  行軍重在速度，第一時間到達作戰位置才能取得最佳攻擊點，因此

我們見到了透過網路以及病毒本身大量複製的特性，能夠將病毒大兵以最

快的方式送到全世界。如同前章「迅雷不及掩耳」一節提到，1999 年的

Melissa 病毒在感染後短短的數小時內，該病毒即通過 Internet 在全球傳

染數百萬台電腦和數萬台伺服器，傳播到全世界僅需 4 天；2000 年的 Love 

Letter 病毒，其傳播速度更快，4 小時就能傳遍世界；2001 年的 Code Red

更是神速，在最糟狀況下，15 分鐘可癱瘓所有網路，其速度之快，令人訝

異。(參照第四章「兵貴神速」章節) 

2) 協同作戰 

  單兵作戰的英雄式年代已經過去，現今的環境強調團隊運作、目標



電腦病毒特性與病毒/防毒廠商互動之研究 
 

 90

式導向，如開始首創先例的 Code Red 病毒，透過病毒、蠕蟲、木馬三軍

聯合作戰，相互掩護，互補各軍團火力之不足，而群魔亂舞時代出現的許

多病毒，更是透過「病毒下載器」，隨時針對攻擊的不足進行大兵的補給。

(參照第四章「蠕蟲、木馬、病毒協同作戰」章節) 

3) 高度分工 

  前章「重返危機現場：祕密破解」一節，實際描述了病毒作戰的方

式，除了透過上述的協同作戰之外，病毒下載器的「更新」，以及不同病毒

之間的相互合作更是精采。三軍要能夠協同作戰，組織行為是很重要的關

鍵，如同一般的軟體開發流程，病毒透過模組化，可以有效的節省開發時

間，並且專注在系統性的問題。病毒軟體化讓以往病毒以單一形式存在時

僅單純的進行感染、複製工作，轉換到如今透過模組化，成為套裝軟體的

新趨勢，集數種不同功能的病毒之大成，高度分工，各司其職。 

 
（二） 病毒/防毒攻防戰 

  
圖 5-1 病毒攻防戰示意圖 

(來源：病毒分類/防毒方式取材自 Trend Micro 官方網站/攻防過程由本研究整理) 

 

 仔細研究防毒廠商的防禦手法以及各世代病毒的攻擊模式，如上圖 5-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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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可以整理出病毒攻防之間的關係，以最直接的 action/response 競爭對偶性

的思維來進行檢視。上圖左邊是隨著歷史時間大約依序出現的病毒類型(參照第二

章文獻探討及第四章病毒歷史)，右邊則是防毒軟體公司的對應解毒方法(參照第

四章「防毒軟體廠商的反擊」一節)，我們可以看到技術的變化造成病毒的快速演

進，而受到環境的威脅，防毒軟體公司也不甘示弱，想出各類型創新手法來對抗

電腦病毒。 

 

 本研究參考中國古代兵法上的 36 計，發現能夠部分呈現其攻防戰法上的創

新，各攻防過程的細目編號整理如下表 5-1，分述如下： 

(01) 無中生有(檔案型病毒)：運用虛實的方法迷惑敵人，使對方判斷或行動失誤，

使我方取勝。 

檔案型病毒感染宿主的電腦後，攔截系統的運作，以類似接水管般「無中生

有」的在程式必經的路上接上病毒程式的水管，所以程式透過同樣的途徑去

執行時都會造成持續的感染中毒。 

(02) 以逸待勞(加總比對法)：我方積極防禦，創造戰機，當敵方疲憊、士氣低落

時，再轉守為攻。 

防毒部隊採用「檔案名稱」、「大小」、「時間」、「日期」及「內容」等

進行綜合性判斷產生一組檢查碼，驗證當前的檔案檢查碼是否與正常的相

同，如果不同就判定為病毒，輕鬆解決。 

(03) 瞞天過海(開機型病毒)：示假隱真的疑兵之法，主要用於戰後偽裝，達到出

其不意。 

通常感染開機型病毒的受害者都是透過來路不明的磁片導致，且感染之後並

無異狀，病毒在感染後會先隱藏在硬碟磁區，等待正常的開機程式，引導系

統執行病毒，令受害者開機時，必得透過病毒巡禮。 

(04) 釜底抽薪(即時 I/O 掃描)：強大的敵人不和其硬拼，而想辦法攻擊敵人弱點，

影響全局，使敵方失敗。 

防毒方為了進行釜底抽薪之策，針對硬體 I/O 進行即時掃描，隨時檢測開機過

程的異狀，如有變化，立即對異常檔案或記憶磁區進行清除作業。 

(05) 混水摸魚(混合型/巨集型病毒)：使用各種手段使敵人內部發生混亂，再採取

行動，戰勝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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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受到防毒廠商強大的威脅，立刻訓練出同時感染檔案以及開機磁區的混

合型軍種，甚至開發感染文件檔案的巨集病毒，使受害者搞不清何者是病毒，

何者是正常檔案。 

(06) 擒賊擒王(病毒碼掃描法)：針對敵人要害，消滅敵人主力，造成群龍無首。 

面對病毒的卑鄙手段，防毒部隊推出病毒碼掃描，建立龐大的智慧型資料庫，

凡是登記在冊的黑名單檔案一出現，或是發現意圖不軌的檔案，立刻進行殲

滅！而檔案巨集病毒陷阱專殺巨集病毒，透過特定攻擊火力，達到精準掃毒

的目的。 

(07) 金蟬脫殼(多型病毒)：為了擺脫敵人，設法以假像迷惑、麻木敵人，使自己

能安全轉移。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病毒為了避免被防毒資料庫掃描到自己的檔案，便想

辦法偽裝自己的特徵，進行「變臉」，甚至以擬態的方式假裝自己是正常檔案，

如此便可以順利脫身，繼續進行感染作業。變體引擎與病毒產生器就是在這

樣的環境之下出現，多型病毒也就應運而生，因此，變種病毒就如雨後春筍

般的不斷量產，造成病毒數量的連年大增。 

(08) 調虎離山(軟體模擬掃描法)：設法引誘敵人離開有利的環境，再去消滅他。 

防毒部隊識破病毒詭計，建立虛擬的誘敵環境，先將疑似變裝過的病毒隔離，

並以虛擬的方式執行，病毒以為沒被發現，很自然的暴露邪惡目的，當惡狀

現形之後，由於虛擬環境並不會影響正常系統運行，防毒部隊就直接在虛擬

環境下狙殺之。 

(09) 偷梁換柱(隱形式/視窗型病毒)：利用我方佯動，促使敵方變更陣容，分散力

量，再攻其弱點取勝。 

病毒部隊換裝新的武器系統，以「隱形」手法，讓系統無法發現檔案，也無

法在感染的檔案上發現病毒行蹤。此外，新時代的換血(過去還是 DOS 時代，

如今進化至 Windows 系統)，讓病毒進行新的戰略部署，以新的程式語法進

行各類型攻擊。 

(10) 關門捉賊(人工智慧陷阱法)：掌握戰爭主動權的情況下，設下「口袋」或採

取四面包圍的方法，不使敵人漏網而一舉殲滅。 

防毒部隊面對狡猾的病毒，決定採用一勞永逸的辦法，畢竟，攻擊事件總有

前兆可循，利用最新的技術可以將檔案的行為看透，類似心理測驗般，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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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通過有如測謊過程的安全檢測，就地正法。為了安全起見，寧可錯殺一

百，不可放過一個！ 

(11) 反客為主(蠕蟲、特洛伊木馬)：利用並創造條件，打入敵方或友方，並控制

他。 

病毒在多重夾殺之下，不得不利用戰略手法，透過特洛伊木馬的方式，引誘

受害者「自行」引狼入室，當受害者不知情而打開木馬時，大批的蠕蟲及惡

意大軍就開始「屠城」，大開殺戒！這種方式透過蠕蟲的協同作戰，讓大批的

木馬程式得以快速且大量的散佈到世界各角落。 

(12) 圍魏救趙(空中抓毒)：對來勢兇猛的強敵，應避實就虛，畢其鋒芒，採取分

導引流、各個擊破。 

面對發狠的病毒，防毒部隊也開始運用戰略，將戰場從個人電腦轉移至網路

上，因為受害者通常都是在連上網路後才開啟大門迎接木馬，所以防毒部隊

直接在網路的閘道口上設立關卡(從資訊來源的下游逐漸移往上游的策略)，利

用過去研發的先進武器，直接對病毒迎頭痛擊。 

(13) 拋磚引玉(網頁病毒)：先拋出一點小利讓敵人常點甜頭，當敵人失去警覺，

再讓他吃苦頭。 

雖然，防毒部隊在閘道口上設關卡，但是病毒熟知受害者的心裡，畢竟上網

時總要開大門，才能讓資訊進入，病毒便透過新的偽裝的方式，以「正當」

的名義(如：Rootkit、系統漏洞)，堂而皇之的進入電腦，這時不論受害者執行

病毒與否，都可以自動在受害電腦上運作，甚至還可以透過遠端遙控的方式

進行任意活動！ 

(14) 上屋抽梯(Web/Script Trap)：先設誘餌引誘敵人深入，然後切斷他的退路，

使其被動而殲之。 

別以為防毒部隊是省油的燈，病毒既然透過正式管道進入，那麼，進來了就

別想跑，當資訊進入電腦時，另外有一組掃描部隊(Web/Script Trap)在即時偵

測資訊的安全，如果發覺進入的資訊有惡意的程式包藏在其中，直接將之踢

出或消滅。 

 

上述各項攻防分析表，重列於下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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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病毒攻防戰法分析 

病毒類型 戰法 防毒技術 

檔案型病毒 
(01)無中生有( ) 

加總比對法 
(02)( )以逸待勞 

開機型病毒 
(03)偷梁換柱( ) 

即時 I/O 掃描 
(04)( )釜底抽薪 

混合型病毒 

巨集病毒 

(05)混水摸魚( ) 病毒碼掃描法 

檔案巨集病毒陷阱 (06)( )擒賊擒王 

多型病毒 
(07)金蟬脫殼( ) 

軟體模擬掃描法 
(08)( )調虎離山 

隱形式病毒 

視窗型病毒 

(09)瞞天過海( ) 
人工智慧陷阱法 

(10)( )關門捉賊 

蠕蟲 

特洛伊木馬 

(11)反客為主( ) 
空中抓毒 

(12)( )圍魏救趙 

網頁病毒 
(13)拋磚引玉( ) Web Trap 

Script Trap (14)( )上屋抽梯 

(來源：病毒類型、防毒技術取材自 Trend Micro Inc./攻防戰法由本研究整理) 

（三） 競爭的新詮釋 

 本研究雖然採用陳明哲(2008)的動態競爭策略，但幾經思索發現，本研究的

情況與其所探討的競爭情況略顯不同，在進入下一節的研究發現之前，必須先將

本研究與文獻理論的差異論點提出，以免有所疑慮，以下茲分項說明： 

1. 動態：陳明哲所提的動態，強調的是兩方互動的過程，因此著眼於大大小小

的戰役；而本研究所探討的病毒/防毒作戰史，雖然亦有精彩互動過程，但敘

述上卻是以歷史的角度呈現，亦即，加上了時間序列的考量變數與技術脈絡

性。 

2. 競爭：傳統商學院以及陳明哲提出的動態競爭，其主要強調的是商業競爭，

目的在爭取消費者、商業資源；但本研究探討的競爭，卻是技術的競爭，雖

然病毒與防毒兩方的動機都不相同，前者的目的非常多元，興趣、炫耀、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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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趨均有可能，後者則是為了商業利益與企業信譽，非得消滅之。在數位

的世界裡，沒有什麼道理可言，贏者通吃，誰的技術高就能夠稱霸，因此，

兩方即使動機不同，但為了要稱霸數位世界而達成各自的目標，無不卯足全

勁，在技術領域上競爭高下。 

3. 競爭角色：陳明哲提及的競爭角色，是同一競爭場域下的不同廠商(如：航空

業內的各家業者)，不論是同質性亦或互補性，均屬於同業內的競爭；然而本

研究的競爭角色是一正一反的對立角色，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惡的大對決。 

4. 競爭態勢：在陳明哲的研究裡，廠商間的競爭存在固定的遊戲規則，有一定

個規則可循，因此廠商間各憑本事，相互鬥法；在數位世界中，卻沒有一定

的規則可循，任何做法都是可能的，只要想的出來，能夠勝利的就是贏家，

面對躲在暗處的病毒，防毒的一方可說是相當難以應付。 

5. 預測性：陳明哲提到，當廠商間存在遊戲規則時，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

勝，能夠透徹了解對偶性競爭互動的關係之後，下一部便是進行對方的行動

預測；本研究的病毒，正因為不存在規則，也相當難以預測，一切但憑平日

的紮實訓練，見招拆招，面對困難一步步的解決。 

 上述說明，整理如下表 5-2。 

表 5-2 動態競爭策略與本研究之差異與比較 

 動態競爭策略 本研究 

何謂動態 
同一競爭場域下的廠商間的 

互動關係 

病毒/防毒廠商間的攻防 

(歷史性) 

競爭什麼 消費者、商業資源(商業競爭) 技術的高下(技術競爭) 

競爭角色 
同一競爭域下的不同廠商 

(同質性/互補性) 

病毒： 

炫耀自己 商業利潤 

防毒： 

維持秩序、伸張正義、獲取商業

利潤 

競爭態勢 固定 Rule/廠商間相互了解 
沒有 Rule/防毒廠商無法了解病毒

下一步動作/環境不明確 

預測性 可預測 不可預測 

(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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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 1：電腦病毒五大特點 

 
 綜觀電腦病毒這件事情，本研究發現可以整理出五項特點(Pattern)，也由於

集合這些特點所做的創新，讓病毒的勢力逐漸擴張，破壞主流數位世界的秩序，

分述如下： 

 

(1) 技術 Deeper 

 病毒技術的進步分為軟體技術與應用技術，在軟體技術方面，早期的病毒只

在大型電腦裡面運作，執行著各種科學家們作為娛樂的測試程式，當病毒的概念

公諸於世之後，大量有興趣的軟體工程師，尤其是駭客爭相研究其寫作方式。在

病毒的石器時代裡可以發現，病毒大多不大，也僅限於感染執行檔(*.com、*.exe)，

傳播的方式也只能夠過磁片，技術上相當拙劣，非常容易發現與清除；風起雲湧

時代的病毒，其應用技術開始有了長足進步，不光是病毒感染新型態檔的行為出

現，加上變體引擎的研發，能夠讓病毒躲過防毒軟體的追殺，再加上病毒作者直

接改良以大量的「毒」海戰術進行大量散佈，手法上更進一步；而群魔亂舞時代

的病毒更是達到了軟體技術的應用顛峰，首先，病毒技術的改進，讓病毒不再具

有實體，直接存在記憶空間裡(例如 Code Red 病毒)，讓受害電腦即使關機清除

也沒用。而技術的進步也讓病毒的變異性變高，增加防毒廠商掃毒的困難。量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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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病毒產生器技術，協同作戰的合成技術，更新病毒的病毒下載器技術，再

加上跨作業系統的技術開發，讓病毒常以迅雷不及掩耳的速度進行攻擊，防不勝

防。 

 綜合上述，我們將病毒的軟體技術與應用技術進一步整理其技術 Deeper 的

變數： 

在軟體技術 Deeper 方面： 

1. 展延性：病毒就跟一般的程式一樣，追求程式的再利用，因此，病毒程

式碼的核心或許不用改變，只需要加上撰寫者的巧思，便可形塑出新的

病毒種類。 

2. 複雜性：不同作用的病毒、蠕蟲、木馬，透過整合，將原本單一運作的

病毒程式，結合成分工詳細的套裝病毒，其複雜性愈來愈高。 

在應用技術 Deeper 方面： 

1. 量產性：透過病毒產生器的技術，將病毒大量生產製造，只要有程式模

子，立刻可以生產多種病毒與大量的複製品。 

2. 更新性：承襲複雜性的作用，病毒為了避免防毒軟體的攻擊，校法商用

套裝軟體的作法，以偷偷更新病毒的方式進行升級，自動化更新的能力，

讓病毒可以不斷的存活在電腦當中。 

3. 方便性：因為軟體技術的進步，承襲展延性的好處，讓後來的病毒撰寫

者能夠輕易的寫出新品種病毒。 

 

(2) 影響範圍 Bigger 

 病毒的擴散力隨著時間演化，其影響範圍變得愈來愈廣，病毒石器時代的

1986 年，C-Brain 病毒啟動了第一代病毒的開端，早期的病毒專門鎖定宿主程式，

進行一對一感染，其特色為：自我複製/有潛伏期/在特定條件下發病/長度在 4KB

以下，傳播媒介以磁片為主，其感染範圍僅侷限於區域性，傳播速度慢，而且挑

食，只吃*.exe 和*.com 的執行檔。 

 

 風起雲湧時代，隨著 1995 年之後 Internet 的竄起，病毒的傳播更加容易，

病毒胃口也隨之大增，因為微軟視窗作業系統出現，其 Office 套裝軟體被廣泛使

用，巨集功能又很強大，因此 Office 的檔案也開始成為宿主程式(如*.doc、*.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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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尤其自 1997 年起，文件集病毒以後起新秀之姿紅透半邊天，感染各種件的

病毒開啟了病毒歷史的新分頁。 

 

 到了群魔亂舞的時代，病毒不再需要宿主的程式(透過上網就會感染，不像早

期需要藉由感染宿主的檔案，再透過其以磁片、區域網路等方式散播病毒)、不需

要存在硬碟中(Code Red 不需要以實體存在，只要網路上的電腦有一台存在病

毒，馬上就可以發動攻擊，就算關機也沒有用)、不受 OS 限制的跨作業平臺特性

(不同的作業系統如：Linux、Mac OS 一一淪陷，而搭載作業系統的移動式電子

設備也開始成為病毒的戰場)、具遠端遙控破壞能力(透過病毒能夠控制大批的電

腦形成殭屍網路，而該網路還可以透過遠端遙控進行大規模攻擊)，這個時期的病

毒感染速度是零時差、短時間散佈全球(Write Once，Destroy Everywhere)。 

 

 Internet 是通往世界的數位神經網絡，渾然天成的傳播管道，可以同時一對

多，可以偽裝成各樣的角色，吸引受害者自投羅網，不需要常駐在記憶空間(磁碟、

硬碟、記憶體等)，只要打開 e-mail，感染即刻完成，甚至連上網做任何事情(瀏

覽新聞、查找資訊、聽音樂等)都會中毒，此外，ActiveX、Java-script 語言等外

掛強化了網頁的美觀與功能，卻成為病毒的最佳傳播媒介，尤其進入 21 世紀之

後，Web2.0 時代大打 Webware 概念，程式已經不需要宿主，等待特定條件成熟

後才展開破壞行動。此外，防不勝防的惡意程式也不再需要高深的程式設計，病

毒不再是駭客的專利，病毒工具的氾濫，如同軍火流落街頭一樣，任何人只要有

錢都可以在路邊買到精良的病毒攻擊武器，新病毒還可以結合舊式病毒的強大破

壞力加以組合運作，更加倡狂，也因此造成病毒勢力的漸漸茁壯。。 

 

(3) 傳播速度 Faster 

 病毒的快速傳播可以從兩方面檢視，一是傳播的速率，一是將病毒視為武器，

探討其推出速度(效率)。分述如下： 

《傳播速率》 

 最早的病毒，只在大型主機中存活，無所謂傳播的問題；1981 年後之後，個

人電腦的發展，讓磁片成為最佳的傳播媒介；1993 年區域網路的出現，開始讓病

毒傳輸舒展開來；1995 網際網路的興起，更是讓病毒能夠無遠弗屆。從第四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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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可知，病毒傳播到世界的速度從 1990 年的 3 年變成 2000 年的 4 小時，甚

至到了 2001 年，Code Red 病毒 15 分鐘就足夠癱瘓全球網路，顯見其傳播速率

之快速，效率極高。 

 

《武器生產速率》 

 作戰時，面對挑戰，隨時反應與破解，是其因應環境變化快速的生存法則，

若把病毒比擬為武器產品，可以發現其 DBT cycle(Design-Build-Test Cycle)相當

快速，從第四章「迅雷不及掩耳」一節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病毒作者在面臨微軟

的漏洞修補時，必須做出最快的反應，甚至這樣的動作可能有組織在專門運作，

他們在漏洞公佈後馬上設計出程式碼，以最快的時間寫出病毒原型(Proto-type)，

並且迅速的丟到市場(Internet)上進行測試(透過專門驗證病毒的網站)，觀察損害

情形與錯誤回報。這種現象我們可以從病毒在風起雲湧時代的變體引擎功能就可

以產生數十種變種病毒瞭解，而進入群魔亂舞時代的病毒為了要達成特定目的(主

要為了金錢利益)必須要和作業系統廠商搶時間(防止用戶修補漏洞)，也要和防毒

軟體廠商搶時間(避免防毒軟體第一時間將病毒殺掉)，三方的競爭關係激烈，在

以一打二的情況下，病毒只能利用本身的彈性與速度取勝，因此，透過不同的變

種，不斷改進程式的功能，甚至提供自動更新的服務，躲過系統的夾殺，提供給

客戶(犯罪集團)最完美的解決方案，成為這個產業的必然趨勢。 

 

(4) 病毒行為 Smarter 

 病毒呈現的第四種 Pattern 是行為的 smarter，電腦病毒在記憶空間裡只是一

連串的 0 與 1，不像生物病毒一樣具有「主動」進化的能力，做為病毒進化的推

動者，駭客扮演了重要角色，真正聰明的是人，而不是病毒。不論是病毒技術，

亦或防毒技術，都是隸屬於電腦科學下的分支，只因為使用者的不同以及應用上

的差異，造成了兩方的競爭態勢，當然，也因為如此也才間接促進新技術的發展。 

 

 從技術的角度分析可以發現，病毒因為受到環境變化因素影響，必須調整本

身的功能，病毒為了生存，進而達成攻擊目的，經過技術的重重演化。本研究發

現病毒的自我學習行為，類似生物界中的生物模式，共有寄生、擬態、偽裝、隱

形四種，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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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寄生 

  病毒會藉由寄生的方式，將自己的程式碼加進正常檔案當中，宛如

寄生，當執行正常的程式時，也會順便執行病毒程式，如：檔案型病毒。

而另外一種比較高明的方式為寄生在檔案中，外表卻完全看不出來，例如

CIH 病毒、隱形式病毒就是最佳例子。 

3) 擬態 

  擬態是透過變形的方式而成為另一種狀態，在生物界中，部分昆蟲

為了避免被鳥類捕食，而擬態為樹枝、樹葉，即為一例。電腦病毒滲透到

受害者電腦之後，為了要躲過防毒軟體的追殺，必須透過不同的方式進行

擬態的動作，其中最常見的就是擬態成不同的檔案類型，讓作業系統或防

毒軟體誤認為是正常的檔案(如：jpg、gif、swf、pdf…等)，所以在前章「重

返危機現場」一節就提到，病毒透過擬態的方式，變成系統的合法檔案，

躲過防毒軟體的追蹤，不容易追查。 

4) 偽裝 

  偽裝是病毒最常見的行為了，不同於擬態，偽裝是本身的外面再加

上一些附屬物，以達到欺敵目的。為了要躲避許多麻煩，通常病毒會稍微

偽裝一下，甚至還得偽裝好多層。更改檔名或附檔名是最普通的手法，藉

由類似的檔名混淆視聽，本身卻還是病毒，就如同披著羊皮的狼一樣；加

殼(壓縮)就好像變臉一樣，可以讓病毒換一個樣子，讓防毒軟體認不出來，

多型病毒就是很好的例子，藉由不同的加殼技術，可以換不同的臉，所以

常常見到病毒有許多變種。 

5) 隱形 

  比較具有深度技術的方法大概就是隱形了，通常這樣的方式叫做

Rookit，前面章節有提過，透過這種方式，可以讓作業系統、防毒軟體找

不到病毒所在，因為病毒進入系統核心控制底層，可以選擇所謂的權限，

亦即選擇誰看的到、誰看不到，所以病毒在作業系統橫行，只是沒有人會

發現，如同穿上隱身衣一般，許多木馬病毒就是利用這樣的方式進行攻擊

動作。另外，透過作業系統漏洞，有時候也類似隱形的作用，因為對於作

業系統來說，系統將病毒鑽漏洞的行為視為合法，因此病毒在電腦上逛大

街，只是受害者視而不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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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造成病毒行為 smarter 特性的原因不外乎是駭客社群本身的弱連結所

具有的強大網路貢獻，因為網路提供人們一層看不見的面紗，讓大家只靠代號、

網路位址認識對方，而開放式交流與全世界 Open Innovation 腦力激盪的結果，

造成病毒的技術愈來愈深，也愈來愈強，彼此在該領域上的貢獻完全公開在網路

上，雖然互不相識，卻也類似在 Internet 這個大組織下的成員，大家共同為某種

目的而努力，追求最大利益的發展。 

 

(5) 病毒組織結構 Robuster 

 病毒為了要獲得更大的黑市利益，必須有強健的組織運作模式，如前章「病

毒的商業利益」一節所提到，病毒產業鏈的上下游供應完整、分工細密、運作富

有彈性等，都是令人嘖嘖稱奇，經由調查整理發現，其一條龍的機制大約是如下

運作：首先，病毒作者或是駭客會根據客戶需求先利用工具掃描可以攻擊下手的

目標(選擇目標市場/進行市場調查)，當確認攻擊目標之後，便著手開發原型程式，

或「組裝」病毒程式，接著，當產品原型出來後，進行攻擊測試動作，如果失敗，

則重新修改(就跟軟體設計一樣，進入不斷的 DBT 循環)，最後，在出廠前，透過

公開的病毒測試網站做最後的驗證測試，確保品質的無慮，當產品交到客戶手上，

專業的服務提供者還會提供諮詢，甚至還有重新修改的服務。總而言之，病毒從

市場調查 產品概念形成 研發生產 進入 DBT 循環製造 QA/QC 售後服

務，這一連串的服務環環相扣(如圖 4-9 所揭示的產業鏈即為黑市的冰山一角)，

而且在不同國家、區域還有其不同的產業創新行為，端看當地的人文風俗與社會

脈絡。 

 

 令人訝異的是，病毒的生產速度之快、效率之高、交期之短、品質管制之優

良、甚至提供完整的售後服務，雖然其目的是非法的黑心訴求，但以其組織之鬆

散，竟然只因利之所趨，而在虛擬世界自然形成如此綿密而龐大的網絡，對於身

在主流世界的傳統組織，制度化管理的環境下竟然無法產生如病毒產業高效能的

產品作業流程，實在應該省思，也應該從中瞭解並吸收可能有用的解決方案。其

實，這樣的組織之所以強健，主要關鍵在於利益，前章節所提的開放式創新，只

是產業上游的技術環節，如果沒有中下游的產業需求，根本無法運作。不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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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龐大的產業商機，透過整個產業鏈能夠進行洗錢、恐嚇勒索、服務租賃、個

人資訊盜賣等服務，成本低、風險小、報酬大，不需要繳稅金，在這樣的動力驅

使下，只要沒有堅毅的倫理道德，任誰都會想辦法去湊一腳。 

 

研究發現 2-1：病毒/防毒的競爭態勢中，幾乎僅存在單向競爭對偶關係 

 在病毒/防毒的戰爭中，本研究發現新的競爭形態：由個體所組成的非正規群

體(駭客)面對組織集團(廠商)的競爭。亦即，兩個不同集團，病毒與防毒廠商的對

抗，並非是站在同一立足點上，動機不同、資源不同、行為不同、目的不同，唯

一相同點就是在同一個數位世界的場域下進行技術的戰爭。若本研究以傳統論述

探討所謂的競爭，大概就會偏向像是防毒軟體廠商間的策略手段、商業資源應用…

等，但本文跳離傳統的思維，將病毒視為主體，並且引入防毒廠商進行同場域下

的戰爭行為描述。由於病毒是各個數位世界角落的集體創作，創作者也是分散於

世界各地，甚至相互並未謀面，只單純的透過網路串起非正式的關連性，無國界

也無章法，正因為此種數位世界特有的情況，導致沒有規則可循，駭客發動病毒

大戰就好像在叢林進行游擊戰一般，防毒廠商訓練出來的正規軍無法將單一病毒

清除而解決整體的問題，病毒只會層出不窮。 

 在上一節裡，本研究已經針對傳統競爭理論與本研究的論點進行比較，正因

為數位世界的無規則可循，不可預測性高，加上病毒的暗黑特性，使得病毒/防毒

的競爭場域中，所見的競爭態勢多半形成單向關係，也就是防毒方往往屬於被動

防衛，阻止電腦病毒進行主動攻擊，防毒廠商難以正確判斷病毒撰寫者的攻擊方

式(有太多種可能)。從上節個案整理的病毒/防毒攻防戰中(如圖 5-1)可以看出，病

毒的產生通常是以創新的手法進行主動攻擊，雖然防毒廠商做出必然的回應，但

其方式卻無法達成攻擊之效也不會進行攻擊(不具任何意義)，而是作被動防禦、

戰場清理、善後維護等工作，正所謂破壞容易建設難，雖說病毒的攻擊手法茍日

新、日日新，但防毒廠商的工作也是相當不簡單的重建工程，必須在不損害客戶

未遭破壞的外觀、內裝及系統之下，還原本來的正常運作。 

 

研究發現 2-2：在沒有規則的競爭場域上，快速回應才是決勝關鍵 

 如同前述，本研究針對攻擊者、防禦者、攻擊行動作分別論述，雖然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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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2-1 提到，競爭態勢上看起來多半以病毒單方攻擊為主，防毒方僅以被動防禦

作為回應，但其競爭的快速回應，是兩者能夠持續戰爭的關鍵因素。對於數位世

界來說，沒有所謂的規則，只要能夠達成目標，任何行為都是可行的，病毒與防

毒基於不同的動機與立場，共同在數位世界的場域下競爭，今天或許病毒勝出，

但很快的，防毒軟體便推出殺毒工具，但不甘示弱的病毒也迅速的死灰復燃，以

更先進的方式攻擊，防毒廠商也以最快的速度進行回應。就在這一來一往之間，

病毒與防毒廠商的技術都相互提升。 

 以病毒來說，研究發現 1 裡頭提到的病毒傳播速度與生產速率之快，根本是

與日俱增，當然，這也是因為駭客們為了要應付防毒軟體廠商的技術防堵，病毒

本身的傳播速度必須快別人一步，尤其是要快使用者一步，因為當作業系統廠商

發佈漏洞之後，駭客及病毒撰寫者便會立刻開發出針對該漏洞的病毒加以散布，

只要使用者稍一疏忽，立刻就成為駭客的囊中之物，這點我們可以第四章兵貴神

速一節中，微軟的漏洞推出時間及病毒開發時間的愈趨短暫的例子了解。至於防

毒廠商，他們的快速應變能力也是考驗其技術實力及公司信譽的關鍵點，以趨勢

科技為例，他們的專業服務部門，推出解毒方案的時間為 2 小時(參見第四章章重

返危機現場一節)，而未來作為策略性的即時遠距監控服務，則是 24 小時隨時待

命，務必在病毒產生的第一時間加以封殺，讓災害降到最低。 

 總結個案整理的戰爭觀點，我們可以概略上的從歷史的病毒/防毒戰役中發

現，每次的病毒出現，都順利的出現對應的防毒、解毒方法，並且有其獨到的戰

術計謀，透過 36 計的呈現，我們可以很清楚的了解病毒與防毒之間的巧妙攻防

策略，也隨著技術的進步，這樣的攻防態勢的時間，也縮的愈來愈短，防毒廠商

必須以最快的速度進行病毒的回應，而病毒也會在作業系統廠商的漏洞發佈之

後，開發出新品種病毒。因此，在這種沒有規則的數位世界，快速反應成為決勝

的關鍵。 

 

研究發現 2-3：病毒勢力與防毒廠商競爭的過程，逐漸由個體走向組織 

 本研究發現，病毒以及其背後的靈魂：駭客，在與防毒廠商競爭的過程中，

逐漸由個體走向組織。首先，以往大家所熟知病毒的型態，多半是單一病毒肆虐

作怪，在早期，這樣的病毒，只鎖定在特殊檔案型態(如：*.exe、*.com)。漸漸的，

病毒型態不再是單純的檔案格式，而是多元化的檔案型態，各種檔案都有可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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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感染，甚至，變種病毒與病毒產生器，讓病毒的族群大增，也有家族化的趨勢，

一種原始病毒可以衍生出許多的「毒」子「毒」孫。到了群魔亂舞時代，這些病

毒的多元性與家族性展現高度的連結，版本愈新穎的病毒，功能愈趨完整，而不

同病毒之間，可能有相互掩護的作用，呈現分工細密的組織合作。 

 病毒組織化的呈現，或多或少與駭客的工作型態轉變有關。早期，駭客在大

家的印象中，就是成天躲在家裡足不出戶，沒有生活品質，蓬頭垢面，房間堆滿

各種電腦相關書籍、設備，只需要泡麵和零食維生的御宅族。不過，自從 Open 

Source 的風潮大開之後，不僅 Linux 社群等的開放式平台陸續出現，駭客本身也

有所謂的地下社群，這些人相互進行高度的知識交流，也破解了許多作業系統的

漏洞，本研究的田野調查也見證了駭客的團隊運作，每個人都有各自的任務及分

工，相互討論，互相掩護。甚至，部分具商業頭腦的人，甚至企圖將其合法化，

把技術作商業包裝行銷，第四章所提到的 MPack、Botnet 租賃服務的風暴蠕蟲就

是這樣的例子，他們可不像過去的駭客一樣披頭散髮般地躲在陰暗的房間裡獨自

研究，而是數個駭客通力合作，共同為市場開發而努力。就如個案裡頭描述的數

位黑市一般，龐大的黑色市場商機逐漸浮現，與正義的防毒軟體廠商對抗的，不

再是一群烏合之眾，而是有組織、有紀律、有特殊目的，為了龐大商業利潤的組

織。 

 

第三節 討論 

（一） 病毒也有行銷策略? 

 根據前章「商業利益」一節的內容以及趨勢科技主管 T 的訪談之後，本研

究發現病毒勢力擴張至主流領域的過程中，似乎也開始學習商業化的操作手法，

在瞭解病毒的技術和性質之後，除了競爭雙方的互動關係之外，擬就行銷管理的

方式，將病毒視為產品，整理出病毒的產品力，及其行銷手法的創新之處。 

 

(一) STP 觀點(參照第四章「數位黑市」章節) 

Segment(市場區隔)： 

 一般說來，市場區隔指的是消費者需求和消費行為因人而異的狀態。以病毒

的例子來說，因為軟體本身就已經是在區隔市場的環境之下(黑市)，加上會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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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程式的消費者多半屬於特殊族群(犯罪集團等)，因此，在此點比較明顯可以

看到的區隔變數反而是地理疆界，不同地區的文化、生活習慣可能導致病毒的不

同用途與方法。在台灣，詐騙橫行，對於個人資料的需求就相當強烈；在中國大

陸，線上遊戲的玩家迅速暴增，遊戲的虛擬裝備水漲船高，逐漸形成地下交易，

因此，遊戲帳號的資料相對有價值；在美國，廣告氾濫，如何有效的打入特殊族

群行銷甚為重要，因此，郵件帳號便有其黑市需求。 

 

Target(目標市場)： 

 病毒的目標市場明確，就是黑市，只不過，在瞄準地區別之外，還必須考慮

當地的特殊民情，舉例來說，電腦病毒交易在先進已開發國家不易見到，反而是

開發中國家、極權專制國家有較為嚴重的情形，如：俄羅斯、玻利維亞、保加利

亞、羅馬尼亞、中國、義大利、捷克、波蘭…等，在這樣的市場中，除了政府的

法令不明，對於技術不甚瞭解，另一方面要關注國家發展，也無暇管控，慢慢形

成地下經濟的集散地，因此病毒的銷贓管道，就會選擇此類地區進行交易。 

 

Position(定位)： 

 做為產品考量，病毒程式目前已經逐漸定位為專業犯罪目的的解決方案，不

論是廣告公司需要發動病毒式信件行銷、犯罪集團需要個人資料等，都仰賴一套

完整的系統，以因應未來犯罪組織化、專業化、地上化的轉型，因此國外常見類

似的產品公然在網站上兜售。由於賣的是工具、解決方案，因此服務變的相當重

要，其定位也必須要考量到自身的專業與信譽。雖然是變相的黑色定位，但從前

章「病毒的商業利益」一節我們看到病毒市場的行銷如此完整，相較於真實世界

中的產品行銷手法，真是令人大開眼界。 

 

(二) 行銷 4P 觀點 

 

Product(產品)：(參照第四章「病毒技術深化」、「重返危機現場」、「病毒全面攻

擊」等章節) 

 

行銷的第一重點就是產品，產品力不夠，行銷再怎麼做都是枉然，病毒之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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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以下兩個面向討論： 

1) 技術創新 

病毒產品的創新，攤開病毒產品史就可以瞭解，從前一章節提到的三個

時代(石器時代 風起雲湧時代 群魔亂舞時代)，就可以清楚看見病毒

在發展過程中的技術革新與手法演進。隱匿技術的不斷提升，讓病毒的

存在有其價值，也因為其高明的手法，讓病毒的身價可以連年攀升。但

認真說起來，病毒本身的技術從過去到現在並沒有特別突破性的進展，

主要還是落在流程上的技術進步。 

2) 流程創新 

變體引擎讓病毒能夠生產不同世代的產品，加上其改良速度之快，業者

能夠以所謂「產品海」的策略淹沒市場(市場 Scope 擴大)，同一個病毒

能具有延續性，病毒生命週期可以盡量延長。 

病毒產生器這樣的結構性套件出現，實現了病毒的批量生產(市場 Scale

大增)，提升攻擊的能力。 

病毒下載器則仿效了軟體廠商的策略，進行病毒「自動更新」，提供最佳

化的「服務」選擇，當病毒透過作者修改之後，馬上告知更新，自動下

載回電腦中。 

        

       透過「舊瓶裝新酒」或「新瓶裝舊酒」的方式，不同的病毒產品可以加

上不同的行銷策略，左打作業系統廠商，右踢防毒軟體業者，病毒產品力，可見

一斑！ 

 

 

Price(價格)：(參照第四章「數位黑市」章節) 

 病毒作為軟體的一種，進行交易買賣相當正常，不過，真正創新的是，

根據前章節描述的病毒產業鏈，我們可以知道，病毒衍伸出來的產業甚至可

以按照需求進行「差別取價」，透過病毒所感染、控制的電腦，甚至在不同

地區還可以有不同的價錢。 

    如同前章節描述，不同的資料將有不同的價格(參照表 4-11)，即使是同

樣的東西，如受控制的電腦(肉雞)也能有不同的價格，能夠使用幾天的肉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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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可以賣到 0.5 元到 1 元人民幣一隻，如果可以使用半個月以上，則可

賣到幾十元人民幣一隻。而且不同地區的肉雞，價格也不一樣： 

內陸肉雞：1~4 角人民幣/隻 

遼寧肉雞：5~8 角人民幣/隻 

廣東肉雞：1   元人民幣/隻 

港臺肉雞：3   元人民幣/隻 

境外肉雞：5   元人民幣/隻 

 

Place(通路)：(參照第四章「數位黑市」章節) 

 大家都瞭解通路在行銷的意義上相當重要，對於病毒來說，其通路可以分兩

個部份來考量，一個是虛擬通路、一個是實體通路。 

1) 虛擬通路的部分主要就是網路上一切可能的傳播管道，舉凡區域網路、FTP、

e-mail、irc、即時通訊…等一切需要網路的傳輸資源，都是病毒的可能管道。

2) 至於實體通路，則可以再分為平臺通路與市場通路，所謂平臺通路指的是任

何搭載作業系統的電子器材，因為病毒主要的活動範圍與破壞主力在作業系

統上，因此透過大量的移動通訊裝置，就可以很方便的讓病毒在上面遊走；

市場通路則是指地下經濟構成的交易網絡，由於黑市上的需要，以及人們的

利字當頭，讓整個地下交易活絡，病毒也就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快速散播，

殃及無辜。 

 

Promotion(促銷)：(參照第二章「文獻探討：病毒的分類」、第四章「風起雲湧時

代」) 

病毒也需要促銷？其實，早期的病毒多半為了出名，因此，創造出來必須具

有話題性或是跟著當代的流行。對於病毒作者而言，主要的促銷手法有三：分別

是病毒名稱、攻擊時點、感染作用。 

1) 首先，病毒名稱如果夠醒目好記，而且又能夠跟著名的人、事、物做連結，

就會有很棒的效果，例如：米開朗基羅病毒、車諾比病毒、紅色警戒病毒、

我愛你病毒…等。 

2) 不過，病毒名稱有時並非作者本意，反而是防毒軟體業者為了強化大眾印

象而做的行銷手段，真正有意義的反而是攻擊時間點，由於早期病毒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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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謂的潛伏期，只在固定時間、固定區間發作，因此作者選擇該時點想

必有其意涵，例如：米開朗基羅病毒選擇大師的生日 3/6 發作、CIH 病毒

選擇車諾比事件的 4/26 發作、耶路撒冷病毒選擇 13 號星期五發作…等，

目的在讓大家知道該病毒的存在，炫耀意味濃厚，當然，也達到其行銷目

的。 

3) 感染作用是最直接的行銷手段了，因為透過病毒的作用可以直接在上面宣

揚自己的理念或發送廣告或是執行特殊行為讓大家印象深刻，例如：產自

本土的釣魚台病毒就在病毒執行跳出的畫面上宣稱釣魚台是中華民國領

土、猜拳病毒則是在中毒之後會跟使用者大玩猜拳遊戲，如果玩輸電腦就

被破壞、東方美女病毒在執行之後將首頁變成色情網站、Happy99 病毒

在執行後出現煙火畫面…等。 

 

簡而言之，重新整理上述 4 項觀點可以發現： 

1) 產品：演化是競爭的結果，技術也隨著時間產生不同的創新手法。另外，透過

流程創新，有效的將其市場的 scale 和 scope 拉大，幫助病毒成功進入主流。 

2) 通路：技術的進步帶動了多元的平臺媒介，各類型的電子裝置成為病毒宿主。

而網路的發達與多樣化更加速了其通路拓展，任何和網路相關的服務，都可以

傳播病毒。甚至，以人為方式建立的黑市網絡，更是使其大放「毒」彩的關鍵，

透過交易，病毒可以做最有效的目的性攻擊。 

3) 價格：需求創造供給，也因為大量的不同需求造成病毒產品能夠以差別取價的

方式進行交易，不同國家、不同地區、不同的市場環境與特色，所造成的需求

不盡相同，價格也各異。隨著商業競爭丕變、網路發達所造成的遊戲、拍賣盛

行，黑市的需求也就水漲船高。 

4) 促銷：為了要賣個好價錢，病毒本身的促銷也花了諸多心思，除了本身名號要

夠響亮、攻擊時間的選擇、感染作用都是考量的重點，尤其是感染作用，因應

不同的市場需求，各項變數都可以「客制化」改變，尤其目標式攻擊氾濫的現

在，駭客服務業的興起，這類行銷重點，他們非常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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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陰謀論? 

  20 多年前，第一隻電腦病毒的誕生之後，與電腦病毒的鬥爭也意味著一

個同樣龐大的市場，事實證明，這樣的戰爭也造就了現今全球年營收約 4、50 億

美元的防毒軟體產業。因為戰爭，讓病毒產業受惠，也讓防毒產業受惠，但吃虧

的永遠是無辜的使用者，從歷史的經驗可以看見，戰爭的受惠者，總是那些製造

武器的軍火商。病毒發動戰爭於 PC 之上，Internet 成為世界大戰的傳播媒介，

買單的是所有網路用戶必須承擔，其他業者卻因此獲利。有些人便開始思索，他

們究竟是競爭，還是合作。持陰謀論看法的人認為，病毒與防毒不在於競爭，而

是合作，因為從合作觀點來看，病毒成為產業界上游，防毒軟體廠商則是產業界

的下游，相互扶持，生生不息。 

 

 在黑色的產業鏈上，如果說駭客是受益人，那麼防毒軟體業者就是間接贏家，

因為防毒軟體沒有在第一時間把病毒殺乾淨，廠商才能夠笑到最後，在病毒肆虐

最猖獗的時候，也應該是防毒軟體最暢銷的時候。所以進一步推論，病毒產業背

後的黑手很可能就是企業，防毒產業就是靠病毒的「反哺」才得以生存。此外，

業界也流傳著一句話：「Vendors don't need to be ahead of the hackers, they only 

need to be ahead of the buyers.」，充分說明防毒軟體產業似乎只要讓消費者安心

即可，不需要太過認真；甚至，今年七月(2008/07)趨勢科技執行長陳怡樺於專訪

中表示66：「在防毒產業，我們已經騙了客戶 20 年了，大家都以為防毒軟體可以

保護他們，但其實我們不可能完全擋住病毒。防毒軟體通常是 24 小時更新一次，

很多人都會在這空窗期內中毒，而產業則會用一個新的病毒碼來做善後。過去 20

年來，我們也太過自我膨脹，哪有人可偵測 550 萬隻病毒的？現在是沒有大規模

病毒爆發事件，多半是著重在惡意軟體危害，但若沒有病毒樣本呈報過來，根本

不可能去偵測到。」 

 

    長期以來，不少網路用戶一直在指責某些防毒軟體廠商實際上在暗地參與製

造以及傳播新的電腦病毒，從而維持公眾對於病毒的「恐慌心態」，以便從中獲利。

雖然在中國大陸確實發生某些病毒出現之後，隔天迅速有小型防毒軟體公司推出

                                                 
66 趨勢 CEO 陳怡樺：防毒產業騙了客戶 20 年，ZDNet 新聞

http://www.zdnet.com.tw/news/software/0,2000085678,20130359,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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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毒程式，但是該病毒尚未造成大規模感染，其他軟體公司卻尚未意會過來，以

小公司的資源不太可能針對罕見病毒而有那麼迅速的反應，因此被同業合理懷疑

是自家生產病毒自己解，在災情尚未擴大時趕緊推出解毒方案。與此同時，部分

防毒軟體廠商到底在這個「黑色產業」中扮演著什麼樣的角色？電腦病毒市場上

是否也在真實演繹著另類的黑吃黑戲碼，或許仍然是個謎團。就像之前提到的，

在中國，什麼都有可能！ 

 

不論如何，我們姑且抱著正面的角度看待廠商，至少我們可以相信，大型企

業對於本身的形象相當注重，不太可能也不需要利用這種方式來維持自身的營

運，因為他們的營收來源並非單純販售防毒軟體，這是許多市井小民所不了解的，

不能單就部份的數據與鄉民的鼓動，便開始人云亦云。當然，正如孫子兵法云：

「兵者，詭道也，」一切真真假假，商場上的戰情先機，豈是我等八竿子打不著

的外來人所可以參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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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總結 

第一節 結論 

 綜觀病毒與防毒的戰爭，我們看到的現實狀況是電腦病毒的攻擊猛烈，創新

戰法多樣，防毒的一方似乎逐漸失守，當然，我們總是樂觀的相信勝利是站在正

義的這一方，但是，我們也絕對不能忽略電腦病毒的影響力，隨時做好抵抗的準

備，充實實力，面對變化莫測的創新手法，做出最快速而有效的回擊。醫學界長

久以來尋找克制生物病毒的方法，資訊安全產業的廠商們也無時無刻不在思索如

何解決。當然，電腦病毒不像生物病毒般是自然出現，而是人為創造，但相同的

是，病毒的產生均展現出捉摸不定(equivocal)的特性，正因為捉摸不定，無規則

可循，所以甚難預測，往往防毒軟體廠商以為找到了最佳抗毒產品，無奈就是有

更厲害的病毒以前所未有的新技術出現。不過，就因為廠商了解這不可捉摸的本

質，其實，無形中也和電腦病毒形成另一種無關乎陰謀論的互依互存產業生態。

如同人類長久與生物病毒的作戰一般，病毒與防毒的大戰就像光明與黑暗的永恆

鬥爭，誰輸誰贏似乎沒有絕對定論，只有相互消長，兩方都有其最佳的生存之道，

而不可捉摸的數位世界，正好為他們的戰爭披上了神祕的色彩，未來發展如何，

亦無人知曉，或許，維持某種「平衡」或「中庸」，才是真正的和平之道。 

 

 本研究的核心概念是病毒，為了要探討其創新，透過「病毒與防毒的攻防互

動」來詮釋這個過程。個案以病毒史描述病毒勢力觸及主流的過程，以及主流數

位世界面對病毒的反應行動，檢視三方面的創新，整理如下： 

攻擊者的特性(病毒創新)： 

 做為攻擊者，通常具有某些特定動機，從早期以炫耀為主，到後來以營利為

目的，不同的動機將導致不同的攻擊形態。而檢視攻擊者特性的三項特質：競爭

性行動的明顯程度、競爭性的回應的困難度、競爭性行動的中心性三個面向，我

們發現不同時代的病毒，從動機、發動攻擊的行為、進行的傳播方式與媒介上，

均有所成長，而這些進步，其實反映病毒在受到主流的防禦回應之下做出的自然

演化。 

防禦者的特性(防毒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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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毒廠商作為維持數位世界秩序的領導者，面對病毒攻擊行動的回應已是必

然，因此從競爭防禦性與不可逆轉性來檢視，沒有太大意義，其行動的考量點反

而在同質(防毒軟體同業)或互補廠商(作業系統廠商、應用軟體廠商)之間的關係。

此外，防毒廠商面對環境的變化莫測，不同的病毒以千奇百怪的手法進行攻擊，

迅速回應已經是標準，還必須要收拾、清理、還原戰場，恢復原貌，但是面對排

山倒海、源源不絕的病毒，本研究看到的是，廠商營運模式逐漸轉變為類似醫療

體系的運作，他們從過去的製藥廠(製作病毒碼)形式，開始轉型，以全方位的遠

距監控為重點項目，提供專業而完整的服務，目的在有效防堵任何可能的病毒出

現，進行第一時間的掃蕩工作，這種從客戶終端移動至資訊來源上游、預防勝於

治療的方式，是防毒廠商的模式創新。 

攻擊行動的特性(戰爭觀點)： 

 評論戰爭的成敗，可以考量軍隊的素質優劣、戰法的運籌帷幄。從軍隊的角

度來看，病毒與防毒端均有完整的部隊，病毒的部隊隨時間改變不斷進化，而防

毒廠商則是面對其改變而訓練出相剋的部隊；從戰法的角度來看，本研究認為病

毒的戰法相較於防毒端更顯高明，兵不厭詐、兵貴神速、協同作戰、高度分工等

這些觀點用在戰爭的攻防上可以生動的看到整體戰役的呈現。而不同的戰役，可

以從競爭影響力、攻擊強度、競爭性行為類型來檢視攻防的創新。 

 

 本研究的發現是，作為起始的兩個研究問題：電腦病毒之行為特點為何？面

對電腦病毒的氾濫，防毒軟體公司如何因應？本研究的發現 1 完整的回答問題 1，

說明電腦病毒的創新行為特點在於 5 個面向：(1)技術 Deeper(2)影響範圍 Bigger 

(3)傳播速度 Fas ter(4)病毒行為 Smarter(5)病毒產業結構 Robuster。而病毒的創

新肇因於環境的變化以及防毒軟體廠商的防禦性回應攻擊，因此，作為回答「研

究問題 2：防毒軟體廠商如何因應？」的回應，本研究的發現 2-2 提出：在沒有

規則的競爭場域上，快速回應才是決勝關鍵，因為在病毒/防毒的競爭場域上，沒

有一定的規則，且主導權在於病毒方，攻擊行動的起始必然由病毒決定，而由防

毒廠商進行回應(也必然回應)，因此，透過過去歷史的攻防戰整理回顧，可以發

現其快速反應與策略的思維，甚至，本研究以中國兵法的 36 計，斟酌套用在各

攻防戰上予以討論，證實此項觀點。此外，延伸病毒/防毒的攻防競爭，本研究提

出研究發現 2-1：病毒/防毒的競爭態勢中，幾乎僅存在單向競爭對偶關係，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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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詮釋競爭的新態勢，並且提出該場域上的競爭僅存在單向對偶關係。研究發

現 2-3：病毒勢力與防毒廠商競爭的過程，逐漸由個體走向組織，說明競爭態勢

的轉變，已經不再是過去的烏合之眾面對防毒廠商的正規部隊，而是有組織的游

擊隊攻擊形式，甚至有朝向正規組織企業模式邁進的趨勢。 

 當然，一切的始作俑者，病毒背後的駭客，才是這場戰爭的靈魂，透過本研

究的田野調查及次級資料整理，了解到他們的動機與其勢力的演化。從過去無心

插柳的人工智慧研究，一直到病毒概念散播出去，引起電腦高手的競相模仿，形

成以興趣為主的地下社群，也因為這群人認同資訊開放的重要，Open Source 的

力量開始拓展到世界去，甚至到了近幾年，以商業利益為主的強大動力，主導了

某些駭客的價值觀，開始進行地下的非法、或是以合法掩護非法的商業行為，雖

然具有龐大商機，卻也是不道德的行徑。作為本文尾聲，依然再度強調，本研究

的目的在尋找邊緣的創新可能，單純就行為面的特性去探索其創新的模式，對於

犯罪或非法商業行為的使用，並不鼓勵，也絕非一個商學院學生或任何人學習的

手段。 

 

第二節 研究貢獻與管理意涵 

研究貢獻 

本文的研究貢獻有三，分述如下： 

(1) 研究發現雖然以「歸納」的角度檢視，但綜觀國內外文獻似乎並未發現有類似

看法與觀點的論述 

說明： 

  病毒雖為一般人所熟知，但箇中運作鮮少有人理解，即使有個大約輪廓，

在商學院的「主流價值」之下，MBA 學生亦少有人會將所謂的「負效用」特

色稱其為創新。本研究的看法是：其一，不將其行為直接以「創新」一詞冠上，

蓋因此論點尚待公評，且討論創新一詞，得整理提到創新的所有相關文獻，闡

述各大名家所定義之創新，然各大學者均做「正效用」的評析，幾乎未見本研

究所提的相關論述，故以此作為拋磚引玉，只說明其「特點」，排除道德與黑

暗面之下彰顯其創新之處，正名與否，並不在考量之列。其二，本研究談論競

爭策略，並未發現前人以所謂「正/反對立」做論述標的，大部分學者在商業

中探討競爭形態，大多以同質性競爭、組織間對抗作為論述，但本研究卻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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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競爭態勢，以個體所組成的非正規群體(駭客)與組織集團(廠商)的競

爭，這種正邪對立、以小搏大的競爭形態，是過去商管學術文獻中尚未探討的。

因此本研究希望可以提學術界與企業實務界另一種檢視競爭的角度，用更宏觀

的方式去看待競爭這件事。 

 

(2) 突破過去討論病毒僅考量單項變數而以全面性的系統架構整理其特點 

說明： 

  傳統商學院在討論病毒相關議題的文獻，多半僅考量單項變數，例如：

過去有研究採用創新的擴散探討病毒行銷的傳播，也有研究以小世界模型(六

度分離理論)進行傳播理論的研究，探討怎麼擴散、擴散情況如何展現、網絡

連接情況、網絡有何 pattern…等等。這些大都為鎖定在行銷領域，並非研究

電腦病毒本身，即使研究病毒，大多文獻也只是提到部分領域，如：防毒、解

毒、單一病毒特性、病毒撰寫…等技術性研究。本文則是從過去到現在的病毒

的運作特性 發展歷史 病毒攻防戰 病毒產業鏈…等等，將病毒現象、分

類、傳播、技術細節，利用歷史綜合呈現，試圖以全面性的系統架構，說明病

毒本身的創新特點，並且非技術性論述，而以管理觀點檢視之。 

 

(3) 本研究透過病毒作者、駭客的訪談，了解病毒運作的關聯與攻擊的實際操作 

說明： 

  本研究議題的困難度在於訪談的不易，因為一般相關議題論文多以次級

資料收集整理為主，即使是技術性論文，頂多是個人的實作成果，無法與駭客、

病毒撰寫人深入訪談，進行技術交流(除非本身即為駭客)。本研究實地田野調

查、訪談，對於整體病毒運作雖未能完全了解(蓋因技術複雜度相當高)，卻也

窺知ㄧ二。作為現象描述與論述，倒也足夠，對於評判質性研究的真實度來說，

是相當高的。 

 

管理意涵 

 在管理意涵上，本研究提出了病毒具有的 5 項創新 Pattern，並且於第五章的

討論中，以行銷觀點來論述病毒的商業行為。試想，企業若能具備上述諸項創新

特性：技術 Deeper、影響範圍 Bigger、傳播速度 Faster、行為 Smarter、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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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uster，能有不進步嗎？企業能否萃取其優點，轉化為組織內部的競爭優勢，

是本研究強調的重點。此外，創新的領域沒有專家，快速反應才是王道，透過個

案的探討，本研究從病毒角度討論環境的變化丕變、從防毒角度了解快速回應的

必要性、從戰爭角度探討策略的應變機制，提供企業對於競爭的另一種實務觀點，

有助於企業面對競爭這件事情上，能夠以不同的思考角度去觀察或進一步決策，

相信對於產業界有其貢獻。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對於後續探討議題，本研究認為可以針對以下幾點繼續追蹤： 

資訊安全領域：防毒軟體公司應該如何面對愈來愈險峻的病毒情況？

 Open-Source 的結果，開啟了 Open-Innovation，也讓病毒的產生速度愈來

愈快，面對如此窘境，防毒軟體公司雖然以軟硬體的方式加以阻擋，甚至從資訊

流的上游 ISP 業者開始防禦，但似乎還是無法應付排山倒海、日新月異的病毒手

法。因此防毒軟體產業開始思考轉型，效法醫療服務產業的模式，試圖以預防勝

於治療的最高指導原則來改變整個病毒的生態環境，由於還在持續進行當中，未

來的發展，前景可期，值得探討其服務模式的創新之處。 

 

社會學領域：為何駭客的程式、服務總是在開發中國家出現，是否受到其地域性

的差異？或該地區的人文、社會、教育制度所造成的影響？  

 本研究在進行資料搜尋的過程中，常常發現駭客新聞、惡意程式攻擊、病毒

黑心產業等相關消息，除了美國之外，多半出自於中國、俄羅斯、玻利維亞、保

加利亞、土耳其等開發中國家，上述幾個國家有些是受到早期共產統治、有些則

處於政治與經濟混亂的大陸地區(如巴爾幹半島)，是否地域性的因素以及政經文

化上的影響，導致該現象的產生？當中是否有何創新之處，或許可以深入探究？ 

 

組織管理/團隊管理領域：在願意接納駭客的前提下，企業該如何善用或管理這些

天才？ 

有人認為駭客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不需要太多的管理，他們自然會

把工作完成，Paul Glen(2003)的《Leading Geeks》提到管理科技怪才需要注意

三方面：怪才本身的心理特質(Geek)、怪才的工作性質(Geek Works)、專業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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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不過，駭客們或許不這麼想，因為他們絕頂聰明，不會願意為比他腦

筋轉的慢的老闆賣命，但是，這些人的工作績效確實勝過眾人的團隊績效，所以，

是否能夠尋找與企業內的駭客級人物溝通的管道，並加以善用，是可以持續研究

的。 

行銷管理領域：病毒的產品行銷觀點的具體證明？ 

前章節討論提到病毒似乎可以用行銷管理的 STP 及行銷 4P 觀點進行論述，

但畢竟只是觀念上的想法，並無大量數據印證。針對病毒的產品力，本研究已經

敘述的差不多，屬於技術方面；病毒的價格、通路、促銷，確實可以進行大量的

數據分析來檢視病毒以產品的型態出現時，其行銷的手法如何？在地下經濟產業

上的模式又是如何運作？和主流商業世界的行銷手段有何差異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