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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基礎設施利害相關者舉行一次電話會議，提醒他們注意 Log4j 漏洞，並敦促他們立即採取緩

解措施。該日誌記錄工具程式用於許多常見的平臺，如：Minecraft、Apple iCloud、Cloudflare 和 

Twitter 以及其他企業應用程式，以追蹤軟體活動。

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向美國企業發出警告，敦促他們安裝修補程式並採取其他措施來解決

已知的軟體漏洞或風險「個人資訊洩露、財務損失和其他不可逆轉的傷害」。CISA 發佈了此緩

解指南，以幫助網路安全團隊識別和解決潛在的漏洞。一些研究人員正在將 Log4j 漏洞的嚴重性

與 EternalBlue 進行比較，EternalBlue 用於 WannaCry 勒索軟體攻擊和 2014 年 ShellShock 漏洞。

已經有報導稱，民族國家 APT 組織濫用 Log4Shell 漏洞來入侵目標網路。微軟的一篇部落格

文章特別將來自中國、伊朗、北韓和土耳其的團體標記為第一批 Log4j 濫用者，確定了諸如“開

發過程中的實驗，將漏洞整合到真實世界有效載荷部署以及利用目標來實現攻擊者的目標”等

活動。微軟還觀察到多個攻擊者扮演勒索軟體集團的初始入侵代理，這些勒索軟體集團希望使

用 Log4Shell 漏洞入侵企業網路。Apache 軟體基金會正在為這些漏洞推出修補程式。

已經有報導稱，民族國家 APT 組織濫用 Log4Shell 漏洞來破壞覬覦的

網路。

網路釣魚研究確定了最容易受到攻擊的對象。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 (ETH Zurich) 研究人員進

行一項研究發現，以前對網路釣魚目標所做的假設可能不合時宜。為了進行測試，研究人員向

參與者正常工作電子郵件發送虛假的網路釣魚電子郵件，並部署一個電子郵件用戶端按鈕，使

他們能夠輕鬆回報可疑電子郵件。結果顯示，年齡與網路釣魚感知能力之間存有相關性，年輕

人和老年人都更容易點擊網路釣魚鏈接。研究人員還發現，與日常工作不依賴電腦的人相比，

使用專業軟體進行重複性任務的人風險增加。該研究還顯示，持續暴露於網路釣魚的員工，最

終會因此而喪失戒心，這也凸顯擁有有效的電子郵件安全和反網路釣魚篩檢程式的重要性。

對運輸和政府機構保持高度警惕。趨勢科技一份新的報告警告說，地球半人馬進階持續威

脅 (APT) 組織 (也稱為 Tropic Trooper) 活動有所增加，該組織的目標是運輸和政府機構。最新活

動包括試圖使用多種方法入侵敏感資料，如：航班時刻表和財務規劃文件，包括具有不同協定

迎新送舊，年序來到虎年的2022年，已經另一場網路安全引爆點。

廣泛使用的 Log4j 開放原始碼日誌記錄工具程式中的一個關鍵漏洞在 12

月被揭露為潛在的後門漏洞，可對企業系統、基礎架構和設備造成大範

圍的損害。國土安全部網路安全暨基礎架構安全署 (CISA) 上個月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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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4j，大型主機現代化和智慧維運(AIOps)

http://www.savetime.com.tw
https://www.cyberscoop.com/log4j-cisa-vulnerability/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blogs/techftc/2022/01/ftc-warns-companies-remediate-log4j-security-vulnerability?utm_campaign=ftc_warns_companies_to_re&utm_content=1641325381&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linkedin,twitter
https://www.cisa.gov/uscert/ncas/alerts/aa21-356a
https://www.cisa.gov/uscert/ncas/alerts/aa21-356a
https://www.cyberscoop.com/log4j-cisa-vulnerability/
https://www.microsoft.com/security/blog/2021/12/11/guidance-for-preventing-detecting-and-hunting-for-cve-2021-44228-log4j-2-exploitation/?utm_campaign=SED_FY22Q1_SES_Daily-Threat-Landscape-Bulletin&utm_medium=email&_hsmi=196192150&_hsenc=p2ANqtz-_3LxIYdOhFSb4G9wu1z_EEQ5ZqIaKpa1FMpS2w1Tou6ykY9KUYJRZ_lzap9Nf1_3StZWLZNqKWBG_iDIavCyGSheCvtg&utm_content=196192150&utm_source=hs_email
https://www.microsoft.com/security/blog/2021/12/11/guidance-for-preventing-detecting-and-hunting-for-cve-2021-44228-log4j-2-exploitation/?utm_campaign=SED_FY22Q1_SES_Daily-Threat-Landscape-Bulletin&utm_medium=email&_hsmi=196192150&_hsenc=p2ANqtz-_3LxIYdOhFSb4G9wu1z_EEQ5ZqIaKpa1FMpS2w1Tou6ykY9KUYJRZ_lzap9Nf1_3StZWLZNqKWBG_iDIavCyGSheCvtg&utm_content=196192150&utm_source=hs_email
https://logging.apache.org/log4j/2.x/security.html?utm_campaign=SED_FY22Q1_SES_Daily-Threat-Landscape-Bulletin&utm_medium=email&_hsmi=195704156&_hsenc=p2ANqtz-832OrB8AlgXEM1DcwBODwDorIVs-mjs2sIFUWfTHHCq1bnJWpF3K9Uvc7xYBSMvT4VPsoX5SG3UWDivWuaAJja3Hntiw&utm_content=195704156&utm_source=hs_email
https://www.bleepingcomputer.com/news/security/large-scale-phishing-study-shows-who-bites-the-bait-more-often/
https://www.trendmicro.com/en_us/research/21/l/collecting-in-the-dark-tropic-trooper-targets-transportation-and-government-organizations.html?utm_campaign=SED_FY22Q1_SES_Daily-Threat-Landscape-Bulletin&utm_medium=email&_hsmi=196613011&_hsenc=p2ANqtz--5SZoJdmYWD8hgOlL7mfVLJfuPvceYx0gFLvwlmD_q0ADS8zCOKBa_2rIBvYGsnZvDiqH1wovyxH9jrQBPbpjuhiB5UQ&utm_content=196613011&utm_source=hs_email
https://www.savetime.com.tw/2021-blog/apache-log4j-zero-day-TW.pdf


業界公認 保安資訊－－賽門鐵克解決方案專家
We Keep IT Safe, Secure & Save you Time, Cost

2服務電話：0800-381500　+886 4 23815000 http://www.savetime.com.tw

的後門以及反向代理。此外，聯邦調查局還警告美國公司，FIN7 網路犯罪集團還透過郵寄包含

內藏勒索軟體的惡意 USB 裝置的包裹來瞄準美國國防工業。據報導，這些包裝包含帶有 LilyGO

商標的 "Bad Beetle USB" 裝置，並欺騙目標將隨身碟連接到其系統，就能獲得贈送的禮物卡，或

推論 COVID-19 指南或偽造的感謝信。

在2022年，大型主機現代化是重要的事。大型主機可能看起來像是計算過去的遺物，但

專家們一致認為它們不會很快消失。似乎有一個雙管齊下的行業戰略來應對這些大巨頭。AWS 

這樣誕生於雲端的公司，正在提供大型主機遷移服務，旨在將其本地大型主機工作負載遷移到 

AWS 上代管且高度可用的運行時環境中並進行現代化。該產品旨在幫助企業以更可預測和更簡

單方式將大型主機應用程式遷移到雲端，無論平臺重建還是重整的“未知領域”。其他公司正提

供開放式混合架構解決方案，利用 API 將大型主機應用程式連接到雲，而無需更改任何程式碼。

許多人認為無論哪種情況，對大型主機現代化進行某種投資仍將是數位化轉型和保持競爭

優勢的關鍵驅動力。BMC 的一項調查發現，92% 的高階主管和技術專業人員將大型主機視為長

期增長和新工作負載的平臺。在接受調查的受訪者中，有 66% 的人正在投資 AIOps 和 AI/ML 等

新技術，並利用開發維運 (DevOps) 流程將大型主機整合到企業 IT 中，同時增加可視性和管理。

大型主機可能看起來像是電腦過去的遺產，但專家們一致認為它們不

會很快消失。

另一項調查預測，AIOp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IT Operations，智慧維運) 即將成為
主流。StarCIO/BigPanda 的一項調查發現，93% 的大中型企業受訪者要麼已經在使用 AIOps，要

麼計劃在不久的將來採用這項技術。該報告發現，四分之一的組織目前需要超過六個小時才能

解決優先順序一 (P1) 問題，這可能會對 IT 運營產生嚴重影響。AIOps 可以利用機器學習 (ML) 演

算法來監控基礎架構、識別可能的故障跡象並啟動補救措施，盡可能地減少應用程式和服務的

停機時間。

汽車公司擴展到軟體領域。毫無疑問，現代化汽車與任何機械創新一樣，都與軟體息息相

關，但現在一些汽車巨擘實際上正在進入軟體業務。福特汽車公司 (Ford Motor Co.) 剛剛宣佈與

Salesforce 合作，推出一項針對小型企業的軟體訂閱服務。該 VIIZR 服務將透過福特 Pro 商用車

和服務部門提供，將為其承包商、維修技術人員和其他行業人員提供數位化書面作業。與其他

主要汽車製造商一樣，福特正在尋求透過訂閱收入擴大其產品組合，以防止經濟衰退。

豐田的軟體發展則不同。它宣佈計劃推出自己的作業系統，該系統能夠處理自動駕駛等高

級操作，並將於 2025 年在推出的新車中發佈。豐田汽車軟體平臺 Arene 與競爭對手福斯汽車公

司和戴姆勒公司競爭。有報導稱，豐田正在考慮一種授權模式，以便將該平臺提供給其他汽車

製造商。

觀看 Broadcom Software 的獨特之處

本文件由保安資訊有限公司專業細心整理後提供。如有遺誤、更新或異動均以上Symantec原廠公告為準，請知悉。2022/2
原廠網址：https://symantec-enterprise-blogs.security.com/blogs/feature-stories/broadcom-software-summary-january-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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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資訊被業界公認為最專業的賽門

鐵克解決方案的專家。

◆ 保安資訊的團隊自 1995 年起就專注於

賽門鐵克資訊安全解決方案的銷售、

規劃與整合、技術支援、教育訓練、

顧問服務，特別是提供企業 IT 專業

人員的技能傳承(Knowledge Transfer) 

的效益上，以及比原廠更快速的技術

支援回應，深獲許多中大型企業與組

織的青睞(特別是有 IT Team 的組織)

，長期合作的意願與滿意度極高。

◆ 與許多系統整合或服務公司不同的是

，我們不吝惜分享我們的專業技能與

經驗給顧客的 IT Team，經由常態性

的教育訓練、精簡的快速手冊、標準 

SOP 文件的提供，以及基於比原廠更

孰悉顧客的使用環境與現況的快速回

應的品質，在業界建立扎實的口碑。

◆ 保安資訊一直專注於賽門鐵克領先業

界的資訊系統基礎架構上的安全性與

可用性的解決方案。進而累積了許多

與基礎架構整合的成功經驗，讓導入 

Symantec 解決方方案的成效非常卓越

。我們的顧客都能免除Try & Error 的

時間浪費及不確定的投入或自行摸索

的運作風險。

◆  關於我們：

保安資訊有限公司 
http://www.savetime.com.tw
0800-381500、0936-285588

關於保安資訊：
從協助顧客簡單使用賽門鐵克方案開始，到滿足顧

客需求更超越顧客期望的價值。

更多資訊 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http://www.SaveTime.com.tw
                                                     (好記：幫您節省時間.的公司.在台灣)

關於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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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絲·斯塔克波爾是一位在商業與技術交叉領域擁有 20 多年經驗的
資深記者。她為大多數領先的 IT 行業出版物和網站撰寫文章，並為一
系列領先的技術提供商製作定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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