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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安全

无线网络安全

智能手机在全球盛行，它也在流动电话的销售比率中占
了绝大部分。
智能手机是拥有尖端科技的器材。它就像是一台电脑，

近年来，
电脑变得轻便，而智能手机也越来越盛行。这

能让我们浏览网页，也能让我们下载并使用各式各样的应

股趋势增加了无线网络的使用，而用户无论在家中或职

用程序。

场都能通过无线网络上网。

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 和应用程序 经常更新 。有些更

除了网络供应商所提供的需付费无线网，许多公共场

新会提供更多的功能、而有些则会加强智能手机的安全。

所如机场、购物商场、咖啡座等也有提供免费的无线网

*1

*2

*3

络。
*1 - OS是操作系统的缩写。它是一个控制电脑或智能手机的软件。在电脑方面，OS管理各种功能，如键盘输入的数据、营光
屏输出的画面、和传送到打印机的资料。
*2 - 应用程序是有特定用途的软件, 例如文字处理或制造电子表格。用户可以选择把他们需要的应用程式安装在含有基本
功能的电脑操作系统。
*3 - 软件更新是指为软件稍作修改、修正错误、或提供功能上的改进。在更新软件之后，用户便能享用最新的软件版本。除了
更新电脑软件，用户也应该为网络安全软件更新版本。

风险及威胁

1
2

专攻智能手机的恶意软件足日增加。若您的器材遭受恶意软件的感染，您
储存在器材内的电话簿或其它个人资料便有可能被传送到他人手中。您也
可能因此遭受金钱损失。
您在下载应用程序前，应先查证它索取的资料。有些应用程序会
索取您的器材或电话簿资料，并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传送
给他人。举个例子，某个应用程序表面上的功能可能是增加您器
材的电池寿命，但其实它的真正功能是盗取您的电话簿资料！

防范措施
确保您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和防毒软件拥有最新的版本。您的防毒软件也该
拥有最新的病毒识别码。既然智能手机储存着联络电话和许多机密资料，在使用时务必要
更加小心。
在下载应用程序前，您应先确认下载的网址是否可信，而程序供应者是否可靠。另外，您也
需详读程序索取的资料的使用协议和服务条款，避免机密资料被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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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及威胁

1

我们家中或职场的无线网络所覆盖的范围都可
能他人连接至我们的网络。因此，我们应确保
无线网络拥有适当的安全措施以避免传送的讯
息被截夺。此外，不法之徒也可能通过无线网络
盗取个人或机构的机密资料，或通过它来向机
构的服务器发动攻击。

您可能会连接至黑客所设置的接入点。一旦连
2 当您使用公共用无线网络时，
接，即便您的通讯已被加密，您所传送的讯息也可能被截夺。

防范措施
您在家中使用的无线网络应该设置如WPA2的数据加密， 以确保传送的讯息无法被截夺，
以及防止非授权的接入。您也该为无线网络加密选择一个长而随机的密码。
当使用公共无线网络时，您该选择浏览拥有SSL*4 加密的网站（“https” 开头）。在上网
之前，您也该确保所使用的电脑已将文件共享的功能关闭。
*4 - SSL(Secure Sockets Layer 安全套接层) 是为网络通信提供安全及完整数据的一种安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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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欺诈

针对性电邮攻击/
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

点击欺诈指的是在网页设置图像或影像，而在网页访
客点击它时显示需缴付的报名费或服务使用费，骗取款
项。
近日来，点击欺诈除了在网页盛行，也在智能手机的应
用程序和社交媒体服务*2（例如博客*1）传播开来。
点击欺诈的攻击手法，除了在第一次点击便出现付款屏幕，也有在点击了几个
事项如年龄认证、等后出现的。除此之外，攻击者所使用的其它技巧也越来越狡
猾和复杂，例如付款屏幕可能在器材被关闭后仍然存在。
*1 - 博客是网络日志的简写，用户可以像日记似的叙述自己的观念或意见。博客的访客也可以自由的对内容发表他们的意见。

针对性电邮的攻击者会冒充成目标所认识的人发
送电邮。电邮多半含有恶意附件。一旦收件者打开附
件，电脑病毒便会感染电脑系统。
攻击者的目标大多是特定的机构或个人用户。攻击
者会冒充成目标所认识的人或同事，将含有电脑病毒
附件的电邮发送给目标。
针对性电邮攻击多半会窃取受害者的密码或在受
害机构的电脑网络散播电脑病毒。

*2 - SNS是社交网络服务的缩写。社交网络服务拥有许多功能， 例如将我们的网上日记或相簿开放给大众，或让用户能在一
个虚拟社区内自由的交换意见。

风险及威胁

风险及威胁

1
2

点击网页上免付费的图像或影像有可能会将用户引致欺诈网站，被威胁缴
付款项。

1

在某些情况下，受害者的IP *3地址或网络服务提供商
的资料会显示在付款屏幕上，使受害者误以为自己
的身份已被辨认，而在畏惧的情况下付款。

2 若受害者打开攻击者在电邮中加上的附
件，电脑病毒便会自动的连接至攻击者的

*3 - IP地址是电脑等器材连结至互联网时自动分配给器材的登记号码。

在最近的攻击中，攻击者所用来掩饰身份的攻击方法已变得越来越复杂和
先进。攻击者可能使用确实存在的人或部门名称，和只有相关人士知晓的沟
通内容发送电邮。

服务器，将电脑中的资料发送过去。

防范措施
使用网页过滤软件或其它最新的网络安全软件阻止电脑连接至恶意网站。在下载智能手
机应用程序时，也该确认开发者是否可靠。

防范措施

若您使用电脑上网，请谨记单次点击是不能让网站确认您的身份的。因此，切勿同意让网
站向您索取的任何费用。

不要打开任何可疑的电邮附件或点击电邮中的网络链接。

若您已是这些欺诈网站的受害者，请向有关政府部门联络，寻求协助。

若您打开了可疑的电邮，
请别慌张或关闭器材。您应把器材的网络连接断开，
并向您的科技部
门寻求协助。
在您的电脑安装防毒软件，
并确保它拥有最新的病毒识别码。
确保您电脑的操作系统和软件拥有最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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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互联网使用礼仪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采用设置在多个网络的愧儡机, 向特定的服务器发送大
量的数据以致其通讯网不胜负荷而中断服务器的服务。

随着社交网络服务使用量的增加，以往未曾在互联网
想到的问题都出现了。
举个例子，用户可能在互联网刊登诽谤并揭发他人的
内容、或是公司在互联网发布道歉的公告。

风险及威胁
风险及威胁

1
2

攻击者会暗中将恶意程序安装在和最终目标不相关的电脑中进行攻击。因
此用户可能在不知觉的情况下攻击另一台电脑。
受感染的电脑可能进行分布式拒绝
服务攻击以外的攻击。例如，它可能
把电脑病毒散播到其它电脑、发送
垃圾邮件或污损网站。

防范措施
确保连接至互联网的电脑、智能手机或其它器材的操作系统拥有最新的版本。
安装防毒软件并确保它拥有最新的病毒识别码。
确保您电脑的操作系统和软件拥有最新的版本。

5

1

在社交网络上随意刊登的内容可能导致个人资料被披露、诽谤他人或侵
犯隐私。

2 随意刊登在互联网的内容可能会导致索
赔、法律谴责、甚至使刊登者被逮捕。

防范措施
不要通过博客、微博或其它社交网络服务透露不必要的个人资料。上载图像可能透露您
的位置资料，所以您也应该谨慎。
即使在互联网上，您也需顾虑他人的隐私和尊严，因此在发布信息之前需确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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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和密码的正确设置与管理
在互联网使用电邮、购物、进行银行交易和其它服
务的身份认证方案有很多种类，而最流行的是用户名
和密码组合。
盗取用户帐户信息（例如用户名和密码）的网络攻击
日益增加。

垃圾电邮

1

电邮是一种相当方便的通信工具，不论收
ID
＊＊＊＊＊＊＊＊
PASSWORD

＊＊＊＊＊＊＊＊＊

件人在何处或有多远的距离都可接送邮件。
然而，这样的便利可能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
电邮和垃圾邮件。
电邮服务供应商若需处理大量的垃圾邮
件，它们的器材设施可能因无法复核而延误
其它邮件的发送和接收。

风险及威胁

1
2

如果用户密码使用非常简单的组合（例如4位数的生日日期、
“9999”、等
等），或用户没小心管理用户密码（例如将密码贴在荧光屏上、等等），不法
之徒可能会乘机冒充用户以透露信息或造成金钱损失。
如果您在多个网站使用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
当其中一个网站的信息被泄露，您其于网站的
户口被侵入的可能性会增加。

风险及威胁

1

在有一些情况下，受病毒感染的电脑会随机生
成大量的电邮地址，并发送电邮。因此，使用简
短和普遍的电邮地址名称可能会使接收垃圾
邮件的可能性增大。通过注册伪造的免费服务
或虚构的退订程序都能收集成立的电邮地址
发送垃圾邮件。

打开电邮的附件或点击链接都可能会使接收者登陆黑客网站或使其电
2 此外，
脑受到病毒感染。

防范措施
设置不易破解的密码，采用至少8个字符长，包含数字、大小写字母和符号的字符串。另
外，您的密码也需定期更改。
不要与其他人分享您的密码或在多个网站使用相同的密码。若有任何网站通知您的密码
被泄漏，您该立即在该网站及其它使用相同密码的网站更换密码。
避免在公共场所（例如网吧）的电脑输入个人资料。

7

防范措施
电邮地址应该包含多个字符，包括随机数字，使其难以猜测。
若非必要，不要随便将您的电邮地址输入到网站或将您的电邮地址显示在网站上。
如果非要浏览可疑网站，与其使用网络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电邮地址，您可考虑注册另
一个免费的电邮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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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电邮

2

保护您的智能手机和电脑。
智能手机和电脑都是有用的工具，
但它们却面临着许多威胁，

发放垃圾邮件的方法越来越多样化，意图也越来
越恶劣。有些垃圾邮件可能会通过垃圾邮件过滤器

像是遭受病毒感染。

的检测进入收件人的电邮信箱。而垃圾邮件不仅会

记得遵守三大资讯安全贴士

让收件人觉得厌烦和干扰工作，它的内容也可能引

以便安全的使用您的电脑和智能手机。

导收件人点击意图想骗取钱财的恶意网站。
与电脑相同，
智能手机也可能受到垃圾邮件附件中的病毒感染，而在用户不知
情之下被遥控而传送大量的垃圾邮件。

风险及威胁

1

在一些情况下，受病毒感染的电脑会随机
生 成 大 量的电邮 地 址，并发 送电邮。因
此，用户若使用简短和普遍的电邮地址名
称可能会使接收垃圾邮件的可能性增大。

2 通过注册伪造的免费服务或虚构的退订程序都能收集成立的电邮地址
发送垃圾邮件。此外，打开电邮的附件或点击链接都可能会使接收者登

资讯安全的三大贴士
小心的处理重要的个人资料。
确保您的电脑拥有最新的版本。
切勿登陆可疑的网站或打开不熟悉的电邮。

陆黑客网站或使其电脑受到病毒感染。

采取资讯安全措施就象在车上需系上安全带
防范措施

一样重要。它是我们在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
时绝不能忘记的。

您可使用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或电邮过滤软件所提供的垃圾邮件应对措施服务阻挡垃
圾邮件。
若收到垃圾邮件，您立即删除即可，无需将其打开。此外，不要打开可疑电邮中的附件
或点击其链接。您也可将垃圾邮件转发到您的电邮供应商或相关的政府执法部门寻求
协助。
您的智能手机和电脑都该采取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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