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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APT38 是以金融為驅動力，擁有北韓政權背景的團體，負責針對金融機構進行毁滅式
攻擊，以及進行一些全球最大的網路盜轉。僅公開的操作，這個團體已嘗試偷竊超過 11
億美元。

APT38 並不只是獲得存取權，然後很快將資金轉移，大家認為他們更像是從事間諜

活動，小心地在入侵的金融機構進行事前勘查，並學習內部系統來平衡以金融為動機的
目的。

APT38 與 TEMP.Hermit 這個北韓網路間諜活動分享惡意軟體代碼和其他開發資
源，不過我們認為 APT38 的操作更加全球化，且目標高度集中於金融部分。

至少自 2014 年開始，此團體已入侵至少 13 個不同國家，超過 16 個機構（有時同時入
侵數個機構）
。
從首度發現他們的活動以來，該團體的手法就越來越複雜與具毁滅性。APT38 採用了

一種計算方法，使他們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提高其手段、技術和程序（TTPs）
，同時
避開偵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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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評估北韓國家贊助的活動

在 2018 年，我們開始依據先前歸因於 TEMP.Hermit 北韓國家贊助的
網路作業進行深入審查，相關資料源自 Mandiant 的取證調查、FireEye
設備、FireEye iSIGHT 情報收集，以及與「拉撒路（Lazarus）」
（又名
Hidden Cobra）團體相關公開報導。許多受害組織的入侵調查為我們提

供了整體攻擊周期的獨特視角。依據此審查的結果，我們將一連串具有特色

的活動與 TEMP.Hermit 分開追踪。我們現在將這個有經濟動機的團體稱
為 APT3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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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T38 是一個與北韓網路間諜活動操作者有關、以經濟為動機的團
體，以嘗試從金融機構竊取數億萬美元，以及明目張膽使用毁滅性惡意
軟體而聞名。

• A
 PT38 執行複雜的銀行盜轉，其特色通常在於長時間計劃、在任何嘗
試竊取金錢之前，延長存取入侵受害者作業環境的時間、在混合的作業
系統環境中隨意來往、使用自訂開發工具、不斷努力阻擾調查，以及在入
侵之後，有意完全摧毁遭入侵的機器。

• 一份 2016 年的 Novetta 報告詳細說明了資安廠商嘗試揭開與
2014 年與索尼影視娛樂毁滅性攻擊有關的工具與基礎設施真面目的
努力。此份報告詳細說明了研究人員相信與他們稱之為 Lazarus 的一
群開發人員與操作人員有連結的惡意軟體與手段、技術和程式（TTPs）
，這個團體有很大部分成為了北韓具有攻擊性網路作業的同義詞。如同
TEMP.Hermit 一樣，我們追踪許多這些指標與活動。

5

• 或多或少有信心地將問題歸究於Lazarus 團體和 TEMP.Hermit ，
主要是依據發現兩者作業中所採用的惡意軟體的相似性。隨著時間流
逝，這些惡意軟體的相似性也有所分歧，目標、預期結果和 TTPs 也是
如此，幾乎可以確定指出 TEMP.Hermit 活動由許多作業團體所組
成，主要是由共享的惡意軟體開發資源以及北韓國家贊助聯合而成。

，因此我們傾
• 因為 APT38 背後有著北韓政權支持（且為其行動代表）
向將其分類為「APT」而非「FIN」
。這也反應出 APT38 的作業與間諜
相關活動十分類似。

• 我們將繼續適當地提及 TEMP.Hermit 和相關的北韓贊助活動，但減
去我們現在顯然可歸究於 APT38 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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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與使命
根據觀察到的活動，我們判斷APT38的主要任務是針對金融機構和操縱
銀行間金融系統，為北韓政權籌集大筆資金。北韓政權繼續開展武器開發
和試驗後，國際對北韓採取了越來越嚴厲和尖銳的國際制裁。儘管平壤的

經濟壓力越來越大，但 APT38 活動的步伐可反映出越來越迫切地企圖
竊取資金以追求國家利益。自 2015 年以來，APT38 已嘗試從金融機構
竊取數億萬美元。一些曾公開報導過，歸究於 APT38 的嘗試盜轉包含：

• 2015 年 12 月 越南 TP 銀行
• 2016 年 2 月 孟加拉銀行

• 2017 年 10 月 台灣遠東國際銀行
• 2018 年 1 月 墨西哥外貿銀行
• 2018 年 5 月 智利銀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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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目標
APT38 至少自 2014 年開始將瞄準銀行和金融實業作為其主要目標1
。在 2015 年末，他們的作業隨著嘗試第一次的詐欺交易開始提升等
級。2016 年整年，APT38 以引人注目的速度開始追求地理上的多元目
標。雖然 APT38 的行動以金融為主，但我們相信在某些例子中，他們僅
因加速後續作業或幫助規避偵測而針對該實體。

在我們的審視中，很多與此活動團體有關的公開事件報導，大部份都是因

為他們目標放在 SWIFT 系統。我們目前正在追踪與 APT38 有關各等
級、有嫌疑的各式活動。雖然我們無法確認這些例子皆是 APT38 所為，
但我們依據時間和目標位置、惡意軟體和一般使用的 TTPs 觀察到這些
公開報導的活動與 APT38 的一些重覆之處。

• 一
 份在2018 年 9 月 6 日由美國司法部（DOJ）所揭開的刑事控告詳
細列出了 APT38 與其他 TEMP.Hermit 活動以及北韓政權間的關
聯，並指名一家顯然於 2016 年初就已被當成目標的非洲銀行。這家銀
行據稱是因為其 NESTEGG 後門而成為目標，且包含一次約 1 億美
元的嘗試性竊盜行為。這次的入侵與 APT38 使用 NESTEGG 以及
在 2016 年初 APT38 的大約作業時間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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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司法部的控告詳細列出了在 2015 年末與 2016 年成為目標的
東南亞銀行。這恰好與 APT38 針對東南亞組織的目標相吻合，包括
2016 年整年度入侵越南、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組織。美國司法部還詳
細說明了孟加拉國銀行、非洲銀行和東南亞銀行之間使用共享密碼被入
侵的情況，提供了進一步 TTP 與 APT38 重疊的證據。

• 依據公開報導，威脅發動者在 2015 年以厄爾瓜多的 Banco del
Austro 銀行為目標，使用詐欺 SWIFT 交易。雖然我們對這次的目標
所知有限，但我們之前已識別出 APT38 針對南美的目標。
• 在 2018 年 8 月，威脅發動者以印度的凱基銀行為目標，使用詐欺性
ATM 和 SWIFT 交易。公開報導指出，組織曾利用印度的個人協助領
取詐欺的資金。雖然我們並未觀察到 APT38 以 ATM 為目標，但利
用本國的個人進行攻擊與 APT38 在 SWIFT 攻擊後利用個人洗錢
的手法有類似的公開報導。

1 本報告指出的特徵乃依據活動的可見度與公開報導。這些是受到 APT38 影響，卻因敏感度以及缺少這類事件的公開報導，而未公開的其他潛在銀行和金融機構。未來事件的報告或調查可能可以讓我們對 APT38 的目標有更
為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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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PT38 全球目標。

其他目標

雖然該團體的首要目標顯然為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但他們也將目標放在
有金融管理機構以及以金融部門為重點的媒體機構。我們推測以銀行、媒
體和政府單位作為目標進行攻擊是為了支援 APT38 的首要任務。

• 在 2016 年末，APT38 在加密貨幣泡沫期間，很可能針對以加密貨幣
為主的媒體組織，部署策略性的網路入侵（水坑）
。這些網站從金融機構

中吸引了大量流量，因為人們正在尋求有關不同加密貨幣和最初提供的
貨幣更詳細的資料。這次的事件先前被回報為 TEMP.Hermit 所為。

• 該
 集團以商業和金融部門報導聞名的新聞商為目標，有可能協助辨識和
入侵其他金融機構。這些事件先前被回報為 TEMP.Hermit 所為。
• APT38 也以相似的金融交易換匯公司為目標，因為他們以銀行為主。

圖 1 顯示了與確認為 APT38 目標的組織有關的國家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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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北韓發動者在地下論壇中的貼文。

與其他北韓國家贊助活動間的關係

雖然美國司法部的控告突顯出重大事件與北韓政權間的潛在關聯性，我們

相信這些連結能為此政權執行更重大的網路舉動，在不受限於動機或作業
手法的情況下，提供深入的見解。此控告詳細列出了社交媒體帳戶、基礎設

施、北韓政府周邊機構、開發人員的連結、與受害機構有關的初步偵察的操
作人員以及所觀察到在入侵間惡意軟體的相似性。這些連結為在北韓政府
指示下所實施的作業提供支援，並對實施這些大範圍作業所必要的領域範
圍提供深入見解。

• 美國司法部的陳述中所提供的詳情包含在多個作業中所利用的電子郵
件帳戶和基礎設施內容，如：

—— 在 2015 年 12 月，觀察到一個與電子郵件帳戶
(campbelldavid793@gmail.com）有關的北韓操作人員，在
地下論壇（如圖 2 所示）貼文討要「沈默文件入侵」
。

—— 此電子郵件帳戶稍後被觀察到傳送了魚叉式網路釣魚電子郵件到美
國國防承包商。
—— 用來存取此電子郵件帳戶的北韓 IP 位址也用來存取其他帳戶
（wangchung01@gmail.com）
。

—— 此
 電子郵件帳戶與稍後被發現傳送給孟加拉銀行的魚叉式網路釣魚
電子郵件測試內容有關。

• 美國司法部的控告提供了用來對美國國防承包商、索尼影視娛樂和與其
電影《名嘴出任務》有關的演員、孟加拉銀行和其他相關組織進行偵測所
使用的操作人員帳戶，其重覆性的深入見解。內容陳述操作人員針對目
標組織和與那些組織相關的個人所進行的線上調查。那些操作人員帳戶
故意傳送 LinkedIn 邀請給那些相關的個人，且後續傳送魚叉式網路
釣魚訊息給其中的許多人。
• 此控告也詳列在不同目標組織所觀察到的惡意軟體相似性。

—— 被告人 Park Jin Hyok 的控告與許多入侵活動有關，包含我
們現在將其歸究於 APT38 的 SWIFT 詐欺事件、我們仍歸
究 TEMP.Hermit 於航太與國防承包商的入侵，以及勒索軟體
WANNACRY 的發布。

—— 有關這些重疊行為的特定技術細節列於本報告的惡意軟體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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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十分有信心的推論，在娛樂、國防和金融產業的多家公司同時進行的
入侵，需要大量資源與多個團隊，才能達成特定的目標。

• 用於研究受影響組織的重疊帳戶提供了一些跡象，表明同一個最終贊助
商下令對目標組織進行偵察活動。

• 很
 有可能那些進行的網路釣魚與入侵後作業是由不同的技術人員完成，
且其職能也可能是分開的。舉一個受害者為例，觀察到發動者在投訴中
列出的魚叉式網路釣魚有關的活動，與觀察到嘗試盜轉的相關活動其間
時間十分長，提供了一些跡象，表明魚叉式網路釣魚的發動者與嘗試盜
轉的發動者不一定相同。
—— 在上述範例中的魚叉式網路釣魚與盜轉活動間所出現的空窗期，使
我們推論可能有兩個由北韓政權操控的獨立但相關團體負責執行任
務；一個與偵察有關（TEMP.Hermit 或相關團體）
，另一個則與盜
轉有關（APT38）
。

—— 其他可能的解釋為，在許多案例中，識別受影響的金融機構的原始感
染方法十分困難（APT38 十分擅長掩飾他們的痕跡）
，因此進行取
證分析以反向追踪到原始來源十分困難。

• 在受害組織中所觀察到的惡意軟體相似性是種很明顯的跡象，表示攻擊
者擁有共享的開發資源，或是相同的代碼存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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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38、TEMP.Hermit 和其他相關事件與組織的連結其概念於下圖 3
中描述。Park Jin Hyok 詳列於美國司法部控告中所涉及的部分指出，
他極有可能擔任惡意軟體和（或）作業開發角色，且他的作品也與跨不同動
機的多個北韓入侵作業分享。

• Park 與 Lab 110 這個北韓的軍事單位有連結，其周邊組織已摘要在
美國司法部的控告內。這些關聯已在北韓軍事單位連結章節中進一步
說明。

• Park 的活動與在公開報告中一般說明的許多事件相關，且大部分與
Lazarus 有關，包含 WANNACRY 和娛樂產業目標。雖然惡意軟體
的相似性和常見贊助將這些事件歸因到 Park 身上，但在 APT38 與
這些其他相關活動間仍有重大的差異。
• APT38 特別容易辨識，因為其對金融機構的針對性以及嘗試使用
SWIFT 詐欺一次性的竊取數百萬美元的操作手法。雖然工具集有所
重疊，但其與 TEMP.Hermit 有著重大的差異，這個團體較著重傳統
以間諜活動為主的活動，且不同於其他公開匯總為 Lazarus 的操作
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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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PT38 其他北韓資助作業連結的概念說明

北韓人民軍總參謀部偵察總局

(Reconnaissance General Bureau, RGB)
第六技術局（含 110 實驗室）
以網路為主的單位

不同任務的共享資源：
開發

事前勘查

網路入侵受害者
竊盜

110 實驗室外圍組織：

北韓企業朝鮮世博聯合創投公司（大連）
瀋陽貿易公司（瀋陽）

Park Jin Hyok

使命

金融

間諜活動

APT38

盜劫

盜劫

TEMP.Hermit

盜劫

推測的連接
確認的連線
工具集重疊

干擾

防禦

能源

“Lazarus”

WANNACRY

反政府
（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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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確定 APT38 發動者活動與北韓政權有關，但仍舊維持著一系
列的常見特色，包含動機、惡意軟體、目標和 TTPs，使其與其他國家贊助
的作業有別。

• APT38 的作業手法、惡意軟體和動機與 TEMP.Hermit 截然不同。
—— 如
 上述說明，我們對此評估十分有信心，APT38 的任務重點在於
金融機構和金融系統目標，目的在於為北韓政權匯集金錢。而相對
的，TEMP.Hermit 是一系列由北韓資助的網路間諜活動，主要瞄
準國防和政府實體；我們相信其任務在於收集會防礙北韓利益國家
的策略性情報，以被視為威脅該政權的反對活動。TEMP.Hermit
的作業範圍一般來就也比較大，也在 2015 年以能源研究以及在
2017 年以電力公共事業為目標。
—— 至少自 2014 年初，APT38 的作業就已幾乎專門針對開發和進
行以國際機構金融為主的活動，而 TEMP.Hermit 的作業則一般
關注南韓與美國有關的活動。舉例來說，在2017 年 7 月，TEMP.
Hermit 瞄準美國航太防衛承包商就很有可能起因於與北韓飛彈
計劃和南韓飛彈防衛計劃有關的政策衝突。

• 公開報告一般報導指經濟動機有關的盜轉活動為Lazarus 的子團體
所為，像是Kaspersky 報告的「BLuenoroff」和 CrowdStrike 報
告的「Stardust Chollima」
。
• 另外，APT38 的工具集更加特殊。像是 DYEPACK（一套利用取自
SWIFT 伺服器本機資料的工具）這類惡意軟體，是特別考慮到銀行交
易系統（如 SWIFT）的複雜性而設計出的軟體。

請 注 意，重 要 的 是 並 非 所 有 以 金 融 為 取 向 的 北 韓 活 動 都 能 歸 究 於

APT38。

• 雖
 然已觀察到範圍更大的 TEMP.Hermit 團體瞄準其他與加密貨幣
有關的金融相關組織，我們的資料並不能證實這些事件與其他起因於
APT38 作業的基礎設施、惡意軟體、目標或時間有所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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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支由北韓資助的團體 APT37（Reaper）瞄準的是中東地區的金
融公司，但尚無進行金融詐欺的證據。
—— 這個組織很有可能作為 APT37 的目標，因其作業並不在北韓境
內。

—— APT37 和 APT38 的基礎設施和關注的金融組織目標並沒有明
顯的重疊性。雖然 APT37 先前以金融部門為目標，但其重點並不
像 APT38，是特別以竊取金錢為主。

制裁效果

雖然針對特定國家的北韓網路行動可能是受到外交因素和對平壤的侮辱
所驅動，但被實施越來越多的限制與許多針對北韓的金融制裁可能也對

APT38 核心任務與作業有所影響。

• APT38 的作業出現於 2014 年 2 月開始，且很可能受到了 2013 年
3 月所制定制裁，也就是封鎖大量現金轉帳並限制北韓北韓存取國際銀
行系統的影響。
• 在
 2016 年 3 月和 11 月所制定的制裁更進一步藉由終止合資企業，
並禁止各會員國在北韓開設新的銀行分行來限制和縮減北韓在資金與
國際金融系統兩方面的存取。在一年中多次的制裁可能增加了北韓的壓
力，使其需要快速獲得資金，表現在 2016 年 2 月所嘗試的盜轉僅在
2015 年 12 月一次失敗的嘗試後兩個月即可看出。僅管在 2016 年 1
月涉及多項主動入侵事件，新的制裁卻推動了 APT38 攻擊的升級，即
為 2016 年 10 月的水坑式攻擊。
• 在 2017 年又制定了多項制裁，而 2017 年 9 月和 12 月的制裁繼
續對 APT38 嘗試盜轉的速度造成影響，並在相關事件下一個月的
2017 年 10 月和 2018年 1 月又發生了嘗試盜轉事件。

下方圖 4 概述了圍繞APT38主要企圖盜轉和其他重大事件的詳細清單。

2 有大量報告指出北韓作業人員對索尼影視娛樂進行摧毁式的攻擊，其原因為《名嘴出任務》這部電影的概念直接污辱了北韓政權。

2013
2014

2月 - APT38 開始第一次已知的操作

2015

12月 -- 嘗試盜轉 TPBank

1月 - APT38 同時在多家國際銀行進行入侵

1月 - 北韓進行第四次核子試驗，並首度使用氫彈
2月 - 盜轉孟加拉銀行

2016

北韓更加惡化的金
融景況

3月 - 在北韓進行第三次核子試驗後，聯合國安理會第 2094 號決議對北韓實施金融制裁，阻止該政權進行大規模的
現金轉移，並限制與國際銀行系統的聯繫

3月 - 聯合國安理會第 2270 號決議禁止聯合國成員國與主辦支持擴散活動的北韓金融機構交易，並阻止各國在北韓開設新銀行
5月 - SWIFT 宣佈著重安全性的客戶安全新方案

9月 - 北韓進行第五次核子試驗，包含核子彈頭試爆

10月 - 報導了開始對政府和媒體網站上精心策劃的水坑攻擊

11月 - 隨著北韓的第五次核子試驗，聯合國安理會第 2321 號決議禁止出口一些礦物和銷售超出年度上限的煤炭

2月 - 在北韓進行彈道飛彈試驗後不久，中國直到 2017 年底，暫停從北韓進口所有煤炭，以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措施的一部分
3月 - SWIFT 禁止所有遭受聯合國制裁的北韓銀行存取服務
6月 - 國有石油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暫停對北韓的燃料銷售
8月 - 聯合國安理會第 2371 號決議對北韓禁止煤炭出口實行嚴格的貿易限制，並限制北韓勞工出國

2017

APT38 的作業與

9月 - 北韓進行第六次核試驗並引爆氫彈

9月 - 幾家中國銀行限制與北韓個人與實業的金融活動
9月 - 聯合國安理會第 2375 號決議凍結北韓實業的資產，禁止所有天然氣並限制石油產品的販售
10月 - 盜轉遠東國際銀行

11月 - 北韓宣佈發射洲際彈道飛彈
12月 - 聯合國安理會第 2379 號決議禁止食品與人造產品出口、進一步限制燃料進口，並指示各國驅除北韓工人

1月 - 嘗試盜轉 Bancomext

2018

圖 4.

APT38 時間表

2月 - 新發布的經濟數據顯示，北韓與中國的貿易逆差持續成長，人們開始懷疑北韓在受到制裁時還能有源源不斷外匯的原因
4月 - 北韓與南韓領導人在平壤舉行歷史性的韓國高峰會
5月 - 盜轉智利銀行

6月 -北韓美國高峰會

解決方案
高峰會

APT38 的一般操作
北韓進行的試驗

APT38 盜轉或盜轉未遂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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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技術與程序
早期活動與作業發展
早期的 APT38 作業暗示此團體至少在 2014 年 2 月即有目的性的
利用金融交易系統，以金融機構為其目標，雖然直到 2015 年我們才
觀察到其詐欺交易。這些活動提供了一些跡象，顯示這是稍後被定義為

APT38 活動的 TTPs 開發的學習期。

• 我們沒有證據證明最早入侵受害金融機構時 APT38 在離開入侵
環境前是否進行過詐欺交易，但有可能在當時 APT38 僅進行了偵
察活動。

• 剛開始針對東南亞金融機構的作業很有可能是因為北韓在這些國家
比較容易獲得洗錢的網路。

• 在 2014 年初，此團體部署了 NESTEGG（後門程式）和
KEYLIME（鍵盤側錄程式）惡意軟體，其設計自的在於東南亞銀行
的金融機構指定系統。並沒有證據顯示這些工具在當時是用來針對
SWIFT 系統，就算受害銀行使用的系統就是 SWIFT 亦然。這些因
素指出 APT38 很有可能仍在研究金融交易相關的各種系統。

• 美國司法部發布的詳情指出，惡意軟體開發者會閱讀 SWIFT 系統
的使用者手冊，提供一些初始工作的跡象，以開發針對 SWIFT 的
惡意軟體，如 DYEPACK。早期觀測到 DYEPACK 的部署日期為
2015 年 12 月。

依據觀察到的事件，我們相信 APT38 活動首先出現在東南亞，因為要
在不久後擴展到全球之前，先行建立其能力。

• 將目標放在東南亞的時期約從 2014 年 2 月到 2017 年末。

• 在 2016 年中將範圍擴張到其他區域，如拉丁美洲與非洲。至少在
2018 年 5 月，拉丁美洲組織仍持續為其目標。

• APT38 大約從 2016 年 10 月到 2017 年 10 月期間，將作業擴
展到歐洲與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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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範圍

依據同時主動作業的頻率與次數，我們有一些跡象表明 APT38 是一個
大型作業，在操作時有著豐富的資源。另外，APT38 顯然可存取 TEMP.

Hermit 連結的共享資源，極有可能因此大大增加了此團體可用的人員以
及惡意軟體開發的腳步。

• 從 2015 年 11 月到 2016 年底，APT38 至少涉及九次分別對銀行進
行的入侵行動。對一個團體來說，九次同時進行的入侵行動這個數量十
分龐大了。同時期進行的入侵總數可能比九次還多，特別是將金融產業
外的目標以及在上述部分所詳列的可能 APT38 活動列入考量的話。
除此之外，許多發動者在這時期都處於攻擊周期的不同階段，因此為同
時管理所有發動者增加了複雜度和力度。
• 此團體進行了十分透徹和耗時的偵察活動，證明了它不但有著大量的
人力，也有充足的時間可處理長時間的作業。舉例來說，在很多例子
裡，APT38 花很多時間觀察網路活動並收集可存取 SWIFT 伺服器
的相關使用者和系統的關鍵資料。

• APT38 維護著一個的非公開的大型圖書館保存獨一無二的後門與其
他實用功能，詳細內容列於下方的惡意程式部分。此外，APT38 繼續隨
著時間改良工具以合併其他戰略，包含規避偵測的方法。舉例來說，威脅
發動者調整了 DYEPACK 以避免透過修改內存使用的單一版本，將
惡意軟體寫入磁碟中。
• 除了網路作業外，公開報告也詳列了國內支援 APT38 竊盜後續工作
的召募與合作人員，包含負責洗錢和接受竊取資金銀行間的互動。這增
加了多個支援 APT38 作業的組成分子的複雜度與必要的協調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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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瀏覽現代銀行盜轉
在較高的層面上，APT38 瞄準金融組織以及後續的嘗試盜轉遵循同樣的模式，如圖 5 的描述與下方的說明。

圖 5. APT38 網路銀行盜轉

資料收集

1
APT38

2

目標人員或第三方廠商

入侵行動

3

事前勘查

2

易受攻擊的伺服器

入侵行動

目標組織

4

SWIFT 伺服器的
樞紐分析

5

銀行帳戶

轉移資金

SWIFT 系統

6

摧毁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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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轉階段與作業特色

1

資料收集
特色：

• 深
 入研究目標組織的員工。

• 深入研究擁有與目標組織相似 SWIFT 系統的第三方
廠商，以了解 SWIFT 交易機制。

作業特點：

依據觀察到的入侵行為，我們相信該團體常態性地瞄準那
些可以進一步存取目標組織的個人。其他由美國司法部所
發布的詳細內容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分配到收集資料的

重要時間和資源。此資料的收集有可能是要支援 APT38
的行動。

• APT38 發動者會瞄準帳戶經理員進行多次郵箱入
侵，可能是為了進行研究，以決定哪一個員工能夠存取
SWIFT 相關系統。

• 美國司法部的控告依據目標和時間重疊的部分，詳細列
舉了可能支援 APT38 作業的目標研究和媒體活動。
—— 在至少一例中，受害銀行的偵察活動是來自北韓的
IP 空間操作。此研究辨識出目標銀行和 SWIFT
網路的連線是由第三方所管理，且銀行的員工可
遠端連線至第三方的伺服器以檢視 SWIFT 訊
息。APT38 在幾個月後透過將此資料融合到惡意
軟體開發中來利用它們。

—— 依控告內容來看，watsonhenny@gmail.com
這個電子郵件帳戶被用來傳送 LinkedIn 邀請給
稍後被 APT38 當作目標的銀行員工。相同的帳戶
擁有一份聯絡人清單，其中包含相同銀行目標中 37
位員工的電子信箱，顯示其在建立連結與潛在入侵
媒介上的力度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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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破壞
特色：

• 水
 坑。

• 搜尋並入侵 Linux 伺服器，像是有著 Apache
Struts2 漏洞的伺服器。

作業特點：

雖然每個能歸究 APT38 的事件並不一定能發現其初始
感染媒介，但對一些組織來說，APT38 仍是依靠水坑來
獲得初始存取權。在至少一例中，APT38 發動者也利用

了 Apache Struts2 不安全的過時版本，在目標系統上
執行程式碼。另外，目前的美國國防部提供北韓發動者入侵

APT38 目標的原始入侵技術深入見解，此技術有可能是
原始入侵目標組織所採用的一部分。

• 波蘭金融管理機構（Komisja Nadzoru
Finansowego，或 KNF）的網站上的水坑宣傳程式
與拉丁美洲的多個其他水坑以及加密貨幣的新聞頁面
連結。這些策略網路入侵被認定用來在受害者參訪網站
時感染多家組織，包含一些歐洲和北美的組織。

• 在一名受害者中，APT38在進入上級組織之前破壞了
子公司的環境。
• 美國司法部發布的控告指出北韓發動者在 2015 年
初使用以求職信為主題的網路釣魚文件，進行魚叉式
網路釣魚攻擊。在 APT38 於 2015 年末針對銀行
的 SWIFT 系統作業前，透過我們識別出 TEMP.
HERMIT 對銀行使用 MACKTRUCK 而證實以
上論點。這種活動值得注意，且雖然我們知道在控告中
詳列的發動者分享了 APT38 的資源和最終資助者，
我們目前卻沒有證據能將此魚叉式釣魚活動歸究給
APT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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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偵察
特色：

• 在
 目標環境中部署惡意軟體，以獲得受害者網路
Typology 的憑證和地圖。

• 使用內部工具，如 Sysmon 和 net.exe Windows
命令行工具掃瞄系統。

作業特點：

APT38 發動者在了解他們的環境並確保能成功部署入

侵工具上花了許多力氣。這個團體已證明想要長期維持受

害者環境的存取權，以了解網路配置、必要的權限以及系統
技術，以達成他們的目的。APT38 也會採取步驟，好確定
他們在進行內部偵察的同時，仍舊維持無法令人偵測到的

情況。平均來說，我們觀察到 APT38 仍舊存在於受害網
路中約 155 天，公認在入侵受害環境中最長時間為 678
天（幾乎為兩年）
。

• APT38 首次與 SWIFT 系統互動的時間與觀察到惡
意交易之間的作業時間十分不同。
—— 在一例中，我們觀察到的惡意交易，離初次偵察
SWIFT 伺服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 在另一例中，我們觀察到 APT38 入侵 SWIFT
系統到進行詐欺交易前，等待了幾乎兩年的時間。在
兩年的時間內，APT38 繼續存取入侵環境，安裝並
更新後門程式，並監視其中活動以了解個別用戶、管
理員和 SWIFT 系統的更多資料。

—— 很有可能有其他我們沒有觀察到的 SWIFT 互動。

• 此團體在作業期間，盡可能地利用內部工具。例如，
APT38 利用 Windows Sysinternals 公用程式
Sysmon 在許多例子中監視系統，在另一個觀察到的
案例中，此團體靠著在環境中已有的內部檔案傳送軟
體，來移動並刪除惡意軟體。
• APT38 發動者也試著比對已存在於入侵系統中的命
名慣例，以掩飾他們的活動。這包含受害網路中的模擬
檔案命名慣例以及將惡意檔案藏在合法檔案之中。
• 這個團體對入侵環境十分了解，在至少一例中，他們在
惡意軟體中合併了特定為受害環境寫死的內部代理伺
服器 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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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伺服器的樞紐分析
特色：

• 在 SWIFT 系統上安裝偵察惡意軟體和內部網路監視
工具，以進一步了解 SWIFT 配置與使用的方式。

• 在目標組織運轉的 SWIFT 系統上部署主動和被動後
門程式。

作業特點：

APT38 緊密的監視 SWIFT 系統，部署各樣工具以觀察
相關的應用程式以及與其互動的用戶。

• APT38 驗證入侵環境的知識，包含利用環境中現有
的合法工具為其取得好處。APT38 在 SWIFT 系統
上部署 Sysmon 以了解每個使用 SWIFT 組織的程
序、服務和用戶。

• APT38 已在 SWIFT 系統上安裝MAPMAKER
這個網路埠監視工具。MAPMAKER 是一種
偵察工具，可以列舉並列印在本機系統上的主動
TCP 連線。APT38 已一併使用 Sysmon 和
MAPMAKER 來對受害環境中 SWIFT 系統的配置
和使用，獲得進一步的了解。

• 已觀察到 APT38 主動在受害環境中測試他們
的工具，以進一步了解 SWIFT 系統。根據公開報
告，APT38 會使用 DYEPACK 的列印工作攔截
元件的測試版，來取代合法的「nroff.exe」這個與
SWIFT 套裝軟體有關的印表機公用程式。APT38
允許公共程式運轉數小時，處理並收集數以百計本機
SWIFT 交易訊息的資料。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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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資金

特色：

• 部署並執行允許 APT38 插入詐欺 SWIFT 交易並修改交易記錄的
惡意軟體。

• 將資金轉移到其他銀行開設的帳戶中，通常這些銀行位在對洗錢監察較
不嚴厲的各別國家。
• 通常會啟動多次交易。

作業特點：

APT38 依賴 DYEPACK 這個綁架 SWIFT 交易的框架來啟動交
易、竊取金錢並隱藏任何來自受害銀行詐欺交易的證據。此團體使用

DYEPACK 操控 SWIFT 交易記錄，並隱藏惡意交易的證據，好讓銀行
人員在檢視近期交易時，依舊無法看出端倪。

• 多個受害者在刪除詐欺 SWIFT 訊息時發現 SQL 語句提供了
DYEPACK 如何修改交易記錄的一些證據。

• 若 DYEPACK 處理程式操控用於檔案或印表機的 SWIFT 訊息記
錄，則它也能修改 Alliance Access Oracle SQL 資料庫中的原始
記錄。它會用一系列的步驟進行修改：
—— 首先，它會將從列印工作中提取資料，將其序列化為適當的格式。

—— 然
 後調用合法 Oracle 命令列 SQL 公用程式來更新資料庫。這
些更新也許會刪除一系列包含本機 SWIFT 訊息的記錄或更新
（圖 6 顯示用於查詢 SWIFT 記錄
SWIFT 訊息本機記錄的內文。
的 SQL 語句的範例）
。

—— 因為這些技術直接操縱 SQL 的資料庫，因此交易資料乃從
SWIFT 框架外進行變更。

• APT38 修改他們的惡意軟體以更符合在至少一家受害組織中使用的
SWIFT 使用特性，表明該團體擁有客製化開發的能力。目標受害者使
用 Foxit PDF Reader 這個合法程式檢視 SWIFT 訊息資料，而非
依賴列印的複本。為了適應這種方式，APT38 升級 DYEPACK 以修
改使用 Foxit PDF Reader 開啟的 PDF 檔案，好移除詐欺交易的
痕跡。我們稱這個 DYEPACK 的變體為 DYEPACK.FOX。

• APT38 將資金轉移到獨立國家的銀行中，很有可能是方便進行洗錢
活動。公開資料報告指出，虛擬名稱與欺詐型開戶，都被用作快速轉移資
金到其他帳戶，通常以政府戶付款、非政府組織（NGOs）
、基金會或類
似組織為名義。

—— 根據公開報告指出，竊自孟加拉銀行的資金被送至菲律賓的四個銀
行帳戶，還有一個透過多次交易，在斯里蘭卡與非政府組織相關的帳
戶。進一步的報告指出有兩個帳戶與在不合法的賭博操作中，洗錢了
數千萬美元的操作有關。在這次的盜轉中，APT38 在各國等到週
末假期時才進行交易，以增加隱瞞銀行當局此交易的可能性。

—— 使用 NGO 來轉帳也呈現在一次的獨立操作中，APT38 在那時嘗
試將總額超過 1 億美元，透過多次交易轉帳到以南韓 NGO 為名義
的南韓銀行帳戶中。

—— 在員工檢視 SWIFT 訊息的本機記錄時，他們會看見攻擊者用
DYEPACK 所植入的假數據。

select * from saaowner.appe_<date> where appe_s_umid = '<id>';
圖 6. 請求 SWIFT 交易的 SQL 語句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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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證據

特色：

• 使用非公開惡意軟體安全地刪除日誌與檔案。

• 部署並執行擦除磁碟惡意軟體以遮掩痕跡並干援後續的取證分析。

• 在組織系統上使用公開可取得的勒索軟體以延緩 SWIFT 調查並摧毁
殘留的活動證據。

作業特點：

APT38 的特色在於，它不怕將暴力摧毁證據或受害網路作為入侵的部分
手段。這個團體，如同我們所追踪的許多 APT 團體一樣，使用各樣手法以
掩飾其痕跡並誤導調查。不過，APT38 也是更加厚顏無恥的團體之一，因
為它不怕造成足夠的損害使整個網路無法運行。這種具摧毁傾向的態度也
許是因為這個團體不止想要掩飾痕跡，還要為洗錢作業提供掩飾的結果。

• APT38 的作業證實了這個團體有意破壞受害者的作業。這個團體小
心辨識出環境內的所有系統（以及存取那些系統所需的憑證）
，然後在啟
動大規模擦除事件前，先將擦除惡意軟體推送到選定的系統中。與依靠
使用自我複製來識別和擦除系統的惡意軟體相比，這需要更多的計算能
力，也更為耗時。另外，BOOTWRECK（APT38 所使用的擦除程式
之一）被設定為摧毁受害機器的關鍵部分，然後啟動系統重開機，也證實
了想要摧毁大部分的工作站和離線伺服器的意圖。圖 7 為一家受到影
響的拉丁美洲組織所觀察到的開機磁區錯誤畫面。
• APT38 破壞了組織的日常作業，包含造成網站暴衝、電話無法使用以
及重要系統無法運作。在一個回報的事件中，APT38 使近 10,000
個工作站和服務器完全無法運作，導致銀行電話服務和其他基本服務
中斷。

• 有些移除惡意軟體痕跡的功能乃內建於惡意軟體中。舉例來
說，DYEPACK 包含可過移除服務項目和特別呼叫公用程式以進
行安全刪除的方式，來解除本身安裝的能力。一旦檔案移除，它就會
執行 Windows 批量腳本，這也會移除安全刪除公用程式。在一例
中，DYEPACK 被設定成在預設日期自我摧毁。

• APT38 會部署其他特別為清除在作業期間使用的其他惡意軟體
的工具（包含 CLEANTOAD 和 CLOSESHAVE）
。在多次入侵
中，APT38 清除了 Windows 事件日誌與 Sysmon 日誌就原因，
可能是要阻擾取證分析。在早期的入侵中，這項操作是以手動完成，但
隨著團體活動的演進，他們開發並部署了 SCRUBBRUSH 這項可以
刪除事件日誌和預先擷取檔案的工具，並可能試著清除主檔表（MFT）
記錄。

圖 7. 由 APT38 攻擊使系統離線範例（來源: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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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軟體

APT38 利用許多客製化工具，幾乎可以確定可使用的資源量龐大，包
含大型開發團隊。幾個只有 APT38 使用的工具包含的功能與程式碼與
TEMP.Hermit 所使用的惡意軟體重疊，因此幾乎可以確定這些團體共

• 在 WANNACRY 和 WHITEOUT 間共享了 260 位元函數；該特
定函數生成用於傳輸層安全性（TLS）接觸的密碼套裝軟體的隨機選擇。

圖 8 提供觀察到 APT38 使用的所有惡意程式家族分解表，依據攻擊生
命循環的各階段排列。技術附件包含每個惡意軟體家族的其他細節。

享一位開發者。

• 截
 至本文撰寫之前，我們已將至少 26 個獨特的非公開惡意軟體家族
歸屬在 APT38 之下，且已觀察到這個團體使用至少兩支公開可用的
惡意軟體家族。這個工具集包含各種後門程式、破壞工具、通路和資料
挖掘程式。

• NESTEGG 和 MACKTRUCK 共享了一個可辨識的硬式編碼位元
陣列，雖然並未在 MACKTRUCK 內使用，且顯然為開發下的產物。

圖 8. APT38 攻擊生命週期
持續
存
取

橫
向
移
動

• BLINDTOAD
• CHEESETRAY
• RATANKBAPOS
• SLIMDOWN
• JSPSPY
• 建立防火牆 規則以啟
用 後門存取權

• 在防毒 軟體中
建立排除對象

• 遭入侵的
憑證

初步破壞

• 戰略性網路入侵
• 存取 LINUX 伺服器，
可能與 APACHE STRUTS2
弱點相同

建立據點

•
•
•
•
•
•
•

NESTEGG
QUICKCAFE
QUICKRIDE.POWER
RAWHIDE
SMOOTHRIDE
WHITEOUT
TIGHTV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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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WAX
• NACHOCHEESE
• REDSHAWL
• WORMHOLE
• RDP
• REDUH
• TCP GENDE
變更 DEAMON
• 入侵用戶與
網域憑證的使用

• WINDOW 群組原則

提升權限

• SORRYBRUTE
• MIMIKATZ

內部偵察

•
•
•
•

KEYLIME
SNAPSHOT
MAPMAKER
“NET.EXE” WINDOWS
指令行工具

• SYSMON

任務完成

• BOOTWRECK
• CLEANTOAD
• CLOSESHAVE
• DYEPACK
• DYEPACK.FOX
• SCRUBBRUSH
• SHADYCAT
• DARKCOMET
• HERMES
• 清除 WINDOW 事件標誌
與系統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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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避偵測
APT38 已利用許多技術規避偵測，包含被動和主動後門程式、模組化惡
意軟體、主動測試和對 AV 的敏感反應。此外，APT38 定期為其檔案調

• NESTEGG 和 CHEESETRAY 後門程式已被辨識出在被動模式
中使用。

後門程式被設定為在「被動」模式中作業，表示攻擊者傾向從其他內部入侵

• 圖 9 包含 APT38 如何使用通路以從一個 SWIFT 工作站上
的主動式 CHEESETRAY 後門程式，將命令轉送到在 8443
網路埠和 SWIFT Alliance 應用程式伺服器上聆聽的被動式
CHEESETRAY 後門程式。

查時間，以融入受害者環境中的其他檔案。

系統的後門程式來存取系統。APT38 不斷利用「被動式」後門程式以輕鬆
存取分段的內部系統。

• 在一個受害者處，CHEESETRAY 被設定為在 SWIFT 伺服器上的
被動模式中作業，但在 SWIFT 工作站中卻式在主動模式中作業。

圖 9. 主動與被動後門

命令與控制伺服器

APT38
SWIFT 聯盟應用程式伺
服器

公共網路

CHEESETRAY
主動後門

NACHOCHEESE
Passive Tunne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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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避防毒軟體
APT38 使用好幾種方法規避防毒和防止調查人員分析，包含多程式碼打
包方式的使用，以及在系統上和在註冊中的加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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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錯誤旗標

APT38 已在作業期間合併數個錯誤旗標，以進一步誤導調查人員，包含：

• APT38 使用的 26 種獨特客製化惡意軟體家族，至少有 9 支家族使
用了公開可用的程式碼打包方法，如 Themida、Enigma、

• 在一例中，APT38 在作業結束時，留下 DARKCOMET（一個公開可
用的後門程式）的變體。這個例子中的設定命令和控制 (C&C) 伺服器
為非洲的一家合法銀行。我們推測 APT38 可能部署了這個工具以干

• APT38 已證明在防毒軟體偵測到後門程式時會採取快速反應。在一個
受害網路中，防毒程式會開始識別 BLINDTOAD 載入程式，然後在各
種系統上偵測這個程式。做為回應，APT38 發動者返回受害環境並安
裝 BLINDTOAD 和 CHEESETRAY 的全新規避偵測版本。

• APT38 也部署了 HERMES 勒索軟體，這個其他以金融為目的的網
路犯罪發動者一直使用的工具。在這個案例中，勒索軟體並未正確設定
用來收集贖金。我們推測這是另一種 APT38 使用的技術，以干擾調查
人員並摧毁證據。

VMProtect 和 Obsidium。

• 在一例中，該團體故意在受害系統中執行防毒掃瞄以暗中決定後門程式
是否已被偵測出來。

模組化惡意軟體

有些 APT38 使用的工具由許多元素組成，它們會在受害環境內彼此載
入與散落在不同的地方。模組化元素的使用在延展性上和協助規避偵測的
功能分配上都十分有用。對程式設計師來說，延展性可使他們在未來輕鬆
地建立起其他功能。

• 例如： DYEPACK，就是入侵個別的處理器、攔截器和加密設定元件。

• BLINDTOAD 是另一個 APT38 使用的工具，是提供框架以戴入加
密資源、在記憶體中解密後執行的載入器。這種手法基本上可以繞過傳
統防毒偵測。

擾調查人員。

• 此外，APT38 使用的 NACHOCHEESE 惡意軟體包含翻譯不佳的
俄語系字串，這也可能有誤導調查人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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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北韓基礎設施
我們將 APT38 歸類為北韓資助的發動者，乃是依據與平壤相連結的技術指標活動與美國司法部所發布，涉及北韓國家級犯罪陰謀的
Park Jin Hyok 兩者結合而定。我們十分有信心的評估那些活動乃是由北韓政府所指導和資助。因為北韓政權對於該國通訊與網際網路的
嚴格控制，這些作業非常不可能在政府不知情或明確資助的情況下進行。

• 美國司法部也詳列了 APT38 的 Park 和其他北韓作業所使用兩個封鎖的 IP 位址：

表 1. 北韓 IP 位址範圍
北韓 IP 位址範圍

說明

175.45.176.0 – 175.45.179.255

註冊於平壤一家公司的 IP 範圍

210.52.109.0 – 210.52.109.255

註冊於中國的一家公司，但租給北韓的 IP 範圍

• 第三方報告證實了APT38 對其作業的使用範圍：

—— Group-IB 所做的公開報導指出 APT38 登入的相關水坑網域為：(brou.com[.]uy、 cnbv.gob[.]mx knf.gov[.]pl)來自相
同北韓 IP 範圍內的兩個 IP (210.52.109.22 和 175.45.178.222)。

—— 卡巴斯基所做的報告 指出，APT38 在 2017 年 1 月登入用來存放其惡意檔案的 Apache Tomcat 伺服器，也是來自相同 IP 範
圍（175.45.176.0 -175.45.179.255）
。

• 如同美國司法部在控告中所詳列的內容，一個我們歸屬於 APT38 的 WHITEOUT（也稱之為 Contopee）惡意軟體，乃是在 2015
年到 2016 年間用來入侵東南亞銀行的樣本。這個樣本使用特定的 DDNS 網域 onlink.epac[.]to，由一個 DDNS 供應商帳戶管
理。相同的帳戶在 2015 年 10 月 6 日由北韓 IP 位址進入。

• 如同美國司法部控告中所詳列的內容，北韓發動者對東南亞銀行進行偵察，包含拜訪其網站、研究 SWIFT 系統用來認定銀行唯一身分
的商業識別碼（BIC）
，以及用來對應銀行需求的 BIC 代碼，以進行計劃中的詐欺交易。這是北韓發動者針對 SWIFT 系統執行偵察，其
共享動機和意圖的證據，APT38 在之後將該組織視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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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資源、動機
APT38 和 TEMP.Hermit 使用的惡意軟體重疊性，突顯了與北韓國家
資助活動有關的多個作業團體，擁有共享的開發資源。雖然這些是針對不

同目標的不同手法，且依賴不同的 TTPs，其所使用的惡意軟體工具不是
重疊，就是存在共同的特徵，表示其擁有共同的開發人員，或使用相同的程
式資料庫。雖然 APT38 與其他 TEMP.Hermit 活動有所區別，這兩個
團體的作業同樣是為了北韓的國家利益。

• 惡
 意軟體的相似性，包含程式碼重疊和共同的功能，是 APT38 和其他
仍舊歸究於 TEMP.Hermit 的作業間主要的連結。有關他惡意軟體相
似性的詳細內容，請見前面的部分。

• APT38 日益針對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活動與北韓不斷惡化的金融
狀況呈平行狀態（圖 4）
。同樣的，TEMP.Hermit 對抗美國國防部承包
商和南韓政府辦公室和公司的活動，其他北韓的目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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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司法部控告和開放性來源報告指出，不在周邊公司中的 Lab 110
發動者通常以中國東北為其基地。經識別的周邊公司包含大連的朝鮮企
業朝鮮世博聯合創投公司以及瀋陽的沈陽貿易公司。
• 由國外調查機構所提供的第一手帳戶和資料，與在連線至或從北韓連
線，用來存取公司網站和關聯帳戶的通用 IP 位址都證明了朝鮮世博公
司是由平壤當局操作的周邊公司這個報告的正確性。

• 經回報在全球其他地區，包含東南亞、東歐和中國其他部分，都運作有相
似的單位。

• 惡意軟體開發人員和與其相對的其他發動者，都被公認為出自於北韓的
雇傭，且直接與軍事單位，如 Lab 110 有關。據報導，為這些軍事單位
提供工作人員的學校包括金澤科技大學和金日成軍事科學大學。

北韓軍隊單位連結

根據美國司法部針對北韓程式設計師 Park Jin Hyok 的控告，我們知道
APT38 和其他與 TEMP.Hermit 有關的網路發動者都與 Lab 110 有
聯繫，它是一個隸屬於或等同北韓偵察總局（RGB）中第六技術局的組織。
公認此組織利用周邊組織以掩飾其行動，包含滲透網路和收集情報。這些
關係已在圖 3 中描述。

圖 10. 存檔的朝鮮企業朝鮮世博聯合創投公司網站（來源：archive.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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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與啟示

APT38 以金融機構為目標，很有可能是北韓政府為要補足其遭受嚴重經

28

濟制裁所缺少部分而做出的努力。從限制使用國際銀行系統擴展到著重特

雖然美國司法部最近的控告不知會使 APT38 作業受到何種影響，但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的公開爆料顯然並未能阻擋北韓發動者。另外，最近

的作業。公開報告暗示北韓已涉入如走私和毒品交易這類非法活動，以獲

也不能激勵北韓控制其非法的經濟動機活動。基於在最近幾年在入侵目標

定出口的更嚴厲和更針對性制裁，很有可能大大增加其壓力並進行更大膽
取資金和維持經濟自足。我們判斷 APT38 的網路盜轉活動為這些不法
活動的延伸。來自北韓叛逃者的公開報告更額外提供以網路為主的軍事單
位被下達任務，要求為此政權提供收入的詳細內容，通常是透過參與各種
網路犯罪計劃，包括盜版和自由程式編寫工作。

APT38 作業的時間性提供了一些跡象，表明即使是重新參與外交活動，

和竊取資金上投注的大規模資源以及龐大網路，我們相信 APT38 在未
來還會繼續作業。特別是 SWIFT 盜轉的次數在最近幾年遭到極度遏止，
伴隨著環繞金融訊息系統安全的警戒提升，都可能驅使 APT38 使用新
的戰略來獲得資金，特別是若北韓在獲得資金的能力持續惡化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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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附件：APT38 使用的惡意軟體
表 2. APT38 使用的惡意軟體。
惡意軟體
BLINDTOAD

說明

BLINDTOAD 為 64 位元的服務 DLL，會從磁碟中載入一個加密的檔案並在記憶體裡執行此
檔案。

BOOTWRECK

BOOTWRECK 主開機記錄清除惡意軟體。

CHEESETRAY

CHEESETRAY是一個複雜的代理感知後門，可以在主動和被動模式下運行，具體取決於傳遞的命

CLEANTOAD

CLOSESHAVE

令行參數。此後門程式可以列舉檔案和處理程序、列舉驅動程式、列舉遠端桌面區段、上傳和下載檔
案、建立和終止處理程序、刪除檔案、建立反向 shell、作為代理伺服器行動並綁架處理程序等功能。
此後門程式使用 TCP 上的自訂二位元協議與命令行參數專用伺服器來與 C&C 伺服器通訊。

CLEANTOAD 是一個將刪除檔案系統干擾工具的產物，包含那些與 BLINDTOAD 有關的檔
案，且在取得來自設定檔資料後執行。此惡意軟體將 shellcode 注入 notepad.exe、覆寫並刪除
檔案、修改註冊金鑰、刪除服務並清除 Windows 事件日誌。

CLOSESHAVE 是一個需要單一命令行參數的安全刪除公用程式，該參數為前往系統中現有檔案
的路徑。它會使用空字節覆寫檔案、變更檔案名稱並刪除檔案。

已偵出為

•
•
•
•

FE_APT_BLINDTOAD
FE_APT_FIN_BLINDTOAD_1
FE_APT_FIN_BLINDTOAD_2
FE_APT_Loader_Win64_BLINDTOAD_1

• FE_APT_Wiper_Win32_BOOTWRECK_1
• FE_APT_Backdoor_Win64_CHEESETRAY_1
• FE_APT_Backdoor_Win_CHEESETRAY_1
• APT.Backdoor.Win.CHEESETRAY
• FE_APT_HackTool_Win_CLEANTOAD_1

• FE_APT_Hacktool_CLOSES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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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APT38 使用的惡意軟體。
惡意軟體
DarkComet

說明

DarkComet 是一個公開可使用的遠端存取特洛伊（RAT）程式，擁有 60 多種不同的功能，包括
收集系統資料、控制當前在受感染系統上運行的所有程式、查看和修改註冊表、創建反向 shell、修改
或添加啟動程序和服務、鍵盤側寫、竊取憑證、錄製音訊、掃描網路、鎖定、重新啟動和關閉受感染的
系統、使用新的命令和控制（C＆C）服務器或新功能更新惡意軟體，以及下載、修改和上傳文件。

DYEPACK

DYEPACK 是一種惡意套裝軟體，可操縱 SWIFT 交易活動的相關本機資料。DYEPACK 很有
可能被用來掩飾可透過其他工具或戰略顯示的詐欺 SWIFT 交易痕跡。此惡意軟體的變體可能已部

已偵出為

• Backdoor.DarkComet Trojan.DarkComet
• Backdoor.Fynloski
• Trojan.Fynloski
• Hacktool.APT.DYEPACK

署在與惡意活動十分有關的多個金融機構中。不過，在所有描述的案例中並未能確認有實際的部署。

DYEPACK.FOX

HERMES

HOTWAX

JspSpy

KEYLIME

MAPMAKER
NACHOCHEESE

NESTEGG

DYEPACK 公用程式的變體。DYEPACK.FOX 有能力操縱含有 SWIFT 訊息記錄的 PDF
文件。

HERMES 是多執行緒勒索軟體，它會列舉系統上所有的邏輯磁碟並為每個磁啟動新的加密執行
緒。它會試著用 AES256 加密來加密所有檔案，此加密會在請求 GetFileAttributes 後返回
FILE_ATTRIBUTE_NORMAL。HERMES 將試著在桌面上建立並顯示一個包含贖金指示，
稱為 DECRYPT_INFORMATION.txt 的檔案。

HOTWAX 是一種模組，在開始導入所有必需的系統 API 函數時，會搜索 .CHM 文
件。HOTWAX 使用 Spritz 運算法和熱編碼金鑰解密承載，然後搜尋目標處理程序並試著從
CHM 檔案注入解密承載模組到目標處理程序的位址空間。

JspSpy 是一種在 github.com 張貼過的公開可使用的 web shell。其中一個公開可用版本顯
示「Code By Ninty」
。

KEYLIME 是一種鍵盤側錄和剪貼簿側錄軟體，可將結果代碼錄入日誌檔中。

MAPMAKER 是一種偵察工具，可以列舉並列印在本機系統上的主動 TCP 連線。它會向操作系
統查詢 IPv4 TCP 連線表，並在日誌檔中寫入程式行如「<ip>:<port> -> <ip>:<port>」
。

NACHOCHEESE 是一種透過命令行接受分隔的 C&C IP 或網域，並賦予發動者進入受害系統
的 shell 存取權。
NESTEGG 是一種僅為記憶式的後門程式，可以使用自訂路由方案為其他入侵系統代理命令。它
接受命令以上傳和下載檔案、列出和刪除檔案，以及中止或開始處理程序。NESTEGG 也建立了
Windows 防火牆規則，讓後門程式可以綁定允許入埠流量的指定網路埠數量。

• Hacktool.APT.DYEPACK

•
•
•
•
•
•
•

FE_APT_Ransomware_HERMES_1
FE_APT_Ransomware_Win_HERMES_1
FE_APT_FIN_Ransomware_HERMES
FE_Ransomware_Win32_HERMES_1
Ransomware.Hermes.DNS
Ransomware.Hermes
RansomDownloader.Hermes

• FE_APT_Trojan_Win64_HOTWAX_1

•
•
•
•

FE_Webshell_JSP_JSPSPY_1
FE_Webshell_Java_JSPSPY_1
Webshell.JSP.JSPSPY
JSPSPY WEBSHELL

• FE_Hacktool_KEYLIME
• FE_APT_Trojan_KEYLIME
• FE_Trojan_KEYLIME
• FE_APT_HackTool_Win32_MAPMAKER_1
• FE_APT_FIN_Trojan_NACHOCHEESE
• FE_APT_FIN_Backdoor_NACHOCHEESE
•
•
•
•

FE_APT_Backdoor_NESTEGG
FE_APT_Backdoor_NESTEGG_2
FE_APT_Backdoor_NESTEGG_3
FE_Backdoor_NestEgg_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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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APT38 使用的惡意軟體。
惡意軟體
QUICKCAFE

QUICKRIDE

說明

QUICKCAFE 是 QUICKRIDE.POWER 加密的 JavaScript 下載程式，其利用的乃是
ActiveX M2Soft 的漏洞。QUICKCAFE 使用 JavaScript Obfuscator 進行混淆。
QUICKRIDE 是一種使用啟動檔案夾建立持久存取的後門程式。它使用 HTTPS 和靜態 HTTP
User-Agent 字串與 C&C 伺服器通訊。QUICKRIDE 能夠收集系統相關資料、下載並載入執行

已偵出為

• FE_APT_Downloader_JS_QUICKCAFE_1
• Backdoor.APT.QUICKRIDE

檔並自我解除安裝。它用於入侵波蘭的銀行。

QUICKRIDE.POWER

RATANKBAPOS

QUICKRIDE.POWER 是 QUICKRIDE 後門程式的 PowerShell 變體。它的承載量通常儲
存於 C:\windows\temp\
RatankbaPOS 是以支付卡應用程式 platform.exe 為目標的後門程式，刮除 track2 資
料並將其傳送到遠端 C&C RATANKBAPOS ，並能執行任何命令且將本身刪除。這個工具與
APT38 所屬基本設施有關，暗示這個團體可能在攔截交易資料時，考慮到其他戰略。

• FE_APT_Backdoor_PS1_QUICKRIDE_1
• FE_APT_Backdoor_PS1_QUICKRIDE_2
• Trojan.POS.RatankbaPOS
• Trojan.RatankbaPOS

RAWHIDE 是 ProcessHider rootkit 的變體。ProcessHider 是一種後滲透攻擊工具，能
隱藏來自監視工具（如：Task Manager 與 Process Explorer）的處理程序。

• FE_HACKTOOL_RAWHIDE
• Exploit.APT.RAWHIDE

REDSHAWL

REDSHAWL 是一種區段綁架公用程式，會在其他使用者當下透過命令列登入相同系統時啟動一

• FE_APT_HackTool_Win64_REDSHAWL_1

SCRUBBRUSH

SCRUBBRUSH 是一種破壞性公用程式，會刪除事件日誌，並會試著清除 MFT 檔案記錄。

• FE_APT_Tool_Win32_SCRUBBRUSH_1

SHADYCAT

SHADYCAT 是 HERMES 2.1 勒索軟體極端版本的散播病毒程式元件。

SLIMDOWN

SLIMDOWN 是透過自訂加密二位元協議來取回 PE 可執行文件的下載程式。

• FE_APT_Backdoor_SLIMDOWN

SMOOTHRIDE

SMOOTHRIDE 是一種 Flash 載入程式，包含三種不同的內嵌侵入方式。

• Trojan.SMOOTHRIDE.Profiler

RAWHIDE

個新的處理程序。

SMOOTHRIDE 會充當攻擊調度程式，並根據受影響的操作系統提供三種入侵方式之一（CVE。
2016-4119，CVE-2016-1019 或 CVE-2015-8651）

• FE_APT_Dropper_SHADYCAT_1
• FE_APT_FIN_Trojan_SHADYCAT_Dropper

SMOOTHRIDE 已被觀察到透過水坑完成。
SORRYBRUTE

WHITEOUT

SORRYBRUTE 是一個 SMB 暴力破解者，它接受目標 IP、使用者名稱和密碼來嘗試，並在命令
行上作為執行時間參數，並用於橫向移動。

WHITEOUT 是一個可感知 proxy 的後門，使用自定義加密的二進制協議進行通信。它可能利用
註冊儲存設定資料。已觀察到後門可支持 26 個命令，包括目錄遍歷、文件系統操作、數據存檔和傳

• FE_APT_HackTool_Win32_SORRYBRUTE_1
• FE_APT_Backdoor_WHITEOUT

輸以及命令執行。

WORMHOLE

WORMHOLE 是一種來自 C&C 伺服器的動態可配置 TCP 通道，可以使用其他遠端機台端點
作為中繼來通信。

• FE_APT_Tunneler_Win32_WORMHOLE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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