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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惡意軟體偵查之研究 
A Study on Detection of Android Malware 

許博學1    陳奎研2 

摘要 

Android 是一種開放且廣受用戶喜愛的作業系統，其應用軟體商店 Google Play 上之 APP 數量已於

2015 年超越了 APPLE App Store，成為世界上應用軟體最多的作業系統。基於龐大應用軟體數量與平

台相較 iOS 開放之特性，是否能夠快速有效的辨識出惡意軟體遂成為研究重點。本文介紹兩類主流的

惡意軟體偵查方法：靜態分析及動態分析，論述其偵查機制與特性比較。並且提出一款我們自行研發

的手機防毒軟體 MAB，專用於偵查最棘手的未知型惡意軟體。 

關鍵字：Android、惡意軟體、靜態分析、動態分析 

ABSTRACT  

Android is an open and very popular operating system with the world’s largest amount of application 
software on Google Play, which is over that on APPLE App Store since 2015.Capability of fast and effective 
discrimination of malware on Android becomes an important security issue, also due to its features of more 
open than iOS and huge amount of apps. This paper introduces main stream of malware detection methods, 
static analysis and dynamic analysis, and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detecting mechanism and feature 
comparison. Also, we introduce our anti-virus app, MAB, which is designed to deal with thorny problem of 
unknown type mal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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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動機 

自2008年在HTC G1中使用Android OS 起，

它已經歷一段很長的發展歷史。人們於手機上購

物、付費正在成為常態，Google等科技公司亦看

好智慧型手機未來將取代桌上型電腦成為日常使

用主流[2]。2013年六月，Google宣布其應用市集 
Google Play上的軟體(軟體)已經超越100萬數量

[12]、至2014年 Android OS 已經占據了80%的市

場份額[10]，2014年時軟體突破140萬[21]，成長

非常迅速。 

直至2014年底，智慧型手機的總體數量將超

過地球上的總人口，超越70億大關[22]。這樣的

成長力道，將吸引網路犯罪份子將主要目標由傳

統的Windows PC轉移到主流的Android平台及其

億級數量的設備。來自Sophos的資料也顯示在

2013年至2014年期間Android平台之惡意軟體增

長近600%，達到了總數約65萬個獨立的惡意軟體，

如圖1所示。 

 
圖1：至2014年1月迄之Android惡意軟體樣本數，取自[22] 

研究指出，2014年Android惡意軟體的主要行

為是惡意扣款與隱私竊取[5]。對於個人用戶而言，

植入Android應用的惡意程式碼主要用於竊取用

戶重要隱私、推送惡意應用軟體給用戶，或設計

誘騙用戶支付實際上不需要之服務，如偽裝成知

名遊戲APP以騙取付費金額；而部分惡意軟體則

將主要竊取目標放於用戶網路銀行之帳號密碼、

以及如比特幣等廣受歡迎的虛擬貨幣[7]，如若不

慎將造成用戶難以估計的經濟損失。 

對於企業而言，2014年美國索尼影業遭到駭

客入侵造成的嚴重洩密問題[9]或可證明惡意軟

體之隱私竊取對於企業之威脅；而影響數百萬

Android手機Heartbleed漏洞[8]則可證明開放原始

碼專案中很可能仍隱藏影響重大的未知漏洞，將

會對大量使用開源專案與開發Android應用的企

業造成巨大影響。不僅於此，2015年興起的行動

支付與穿戴式、萬物聯網技術等都將會帶給對於

企業、用戶、Android作業系統新的未知威脅[9]。 

在海量的軟體中判定惡意行為猶如大海撈針，

同時市場成長方向仍以中低階手機為主[3][6]，故

判定惡意行為所消耗的效能亦會是考量要項。所

以，如何以合理的代價盡可能正確的判定軟體是

否可能具有已知或未知之惡意行為，將會是本文

研究的重點。 

2.文獻探討 

目前Android的安全研究主要有幾個方向：一、

在軟體安裝到Android設備之前，檢查程式碼中是

否具有惡意行為；二、在軟體執行時透過特殊方

式監控其行為以判斷是否具有惡意；三、資源存

取控制。 

第一點利用已知的惡意軟體的程式碼或行為、

要求權限等特徵，來分析惡意軟體可能產生的危

害，可以再細分為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方法。靜

態分析通過反組譯、逆向工程等手段在軟體之反

組譯碼、或是原始碼中理解軟體行為，以便比對

是否具有惡意行為之特徵；動態分析通過在沙盒

或Android模擬器中執行軟體，盡可能的觸發軟體

之功能，以便偵查是否出現惡意行為。如果樣本

充足的情況下，通常能夠快速辨識出惡意軟體，

但缺點為準備耗時、需要大量樣本且可能會因為

惡意軟體開發者使用各種如加殼、壓縮、加密或

是多重混合等方式規避偵查[1]，而出現誤判。 

第二點通常則透過修改Android平台源代碼。

在關鍵API接口處插入監控程式碼以看惡意軟體

之 行 為 ， 以 便 即 時 提 出 警 示 。 如 跟 蹤

IPC(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以防止應用軟

體 惡 意 提 昇 權 限 ， 或 將 IPC 與 RPC(Remote 
Procedure Call)通信資料輕量加密以防止中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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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聽；或修改Android原始碼，在特定API處增加

監控程式碼，讓使用者獲得可以自定應用軟體存

取資源權限的能力，或重新封裝應用軟體，直接

將監控程式碼插入待測軟體之中，以省略修改系

統原始碼的麻煩等等。 

第三點利用虛擬化技術以實作嚴格的存取控

制。存取控制對應用程序劃分區域等級，這類安

全隔離技術多用於企業安全應用。 

Schmidt等人[22]由靜態分析著手，提出使用

readelf工具以靜態手段抽取可執行鏈結格式

(Executable and Linking Format, ELF)檔案的函數

呼叫列表，並透過分類演算法對得到的樣本進行

分類判斷，以達到偵查惡意軟體之目的。

BURGUERA I等人[15]開發了一套稱為Crowdroid
的動態分析系統，監控軟體所使用之Linux系統呼

叫並對其劃分聚類，以辨識惡意軟體。 

Android雖是基於Linux系統開發，但它們並

不完全相同，故有必要針對Android系統本身之特

徵進行分析，以利得到更好的偵查結果。故，

CHIANG H S等人[16]則是藉由本體論的知識對

分析惡意軟體做出貢獻：其針對Android系統本身

的特徵，分析該平台上的惡意軟體樣本所共有的

行為特徵，如存取檔案系統、下載並安裝程式等。

SHABTAI A等人[23]在Android平台實作了一套

行 為 監 控 系 統 ─ HIDS(Host-based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用以動態監控Android系統之

各種特徵與事件，再以決策樹和迴歸分析等方法

分類結果，但基於手機系統之有限資源而言，此

方法實施較為複雜。 

Kajiwara等人[21]則是提出一種靜態隱私資

料之洩漏分析工具，透過分析軟體原始所使用讀

取隱私資料之API，再分析該軟體之隱私資料的

傳輸流，從而得知是否該軟體有洩漏隱私的可能

性。Fuchs等人 [11]提出以ScanDroid從軟體之

Manifest.xml檔案中蒐集該軟體所要求之權限等

安全特徵資訊，再透過分析該軟體之資料流分析

此軟體是否與安全特徵符合；此方法缺點為無法

偵測繞過Android系統權限機制的惡意軟體行為。

Wu Zhou等人[31]提出DroidMoss用以檢查第三方

應用市集的惡意軟體；DroidBoss分別蒐集官方管

道與第三方應用市集之作者資訊與 

本文共將探討四種方法，包含兩種靜態分析

方法，分別為由CAI Zhi-biaoi等人[17]發展之基於

系統呼叫、與由ZHANG Rui等人[31]發展之基於

軟體要求權限相關性之兩種獨特靜態分析之惡意

軟體檢測方式，與由YAN Yong所提出[32]的一種

動態監控方法，以及介紹由我們所研發之針對未

知惡意軟體的行動防毒軟體MAB[4]。 

3.惡意軟體靜態分析方法 

3.1 靜態分析定義 
靜態分析(Static program analysis)一般是指

在不執行目標程式的條件下，進行程式分析的方

法[28]。靜態分析方法強調的是以主要分析原始

程式碼或反組譯碼的方式來理解程式行為，但在

實際分析的過程當中，通常仍會配合實際執行軟

體來輔助理解靜態分析之結果。 

3.2 一般靜態分析之對象 
一般而言，靜態分析將需要分析原始程式碼

或分析經過反組譯之目的碼得到的反組譯碼。在

Android環境下，靜態分析之對象則是Android 軟
體套件檔案(Application Package File, APK)[27]。
該套件檔案是附檔名為*.apk之檔案。此APK 檔
案基於 ZIP 檔案格式，它與JAR檔案的構造方式

相似，可以使用WinRAR/WinZip/7Zip等解壓縮程

式開啟，得到它的目錄結構。 

APK檔案之結構如圖2所示，主要包括五個部

分：一、META-INF資料夾；二、res資料夾；三、

AndroidManifest.xml ； 四 、 class.dex ； 五 、

resources .arsc。這五個部分當中，分析的目標通

常放在AndroidManifest.xml與class.dex上。經過反

組譯AndroidManifest.xml與適當的分析之後，可

得到該軟體的基本資訊與執行時所需要的系統權

限等資訊；而反組譯class.dex檔案後，可得到該

軟體的原始程式碼。 

3.3 基於系統呼叫 
3.3.1 系統呼叫 

系統呼叫一詞指執行在使用者空間的軟體向

作業系統核心請求需要更高許可權運行的服務之

行為[29]。如圖3所示，系統呼叫提供了用戶程序

與硬體資源之間的介面，確保系統的安全與穩定

性。大多數系統互動式操作需求在核心態執行，

如設備IO操作或者進程間通信等。 

系統呼叫作為作業系統與使用者軟體之介面，

其運作原理如圖4所示。透過系統呼叫這一層介面，

所有系統資源存取都在系統核心控制下執行，進

而確保整體系統的安全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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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APK 文件之結構   圖 3：系統呼叫之介面關係          圖 4：系統呼叫示意圖，取自[29] 

CAI Zhi-biao等人[17]基於Mutz D.等[20]之
研究認為，系統呼叫之次數特性可作為判斷軟體

是否出現異常行為之依據。一個進程(Process)在
一定時間內正常執行時，各種系統呼叫出現的次

數是穩定的，但當惡意行為出現時，其次數會發

生變化。 

3.3.2 Android環境之系統呼叫 
Android核心架構於Linux核心之上，而Linux

核心處於整套系統架構面對硬體的最底層。作為

硬體與軟體之間的抽象介面，所有的軟體都勢必

透過系統呼叫以存取較底層的硬體或服務。換句

話說，如若可監視並分析一款軟體執行時所產生

的系統呼叫，將可得知有關該軟體行為的資訊。 

在Android下須透過額外下載strace工具[14]
來蒐集軟體執行時所使用之系統呼叫。Linux 3.0
中核心約有326個 [12]。而其中的三樣 access, 
chmod, chown因為其功能之故，經常被惡意程式

用來存取檔案、改變檔案存取權限、改變檔案擁

有者等。如表1所示，此行為向量為分析帶有惡意

行為之〝超級猴子2〞軟體後，所得到的各式系統

呼叫被執行之次數。

表 1：超級猴子各式系統呼叫之執行向量，取自[17] 

圖 5：kNN 演算法示意圖，取自[30] 

 

軟體

系統
呼叫

核心
(Kernel)

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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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kNN演算法之應用 
kNN演算法(K-Nearest Neighbors algorithm, 

kNN, K-近鄰演算法, 最近鄰居法)[28]之概念為：

相同類別的樣本其相似度也高，故可以計算與已

知樣本的相似度來評估未知樣本的可能分。如果

一個樣本在特徵空間中的k個最相似樣本大多數

都屬於某一類別，則此一樣本也屬於該類別。如

圖5。 

CAI Zhi-biao等人設定k值=1，並透過WEKA
工具將每個Android軟體按照行為向量區分為兩

類：正常、帶有惡意。正常軟體之行為向量歸於

正常行為向量類，反之則歸於惡意行為向量類。 

3.3.4 實驗方式與結果 
此基於系統呼叫之實驗基本流程如圖6所示。

說明如下： 

1)環境準備：該文作者所架設環境為執行

Android 2.3.3 之虛擬機。 
2)獲取樣本 

i. 由正常管道取得三款軟體：指紋屏保

(v1.0)、超級猴子 2(v2.1)、簡易計算器

(v1.0)。 
ii. 由Contagio mobile網站下載[21]對應惡意

軟體樣本。 

3)取得正常與對應惡意版本軟體之系統呼叫執

行向量 
由不同用戶操作該軟體 2 分鐘後，對每款

軟體蒐集 40 條系統呼叫向量。40 條系統呼叫

向量中，30 條為正常版本得到之向量，10 條

為惡意版本之向量。 

4)透過 kNN 演算法分類 
三款 APP 之正常／惡意版本所蒐集到的

系統呼叫向量數據集共 120 筆，這些數據被被

隨機分成 10 等份，其中 1 份被保留作為驗證

分類模型的數據，其它 9 份用來訓練，交叉驗

證 10 次，每 1 份驗證 1 次，10 次結果的均值

作為對算法精度的估計。 

5)執行結果-此方法之實驗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基於系統呼叫之檢測實驗結果，取自[17] 

圖 6：基於系統呼叫之檢測實驗流程，取自[17] 

3.3.5 小結 
此文獻提出一種分析軟體執行時產生各種系

統呼叫次數的以判定是否具有威脅的偵查方法。

但其需要以用strace工具分別監控正常與惡意軟

體執行時如何執行核心層之系統呼叫，方能定義

良性/惡性行為，故行為資料蒐集是否齊全將會影

響判定效果，同時在面對未知威脅(沒有對比資料)
的情況下應會處於劣勢。相對地來說，此方法對

於判斷已知威脅有不錯的辨識率。 

3.4 基於軟體權限相關性 
3.4.1 Android系統權限 

權限機制是 Android 安全策略的核心，

Android系統要求開發者在AndroidManifest.xml檔
案中宣告一系列軟體在執行時需要用到的權限資

訊，如圖7。當使用者安裝軟體時，需要同意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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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該應用所索取的權限，才可以完成安裝。 

基於目的不同，良性(即正常)與惡意軟體在

所需要權限將會有些許不同。基於ZHANG Rui
等人引述，惡意應用傾向於使用有關簡訊的權限

(62.7%)、以及開機自動啟動之權限(54.6%)、更改

Wi-Fi狀態的權限(31.6%)，而良性程序很少使用

這些權限。以上研究可以看出，不同Android權限

在使用頻率上有明顯差異，並且良性與惡性應用

在所獲取之權限組合與類別傾向上也有不同。 

圖7：AndroidManifest.xml之內容 

表3：彼此有強相關之權限集，取自[33] 

 

3.4.2 取得後驗機率 
此方法基於Android權限的特性，以兩個階段

篩選得到相對精確的權限特徵集合，最後進行樸

素貝氏分類以評估檢驗之軟體是否具有惡意。三

種階段依序分別為： 

一、將Android所有134個權限進行卡方檢驗

以得到初步權限特徵集合T； 

二、將特徵集合T聚類以去除彼此有強相關

鏈結(如表3)的冗餘權限以得到特徵集合T’； 

三、將集合套用考慮權限屬性給予對應權重

的改進之樸素貝氏分類，求得待檢驗軟體分別屬

於惡意與良性的後驗機率，再將其比較後以得到

最後之檢驗結果。 

3.4.3 實驗方式與結果 
此基於Android應用權限相關性判定方法之

實驗方式如圖8。說明如下： 

1) 環境準備 
安裝 python 環境；取得 Android SDK。 

2) 獲取樣本 
i. 由 Google Play 與 VirusShare[23]取得

1000 個良性/惡意軟體樣本。 
ii. 用 python 語言透過 AndroidSDK 之

AndroidAssetPackaging Tool 取得權限

資訊。 
3) 取得機率 

透過兩階段的特徵集合處理後，再以部分

良性/惡性樣本進行學習，可取得貝氏先驗

機，再加入不同屬性之權限權重以取得後

驗機率，再以其分別計算待檢驗應用軟體

分別屬於惡性/良性之概率值。 
4) 執行結果 

比較良性/惡性概率值，得到檢驗結果，如

表 4。整體實驗流程如圖 8 所示。

表 4：軟體權限相關性之檢驗結果，取自[33]  

圖 8：基於軟體權限相關性之檢驗流程，取自[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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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小結 
此文獻提出之一種利用軟體所需要之權限特

徵來判定是否具有威脅的方法。此方案對比4.3節
之方法有較為簡單易行之好處、同時偵查效果亦

頗具水準。其劣勢應仍是需要蒐集高廣度的樣本

以建立足夠精確的特徵集合。此方法應適合於初

步快速篩選軟體是否具有惡意傾向，如再配合其

他的靜態分析方法或動態分析手段，將可補足此

法不足之處。 

4.惡意軟體動態監控方法 

動態分析一般是透過模擬器模擬真實使用情

境，以盡可能觸發待測軟體API呼叫之方式來蒐

集軟體之行為，並以此判斷行為是否具有惡意。

動態分析也可透過修改Android之系統原始碼以

插入監控程式；或以動態注入的方式於關鍵API
介面處插入監控程式碼，以盡可能不影響效能為

前提的監視惡意軟體行為，YAN Yong所提出的方

法[32]正是基於此點。 

4.1 敏感行為定義 
如4.4.1所提到，惡意軟體傾向使用有關簡訊

的權限(62.7%)，故在進行監控之前，首先得確定

敏感行為與敏感資料之定義。敏感資料指的是各

種與使用者個人隱私相關的所有資料。如表5所示，

如位置資訊、簡訊、通訊錄，手機資訊和個人資

料等資訊如果洩漏，都可能造成一定程度個人隱

私問題，故都屬於敏感資料。

表5：敏感資料類型，取自[32] 表6：敏感行為，取自[32] 

  

定義敏感資料後即可進一步羅列對存取這些

資料的權限與服務。Android系統強制軟體欲存取

某些資源或服務時時必須宣告其權限，而系統在

安裝軟體之前會先告知使用者該軟體需要哪些權

限。這些提供這些權限背後的系統呼叫通常是以

服務的形式存在於系統之中，考量動態監控對於

手機效能的影響、與存取敏感資料所需要的權限，

列出權限與服務的對應如表6。 

4.2 敏感行為監控 

4.2.1 動態注入 
動態監控的本質，是攔截各軟體與服務間的

通訊過程。由於Android系統中每個進程之記憶體

是各自獨立的，所以需使用ptrace()功能以打破進

程間的壁壘，以便實現動態共享函式庫的注入，

此即hook技術之體現。考量效能與可行性，僅能

針對特定關鍵系統部分進行監控。因為系統中涉

及敏感資料的API大部分皆以服務形式存在，所

以直接監控Android系統中之servicemanager將可

獲得所有軟體對服務進行呼叫的要求，如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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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動態注入原理，取自[32]

4.3 實驗方式與結果 
此基於Android應用權限相關性判定方法之

實驗方式如圖8。說明如下： 

1) 環境準備 
此文獻之實驗環境為 HTC Sensation XE，
軟體基頻版本

11.69.3504.00U_11.22.3504.07_M；系統環

境為 Android 4.04。 

2) 執行結果 
此文獻為了測試的全面性，挑選了近 60
種生活常用軟體。開啟軟體後在終端機執

行 top 命令以監視軟體之資源使用情況，

目標為 servicemanager。結果如表 7 所示，

可見其動態監控部分程式碼注入後，無論

是記憶體使用率或 CPU 占用率之變化都

不大。

表 7：動態監控執行後之系統資源佔用，取自[32] 

 

 

4.4 小結 
如表7可得知其注入前後資源影響相當低。此

文獻成功設計了一種低效能影響的Android動態

監控方，可提供一個長期有效蒐集軟體行為的方

式。如能將此方式搜集到的資料為基礎配合前面

幾種靜態分析方式，應可更全面的了解惡意軟體

之意圖，透過此資料學習惡意軟體之模式，進而

防堵。 

5.MAB：未知型惡意軟體偵查方法 

5.1 手機惡意程式的偵測方法 
行動防毒軟體MAB由我們所研發[4]，其主旨

在威脅發生之前提醒用戶注意應用軟體之可疑行

為。據4.4.1所引述，具有開機自動啟動之權限之

惡意軟體約有54.6%。MAB透過鎖定該權限即時

檢查使用者所安裝之軟體是否具有開機自動啟動

行為之方式，主動提醒使用者檢查該軟體索取此

權限是否合理，如不合常理則可快速卸載該軟體，

在其首次被執行前即移除，防範威脅於未然。 

5.2 操作流程 
MAB作為未知型惡意軟體偵查方法，其主要

思想為徹底防堵惡意軟體之開機自動啟動之動作。

MAB會監聽Android系統是否有安裝新軟體，假

如新安裝的軟體具有開機啟動之權限，則告知使

用者此軟體會在開機時啟動。其動作流程如圖10
所示。



Android 惡意軟體偵查之研究 
 

131 

 
圖 10：MAB 系統流程圖

5.3 實驗方式與結果 
就 MAB 偵查未知類型病毒之實驗準備與結

果(表 4)，說明如下： 

1) 環境準備 
i. 測試機型號為 Samsung 之

GT-N7100(Note2)，內建 Samsung Exynos 
4412 1.6Ghz 四核心處理器，搭載

Android 4.1 作業系統。 
ii. 將 MAB 與對照用商用防毒軟體安裝於

測試機之上，並確認無衝突情形。挑選

之對照用商用防毒軟體分別為

Avast!(v2.0.3380)與
TrendMicro(v2.5.0.1187)。 

2) 獲取樣本 
下載在 Google Play 中最新熱門免費類別（含

休閒、動態桌布、動腦與益智、小工具、撲

克牌與賭博、競速、街機和動作遊戲、運動

遊戲等八大類別）之免費應用程式，且每一

類別按照熱門排名順序，依序安裝 20 個具

有開機權限的套件，共取 150 個樣本。為了

避免排名異動，每項單一類別會在同一天內

完成。 

3) 確認惡意 
i. 執行實驗組（MAB）與對照組（商用防

毒軟體）測試樣本是否具有惡意 
ii. 同時將所有樣本同時上傳至

VirusTotal[24]，藉由該網站之功能來判

定未知軟體是否具有惡意。 
iii. 每隔三週將對照組之病毒碼更新後，再

進行一次安裝測試，觀察安裝後實驗組

與對照組之間的關係。 
4) 比較結果 
執行結果統計如表4所示。經歷長達兩個月與

三次安裝測試，總共150個樣本中共有100個樣本

被VirusTotal判定為具有惡意。對照組的Avast!並
沒有發現任何異常；TrendMicro則判定其中13個
具有惡意，僅約9%的辨識率。

表 4：MAB 之偵查執行結果，取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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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MAB 測試結果統計圖，取自[4] 

5.4 小結 
依照6.3執行結果顯示，傳統防毒軟體廠商以

病毒碼辨識為主的方式面對未知威脅仍有一段不

短的反應期，而Google Play端的惡意程式檢查也

需要一段時間，而這段空窗期將可能會給予入侵

者可趁之機以謀取不當利益。 

結果表明，因其偵查方式較為單一，如MAB
與傳統防毒軟體相互合作，則其將可補足後者的

不足。MAB可在相應病毒碼尚未產生前透過其檢

查開機權限之方式給予使用者即時防護，提醒使

用者思考是否使用其他功能相當、但卻沒有可疑

開機自動啟動權限的軟體，無形中即阻止許多未

知威脅。但基於4.4.1之研究顯示，開機權限僅佔

54.6% ， 如 果 可 加 入 更 多 權 限 檢 查 如 比

BOOT_COMPLETED 更 早 觸 發 之

CONNECTIVITY_CHANGE、並結合如4.4之權限

特徵集之偵查，與雲端社群判斷每一APP之信任

度，其保護能力或可更上一層樓。 

6.結論與展望 

本文主要於探討Android系統主流的惡意軟

體偵查方式，共列舉了兩種靜態分析方式、一種

動態監控與一種未知型惡意軟體偵查方式。由各

方法之結果圖表可得知，沒有單獨任一種方式能

夠達到完全百分之百的惡意軟體辨識率，僅能針

對某些特性做出相應之偵查。經由非正常管道將

極有可能取得具有惡意的同名應用APP，故建議

使用者需在可信賴的市集取得APP。 

由本文各小節之結論可得知，當處於可能獲

得大量APP樣本之情境時，如第三方軟體市集、

電信單位之自有市集、政府資訊管理單位等，採

用多種靜態分析方式將可獲得相當好的惡意軟體

偵查成果；而一般使用者除了經由Android內建之

Google Play市集檢查惡意APP之外，也可主動安

裝具有特徵動態監控模組、或如MAB具有特定之

未知型惡意軟體偵查功能的防毒APP來遏止各種

可能的個人隱私資訊外洩與手機異常等情形。 

本文除了探討各種主流偵查方式之外，另一

目的則是試圖能夠找出組合各種方式特性與優點

之可能。今後將計畫以MAB為基礎，實作一套低

資源使用率之雲端偵查系統，藉由整合動態監控、

靜態分析與MAB的未知型威脅偵測能力，以期能

更精確、快速的判定惡意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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