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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Kali下載、安裝與設定

K ali是以 Debian為基礎發展的，Debian有的特性 Kali都有，要拿 Kali做辦公
用途也可以，但我們把學習重心放在滲透測試用途上。

  2.1    Kali 2.x 與 1.x 的差異

在 2015年 7月 29日Windows 10上市之後不到一個月（8月 11日），Kali也推出
新版 2.0，不僅改用新版的 Linux核心，也大幅改進圖形化介面操作，資訊技術的
變化實在太快了，這一節主要是為 1.x版轉換到 2.x版的讀者說明改進差異，如果
您是初次接觸 Kali或者不在意兩版本之間差別者，可以直接跳到下一節，但本節
仍提供具參考價值的資訊，何妨瀏覽瀏覽。

Kali 2.x（下稱 Kali 2）與前一代主要差異如下：

一、圖形介面的改進

初見 Kali 2的 X-Window時，有一種驚豔的感覺，畫面變漂亮了，實際上不只畫
面變了，連操作方式也更接近Windows 7，例如將視窗拖曳到螢幕頂端時，視窗會
自動擴展成全螢幕，拖曳到左或右邊時，會自動縮成半寬螢幕置左或置右。仿照

Windows的釘選到工作列，Kali 2也提供加到喜好的功能，可以將程式釘到喜好列
裡，當然更酷炫的畫面，代表著耗用更多的資源。

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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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下載及安裝 Kali

⑥ 目前工作區（Workspace）：上面的數字是工作區編號，跟以往固定 4個工作區

的模式不一樣，預設狀態只有 1個工作區，而依使用者將程式放到哪一個工作區

自動增加，在程式上按滑鼠右鍵，再選擇「將工作區下移」就能把程式移到下一

個工作區。也可以改成靜態模式，由使用者指定工作區數，最多可以指定 36個

工作區。

如果要切換工作區，可以點擊此圖示，然後選擇欲前往的工作區即可，對於用慣

單一桌面的 Windows使用者，或許無法體會多組工作區的好處，其實我們可以

將任何桌面上的物件（如光碟機）在各工作區之間移動，方便安排桌面內容，例

如開啟 4 組終端機，就可放置在不同的工作區上，不會因在同一工作區上重疊而

混淆操作。

⑦ 這一部分包括音量、網路、藍牙設定、切換使用者

及開關機，不管點擊哪一組圖示都會出現如右圖的

操作畫面。操作畫面下方三組圓鈕由左至右分別

為：系統設定、螢幕鎖定、關機。

點擊使用者（如 root）則可以進行「登出」。

圖 2-22

⑧ 這是前面提過的工作列，用來布置喜好的程式，執行中的程式也會出現在這裡。

需要常常執行的程式，可以在程式圖示上按滑鼠右，選擇「加入喜好」，就會將

程式釘選在此工作列上。

⑨ 點擊工作列中的「所有應用程式」鈕，會在桌面展示所有應用程式，同時相關的

操作有⑩程式搜尋、⑪跳頁、⑫常用程式過濾。

⑩ 顯示所有應用程式時，可以利用搜尋框尋找特定的程式，隨著輸入的字元，逐漸

縮減符合的程式，例如輸入 meta後，桌面上會只剩下「metasploit framework」。

⑪ 跳頁，依照應用程式佔用的頁數，會出現對應的圓點圈，如圖 2-21共有三頁，

使用者可以點擊圓點圈快速跳頁，或者使用 PgUp、PgDn鍵逐一翻頁。

⑫ 快速過濾常用程式或者要顯示全部程式。

⑬ 光碟機：只有在光碟機有光碟時才會顯示，對於移除式媒體，Kali如果有偵測

到，會在桌面顯示其圖示，USB隨身碟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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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關於 Linux的基本操作

  3.3    Kali 常用支援工具

3.3.1  桌面分享（Remote Desktop）

進行滲透測試時，執行測試作業的電腦通常會置於指定場所，有時需從遠端（如從

家裡）操控此電腦，Kali已預裝有桌面分享程式，毋需另外安裝 VNC。

1  從「應用系統 \ 常用程序 \ 系統工具 \ 偏好設定 \設定值」進入系統設定功能，

接著點選「分享」圖示。

2  啟用「允許遙控」（點一下右上角的開關即可切換），再雙擊中間的「螢幕分享」

3  設定「需要密碼」，並在密碼框內指定連線的密碼，例如「toor@roo」。

4  在下方的網路清單中選擇可接受連入的網路，並將其設為啟動。

圖 3-4

如果勾選「存取新的連線必須詢問」，只要從遠端連入時，Kali都會發出確認對話
框要求確認，未確認之前，遠端連線程序不算完成，因為這樣不符合個人想從遠端

操控的目的，建議不要選擇此選項。

 NOTE：取消「存取新的連線必須詢問」可能存在 Kali被其他人操控的危險，如無

必要，請關閉桌面分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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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Kali常用支援工具

理論上，完成上面的設定後，遠端機器利用 VNC連線 Guest IP的端口 5900，輸入
指定的密碼就可以進行遠端操控。但您或許跟我一樣收到類似「未支援的授權方

式」（No supported authentication methods）的訊息，這是因為 GNOME Vino服務
要求加密傳送，但一般 VNC Viewer並沒有進行加密配對，所以 Vino無法完成身
分認證，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取消 Vino的加密要求，在 Kali終端機執行下列指令，
再重新連線應可成功：

gsettings set org.gnome.Vino require-encryption false

3.3.2  紀錄檔檢視器

Kali的紀錄檔檢視器就像Windows的事件檢視器，可以讓我們查看系統的日誌資
訊。從「應用系統 \ 常用程序 \ 公用程式 \ 系統紀錄」進入，有時除錯還得靠紀錄

檔的內容呢！

圖 3-5

3.3.3  加入或移除軟體

這項功能好像Windows的新增 /移除程式（Win7叫程式和功能），可以讓我們從套
件庫中選擇欲安裝的套件，或移除已安裝的套件。從「應用系統 \ 常用程序 \ 系統

工具 \ 管理 \ 軟體包」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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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補充滲透能量

K ali雖然提供近 400支工具，但某些工具只是預安裝，必須完成註冊或設定後
才能使用，本章將說明如何完成工具的註冊或設定使成為可用狀態。還有一些

常用的工具，雖然有發行 Debian版本，但並未被收錄到 Kali，本章也會介紹如何安
裝這些工具。

  4.1    安裝 Nessus
雖然 Nessus有 Debian版本，但 Kali並未事先安裝，底下將介紹如何安裝、註冊及
設定 Nessus，若不打算使用 Nessus可以直接跳過此步驟。

Nessus為一款威力強大、更新頻繁、使用簡單的弱點掃描與分析軟體，也是目前多
家承接滲透測試專案廠商愛用的工具，能針對掃描的結果產製評估報表，並提供連

結到網路上的弱點資料庫，方便使用者判別弱點類型及修正方法。

目前分成專業版、企業版、雲端版及家用版，一般的使用者若只為了學習，可以下

載家用版（免費），家用版功能當然也有所限縮，有關 Nessus的資訊及下載網址請
參考：http://www.tenable.com/products/nessus/select-your-operating-system。

4.1.1  安裝 Nessus

1  從 http://www.tenable.com/products/nessus/select-your-operating-system下載合

適的版本，筆者使用 64bit的 Kali，故下載「Nessus-6.4.3-debian6_amd64.deb」，

以前面安裝的 FireFox進行下載，下載之後檔案會存放在 /root/Downloads目錄下。

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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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訊息蒐集工具

6.1.8  webhttrack（Web版 httrack）

webhttrack是 httrack的圖形版，利用瀏覽器操作，有關安裝方法請參考 4.4節。

 � 執行路徑：

直接從終端機執行 webhttrack，它會利用預設瀏覽器自動開啟操作頁面。

圖 6-10

使用 webhttrack的好處是支援多重語言，在首頁可從 Language preference選擇
操作環境的語言，喜愛使用中文者，可以選擇「Chinese BIG5」。

接著按照畫面提示的步驟操作，各對應欄位填寫的方式可參考 httrack，因為
webhttrack是使用 httrack的核心進行網站複製。下圖即執行中及完成後的畫
面，執行的結果跟 httrack一致。

圖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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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收集 SSL資訊

6.9.1  SSLCaudit

sslcaudit設計的目標是用來測試 SSL / TLS是否遭受 MITM（中間人）攻擊。

 � 執行路徑： 01-信息收集 \ SSL分析 \ sslcaudit 
由終端機執行 sslcaudit

 � 語法：sslcaudit [OPTIONs]

 � 說明：

-l IP[:PORT]：指定監聽的 IP及端口編號（預設 0.0.0.0:8443）。

-c NCLIENTS：指定在完成幾組（預設 1）的 client 評估後即自動結束。

-N TEST_NAME：指定這次測試的名稱（自定），如果有指定，將出現在輸出資

訊的最左邊欄。

--server=HOST:PORT：指定要擷取的 client通訊對像的伺服器。

--user-cert=USER_CERT_FILE：指定使用者的憑證檔案。

--user-key=USER_KEY_FILE：指定使用者的金鑰來源檔。

--user-ca-cert=USER_CA_CERT_FILE：指定使用者的 CA憑證檔。

--user-ca-key=USER_CA_KEY_FILE：指定使用者的 CA金鑰檔。

 � 範例：

root@kali:~# sslcaudit -l 0.0.0.0:443
# filebag location: sslcaudit.1
127.0.0.1:38978  selfsigned(www.example.com) tlsv1 alert unknown ca

6.9.2  sslscan

測試伺服器支援的 SSL 類型（supports SSLv2, SSLv3及 TLS1）及加密的種類。如
果伺服器有支援較舊版本（或有漏洞的 SSL服務），也許能找到可供利用的漏洞，
進而完成系統滲透。

 � 執行路徑： 01-信息收集 \ SSL分析 \ sslscan 
由終端機執行 sslscan

 � 語法：sslscan [OPTIONs] HOST[:PORT]

 � 說明：

--targets=HOST_FILE：將多個待測目標以檔案方式餵入，一行一個網站，以

host或 host:port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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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社交工程

Bit Flipping：字元的內碼做 bit變換。

Homoglyphs：相似型體的換，例如將 d換成 cl。

Wrong TLD：更換頂級網域名稱。

urlcrazy好不好用，見人見智，它的功能單純，但駭客的想法可以很複雜，當它是
資訊收集工具也好、是社交工具也好，只要能幫我們完成滲透測試就是好工具。

  10.2    setoolkit
setoolkit是一套社交工程工具集，簡稱 SET，可以讓我們製作釣魚網站或電子郵件，
好對組織內部人員進行攻擊，藉以埋入後門、騙取帳號、密碼或其他機敏資料，以

便讓滲透測試作業可以更深入。

當然，製作釣魚網頁或電子郵件，不一定能達到攻擊的效果，還必須使用者粗心大

意、安全防護不足或者使用者的瀏覽器、電子郵件閱讀器有安全漏洞，才可能讓攻

擊載荷（payload）發生效用。使用社交工程進行滲透測試，若無功而返，表示受
測組織的資安意識夠高，社交工程的攻擊手法無法發揮效用。

 � 執行路徑： 08-漏洞利用工具集 \ Social Engineering Toolkit 
由終端機執行 setoolkit

 � 說明：setoolkit是文字交談式介面，只要按照選單逐步完成設定就能建造一組
社交工程的郵件或網站。進入 SET首頁主要有 6個選項，我們將重心放在「1) 
Social-Engineering Attacks」，其他項目的功能對我們助益不大，例如「2) Fast-
Track Penetration Testing」是 SET附帶的滲透測試工具，但我們有其他工具可
達到更好的效果。

圖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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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SQLdict

12  重新執行 HexorBase，ORACLE 大圖示下應該已變成綠色文字，並指明連線模組

資訊是「cx_Oracle version 5.2」。

  11.4    SQLdict
SQLdict是一組圖形化的資料庫帳號、密碼暴力破解工具，只要簡單指定攻擊的目
標位址（URL或 IP）、帳號及待測試的密碼字典檔即可。使用這套軟體需要準備一
套密碼字典，其他操作部分相信讀者一看畫面就知道。

 � 執行路徑： 04-數據庫評估軟件 \ sqldict 
由終端機執行 sqldict

 � 說明：sqldict是一款圖形化工具，執行後如下
畫面，請輸入待測的伺服器位址及連線的使

用者帳號，並指定猜測用的密碼字典即可。

因為 sqldict是針對 MS SQL Server開發，預
設端口為 1433。

 NOTE：載入密碼字典後，畫面上沒有任

何指示文字。

圖 11-9

  11.5    oscanner
oscanner是一套用 Java寫成的 ORACLE資料庫檢測軟體，利用外掛方式擴充功能，
目前可以支援：資料庫代號（Sid）探索、資料庫管理系統版本檢查、使用者帳號
角色檢查、使用者權限檢查、使用者密碼雜湊值探索、資料庫密碼原則、暴力密碼

測試。

 � 執行路徑： 04-數據庫評估軟件 \ oscanner 
由終端機執行 oscanner

 � 語法：oscanner -s HOST_IP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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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3　漏洞利用、提權工具

設定擷取過濾

我們利用簡易的步驟擷取封包，無論何種封包類型都會被保存下來，這樣抓取的封

包數量非常多，會影響處理的效能，如果只想 處理特定格式的封包，例如瀏覽特
定網站的往來資訊，可以事先設計封包擷取的過濾式，讓 wireshark只擷取符合條
件的封包。

wireshark的擷取過濾可以針對網卡個別設定，或針對本次擷取作業設定，請由歡
迎頁面或圖示中選擇「Capture Options」開啟進階擷取設定畫面（還有許多途徑可
以開啟進階擷取設定）。

wireshark的擷取過濾條件式的語法跟 pcap filter一樣，可參考 21.5節「常用 pcap 
filter」。

圖 13-19

在 Capture Options的 Capture Filter是針對此回合內所有可用網卡的擷取做過濾，
如果要對各別網卡設定不同的條件，可雙擊上面的網卡，就會開啟各個網卡的設定

畫面（下圖）。可以手動在輸入框中輸入過濾條件，或利用輸入框左方的「Capture 
Filter」鈕從預先設定好的清單中選擇條件。後面小節會介紹如何製作條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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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9　樹莓派上的 Kali

19.11.2  調整字體大小

初完成螢幕安裝雀躍不已，但靜心一看，字也太小了，若您眼力好，字體看得清楚

也就算了，如果覺得字體太小，可以安裝 console-setup來調整字體大小：

1  安裝 console-setup：

apt-get install console-setup

2  進行字體調整：

dpkg-reconfigure -plow console-setup

 ●  設定過程中，出現語系選擇時，請選擇「..Combined - Latin; Slavic cyrillic; 

Greek」。

 ● 設定系統字型時，請選擇「Let the System select a suitable font」，之後

才能選擇自己想要的字體大小。

3  重開機後一開始仍然是小字體，但

中途會變成我們設定的大小。

圖 19-23

4  開機後啟動 startx即可看到圖形化的

R-Kali。

圖 19-24

  19.12    一般滲透測試作業

R-Kali只是將 Kali安裝在 RaspBerry上，功能上跟個人電腦版差異不大，Kali2上
能用的功能在 R-Kali上大部分也能正常使用，但為了縮減 R-Kali映像檔的大小，
許多工具並未事先安裝，如果找不到工具，請讀者自行安裝，有關其他滲透測試工

具的使用請讀者參考前面章節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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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1　重要參考資訊

Proto的封包條件運算式

除了上列的基本條件外，針對 Proto的封包內容也可以進行 byte運算，可以支援
封包部分內容運算的協定有 ether, fddi, tr, wlan, ppp, slip, link, ip, arp, rarp, tcp, udp, 
icmp, ip6, radio，封包條件運算式如下：

 � proto [pos[:size]]：就是擷取 proto 協定類型的封包，從 pos的位置（由 0
起算）讀取 size bytes，size的值可以是 1, 2或 4，不指定表示 1。擷取的部分
值是可以進行數值或 bitwise 運算，例如：

ether[0] & 1 != 0：表示擷取從 0起算的 1個 byte跟 1進行 AND 運算，運
算後的值不等於 0。（即擷取 byte最右邊 bit不可以是 0）。

ip[6:2] & 0x1fff = 0：表示擷取從 0起算的第 6、7兩個 byte跟 0x1fff進行
AND 運算，運算後的值不等於 0。

針對 tcp的旗標，可以直接指定旗標名稱，而不須利用上述的位元組運算，可用的
tcp 旗標名稱有：tcp-fin, tcp-syn, tcp-rst, tcp-push, tcp-ack, tcp-urg。

not host vs and ace是 not host vs and host ace的簡潔寫法，那是因為不指定限定詞
時，會使用最接近目標的限定詞請不要跟 not（host vs and ace）搞混了。

 � 範例：

host pc001
# 由 pc001 所發送或傳送到 pc001的所有封包。

host pc001 and (pc002 or pc003 )
# pc001跟 pc002或 pc001跟 pc003 往來的所有封包。

ip host pc003 and not pc001
# 從 pc003的所有往來封包，但不包含來自 pc001或發送給 pc001。

gateway gw001 and (port ftp or ftp-data)
# 所有經過 gw001 閘道轉送的 ftp 封包。

tcp[tcpflags] & (tcp-syn|tcp-fin) != 0 and not src and dst net localnet
# 所有不是從本機發出 (not src)的 TCP SYN或 FIN封包。

gateway gw001 and ip[2:2] > 576
# 經由 gw001閘道轉送且長度大於 576 bytes的封包。

nancy_wang
插入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