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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環境說明
本實戰環境假定在同一臺宿主電腦上建立虛擬網路，也就是利用 Kali2虛擬機（滲
透工作站）對 Metasploitable2虛擬環境（靶機）進行滲透實戰，讀者可選擇使用

VMWare Player或 VMWare Station架設虛擬環境，因 VMWare Player 或 VMWare 
Station的安裝並不困難，此不贅述。

關於在 VMWare上架設靶機環境，請參考下列步驟： 

1.2.1  下載及安裝 metasploitable映像檔

1  先到 http://downloads.metasploit.com/data/metasploitable/metasploitable-linux-

2.0.0.zip下載靶機的映像檔。

2  解壓縮下載回來的映像檔，會得到「Metasploitable2-Linux」資料夾。

3  直接雙擊資料夾內的「Metasploitable.vmx」即可。或者從 VMWare Player 的

「Player \ File \ Open...」開啟 Metasploitable.vmx。

圖 1-1

開啟 Metasploitable.vmx只是將映像檔加到 VMWare的機器清單中，還未正式啟動
這臺虛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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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瀏覽器開啟 https://192.168.18.133，會發現憑證有問題，如下圖用 IE、

FireFox、Chrome開啟的情形，這是無法驗證自發憑證的有效性，我們只為了
做測試，因此請手動接受此憑證。

圖 1-9

  1.3    修正 mutillidae錯誤
Metasploitable 升版到 2.0，不知為何會發生這個錯誤，在還沒有真正滲透

Mutillidae前，需要先修正這個錯誤，不然死得不明不白。首先來看看此錯誤的樣
子，接著再探討錯誤發生的位置及修正方法。

首先用瀏覽器開啟 http://192.168.18.133/，接著點選「Mutillidate」這一項，進入

Mutillidate後，點擊左方功能表的「Core Controls => Setup/Reset the DB」，此功能
會重建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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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其中一條鏈結發現目錄資訊洩漏，其中包括網頁原始碼檔案，這些原始碼依

ASP.NET的安全設定，無法直接存取，但至少讓我們擴大滲透範圍。

圖 2-6

site:testfire.net filetype:inc conn

測試是否有使用引入檔（include）來管理連線字串（ConnectionString），沒有發現
可用的資訊。

site:testfire.net inurl:file

測試是否含有儲存上傳或下載檔案的目錄，雖然發現 2條 URL，但進一步驗證發
現並無用途。

site:testfire.net filetype:conf

測試是否有未完善管制的的設定檔（Configuration），沒有發現可用的資訊。

site:testfire.net intext:"Server Error" 

site:testfire.net intext:"Runtime Error"

測試是否曾經有過網頁錯誤而被 Google收錄，沒有發現可用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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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發現符合的 URL，並不見得就有可用資訊，必須做進一步驗證，而進一步驗
證時就必須實際接觸到受測目標，屬於主動蒐集行為，將在下一節介紹，但在實務

中不會分得這麼細，通常在發現 URL後會接著嘗試接觸及判斷資訊價值。

例如：上面的目錄資訊洩漏雖不能直接傾印原始碼，但 testfire首頁的選單利用 
「/default.aspx?content=personal_checking.htm」動態切換載入的網頁，若再加上

7.1.4介紹的漏洞，就可以將上面的網址修改為「/default.aspx?content=../bank/

login.aspx.cs%00.txt」，因為副檔名是 .txt，IIS認為它是一般文字檔，會直接輸出
檔案內容，但檔名路徑中的「%00」會被作業系統視為字串的結束，.txt被作業系
統忽略，結果是將 login.aspx.cs送交 IIS，IIS卻以純文字格式回應給瀏覽器，最後
在網頁上會看到檔案的原始內容。

圖 2-7

在上面實戰中，有些搜尋並無結果，因為 Google Hacking語法必須配合受測目標
調整，這份部需要經驗的累積及每個人對資訊的敏感度。以 intext:"Runtime Error"
這條為例，在多數的網站上可能都找不到資料，甚至找到符合的 URL，實際開啟
後也可能發現錯誤已修正。上例中，我們換個標的看看：

site:moi.gov.tw intext:"Runtime Error"

確實有一條符合 URL，開啟後也真的修正了，但利用 Google的「頁庫存檔」功能
可以重現當時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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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掃描屬踩點作業，還沒有正式攻擊目標，雖然攻擊看起來比較有成就感，但良

好的前置作業可以減少無效的攻擊，希望讀者能靜心仔細揣摹踩點的技巧，不要急

著對系統發動攻擊，尤其進行黑箱滲透時，貿然發動攻擊可能觸發警報系統（IDS、

IPS）而阻礙後續的作業。

從這章開始將進行實質的攻擊，這是初次接觸滲透測試者最興奮也最感興趣的事

了，系統會留下弱點的成因很多，常見的有：應用程式設計不良、管理人員設定不

良、故意留下的後門，有些只要細心查看就能發現，有些需要使用特殊的工具探

索，有些必須通過特定的口令才會被觸發。看著自己如何下指令或利用工具攻破別

人的城牆，控制別人的電腦，就好像自己是駭客一樣。哈！哈！實際情況可沒有這

麼容易，練了套招，也得靈活轉換、隨機應變喔！

底下的滲透作業皆假設已依 2.3介紹方式，先探索過這些服務確實存在後門漏洞。

  4.1    VSFTPD 2.3.4

 � 作戰目標：探索 VSFTPD的後門漏洞及尋找合適的攻擊腳本，完成後門攻擊目
的

 � 使用工具：searchsploit、msfconsole、exploit-DB

當發現某個端口上的服務後，可以先利用 Kali的 searchsploit指令搜尋本機的漏洞
資料，看是有符合的漏洞，執行下列命令及觀查結果，發現確實已收集可用的腳

本：

searchsploit vsftpd

圖 4-1

這個漏洞在 2.3節已提過，VSFTPD 2.3.4本身存在一個後門，在特定條件下才能讓
端口 6200芝麻開後門，所謂特定條件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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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以 ftp連接目標。

2  輸入任意的帳號，在帳號最後加上「:)」。

3  輸入任意密碼。

4  在另一組終端機 telnet 到目標的端口 6200即可遠端下達指令（指令要用「;」）

做結尾。

5  當後門用 exit;結束後，上面的 ftp連線也會自動斷線，並關閉端口 6200。

依照上面的執行程序，先用手動方式做做看，結果如下圖： 

圖 4-2

除了手動攻擊外，Metasploit Framework也有對應的腳本，若打算採用 metasploit，
記得要啟動 Postgresql，這樣執行的結果才會記錄到資料庫中，方便後續整理及追
蹤，有關 msfconsole的用法請參考滲透工具書第 15章，執行步驟如下：

1  執行 msfconsole -q（-q是不要秀表頭的圖）進入 msf環境。

2  執行 search vsftp 2.3.4找尋可用的攻擊腳本（exploit）。

3  use這個腳本（exploit/unix/ftp/vsftpd_234_backdoor）。

4  shwo payloads 查看可用的載荷（cmd/unix/interact），再用 set payload cmd/

unix/interact引用此載荷，以便在攻擊完成後控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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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介紹的漏洞大多數是因為設定不良造成的，只要管理員多用點心思，修正
預設的設定內容或及時更新軟體版本，想要成功滲透其實並不容易。如果管理員有

調整過設定，當上述的弱點滲透無法成功時，但服務依然需要提供，在使用這些服

務之前通常會要求身分驗證，如果管理員修改預設帳號密碼外（依經驗多數會改密

碼，但不會改帳號），必須想辦法破解，這章將運用兩種猜解密碼的方式：線上暴

力猜解及離線暴力破解。

進行暴力破解的關鍵因素是適常的字典檔，線上猜解通常使用明文的帳號及密碼字

典，而離線破解則使用雜湊字典檔，這些檔案必須事先準備，幸好 Kali裡的套件
中已有好幾套可供使用，讀者可以利用下列指令找找看。

locate lst |grep lst$ | grep passw 

locate txt |grep txt$ | grep passw 

locate lst |grep lst$ | grep user 

locate txt |grep txt$ | grep user

本章筆者已事先備妥 user.lst及 password.lst兩組檔案。

  6.1    telnet與 SSH

 � 作戰目標：靶機提供 telnet及 ssh遠端登入，嘗試利用暴力登入方式猜測可用
的帳號及密碼。

 � 使用工具：thc-hydra、patator

靶機提供 telnet服務，
不過沒有修正 Banner
訊息，連線後會直接

提示帳號及密碼，當

然這種情況在現實環

境中幾乎不可能存在。

圖 6-1



  6.1    telnet與 SSH

6-3

如 果 能 通 過 telnet 進 到 系 統， 執 行「sudo cat /etc/shadow」 及「sudo cat /etc/
passwd」就能看到帳號及密碼清單，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將螢幕上顯示在的內容複製
下來，分別儲存成在本機 shadow.lst及 passwd.lst文字檔，這兩個檔案將留待離線
破解時處理。

假設 telnet連線時沒有洩漏天機，也可以進行暴力猜解，這裡先使用 hydra這支工
具進行猜解，有關 hydra的用法請參考滲透工具書 12.1小節，猜解的指令內容如
下：

hydra -L user.lst -P password.lst -t 2 telnet://192.168.18.133

執行後找到 6組帳號及密碼，如下表，執行過程如圖 6-2：

帳號 密碼

klog 123456789

msfadmin msfadmin

postgres postgres

sys batman

service service

user user

圖 6-2

同樣的方法也可以用在 ssh 的猜測，但有一點要注意，如果執行猜解的這臺機器上
曾經上傳 ssh公鑰到靶機，並利用私鑰直接進行驗證（見 6.2節），則進行暴力猜解
時會因為金鑰驗證問題而得不到結果，遇到這種情形時，請先移除私鑰後再進暴力

猜解，移除私鑰的方式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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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最右邊的檔案名稱，拋棄使用者指定的路徑 

'  強制指定只能從 D:\FilesDownload\ 下載檔案

7.1.5  A5 – Security Misconfiguration

這項弱點也有很多情境，包括：

1. 使用套件，而沒有變更或刪除預設的使用者帳號、密碼，或預設的設定值。

2. 使用預設方式安裝網頁伺服器，造成安全防護不足。

3. 開放多餘（用不到）的端口。

4. 對於程式錯誤未適當處理，太詳細的錯誤訊息對使用者沒有多大幫助，但駭客
也許可從中挖掘更多資訊。

5. 沒有將目錄列表的選項取消（Disable）。

圖 7-1

IIS6及 IIS7有關目錄列表的設定，預設是「不啟用」的，但有些管理員不明究
裡，把權限全開，就會發生檔案列表暴露的風險。

6. 利用 .inc、.ini做為設定檔，但沒有在「處理常式對應」中指定處理的方式，以
致檔案被視為文字檔下載，洩露系統資訊。

7. 總之，凡屬於系統防護設定不恰當，都屬於本項弱點，因涉及的情境太多了，
很難窮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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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建議：

1. 修正系統預設設定，關閉多餘的端口，適當提高存取權限，引用第三方元件，
應確實評估相關設定值的必要性。

2. 引入檔（.inc, .ini）等檔案應放置於無法透網址直接存取的目錄內或者對應到適
當的處理常式。

3. 牢記「最小權限原則」，任何權限設定要採取原則禁止、例外開放的作法。

7.1.6  A6 – Sensitive Data Exposure

這個弱點其實 2010版本的 Insecure Cryptographic Storage（儲存時使用的加密機制
不夠安全）及 Insufficient Transport Layer Protection（不夠安全的加密連線保護機
制）合成，再加上其他可能暴露機敏資料的問題，可能的情境包括：

1. 系統錯誤訊息過於詳細（參考 A5）。像下圖把後臺的資訊都告訴駭客了，駭客
可以按照回應的錯誤訊息，逐步調整攻擊的方法。

圖 7-2

2. 傳送機敏資料沒有加密，而容易被攔截（參考 A2）

3. 可能在網頁註解中暴露機敏資訊，如測試用帳號、密碼。網頁註解「<!--在此
註解 -->」只是瀏覽器不顯示，簡單利用「檢視原始碼」就可以看到註解內容。

4. 後端資料庫以明文方式儲存機敏資料，如果駭客撈到此資料庫，毋需解碼，即
可毫不費力取得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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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取得 dav使用權後能做什麼呢？就請讀者自行發揮想像力囉！以滲透測試而
言，放一支標幟檔代表插旗成功即達到目的。

8.2.3  手動檢查WebDAV服務

從上面的實驗，讀者是否發現不需透過掃描腳本也可以手動測試，只要連線磁碟機

能成功就表示WebDAV服務存在，簡易的手動方式就是利用「net use」命令，語
法如下：

net use z: http://localhost [PASSWORD] /user:[USERNAME]

以上例的 192.168.18.133/dva/為例，只要執行：

net use z: http://localhost /user:""

如果成功建立 z:磁碟機就表示測試目標存在WebDAV服務。

為什麼要手動測試？因為許多 webDAV掃描對 IIS 7已經發生不了效用，反倒手動
測試可以得到確切的結果。

8.2.4  WebDAV其他弱點

當發現網站提供WebDAV服務後，若允許匿名存取者，上面介紹的方式就能取得
控制權，但天下掉下來的禮物可遇不可求，稍有用心的管理員一定會設定權限，此

時就該發揮搜尋的本能，從 exploit-db、metasploit尋找已知的漏洞，以便訂定攻擊
策略。

例如在 msfconsole中執行「grep IIS search webdav」搜尋已知的 IIS webdav服務的
弱點，發現到四筆腳本，如下所示：

msf > grep IIS search webdav

 auxiliary/scanner/http/dir_webdav_unicode_bypass

                   normal     MS09-020 IIS6 WebDAV Unicode Auth Bypass Directory 

                              Scanner

 auxiliary/scanner/http/ms09_020_webdav_unicode_bypass

                   normal     MS09-020 IIS6 WebDAV Unicode Authentication Bypass

 exploit/windows/iis/iis_webdav_upload_asp

      1994-01-01   excellent  Microsoft IIS WebDAV Write Access Code 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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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loit/windows/iis/ms03_007_ntdll_webdav

      2003-05-30   great      MS03-007 Microsoft IIS 5.0 WebDAV ntdll.dll Path  

                              Overflow

前面已經談過許多 msfconsole的攻擊方式，這裡就不再演示腳本的使用，有興趣的
讀者可以自己玩玩看，不過微軟在 XP SP2之後就已經修補弱點，詳細資訊可以參
考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security/ms09-020

  8.3    利用 ZAP掃描網站的弱點

mjtillidae及 DVWA（Damn Vulnerable Web Application）都是一般的 Web應用程
式，在實際滲透中，除了利用工具掃描外，也會佐以人工進行網頁源碼檢視，但因

檢視的成果取決於滲透人員的功力及經驗，很難用文字描述，底下將用 ZAP執行
掃描及討論掃描結果。

有關 ZAP的用法可參考滲透工具書 9.1節，初次掃描網站時，因為用不著瀏覽器
輔助，不需要特別設定 Local Proxy，在「Quick Start」頁籤的 URL to attack填待
測網址後直接按「Attack」即可。剩下的就是等待囉！

圖 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