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謂漏洞診斷

本章將針對何謂漏洞診斷來進行解說。我們

將針對網路及網頁應用程式的漏洞為何，以及

如何去找出其漏洞的手法，也就是所謂漏洞診

斷來進行學習。

基礎篇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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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章　何謂漏洞診斷

何謂漏洞

我們需要有程式才能夠將命令下達給電腦。若能正確地進行程式編寫，電腦將執行

我們期許的動作。但是，如果不慎將程式錯誤編寫，結果就會不如預期，導致途中就

停止等，無法按照我們所期許的方式進行作動。

程式的錯誤部份，被稱作為「BUG」。為了讓程式能夠依照我們所期許的方式動

作，則必須要將程式中的BUG給除去。

BUG之中，有些可被拿來濫用而造成資訊洩漏、資料數據被非法改寫等狀況發生。

像這種可被拿來濫用的BUG，便稱之為「漏洞」。最為有名的漏洞攻擊方式如SQL注

入攻擊（Injection）、跨網站腳本攻擊（Cross-Site Scripting）等。

何謂漏洞診斷

當然，針對程式的BUG我們當然會進行檢測，發現後會予以修正，對於漏洞也是如

此。用來找出漏洞的測試手法，稱為「漏洞診斷」。

然而，漏洞診斷除了可以找出「漏洞」之外，還可找出「安全功能不足」的部

份。所謂安全功能的不足部份，意指可藉由加強安全層級來補足功能上不足的部

份。這並非是BUG，對於有些攻擊種類，只需具備有安全功能，即可防止攻擊。舉

例來說，未使用HTTPS的加密通訊功能，或未使用具有安全功能HTTP標頭欄位等，

便屬於此類型。

安全功能之具備與否，端看網頁應用程式發包方所決定的安全需求，一般還是推薦

積極採用安全功能為佳。

基礎篇

1-1 漏洞診斷即為「為了找出漏
洞所需的測試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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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CP/IP與HTTP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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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對HTTP有所了解，需先對於 TCP/IP需有某種程度上的認識。包含網際

網路，一般所使用的網路，是依照名為 TCP/IP的通訊協定在運作的。HTTP為其中

之一。

接下來我們僅針對了解HTTP所需知曉的TCP/IP概要部份加以說明，詳細內容請各

自參照TCP/IP相關之專業書籍。

TCP/IP為通訊協定族
電腦或網路設備互相進行通訊時所使用的通訊協定有很多種類。如電纜的規格、IP

位址的設定方式、用來找到位於遠處對方的方法、到達那裡的步驟、以及顯示網路的

步驟等。

將這些與網際網路相關的通訊協定集合起來，便稱作為「TCP/IP」，或是稱作為

「TCP/IP通訊協定族」（圖1）。提及TCP或 IP通訊協定時，有時也會以TCP/IP稱

之，使用 IP通訊協定進行通訊時，也常使用TCP/IP作為通訊協定的總稱。

圖1：與網際網路相關的各種通訊協定的總稱即為TCP/IP

基礎篇

2-2 TCP/IP與HTTP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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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章　診斷所需的HTTP基礎知識 

服務，是因為此服務會確實地將資料傳送到目的地。也就是說，TCP所扮演的角色，

在於將龐大的資料分解成易於傳送的形式，並確認資料是否有確實地傳送到目的地。

此外，TCP封包尚帶有旗標（Flag），可藉由更改旗標（Flag）來區分所欲使用的功

能。

其功用在於將資料確實地傳送到目的地

為了能夠確實地將資料傳送到目的地，TCP藉由被稱作三向交握（three-way 

handshaking）的方式來進行通訊（圖3）。

TCP可與對方確認，封包送出後是否有確實送達目的地。我們可以使用被稱為

「SYN」及「ACK」的TCP旗標（Flag）。通訊的對方於收到「SYN」之後，若為可以

連接的狀態，將會依規定回報「ACK」。

圖3： TCP的三向交握

發送端以最初的「SYN」與對方連接並傳送封包，接收端以「SYN/ACK」與發送端

連接，並通知發送端封包已經送達。最後，發送端以「ACK」通知封包的互動結束。

此過程中，若途中有中斷的話，TCP會再次傳送同樣的封包，實施相同的步驟。

TCP除了三向交握之外，為了確保通訊可靠度，尚有各種機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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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簡單的通訊協定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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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所要傳送請求的對象並非特定資源，而是伺服器本身時，我們可將「*」指定

於請求URI。下述為對於HTTP伺服器所支援的方法（Method）進行詢問之範例。

OPTIONS * HTTP/1.1

藉由方法（Method）來向伺服器下命令
想要對請求URI所指定的資源傳送請求時，使用名為「方法（Method）」的指令來

進行。

所謂方法，即為對資源下達我們所期望的作為所用的指令（圖16）。方法有GET、

POST、HEAD等種類。

圖16：使用方法（Method）將命令傳送到伺服器

於RFC7231所定義HTTP/1.1的方法（Method），如下表所示：（表1）。

表1：於RFC7231所定義HTTP/1.1的方法（Method）

方法（Method） 說明

GET 資源的取得

POST 實體主體的傳送

HEAD 訊息標頭的取得

OPTIONS 查詢支援的方法

TRACE 路線的調查

PUT 檔案的傳輸

DELETE 檔案的刪除

CONNECT 傳給Proxy的通道（Tunneling）要求

※方法（Method）有分文字的大小寫，故需要以大寫字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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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驗證 - 網頁應用程式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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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迴避

驗證迴避漏洞（CWE-592: Authentication Bypass Issues），是指在不使用正規的使

用者 ID與密碼的情況下，迴避驗證功能完成登入之問題。

主要常見的驗證迴避模式如下所示（圖26）。

 ● 能夠以不存在的帳號進行登入

 ● 能夠以不正確的密碼進行登入

圖26：驗證迴避

登出功能的不完善或未具備

登出功能的不完善或未具備問題，意指並未具備有正確登出功能之問題。

主要常見的登出功能不完善或未具備問題的模式如下所示（圖27）：

 ●  執行登出功能後，驗證所使用到的會話並未清除，導致驗證狀態仍舊持續著

 ●  本身就並未具有登出功能，導致使用者無法明確地將會話清除＊2

圖27：登出功能不完善或未具備問題

＊2 並非由使用者所設定的密碼，可作為所有使用者共通密碼的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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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章　網頁應用程式的漏洞

對於過多的驗證嘗試之對策不完善、缺失

對於過多的驗證嘗試之對策不完善、缺失問題（CWE-307: Improper Restriction of 

Excessive Authentication Attempts）是指未具備帳戶鎖定功能，或其未具有充分功能

的問題（圖28）。

帳戶鎖定為於一段時間內，以相同使用者 ID進行驗證而失敗達到指定次數後，於一

段時間內，就算驗證成功也不予以登入的功能。此可有效減輕暴力攻擊法或字典攻擊

法對驗證功能所帶來的傷害。

圖28：對於過多的驗證嘗試之對策不完善、缺失問題

脆弱的密碼政策

脆弱的密碼政策（CWE-521: Weak Password Requirements）是指制定設定密碼時

所選用字串的政策，如最少所需字元數或字元種類不夠充足等問題。

主要常見的脆弱的密碼政策，如下所示（圖29）：

 ● 可設定的字元數太短

 ● 可使用的字元種類太少

 ● 可使用與使用者 ID相同的字串

 ● 可使用單純且易於推測的密碼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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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章　網頁應用程式的漏洞

圖39：未設定Cookie的HttpOnly屬性

 ■設定為HttpOnly屬性之Set-Cookie標頭欄位

Set-Cookie: SESSID=46bf36a7193; Path=/; HttpOnly

 ■未設定為HttpOnly屬性之Set-Cookie標頭欄位

Set-Cookie: SESSID=46bf36a7193; Path=/

可推測的會話 ID
可推測的會話 ID（CWE-334: Small Space of Random Values）是會話 ID的生成演

算法，因為過於單純等原因，導致使用者所使用的會話 ID易於推測之問題。

若會話 ID易於推測的話，攻擊方就算不奪取使用者的會話 ID，也可以偽裝成該使用

者（圖40）。

圖40：可推測的會話 ID

基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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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章　網頁應用程式的漏洞

譬如說，將URL縮短之短網址服務或橫幅廣告等，原本的使用目的即為用以跳轉到

外部網站者，則沒有問題。但是，即便如此，仍有可能會遭到濫用。

為了予以防範，可在跳轉之前，夾帶顯示有「將被傳送到下述URL」訊息之頁面，

來提醒使用者，或是將傳送目的地的URL或網域予以限制等，也是不錯的方法。

受到開放重新導向攻擊，將可能會產生下述影響：

 ● 被轉址到惡意網站，遭到釣魚詐欺或惡意軟體感染

開放重新導向的操作實例

讓我們藉由Location標頭欄位的轉址功能，傳送到查詢中所指定URL的功能為例，

來介紹開放重新導向攻擊（圖52）。

圖52：開放重新導向

攻擊方可將設有陷阱的URL指定於作為轉址目的地所指定參數之中。

http://example.com/?redirect=http://hackr.jp

使用者以為自己是在URL為「example.com」的位址進行瀏覽，實際卻被誘導到所

指定的轉址目的地「hackr.jp」。

使用者所信任的網站若具有開放重新導向的功能，攻擊方可濫用此功能來設下釣魚

詐欺等陷阱。

此範例中是以Location標頭欄位來進行說明，其他尚有使用meta標籤的「http-

equiv="refresh"」來進行轉址，或是使用 JavaScript的「location.href」來進行轉址等

方式，這些都具有同樣的漏洞。

操作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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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其他 - 網頁應用程式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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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檔案含入漏洞

所謂遠端檔案含入漏洞（CWE-98: Improper Control of Filename for Include/Require 

Statement in PHP Program "PHP Remote File Inclusion"： RFI），是指從其他檔案讀

入部份的腳本時，讓使用者將攻擊方所指定的外部伺服器的URL，以檔案方式讀入，

來任意運作腳本之漏洞。

就PHP固有的漏洞來說，如 include或 require等函數，依其設定方式，具有可將外

部伺服器的URL以檔案名稱的方式來進行指定的功能。由於這個功能十分危險，因此

PHP5.2.0之後的版本，預設都此功能設定為無效。

受到遠端檔案含入攻擊時，將可能會遭到的影響如下：

 ● 網站伺服器內部的檔案被執行或被讀取

 ● 任意執行指令導致網站被竄改或功能被執行

遠端檔案含入的操作實例

讓我們以顯示伺服器資訊的功能為例，來介紹遠端檔案含入攻擊（圖53）。

正常處理的操作實例

圖53： RFI

此功能如下述所示，將功能名稱指定於查詢，就可藉由 include將別的檔案讀入。此

為可將本地的任意檔案讀入的功能，被稱為本地檔案含入漏洞（Loca File Includion：

LFI）。

操作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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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診斷所需之網頁瀏覽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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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行網頁應用程式的漏洞診斷，網頁瀏覽器是必要的。在使用診斷工具的

Proxy功能時，網頁瀏覽器即為介面。

本書是使用Mozilla所開發，名為「Firefox」的網頁瀏覽器來進行解說的。Firefox

是由Mozilla所開發的網頁瀏覽器，是個免費且具備有各種可運作於各作業系統的版本

的瀏覽器。

進行漏洞診斷時，可以選擇自己所喜好的網頁瀏覽器來使用，但是像是Microsoft 

Edge或 Internet Explorer、Chrome等網頁瀏覽器，因為具備有抑止XSS的安全功

能（XSS過濾器），有時會妨礙到診斷的執行。當然，我們也可以將這個功能關掉之

後，再來作為漏洞診斷使用。而Firefox在標準的狀態之下是沒有任何安全功能的。

若使用其他的瀏覽器，還是需要進行Proxy與憑證的設定，請各位參考Firefox的設

定，來進行其設定。

Firefox的設定
讓我們來進行網頁應用程式的漏洞診斷所使用到的Firefox的設定。

Firefox的下載與安裝

點擊下述網站頁面的「Firefox免費下載」，來下載最新版的瀏覽器。接著便會依照

所使用的作業系統，自動下載適合於該系統的檔案（圖23）。

 ● https://www.mozilla.org/zh-TW/firefox/new/

執行所下載的檔案，按照指示進行即可完成安裝（圖24）。

基礎篇

5-2 診斷所需之網頁瀏覽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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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實作練習環境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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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BadStore主畫面

其他的練習用漏洞網頁應用程式

本書是以BadStore來作為實作練習的工具，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可供練習用的刻意

帶有漏洞的網頁應用程式。各位可以在將本書所提及的實作練習給實作完畢後，更進

一步地來鑽研其他的練習用漏洞網頁應用程式。

 ● OWASP Broken Web Applications Project

 —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OWASP_Broken_Web_Applications_

Project

 —在這網站上，我們可以免費使用OWASP所提供的練習用漏洞網頁應用程式的

大合集。如附帶有教學的OWASP WebGoat、舊版Word Press等各式各樣的

預先設計好的資源。BadStore練完畢後，建議下一步驟可參考這裡。

 ● moth

 — http://www.bonsai-sec.com/en/research/moth.php

 —這是由位於阿根廷的網路保全公司Bonsai Information Security所提供的練習

用漏洞網頁應用程式。可藉由mod_security或PHP-IDS等環境來進行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