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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長期以來，專業認證一直都是電腦產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未來肯定會越來

越重要。存在這些認證的原因很多，但最通常的原因就是可靠度，在其他條件

均相同的情況下，通過認證的雇員／諮詢師／求職者比沒有任何認證的會顯得

更有價值。

目標和方法  

本書最重要也是最明顯之目的就是幫助大家通過 Cisco IP網路的故障排除和維

護（300-135 TSHOOT）認證考試。事實上，如果本書的主要目的不是如此，

那麼本書的書名就有誤導之嫌。不過，本書用到的各種方法除了能夠幫助大家

通過 TSHOOT 認證考試之外，還有助於提高大家的日常工作能力。雖然本書

及書附光碟提供了大量認證考試的考試準備工作以及模擬測驗題，但是其中用

到的方法並非只是簡單地希望大家記住盡可能多的題目和答案。

本書的寫作方法有助於讀者發現需要重點複習的考試主題，方便大家全面理解

並記住這些細節，同時證明自己已經完全掌握了這些考試主題。本書不是試圖

通過死記硬背的方式幫助讀者通過考試，而是希望讀者能夠真正理解和掌握這

些主題內容。TSHOOT考試通常是 CCNP路由和交換認證領域的最後一站，其

知識點對於考察技術人員是否是一個真正熟練的路由／交換專家來說非常重要。

如果本書不能幫助大家真正學習這些知識，那麼本書就毫無價值。最後，本書

利用下列方法來幫助讀者順利通過 TSHOOT考試：  

 列出必須掌握的考試重點並幫助讀者發現自己仍未掌握的考試重點。

 提供有關考試重點的解說和資訊，以解決自己的知識鴻溝。

 提供多個故障檢測與排除範例以及相應的拓樸架構和故障診斷輸出結

果，以增強在考試環境中和現實世界中問題解決狀況的能力。

 透過各章節及書附光碟上提供的測試題以熟悉考試重點的實作練習和考

試流程。

本書閱讀對象  

本書的寫作目的不是提供通用的網路互連主題（儘管讀者也可以如此使用本

書），而是希望幫助讀者通過 Cisco TSHOOT 認證考試。雖然也可以利用本書

去實現其他目標，但一定要記住本書的寫作目的是 “幫助您順利通過考試” 如

果希望通過 TSHOOT 認證，那麼這本書就是不二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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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策略  

每個人準備 TSHOOT 考試的應考策略都不盡相同，這取決於每個人掌握的技

術、知識及既有經驗。例如，對於參加過專業的 TSHOOT 課程的讀者來說，

採取的應考策略可能就與經由在職培訓方式學習故障檢測與排除技術的讀者不

同。無論大家採取何種應考策略或者具有什麼樣的背景，本書都能幫助大家獲

得各種路由和交換技術可能產生的大量故障問題的相關知識，並且幫助大家利

用這些知識順利地通過 TSHOOT認證考試。 

Cisco 認證和考試  

Cisco 提供了四種級別的路由和交換認證，每種認證級別的專業能力都依次遞

增：入門級、助理級、專業級和專家級，這些就是 CCENT（Cisco Certified 

Entry Networking Technician）、CCNA（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

路由和交換、CCNP（Cisco Certified Network Professional）路由和交換以及

CCIE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ing Expert）路由和交換。  

對 CCNP路由和交換認證來説，必須通過 SWITCH、ROUTE和 TSHOOT三科

考試。由於 Cisco 通常並不對外公佈各種認證考試的合格成績，因而大家只有

在參加完考試之後，才能知道自己是否已經通過。  

如果希望瞭解CCNP路由和交換認證的最新需求和功能資訊，請造訪 cisco.com

並點選 Training and Events, 以瞭解考試重點以及如何註冊考試等各種資訊。 

本書組織方式  

雖然可以按部就班地逐頁閱讀本書，但本書還提供了更為靈活的閱讀方式，可

以根據自身需要以章節為基礎進行跳躍式閱讀。雖然某些章節之間具有一定的

關聯性，但大家在閱讀時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打亂這些章節順序。如果大

家想要完整閱讀本書，那麼可以按照本書的編排順序進行閱讀，然而這也應該

是最好的方式。  

本書每章都涵蓋了 CCNP-TSHOOT 考試的部分主題內容，以下是本書各章的

內容簡介。  

 第 1 章「故障排除及網路維護概述」：本章討論了結構化故障檢測與排除
方法以及一致性的網路維護計畫的重要性，介紹了所有組織都應該考慮

的各種常見的模型、結構及任務。不過，沒有任何一種方法能夠滿足所

有的故障排除與網路維護需求，這是一門需要大家不斷追求完善和提高

性能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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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章「故障排除及網路維護工具」：本章介紹了網路維護和故障排除過
程中經常用到的多種 Cisco IOS 工具以及功能特性。工具包括 ping、

Telnet、Traceroute、NetFlow、SNMP、SPAN、RSPAN和 CDP等。  

 第 3 章「設備效能故障排除」：本章討論了路由器和交換器出現 CPU 和

記憶體使用率偏高的常見故障原因，並且解釋了相對應的故障問題識別

方法。此時應該檢查介面統計資料的資訊，因為這些資訊可能是某些故

障問題的初期現象，此外，還應該在路由器和多層交換器上檢査不同的

封包交換模式。  

 第 4 章「第二層主幹、VTP、VLANs 故障排除」：本章回顧了第二層交換

器的基本操作特性，並解釋了與主幹、VTP以及 VLAN相關的故障問題

的檢測與排除方式。此外，還討論了 MAC 位址表資訊對於故障檢測與

排除過程的重要性。  

 第 5 章「STP及第二層 EtherChannel故障排除」：本章回顧了 STP的基

本操作特性，並解釋了與 STP 拓樸架構相關的故障問題（範例如根橋接

器、根埠的選擇、非根埠的選擇以及停用埠等）的檢測與排除方式，討

論了 STP 特性（如 PortFast、BPDUguard、BPDUfilter、根防護以及

UDLD）的故障檢測與排除方式。此外，還解釋了將多個第二層實體介

面繫結為－個邏輯 EtherChannel以及檢測與排除相關故障的方法。  

 第 6 章「inter-VLAN routing及第三層 EtherChannel故障排除」：本章重

點討論了各種 inter-VLAN路由實現方式（單臂路由和 SVI）以及路由式

介面、第三層 EtherChannel相關故障的檢測與排除方法。  

 第 7 章「交換器安全功能故障排除」：本章討論了可以在交換器上部署的

各種安全特性的相關故障的檢測與排除方法，包括交換埠安全、DHCP

窺探、動態 ARP檢測、IP來源防護、PVLAN以及 VACL等。由於這些

安全特性的故障問題大多數都與組態設定有關，因而在故障檢測與排除

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組態設定的問題。  

 第 8 章「FHRP 故障排除」：本章討論了部署 FHRP（如 HSRP、VRRP

和 GLBP） 時可能產生的故障問題，解釋了導致 FHRP無法正常工作的

可能原因以及在故障檢測與排除過程中需要考慮的相關因素。此外，本

章還提供了成功檢測與排除這些 FHRP 故障所需的相關命令。  

 第 9 章「IPv4 定址及定址技術故障排除」：本章回顧了 IPv4 定址技術以

及識別定址故障的方法，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如果設備故障的原因是

IPv4 位址、子網路遮罩或者預設閘道不正確，那麼就不必浪費大量時間

去檢査排除與服務或功能特性有所相關的故障問題。此外，本章還討論
了與 DHCPv4以及 NAT相關的故障檢測與排除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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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章「IPv6定址及定址技術故障排除」：本章解釋了啟用 IPv6特性的

設備確定目的地是本地或遠端的方式，以及根據已知 IPv6 位址確定

MAC位址的方式。此外，還討論了 SLAAC以及 DHCPv6等位址分配方

案，並解釋了 IPv6相關故障的檢測與排除方法。  

 第 11 章「IPv4和 IPv6 ACL及 prefix list 故障排除」：本章討論了 ACL

和 prefix-list的優缺點，解釋了 ACL和 prefix-list的處理和閱讀方式以及

識別相關故障的方法。此外，本章還解釋了利用 ACL進行流量過濾的方

法以及利用 prefix-list進行路由過濾的方法。 

 第 12 章「基本的 IPv4/IPv6 路由及 GRE 通道故障排除」：本章解釋了基
本的封包轉送過程以及檢測與排除封包轉送過程故障時所需的相關命

令，討論了路由器選擇最可靠路由資訊來源，從而僅在路由表中安裝最

佳路徑的處理方式，最後還討論了與靜態路由及 GRE通道相關的故障問

題的識別以及檢測與排除方法。  

 第 13 章「RIPv2和 RIPng故障排除」：本章討論了與 RIPv2及 RIPng路

由協定相關的故障檢測與排除技術，包括如何根據故障現象來識別這些

故障問題以及成功檢驗這些故障原因所需的相關命令。  

 第 14 章「EIGRP故障排除」：本章討論了 IPv4 EIGRP和 IPv6 EIGRP故

障檢測與排除技術，主要包括鄰居鄰接性故障和鄰居路由缺失故障兩部

分內容。此外，還討論了與 EIGRP鄰居或路由沒有直接關係的其他故障

問題的檢測與排除方法，最後還討論了命名式 EIGRP的故障檢測與排除

方法。  

 第 15 章「OSPF 故障排除」：本章討論了 OSPFv2和 OSPFv3故障檢測

與排除技術，主要包括鄰居鄰接性故障和鄰居路由缺失故障兩個部分內

容。此外，還討論了與 OSPF 鄰居或路由沒有直接關係的其他故障問題

的檢測與排除方法，最後還討論了 OSPFv3 位址群的故障檢測與排除方

法。  

 第 16 章「Route Map 及 PBR 的故障排除」：本章首先討論了 route-map

問題，並解釋了 route-map的閱讀方式以及檢驗 route-map組態設定的相

關命令，然後介紹 PBR，解釋 PBR覆蓋路由器預設路由行為的方式，還

討論了 PBR未能按照預期方式執行的故障原因以及相關的故障檢測與排

除方法。  

 第 17 章「重新配置故障排除」：本章解釋了將路由重分配到 IPv4和 IPv6 

EIGRP、OSPF、RIP以及 BGP的差異，描述了快速檢測與排除路由重分

配故障時應該要考慮的因素。此外，還討論了多點重分配環境下相關故

障的識別以及檢測與排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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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 章「BGP故障排除」：本章討論了建立 IPv4和 IPv6 eBGP及 iBGP

鄰居鄰接關係時可能遇到的各種故障問題，並解釋了相關的故障識別以

及故障檢測與排除方法，同時還討論了交換 IPv4和 IPv6 eBGP及 iBGP

路由時可能遇到的各種故障問題， 並解釋了相關的故障識別以及故障檢

測與排除方法。此外考慮到故障檢測與排除人員必須理解並掌握 BGP的

路由決策過程，因而本章還討論了 BGP路由決策過程的相關問題。  

 第 19 章「管理協定及管理工具故障排除」：本章討論了 NTP、Syslog 以

及SNMP 等管理協定可能遇到的各種故障問題，同時還討論了Cisco IOS 

IP SLA、追蹤目標以及 SPAN 和 RSAPN 等管理工具可能遇到的各種故

障問題。  

 第 20 章「管理連線故障排除」：本章討論了 console連線和 vty線路連線

失敗的可能原因以及相對的故障識別方法，同時還討論了與 Cisco IOS 

AAA驗證相關的故障檢測與排除問題。  

 第 21 章「其他障礙單」：本章提供了一些額外的障礙單以及對應的故障

解決方案。 

 第 22 章「最後衝刺」：本章提供了應考前最後階段可以使用的工具以及

建立有效學習計劃的方法。  

 附錄 A「自我評量測驗解答」：本附錄提供了 “自我評量測驗” 測試題答

案。  

 附錄 B「TSHOOT 考試更新」：解釋了獲得 TSHOOT 認證考試最新情報

的方法。  

本書每一章的編排都盡力幫助大家更有效地利用時間，因而具有下列特色：  

 評估：每章的開始部分都有 “自我評量測驗” 測試題，目的是幫助大家確

定是否需要完整學習本章的所有知識。如果希望完整閱讀本章那麼就可

以將測試題留待之後再用。測試題都是多選題，可以快速評估大家對於

知識理解程度。  

 基本主題：是每章的核心內容，解釋相關主題的協定、概念、組態設定
以及故障檢測與排除方針。  

 考試準備工作：位於每章的最後，包括考試重點、憑記憶完成的記憶
表、定義關鍵術語以及本章所用到的各種命令的參考等內容。  

最後，本書附贈光碟還提供了 CCNP 路由和交換 TSHOOT 模擬測試題，以加

強大家對本書所學知識的理解。請注意，TSHOOT考試的主要內容是要求考生

解決各種故障情況，因而掌握書附光碟提供的各種測試題，有助於大家在實際

考試中靈活運用相關工具有效地檢測與排除認證考試的各種障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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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書附贈光碟還提供了 “記憶表” 和 “記憶表答案” 以及超過 60分鐘的認證

考試策略影音檔。 

CCNP TSHOOT考試重點  

請大家在學習期間密切注意 Cisco 在其官方網站發布的最新考試重點資訊，特

別是了解每科考試重點所必須掌握的深度。此外閱讀和學習本書提供的各種主

題內容還有助於拓展大家的知識範圍。需要記住的是，理解並掌握 CCNP路由

和交換的每一個主題內容涉及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有助於大家在今後學以致用

時能夠圓滿完成各種網路異常的檢測與排 除工作。  

表 0-1 列出了 TSHOOT 認證考試的官方考試重點（詳見 cisco.com）。需要注

意的是，Cisco 有時會在不改變考試編號的情況下更改考試重點，因此如果發

現考試重點出現了少量變化， 千萬不要慌張，而且在考試過程中還有可能會遇

到與所列考試重點完全無關的題目，大家在 Cisco 網站査看考試重點時就會發

現 Cisco 的相關聲明。因此，為了幫助大家做好考前準備工作，本書在討論了

所有考試重點之外，還提供了大量有助於大家順利通過認證考試的額外資訊。

範例如，考試重點中沒有提到第二層安全、inter-VLAN路由以及 FHRP等內容，

但是本書還是拿出專門章節來討論這些內容，以便讓大家能夠做出更充分的應

考工作。 

表 0-1 CCNP TSHOOT 考試重點 

考試重點 對應的章節 

1.0 網路原理 

調整、條件式調整 

第 1、2章 

Ping以及帶有參數的路由追蹤 

診斷網路連線故障的根本性原因（分析現象、識別和描述故障

根源） 

設計和執行有效的故障解決方案 

檢驗和監控解決方案 

2.0 第二層技術 

交換器管理故障檢測與排除 

第 4、5、19章 

第二層協定故障檢測與排除 

VLAN故障檢測與排除 

主幹鏈路故障檢測與排除 

EtherChannel故障檢測與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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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重點 對應的章節 

S T P故障檢測與排除 

其他 LAN交換技術故障檢測與排除 

機體虛擬化與整合技術故障檢測與排除 

3.0 第三層技術 

IPv4定址及子網路切割故障檢測與排除 

第 9、10、12-18

章 

IPv6定址及子網路切割故障檢測與排除 

靜態路由故障檢測與排除 

預設路由故障檢測與排除 

管理性距離故障檢測與排除 

被動介面故障檢測與排除 

VRF lite 故障檢測與排除 

各種路由協定故障檢測與排除 

各種路由協定路由來源之間故障檢測與排除 

各種路由協定手動彙整及自動彙整故障檢測與排除 

PBR故障檢測與排除 

次佳路由故障檢測與排除 

迴圈預防機制故障檢測與排除 

RIPv2故障檢測與排除 

EIGRP鄰居關係及驗證故障檢測與排除 

無迴圈路徑選擇故障檢測與排除 

EIGRP操作故障檢測與排除 

EIGRP末梢網路故障檢測與排除 

EIGRP負載平衡故障檢測與排除 

EIGRP權值故障檢測與排除 

OSPF鄰居關係及驗證故障檢測與排除 

網路類型、區域類型以及路由器類型故障檢測與排除 

OSPF最佳路徑故障檢測與排除 

OSPF操作故障檢測與排除 

IPv6 OSPF故障檢測與排除 

BGP同儕關係及驗證故障檢測與排除 

eBGP故障檢測與排除 



 
   xxxiii  

考試重點 對應的章節 

4.0 VPN技術 

GRE 故障檢測與排除 第 12章 

5.0 基礎建設安全 

使用本地資料庫的 IOS AAA故障檢測與排除 

第 11、20章 設備存取控制故障檢測與排除 

路由器安全功能故障檢測與排除 

6.0 基礎設施服務 

設備管理故障檢測與排除 

第 2、9、10和 19

章 

SNMP故障檢測與排除 

日誌記錄故障檢測與排除 

NTP故障檢測與排除 

IPv4和 IPv6 DHCP故障檢測與排除 

IPv4 NAT故障檢測與排除 

SLA架構故障檢測與排除 

物件功能故障檢測與排除 

 

 

 



 

 

 

本章主要討論以下主題： 

 單臂路由（Router on-a-Trunk／
Stick）故障排除：本節將討論單
臂路由的場合，inter-VLAN routing
故障的檢測與排除問題。 

 單臂路由障礙單：本節將提供單
臂路由障礙單，以解釋使用結構

化故障排除流程解決所報告故障

的方法。 

 交換式虛擬介面（Switched Virtual 
Interface，SVI）故障排除：本節
將解釋 SVI 處於 up/up 狀態的必
需條件並提供 inter-VLAN routing
的相關資訊，此外還將討論與 
SVI 相關的故障排除方法。 

 SVI 障礙單：本節將提供 SVI 障
礙單，以解釋使用結構化故障排

除流程解決所報告故障的方法。 

 路由式埠故障排除：本節將解釋
第二層交換埠轉換為路由式埠所

需的條件。 

 路由式埠障礙單：本節將提供路
由式埠障礙單，以解釋使用結構

化故障排除流程解決所報告故障

的方法。 

 第三層 EtherChannel 故障排除：
本節將解釋檢測與排除第三層 
EtherChannel（仰賴路由式埠）
故障所需的相關步驟。 

 第三層 EtherChannel 障礙單：本
節將提供第三層 EtherChannel 障
礙單，以解釋使用結構化故障排

除流程解決所報告故障的方法。 



 

CHAPTER 6  
Inter-VLAN routing及 
第三層 EtherChannel 故障排除 
 

第 4 章和第 5 章主要討論作為第二層交換器的 Cisco Catalyst 交換器，這些交

換器工作在 OSI 參考模型的第二層，根據訊框中的 MAC 位址轉發或泛洪訊

框。不過，很多 Cisco Catalyst 交換器都是第三層交換器，這些第三層交換器

可以同時執行第二層或第三層服務。路由是第三層服務中最常見的一種應用類

型，使用虛擬第三層介面（也稱為交換式虛擬介面 [Switched Virtual Interface]，

SVI）或者將第二層交換埠轉換為路由式埠，就可以為這些介面分配 IP 位址，

並且第三層交換器可以在 VLAN 和子網路之間路由資料。此外還可以使用路由

式埠來建立第三層的 EtherChannel。 

本章將重點介紹各種  inter-VLAN routing 方法以及路由式埠和第三層 

EtherChannel 的故障排除技術，並提供不同的場合來作為故障排除練習。 

6.1  自我評量測驗 
自我評量測驗可以協助讀者衡量是否應該讀完整章內容或直接跳到「考試準備

重點」一節。如果你對這些問題的作答或對主題知識的評量有所疑慮的話，建

議看完整章的內容。表 6-1 列出本章基本主題及其對應的測驗題，解答部分請

參考附錄 A「自我評量測驗解答」。 

表 6-1  「自我評量測驗」基本主題及測驗題對照表 

基本主題 測驗題 

單臂路由故障排除 1-2 

SVI 故障排除 3-5 

路由式埠故障排除 6-7 

第三層 EtherChannel 故障排除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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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自我評量旨在評估讀者對本章主題的掌握程度。假使不知道答案或不太有把

握，應視為答錯題目。若把猜對答案視為回答正確將導致評估不客觀，並造成一種已

掌握的假像。 
 
 

1. 下列何者可以將 VLAN 與路由器子介面關聯在一起？ 

a. encapsulation  
b. interface  
c. ip address  
d. vlan 

2. 以下哪一個 show指令可以檢驗已關聯到路由器子介面的 VLAN？ 

a. show interface trunk  
b. show vlan brief  
c. show ip route  
d. show vlans 

3. 如果 SVI 處於 up/up 狀態，以下哪些描述是正確的？（選擇兩項） 

a. 與 SVI 關聯的 VLAN 必須存在於交換器上 

b. SVI 必須被停用 

c. 與 VLAN 相關聯的交換器上必須至少有一個介面處於擴展樹轉發狀態 

d. 必須在交換器上停 IP 路由  

4. 以下哪一個 show指令可以檢驗 VLAN 10的 SVI及其相關聯的MAC位址？ 

a. show ip interface brief  
b. show interfaces vlan 10  
c. show ip interface vlan 10  
d. show svi 

5. 以下哪一個指令可以在第三層交換器上啟用 IP 單播路由？ 

a. routing  
b. ip route  
c. ip routing  
d. ip unicast-r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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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列何者可以將第二層交換埠轉換為路由式埠？ 

a. no switch port  
b. routed port  
c. ip address  
d. ip routing  

7. 以下哪一個 show指令可以檢驗 gigabitethernet 1/0/10 是第二層交換埠還是

路由式埠？  

a. show gigabitethernet 1/0/10 switchport  
b. show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 1/0/10  
c. show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 1/0/10 switchport 
d. show interfaces status 

8. show etherchannel summary 指令輸出中的哪一個標示表示 EtherChannel 

是三層且處於在用狀態？  

a. SU  

b. SD  

c. RU  

d. RD 

9. 以下哪種 EtherChannel 模式可以成功建立 LACP EtherChannel？ 

a. Active-auto  

b. Desirable-auto  

c. Passive-desirable  

d. Active-passive  

10. 以下哪一個 EtherChannel 旗標表示指定埠被綁定在 EtherChannel 繫結鏈路

內？  

a. R  

b. S  

c. P  

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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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opic

基本主題 

6.2  單臂路由故障排除 
VLAN 之間的流量傳遞需要用到路由機制，這是因為一個 VLAN 就 “等於” 是

一個子網路，從一個子網路向另一個子網路發送流量時必須使用 “路由”，所以

從一個 VLAN 向另一個 VLAN 發送流量，也必須使用路由。 

本節將回顧如何使用主幹到交換器上的外部路由器來進行 VLAN 之間的路由動

作，並討論導致該應用無法產生預期作用的各種故障問題。 

出現第三層交換器之前，需要依賴外部路由器來執行 VLAN 間路由。外部路由

器透過主幹連接第二層交換器，從而產生單臂路由（router-on-a-stick或 router-

on-a-trunk）的拓樸架構（如圖 6-1 所示）。 

 

圖 6-1  單臂路由 

圖 6-1 中的路由器 R1 的快速乙太網介面 Fa 1/1/1 有兩個子介面（在介面識別

字中以句點 [． ]表示），每個子介面連接一個  VLAN，即  Fa 1/1/1.1 連接 

VLAN 100，Fa 1/1/1.2 連接 VLAN 200。路由器 R1 可以在 VLAN 100 與 VLAN 

200 之間路由，同時還可以透過與交換器連接的主幹接收和發送流量。範例 6-

1 和範例 6-2 回顧了應用單臂路由拓樸架構所需的簡要設定。 

範例 6-1  R1的 show run指令輸出 

 



 
Chapter 6    Inter-VLAN routing及第三層 EtherChannel 故障排除   213  

Key 
Topic

Key 
Topic

 

範例 6-2  SW1 的 show run指令輸出 

 

回顧了範例 6-1 和範例 6-2 之後，導致 VLAN 間路由工作異常的問題有哪些？ 

 主幹通訊封裝不符。 

 路由器子介面上的 VLAN 分配不正確。  

 路由器子介面上的 IP 位址或子網路遮罩不正確。 

 PC 上的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或預設閘道器不正確。 

 連接路由器的交換埠被設定為存取埠。  

 連接路由器的交換埠被設定為使用路由器不支援的動態主幹通訊協定
（Dynamic Trunking Protocol，DTP）。 

 連接 PC 的交換埠位於錯誤的 VLAN 中。  

故障排除人員能夠識別並更正這些故障問題是很重要的。 

6.3  單臂路由障礙單  
本節將顯示與本章前面討論過的主題相關的障礙單，目的是透過這些障礙單讓

讀者真正瞭解現實世界或考試環境中的故障排除流程。本節的所有障礙單都以

圖 6-2 所示的拓樸架構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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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單臂路由障礙單 

6.3.1  障礙單 6-1  
問題：PC1無法存取 PC2 的資源。 

深入分析該障礙單後，發現 PC 仍然連接在交換器上，而且仍然有 VLAN 和主

幹，因而前面章節討論過的所有內容均適用於本障礙單。因此擁有一套可重複

使用的結構化故障排除程序，有助於在故障排除過程中保持專注和清晰。 

故障排除流程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檢驗問題。首先在 PC1 上執行 ping 指令（如
範例 6-3 所示），從輸出顯示 PC1無法到達 PC2，證實問題的存在。 

範例 6-3  PC1 向 PC2 執行的 ping 測試失敗 

 

其次需要檢驗 PC1是否能到達預設閘道器，這有助於縮小故障問題的範圍，對

PC1預設閘道器的 Ping動作不成功（如範例 6-4所示），這指出了 PC1到預設

閘道器之間存在故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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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6-4  PC1 向預設閘道器執行的 ping 動作失敗 

 

根據圖 6-2 以及 PC1 無法 ping 通預設閘道器的事實，現在是動用腦力激盪以

找出最可能故障原因的絕佳時機： 

 PC1設定的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或預設閘道器可能不正確。  

 SW1 的交換埠 Fa0/1 可能沒有關聯正確的 VLAN。  

 SW1 上可能不存在 VLAN 100。  

 PC1可能在實體上連接到錯誤的交換埠。 

 SW1 Fa0/24 可能沒有被設定為主幹。  

 SW1 Fa0/24 可能不允許主幹上的 VLAN 100 流量。  

 SW1 Fa0/24 可能使用了錯誤的主幹通訊封裝方式。  

 R1 可能沒有設定正確 IP 位址或子網路遮罩的子介面。  

 R1 的子介面可能使用了錯誤的主幹通訊封裝方式。  

 R1 的子介面可能被停用。 

可能的故障原因的清單範圍很廣，而且這還不是一個完整的清單。首先追蹤 

PC1 到路由器的流量路徑，在 PC1 上執行 ipconfig 指令，與圖 6-2 對比後發

現，PC1 設定了正確的 IP 地址、子網路遮罩和預設閘道器（如範例 6-5 所

示）。 

範例 6-5  在 PC1 上執行 ipconfig指令的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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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W1 上執行 show mac address-table dynamic指令後可以瞭解介面 Fa0/1 學

到了哪些 MAC 位址以及所關聯的 VLAN 資訊。範例 6-6 的輸出表示介面 Fa0/1 

學到了 MAC 位址 0800.275d.06d6，並且關聯到了 VLAN 100。在 PC1上執行 

ipconfig/all 指令（如範例 6-7 所示），可以看到  PC1 的  MAC 位址為 

0800.275d. 06d6，與 MAC 位址表中列出的 MAC 位址相同。由於確認了 PC1

連接在正確的交換埠上，VLAN 100 也存在，而且 Fa0/1 也位於正確的 VLAN 

中，可以縮小故障範圍。 

範例 6-6  在 SW1 上執行 show mac address-table dynamic指令的輸出 

 

範例 6-7  在 PC1 上執行 ipconfig/all指令的輸出 

 

回過頭來再仔細分析範例 6-6。從 SW1 的 MAC 位址表可以看到，介面 Fa0/24 

沒有學到 VLAN 100 或 VLAN 200 的任何 MAC 位址。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呢？根據圖 6-2，R1 與 SW1 之間的鏈路應該是 802.1Q 主幹，如果該主幹沒有

設定正確的封裝方式或主幹模式，或者該主幹過濾了 VLAN 100 或 VLAN200 

的流量，則 VLAN 100 或 VLAN 200 的流量將無法透過該主幹鏈路進行傳送。 

首先在 SW1 上執行 show interfaces trunk指令（如範例 6-8 所示），輸出表

示 Fa0/24 是一個使用 ON 模式的主幹介面，意味著設定了 switchport mode 
trunk指令。此外，還可以看到 Fa0/24 使用的主幹通訊封裝方式為跨交換器鏈

路協定（Inter-Switch Link，ISL）。根據圖 6-2，該主幹應該使用 802.1Q 封裝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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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6-8  在 SW1 上執行 show interfaces trunk指令的輸出 

 

查看 R1 的 show vlans指令輸出（如範例 6-9 所示），證實 R1 正在使用的主

幹通訊封裝方式是 802.1Q。因此，兩者的主幹通訊封裝方式不符。 

範例 6-9  R1 的 show vlans指令輸出 

 

需要修正 SW1的設定，以確保 Fa0/24使用正確的主幹通訊封裝方式。在 SW1 

的 Fa0/24 上執行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指令，完成之後，需要
再次從 PC1向 PC2執行 ping動作，以確認故障是否已解決，從範例 6-10 的輸

出可以看到，ping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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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6-10  從 PC1向 PC2 執行的 ping 測試成功 

 

6.3.2  障礙單 6-2  
問題：PC1無法存取 PC2 的資源。 

雖然本障礙單中報告的故障問題與前一個障礙單完全相同，但是千萬不要輕易

地斷定故障問題以及解決方案都相同，必須遵循結構化故障排除方法，以確保

有效地解決故障並且不會浪費太多精神。 

故障排除流程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確認問題。首先在 PC1 上執行 ping 指令（如
範例 6-11所示），從輸出可以看到 PC1無法到達 PC2，證實確實存在故障。 

範例 6-11  PC1 向 PC2 執行的 ping 測試失敗 

 

接著檢驗 PC1是否能夠到達預設閘道器，這將有助於縮小可能的故障範圍。因

此向預設閘道器執行 ping 測試（如範例 6-12 所示），成功了，表示 PC1與預

設閘道器之間沒有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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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6-12  PC1 向預設閘道器執行的 ping 測試成功 

 

現在需要做的就是檢查 PC1是否能夠 ping 通位於 192.168.2.1 的 VLAN 200 的

預設閘道器，這將有助於確定 R1 上的 VLAN 100 與 VLAN200 之間的 inter-

VLAN routing是否正常。從範例 6-13 的輸出可以看到，ping 測試成功。 

範例 6-13  PC1 向 VLAN 200 的預設閘道器執行的 ping 測試成功 

 

由於從 PC1 到 R1的子介面 Fa0/1.100 一切正常，因而接下來需要將排除重點

轉移到 R1 和 PC2 上。對於本案範例來說，將採取從 R1 到 PC2 的反向檢查過

程。對於從 R1 到 PC2 的 VLAN200 流量來說，子介面 Fa0/1.200 需要使用正

確的封裝方式（ 802.1Q），也需要分配正確的 IP 位址和子網路遮罩

（192.168.2.1/24），而且還需要分配正確的 VLAN（VLAN 200）。在 R1上執

行 show vlans指令可以檢驗 R1 的子介面設定資訊（如範例 6-14 所示）。從輸

出可以看到，子介面 Fa0/1.200 擁有正確的 IP 位址，而且使用的主幹 封裝方式

也是 802.IQ，但關聯的 VLAN 不是 VLAN 200，而是 VLAN 20，因而出現了 

故障。 

範例 6-14  R1 的 show vlans指令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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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a0/1.200 的子介面設定模式下，執行 encapsulation dot1q 200指令，將關
聯的 VLAN 從 20 更改為 200。完成之後，再次查看 show vlans 指令的輸出
（如範例 6-15 所 示），可以證實子介面 Fa0/1.200 已經關聯到 VLAN200。 

範例 6-15  設定變更後 R1 的 show vlans指令輸出 

 

藉由再次從 PC1向 PC2 執行 ping，以確認故障問題是否已解決，從範例 6-16 

輸出可以看到，ping 測試成功，表示問題已經解決。 

範例 6-16  從 PC1 向 PC2 執行的 ping 測試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