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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前面幾個章節的防火牆實戰演練之後，相信各位讀者應該已經讓你的主機可以

存活在充滿毒蛇猛獸、槍林彈雨的野戰樹林中。但這樣的防護網是屬於較為被動的

防護方式，如果你的主機還是不慎被入侵者透過未發現的安全漏洞攻陷時，那麼你

還是無法從被攻陷的過程中找尋蛛絲馬跡來加以防範。因此我們會需要透過 Linux

系統中眾多記錄檔案的記載來做為後續的分析使用，當然如果這些記錄器都可以搭

配上自動化的監控與通知功能的話，那麼對於我們的主機而言更可以說是如虎添

翼。但紀錄檔案使用上仍然是有所限制的，例如：有些行程或是服務並不會自己產

生對應的記錄檔案資訊內容，亦或者這些記錄檔案的內容一旦被修改時，那麼可信

服的程度就又大大的降低，此時我們便需要端出入侵偵測（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DS）與入侵防護（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 IPS）機制出來解決這類的問題。在

這個單元中筆者將會深入探討入侵偵測與防護機制的特性與相關運作模式，並且透

過簡單的實戰過程來實證其運作模式。 

9.1  何謂入侵偵測 
何謂入侵偵測（Intrusion Detection）1

？相信很多讀者都有聽過這個名詞，但是對於

它可以說是有點黏又有點不黏的感覺，如圖 9.1 所示，入侵偵測是針對一個系統或

是一個網路環境中的活動進行監控，並且透過對於在這個環境中的活動分析來找出

可能誘發安全事件的蛛絲馬跡。 

 

圖 9.1 入侵偵測示意圖 

                                                        
1 依據 SANS（System Administration, Networking and Security）組織對於入侵偵測的定義是偵測不適當

與不正確或是異常的活動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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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入侵偵測與前幾章節中筆者所介紹的防火牆建置有點不同，它就像是一個

隱藏的針孔攝影機一般，會在背後不知不覺的錄下進出網站的每一個動作與過程。

而且它可以補足一般防火牆不足的功能，防火牆通常只能對某個服務或是連線的存

取進行限制，但是無法偵測通過的封包是否異常。而透過入侵偵測系統的建置可以

分析每一個通過的封包或者是指定的日誌檔案，與預先建立好的基本入侵特徵資料

庫進行比對來找出可能的異常發生時機，然後進行警報作業。當然，隨著網際網路

越來越普遍的情況之下，網路上的入侵技術也不斷的再進行翻新，駭客的攻擊手法

也從以往的手動攻擊變成可以自動的進行攻擊，或是透過遙控其它主機造成所謂的

殭屍網路（Zombie Network）2
的攻擊方式，這種攻擊模式與以往的攻擊具有相當大

的差異，攻擊的目標不若以往採針對性攻擊，而是改用隨機選定主機攻擊，另外攻

擊意圖漸趨惡意，利用系統弱點而開發攻擊程式的所需時間縮短，並會發動大規模

的非對稱式攻擊。 

9.1.1  入侵偵測系統的種類 

入侵偵測系統的建置基本上可以在主機或是網路上執行監聽的工作，確認是否有

可疑的入侵行為正在蠢蠢欲動中，但對於這類新型的攻擊模式，單靠入侵偵測系

統還是不足的，因此目前我們通常會搭配另外一項技術架構入侵防禦功能所組成

的入侵偵測與防護系統
3
（Intrusion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System, IDPS）來解

決日新月異的攻擊技術，入侵偵測與防護系統兼具入侵偵測系統與入侵防禦系統

的功能，可以用來延長安全防護網的防護寬度，與彌補單純使用入侵偵測系統或

是入侵防護系統時的不足，這樣的防護系統觀念也被是目前資訊安全防護架構的

常見的應用。IDPS 一般可以依據其運作的範疇不同而分成多種類型，例如：以網

路為基礎的網路型 IDPS、以主機為基礎的主機型 IDPS、以網路行為分析為基礎

的 IDPS 等，其中又以網路型與主機型的 IDPS 最為普遍。接著，筆者將針對這兩

個類型的 IDPS 進行介紹： 

                                                        
2 所謂的殭屍網路，一般也可以稱為 BotNet 或是 Robot Network，通常是將病毒透過電子郵件、網路

通訊軟體或是電腦系統的漏洞等，入侵到電腦裡，然後伺機發動相關的攻擊。由於這種方式的攻擊

模式與以往的木馬程式類似，但它並不是只針對特定目標的攻擊，而是會於網路中進行找尋那些主

機有相同的漏洞然後再自行展開攻擊，因此防護上來說較為困難。 
3 底下筆者均以 IDPS 簡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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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機型入侵偵測防禦系統（Host Base IDPS, HIDPS）：這類以主機為基礎的

入侵偵測防禦系統，通常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專屬於某一台主機專用的系統應

用，通常是以針對主機中的檔案系統、日誌檔案、程式或是其它的系統呼叫行

程等進行監控。這種偵測方式必須事先建立一個被保護的檢查碼（checksum）資

料庫，在這個資料庫中會記載著原先檔案系統中相關指定檔案或是程式等的屬性

資訊，當入侵偵測系統一旦發現到目前主機內的資料與資料庫中的檢查碼不一致

時，便會發出警告或是記錄這個錯誤的事件。如圖 9.2所示，為 HIDPS的佈署方

式，HIDPS在佈署時通常會耗費較高的建置成本，原因在於如果一個網路內有眾

多主機的重要等級均相等時，我們便需要在這幾台主機上佈署 HIDPS，相對性的

網管人員在維護每一台主機內的 HIDPS資料庫也會十分的費時。 

 

圖 9.2 主機型入侵偵測系統佈署 

HIDPS 通常可以支援下列幾種常見的安全事件的偵測，但會隨著讀者所選用的軟體

或是硬體廠商的不同，所提供的偵測項目也會有所差異： 

 網路封包的分析與過濾：這個功能與底下筆者另外介紹的網路型 IDPS 功能相

似，可以針對於網路上傳遞的封包進行過濾與分析是否有異常的狀況，並且依

據預先設定的存取權限來進行封包的進入授權。 

 檔案系統的監控：這個功能是透過檔案系統的完整性來檢查檔案是否被置換、

更改或是植入不正當的程式碼片段，透過此機制也可以有效的監控主機中的檔

案是否受到病毒的感染等，這部分的操作可以參考筆者在這章節所介紹的

【chkrootkit 工具的使用】。 

 記錄檔案的分析：記錄檔案的分析是最基本的稽核工作，可以依據檔案中所記

錄的內容來判斷主機是否有異常的行為產生，這也是入侵偵測系統最基本的功

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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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式碼的分析：這個功能是在主機上執行程式之前，會啟動一個虛擬的執行環

境測試這個程式是否有被修改或是植入惡意程式，避免主機因不慎執行後造成

相關的安全事件發生。 

但在這種 HIDPS 的使用過程中，網管人員必須確保所使用的資料庫是乾淨的而且不

會被人異動其內容，因此，若這個資料庫系統若被更改了甚至是修改了裡面的對應

資料時，將會造成入侵偵測系統的判斷錯誤，導致錯誤的對象被標記為警告對象。

這類型的檢查程式通常無法事先預知可能的危害即將出現，它僅可以在危害發生之

後通知你目前主機可能受損的狀態，因此，讀者可以搭配其它的偵測工具來協助主

機型入侵偵測系統所使用的檢查程式，讓這類型的檢查程式是居於整個安全防護的

最後一道防線，做為日後修改安排政策與防護規範時的參考。 

    充電／chkrootkit 工具的使用 

相信大多數的讀者應該都有聽過 rootkit 這個名詞，簡單來說，就是有心人士會在程

式當中放入木馬程式或是其它的危害程式等，然後將其包裝成一個套件，讓受害者

可以在執行時便悄悄的將這個木馬程式放到主機內。然後把正常的程式進行替換，

但這些動作皆不會直接影響到正在執行中的系統，因此很難在第一時間內被發現，

也因為如此當入侵者將主機的後門開設完畢後，他們便會把相關檔案、記錄通通抹

除，當那天他需要你的主機資源時候，再透過原先的後門進入你的主機內。 

基本上若是讀者的主機埠甚誤入木馬的叢林時，通常一開始並不會產生太大的異

樣，當你透過 ps 或是 top 等指令檢查系統運作狀態時，也很難看到一些奇怪的行

程出現於你的主機內，也因此我們通常需要特定的工具來將這些隱匿在程式裡面的

木馬經過照妖鏡的照射，讓它們通通現出原形。而 chkrootkit 便可以用來擔任這

個艱困的角色，chkrootkit 是一個開放式原始碼的軟體計畫（http://www.chkr. 

ootkit.org），主要可以用來檢查是否有被放入 rootkit 於系統的檢查工具。目前最新

的版本為 0.48，可針對高達 63 種不同類型的危害進行檢測，使用的方式十分簡單： 

 首先，先從官方網站抓取最新版本的 chkrootkit 套件工具： 

wget ftp://ftp.pangeia.com.br/pub/seg/pac/chkrootkit.tar.gz 

 接著，解開 chkrootkit.tar.gz 套件工具，並且進入 chkrootkit-0.48 的

目錄內： 

tar -zxvf chkrootkit.tar.gz 



 

 9-6 

 最後讀者可以在解開的目錄中找到一個執行程式 chkrootkit，當你執行它

時便會開始進行整體系統的掃描，會產生如下的輸出畫面： 

[root@host1 chkrootkit-0.48]# ./chkrootkit 
ROOTDIR is `/' 

Checking `amd'... not infected 

Checking `basename'... not infected 

Checking `biff'... not infected 

Checking `chfn'... not infected 

Checking `chsh'... not infected 

Checking `cron'... not infected 

Checking `login'... not infected 

………… 省略 

Checking `ls'... INFECTED 

Checking `lsof'... not infected 

Checking `mail'... not infected 

Checking `mingetty'... not infected 

Checking `netstat'... INFECTED 

Checking `named'... not infected 

Checking `passwd'... not infected 

………….. 省略 

Checking `ps'... INFECTED 

Checking `pstree'... not infected 

Checking `tcpd'... not infected 

Checking `tcpdump'... not infected 

………… 省略 

Checking `telnetd'... not infected 

Checking `timed'... not found 

……………..省略 

 [root@host1 chkrootkit-0.48]# 

從這個程式的輸出結果中，讀這可以從測試結果的尾端文字來判斷這個程式是否已

經被感染了，一般只要出現 infected字串時則是代表這個程式極度有可能是 rootkit

的程式，而出現的若是 not infected 字串時則是代表這個程式檔案尚未淪陷。當

然讀者可以透過 Shell 腳本程式寫一個簡單的定時檢查與回報的機制，讓系統可以

即時將感染的狀態回報給系統管理員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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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型入侵偵測防禦系統（Network Base IDPS, NIDPS）：如圖 9.3 所示，為

一 NIDPS 的運作架構圖，NIDPS 是針對整個網路的入侵偵測來進行即時的回

應，且必須在不損耗網路效能之下，來分析傳遞於網路中的封包內容，並且一

但發現封包中涵蓋異常的存取動作時，就必須要立即回應與提供處理方式。 

 

圖 9.3 網路型入侵偵測系統佈署 

網路型入侵偵測系統主要是以網路中傳送的封包來做為資料分析的來源，因此通常

會透過即時監控與分析通過於網路上的封包，一但與欲先建立好的特徵資料庫內的

條件匹配時，便會由回應模組來做出適當的回應，例如：發出警報、切斷與相關使

用者間的網路連線等。由於網路型入侵偵測系統所收集的是網路封包是屬於動態流

量資訊，因此，所使用的攻擊特徵資料庫中所提供的特徵項目多寡便會影響到處理

的能力，也會決定識別入侵行為的準確度。這些動作我們稱之為特徵比對（Signature 

Based）與異常偵測（Anomaly Based）。透過此種方式的優點是不容易產生誤判的

狀態，但是缺點是執行的偵測率較低，因為當環境中出現未知型態的入侵或者未建

立在特徵資料庫內時，這種新型態的入侵便無法被順利偵測出來。使用這種模式最

大的缺點就是我們必須事先定義出一個正常的過濾門檻值（threshold），而一但封

包超過所定義的門檻值時便會被視為是異常的狀態，而管理者必須要隨時的去更新

這個門檻值的規則，以保持可以在最新且最安全的架構下進行偵測，避免造成過高

的誤判率出現。 

9.1.2  蜂蜜罐入侵偵測防護系統架構 

蜂蜜罐（Honeypots）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系統運用，主要是故意設計一個具備缺陷的

系統，將此系統用來針對入侵者的行為進行警報或者是誘捕使用。通常這類的蜂蜜

罐主機都是充滿了漏洞，或是不進行安全修補等動作，我們可以在上面搭配主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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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DS4
，來記錄下所有入侵者的所作所為。一般而言，建置蜂蜜罐主機通常有兩個

原因： 

 用來學習入侵者如何偵測與獲取系統的存取權限，當入侵者的行為被記錄下來

後，我們便可以透過這些資訊來分析找出更好的方式來保護我們真實的系統。 

 第二個原因便是用來作為之後針對入侵者控告或是要求修正的證據。 

 

圖 9.4 蜂蜜罐系統架構 

如圖 9.4 為一蜂蜜罐系統架構，從架構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入侵者嘗試透過網際網路

連入我們所提供的主機服務前，會先透過 IDS 伺服器來判斷與記錄相關的入侵動

作，之後這個封包會被誘導到蜂蜜罐監控器的部分，將其倒到假的服務主機內進行

存取，此時這個入侵者會以為已經入侵主機成功，但事實上僅是入侵到一個誘導的

主機而已。最後，網路管理者可以再根據 IDS 伺服器上所蒐集到的資訊來更新真實

伺服器群中的 HIDPS 內的防禦規則，提升它們的辨識機制與提高辨識率。 

除了透過蜂蜜罐系統架構之外，另外還有一個新的架構稱之為蜂蜜網（Honeynet），

這種架構最大的特性是可以具備自我學習的能力，比起傳統的蜂蜜罐系統僅可以依

據作業系統中常見的漏洞來建立警報或是誘騙的功能之外，蜂蜜網的應用可以更加

廣泛。如圖 9.5 所示，蜂蜜網是一個網路系統得架構，並非是針對某一個單一主機，

通常我們會將它隱藏在防火牆後方，讓它來收集所有經過得封包，並且進行封包的

資料分析。而這些被截取的封包資料都可以做為往後研究入侵者手法的一個重要資

源，在蜂蜜網架構中我們通常會建立多種不同作業系統平台或是裝置類型的應用環

                                                        
4 注意喔，這邊僅是安裝入侵偵測系統即可，不需要安裝到入侵偵測防禦系統，因為這台蜂蜜罐系統

的目的只是用來收集入侵資料與學習入侵動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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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藉此以不同的角度去看網路環境中的狀況，以收集到更加確實的資料，同時也

可以藉著運作於不同平台上的服務來了解到入侵者攻擊手法的差異，與著重的差異

目標為何，這樣我們便可以更多樣化網路的防禦工程。 

 

圖 9.5 蜂蜜網系統架構 

讀者應該也從圖 9.5 中看到一個特殊的狀態，沒錯，在蜂蜜網系統架構中並不會像

蜂蜜罐系統架構特意模仿一個漏洞百出的主機來誘捕入侵者，而是將實際的系統上

運作實際的需求服務程式，當然在蜂蜜網系統架構中還是會需要建置防火牆來防堵

像是阻斷式攻擊來源、提供 NAT 服務等，也會配置 IDS 來監控網路上的流量與分

析封包來找尋相關入侵或是攻擊的線索。由此可知透過蜂蜜網系統架構除了可以將

不必要的入侵動作進行記錄之外，還可以針對特定的入侵動作提供即時性的防禦動

作，表 9-1 為筆者整理蜂蜜罐與蜂蜜網系統架構的優缺點差異比較。 



 

 9-10 

表 9-1 蜂蜜罐與蜂蜜網差異比較表 

 優點 缺點 

蜂蜜罐系統架構

 這種系統架構所收集到的資

料都是具備高參考價值性

的，可以讓後續的分析更加

簡單化。 

 使用此架構不會影響到原先

網路的架構或是造成網路傳

輸的負擔，也不會被特定的

工具綁住導致安全機制無法

正常運行。 

 由於蒐集到的資料過於單純

化，容易導致如果沒有任何

攻擊者對蜂蜜罐主機發動攻

擊時，便失去建置此架構的

用意。 

 由於此架構僅做為吸引攻擊

者進行入侵的對象，因此不

具備任何的防護反擊能力，

因此有可能會淪為被做為跳

板攻擊的對象。 

蜂蜜網系統架構

 不需要額外規畫引誘的主

機，而是直接於環境中依據

所需提供的服務主機上建置

系統，來進行資料的收集與

分析。由於服務主機的類型

多元化，因此可以獲得較多

且客觀的資訊來源。 

 可以自動針對入侵動作來找

尋對應的防禦措施，直接給

與入侵者一個直接的回饋。

除了可以收集到入侵動作之

外，也可以免除主機因此受

害。 

 主機有可能因為本身防禦功

能的不佳，造成被攻陷或是

相關防禦功能的失效。因此

管理者必須要確認相關特徵

規則的比對是否仍夠正常運

作。 

 由於是在主機上架構蜂蜜網

系統，因此在執行分析時或

多或少會影響到主機的運作

效能。因此當主基本身的服

務若已經十分忙碌時，有可

能會因此產生服務延遲的狀

況發生。 

9.2  入侵偵測的執行時機？ 
經過上個小節的介紹之後，相信各位讀者對於入侵偵測的方式與類型應該有了更深

一層的認識，當然，很多讀者在此時應該會有個疑問，這麼多種入侵偵測的佈署方

式，那麼我應該在甚麼時候來進行這樣的佈署作業呢？一般主機剛被入侵時，或多

或少在主機中都可以嗅出一些端倪，甚至可以從一些入侵者不慎留下的蛛絲馬跡中

找到一些線索，進而可以事先提出一些反制或是防護的方式。當然，事先的預防一

定比事後的修補來的好，因此在這個小節中筆者僅先針對系統中的一些常見徵狀來

與各位讀者進行介紹，置於防護的方式我們會在後續的內容中再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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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當你的主機已經遭受到危害時，會有甚麼徵狀呢？ 

通常大部分主機被入侵時或是遭受到攻擊時，往往有絕大部分的管理者都是屬於狀

況外的情況，原因是一個成功的入侵者他絕對會想盡辦法隱匿自己入侵的軌道，逃

過管理者所佈署在主機上的追蹤系統。由於 Linux 作業系統的自訂性與複雜性都十

分的高，再加上每一台主機上所提供的服務類型組合也會因為需求不同而有所不

同，因此我們須要透過一個全面的徵狀檢查流程來證明或是找出主機中損害的部

分，以一個有系統性的方式透過入侵者不小心遺留下來線索，來診斷出主機目前所

面臨的問題。接著，筆者就將一些常用的診測方式歸類成多個項目來與讀者進行介

紹，如何於已經遭受危害的主機中找尋到徵狀： 

 從系統日誌中找尋徵狀：系統日誌中通常會包含不尋常的錯誤或是狀況訊息的

記錄，例如：有不正常的連線來源、不正常的操作動作，像是不斷的透過 root
帳號來登入系統，卻不斷的呈現密碼輸入錯誤的狀態，然而系統日誌的記錄位

置也不僅僅只有一個來源，因此讀者在檢閱時務必將每個系統日誌來源都確實

確認過，這樣才能有效的找尋相關的入侵徵狀，例如： 

 系統日誌檔案：大部分 Linux 作業系統中的系統日誌檔案都會放在/var/log

目錄下，這裡面涵蓋了系統日誌、帳號活動的記錄、服務執行過程中的紀錄

等，這些日誌檔案都必須要定時的去查閱裡面的內容，並且隨時注意到檔案

大小的變化。例如：系統日誌檔案若是為 0 或者是空的內容，就必需要小心

是否已經被人清空或是異動內容資訊等。 

 系統服務的狀態回報：在 Linux 作業系統中的服務除了會以檔案的方式來呈

現日誌文件之外，通常有些服務會透過電子郵件的方式來發送狀態資訊，例

如：crond服務，當它執行時不論是執行成功或是失敗時，都會利用電子郵

件來傳遞訊息給指定的接收者，也因此管理員可以即時收到這些不尋常的報

告來進行進一步的處理。 

 終端機或是主控台上的訊息：另外還有一種訊息是使用者較容易忽略的部

分，就是直接於主機的主控台和終端機上顯示的訊息，通常在系統日誌服務

中列為緊急或是危急類型的訊息都會直接於主控台或是終端機時直接呈

現，管理員需要定時從主機螢幕上確認相關訊息的狀態與檢閱是否有緊急訊

息出現需要進行處理的。 

 一些不斷重複存取的訊息：重複性的存取訊息聽起來似乎沒有甚麼問題，但

筆者這邊所指的是當系統中不斷出現某個來源嘗試存取某些帳號，或者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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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帳號名稱不斷的被進行登入測試，但卻都是出現密碼錯誤的問題時，這

些訊息讀者便需要特別注意，因為代表目前的系統可能有人正在進行帳號入

侵測試。因此我們必須針對來源者進行基本的防護作業配置，而不可以放任

不管。 

當你的主機出現了上述的日誌內容時，你便需要特別的注意是否已經遭受到相

關破壞，依據筆者在業界的經驗，往往管理者的一時忽略所造成的後續效應，

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是十分驚人的，因此，定時與完整的檢閱你的日誌檔案內

容，可以讓你即時從這些檔案中找到入侵者的蛛絲馬跡，進而提出反制的處理

方式。 

 系統狀態中找尋徵狀：系統在執行的過程中多少會有一些徵狀可以讓我們嗅出

系統目前的不正常狀況，透過這些徵狀可以找出隱藏在背景的程式是否有危害

性，接著，筆者列出幾種常見的系統狀態徵狀找尋方式給讀者作為未來主機管

理上安全性確認的依據： 

 cron 服務工作中的狀態：cron 服務的好處是我們可以指定特定時間來執行

週期性的工作，但是入侵者也可以透過 cron服務來安排入侵程式於特定時

間於主機中啟動，因此，cron 服務內所安排的工作讀者也必須要定期的去

確認，是否有被異動或是添加上異常的工作內容，這樣才能避免入侵者於

cron 服務中插入特定的程式，於特定時間中攻擊自己或是外部主機。 

 異常的服務或是行程狀態：大部分在 Linux 作業系統內運行的服務，多是以

背景程式的方式於背景執行運作，而我們可以透過 ps指令工具來確認目前

背景中有那些程式正在執行，當發現到有所異常的程式在執行時，則可以透

過 kill指令工具搭配訊號來加以刪除。當然，透過這種方式的監控無法即

時性的取得所有異常狀況的徵狀，只能在徵狀發生之時如果剛好也被使用者

截取到時，才有可能透過訊號的處理來加以刪除。 

 異常的連線或是埠號的開啟狀態：入侵者的侵入來源多是透過網路的方式來

進行連線存取，而侵入主機後通常也會嘗試的在主機內開啟特定服務埠號來

進行封包的傳遞，讀者可以透過 netstat、tcpdump 或是 nmap 等指令工具

定時查看主機目前的連線狀態或是服務埠號的開啟狀態，一但發生異常的封

包活動、異常埠號被開啟或是異常連線被啟動時，則應該立即採取對應的防

護措施，以避免資料的遺失或是成為入侵者的跳板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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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崩潰前所發生的事情：系統崩潰是一件令管理者十分頭痛的問題，因此

通常在崩潰前的訊息是不會記錄到日誌檔案內的，由於這類的系統崩潰因素

行程主因有很多，可能是硬體、軟體或是被植入惡意程式所造成的，因此

在大部分的 Linux 發行套件中多會提供 Kernel Dump 的機制，讓系統崩潰

發生前將狀態先記錄下來，這部分的配置牽涉到核心層的處理，有興趣的

讀者可以參考 Linux Kernel Crash Dump（http://lkcd.sourceforge.net/）這個

計畫的內容。 

 檔案系統中找尋徵狀：檔案系統中的徵狀通常較難直接查覺，往往可能會等到

使用者發現某些檔案不能存取時，或是裝置異常時才發現主機已經被侵入了，

但我們還是可以透過一些常見的徵狀來源預先發現主機內的檔案系統是否有

異常發生： 

 預設檔案的權限或是名稱：一般而言，於主機內所產生的檔案或是目錄都會

有一個預設的檔案權限來進行處理，而這個預設檔案權限通常在 Linux 作業

系統內是透過 umask 來進行指定，因此，若是入侵者惡意的修改了所有使

用者於主機內產生檔案的權限時，則可能會造成檔案的錯亂或是權限配置上

的異常，因此讀者需要特別小心這個 umask 的配置值。除了權限之外，檔

案的名稱也是一項十分重要的考量，預設我們在 Linux 作業系統中透過 ls

指令工具可以檢閱到大部分的檔案，但有些以「.」開頭的隱藏檔案與目錄

是無法直接顯示的，因此，入侵者通常也會將一些惡意工具以隱藏檔案的方

式儲存於檔案系統中，這樣可以延長被發現的可能性。這部分的問題追蹤讀

者可以參考【9.3 Tripwire 實戰】的說明，來進行監控。 

 setuid 與 setgid 的檔案：在 Linux 作業系統中會有部份程式預設會被賦予具

備特殊執行權限的功能，它可以讓不同的使用者被指定為特定身分的權限來

存取這個程式檔案，因此這類的權限對於管理者而言更應該嚴加控管，入侵

者通常會於侵入系統後將一些可能需要具備超級使用者權限的程式開啟

setuid 或是 setgid 權限，這樣便可能會影響到執行權限上的錯亂，因而造

成系統安全上的問題。因此管理者不得不密切注意系統中的這類特殊權限檔

案狀態，這部分的問題追蹤讀者可以參考【9.3 Tripwire 實戰】的說明，來

進行監控。 

 檔案是否遺失或是遭到更替：這類型的問題應該是最常見的徵狀了，入侵者

侵入系統之後，便將檔案置換或是予以刪除，造成程式無法執行，這部分的

問題追蹤讀者可以參考前面所介紹的【chkrootkit 工具的使用】與【9.3 
Tripwire 實戰】的說明，來進行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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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新的裝置檔案被產生：裝置檔案在 Linux 作業系統裡面基本上都是在

安裝完畢之後，大致上會使用到的裝置都會產生一個對應的檔案了，鮮少

（除非你的主機是用來開發裝置使用）會不斷的產生裝置類型的檔案，另

外，裝置檔案在 Linux 檔案系統規範中也是有著特定的目錄來進行存放，

通常我們都會將這些檔案存放在/dev 目錄內，但相對的系統中無端出現新

的裝置檔案或是在/dev 目錄內出現新的文字檔案，這樣的狀況都是讀者需

要注意的，代表可能我們的主機有不受歡迎的使用者正在進行非法操作中。

這部分的問題追蹤讀者可以參考【9.3 Tripwire 實戰】的說明，來進行監控。 

 檔案或是磁碟大小的異常異動：檔案或是磁碟大小的異動，一般而言應該是

稀鬆平常之事，但如果你的檔案系統上突然一個晚上產生許多個大容量檔

案，或是你的記錄檔案瞬間成長到 1TB 以上的空間，這些都是危機的徵狀，

讀者便需要特別注意一下是否有惡意程式正在背景進行破壞，這部分的問題

追蹤讀者可以參考【9.3 Tripwire 實戰】的說明，來進行監控。 

 使用者帳號中的徵狀：使用者帳號的徵狀包含突然新增的使用者帳號，或是現

有使用者資料被更動，這些異常的現象都是管理者需要特別小心與注意的，接

著，筆者列出幾種常見的使用者帳號徵狀找尋方式給讀者作為未來主機管理上

安全性確認的依據： 

 使用者帳號資訊被異動：在 Linux 作業系統中跟使用者帳號相關的檔案並不

少，包含有/etc/passwd、/etc/shadow、/etc/skel 目錄等，當入侵者侵

入主機後，通常會嘗試著在主機內建立方便於後續侵入主機後的帳號，這些

帳號名稱通常與我們的建立習慣會有些落差，因此只要管理者可以定時檢查

時，這樣的異動狀態就較難逃過監控。 

 使用者相關統計資料：在 Linux 作業系統中每個使用者在甚麼時候登入系

統，離開這個系統都慧有著完整的檔案記錄著，例如在/var/log/lastlog

等，當然，當你的主機系統被入侵者侵入時，這些檔案通常會瞬間被清空，

或是檔案就被刪除等，所以一但發生這些狀況時，那麼便是代表這台主機可

能有被侵入的可能性，讀者便需要格外注意。 

 使用者存取記錄的遺失：每個使用者的存取記錄，除非管理員有特別的記錄

保存原則，否則這些紀錄都會被忠實的儲存在我們的記錄檔案中，例如：使

用者更改密碼、環境變數的配置等等，因此當這些檔案被異動了或是被刪除

時，便代表主機可能有遭受到相關的危害。另外還有一種狀況是當主機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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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時間的存取記錄突然消失時，這也是要特別小心的，有可能入侵者為了將

自己所曾經做過的日程刪除掉，因此將這一段時間內的所有記錄都一併清除。 

9.2.2  主機被入侵了，你能做什麼呢？ 

筆者在寫這個單元時剛好有一個客戶打電話來與我討論，說他的主機系統疑似中毒

（很多朋友當主機出現問題時，第一個反應都是中毒了），當然，我也職能反映的

問了他幾個常見的徵狀，例如：帳號密碼登入時有沒有異常？你的主機網路傳輸狀

況？相關資料是不是有遺失或是打不開的狀態呢？很慶幸的筆者客戶的主機僅遭

受到一些 Kid Cracker 的侵入造成部分檔案被更該了權限，並沒有太大的損失。但同

樣的場景，若是今天換成各位的主機發生類似的問題時，當下你能做什麼呢？筆者

在這編列舉幾項一些基本的反應動作供讀者進行參考，當你的主機懷疑被入侵時，

你應該有著下列的反應： 

 保持現場狀態，維持原貌、保全證據：這是最基本也是最常被忽略掉的一個基

本動作，當你的主機懷疑被侵入時，讀者的第一個動作應該是立即將這台主機

斷掉所有網路的存取能力，這有兩種好處： 

 避免主機有機會被入侵者再度進入清理現場，或是透過網路將所需要的資料

傳遞出去。 

 維持主機內目前所有日誌檔案與相關記錄的狀態，避免被抹除掉相關的動

作，造成後續判斷與追蹤上的困難。 

因此，當讀者發現主機有異常的徵狀發生時，記得要冷靜的把所有對外網路連

線先中斷，並且不要直接重新開機，而是維持目前的現狀來確認相關的程式執

行狀態與是否有那些異常的登入、存取現象。 

 記錄目前系統的所有狀況與徵狀：在維持現場狀態與阻隔網路連線之後，接

著，讀者必須將目前所有的系統徵狀保存下來，例如： 

ps -aux > process.log 

將目前主機正在執行中的所有行程狀態儲存成一個記錄檔案，或者是目前的網

路連線狀態等，這些都可以用來作為後續判斷入侵來源或是入侵者的執行動作

時使用，因此務必要收集完整的資訊。 

 透過光碟進入救援模式：在保存這些重要資訊之後，接著讀者可以透過 Linux
安裝光碟所提供的 Rescue 模式將有問題的系統掛載在一個安全的架構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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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細部的問題分析與執行後續的修復，當然，如果已經是毀損十分嚴重的狀

態，這時候我們也可以在救援模式下先將磁碟檔案備份出來，再將正常的資料

還原回去。 

 透過資料的分析找出攻擊者的來源：這部分算是整個處理過程中較為麻煩的部

分，讀者必須嘗試著透過剛才所收集的徵狀內容來分析入侵者可能的來源與使

用的技巧，例如：是透過 SSH 連線的漏洞還是透過 WWW 的漏洞進入系統主

機。透過入侵來源的分析可以用來作為重建系統或是重建安全規範時的一個參

考依據，因此，讀者在這部分的執行作業必須要確實，才可以制定出有效的安

全防護規範。 

 重新安裝環境與開啟記錄器：當你已經分析完所有可能的危害時，接著，再有

限的可能之下，筆者會建議你將被入侵的系統重新安裝，因為，在這種入侵技

術快速演變的現在，還是仍然有許多入侵手法仍未被發現，與可以透過軟體來

進行偵測。因此重新安裝環境可以阻絕掉一些未發現的後患，重建完系統之

後，讀者必須立即開啟所有的記錄器，與配置相關安全監控軟體，例如：待會

筆者於 9.3 小節要介紹的 Tripwire 等。 

 回存使用者資料與服務內容：接著，將之前備份好的使用者資料回存回主機

內，這邊的回存來源盡量不要直接使用被入侵後的檔案系統內容，而是應該從

以往的備份檔案中還原資料會比較安全。另外，在這個部分也可以將相關的服

務開啟，並且將拔除的網路線接駁回主機上，讓主機可以開始提供對外的服務

運行。 

 針對所安裝的程式檔案與檔案系統建立一個 MD5 檢查碼：當一切均已經回復

完畢之後，在正式提供服務之前，建議讀者可以在系統上進行一次快照作業，

將所有的執行檔案與檔案系統建立一個 MD5 檢查碼，並將這個資訊儲存在外

部磁碟片或是光碟片中，作為之後比對檔案系統狀態的一個依據，當然讀者也

可以直接透過 9.3 小節要介紹的 Tripwire 軟體來進行監控。 

 持續監控主機是否仍然有異常的存取狀態和侵入行為：最後，雖然我們已經重

建了一個安全的主機環境，但仍然要持續的監控主機是否仍然被入侵者鎖定，

嘗試的侵入主機來取得資源或是嘗試破壞主機，因此，讀者千萬不能因為重建

後而有所疏忽，而是仍然得保持持續監控的狀態。 

這些步驟僅是建議的參考流程，讀者可以視自己的實際狀況添加與縮減執行的步

驟，但是執行的大方向依舊不變，且僅記住筆者的一席話，當碰到主機的侵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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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千萬不能慌張與重新啟動你的主機，這些都會造成相關蛛絲馬跡的毀損，進而影

響到後續的判斷與安全規範的制定。 

9.3  Tripwire 實戰 
經過前面小節的介紹之後，相信各位讀者應該十分迫切的想知道該怎麼建置一個進行

入侵偵測的系統，雖然我們可以規畫與建置一個完整的防火牆，但難免還是會存在著

一些漏洞讓入侵者不小心成功闖入我們的主機或是網路環境，進而在主機內留下後門

或是木馬程式等，因此這時候我們便可以使用 Tripwire來保護系統避免受到隱藏安全

漏洞的損害。Tripwire最早是 Purdue大學 COSAST計畫中專門用來針對 Unix完整性

檢查的一個工具程式，後來在 1977年改由 Tripwire Security Systems公司來進行維護，

該公司針對不同的使用族群提供了三個不同的 Tripwire版本，如表 9-2所示。 

表 9-2 Tripwire 版本比較 

 Tripwire 
Enterprise 

Tripwire for 
Server 

Tripwire for 
OpenSource 

裝置支援 

伺服器 O O O 

桌上型裝置 O O O（Linux Only） 

網路裝置 O   

目錄伺服器 O   

資料庫 O   

作業系統支援 

Windows O O  

Linux 
Solaris/SPARC, 
Solaris/x86, AIX, 
HP-UX 

Solaris/SPARC, 
AIX, HP-UX, 
FreeBSD 

POSIX-compliant 
OSes, but must be 
ported & compiled 

Unix 
Red Hat, SUSE, 
CentOS and Fedora 
Core 2 

Red Hat, SUSE, 
TurboLinux 

Linux Kernel - Must be 
compiled 

目錄伺服器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Sun Java 
System Directory 
Servers and Novell 
e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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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wire 
Enterprise 

Tripwire for 
Server 

Tripwire for 
OpenSource 

回報格式 

SNMP 追蹤與 
郵件 

O O O 

Dashboards O   

PDF 格式 O   

HTML 格式 O O  

XML 格式 O O  

管理 
集中式管理 集中式管理，需搭

配 Tripwire 管理工

具。 

單機管理 

可擴展性 
數以百萬計的內容 可達到 100 伺服器

以上 
 

多使用者 O   

使用者的權限 
配置 

O   

歷史記錄 O   

Audit Trail O 一些  

節點群組 O 需搭配 Tripwire 管
理工具 

 

使用者介面 

指令列 O O O 

圖型 O 需搭配 Tripwire 管
理工具 

 

網頁 O   

遠端存取 O   

整合性 
可以與眾多企業管

理系統整合 
可以與眾多企業

管理系統整合 
 

支援 
由 Tripwire 提供完

整的商業支援 
由 Tripwire 提供完

整的商業支援 
由社群使用者來提供

相關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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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wire 的運作方式是在系統處於安全狀態時拍攝一張系統內檔案系統的快照，一

般筆者都會挑選在剛安裝好作業系統時級時安裝 Tripwire，這樣比較不容產生誤

判，在第一次安裝的時候 Tripwire 會檢查關鍵的指令、組態檔案或是裝置，並且建

立一個特定的 checksum 碼，當之後每次只要執行 Tripwire 來檢查系統時，就會為

每個檔案產生新的 checksum 碼與舊的 checksum碼進行比較。如果某個程式已經被

取代或者是組態檔案已經被移除時，Tripwire 便會發出警報訊息給管理員，並且可

以刪除受損的檔案以乾淨的副本取代。當你使用 Tripwire 一段時間後，必需要針對

相關配置檔案檢視原先所設定的策略是否正確，或是應該要異動的部分有那些，將

不需要的策略檔案解密或是解除標記，然後再進行重新加密與重新標記的作業，使

其保持一定安全性。 

9.3.1  取得、編譯與安裝新版的 Tripwire 

在開始使用 Tripwire 之前，我們得先在主機當中安裝 Tripwire 軟體，由於目前大部

分的 Linux 發行套件已經不再內建 Tripwire 軟體，因此讀者必須前往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tripwire/下載開放式原始碼版本的 Tripwire 軟體，目前

最後一個開放式原始碼的版本為 2.4.1.2。如圖 9.6 所示。 

 

圖 9.6 Tripwire 軟體下載頁面 

在這個頁面中，我們可以發現 Tripwire 一共提供了三個不同的版本供使用者選擇，

分別為 32 位元與 64 位元的執行檔版本和原始碼版本，由於預先編譯的版本可能會

有環境上的相依問題，這邊筆者將以原始碼版本的安裝方式進行說明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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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 Tripwire 原始碼軟體下載頁面 

 首先，我們得先從 Tripwire 網站上下載原始碼套件 tripwire-2.4.1.2- 

src.tar.bz2。 

host2:~ # wget http://ncu.dl.sourceforge.net/sourceforge/tripwire/ 
tripwire-2.4.1.2-src.tar.bz2 

--2009-05-23 11:12:22--  

http://ncu.dl.sourceforge.net/sourceforge/tripwire/tripwire-2.4.1.2-src.tar.bz2 

Resolving ncu.dl.sourceforge.net... 140.115.17.45 

Connecting to ncu.dl.sourceforge.net|140.115.17.45|:80... connected. 

HTTP request sent, awaiting response... 200 OK 

Length: 711311 (695K) [application/x-bzip2] 

Saving to: `tripwire-2.4.1.2-src.tar.bz2' 

 

100%[======================================>] 711,311      413K/s   in 1.7s 

 

2009-05-23 11:12:24 (413 KB/s) - `tripwire-2.4.1.2-src.tar.bz2' saved 

[711311/711311] 

 接著，將下載好的 tripwire-2.4.1.2-src.tar.bz2 套件解開，並且進入

解開後的檔案目錄 tripwire-2.4.1.2-src 內。 

host2:~ # tar -jxf tripwire-2.4.1.2-src.tar.bz2 

host2:~ # cd tripwire-2.4.1.2-src/ 

host2:~/tripwire-2.4.1.2-s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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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開後的 tripwire-2.4.1.2-src 目錄內已經涵蓋了所有我們所需要的程

式原始碼，筆者先透過./configure 工具來組態編譯的環境
5
，並且設定接

下來編譯好的 Tripwire 會安裝到/opt/tripwire-2.4.1.2 目錄內。 

host2:~/tripwire-2.4.1.2-src # ./configure --prefix=/opt/tripwire-2.4.1.2 

環境組態會需要耗費一些時間，讀者可以依據畫面上的訊息來確認是否有

正確組態成功，若有出現任何的錯誤訊息通常都是少裝了某些必要的套件

於你的 Linux 作業系統主機內，請讀者自行補安裝對應套件即可解決環境組

態的錯誤訊息。組態完畢後，讀者應該可以看到類似下面的輸出訊息： 

configure: creating ./config.status 

config.status: creating 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man/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man/man4/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man/man5/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man/man8/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cryptlib/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core/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db/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fco/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fs/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tw/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twcrypto/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twparser/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util/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twprint/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twadmin/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siggen/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tripwire/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config.h 

config.status: executing depfiles commands 

host2:~/tripwire-2.4.1.2-src # 

接著，在目錄 tripwire-2.4.1.2-src 內輸入 make 指令開始進行編譯： 

host2:~/tripwire-2.4.1.2-src # make 

                                                        
5 讀者在執行編譯之前，必須確認你的 Linux 作業系統環境內已經安裝好相關 gcc 與 make / gmake 等

工具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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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編譯的過程大約需要 3~5 分鐘左右，當然這個時間會與每個人所使

用的硬體環境不同而有所差異，編譯結束前讀者應該可以看到類似這樣

的訊息： 

irestrings.o tripwireutil.o twcmdline.o twcmdlineutil.o updatedb.o  -ltripwire 

-lcryptlib  -lcrypto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root/tripwire-2.4.1.2-src/src/tripwire' 

make[3]: Entering directory `/root/tripwire-2.4.1.2-src/src' 

make[3]: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am'.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root/tripwire-2.4.1.2-src/src'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root/tripwire-2.4.1.2-src/src'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root/tripwire-2.4.1.2-src' 

make[2]: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am'.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root/tripwire-2.4.1.2-src'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root/tripwire-2.4.1.2-src' 

host2:~/tripwire-2.4.1.2-src # 

最後，我們只需要在執行一次 make install，便可以將剛才所編譯完畢的

執行檔案放到預設配置的目錄內： 

host2:~/tripwire-2.4.1.2-src # make install 

…… 省略 

prefix="/opt/tripwire-2.4.1.2" sysconfdir="/opt/tripwire-2.4.1.2/etc" \ 

        path_to_vi="/usr/bin/vi" path_to_sendmail="/usr/sbin/sendmail" \ 

        ./install/install.sh 

 

Installer program for: 

Tripwire(R) 2.4 Open Source 

 

Copyright (C) 1998-2000 Tripwire (R) Security Systems, Inc.  Tripwire (R)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the Purdue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is 

licensed exclusively to Tripwire (R) Security Systems, Inc. 

 

 

LICENSE AGREEMENT for Tripwire(R) 2.4 Open Source 

 

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license agreement.  You must accept the 

agreement to continue installing Tripwire. 

 

Press ENTER to view the License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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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裝完畢之前，畫面會停留在要使用者閱讀 License Agreement 的授權畫

面，讀者只要敲下【Enter】按鍵便可以進行閱讀，閱讀完畢後請讀者敲下

【q】鍵，會出現是否同意相關使用授權畫面： 

 

 

Please type "accept" to indicate your acceptance of this 

license agreement. [do not accept] 

當然，我們一定得同意這個軟體授權否則是無法順利安裝成功的，因此請

讀者輸入 accept 字串然後敲下【Enter】按鍵來完成安裝作業。在安裝到

指定路徑之前，安裝程式會在與讀者確認是否路徑與安裝的檔案沒有問

題，讀者可以確認之後於【Continue with installation?】選項後方輸入

【y】鍵來進行安裝。 

Verifying existence of binaries... 

 

./bin/siggen found 

./bin/tripwire found 

./bin/twprint found 

./bin/twadmin found 

 

This program will copy Tripwire files to the following directories: 

 

        TWBIN: /opt/tripwire-2.4.1.2/sbin 

        TWMAN: /opt/tripwire-2.4.1.2/man 

     TWPOLICY: /opt/tripwire-2.4.1.2/etc 

     TWREPORT: /opt/tripwire-2.4.1.2/lib/tripwire/report 

         TWDB: /opt/tripwire-2.4.1.2/lib/tripwire 

 TWSITEKEYDIR: /opt/tripwire-2.4.1.2/etc 

TWLOCALKEYDIR: /opt/tripwire-2.4.1.2/etc 

 

CLOBBER is false. 

 

Continue with installation? [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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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完畢之後，接著 Tripwire軟體會開始進行 Key檔案的產生，這邊分別
會針對主機與本地端產生一個 Key檔案，並且會要求讀者給予這個 Key檔
案一組密鑰，讀者可以在 passphrase項目後方輸入你欲配置的密碼即可。 

Creating key files... 

 

(When selecting a passphrase, keep in mind that good passphrases typically 

have upper and lower case letters, digits and punctuation marks, and are 

at least 8 characters in length.) 

 

Enter the site keyfile passphrase: 

Verify the site keyfile passphrase: 
Generating key (this may take several minutes)...Key generation complete. 

 

(When selecting a passphrase, keep in mind that good passphrases typically 

have upper and lower case letters, digits and punctuation marks, and are 

at least 8 characters in length.) 

 

Enter the local keyfile passphrase: 

Verify the local keyfile passphrase: 

Generating key (this may take several minutes)...Key generation complete. 

 

接著，產生完相關的 Key檔案之後，Tripwire會先針對目前的系統產生一個
預設的政策檔案，這過程中會需要輸入剛才所設定的 Key 檔案密鑰，順利
產生後讀者便可以看到如下畫面顯示的訊息。 

A clear-text version of the Tripwire policy file 

/opt/tripwire-2.4.1.2/etc/twpol.txt 

has been preserved for your inspection.  This implements 

a minimal policy, intended only to test essential 

Tripwire functionality.  You should edit the policy file 

to describe your system, and then use twadmin to generate 

a new signed copy of the Tripwire policy. 

 

 

---------------------------------------------- 

The installation succeeded. 

 

Please refer to 

for release information and to the printed user 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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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further instructions on using Tripwire 2.4 Open Source.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root/tripwire-2.4.1.2-src'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root/tripwire-2.4.1.2-src'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root/tripwire-2.4.1.2-src' 

host2:~/tripwire-2.4.1.2-src # 

 安裝完畢後，請讀者切換到/opt/ tripwire-2.4.1.2 目錄內，確認相關檔

案是否已經順利安裝到對應的目錄內： 

host2:~/tripwire-2.4.1.2-src # cd /opt/tripwire-2.4.1.2 

host2:/opt/tripwire-2.4.1.2 # ls 
doc  etc  lib  man  sbin  share 

在目錄/opt/tripwire-2.4.1.2 內讀者應該可以取得六個子目錄資訊，分

別為： 

 doc：這目錄裡面會放置 Tripwire 軟體的相關說明文件檔案，例如：操作

的說明、版權聲明書等。 

 etc：這目錄裡面會放置剛才所產生的Key檔案與Tripwire相關組態檔案。 

 lib：這目錄裡面會放置 Tripwire 軟體會使用到的共用函數庫檔案。 

 man：關於 Tripwire 軟體相關指令工具的 man 文件檔案。 

 sbin：有關於 Tripwire 軟體所需要使用到的指令工具檔案。 

 share：關於 Tripwire 軟體相關指令工具的 man 文件檔案。 

9.3.2  Tripwire 基本組態方式與組態檔說明 

Tripwire 最讓使用者頭痛的部分就是組態檔案十分的煩瑣，由於為了安全上的考

量，組態檔案一定修改過後都必須重新經過 Key 檔案的加密才能讓 Tripwire 進行讀

取，也因此讀者必須保留一份原始的明文檔案，否則我們無法直接開啟被加密後的

Tripwire 組態檔案。安裝完 Tripwire 之後，都會自動建立一個基本的設定檔案 tw.cfg

在安裝路徑下（筆者在這邊的範例操作預設為/opt/tripwire-2.4.1.2，若是透過

RPM 或是安裝預先編譯好的二進位程式檔案時，相關路徑會改在/etc/tripwire 目

錄下）。這個檔案是被加密後的檔案格式，因此無法透過文字編輯器進行修改，預

設會在對應目錄下保留一個原先未加密的明文檔案 twcfg.txt，若讀者需要閱讀或

是修改組態內容時，可以以此檔案為範本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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