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eface 作者序

現今軟體安全問題已經嚴重到不可再加以輕忽的地步。根據調查，每年各式軟體產

生共七千個以上漏洞，駭客針對這些漏洞的攻擊與破壞行為，對於網路數位世界的

發展與秩序帶來嚴重危害，並導致資安事故層出不窮。

然而，即便在軟體安全問題相當嚴重的情況下，眾多軟體專案還是把軟體安全當作

是事後思維，也就是等到網站被駭、資料外洩了，才發現軟體安全性不足，試圖加

以補救。如此作法，不但修補成本遠高於軟體發展階段外，可能因事故遭受財務與

商譽損失，甚至須面臨法律問題。

筆者認為，形成軟體安全往往是事後思維的主要原因有三個：

� 軟體專案管理目標

專案管理的目標是如期、如質、如預算。三者在軟體專案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是相互影響牴觸的，而軟體專案若面臨時程與賠錢的壓力下，會傾向犧牲（甚

至根本不考慮）軟體品質中不容易量測的軟體安全性。

� 傳統軟體發展生命週期活動

傳統軟體發展生命週期的各階段活動，強調滿足客戶功能面需求，與安全性的

關聯很低，缺乏安全思維與要求，造成產出的軟體安全性不足。

� 軟體開發人員的教育訓練

學校或職場對於軟體開發人員的養成，偏向教導軟體程式語言與開發技術，缺

少著墨軟體安全觀念與實作。

本書即為了解決上述部分問題而產生，期望藉由說明九大黃金準則與實務作法，協

助軟體開發相關人員了解軟體必要的安全特性，建構安全的 Java網站與應用程式。

本書範例檔下載網址是：http://books.gotop.com.tw/download/ACL044800。



第8章

稽核（Auditing）與紀錄

（Logging）

本章概要

8.1  紀錄輸出方案 - Log4J

8.2  遠端備份紀錄 - Sys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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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欲滿足稽核（Auditing）安全特性，需確保資訊系統產生之紀錄完整性，並達

成可被歸責性（Accountability）之標準。軟體稽核安全特性與一般認知的資訊安全

「稽核活動」有所不同，前者指的是軟體對內部活動與使用者行為留下詳細的稽核

軌跡（Audit trails），使得所有歷史行為是清楚可以歸責給特定對象，後者則是稽查

考核資訊安全「說」與「做」是否相符，以及發現資安風險。因此，稽核特性需要

依賴紀錄（Logging）來達成。

留存紀錄的目的通常包含以下項目：

 � 程式除錯：透過紀錄呈現程式執行過程，以明確問題所在並進行修正。

 � 行為歸責（Accountability）：確認使用者曾經作過的行為，需要結合身分識別

（Identification）。

 � 稽核取證：稽核活動講求證據，紀錄可以用來作為活動的證據。

 � 法規要求：如何證明網站活動符合法規，紀錄可以作為佐證。

紀錄常見的問題有：

 � 完整性被質疑：紀錄範圍不足以呈現整個使用行為過程。例如，僅記錄使用者

登入登出行為，沒有記錄其他活動。

 � 缺少關鍵資訊：紀錄的內容有所不足，可能導致否認行為（Repudiation）。

 � 紀錄喪失：系統錯誤或備份失誤導致失去歷史紀錄。

 � 紀錄被竄改：影響稽核軌跡正確性與證據力。

 � 記錄不必要資訊，導致資訊洩漏（Information Disclosure） 。

紀錄通常需要包含以下關鍵資訊：

 � 時間：系統時戳（Timestamp）

 � 身分識別：包含唯一身分識別 ID及會談識別 ID。

 � 地點：從甚麼地方來，連線向何處。通常使用網路 IP位址，而非實體位置。

 � 物件：存取了甚麼資源或物件，考量是否要留下當時該物件的值作為除錯用。

 � 行為：使用者進行甚麼動作或執行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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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規劃網站記錄行為時，需要考慮以下事項：

 � 保留時間：Log應保留多久，是否有相關要求。須規劃相對應的儲存空間需求。

 � 關聯性：不同設備產生不同的紀錄格式，會導致事件分析的困難。

 � 效能：記錄所有的讀取行為是矯枉過正。應判別系統行為的重要性，將 Log進

行優先權分級。

實務上，網站紀錄應考慮包含以下項目：

 � 使用者 ID：唯一識別的 ID，但個資類型（身分證字號）應除外。應避免多人共

用同一帳號，造成無法歸責狀況。

 � 行為描述：記錄當下動作或執行的程式方法。

 � 時間：系統應設定定期校時機制，並準確至微秒（Millisecond），以避免時間的

誤差造成問題。

 � 網路位址：記錄使用者來源 IP位址。

 � 物件資訊：記錄當下物件的實際值，作為除錯使用。

 � 錯誤代碼：可便於搜尋及問題追查，但應避免不同錯誤使用相同代碼。

 � 優先權：決定後續例外處理及通知行為。

個人資料保護法於 2012年 10月正式實施。根據個資法第二條規定，個人資料包

含以下範圍：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

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

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

資料 [1]。將個資作為紀錄的內容輸出將有外洩風險，因此紀錄內容應排除「所有

個資項目」，其他不應該包含的項目有：

 � 個人即時的地理位置所在

 � 個人通聯內容

 � 密碼或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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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就安全考量，網站至少須針對以下行為進行紀錄：

 � 身分驗證機制

 � 認證成功及失敗

 � 帳戶鎖定

 � 資料存取

 � 敏感資料被讀取

 � 異動及刪除

 � 資料結構變更

 � 管理者行為

 � 功能錯誤

 � 查詢語法執行失敗

 � 檔案存取錯誤

 � 非預期的狀態

 � 連線失敗（資料庫或其他外部系統等）

 � 逾時、效能問題

8.1 紀錄輸出方案 – Log4J

關於 Java語言中的 Log機制，Apache軟體基金會（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已實作了一套開源軟體 Log4J，由於其功能完整及便利性而被廣為採納使用，以下

將介紹如何以 Log4J作為網站主要紀錄輸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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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4J可透過設定檔控制：

 � 程式碼範圍：可以指定程式碼套件（Package）階層作為範圍，例如 java.util。

預設的 Root Logger則包含全部程式碼範圍。

 � 紀錄層級（Log Level）：預設有 TRACE、DEBUG、INFO、WARN、ERROR及

FATAL六種嚴重等級。

 � 輸出對象：具有主控台標準輸出（Console）、檔案輸出（File）、Java資料庫連

接輸出（JDBC）、郵件傳輸輸出（SMTP）、Syslog協定輸出等等。

 � 輸出格式：可透過參數設定多樣化的輸出格式。

Log4J的基本使用方式相當簡易，後續將以 Log4J 2.2 版本進行說明。第一步是先

將 log4j-api-2.2.jar、log4j-core-2.2.jar兩個檔案加入專案路徑。

假設讀者希望輸出所有 error層級以上的 Log到主控台（Console）標準輸出以及檔

案，只需要如下的設定即可。

範例程式碼 8-1 log4j2.xml

01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02  <Configuration status="WARN">
03      <Appenders>
04          <Console name="Console" target="SYSTEM_OUT">
05              <PatternLayout pattern="%d{yyyy-MM-dd HH:mm:ss.SSS} - %m%n"/>
06          </Console>
07          <File name="file" fileName="logs/app.log">
08              <PatternLayout pattern="%d{yyyy-MM-dd HH:mm:ss} - %m%n"/>
09          </File>
10      </Appenders>
11      <Loggers>
12          <Root level="error">  
13              <AppenderRef ref="Console"/>
14              <AppenderRef ref="file"/>
15          </Root>
16      </Loggers>
17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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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碼中，只需要取得 Logger以及在適當時機輸出不同等級（trace、debug、

info、warn、error、fatal）的訊息即可。範例如下：

範例程式碼 8-2 TestLog4J.java

01  Logger logger = LogManager.getLogger();
02  logger.trace("trace msg");
03  logger.debug("debug msg");
04  logger.info("info msg");
05  logger.warn("warn msg");
06  logger.error("error msg");
07  logger.fatal("fatal msg");

由於紀錄層級設定為 error，只有該等級以上的訊息才會被輸出，因此以上範例

而言，第 2至 5行的訊息不會被寫出到主控台及檔案。若需要輸出更詳細的訊

息，假設需要看到 debug 層級，調整設定檔將 <Root level="error"> 改為 <Root 

level="debug">即可。透過調整設定檔，Log4J可以很容易的調整輸出 Log的詳細

程度。

關於 Log4J的進階使用方式，則需要對其組成元件有相關的瞭解。Log4J有三個重

要組成元件為 Logger、Appender、Layout，其功能與設定方式分別說明如下：

圖 8-1  Log4J重要元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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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Logger

程式碼中用來進行記錄的元件，其設定影響紀錄層級（Level）與程式碼階層

（Package）範圍，以及關聯的 Appender元件。預設 Logger名稱為 Root，則代表涵

蓋全部程式碼範圍。一個簡單的設定檔範例如下：

範例程式碼 8-3 log4j2_8-3.xml

01  <Loggers>
02      <Logger name="x.y.z" level="trace">
03          <AppenderRef ref="Console"/>
04      </Logger>
05      <Root level="error">
06          <AppenderRef ref="Console"/>
07      </Root>
08  </Loggers>

以上述範例而言，Root的紀錄層級設定為 error，代表只有嚴重等級達 error及以

上的紀錄才會被輸出，以 Log4J內建的層級來說 fatal > error > warn > info > debug 

> trace，因此這樣的設定只有 fatal與 error等級會被輸出，warn、info、debug及

trace等級的 log都會被忽略，其輸出對象是名稱為 Console的 Appender。名稱為

x.y.z的 Logger則對應到程式碼套件 x.y.z，屬於該套件的所有程式碼，其紀錄層

級設定為 trace，代表這個套件中所有等級的紀錄都會被輸出（因為 trace是最低等

級），輸出對象同樣是名稱為 Console的 Appender。

在程式碼中取得 Root Logger的方式為：

Logger logger = LogManager.getRootLogger();

在程式碼中取得該類別（class）相對應 Logger的方式為：

Logger logger = LogManager.getLogger();

取得 Logger後，在程式碼中根據情況輸出不同等級的 Log，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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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程式碼 8-4 Log4JDemo.java

01  logger.trace("Trace Message");
02  logger.debug("Debug Message");
03  logger.info("Info Message");
04  logger.warn("Warn Message");
05  logger.error("Error Message");
06  logger.fatal("Fatal Message");

根據前述 Log4J紀錄層級的機制，只有在設定層級以上的紀錄內容才會被輸出。因

此假設該類別（class）所屬套件的紀錄輸出層級設定為 warn，那麼的輸出結果（假

設 ConsoleAppender採用預設輸出格式）如下：

Warn Message
Error Message
Fatal Message

當進行程式除錯或其他情況，需要看到更詳細的 Log時，可以將設定檔中紀錄層級

level參數改變，假設將該類別（class）所屬套件的紀錄輸出層級設定為 debug，那

麼同樣的程式碼輸出結果就會變成如下：

Debug Message
Info Message
Warn Message
Error Message
Fatal Message

8.1.2  Appender

Appender 用來決定輸出對象，Log4J 有多種類型的 Appender 可以使用，包

含 ConsoleAppender、FileAppender、RollingFileAppender、JDBCAppender、

SMTPAppender、SyslogAppender等，一個包含上述 Appenders的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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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程式碼 8-5 log4j2_8-5.xml

01  <Appenders>
02      <Console name="Console" target="SYSTEM_OUT">
03          ...
04      </Console>
05      <File name="file" fileName="logs/app.log">
06          ...
07      </File>
08      <RollingFile name="RollingFile" fileName="logs/app.log"
09              filePattern="logs/app-%d{yyyy-MM-dd}-%i.log">
10          <Policies>
11          <TimeBasedTriggeringPolicy />
12              <SizeBasedTriggeringPolicy size="200MB"/>
13          </Policies>
14          ...
15      </RollingFile>
16      <JDBC name="DB" tableName="myschema.aplog">
17          <DataSource jndiName="java:/comp/env/jdbc/LogDB" />
18          <Column name="event_time" isEventTimestamp="true" />
19          <Column name="level" pattern="%level" />
20          <Column name="class" pattern="%class" />
21          <Column name="line" pattern="%line" />
22          <Column name="message" pattern="%message" />
23          <Column name="exception" pattern="%ex{full}" />
24      </JDBC>
25      <SMTP name="Mail" subject="Error Log" to="" from=""
26          smtpHost="localhost" smtpPort="25" bufferSize="50">
27      </SMTP>
28      <Syslog name="Syslog" host="localhost" port="514" protocol="TCP"/>
29  </Appenders>

ConsoleAppender輸出目的地為系統主控台（Console），其重要設定參數為：

 � name：ConsoleAppender的名稱。

 � target：主控台輸出目標，其值可以是 SYSTEM_OUT或 SYSTEM_ERR。預設

是 SYSTEM_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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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Appender輸出目的地為檔案，其重要設定參數為：

 � name：FileAppender的名稱。

 � fileName：輸出的檔案名稱，若不存在則會自行建立。

RollingFileAppender 輸 出 目 的 地 為 檔 案， 但 與 FileAppender 不 同 的 是

RollingFileAppender會採取一定的策略將檔案內容搬移出去，建立新的檔案，使得

紀錄的查找較為容易，並且可以避免原先檔案過大。其重要設定參數為：

 � name：RollingFileAppender的名稱。

 � fileName：輸出的檔案名稱，若不存在則會自行建立。

 � filePattern：產生搬移檔案的樣式。接受 java.text.SimpleDateFormat規範之樣

式，並增加 %i變數標示循序的整數。例如 2015年 10月 12日，%d{yyyy-MM-

dd}-%i.log將會依序產生 2015-10-12-1.log、2015-10-12-2.log。輸出的檔案名稱

（fileName）將會重新建立新檔案並寫入該檔案。

 � TimeBased Triggering Policy

根據時間為基礎的搬移策略。跟據設定樣式，當前系統時間的搬移檔案尚未存

在時，則產生搬移檔案的動作。例如樣式為 %d{yyyy-MM-dd}-%i.log，其最小

時間單位為日（dd），因此當換日時，該日檔案尚未存在，就會進行搬移檔案的

動作。

 � SizeBased Triggering Policy

根據檔案大小為基礎的搬移策略。當原先輸出檔案大小大於指定大小時，根據

樣式產生搬移檔案。例如 size="200MB"則原先檔案大於 200MB時，根據樣式

產生新的搬移檔案，原先檔案重新建立，繼續寫入原先檔案。設定單位可以是

KB、MB或 GB。

 � Composite Triggering Policy

結合多個搬移策略的方式，當其中一個搬移策略條件吻合時，就會進行搬移動

作。例如以下寫法即為結合 TimeBased與 SizeBased兩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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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程式碼 8-6 log4j2.xml

01      <Policies>
02          <TimeBasedTriggeringPolicy/>
03          <SizeBasedTriggeringPolicy size="200MB"/>
04      </Policies>

JDBCAppender重要設定參數為：

 � name：JDBCAppender的名稱。

 � tableName：輸出的資料庫表格名稱。

 � DataSource jndiName：指定 JNDI名稱方式取得 JDBC資料來源。

 � Column name：對應資料庫的欄位名稱。

 � Column pattern：使用 PatternLayout轉換樣式（conversion pattern）參數，來指

定要填入資料庫欄位的內容。

 � isEventTimestamp：代表填入 Log紀錄產生時間。

SMTPAppender重要設定參數為：

 � name：SMTPAppender的名稱。

 � subject：信件主旨。

 � from：寄件者電子郵件信箱位址。

 � to：收件者電子郵件信箱位址，以逗號分隔多個收件者信箱。

 � cc：副本收件者電子郵件信箱位址，以逗號分隔多個收件者信箱。

 � bcc：密件副本收件者電子郵件信箱位址，以逗號分隔多個收件者信箱。

 � smtpHost：SMTP伺服器主機名稱或 IP位址。

 � smtpPort：伺服器 SMTP協定埠口。

 � smtpProtocol：採用的通訊協定。

 � smtpUsername：SMTP伺服器使用者名稱（若需要身分驗證）。

 � smtpPassword：SMTP伺服器使用者密碼（若需要身分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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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logAppender重要設定參數為：

 � name：SyslogAppender的名稱。

 � format：若設定為 RFC5424，則會採用 RFC5424標準格式，否則將採用 BSD

格式。

 � host：Syslog主機位址。

 � port：Syslog協定埠口。

 � protocol：TCP或 UDP

 � appName：應用程式名稱，用來區別 Log由哪個應用程式所產出，可設定為網

站的英文名稱。

 � facility：Syslog 分類。必須是以下之一，「KERN」、「USER」、「MAIL」、

「DAEMON」、「AUTH」、「SYSLOG」、「LPR」、「NEWS」、「UUCP」、「CRON」、 

「AUTHPRIV」、「FTP」、「NTP」、「AUDIT」、「ALERT」、「CLOCK」、

「LOCAL0」、「LOCAL1」、「LOCAL2」、「LOCAL3」、「LOCAL4」、「LOCAL5」、

「LOCAL6」、「LOCAL7」。

 � newLine：Syslog每筆紀錄之後是否要有分行符號，預設為 true。

 � messageId：對應 RFC5424格式中MSGID欄位的值。

 � mdcId：若採用 RFC5424格式，須設定 mdcId否則無法正常運作（Log4J 2.2

版）。

8.1.3  Layout

Log4J的 Layout元件用來決定輸出格式。Log4J支援多種格式包含 JSONLayout、

HTMLLayout、PatternLayout、XMLLayout等，其中 PatternLayout是最常用的一種。

PatternLayout使用特定的轉換樣式（conversion pattern）參數來組成 Log要呈現的

結果，以下是一些常用的轉換樣式參數：



8-13

稽核（Auditing）與紀錄（Logging）／第 8  章

表 8-1  PatternLayout轉換樣式參數說明

轉換樣式參數 說明

%d
日期時間，可在大括號 {}中進行日期格式的設定，日期格式設定可參

照 Java Doc中的 SimpleDateFormat

%c 完整類別名稱，如 com.abc.ClassA

%L 輸出來源於程式碼中的行數

%m 輸出訊息，程式中自訂的訊息

%n 輸出換行符號標記，替輸出紀錄換行

%p 輸出 Log等級，如 INFO, ERROR等

%t 輸出 Log所屬的執行序名稱

轉換樣式參數還可以搭配一些特殊字元來調整其格式。

以 %c類別名稱作為例子，可以在 % 與 c中間增加數字與特殊字元來調整格式與限

制長度。

表 8-2  PatternLayout轉換樣式調整

表示法 功用 例子 代表含意

數字
限制最小長度

文字靠右顯示
%10c 最少保留 10字元，文字靠右

-數字
限制最小長度

文字靠左顯示
%-10c 最少保留 10字元，文字靠左

.數字 限制最大長度 %.20c 最多保留 20字元長度

數字 .數字

左邊數字限制最小長度，

右邊數字限制最大長度，

文字靠右顯示

%10.20c
最少保留 10字元，最多保留 20

字元長度，文字靠右

-數字 .數字

左邊數字限制最小長度，

右邊數字限制最大長度，

文字靠左顯示

%-10.20c
最少保留 10字元，最多保留 20

字元長度，文字靠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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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設定 PatternLayout如下：

<PatternLayout pattern="%d{yyyy-MM-dd HH:mm:ss.SSS} [%t] %-5p %c %L - %m%n"/>

假設程式碼撰寫如下：

Logger logger = LogManager.getLogger();
logger.debug("debug msg");
logger.warn("warn msg");

那麼以 PatternLayout輸出會類似以下結果：

2015-01-01 12:25:38.123 [main] DEBUG com.abc.ClassA 2 - debug msg
2015-01-01 12:25:38.123 [main] WARN  com.abc.ClassA 3 - warn msg

若要採用 JSONLayout，將 Log紀錄內容以 JSON格式輸出的話，需要在專案中另

外增加 Jackson 函式庫（jackson-core、jackson-annotations、jackson-databind），版

本需要在 2.0版以上。

JSONLayout重要設定參數為：

 � charset：輸出字元編碼採用何種字元集（character set），預設為 UTF-8。

 � complete：是否要採取完整的 JSON格式，會在第一筆輸出前加 [字元，最後一

筆輸出後加 ]字元，以代表陣列。預設是 false。

 � locationInfo：是否要輸出包含檔案（file）、類別（class）、方法（method）、行

數（line）等相關資訊。預設是 false。

假設設定 JSONLayout如下：

<JsonLayout locationInfo="true" complete="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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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程式碼撰寫如下：

Logger logger = LogManager.getLogger();
logger.debug("debug msg");
logger.warn("warn msg");

那麼以 JSONLayout輸出會類似以下結果：

{
    "timeMillis" : 1429163424446,
    "thread" : "main",
    "level" : "DEBUG",
    "loggerName" : "sweb.ch8.TestLog4J",
    "message" : "debug msg",
    "endOfBatch" : false,
    "loggerFqcn" : "org.apache.logging.log4j.spi.AbstractLogger",
    "source" : {
        "class" : "sweb.ch8.TestLog4J",
        "method" : "main",
        "file" : "TestLog4J.java",
        "line" : 2
    }
}
{
    "timeMillis" : 1429163424498,
    "thread" : "main",
    "level" : "WARN",
    "loggerName" : "sweb.ch8.TestLog4J",
    "message" : "warn msg",
    "endOfBatch" : false,
    "loggerFqcn" : "org.apache.logging.log4j.spi.AbstractLogger",
    "source" : {
        "class" : "sweb.ch8.TestLog4J",
        "method" : "main",
        "file" : "TestLog4J.java",
        "line"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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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於 FileAppender採用 HTMLLayout，將會產生 HTML網頁格式內容並將每筆紀

錄輸出成為 HTML表格（Table）中的獨立一行（row）。

HTMLLayout重要設定參數為：

 � charset：輸出字元編碼採用何種字元集（character set）。若沒有定義將會是系統

預設字元集。

 � contentType：要寫入 HTML網頁 contentType標頭屬性的內容。

 � locationInfo：是否要輸出檔案名稱與該行訊息的行數。預設是 false。

 � title：要寫入 HTML網頁 title標頭屬性的內容。

假設設定 HTMLLayout如下：

<HTMLLayout locationInfo="true"/>

假設程式碼撰寫如下：

Logger logger = LogManager.getLogger();
logger.debug("debug msg");
logger.warn("warn msg");

那麼以 HTMLLayout輸出會類似以下結果：

<tr>
<td>291</td>
<td title="main thread">main</td>
<td title="Level"><font color="#339933">DEBUG</font></td>
<td title="sweb.ch8.TestLog4J logger">sweb.ch8.TestLog4J</td>
<td>TestLog4J.java:12</td>
<td title="Message">debug msg</td>
</tr>
<tr>
<td>294</td>
<td title="main thread">main</td>
<td title="Level"><font color="#993300"><strong>WARN</strong></font></td>
<td title="sweb.ch8.TestLog4J logger">sweb.ch8.TestLog4J</td>
<td>TestLog4J.java:14</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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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title="Message">warn msg</td>
</tr>

若要採用 XMLLayout，將 Log紀錄內容以 XML格式輸出的話，需要在專案中

另外增加 Jackson 函式庫（jackson-core、jackson-annotations、jackson-databind、

jackson-dataformat-xml），版本需要在 2.0版以上。

XMLLayout重要設定參數為：

 � charset：輸出字元編碼採用何種字元集（character set）。建議採用 UTF-8或 

UTF-16。

 � complete：是否要產生完全合乎規範的 XML格式。預設為 false。

 � compact：是否「不要」產生分行符號。預設為 false，建議為 true。

假設設定 XMLLayout如下：

<XMLLayout charset="UTF-8" complete="true" compact="true"/>

假設程式碼撰寫如下：

Logger logger = LogManager.getLogger();
logger.debug("debug msg");
logger.warn("warn msg");

那麼以 XMLLayout輸出會類似以下結果：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Events xmlns="http://logging.apache.org/log4j/2.0/events">
<Event xmlns="" xmlns="http://logging.apache.org/log4j/2.0/events" 
        timeMillis="1429232254605" thread="main" level="DEBUG" 
        loggerName="sweb.ch8.TestLog4J" endOfBatch="false" 
        loggerFqcn="org.apache.logging.log4j.spi.AbstractLogger">
    <Message>debug msg</Message>
</Event>
<Event xmlns="" xmlns="http://logging.apache.org/log4j/2.0/events" 
        timeMillis="1429232254662" thread="main" level="W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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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gerName="sweb.ch8.TestLog4J" endOfBatch="false" 
        loggerFqcn="org.apache.logging.log4j.spi.AbstractLogger">
    <Message>warn msg</Message>
</Event>
</Events>

前面曾經提到，紀錄必須留下的重要資訊包含「時間」、「物件資訊」、「行為」、

「身分識別」、「網路 IP」等。其中「時間」這個項目，Log4J本身自動可以記錄，

「物件資訊」、「行為」兩個項目，開發者可以動態在寫出訊息（message）當下，

把相關物件的資訊與行為自行輸出，那麼「身分識別」（例如 Session ID或使用者

名稱）、「網路 IP」這類動態的資訊，如何加入紀錄的內容中呢？ Log4J的 Thread 

Context機制（舊稱 Mapped Diagnostic Context，MDC）提供了解決方案。Thread 

Context機制讓 Log4J使用者可以在程式碼中動態加入參數，並在設定檔中指定要

輸出此一參數。

利用 Thread Context 機制，修改第七章提到的 AccCtrlFilter.java，當每次接

受 request 時，若使用者已經登入，就將使用者名稱及 Session ID 放入 Thread 

Context，異動部分的範例如下：

範例程式碼 8-7 AccCtrlFilter.java

01  String sessionid = req.getSession().getId();
02  String ip = req.getRemoteAddr();
03  ThreadContext.put("sessionId", sessionid);
04  ThreadContext.put("IP", ip);

以 PatternLayout為例，修改設定檔，使用 %X把要呈現的參數放入 pattern中。

<PatternLayout pattern="%d{yyyy-MM-dd HH:mm:ss.SSS} %X{IP} %X{sessionId} [%t] %-5p %c 
%L - %m%n"/>

則可以得到類似以下之 Log紀錄輸出結果：

2015-10-12 14:10:52.516 127.0.0.1 638F7B86154A00D9D932D047833835B0 [http-bio-80-exec-1] 
INFO  sweb.ch7.AccCtrlFilter 42 - login suc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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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遠端備份紀錄 – Syslog

Java網站可以採用 Log4J或其他紀錄機制，將重要的系統訊息紀錄輸出，而為了保

護紀錄，避免因攻擊者惡意行為或網站備份失誤等因素，導致紀錄被竄改或遺失，

可採用 Syslog協定來將紀錄儲存在遠端伺服器中。前一節已經提到使用 Log4J中的

SyslogAppender來將 Log紀錄以 Syslog方式輸出，因此本節將介紹如何架設一個

Syslog 伺服器服務，來接收遠端送過來的 Syslog訊息。

以 CentOS作業系統為例，開啟 CentOS 6內建 rsyslog 的外部 log 接收功能，即可

達到架設一台 Syslog 伺服器的目的。其方法如下：

編輯 /etc/rsyslog.conf檔案。

vi /etc/rsyslog.conf

若要開啟 UDP 514 port，將以下兩行註解符號 #拿掉。

#$ModLoad imudp
#UDPServerRun 514

若要開啟 TCP 514 port，將以下兩行註解符號 #拿掉。

$ModLoad imtcp 
$InputTCPServerRun 514

增加以下內容，接收遠端來的 syslog訊息，根據來源 Ip分開記錄。

$template RemoteLogs,"/var/log/%FROMHOST-IP%.log" *
*.*  ?RemoteLog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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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檔完成後，執行以下指令，重新啟動 rsyslogd，使上述動作生效。

/etc/init.d/rsyslog restart

以下列指令檢查 514 port是否開啟，確認 rsyslog server已啟動。

netstat -lnptu | grep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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