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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任何時候，電腦網路的問題層出不窮。從單純的木馬植入到複

雜的路由器設定錯誤，都有可能是造成問題的禍首；想要立即

解決每個問題，可謂難如登天。所能期待最好的情況是充分地準備所

需的知識及工具以應付這類問題。

所有的網路問題均起源於封包層面，甚至連那些看起來很棒的

應用程式都有可能出現令人驚訝的執行結果。表面上值得信賴

的協定也會被放在不正當的用途上。為了更加瞭解網路問題，

我們要進入封包層面。在這裡可以洞悉一切，不會因為任何令

人誤導的選單架構、引人注目的圖表或不值得信賴的員工而模

糊不清。在這個層面上，沒有真正的秘密可言（加過密的封包

除外）。在封包層面上做的愈多，就愈能控制網路並解決問題，

這就是封包分析的世界。

本書開頭就直接深入封包分析的世界。讀者將學習到如何應付

緩慢的網路通訊，辨識應用程式的瓶頸，甚至透過一些真實案

例來學會追蹤駭客。到了讀完本書的同時，讀者應該就能夠實

現進階的封包分析技巧，其甚至可協助讀者解決本身網路中最

困難的問題。

在本章中，我們將由基本原理開始，把焦點放在網路通訊上，

如此讀者可獲得一些檢視不同情境所需的基礎背景。

封包分析與封包監聽器

封包分析（packet analysis），通常叫做　 封包監聽（packet 

sniffing）或　協定分析（protocol analysis）。說的是當現行資

料流經網路時，將其擷取並解譯的程序；目的在於更加瞭解網 

路究竟發生何事。封包監聽器（packet sniffer）是用來擷取穿

越線路的原始網路資料的一種工具，在封包分析方面是得力的 

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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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封包分析有助於下列事項：

zz 瞭解網路特性

zz 得知何者在網路上

zz 得知何者或何事佔用了頻寬

zz 辨識尖峰網路的使用時間

zz 辨識可能的攻擊或惡意的行為

zz 找出不安全及佔用資源的應用程式

目前有好幾種封包監聽器的類型，包括免費版及商用版。每

個程式是以不同的目標來設計。少數幾個受歡迎的封包分析

程式有 tcpdump、OmniPeek 及 Wireshark（本書只會使用到 

Wireshark）。tcpdump 是個命令列的程式；OmniPeek 與 Wireshark

具有　圖形使用者介面（GUI，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封包監聽器之評估

在選擇封包監聽器時必須考慮幾個要素，包括：

zz 支援的協定：所有封包監聽器可解譯各種不同的通訊協定。

其中大部分可解譯常見的網路協定（如 IPv4 及 ICMP）、傳

輸層協定（如 TCP 及 UDP）及甚至是應用層協定（如 DNS

及 HTTP）。然而有些封包監聽器不一定支援非傳統或較新

的協定（如 IPv6、SMBv2 及 SIP）。所以在選擇監聽器時，

應當確認其中是否支援你即將使用的協定。

zz 使用方便性：要考慮到封包監聽器的配置、簡化安裝以及標

準作業的一般流程。所選擇的程式應當適合管理者本身的專

業水準。如果對封包分析經驗不是很豐富，則可能要去避免

選擇像 tcpdump 這種較進階的命令列封包監聽器。另一方

面，如經驗豐富，則可能發現進階程式更吸引人。而當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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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線器

集線器（hub）一般具備多個 RJ-45 埠，如圖 1-4 中的 NETGEAR

集線器。集線器範圍從非常小的 4 埠裝置到企業環境中安裝於

機架上所設計的大型 48 埠不等。

圖 1-4：標準 4 埠的 Ethernet 集線器

由於集線器會產生一些不必要的網路流量，而且只能夠在　半雙

工模式（half-duplex mode，無法同時收發資料）下作業，故

大部分一般人不會在現今或大型網路上（集線器已被交換器取

代）看到它們。不過，由於當使用第 2 章中所討論的　集線器

分出（hubbing out）技術時，集線器對封包分析會是非常重要

的，所以應該知道它們是如何運作。

集線器只不過是在 OSI 模型之實體層上作業的中繼裝置。它將

封包從一個埠發送，並將其傳送（複製）到裝置上的其他每個

埠。比如說，假如連接在 4 埠集線器之埠 1 上的電腦要發送資

料給埠 2 上的電腦，則集線器會將封包發送到埠 1、2、3 與 4。

連接到埠 3 與 4 的用戶端會檢查在 Ethernet 封包表頭中的目的

地　媒體存取控制（Media Access Control，MAC）位址欄位，

若發現封包目的地 MAC 位址不是它們的，這些用戶端便會　丟

棄（drop 或 discard）封包。圖 1-5 描述這樣的一個範例，其中

電腦 A 正在傳送資料給電腦 B。當電腦 A 發送此資料時，所

有連接到集線器的電腦都會收到它。只有電腦 B 正確地接受資

料；其他電腦則丟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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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電腦 A 透過集線器將資料傳送到電腦 B 時的資料流

打個比方，假設將一份標題為「所有市場銷售人員請注意」的

電子郵件寄給公司裡的每個員工，而不是只給那些在市場銷售

部門工作的人員。市場銷售部門工作的員工會知道這是給他們

的，並且可能會開啟郵件。其他員工知道這不是要給他們的，

而他們可能會刪除它。我們可看出這是會如何造成多少不必要

的通訊及浪費的時間，但這正是集線器的運作方式。

在生產網路與大型網路中，集線器最佳的替代品就是交換

器（switch），交換器可同時發送及接收資料的　全雙工（full-
duplex）裝置。

交換器

如同集線器一樣，交換器也是被設計來複製封包。但與集線器

不同的是，交換器並非將資料廣播到每個埠，它只將資料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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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現今的 NIC 都支援混雜模式，而且 Wireshark 含有

libpcap/WinPcap 驅動程式，供 Wireshark 從 GUI 將 NIC 直接切

換到混雜模式中（第 3 章將談到更多有關 libpcap/ WinPcap 的

內容）。

對於本書的目的來說，讀者必須擁有一張 NIC 以及支援使用混

雜模式之作業系統。唯一不需要用到混雜模式監聽的時機，是

只想看到流量直接發送到用來監聽的介面 MAC 位址的時候。

 除非已經提升使用者的權限，否則大部分作業系統（包括

windows）不會讓你使用在混雜模式中的 NIC。如果不能在系統

上取得這些權限，就不該在此特定網路上執行任何的封包監聽

工作。

監聽集線器的週邊設備

監聽已設置集線器的網路是任何封包分析師的夢想。如第 1 章

所學到的，透過集線器發送的流量會經過連接到該集線器的

每個埠。因此，若要分析行經連接到集線器的電腦之流量，需

要做的事就是將封包監聽器連接到集線器上空出來的埠。如此

可看到所有往來該電腦的通訊流量，以及插入該集線器的任何

裝置之間的所有通訊。如圖 2-2 所示，當監聽器連接到以集線

器為基礎的網路時，可見視窗（visibility window）是不受限 

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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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在集線器網路上監聽提供不受限制的可見視窗

 「可見視窗」（如全文中各種不同的圖示）代表網路上能以封包

監聽器查看網路流量的裝置。

對我們來說，不幸的是以集線器為基礎的網路非常少見，因為

它們會造成網路管理者的頭痛。由於集線器的特性，在任一時

間只能有一個裝置可以通訊，故透過集線器連接的裝置必須與

其他試著透過集線器通訊的裝置競爭頻寬。當有兩個以上裝置

在同一時間通訊時，封包會發生碰撞，可能的結果是造成封包

的遺失，如圖 2-3 所示。而通訊中的裝置會藉由重新傳送封包

來彌補遺失的封包，將導致網路壅塞與碰撞機會的增加。當流

量及碰撞次數增加時，裝置可能需要傳送封包三四次，明顯降

低網路的效能。故現今大部分任何規模的網路之所以要改用交

換器，不是沒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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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址資訊，然後它將該資訊儲存在其 ARP 快取中以便下一次的

快速查詢。

ARP快取毒害的運作方式

ARP 快取毒害（ARP cache poisoning），有時候也稱為 ARP 欺

騙（ARP spoofing），就是為了攔截另一台電腦的流量，將假冒

的 MAC（第 2 層）位址之 ARP 訊息發送到 Ethernet 交換器或

路由器的一種程序。圖 2-10 說明了這種程序。

ARP 快取毒害是在交換式網路上聽診線路的一種進階型態。它

通常是由攻擊者用來發送假造位址的封包給用戶端系統，以便

攔截特定流量或導致目標　拒絕服務（denial-of-service，DoS）
的攻擊。不過，它也可以是擷取交換式網路上目標機器之封包

的合法方式。

 ARP 

圖 2-10：ARP 快取毒害允許去攔截目標電腦的流量

使用Cain & Abel工具

當企圖毒害 ARP 快取時，第 1 步是去取得所需的工具並收集一些

資訊。針對我們的示範，將使用來自 oxid.it（http://www.oxid.it/）

受歡迎的安全性工具 Cain & Abel，其可支援 Windows 系統。

現在就請依照網站指示來下載並安裝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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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曾提到，有好幾個封包監聽程式可用於網路分析，但本書

採用的是 Wireshark，故本章將介紹 Wireshark。

Wireshark 之簡史

Wireshark 過去有一段非常豐富的歷史。Gerald Combs，一位畢

業於堪薩斯市密蘇里大學的電腦科學研究生，由於研究的需要

而最早研發它。Combs 的應用程式第一版（稱為 Ethereal）基

於 GNU 通用公共許可證（GNU Public License，GPL）於 1998

年發佈。

在 Ethereal 發佈八年後，Combs 辭去他的工作去追求其他的工

作機會。不幸的是，在那個時候他的雇主擁有 Ethereal 商標的

全部版權，而 Combs 無法與雇主達成允許他支配 Ethereal「品

牌」的協議。於是 Combs 與其他開發團隊人員於 2006 年中，

將專案重新命名為「Wireshark」。

Wireshark 在大眾接受度上成長極快，而它的合作開發團隊已超

過 500 位的貢獻者。目前以 Ethereal 為名的程式不再被人開發。

Wireshark 的優點

Wireshark 提供了一些優點，每天吸引人們使用它。它是以熟練

人員與專業封包分析師兩者為目標，並提供各式各樣功能來打

動他們。讓咱們根據第 1 章選擇封包監聽工具所定義的標準來

檢視 Wireshark。

zz 支援的協定  Wireshark 在支援的協定數量上勝過其他軟體，

在本書撰寫時，其支援的協定數目已超過 850 種。從 IP 與

DHCP 等常見的協定到 AppleTalk 與 BitTorrent 等更進階的

專屬協定，不一而足。而且因為 Wireshark 是在開放原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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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在 Mac OS X 系統上

將 Wireshark 安裝在 Mac OS X Snow Leopard 上時，會有少數

幾個警告，但安裝並不困難，安裝的步驟如下：

1. 從 Wireshark 網頁下載 DMG 套件軟體。

2. 將 Wireshark.app 複製到 Applications 資料夾。

3. 開啟 Wireshark.app 中的 Utilities 資料夾。

4. 在 Finder 中點擊 Go，並選擇 Go To Folder。輸入 /usr/local/ 

bin/ 以開啟該目錄。

5. 將 Command Line 資料夾之內容複製到 /usr/local/bin/ 裡面。

這樣做必須輸入密碼。

6. 在 Utilties 資 料 夾 中， 將 ChmodBPF 資 料 夾 複 製 到

StartupItems 資料夾裡面。必須要再次輸入密碼來執行此動

作並完成安裝。

Wireshark 基本原理

一旦成功地將 Wireshark 安裝在系統上後，就可以開始去熟悉

它。現在終於進行到開啟完整功能的封包分析器並查看 . . . 什

麼東西都沒有！

是的，Wireshark 在首次開啟時是不怎麼特別。為了找點樂子，

我們要去取得一些資料。

第一次封包擷取

為了取得封包到 Wireshark 裡面，要執行第一次的封包擷取。

讀者也許會想：「在網路一切正常時該如何擷取封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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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網路「永遠」會有某些事情不對勁。如果讀者不相信

我，那麼你就發送一封電子郵件給所有網路使用者，然後讓他

們知道一切都在完美運作中。

其次，為了讓封包分析能執行，其實並不需要有什麼事情出

錯。事實上，大部分封包分析師花費在無問題的流量分析時間

比要做故障排除的時間還要多。為了能夠有效地故障排除網路

流量，需要一個基準來做比較。比如說，如果希望藉由分析其

流量來解決 DHCP 之問題，必須瞭解運作中的 DHCP 流量的樣

子如何。

廣義來說，為了在日常網路活動中找出異常現象，必須知道每

日網路活動的正常長相。當網路平順運作時，可設定底線以便

知道正常狀態下的流量長相。

好了，讓我們來擷取一些封包吧！

1. 開啟 Wireshark。

2. 從主下拉選單中選擇 Capture，然後再選擇 Interfaces。此

時應該會看到一個對話框，列出各種可用來擷取封包的介

面，以及它們的 IP 位址。

3. 挑選要去使用的介面，如圖 3-4 所示，並點擊 Start；或是

在歡迎頁面 Interface List 區之下單純地點擊介面。視窗應

該開始出現資料。

圖 3-4：選擇要去執行封包擷取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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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等待約一分鐘後，在準備停止擷取動作並檢視資料時，從

Capture 下拉選單點擊 Stop 按鈕。

一旦完成這些步驟並結束擷取程序後，Wireshark 主視窗應是充

斥著資料。就事實上來說，讀者可能因出現的大量的資料而不

知所措。待 Wireshark 將下拉選單展開後，讀者就可以瞭解這

些資料的意義了。

Wireshark 之主視窗

大部分的操作都是在 Wireshark 主視窗進行。這是所有擷取封

包顯示並細分為更容易瞭解的格式所在。利用剛完成的封包擷

取，來看一下 Wireshark 的主視窗，如圖 3-5 所示。

Packet List

Packet Details

Packet Bytes

圖 3-5：採用三個窗格設計的 Wireshark 主視窗

在主視窗中的三個窗格彼此取決於另外一個。為了檢視在

Packet Details 窗格中的個別封包詳細資料，首先必須點擊

Packet List 窗格中的封包以選擇它。一旦選好封包，當點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