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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近無線網路的盛行，從手機的WAP到GPRS，從紅外線到藍牙傳輸，

都看的出來大眾喜愛無線的便利性，而IEEE 802.11b就這樣竄頭而起，

搶攻了全台灣大半以上的市場，因為他具有11Mbps的傳輸速率，免佈線

的便利性，高移動性，因為晶片的大量生產，價格也下降到一般家庭使用

者可以接受的地步，加上台灣得天獨厚的ADSL網路環境，使得愈來愈多

的消費者願意投入他的懷抱，將公司或家裡的網路升級成無線網路，走到

哪裡都可以上網，也意味著將來在很多公眾場合，沒有提供無線網路!? 就

是落伍的地方! 

    然而因為IEEE 802.11b的普及，許多公眾場合例如機場、複合式餐

飲、Starbucks等咖啡館紛紛提供無線上網服務，可是ISP的計費方式總

是千奇百怪，有要買卡開卡的，有要預借無線網卡的，這樣的消費方式讓

使用者無法捉摸。 

    此專題本是為了解決無線網路的認證與管理問題，但是在實作過程中

遇到種種困難，故做一個功能較簡單的無線網路認證管理系統，使用者在

插入無線網卡於NOTEBOOK中後，會得到一組被防火牆擋住對外連線的虛

擬 IP，而在打開瀏覽器被導引至內部網站伺服器的指定網頁輸入自己的

行動電話號碼，會收到一組用簡訊送過來的密碼，在輸入密碼後即可使用

無線網路，在斷線後需重複以上步驟才能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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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1.1 研究動機 

由於現在的無線網路，是未受規範的User帶著 Notebook 到有無

線網路服務的區域（例如：逢甲大學），只要一台 Notebook，一開機

就可自動地由 Access Point的DHCP取得一組 IP，並且經由此 IP 即

可遨遊 Internet ，享用網路的所有服務，所以只要有一台 Notebook

或PDA 和一片802.11b無線網卡，就可到使用無線網路。 

 

就逢甲大學的使用環境來說，這並非是一個好的現象： 

第一：Internet 的 service 是逢甲大學的私有財產所以其服務的對

象應該只侷限於逢甲大學本校的教職員工和學生。 

第二：基於網際網路的安全考量，使用者是必須被經過規範的；也就

是說當 DHCP Server 發放一組 IP 出去時Server 端必須產生

一個記錄檔來記錄該 IP 是發給哪個使用者的，如此若有任何

人利用逢甲大學為跳板，做出任何有關駭客的行徑也較容易被

追蹤。 

 

1.2 專題目標 

此專題目前是製作一套模擬的無線網路管理認證系統，研究整個

認證流程該如何運作，因為我們只有兩個人，而此題目確定時已經開

學一陣子了，而在實作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困難，一個接著一個解決後

還是陸續地出現，所以為了完成一個對後人有貢獻、可以承接下去繼

續做的專題，我們將單純針對認證部分來做，在提供無線上網的區域，

若有使用者欲用無線網路，而他必須在網頁上輸入手機號碼及等待簡

訊傳回一組即時產生的密碼，輸入後通過認證才能連線到網際網路，

否則無法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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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系統簡介 

本系統以Perl和ShellScript開發，使用者介面為HTML 

 

 

圖 1-1 模擬環境圖 

 

 

 

 

 

圖 1-2 環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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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開發環境與設備 

以簡單的有線網路環境來模擬架構無線網路環境。 

測試環境的軟硬體如下： 

 

網路-> 

 

PPPoE撥接式 ADSL (下行512Kbps/上行64Kbps) 

 

硬體-> 

 

Switch：Bufflo Petit Switch 10/100Mb 5 Port。 

 

Server：Intel Celeron 1.3G，512MB SDRAM， 

FNW-9702(VIA) 10/100Mb 網路卡。 

 

Client：Compaq 1502TC，Intel Celeron 1.5G，384MB DDRRAM，

Intel EtherExpress Pro 100B 網路卡。 

 

User  ：K6-III 400Mhz，128MB SDRAM， 

Realtek 8139 10/100Mb 網路卡。 

 

作業系統及軟體-> 

 

 Server：Red Hat 8.0 (Linux Kernel 2.4.18-14)， 

FreeRadius 0.8.1。 

 

 Client：Red Hat 8.0 (Linux Kernel 2.4.18-14)，DHCP套件， 

Iptables套件，Apache 1.3.27。 

 

 User  ：Windows 2000。 

 

 

手機-> Nokia 6150 及 6150專用傳輸線，Nokia 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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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網路基礎 

  

2.1 IP 觀念  

通過了網路卡的安裝與驅動程式的載入之後，系統就可以取得 

MAC 並且也可以啟動 NIC ( 網路卡 ) 了，接下來自然就是要讓電腦

的門牌號碼被 Internet 上面其他的門牌號碼認識。這個時候就必須

要有所謂的 Internet Protocol, IP 是所有網路基礎裡面最基礎的東

西，如果沒有他，網路將不再是網路了！ 

2.2 IP 的組成 

IP 是由四組 8 bits 的數字所組成的，最小0.0.0.0 ，最大是 

255.255.255.255 ，可以這樣來看：  

IP 的表示式：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255.255.255.255 

圖2-1，IP 的表示式 

 

    由於原本是二進位的方式來計算的，為了適應人類的思考方式，

所以經過十進位的表示之後，即是由 0 ~ 255 ！假設是『網路媒體共

享』的環境且整個網域之中都以 IP 直接互相連接的話，那麼在第一

次執行『軟體廣播』、或是因為主機找不到 ARP 表對應的 MAC 而執

行的『軟體廣播』、抑或者是在『物理廣播』的傳送與監聽接段，因

為每發出一個封包可能需要 255x255x255x255 部電腦同時回應！那

麼很可能就會造成嚴重的封包碰撞或者是網路停頓的狀態！因此，設

計 IP 的朋友們很聰明的將整個 IP 段分成 Network + Host ( 網域 

+ 主機 )，在同一個 Network 當中，每一個 Host 都必須是獨一無二



 5

的！何解？以一個 C Class 的例子來談一談好了！假設是 

192.168.0.0 ~ 192.168.0.255 這個例子來談： 

C Class 的說明：  

192.168.0.00000000  

192.168.0.11111111  

|network-|--host-| 

圖2-2，C Class 的說明 

 

前面的三組數字稱為 network ，而最後面的一組數字就被稱為是 

host 。當你的主機發出要求訊息到你的網路媒體上面時，由於是網路

層的要求了，因此在訊息當中顯示的目標 MAC 為 

FF:FF:FF:FF:FF:FF，所以其他主機會先接收該封包，並且檢驗裡面的 

IP 要求，如果不是在同一個網段內的，就會將封包丟棄！而如果是同

一網段內的話，就會給予回應！也就是說『如果在同一個網段之內，

所有的 IP 將不需要透過 router 而可以互相直接溝通！』在上面的

例子當中，當我們以 192.168.0.0 ~ 192.168.0.255 的 IP 的電腦連

在一起時，他們將可以直接進行資料傳送！( 注意，在這個系統當中， 

network 不可變，而 host 則是不可相同！否則相同的那兩個 IP 將

無法無法連線 ) ！那麼目前我們將整個 IP 簡單的方類成為三個網

段，分別設定為所謂的 A, B, C class ： 

Network 第一個數字的定義：  

A Class : 0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開

頭是 0   

     |network|---------host------------|  

B Class : 10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開

頭是 10  

     |----network-----|------host------|  

C Class : 110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開

頭是 110  

     |---------network---------|-host--| 

圖2-3，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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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 開頭是0，所以起始的數字就是 0~126, B Class 是 10 

開頭，所以就是由 128-191，同理得：  

Network 第一個數字的範圍：  

A Class :   1 ~ 126  

B Class : 128 ~ 191  

C Class : 192 ~ 223 

圖2-4，Network 數字範圍 

2.3 Netmask  

既然 A Class 前面一個數字是固定死的，後面三個數字是

可變動的，那麼也就可以想成是，前面一個數字已經被用光了 

( 全部為 1 ) ，而後面的數字還保留者 ( 全部為 0 )，所以就

有點像這樣：  

Netmask 表示方式：  

A Class : 11111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255.  0.  0.  0  

B Class : 11111111.11111111.00000000.00000000 ==> 

255.255.  0.  0  

C Class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0000000 ==> 

255.255.255.  0 

圖2-5,Netmask表示方式 

 

好了，所以簡單的來說，當使用 A Class 時，我們怎麼知道他是 A 

Class 呢？當然要配合 netmask 的說明！那麼假設 10.0.0.0 這個

網段好了，他就可以想成是： 10.0.0.0/255.0.0.0 這樣的表示方式，

也就是 IP/Netmask 的表示方式！好了，那麼剛剛提到的 C Class 的 

192.168.0.0 呢？我們要設定他是 C Class 的話，那麼自然就是 

192.168.0.0/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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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Network 與 Broadcast 

要分辨是否為同一個網段 ( network ) 還需要 netmask 的幫

忙，在『同一個網段當中，各主機將可以直接進行資料溝通』。假設

在一個具有『共享媒體』的環境中，當我的電腦有資料要傳送出來的

時候，我就會在『同一個網段』的電腦傳送一個訊息，說『我有資料

要送出來！你們停下來聽一聽，等我送出去之後你們再繼續你們的工

作！』這就是所謂的『硬體廣播』方式傳遞！而如果您常常需要使用

到『軟體廣播』時，那麼這個 netmask 假如是 255.255.255.0 這個 C 

Class ，而我們依舊是使用 192.168.0.0 這個東西當作例子的話，那

麼不難想像的到，我的封包要傳送出去，就得向 255 個電腦查詢並等

待回應，光是這個查詢的時間可能就要造成這兩百多部電腦停頓下來

聽你的封包的結果，會拖慢電腦的速度！尤其是如果是 B Class 的環

境呢？就有 255*255 部電腦要停頓下來監聽你的需求...。這樣怎麼

可能造成高效率的網路環境？！所以『網路佈線模式(媒體共享與否)』

與『netmask 的設定』就顯的非常重要！ 

network  ：同一個網段裡面，HOSTID 都為 0 的位址；  

broadcast ：同一個網段裡面，HOSTID 都為 1 的位址！ 

基本上，如果是便於記憶的話，您可以想像一下， network 就是同一

網段的第一個 IP 位址(因為 hostid 都為 0 )， Broadcast 則是最

後一個 IP 位址(因為 hostid 都為 1 )。 

2.5 Gateway 

那麼什麼是 gateway ？說的簡單一點：在同一個 network 底下，

各 IP 可以直接進行溝通，但是在不同的 network 底下，則需要藉由 

gateway 來進行資料的傳遞！因此，當您的主機發現該封包的 IP 不

在同一個網域內時，就會自動的將封包傳送到 gateway 上面去！而由

於你的主機與 gateway 是可以直接進行溝通的，所以 gateway 與 你

的主機『一定需要在同一個 network 當中』，這個就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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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保留 IP 與內部迴圈網路 

還有一點也是眾所皆知的，就是目前的網路的 IP 網段越來越少了！

當初規劃的時候為了預防這個問題，已經有規劃出幾個網段來作為『內

部網路的預留 IP 』之用，那麼這些 IP 網段有哪些？依舊分成三個 

Class ，分別是： 

o A Class：10.0.0.0    - 10.255.255.255  

o B Class：172.16.0.0  - 172.31.255.255  

o C Class：192.168.0.0 - 192.168.255.255  

由於這三個 Class 的 IP 是預留使用的，所以並不能直接作為 

Internet 上面的連接之用，不然到處都有相同的 IP！這三個 IP 網

段就只做為內部網域的 IP 溝通之用，也就是說，他有底下的幾個限

制： 

◎  私有位址的路由資訊不能對外散播；  

◎  使用私有位址作為來源或目的地址的封包，不能透過 Internet 

來轉送 ；  

◎  關於私有位址的參考紀錄(如DNS)，只能限於內部網路使用  

預留的 IP 由於他的私有路由不能對外直接提供資訊，所以虛擬

網路將不會直接被 Internet 上面的 Cracker 所攻擊！但是，也就無

法以保留 IP 來『直接上網』！所以相當適合一些尚未具有實體 IP 的

企業內部用來規劃其網路之設定之用！否則當隨便指定一些可能是實

體 IP 的位置來設計你的企業內部的網路設定時，萬一哪天真的連上 

Internet ，豈不是可能會造成跟 Internet 上面的 IP 相同了嗎？！

這可要將整個原先規劃的 IP 網段整個重新調整過呢！萬一你又要將

這些保留 IP 送上 Internet 呢？可設定一個簡單的防火牆加上 NAT 

( Network Address Transfer ) 主機設定，你就可以透過 IP 偽裝來

使你的保留 IP 的電腦也可以連上 Internet ！) 

還有一個奇怪的 A  Class 的網域，那就是 lo 這個網域 ( 是小

寫的 o 而不是零！ )這個 lo 的網路是當初被用來作為測試作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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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內部迴圈所用的一個網域！簡單的說，如果你沒有安裝網路卡在你

的機器上面，但是你又希望可以測試一下在你的機器上面設定的資料

到底可不可以被執行，這時就要利用這個所謂的內部迴圈網路！這個

網段在 127.0.0.0/8 這個 A Class ，但是預設的主機 ( localhost ) 

的 IP 是 127.0.0.1！所以，當你啟動了你的 WWW 伺服器，然後在你

的主機的 X-Window 上面執行 http://localhost 就可以直接看到你

的主頁！對於測試很方便！此外，你的內部使用的 mail 怎麼運送郵

件呢？例如你的主機系統如何 mail 給 root 這個人呢？ ！也就是

使用這一個內部迴圈！當要測試你的 TCP/IP 封包與狀態是否正常

時，可以使用這個。 

那麼說來的話，一組成功的網路設定需要哪些資料呢？就是：  

1. IP；  

2. network；  

3. netmask；  

4. broadcast；  

5. gateway  

如果是 ADSL 撥接的話，這些資料都是由 ISP 直接給你的，但是

如果是固定制（如學術網路）的話，那麼就得使用上面的設定！缺一

不可！ 以192.168.0.0 這個 C Class 為例的話，那麼就是：  

1. 192.168.0.1~254；  

2. 192.168.0.0；  

3. 255.255.255.0；  

4. 192.168.0.255；  

5. 自訂(依你的區網設定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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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TCP 封包，埠口，防火牆  

2.7.1 TCP 封包 

TCP 是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的意思，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傳輸控制協定，這個 TCP 就是實際在『傳送資料封包』的協定；

剛剛我們有提到了 IP 這個東西嘛！那麼我們怎麼將資料寄到其他的

地方去呢？很簡單，就是系統先將我們的資料打包，然後在這個包裹

的上面寫上了『來源 IP 與 埠口』及『目的地 IP 與 埠口』，有了這

個 IP 門牌，及 埠口 樓層，我們就可以將資料封包正確無誤的寄到

目的地。 

2.7.2 埠口 ( port )  

當 TCP 的封包進入到目的地 IP 主機之後，還要視當初送出這個 

TCP 封包的時候，我們需要這個 TCP 封包送到那個埠口去！這是因為

每個埠口的功能都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埠口有這些： 

21-20:FTP  

22   :SSH  

23   :Telnet  

25   :SMTP ( e-mail )  

80   :WWW  

110  :POP3 ( e-mail ) 

所以，當我們將資料丟到目的地主機上面的時候，我們的資料並

不是亂丟的！而是要丟給實際在負責該封包解析的窗口（埠口）！那

麼這些服務對應的埠口在哪裡可以查到呢？ ！你的主機裡頭就有檔

案可以負責翻譯，就是： /etc/services 這個檔案；馬上使用 vi 進

入看一下，當我們啟動一個服務的時候，有可能該服務是直接以 port 

來啟動的，也有可能是經由 /etc/services 對應的 port 號與服務名

稱來比對的！這個可能依照寫作之作者的不同而異！無論如何，我們

要查詢一個服務的基本埠口時，就可以藉由查詢此一檔案來簡單的得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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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防火牆概念 

什麼是『 Firewall 』？簡單的說，最簡易的 firewall 就是藉

由『分析 TCP 封包，並經由一些既定規則，來將不想讓某些 IP 或者

是某些埠口的封包踢掉！』舉個例子來說，我們都知道 Telnet 似乎

不怎麼安全，而由上面的埠口看到， telnet 是 port （埠口） 23，

那麼只要有任何的 TCP 封包帶有 port 23 的要求時，你就將他擋到

門外！這就可以稱作是防火牆！ 

2.8 Gateway 與 Router 

Gateway 與 Router 也是節點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他的主要工

作是 -- 將兩個不同的網域 ( network ) 進行轉譯的功能；  

• 製作路由 ( route ) 的功能。  

剛剛在上頭我們知道在同一個 network 當中，資料可以在兩個 

IP 之間直接溝通，那麼如果不在同一個 network 呢？舉個例子來

說，如果在上面的圖示當中，那個 PC1 的 IP 是 192.168.0.1 而 PC2 

的 IP 是 192.168.1.1 的話，而且兩者之間並沒有使用一些通訊協

定，單純只以 TCP/IP 來溝通時，由於位在不同的網段，所以正常狀

態下『兩者之間是無法直接連線的』，這個時候就必須要透過轉譯器 

( Router ) 的協助，這個轉譯器的功能其實不只如此，他還可以轉譯

不同的作業系統的通訊協定等等的，Router 就是負責溝通兩個或者是

多個不同的網段的封包連接！所以，如果你的網路切的很細時，由於

主機與 router 需要在同一個網域裡面，這個時候就得需要很多的 

router 來進行不同 network 之間的連接了，否則不同的 network 怎

麼連接？ PS: Linux 目前也可以用來作為 Router 。  

路由就是『讓你的資料封包可以經由 route table 找到下一個要

去的 IP 位址』。簡單的以我們系上的網路架構來進行說明，我的工作

機假設 IP 是 140.134.4.125 好了，那麼我的封包如果是要傳送給 

140.134.4.202 時，125 <--> 202 可以直接傳遞！但如果我的資料封

包是要送到 tw.yahoo.com ( 202.1.237.21 ) 呢？這個時候我的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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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先判斷我的路由表 ( route table ) 看看預設的閘道 ( gateway ) 

是哪一部電腦，然後他會將資料封包傳送到該 gateway 主機上去，而 

gateway 主機在經由判斷他自己的路由表，來判斷這個資料封包下一

個節點要傳送到哪裡去！這一傳再傳最後才能到達 tw.yahoo.com 這

部機器上！ 

因此， route table 和 gateway 就相當的重要。因為你的所有

非 network 封包都是經由 gateway 送出去的，萬一你設定 gateway 

錯誤時，那麼自然就無法將你的資料封包正確的傳送出去！這是目前

在設定網路參數當中最容易被搞錯的地方！ 

2.9  IP的種類 

2.9.1 實體 IP 

在網路的世界裡，為了要辨識每一部電腦的位置，因此有了電腦 

IP 位址的定義。一個 IP 就好似一個門牌！例如，你要去微軟的網站

的話，就要去『 207.46.197.101 』這個 IP 位置！這些可以直接在

網際網路上溝通的 IP 就被稱為『實體 IP 』了。  

2.9.2 保留 IP 

不過，眾所皆知的，IP 位址僅為 xxx.xxx.xxx.xxx 的資料型態，

其中， xxx 為 1-255 間的整數，由於近來電腦的成長速度太快，實

體的 IP 已經有點不足了，好在早在規劃 IP 時就已經預留了三個網

段的 IP 做為內部網域的保留 IP 之用。這三個預留的 IP 的網段分

別為：  

o A Class：10.0.0.0    - 10.255.255.255  

o B Class：172.16.0.0  - 172.31.255.255  

o C Class：192.168.0.0 - 192.168.255.255  

不過，由於是內部的保留 IP ，所以當您使用這些地址的時候，

當然是有所限制的，限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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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私有位址的路由資訊不能對外散播  

o 使用私有位址作為來源或目的地址的封包，不能透過

Internet來轉送  

o 關於私有位址的參考紀錄(如DNS)，只能限于內部網路使

用  

2.9.3 固定 IP 、動態 IP 與浮動式 IP 

基本上，這兩個東西是由於近來網路公司大量的成長下的產物，例

如，你如果向中華電信申請一個商業型態的 ADSL 專線，那他會給你

一個固定的實體 IP ，這個實體 IP 就被通稱為『固定 IP 』了，因

為你每次藉由這一個 ADSL 上網時，你的 IP 是不變的。而若你是申

請計時制的 ADSL ，那由於你的 IP 可能是由數十人輪流使用，因此

你每次重新開機上網時，你這部電腦的 IP 都不會是固定的！於是就

被稱為『動態 IP』或者是『浮動式IP』。基本上，這兩個都是『實體

IP』，只是網路公司用來分配給用戶的方法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名稱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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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無線網路 

3.1  無線網路介紹 

所謂無線網路，乃利用無線電波作為資料的傳導，應用層面上與

有線網路的用途十分相似，兩者最大不同處在於傳輸資料之媒介不

同。正因是無線，因此無論是在網路架設便利性或使用機動性皆比有

線網路更具優勢。何謂無線寬頻ADSL？於傳統有線ADSL上加掛一個無

線橋接器（Access Point），讓家中或辦公室網路環境呈現於無線網路

的狀態，每台電腦或 Notebook 配合無線網路卡即可馬上享受無線寬

頻生活之便利。 

 

另外，網路已經成為現代企業機構的重要工具，所有各行各業企

業機構無不盡力在辦公區域，架設區域網路連線環境。隨著無線網路

技術逐漸成熟，與對網路資源需求的不斷提升，有線網路早已無法滿

足，佈建無線網路的考量點也逐漸改變。 

 

    由於以往網路之架設局限於有線佈線之考量，為許多的業務洽商

人員外出洽公造成許多的不方便性，為提高生活資訊快速成長，許多

服務業者將無線網路視為加值型服務項目之一，例如：許多商務型餐

館陸續推出商務時段提供網路加值服務給外出洽商的業務人員查詢資

訊使用，提高了資訊快速傳遞服務的品質，帶給更多的業務人員查詢

資訊的方便性，也大大提高達到業務績效。 

 

3.1.1  無線網路適用環境 

 

●家中無線上網 

家中無線上網想像一下，在客廳聽線上音樂、在廚房上網查食譜、

在床上線上聊天、在陽台或游泳池泮瀏覽網站，甚至上廁所時看新

聞⋯，讓您享受無拘無束無線上網所帶給您的好處。除此之外，每一

部PC還可以透過無線傳輸去存取其他PC的檔案資源，一起玩網路遊

戲或印表機分享，不用再煩惱佈線、鑽洞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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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無線上網  

無線網路與有線網路連接只要透過無線網路橋接器，有線網路就

可以和無線網路連結，網路連結的所有電腦均可互相存取及共享資

源，如果您已申請寬頻的服務，所有的電腦更可以透過無線連網同時

上網。在辦公室裡有線網路和無線網路是可以並存的喔！ 

  

●公眾無線寬頻上網 ex.商務型咖啡簡餐館 

無線公眾上網想像一下，一邊喝著香醇的咖啡，一邊無線上網，

走到戶外輕鬆一下，上班的時候跟客戶約在外面，輕輕鬆鬆就可以完

成一件case，假日時，三五好友約一起聚會，未到的朋友就可以線上

連線，再久不見的朋友感情也不會變。 

3.1.2  有關無線網路需注意的問題  

(1)訊號干擾 

因為位於2.4GHz的ISM頻帶，所以會受到相

同頻率(如微波爐)的影響，所以盡量避免離

電器產品太近，會造成干擾。 

(2)電源管理 

太多可無線上網的設備都是利用電池，而因

為傳輸時，是以光、電形式，所以容易耗損

電量。 

(3)標準不統

一 

並不像有線網路有固定的標準，但現在已慢

慢在進步。 

(4)保密問題 目前採取WEP加密過程。 

(5)連線問題 使用DHCP or Mobile IP兩種方式。 

(6) 對健康

的影響 

 和手機等類似產品一樣，以不要太常使用為

原則。 

圖3-1，無線網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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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IEEE 802.11規格標準 

為了讓WLAN技術能夠被廣為使用，這些技術必須要建立一種業界

標準，以確保各廠商生產的設備都能具有相容性與穩定性。這些標準

是由IEEE（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所制定的，最早的規格IEEE 802.11

是在1997年提出，接著在1999年9月又提出了IEEE 802.11a和IEEE 

802.11b。 初期的規格制定了在RF射頻頻段2.4GHz上的運用，並且

提供了1Mbps、2Mbps和許多基礎訊號傳輸方式與服務的傳輸速率規

格。IEEE 802.11a和IEEE 802.11b標準則分別為5.8GHz和2.4GHz

頻段做定義。這兩組新的標準也定義了IEEE 802.11a中5Mbps，11Mbps

到54Mbps速率的新實體層。這些標準可以在ISM（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Medical－工業、科學與醫療應用）頻段上使用，這

些頻道包括902-928MHz（可利用頻寬26MHz），2.4-2.4835 GHz（可

利用頻寬83.5 MHz），以及5.725-5.850 GHz（可利用頻寬125MHz），

最後一項也符合IEEE 802.11a標準的最高資料速率應用。  

這些業界標準定義了無線通訊的實體層（physical/PHY layer）

以及媒體存取控制層（Media Access Control/MAC layer）。在這裡

所謂的「層（layer）」簡單來說就是一些相關功能的集合，這些功能

與其他各自相關的功能有所區別。而在無線網路中層代表的意義，我

們用個比喻來說明好了：假設您現在要把一本書（代表資料封包）從

房間一角的書架上，拿到另一角的書桌上，那麼MAC層就可以當成是

一個人把書給拿起來的動作，而PHY層則代表了人在房間中走動的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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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頻段 頻段 速度 優缺點 

802.11a 5GHz 醫療用頻

段 

54Mbps 優：傳輸速度高，不易受干擾

缺：耗電量高，傳輸距離短，

晶片供應商少，價格高 

802.11b 2.4GHz 科學、工業

用頻段 

11Mbps 優：目前為市場主流，技術最

為成熟 

缺：傳輸速度低，易受干擾 

圖3-2，802.11a與802.11b比較 

3.2.1  802.11b的兩種網路模式 

依據 IEEE802.11b 標準協定，無線網路共定義為下列二種模式  

● Ad Hoc 

● Infrastructure  

Ad Hoc無線網路模式下使用無線網路卡的電腦BSS(Basic Service 

Set)，可透過無線網路卡與其他的電腦互相溝通形成網路，但此一模

式則無法連接Internet  

 

圖3-3，Ad-Hoc無線網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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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無線網路模式下使用無線網路卡的電腦必需透過

AP (Access Point)做為與其他的電腦互相溝通形成網路並與乙太網路

連接，但此一模式即可連接Internet  

 

圖3-4，Infrastructure無線網路模式 

3.2.2  802.11g規格標準 

由於下一代規格IEEE 802.11a與目前的802.11b規格之間，頻段

與調變方式不同使得其互相之間不能夠相通，已經擁有802.11b產品

的消費者可能不會在802.11a設備問世之後就立即購買；而802.11g

就是為這段過渡時間所發展的規格，它建構在既有的IEEE 802.11b實

體層與媒體層標準基礎上，選擇2.4 GHz頻段、傳輸速率較11Mbps高，

讓已擁有802.11b產品的使用者能夠以802.11g的產品達到一個速度

升級的需求。目前IEEE 802.11g主要有兩家公司具備在競爭標準的主

導權，一家為Intersil，以OFDM為通訊技術、傳輸速率到36Mbps為

訴求；另一為TI，以PBCC為通訊技術、傳輸速率達22Mbps為訴求。

目前IEEE 802.11g工作小組對Intersil的解決方案有較大的興趣，

Intersil勝出的機率相形之下也大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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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面上所謂的Wi-Fi都是指802.11b網路，也是目前一般使

用者與企業最常安裝的規格，只需花上200美元，使用者便可建立一

個802.11b網路，並可在300英尺範圍內以每秒11MB的速度無線上網

或交換資料。以目前家用寬頻下載速率為7.1mbps來看這樣的速度似

乎已經相當足夠。  

那麼為何廠商還要推出更快且價格更貴的802.11a無線規格呢？

其實這可從兩方面來說：一是802.11a網路未來在企業市場的接受度

較高，二是在未來數位化家庭中，PC將成為家中發送資訊至其他周邊

裝置(如電視或音響)的伺服器。802.11a有三大主要優勢。首先是它的

安全性較佳，許多不願採用802.11b的企業便是基於此一因素。另外，

802.11a傳輸速度快上五倍，且能同時提供更多使用者同時使用。不過

802.11a設備無法在802.11b網路上使用，也因此「802.11a未來將出

現在沒有逆向相容問題的辦公室場所，且成為需要大量傳送資訊且高

密度區域的全新配置。」 

目前還有第三種802.11技術已逐漸萌芽：802.11g，該技術號稱

擁有「a」的速度、安全性優於「b」，但卻又能與「b」相容，後者為

「a」所缺乏的優勢。但問題是802.11g與802.11b都使用三個同樣目

前已相當擁有的頻道，但802.11a則有12個頻道可用，能減少干擾問

題。  

多數人相信，使用802.11標準的無線網路(不管哪一種)都將是未

來家庭網路的大贏家。另一種目前也相當盛行的則是藍芽無線技術，

其訊號強，但距離短(約30英尺)。一般認為藍芽並不會對802.11設

備造成重大威脅。最主要的因素在於802.11一開便是專門設計用來作

寬頻傳輸；但藍芽則是作裝置之間的傳輸，如筆記型電腦、手機、印

表機等。  

科技產業雖然淘汰速度超快，但802.11b技術目前已深植市場，

即使802.11a已由逐漸趕上的趨勢，802.11b仍難已遭判出局。802.11a

設備雖然無法相容於802.11b，但目前由於微軟的介入使得事情有了轉

機。未來乙太網路卡若要獲得微軟Windows硬體品質實驗室(WHQL)認

證就必須同時支援802.11b與802.11a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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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這種「雙頻卡」的可不只微軟一家。未來只單獨支援802.11a

的設備大概只能賣給第一次安裝無線網路的大企業或辦公室。但多數

產業觀察家還是認為802.11a網路必須與802.11b共存才行，畢竟

802.11b高達1500萬至3000萬的用戶還是不可小覷。  

目前主要的無線設備廠商如Atheros Communications、

Intersil、Agere Systems、Broadcom 與德州儀器都已開始生產支援

兩種標準的802.11晶片組。支援802.11g的設備目前雖然尚未上市，

多數晶片商也已開始生產用802.11g標準的晶片。  

3.3  無線網路安全與私密性  

無線網路比起有線網路來說，本來就比較不安全。因為無線網路

卡使用空氣作為資料傳輸介質，對越權存取和竊聽的行為也比較不容

易防備。對一個網路竊聽專家而言，他們在面對有線網路時，通常得

要有高度的警覺性與相當程度的知識。不過由於無線網路不需要用到

實體連接，要滲透進去其實很容易。他們只需要一片無線網路卡，和

一些無線網路的漏洞與弱點知識就夠了。  

為了防堵這些自稱駭客的攻擊，標準規格中也制定了稱為有線安

全等級協定（wired equivalency protocol，WEP）的事項。理論上，

這個構想可以保護網路的私密性，另外WEP協定也可以防止未經授權

就存取無線網路。不過根據許多研究人員的分析，這項協定實際上還

無法達到上述的兩項目標。目前為止已知可行的攻擊手法有下列幾項：  

•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對流通的資料展開被動式解碼攻擊  

• 根據已知明文內容，可以由未經授權的通訊站發出新資料流以作

主動攻擊  

• 藉著對AP動手腳，可以對流通的資料展開主動式解碼攻擊  

• 當每天的資料流動遭到監控與分析時，有可能藉著字典建立式

（Dictionary-building）攻擊，對所有流通資料做即時的解碼  

WEP協定使用共享於一個基本服務組合（basic service set，BSS）

的祕密鍵值做傳輸。BSS指的是一個無線AP與一組相關節點的組合，

這個鍵值用來在資料封包傳輸前作加密的動作，封包也必須經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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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檢查，以確保在傳輸中沒有被竄改。而在802.11標準中的小漏洞，

是裡頭沒有定義共享鍵值要如何建立。在大部分無線網路中，是使用

單一鍵值在區域內共享，並且必須要手動設定。  

這種加密方法的問題是出在加密的演算法。WEP使用的是RC4演算

法，這是一種串流加密器（stream cipher），它將短的鍵值展開成為

無限制的虛擬亂數鍵值串。發送者使用這個鍵值串與明文資訊做XOR

運算處理並產生密文。XOR「exclusive or」（互斥或）邏輯運算指的

是是一種二進位系統的邏輯運算子，若兩個運算元不同，則結果為１，

當兩個運算元相同時，其結果為０。依照這項原則，接收者則使用鍵

值產生適當的鍵值串。並且對密文做XOR及鍵值串演運之後，就可以

得到原始的明文了。  

這種串流加密器也製造了幾種遭攻擊的機會。其中一種攻擊方

式，是攻擊者篡改攔截到封包中的位元，這麼一來原本可以解密的封

包就解不開了。另外一種攻擊可能導致所有寄送的明文曝光，竊聽者

只要攔截到兩組使用同一組鍵值串加密的密文就可以了。用這兩組密

文可以算出原本明文的XOR表，而這個XOR資料可以用展開統計式攻

擊以解開所有明文。只要掌握越多同一鍵值串加密的密文，這種攻擊

就越有效。一旦其中一道明文被解開，那要解開其他明文自然不是難

事。 

不過WEP對這兩種攻擊倒也不是束手無策。它使用完整性的檢查

（Integrity Check，IC）檔來確保傳輸中資料不會被篡改，另外它也

使用初始向量（Initialization Vector，IV）來產生共享的鍵值，以

防使用相同鍵值串來加密兩份明文。研究則指出這兩項方法運作的都

不太正確，導致在安全性上效果不彰。  

IC值採用相當常見的錯誤偵測方式－CRC-32檢查碼。但這種方法

也有問題存在，就是它是線性的值。由於可以根據資料封包的位元差

異，來算出兩個CRC碼的位元差異，攻擊者也可以在更改實際位元的

同時，算出應該要修改CRC32碼中的哪一個位元，好讓封包看起來是

正確的。  

WEP演算法的另一項弱點，是它使用24-bit的初始向量。這導致

IV可能組合的範圍很小，也就是說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能重複用到同

一組鍵值串。在一個資料流量普通的忙碌AP上，大約只要5小時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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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出現重複的鍵值串。如果封包大小縮小，那時間還會更短。這讓

攻擊者有機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收集到兩個採相同鍵值串加密的密文，

並開始做統計分析以找出明文。更糟的是由於所有節點都用相同的鍵

值，IV重複的可能大大的增加。而且在802.11標準中，變動IV還不

是預設使用的功能。  

這時使用更先進的鍵值管理方法，可以用來防止上述的攻擊。這

些攻擊並非一般人所想的那麼容易，當然，市面上的各種802.11規格

產品讓許多自稱駭客的人在解碼2.4GHz信號時不再那麼困難，不過最

大的難點還是在硬體本身。許多802.11設備都設計成要是沒有持有相

對應的鍵值，那麼就會無視於加密的內容。如果對驅動程式動手腳，

並且讓硬體搞混，那麼還是可以把無法辨識的密文給抓回來研究。需

要資料傳輸動作的主動式攻擊雖然難得多，不過卻也不是不可能。  

目前無線網路科技受到蠻嚴重的挫折，因為無線規格中的加密基

礎本身就有誤解與濫用的問題。除非日後又制定了能夠修正802.11標

準安全性的規格，不然想達到100%私密與安全的無線網路架構實在是

不可能。 

3.4  無線網路之名詞介紹 

3.4.1  Access Point 

Access Point就是無線存取橋接器(簡稱AP)，是傳統的有線區域

網路與無線區域網路或無線區域網路與無線區域網路之間的橋樑，且

用來接收和傳送資料；任何一台裝有無線網路卡的PC均可通過AP來

分享有線區域網路甚至廣域網路的資源。AP本身又可對裝有無線網路

卡的PC作必要的控制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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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Apache Server 簡介 

 

原由NCSA 研發，當時NCSA WEB SERVER 已為世界第一的網站伺服

器，但主要研發團隊離開，SERVER 程式仍不斷patch，而後組織Apache 

Group 管理這些 patches，目前 Apache Server 佔了目前世界上 50%

以上。 

4.1 Apache 的起源 

在全球資訊網還沒發展之前,在NCSA(National Center for 

Supercomputing Applications)工作的Rob McCool,發展出NCSA HTTPd

網頁伺服器,這套網頁伺服器因功能強大再加上可免費下載,因而廣受大

家的歡迎,Apache server的程式碼最初來自於NCSA HTTPd 1.3版,隨著

眾人陸續修改程式碼,最後定名為Apache。西元1995年4月,第一個官方

版本的Apache server 0.6.2 版公開問世。7月推出0.8.8版,並在同年

12月1日公佈Apache server 1.0.0版。早 期的Apache server 由Apache 

Group 維護與更新,直到西元1996年6月Apache 軟體基金會

(ASE,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在美國德拉瓦市成立,Apache server 

才由ASF接手,繼續負責其開發作業。 

4.2 Apache名稱的由來 

Apache server 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它的原始核心取自NCSA 

HTTPd server,然而加上各方提供之修補而成,此種組合讓這套HTTP 

server被大家成為"A Patchy Server"意思是一個修修補補的伺服

器,"Patchy"和"Apache"乃英文諧音,其名稱就逐漸演變成Apache最後

成為正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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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基本設定 

啟動 apache 服務：基本上，只要你啟動 apache 之後，應

該就可以在用戶端的瀏覽器程式上看到你的主機預設的網頁

了！啟動的方式為： 

[root@dos /root] /usr/local/apache/bin/httpd start 

同時， apache 還有其他的參數如下： 

httpd stop：停止 WWW 的服務。 

httpd restart：重新啟動 WWW 的服務，這個指令比較常

用在你修改了 apache 的參數後，重新啟動用的。 

httpd status：偵測 WWW 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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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DHCP Server 

 

5.1  DHCP 簡介 

一個 DHCP (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 主機最

主要的工作，就是在進行前面提到的第三個方案，也就是自動的將網

路參數正確的分配給網域中的每部電腦，讓他們可以在開機的時候就

立即自動的設定好網路的參數值，這些參數值可以包括了 IP、

netmask、network、router 與 DNS 的 IP 等等。如此一來，管理員

只要注意到這一部提供網路參數的主機有沒有掛掉就好了，其他人的

個人電腦，想都不必想要怎麼去幫忙！因為 DHCP 主機已經完全搞

定！ 

 

5.2 DHCP 的運作方式 

現在假設我們的機器在同一個網域當中，也就是說， DHCP Server 

與他的 Clients 都在同一個網段之內，可以透過軟體廣播的方式來達

到相互溝通的狀態。那麼 Client 藉由 DHCP Server 得到 IP 的程序

為： 

 

5.2.1  Client主機發出訊息 

Client端電腦在開機的時候，或者是重新啟動網路卡的時

候，會自動的發出 DHCP Client 的需求給網域內的每部電

腦：這個時候，由於發出的訊息希望每部電腦都可以接受， 

所以該訊息除了網路卡的硬體位址(MAC)無法改變外，需要 

將該訊息的來源軟體位址設定為 0.0.0.0 ，而目的位址則 

為 255.255.255.255 (這個 Linux 會自動設定，無須考慮這

個問題)。這個時候，網域內的其他非 DHCP 電腦，收到這個

封包之後，由於該電腦沒有提供 DHCP 的服務，所以就會自動

的將該封包丟棄而不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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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DHCP主機回應訊息 

如果是 DHCP 主機收到這個 Client的DHCP需求時，那麼 

DHCP 主機首先會針對該次需求的訊息所攜帶的 MAC 與 DHCP 

主機本身的設定值去比對，如果 DHCP 主機的設定有針對該 

MAC 做靜態 IP (每次都給予個固定的 IP )的提供時，則提供 

Client 端相關的固定IP 與相關的網路參數；而如果該訊息的 

MAC 並不在 DHCP 主機的設定之內時，則 DHCP 主機會選取目

前網域內沒有使用的 IP (這個 IP 與設定值有關) 來發放給 

client 端用！此外，需要特別留意的是，在 DHCP 主機發放給 

Client 端的訊息當中，會附帶一個『租約期限』的訊息，以告

訴 Client 端，這個 IP 可以使用的期限有多長！  

 

5.2.3 Client 端接受並設定 

Client 端接受來自 DHCP 主機的網路參數，並設定 Client自

己的網路環境：當 Client 端接受回應的訊息之後，首先會以 

ARP 封包在網域內發出訊息，以確定來自 DHCP 主機發放的 IP 

並沒有被佔用！如果該 IP 已經被佔用了。那麼，Client 對於

這次的 DHCP 資訊將不接受，而將再次向網域內發出 DHCP 的

需求廣播封包；若該 IP 沒有被佔用，則 client 可以接受 

DHCP 主機所給的網路的參數，那麼這些參數將會被使用於 

client 端的網路設定當中，同時， Client 端也會對 DHCP 主

機發出確認封包，告訴 Server 這次的需求已經認！而 Server 

也會將該資訊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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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Client端結束該IP的使用權 

當 Client 開始使用這個DHCP 發放的 IP 之後，有幾個情況下他

可能會失去這個 IP 的使用權： 

甲、 Client 端離線：不論是關閉網路介面( ifdown )、重新開機 

( reboot )、關機 ( shutdown ) 等行為，皆算是離線狀態，

這個時候 Server 端就會將該 IP 回收，並放到Server 自己

的備用區中，等待未來的使用。 

乙、 client 端租約到期：前面提到 DHCP server 端發放的 IP 有

使用的期限， Client 使用這個 IP 到達期限規定的時間，

就需要將 IP 繳回去！這個時候就會造成斷線，而Client 也

可以在向 DHCP 主機要求再次分配 IP 。  

以上就是 DHCP 這個協定在 Server 端與 Client 端的運作

狀態，由上面來看，我們可以曉得，只要 Server 端設定沒問題，

加上 Server 與 Client 在硬體連線上面確定是 OK 的，那 

Client 就可以直接藉由 Server 來取得上網的網路參數，自然上

網的設定就變成一件很簡單的事。 

5.3 Lease Time 

在此有一特別之處,即是(Lease Time),它是在考慮 Dynamic 發

放 IP ，DHCP Server 記住哪個 Client (根據 Ethernet Address )

曾經來要過 IP，如果同一個 Client 重覆來要 IP，就發同一個 IP

給它，同時這個 IP也不會發給其它的Client，以免造成網路上兩個 

Client 使用相同的 IP。但是一個 Client 很可能在要過 IP 後，接

著關機很久，產生 IP 沒人使用，而 DHCP Server 又不敢之發給其它 

Client 的情形，造成IP address 的浪費。Lease time 就是DHCP 

Server 用來決定一個 IP address 在使用多久之後，就將這個 IP 回

收，轉發給其它的 Client。DHCP Client 必須在 Lease time 用完之

前，重新向 DHCP Server 要一次IP，以免這個 IP 被回收。DHCP Server 

會對Lease time 做一個上限設定，DHCP Client 在一開始 request 

時，也可以指定它喜歡的 Lease time長度，不過不能超過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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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NAT Server 

 

6.1 NAT Server 簡介  

NAT其實是Network Address Transfer 的簡寫，就是將要傳送出

去的封包進行 IP 轉換的動作。由 TCP 封包的架構圖，我們可以發現 

TCP 封包裡頭有來源與目的地的 IP 及 port 之資訊Header裡面，那

麼如果透過使用 iptables 即可！他可以幫助我們將打包過後的 TCP 

封包上面的 header 進行修改的動作，以方便我們工作。而其中用的

最廣泛的例子就屬：頻寬分享的部分。就是利用一部 Linux 當作主

機，而將我們對內( intranet )與對外( Internet )的連接分離開來，

以達到良好的隔絕效果，此外，由於內部私有網路的私有 IP 並不能

直接連接上 Internet 上面，所以你的所有內部的私有 IP 的電腦，

將無法直接連通到 Internet 上面去。我們的 Linux 主機不是有『對

內及對外』的兩組 IP 嗎？一組是私有 IP ( 跟 intranet 同一個網

段 ) 一組則是可以連上 Internet 的實體 IP ，而我們的私有網域的

所有電腦都是以 Linux 主機為 Gateway 的，那麼如果我在我的對內

的所有私有 IP 在對外連線的時候 ( 透過 Linux 主機 )，將他的 

TCP 封包的 header 資料裡面，那個 sourec IP and port (來源 IP 與

對應的埠口)改成 Linux 的對外的 IP 與埠口，那麼不就可以連出去 

Internet。這就是 NAT 的概念之一。 

6.2 NAT Server 的設定與安裝 

 

圖6-1，NAT Server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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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所示，當我的區域內的具有 192.168.1.100 的 client 要

對外連線的時候： 

1. 這個 client 的 gateway 設定為 NAT 主機，所以當要連

上 Internet 的時候，該 TCP 封包就會被送到 NAT 主機。 

2. 而透過這個 NAT 主機，她會將 client 的對外連線的封包

之 source 的 IP ( 192.168.1.100 ) 改成 ppp0 ( 假設

為撥接情況 )這個實體 IP，同時並記憶這個連線的封包是

由哪一個 ( 192.168.1.100 ) client 端傳送來的。 

3. 由 Internet 傳送回來的封包，當然由 NAT 主機來接收

了，這個時候， NAT 主機會去查詢原本記錄的路由資訊，

並將目標 IP 改回原來發送出此一封包的 Client 端；  

4. 最後則由 NAT 主機將該封包傳送給原先發送封包的 

Client。 

連線示意圖：  

你的 NAT 主機上面，至少需要『兩塊網路介面』，以撥接為例，

由於撥接之後會產生 ppp0 這個撥接後產生的網路介面，加上你再提

供一個 IP alias ，那麼就有兩個以上的網路介面。底下我以兩塊實

體網路介面卡的佈線情況作為連線的示意圖，至於一塊網路卡進行 

NAT 的圖示，將在待會說明。 

 
圖6-2，使用兩張網卡架構NAT Server 

在上面的圖示當中，我們的 Linux 共有兩塊實體介面卡，

一塊接在數據機上面，一塊接在 Hub/Switch 上面，並且以此 

Hub/Switch 連接所有區域網路內的電腦，以組成內部私有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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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頻寬分享 

架設 NAT 的人大部分都是希望可以達到頻寬分享的目的的。安全

防護：NAT 之內的 PC 連線到 Internet 上面時，他所顯示的 IP 是

NAT主機的實體 IP，所以 Client 端的 PC 當然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安

全了！最起碼人家在 scan 的時候，就偵測不到你的 Client 端的 

PC。 

1. 設定其他檔案：  

還有一些網路的相關檔案要設定！/etc/hosts, 

/etc/resolv.conf, /etc/sysconfig/network,  

別忘了我們還有其他的檔案要設定。 

2. 設計 NAT 的 shell scripts ： 

直接將一些指令寫在 scripts 裡頭執行會較快。正確的情

況之下，目前你的 Linux 主機上面應該是已經可以正常的

對外連線的才對，而且內部也已經可以正確的連線成功了

才對。接著下來只要執行一個程式，就可以將 NAT 啟動

了。基本上，我們使用的是 iptables 這個東西，自然就

需要這個 ip_tables 的模組。如果要設計的人性化一點，

可以使用底下的 script 來達成。  

script code： 

#!/bin/bash 

# 說明： 

# a. 這個程式主要用來進行簡易 NAT 的功能的！使用的模組為  

#     iptables 。 

# b. 執行的方式為： 

#    將檔案放在 /usr/local/nat 底下，檔名為 nat.sh (範例) 

#    chmod 744 /usr/local/nat/nat.sh 

#    /usr/local/nat/nat.sh 

# c. 或者是直接在開機時啟動，可以使用： 

#    vi /etc/rc.d/rc.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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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入最後一行為： /usr/local/nat/nat.sh 

############################################################ 

# 0. 請輸入你的參數值： 

EXIF='ppp0'              

# 這個是對外的介面，如果是 cable ，則可能為 eth0！ 

EXNET='192.168.1.0/24'   

# 這個是對內的網域！這裡只設定一個網域而已！ 

# 底下如無需要，請不要變動了！ 

echo "This script will clear your iptables' rules" 

echo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want to do this script!" 

echo "Ha Ha! No problem ! If you just want to be an NAT server !" 

# echo -n "Please Keyin your choice ( y/n ) : " 

#  read yn 

#  until [ "$yn" == "y" ] || [ "$yn" == "Y" ] || [ "$yn" == "n" ] 

|| [ "$yn" == "N" ] 

#  do 

# if   [ "$yn" == "n" ] || [ "$yn" == "N" ]; then 

# echo " Do nothing ...." 

# exit 

# elif [ "$yn" == "y" ] || [ "$yn" == "Y" ]; then 

# echo " Running NAT script...." 

# else 

# echo -n "     Please Keyin your choice ( y/n ) : " 

# read yn 

# fi 

#  done 

# 0.3 remove ipchains modules 

 ipchains=`lsmod | grep ipchains` 

 if [ "$ipchains" != "" ]; then 

 rmmod ipchains 2> /dev/null 

 modprobe ip_tables 2> /dev/null 

 fi 

# 1. 宣告變數、啟動 Routing 與清除規則：

PATH=/bin:/sbin:/usr/bin:/usr/sbin:/usr/local/bin:/usr/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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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in 

 export PATH 

echo "1" > /proc/sys/net/ipv4/ip_forward 

 modprobe ip_tables  2> /dev/null 

/sbin/iptables –F 

/sbin/iptables –X 

/sbin/iptables –Z 

/sbin/iptables -F -t nat 

/sbin/iptables -X -t nat 

/sbin/iptables -Z -t nat 

/sbin/iptables -P INPUT   ACCEPT 

/sbin/iptables -P OUTPUT  ACCEPT 

/sbin/iptables -P FORWARD ACCEPT 

/sbin/iptables -t nat -P PREROUTING  ACCEPT 

/sbin/iptables -t nat -P POSTROUTING ACCEPT 

/sbin/iptables -t nat -P OUTPUT      ACCEPT 

# 2. 載入模組！ 

modprobe ip_nat_ftp  2> /dev/null 

modprobe ip_nat_irc  2> /dev/null 

modprobe ip_conntrack  2> /dev/null 

modprobe ip_conntrack_ftp  2> /dev/null 

modprobe ip_conntrack_irc  2> /dev/null 

# 3. 啟動 IP 偽裝： 

/sbin/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o $EXIF -s $EXNET -j 

MASQUERADE 

echo " " 

echo " OK! Your Linux Server Now have been an NAT Sever !  

echo " " 

3. 其中， EXIF 指的是對外連線的網路介面，而 EXNET 指的

則是要偽裝 IP 的內部虛擬網域的 C Class 的網域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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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安全性 

對於 Client 端來說，由於已經經過了 IP 偽裝的功

能，所以基本上，通過 NAT 主機連出去的封包的 IP 都

會是『 NAT 主機對外的實體 IP 』，因此對於內部 

Client 端而言，由於網路 Cracker 幾乎都是根據 IP 

來進行破壞，而因為連出去的封包 IP 是 NAT 主機的

實體 IP ，自然Client 端就比較安全多了！對於 

Server 端說，其實這樣的一個主機並不是十分的安全

的，因為並沒有設定防火牆的規則，因此建議在一開始

就將主機所有的 port 都關掉(請注意，這些 port 關

掉之後，完全不會影響到 NAT 主機的頻寬分享功能，

所以不用擔心！)。無論如何，在沒有必要的時候，只

是要作為 NAT 主機的時候，請千萬將 Linux 主機的所

有的 port 都先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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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系統實作 

7.1 實作 iptables rule 

7.1.1 iptables 簡介 

iptables 是 Linux Kernel 2.4.xx 版本以上的主要 IP過

濾機制。他最大的功能就是可以過濾掉不要的 TCP 封包！除此

之外他還可以用來進行 IP 偽裝，以達成 NAT 的主機功能！  

 

7.1.2 實作強制user導向來禁止對外連線 

我們在模擬環境下的Client端使用iptables這個套件(我們使用

nat table,預設是filter table)，透過rules的設定來限制使用者對

外的連線，rule如下: 

iptables -t nat -A PREROUTING -i eth0 -p tcp -s 192.168.0.0/24 

-j REDIRECT --to-ports 80 

其中eth0是我們Client對內的網卡，在這規則中我們把

192.168.0.0這個網域的所有IP都導向Client Apache的預設登入網

頁index.html，讓使用者開啟瀏覽器之後輸入台灣雅虎奇摩

tw.yahoo.com而出現的網頁卻是無線網路登入認證畫面。 

7.1.3 使用者通過認證後可上網 

而當使用者通過認證後，PREROUTING chain的rule會被checkip

程式清除掉，以達到認證通過後讓使用者透過Client的NAT連線至網

際網路之目的。 

PS：crontab一分鐘執行一次checkip程式，使用者登入時IP會被記

錄到newip檔案，我們是利用使用者登入後會和上一個使用者IP

不同的特性來做比對，一旦不同即清空PREROUTING chain的rule

及將新的IP寫入oldip檔案，相同則不做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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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用perl 撰寫cgi 程式 

7.2.1 CGI 介紹  

一般使用者透過瀏覽器觀賞網頁時, 瀏覽器會和 Web 主機上的 

Apache server 建立一個連線，然後 Apache server 會到一堆事先做

好的 HTML 檔案中找出使用者要看的網頁，回傳給瀏覽器，讓使用者

觀賞，由於 HTML 檔案是靜態的，所以使用者看過幾次就沒興趣了。

因此就有人想到要透過程式來產生 HTML 內容，這樣就不會一成不變

了，這就是 CGI的來由。 

在觀賞CGI網頁時，同樣地瀏覽器會和 Web 主機上的 Apache 

server 建立一個連線，但是接著 Apache server 不是去抓檔案，而

是去啟動一個 CGI 程式，然後將 CGI 程式所產生的內容當成 HTML 

傳回給使用者瀏覽器。 

CGI的全名是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規定了 Http server 

和 CGI程式之間傳遞參數和結果的方法。 

 

7.2.2 CGI 運作架構 

   

圖7-1 CGI的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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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呼叫 CGI程式  

一個含有 Form 的網頁, 在 Form 開始的地方都會有如： 

<FORM Method=.... Action=CGI程式名稱> 

的標記，當使用者填入資料到這個 Form 並按下確定送出鍵後，

資料會被傳到 Apache server 端，此時 Apache serber 會叫起 

Action 所指定的 CGI程式，然後將使用者輸入的資料傳給這個 

CGI程式。 

 

7.2.4 傳資料給 CGI 程式 

事實上，使用者填在 Form 中的資料，瀏覽器會先將其組合成一

個  

參數1=參數1內容&參數2=參數2內容&... 

的參數串, 再傳給Apache server  

接著看 Form標記中Method 的種類  

Method=GET 時， 

Http server 會將參數串設成環境變數 QUERY_STRING，CGI 程式只要

將這個環境變數抓出來用即可，不過由於是透過環境變數在傳遞這個

參數串，所以會有長度上的限制。  

Method=POST 時， 

Http server 會將參數串透過標準輸入傳給 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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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直接呼叫 CGI 程式 

除了透過 <form method=... action=...> 方式使用 CGI 程式外，我

們也可以用  

<HREF="CGI程式名稱?參數1=參數1內容&參數2=參數2內容

&..."> 

這種直接呼叫的方式使用 CGI程式，不一定要透過 Form，不過這種方

式是以 GET 的方式傳參數，也就是說參數串有長度上的限制。   

7.2.6 CGI程式的結果 

CGI程式在處理完資料後，再將要傳給使用者看的網頁內容往螢幕

輸出，這些送往螢幕的資料會被 Apache server 所攔截，並將之這些

內容送往使用者的瀏覽器，接著使用者便看到畫面了。 

有一點要注意的是，CGI 程式產生的結果，除了原本的 HTML 內容外， 

要先送出 HTTP Header  

Content-type:text/html 和一行空白 

以 perl 的 cgi 程式來說, 寫法如下  

print "Content-type:text/html\n\n"; 

接下來再 print 真正的 HTML 內容  

如果 CGI 程式的結果是要將使用者畫面轉往另外一個 WebPage， 

則只需送出 Http Header  

Location: 網址的 URL和一行空白 

以 perl 的 cgi 程式來說, 寫法如下  

print "Location: 網址的 URL\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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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CGI程式的屬性 

CGI 程式是由 Apache server 所呼叫，Apache server 會用 

nobody 這個 user 的權限去執行 CGI，因此  

1. CGI 程式本身的權限應該設成 rwxr-xr-x, 也就是 755, 設定指令

為  

chmod 755 你的CGI程式 

2.CGI程式所要寫入的目錄或資料檔 owner 應該是 nobody, 設定指

令為  

chown nobody CGI程式所要寫入的檔案 

ps: User 的 CGI 程式實際上是由 cgiwrap (suid root) 這個程式所

呼叫, cgiwrap 會以 User 帳號的身份去執行 User 的 CGI 程式, 所

以 User CGI 程式所要寫入的目錄或資料檔 owner 保持是 user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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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Freeradiusd 的安裝與設定 

7.3.1 Freeradiusd 的安裝 

 

下載 freeradiusd-0.8.1.tar from http://www.freeradius.org 

 

解開 freeradiusd-0.8.1.tar 

   tar zxvf freeradiusd-0.8.1.tar 

 

會產生一個 freeradiusd-0.8.1的資料夾，執行該資料夾下的 

configure 檔，步驟如下： 

 $ ./configure 

 $ make 

 $ make install 

 

如此一來 freeradiusd 及安裝完成，所有相關的檔案及原始檔都在 

/usr/local/apache2/ 這個資料夾下 

 

7.3.2 Freeradiusd server 端的設定 

 

基本上主要要設定的有三個檔案，即是 /usr/local/apache2/raddb 

下的 users clients.conf  radiusd.conf  

 

users : 設定使用者的帳號及密碼，使用者也可設定為 

/etc/passwd(即server端下的用戶)，以下是一個設定的範例： 

Deg Auth-Type := Local, User-Password == "ge55ged" 

  # 直接指定user 為 Deg，密碼為 ge55ged 

Service-Type = Telnet 

# 使用者透過 telnet的方式，將 id 輸入並傳送到 

clients 端，並由clients 端將該筆資料送至 radiusd 

server 端做驗證 

Login-IP-Host = 0.0.0.0 

  # 為clients 端的 ip  

clients.conf : 設定clients 端與 radiusd server 端連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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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給予 clients 的主機位址，一個secret key(clients 端會

依據此 key 值將user 的id / passwd加密在送到 radiusd 

server，radiusd 在一據此clients.conf 中所設定的secret 

key解密) 

  

client  192.168.0.8/24 { 

# 指定client server 的 ip 為 192.168.0.8且子網路遮

罩為 255.255.255.0 

secret = testing123 

# 設定對user 的id 與 passwd 的加密值 

shortname = dos  

# 說明client 的電腦名稱為何 

} 

 

radiusd.conf : 這個檔案是設定 radiusd server 與 clients server 

是以何種方式連線的(主要有 proxy , nas server , snmp , 

telnet ⋯) 

    

7.3.3  Client端 

 

client 端需要一個 client 程式 , 用來與 radiusd server 做溝通 , 

在這裡我們用apache sever , 使用html 與 cgi 建立一個簡

單認證網頁 , 功能如下 :  

1. 使用者在 login 的頁面輸入自己的電話號碼(id) , 然後將此號 

  送出  

2. 此時會去呼叫一個 cgi 程式 , 將此號碼是為一個變數 , 並將 

  變數送到 radiusd server端 , 並且經由一個密碼產生器產生一 

  組相對應的passwd 

3. 此時radiusd server 會將該組 id / passwd 儲存為一個變數， 

  並且將該組 id / passwd 用 mail or 簡訊的方式送給user ,用 

  簡訊的好處是可確保該號碼的user可拿到其應得的 passwd  

4. 而當user 從認證話畫面送出 id 後 , Apache Server 會將其引 

  到下一個網頁 , 而這個網頁將會再次要求user 輸入其 id 與  

  拿到的 pass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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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認證的運作流程 

以下將說明如何使DHCP Server、Apache Server、NAT Server

與我們所做的網頁作一個統合。 

當使用者開啟電腦時會取得一個區域網的ip，此時還無法上

網，因為被iptables 擋住了，必須先輸入自己的手機號碼，此

時server端會產生一個密碼，並將該密碼用簡訊的方式傳送給

使用者，使用者再輸入密碼，一但密碼正確無誤，此時iptables

的PREROUTING chain會被清除，而使用者即可透過NAT上網了。 

在Linux上用Perl、CGI、HTML撰寫一個網頁，其一些相關

的檔案如下：login.htm、creat.cgi、auth.cgi、check、checkip。 

 

send： 

send 為一個用perl 所撰寫的程式， 

1. 當前的使用者id/pwd 存在 passwed.nocrypt，而上一個使用  

   的id/pwd 存在 logtmp這個當中。 

2. 另外在寫一個check 的程式，讓系統每分鐘去執行一次，做法

如下： 

開啟 /etc/crontab，並加入底下這行 

   */1 * * * *  /var/www/cgi-bin/check 

程式主要的功能就是去check，passwd.nocrypt 與 logtmp 

這個檔案的內容是否一樣，一樣的話表示現在這個時刻還是同

一個人使用，若不同的話就表示是新的使用者來要求登入；於

是send 的這個程式便啟動mygnokii將passwd.nocrypt中的

密碼送給現在的使用者 

 

login.htm： 路徑為 /usr/local/apache/htdocs/login.htm，

我們以192.168.0.8這台主機的首頁為認證的網頁，user在

此網頁上可輸入自己的手機號碼($usernum)，如下圖： 



 42

 

圖7-2 登入畫面 

 creat.cgi ：路徑為 /usr/local/apache/cgi-bin/creat.cgi， 

會產生一組相對應的密碼，並將該組 usernum/pwd 存在 

/usr/local/apache/cgi-bin/shadow.lst這個檔案中。並且開啟

http://192.168.0.2/cgi-bin/creat.cgi 這個網頁，並要求使

用者輸入所得到的密碼。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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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3 使用者輸入密碼畫面 

    當使用者輸入號碼並送出時，會去抓取shadow.lst 這個檔

中的 usernum/pwd 做比對，正確的的話即通過否則就秀出錯誤

的訊息。 

#./user/local/firewall/iptables/iptables.rule 

當通過認證後會將該user的ip加入到iptables.allow，並

且執行iptables.rule更新其內容，如此該user即可瀏覽

internet上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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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4 使用者認證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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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 

8.1 專題分工 

組員名稱 所完成的工作進度 

王盛裕 

 

1. 蒐集專題相關資料，從中挑選可行的研究方 

 向，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尋找明確的研究主題 

2. 以perl為主，研究實做CGI檔和HTML結合 

 讓使用者認證的網頁可以和其他SERVER做溝通 

3. Apache相關資料的蒐集，從中研究是否有可加 

 入的地方，讓專題的附加價值更多 

4. 實做架設NAT Server，及做相關的更改設定 

 加入控制程式，以達到專題目標 

黃郁書 1. 蒐集專題相關資料，從中挑選可行的研究 

 向，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尋找明確的研究主題 

2. 以perl為主，研究實做CGI檔和HTML結合 

 讓使用者認證的網頁可以和其他SERVER做溝通 

3. Radius相關資料的蒐集，實做radius server 

 從中研究Radius的功能與在此專題的可行性 

4. 專題測試環境的架設與維護 

5. 實做架設DHCP Server、Apache Server，及更 

 改其內部設定值及加入控制程式，以達到專題 

 目標 

共同部分 各個Server的維護，到圖書館收集資料，專題的

決策性決定，認證系統的分析與開發，Linux作業

系統的安裝與熟悉，專題報告書的製作與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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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心得 

由於程式開發的環境是在Linux底下開發的，所以在剛開始時

花了不少時間在研究與熟悉Linux的整體架構與環境，重灌Linux

對我們來說是家常便飯的事，因為有時發生的error都不知該如何

解決，且網路上又沒有相關的討論話題時，最簡單直接的方法就是

重灌！ 

在Linux的世界裡，有很多指令是你不知道，這時只有有勤翻

參考書或四處到各個討論區找資料，漸漸地才越用越順手，每次發

現新的方法就躍躍欲試，一有小小的進展就十分的高興；這一路走

來，從一個Linux生手，漸漸地對Linux已不再感到遙遠陌生了，

甚至更是感覺到為何網管人員會如此的看重Linux，因為他比起微

軟的Windows作業系統實在是穩定太多了，尤其是Linux本身的

Server能力，真的是無話可說。 

我們的專題從暑假期間就已開始著手了，最常跑的地方是學校

商學院八樓的圖書館，在哪邊可讓我們實際地使用校園無線網路作

測試，而且幾乎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是花在認識與熟悉Linux的系統

環境與相關文件的閱讀，且每個星期與老師和助教定期的

meeting、報告進度，及對專題方向的一次又再一次的修正，才會

有現在這樣的成果。在此要感謝指導教授李維斌及徐俊傑助教的陪

與與不吝嗇不厭其煩的指導。但這個專題只是一個小小的成果，如

果說要把它實際運用在一般的公共場合，那還有很多部分要去做

的，例如該如何對封包加密以確保它的安全性、該如何使這套模擬

的認證系統能達到讓多人同時使用⋯等。所以希望有後來者能承接

此專題讓該套認證系統更趨於完善，讓它有一天真能在公共場合運

作服務大眾，讓我們的生活品質可更上一層。 

從Freeradiusd的架設與運作及client端與server端的CGI

程式該如何做溝通、iptables.rule的撰寫及如何與Freeradiusd

運作⋯，每個所需的知識基礎我們都花了很多時間去找資料去嘗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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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未來展望 

在具有無線網路服務的公共場合： 

例如在美術中心或者是科學博物館，該區域可架設一個

Apache Server讓參觀的民眾可經由該 Intranet 來瀏覽該中心或

科博館的網頁，但卻不能連上 Internet，因為user 目前還是只

跟該Server 形成一個 Local LAN；若user還要享有 Internet 的

服務，則只要到該Server的認證網頁通過身分認證的程序，即可

連上Internet。 

針對以上的實例還有許多問尚未解決，例如在美術中心或是

科博館，其user的流動性一定非常大，若是為了讓一個user上

網而給每個user建一組ID/Password，那該 Database 一定資料

量很大且不易於管理，因為有些user可能僅來過一次就不為在來

了或不知何時還會在用到該組ID/Password，如此將會造成系統資

源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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