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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您應該閱讀這本書
就像⼈類歷史上的任何其他科技進步⼀樣，⼈們從世界的電腦化與數
位化獲得了好處，但也必須付出代價。我們可以儲存及傳輸的資訊越
多，就越容易遭到竊取或破壞。⽣活越是依賴科技與快速即時通訊，
失去這些功能的後果也就越⼤。數⼗億美元瞬間轉帳到海外不僅⼤有
可能，實際上更是家常便飯。整座圖書館可以儲存在⼈類拇指般⼤⼩
的裝置上。我們常看到幼兒在智慧型⼿機或平板電腦玩著相當平凡的
遊戲，這些裝置擁有的運算能⼒，⽐起 50 年前裝滿整個房間的機
器，有過之⽽無不及。

這種資料與數位財富前所未有的集中性，再加上社會⽇益依賴數位化
⼯具來儲存及通訊，讓精明且惡意的機會主義者急於把握各種漏洞⼤
賺⼀筆。⼩⾄個⼈的盜竊與詐欺，⼤到政治活動者、龐⼤⽽⾼度組織
化的犯罪集團、恐怖組織及⺠族國家⾏動者，電腦駭客已經成為價值
數⼗億美元的全球產業 - 這不僅限於犯罪⾏為本⾝，並且包含為保護
資訊與資源⽽投⼊的時間、努⼒與資本。在⽬前這個時代，電腦安全
所涉及的影響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城市及整個國家的重要基礎設施
與電腦網路密不可分。以數位⽅式儲存的⽇常⾦融交易記錄，⼀旦遭
竊或刪除可能對於整體經濟造成嚴重破壞。敏感的電⼦郵件通訊若公
諸於世，可能會左右政治選舉或在法院審理的案件。也許在所有潛在
漏洞之中最令⼈擔憂的是軍事領域，隨著戰爭⼯具⽇趨網路化及電腦
化，必須不惜⼀切代價防⽌其落⼊壞⼈之⼿。伴隨這些備受矚⽬的威
脅⽽衍⽣出的微罪，例如盜⽤⾝份與洩漏個資，後者程度較輕但累積
下來的影響會對市井⼩⺠的⽣活造成毀滅性的後果。

並⾮所有駭客都有惡意。在⾔論⾃由受阻或受法律壓迫的國家，駭客
在⺠眾之中傳播重要資訊，⽽這些資訊通常可能遭到專制政權壓制或
消滅。儘管根據其國家法律，他們的活動仍屬⾮法，但許多⼈被認為
是出於道德⽬的。因此，當牽涉以政治活動為⽬的的駭客攻擊或傳播
可能對⼤眾或受壓迫⼈⺠有價值的資訊時，道德界限往往模糊不清。
為了限制圖謀不軌的個⼈及團體所可能造成的損害，有必要隨時了解
駭客的⼯具、程序和⼼態。電腦駭客具有⾼度智慧、⾜智多謀、適應
性強且極為堅持不懈。他們之中的佼佼者總是並且很可能會為了讓對
⼿感到挫敗⽽努⼒不懈要搶先⼀步。因此，電腦安全專家努⼒成為跟



他們的犯罪對⼿同樣擅⻑並熟練掌握駭客技術的⼈。在獲得這些知識
的過程之中，「道德駭客」應作出承諾，不將其取得的技巧⽤於⾮法
或不道德⽬的。

本書⽬的為介紹電腦駭客攻擊的語⾔、⽣態、⼯具與程序。作為初學
者⼊⾨指南，本書假設讀者本⾝對於電腦駭客⼊侵的知識知之甚少，
除了他們在媒體或隨意對話接觸到的知識之外。本書確實預設了⼀般
外⾏⼈對現代電腦術語和網際網路的熟悉度。詳細的說明與具體的駭
客程序超出了本書的範圍，留給有興趣的讀者進⼀步研究，因為他們
更適合這些資料。

本書從第⼀章開始：什麼是駭客攻擊？ 透過⼀些基本定義，以便讀者
熟悉在駭客與電腦安全領域使⽤的⼀些語⾔和術語，澄清術語的含糊
之處。第⼀章還根據駭客的道德與法律意圖以及其活動後果來區分不
同類型的駭客。

在第⼆章：漏洞和惡意探索，介紹⽬標漏洞的核⼼概念，描述主要漏
洞類別與⼀些具體例⼦。這引發了關於駭客如何透過實踐來利⽤漏洞
的討論。

第三章：⼊⾨ 介紹了許多初學者駭客需要熟悉的主題與技能。從電腦
與網路硬體到通訊協定，再到電腦程式語⾔、駭客知識庫等主要領域
的概述。

第四章：駭客⼯具包深⼊研究了駭客通常偏好的常⾒硬體、軟體、作
業系統與程式設計語⾔。

有關⼀些常⾒電腦攻擊的⼀般程序，請參閱第五章：獲得存取權限，
提供⼀些駭客與電腦安全專業⼈員經常感興趣的精選攻擊範例。

第六章：惡意活動和程式碼披露⼀些旨在造成傷害、更邪惡的攻擊與
駭客的組成。解釋了不同類別惡意程式碼之間的差異。

第七章：無線駭客專注於利⽤ Wi-Fi 網路加密協定的漏洞。列出執⾏
簡易 Wi-Fi 攻擊所需的特定硬體與軟體⼯具。

第⼋章為讀者提供了關於設定及練習部分初級駭客的實⽤指南：您的
第⼀件駭客任務。選擇了兩項練習來幫助有抱負的駭客透過⼀些簡單
的⼯具與低成本的設備來獲取新經驗。



第九章：防禦安全性與駭客倫理總結關於駭客的介紹，並介紹部分關
於保護⾃⼰免受駭客攻擊的注意事項，同時討論⼀些與駭客倫理有關
的哲學問題。

 



第⼀章 什麼是駭客攻擊？
奠定正確介紹電腦駭客攻擊的基礎很重要，⾸先討論⼀些常⽤術語，
並澄清有關其含義的任何歧義。電腦專業⼈⼠與嚴肅的業餘愛好者傾
向使⽤的許多術語，多年來在傳統上⾮常封閉，並在排外的⼩圈⼦發
展出來。如不瞭解其發展背景，便無法瞭解某些術語的含義。儘管這
絕⾮完整的詞典，本章介紹了駭客及電腦安全專業⼈⼠使⽤的⼀些基
本語⾔。其他術語將在隨後章節的對應主題出現。這些定義都⾮「官
⽅」，⽽是代表對其常⾒使⽤⽅式的瞭解。

本章節也嘗試澄清什麼是駭客活動、什麼不是，以及誰是駭客。流⾏
⽂化對於駭客⼊侵的描述及討論往往過於簡化駭客及整個駭客攻擊的
⾏為。事實上，術語的解讀及⼤眾的誤解可能造成判斷⼒失準。

駭客攻擊與駭客
駭客這個詞通常讓⼈聯想到孤獨的網路犯罪分⼦蜷縮在電腦前，從毫
無戒⼼的銀⾏隨意轉帳，或是從政府資料庫輕鬆下載敏感⽂件。「駭
客」這個術語在現代英語之中根據上下⽂可能包含幾種不同含義。⼀
般⽽⾔，這個詞通常指的是惡意探索

電腦安全性漏洞的⾏為對系統進⾏未經授權的存取。然⽽，隨著網路
安全性成為主要產業，電腦駭客攻擊不再只是犯罪活動，通常是由認
證的專業⼈⼠執⾏，他們受到特別要求，透過測試各種滲透⽅法 (請
參閱下節「⽩帽」、「⿊帽」，及「灰帽」駭客) 來評估電腦系統的
漏洞。此外，出於國安⽬的的駭客攻擊也已成為許多⺠族國家准許的
活動(無論是否承認)。因此，對於這個術語的更廣泛認知，應該承認
駭客攻擊通常經過授權，即使疑似⼊侵者正在破壞的是存取系統的標
準流程。

「駭」這個字更廣泛⽤於涉及修改、⾮正常⽤途、破壞性存取任何物
件、流程或⼀項技術 - ⽽不僅僅是電腦或網路。例如，在駭客次⽂化
初期，很流⾏「破解」公⽤電話或⾃動販賣機，在不⽤錢的情況下加
以使⽤ - 並在所有駭客社群分享這個操作⽅式。把通常要丟棄的家⽤
物品⽤於新的創新⽤途 (把空的易開罐當作鉛筆架等等) 的簡單⾏為通
常被稱作「駭」。即使是某些⽇常⽣活的有⽤流程與捷徑，例如使⽤
待辦事項清單或尋找創造性⽅式在產品及服務上省錢，通常也被稱為



「駭」 (通常稱為「⽣活駭客」)。當提到任何在使⽤電腦⽅⾯具有特
別天賦或知識的⼈時，也經常使⽤「駭客」⼀詞。

本書將專注於駭客攻擊的概念，該概念特別關注透過⾮預期⼿段存取
軟體、電腦系統或網路的活動。這包括⽤於確定密碼的�簡易形式的
社交⼯程，以及使⽤複雜的硬體及軟體進⾏的進階滲透。因此，駭客
⼀詞將⽤於指任何個⼈，無論是授權的或是其他⽅式，他們試圖偷偷
存取電腦系統或網路，⽽不考慮他們的道德意圖。破解者⼀詞也常⽤
於代替駭客 - 特別是指那些試圖破解密碼，繞過軟體限制或以其他⽅
式規避電腦安全性的⼈。

駭客的「帽⼦」
舊美國⻄部的經典好萊塢場景經常以卡通⽅式描繪敵⼈的槍 - 通常是
警⻑或元帥對抗卑鄙的搶匪或⼀群惡棍。通常透過⽜仔帽的顏⾊來區
分「好⼈」與「壞⼈」。勇敢⽽純潔的主⾓通常戴著⼀頂⽩⾊的帽
⼦，⽽反派則戴著深⾊或⿊⾊的帽⼦。多年來，這種形象延續到⽂化
等其他⽅⾯，�終成為了電腦安全性的術語。

⿊帽
⿊帽駭客 (或破解者) 是明確試圖破壞電腦系統 (或封閉軟體原始程式
碼) 或資訊網路安全性的⼈，

他們故意違背擁有者的意願。⿊帽駭客的⽬標是未經授權存取系統，
以獲取或毀損資訊、導致操作中斷、拒絕合法使⽤者的存取，或為了
⾃⼰的⽬的奪取系統的控制權。有⼀些駭客會奪取或威脅要奪取對系
統的控制權 - 或阻⽌他⼈存取 - 並勒索擁有者在放棄控制權之前⽀付
贖⾦。駭客被認為是⿊帽⼦，即使他們有將⾃⼰描述為⾼尚的意圖。
換句話說，即使是出於社會或政治⽬的⽽⼊侵的駭客也是⿊帽⼦，因
為他們打算利⽤他們發現的任何漏洞。同樣，出於戰爭⽬的⽽被駭客
攻擊的敵對國家，無論他們的理由或國際地位如何，，都可以被視為
⿊帽。

 

⽩帽
由於存取電腦及網路有很多具有創造性及意想不到的⽅法，因此發現
可利⽤弱點的唯⼀⽅法通常是在有惡意的⼈⼊侵系統並造成無法彌補
的損害之前先嘗試⼊侵系統。⽬標系統的擁有者或監管⼈特別授權⽩



帽駭客發現並測試其漏洞。這就是所謂的滲透測試。⽩帽駭客使⽤與
⿊帽駭客相同的⼯具及程序，並且通常具有相等的知識與技能。實際
上，前⿊帽者想以⽩帽者的⾝份找到合法⼯作的情況並不少⾒，因為
⿊帽通常在系統滲透⽅⾯具有⼤量的實務經驗。眾所皆知，政府機關
及公司會僱⽤以前被起訴的電腦罪犯來測試重要的系統。

灰帽
顧名思義，灰帽 (gray hat，英⽂通常拼寫為 grey hat) 這個術語在駭
客倫理較無具體的特性描述。灰帽駭客未必取得了系統擁有者或監管
⼈的許可，因此當他們嘗試偵測資訊安全漏洞時，⼈們可能會認為他
們的⾏為不道德。但是，灰帽駭客從事這些⾏動的原因，並不是為了
利⽤漏洞或協助他⼈利⽤漏洞。反之，他們進⾏未經授權的滲透測
試，本質上⽬標在於提醒擁有者任何潛在缺陷。灰帽駭客的⼊侵通常
抱有明確⽬的，是為了強化他們所使⽤或偏好的系統，防⽌企圖更加
惡意的執⾏者未來從事任何顛覆⾏為。

駭客⼊侵的後果
未經授權的電腦存取後果範圍廣泛，從⽇常資訊安全的輕微代價與不
便，到極度危險甚⾄致命的情況。儘管遭逮捕及起訴的駭客可能會受
到嚴重的刑事處罰，但整個社會承擔了惡意駭客攻擊所帶來的財務與
⼈⼒成本衝擊。由於現代世界的互連性，單獨⼀位聰明的個⼈帶著⼀
台筆記型電腦坐在咖啡廳，就可能造成重⼤的⽣命財產損失。認識駭
客⼊侵的後果⾮常重要，如此才能了解焦點應投注在何處，以防⽌某
些電腦相關的犯罪⾏為。

犯罪
當然，駭客⼊侵電腦系統或網絡若遭逮捕便會產⽣法律後果。具體的
法律與罰則因國家以及各州和市政當局⽽異。各國之間的法律執⾏也
有所不同。某些政府並不優先考慮起訴網絡犯罪，尤其是當受害者不
在他們⾃⼰的國家時。這讓許多駭客在世界某些地區可以運作⽽不受
懲罰。實際上，在某些先進國家的政府內部單位，駭客⼿段是法定功
能。部分軍事與⺠⽤安全及執法機構設有部⾨，其任務是駭⼊外國敵
⼿的敏感性系統。當部分這些機構侵⼊了本國公⺠的私⼈檔案與通訊
時，這便成為爭論點，並且通常會導致政治後果。

⾮法駭客⼊侵的處罰⼤致上取決於違法⾏為本⾝的性質。相較於利⽤
這個途徑來竊取⾦錢、破壞設備或犯下叛國罪，未經授權存取某⼈的



私⼈資訊所受的處罰可能較輕。駭客竊取並出售或散佈個⼈敏感或機
密資訊，已成為受到⾼度關注的起訴案件。

受害者
駭客攻擊的受害者包括以下範圍，例如在社交媒體成為相對無害的惡
作劇捉弄對象，個⼈照⽚或電⼦郵件遭公佈⽽受到公開羞辱的⼈，以
及竊盜、破壞性病毒及勒索的受害者。在更嚴重的駭客⼊侵案件，當
國家安全因敏感資訊遭公佈或關鍵基礎設施遭破壞⽽受到威脅時，整
體社會就是受害者。

盜⽤⾝份是�常⾒的電腦犯罪之⼀。駭客把⽬標鎖定在毫無戒⼼⼈們
的個⼈資訊，將該資訊或者⽤於個⼈利益，或者出售給他⼈。受害者
通常直到看⾒⾃⼰的信⽤卡或銀⾏帳戶出現未經授權的活動，才知道
資訊已遭⼊侵。儘管駭客通常針對個⼈受害者來獲取個⼈資料，但近
年來，某些⽼練的犯罪分⼦，透過駭⼊零售商及線上服務供應商包含
數百萬名客戶帳號的伺服器，進⼊⼤型資料庫取得個⼈及財務資訊。
這些備受矚⽬的資料外洩事件，⾦錢成本極⼤，同時也損害了受害公
司的聲譽，動搖了⼤眾對於資訊安全性的信⼼。類似的資料外洩事件
導致個⼈電⼦郵件與照⽚的公開散佈，往往造成尷尬、破壞⼈際關
係，並導致受害者失業。

預防成本
在預防駭客攻擊⽅⾯，有個典型的兩難問題。對於⼤多數⼈來說，只
需要⼀些常識、警覺、良好的安全性做法以及部分免費提供的軟體，
便可防範多數攻擊。然⽽，隨著雲端運算的⽇益普及，檔案儲存在外
部伺服器，⽽⾮侷限於個⼈裝置，個⼈對⾃⾝資料安全性的控制也隨
之降低。这些

對雲端伺服器監管⼈造成重⼤財務負擔，才能保護越來越多的集中式
個⼈資訊。

因此，⼤型公司與政府機構經常發現⾃⼰每年在電腦安全⽅⾯的⽀
出，相等或多於�常⾒攻擊事件可能帶來的損失。然⽽，這些措施絕
對有其必要性，因為⼀次成功的⼤規模複雜攻擊 – 無論可能性有多低
– 都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希望保護⾃⼰免受網路罪犯侵害的⼈們
也同樣會購買安全性軟體或個資竊取保護服務。這些成本，以及花費
在實施良好資訊安全措施的時間與努⼒，可能會成為不受歡迎的負
擔。



國家及全球安全
⼯業控制系統對網絡化電腦與裝置的依賴與⽇俱增，加上重要基礎設
施的快速互連性質，使得⼯業國家的關鍵服務極易受到網路攻擊。市
政電⼒、供⽔、下⽔道、網際網路與電視服務可能會遭蓄意破壞者打
斷，無論其⽬的是出於政治活動、勒索還是恐怖主義。其中部分服務
即使只是短期中斷，也可能造成⽣命或財產損失。核能電廠安全性尤
其令⼈憂⼼，正如我們近年來所⾒，駭客可以在常⽤的電⼦元件植⼊
病毒以破壞⼯業機械。

銀⾏體系與⾦融交易網路是駭客的⾼價值⽬標，無論他們是尋求經濟
收益還是為了在競爭對⼿國家引起經濟動盪。部分政府已經公開部署
⼰⽅駭客以進⾏電⼦戰。駭客攻擊的政府及軍事⽬標還包括⽇益網路
化的⾞輛與戰爭⼯具。⽣產線的電⼦元件甚⾄在製造成坦克、戰艦、
戰⾾機、空中無⼈機或其他軍⽤⾞輛之前，就可能已遭到駭客⼊侵 –
因此，政府必須謹慎處厘供應鏈的簽約對象。他們也必須保護敏感的
電⼦郵件、電話或衛星通訊免受敵⼈攻擊。對先進軍事系統構成威脅
的不僅僅是⺠族國家。恐怖組織正變得越來越複雜，並且轉向更科技
化的⽅法。

 



第⼆章 弱點及惡意探索
駭客攻擊的本質是利⽤電腦、裝置、軟體組件或網路的安全瑕疵來進
⾏惡意探索。這些瑕疵稱為弱點。駭客的⽬標是發現系統的弱點，並
藉此輕易進⾏存取或控制，進⽽滿⾜他們的⽬的。駭客⼀旦了解弱點
為何，就可以開始藉此進⾏惡意探索，透過系統瑕疵來獲得存取權
限。⼀般來說，儘管出於不同⽬的，但⿊帽及⽩帽駭客都意圖惡意探
索弱點，⽽灰帽駭客則會試圖通知擁有者，以便採取措施來保護系
統。

弱點
電腦與網路系統的弱點始終存在，未來也仍會存在。沒有任何系統可
以做到 100% 滴⽔不漏，因為總是會有⼈需要能夠存取受保護的資訊
或服務。此外，⼈類使⽤者的存在本⾝就是個弱點，因為⼈們在實踐
優良的安全性措施⽅⾯惡名昭彰。隨著弱點經發現並修正，新弱點幾
乎隨即取⽽代之。駭客惡意攻擊與執⾏安全措施之間的來回攻防戰，
是⼀場名副其實的軍備競賽，使得雙⽅同時都變得更加複雜。

⼈為弱點
鮮少為⼈討論的弱點就是⼈類使⽤者這個弱點。⼤多數電腦及資訊系
統使⽤者並⾮電腦專家或網路安全專業⼈員。對於他們的介⾯點以及
正在存取的資料或服務之間，究竟發⽣什麼事，多數使⽤者知之甚
少。要⼤幅改變⼈們的習慣，並使⽤建議的做法來設置密碼、仔細審
查電⼦郵件、避免惡意網站以及隨時更新軟體，這些都相當困難。企
業及政府機關花費⼤量時間與資源來培訓員⼯遵循正確的資訊安全程
序，但只要整個團隊出現較弱的環節，就可能成為駭客正在尋找的突
破⼝，進⽽存取整個系統或網路。

當⼀位內部使⽤者按下惡意連結、點開電⼦郵件附件的病毒、插⼊遭
⼊侵的快閃磁碟機，或只是透過電話或電⼦郵件洩露存取密碼時，最
複雜且昂貴的防⽕牆及網路⼊侵防護系統都將變得毫無⽤處。即使反
覆提醒⼈們最佳安全做法，但⼀般使⽤者仍是最容易遭發現並利⽤的
慣常弱點。有時，⼈為弱點⾮常簡單，像是密碼安全性的不當做法，
例如：將密碼留在輕易可⾒之處，有時甚⾄黏貼在使⽤的硬體上。使
⽤容易猜到的密碼是另⼀項常⾒的使⽤者錯誤。當聰明的駭客故意將
USB 快閃磁碟機遺留在公司停⾞場時，某家特定公司的系統便遭到了



⼊侵。⼀位毫無戒⼼的員⼯發現該磁碟機並將它插⼊⼯作電腦，隨即
將病毒植⼊電腦。多數⼈要直到發⽣事件才會認真看待電腦安全性，
⽽即便事件發⽣後，他們仍經常故能復萌。駭客知道這⼀點，因此會
盡可能善加利⽤。

軟體弱點
所有電腦都依賴軟體 (或某些裝置的「韌體」) 將輸⼊或使⽤者命令轉
換為動作。軟體會管理使⽤者登⼊、執⾏資料庫查詢、執⾏網站表單
提交、控制硬體及周邊設備，以及管理其他⽅⾯可能被駭客⼊侵的電
腦與網路功能。除了程式設計⼈員會犯錯及疏忽之外，軟體開發⼈員
也不可能預測的到程式碼每個可能的弱點。開發⼈員所能抱的最⼤期
望是，在

發現弱點時修補並修改他們的軟體。這就是為什麼隨時更新軟體是如
此重要的原因。

部分軟體弱點源⾃程式設計錯誤，但多數只是由於未預期的設計瑕
疵。按照設計使⽤軟體通常是安全無虞，但不可預⾒的輸⼊、命令和
條件在無⼼的組合之下，可能會產⽣意想不到的後果。若未嚴格控制
使⽤者與軟體互動的⽅式，許多軟體弱點都會因為錯誤或隨機遇⾒⽽
遭⼈發現。駭客的任務就是儘快發現這些異常現象。

惡意探索
發現並惡意探索漏洞來存取系統，既是⼀⾨藝術也是⼀⾨科學。由於
資訊安全的動態本質，駭客與安全專業⼈員之間，甚⾄在⺠族國家對
⼿之間⼀直存在「貓捉⽼⿏」的遊戲。為了保持領先地位 (或⾄少不
要落後太遠)，⼈們不僅必須掌握最新的技術與弱點，還必須能夠預測
駭客及安全⼈員對整體環境的變化將如何做出反應。

存取
惡意探索最常⾒的⽬標，是針對⽬標系統獲得存取權限並進⾏某種程
度的控制。由於許多系統出於安全性⽬的⽽具有多個等級的存取權
限，因此每個存取等級通常都有各⾃的弱點，⽽隨著可⽤重要的功能
的增加，通常也更難駭⼊。對駭客⽽⾔，最終的存取勝利是達到超級
使⽤者或 root (UNIX 術語) 等級 - 在駭客術語稱為「取得根權限」。
此最⾼等級針對特定獨⽴系統，提供使⽤者控制項的所有系統、檔
案、資料庫及設定。



單次惡意探索就要突破⾄安全電腦系統的根等級，難度可能頗⾼。更
常⾒的是，駭客會惡意探索較易⼊侵的漏洞或利⽤經驗不⾜的使⽤
者，⾸先獲得低等級的存取權限。由此開始，他們可以運⽤更多⽅法
進⼊較⾼等級，從系統管理員⼀路到根等級。有了根存取權限，駭客
可以隨意檢視、下載並覆寫資訊，在某些情況下刪除他們進出系統的
任何痕跡。基於這個原因，取得⽬標系統的根，對⿊帽和⽩帽駭客來
說，是⼀項終極成就很值得驕傲⾃豪。

拒絕存取
在許多情況，存取特定⽬標系統的機率為零、極為困難，或甚⾄⾮駭
客所願。有時，駭客的⽬標只是想防⽌合法使⽤者存取某個網站或網
路。這種類型的活動稱為拒絕服務 (DoS)。進⾏ DoS 攻擊的⽬的可能
各不相同。由於執⾏相對簡單，因此對於沒有經驗的駭客 (「網路新
⼿」、 「n00b」 或「neophyte」) 來說，這通常是初學者的練習，以
獲得⼀些吹噓的權利。更有經驗的駭客可以執⾏持續的 DoS 攻擊，進
⽽⻑時間破壞商業或政府伺服器。因此，有組織的駭客團隊經常挾持
網站作為「⼈質」，並向負責⼈索取贖⾦以交換停⽌攻擊，⽽這⼀切
都無需獲得存取權限。 



第三章 開始使⽤
駭客以其⾼智商及許多⽅⾯的驚⼈表現⽽為⼈熟知。因此，從零開始
要達到任何程度的實踐能⼒可能看似⼀項巨⼤⽽艱鉅的任務。但請務
必記住，在學習某項主題或技能時，每個⼈都必須從某處開始。只要
投⼊並堅持，您的意願有多強，您就可以在駭客世界⾛多遠。設定⼀
些⽬標會有助於成為⼀位駭客。問問⾃⼰為什麼要學習駭客技能，以
及您打算成就什麼。有些⼈只是想學習基本知識，以便了解如何保護
⾃⼰、家⼈或企業免遭惡意攻擊。其他⼈則希望為職涯做準備，以便
成為⽩帽駭客或從事資訊安全⽅⾯的⼯作。無論原因為何，您都應該
準備學習相當豐富的新知識與技能。

學習
駭客武器庫之中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知識。對於駭客來說，盡可能學習
有關電腦、網路與軟體的資訊⾮常重要，但不只如此，為了保持競爭
⼒和有效性，針對不斷快速變化的電腦及電腦安全資訊，他們也必須
掌握最新脈動。駭客無需成為⼯程師、電腦科學家，也不必對微處理
器或電腦硬體設計有深⼊了解，但他們應該了解電腦的⼯作原理、主
要元件以及它們如何互動、電腦如何在本地與透過網際網路進⾏網路
連結、使⽤者通常如何與機器互動，以及 - 最重要的是 - 軟體如何指
揮電腦功能。優秀的駭客能夠流暢運⽤多種電腦語⾔，並了解主要的
作業系統。對於駭客來說，熟悉密碼學的歷史、數學與實踐也⾮常有
⽤。

對於駭客經驗不多並且對程式只有少量或中等知識的外⾏來說，要對
系統進⾏攻擊不只有可能⽽且越來越普遍。欲達此⽬的，只需使⽤指
令碼並依照更有經驗的操作員所開發的程序來進⾏即可。這種情況最
常發⽣在較簡單的攻擊，例如拒絕服務攻擊。這些沒有經驗的駭客在
駭客社群被稱為指令碼⼩⼦。此類型活動的問題在於，攻擊者對他們
所執⾏程式碼的內部運作並不了解，並且可能無法預測相關副作⽤或
其他意想不到的後果。在嘗試攻擊之前，最好先充分了解⾃⼰在做什
麼。

電腦與處理器
電腦的⼤⼩、形狀與⽤途各不相同，但其中⼤多數的設計基本上相
同。優透的駭客應該研究電腦是如何從 20 世紀最早的機器演變為我



們今⽇使⽤的更精密的機器。在這個過程，電腦顯然具有相同的基本
元件。要成為有效的駭客，您應該了解⼤多數現代電腦使⽤的不同類
型處理器。例如，三⼤微處理器製造商分別是 Intel、American Micro
Devices (AMD) 與 Motorola。駭客將遇到的⼤部分個⼈電腦都是由這
些處理器構成，但每個處理器都有⾃⼰獨特的指令集。儘管多數駭客
很少需要在機器級別處理程式語⾔，但更複雜的攻擊可能會需要了解
處理器指令集之間的差異。

某些處理器可由終端使⽤者程式化。這稱為可現場程式化閘道陣列
(FPGA)，且越來越廣泛⽤於內嵌式系統，特別是在⼯業控制領域。眾
所周知，駭客可在⽣產期間存取這些晶⽚，以便在最終⽬的地部署惡
意軟體。對於這些類型的複雜攻擊，需要瞭解 FPGA 架構及程式設
計。軍事及⼯業客戶需為重要系統⼤規模購買晶⽚，因此內嵌式攻擊
特別令其憂⼼。

網路及通訊協定
對於⽴志成為駭客者⽽⾔，最重要的學習課題之⼀是網路架構及通訊
協定。電腦網路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設定和規模，並使⽤不同的科技來
管理互連⽅式。從銅線 、光纖、無線到衛星連線，以及上述媒體的組
合，我們組建了橫跨全球的龐⼤電腦網路。這個網路可以從⼤規模的
⾓度來了解整體，也可以看作是⼩型獨⽴網路之間的連結。

 

在規模⽅⾯，電腦網路傳統上分類為區域網路 (LAN) 及廣域網路
(WAN) 。WAN 通常會連接多個 LAN。不同規模的網路還有多種其他
名稱，且隨著新科技與傳導性的發展，術語也不斷變化。跟上這些變
化是駭客持續進⾏的⼯作之⼀。

網路也有不同的架構。架構不僅取決於不同節點的設定，還取決於連
接媒介。最初，電腦網路總是透過銅線連接。常⽤的銅網路纜線 (或
常稱為⼄太網路纜線)，由雙絞銅線組成。儘管這些纜線最常⾒的是第
五類，即 CAT-5 纜線，但它已開始為新標準取代，即 CAT-6，後者具
有更⼤的訊號傳輸容量。對於⾮常⾼速的應⽤及較⻑的距離，通常會
選擇光纖纜線。光纖使⽤光⽽⾮電⼒，且具有很⾼的容量可傳輸資
訊。它們⽤於傳輸多數現代化的有線電視及⾼速網際網路服務。光纖
是網際網路的⾻幹。在較⼩的區域內，無線網路很常⾒。無線網路使
⽤無線傳真 (Wi-Fi) 通訊協定，存在於⼤量個⼈、私⼈及商業區域網



路。駭客通常對⼊侵 Wi-Fi 網路特別感興趣，進⽽導致 Wi-Fi 安全標
準的演進。

無論採⽤何種架構或傳輸媒介，當兩個終端機透過網路通訊時，它們
必須使⽤⼀組稱為通訊協定的通⽤規則集來進⾏。⾃第⼀個電腦網路
建⽴以來，網路通訊協定已經有所演進，但它們保留了相同的基本分
層⽅法。⼀般來說，網路的概念是由執⾏不同功能的不同分層構成。
這也稱為堆疊。現今最常⾒的通訊協定是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IP) 及傳
輸控制通訊協定 (TCP)。總之，這些通常稱為 TCP/IP。這些通訊協定
有時會發⽣變更並標準化。對於駭客來說，瞭解這些通訊協定，以及
堆疊不同分層之間的通訊與這些協定的關係極為重要。這就是駭客如
何逐步獲得系統更⾼等級存取權限的⽅式。

程式設計語⾔
從頭開始學習程式設計語⾔似乎很令⼈⽣畏，但許多⼈發現，⼀旦他
們精通⼀種程式設計語⾔，學習其他語⾔就會變得輕易及快速許多。
駭客不僅需要了解程式設計語⾔才能利⽤惡意軟體探索漏洞，且許多
駭客需要撰寫⾃⼰的程式碼才能執⾏特定攻擊。閱讀、瞭解及撰寫程
式碼是駭客⼊侵的基礎。

程式設計語⾔的範圍從⾮常晦澀的機器程式碼 (這是⼆進位及⼗六進
位格式，⽤於直接與處理器通訊)，到⽤於軟體開發的⾼階物件導向語
⾔。常⾒的⾼階物件導向語⾔為 C ++ 及 Java。以⾼階語⾔撰寫的程
式碼會編譯成特定處理器的適當機器程式碼，這使得⾼階語⾔在不同
類型的機器之間具有很⾼的可攜性。另⼀個類別是指令碼語⾔，其命
令為逐⾏執⾏，⽽⾮編譯成機器程式碼。

學習程式設計語⾔需要時間及練習 - 若要精通別無他法。漫⻑的夜晚
及徹夜⾺拉松式撰寫、偵錯及重新編譯程式碼是新⼿駭客的必經過
程。



第四章 駭客的⼯具組
即使擁有知識、⾜智多謀及恰到好處的頑強毅⼒，駭客仍需⼀套特定
的實體⼯具來進⾏攻擊。然⽽，駭客攻擊不必是昂貴的職業或愛好。
駭客需要的多數軟體⼯具都可以免費獲得，因為它們是開放原始碼產
品。駭客也不需要數千美元的⾼性能電腦設備 - 對於多數攻擊，⼀台
簡單的筆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腦，配備合理容量的記憶體、儲存空間
及處理器速度，已經綽綽有餘。幾⼗年來，駭客因以相對低微的預算
取得重⼤成果⽽惡名昭彰。儘管每個⼈都必須視⾃⼰特定的⽬標來決
定需要何種硬體及軟體組合，但本章節將提供指南，幫助了解在駭客
社群有哪些不同的選項可⽤，以及⾸選為何。

作業系統及發⾏版
作業系統 (OS) 是電腦硬體及軟體之間的中介。作業系統通常管理電
腦系統的檔案系統、周邊通訊、使⽤者帳戶以及其他責任。有幾種品
牌的作業系統 (包括商⽤及開放原始碼) 可以安裝在任何電腦平台。
Microsoft Windows 是「個⼈電腦」類型系統最為⼈熟知及安裝的商
⽤作業系統。Apple 有⾃⼰的作業系統，安裝在其電腦及⾏動裝置系
統。Google 的開放原始碼 Android 作業系統正在迅速普及。

Linux 作業系統由駭客⽂化的傳奇⼈物 Linus Torvalds 開發並以其名
字命名，它是 UNIX (Apple 的作業統也是以 UNIX 為基礎) 作業系統
的開放原始碼分⽀。多年來，Linux 因其靈活性及可攜性⽽在駭客及
死忠電腦愛好者越來越受歡迎。透過使⽤者的不斷修改，Linux 已針
對不同⽬的⽽發展出各種發⾏版。發⾏版通常以其⼤⼩、使⽤者介
⾯、硬體驅動程式及預先安裝的軟體⼯具來區分。部分流⾏的 Linux
發⾏版，如 Red Hat 及 Ubuntu，供⼀般使⽤。其他則是針對特定⼯
作及平台⽽開發。駭客「攻擊」平台上的作業系統是其⼯具組的核
⼼。

Kali Linux
Kali 以前稱為回溯，是⼀種熱⾨的駭客開放原始碼 Linux 作業系統。
Kali (在 www.kali.org/downloads 可以找到最新的 Kali Linux 發⾏版)
可以安裝在專⽤的機器，或者從另⼀作業系統的虛擬機器執⾏。多年
來，Kali 已經發展為包含⼤量最有⽤的弱點評定及惡意探索程式。這
是新⼿駭客應該⾸先取得的⼯具之⼀。Kali 不僅透過 Linux 平台提供

http://www.kali.org/downloads


練習，並且包含駭客所需的⼀切以執⾏部分最基本的低階攻擊，進⽽
獲得寶貴經驗。

包含⼯具選單的 Kali Linux 螢幕擷取畫⾯

鑑識發⾏版
Linux 作業系統也提供數款免費發⾏版，⽬的是⽤於鑑識電腦分析。
這些發⾏版包含⼯具，讓安全專業⼈員可在受害者機器追蹤電腦攻擊
的痕跡的。駭客在練習攻擊時也會使⽤這些發⾏版，以便可以學習如
何防⽌遭到偵測。

 

虛擬機器
虛擬機器 是在現有作業系統範圍內模擬特定硬體平台⾏為的程式。這
允許使⽤者在單⼀硬體安裝多個作業系統，並將每個作業系統視為單
獨的機器。保有虛擬機器不僅讓駭客能執⾏各種不同的駭客⼯具，還
提供機會在無需擔憂後果的「沙箱」練習駭客攻擊技能。練習攻擊的
常⾒技術是在虛擬機器安裝與潛在⽬標相同的作業系統，並練習攻擊
該系統的已知弱點，甚⾄探測更多弱點。⼈們可以輕易取得已停⽤的
舊版免費作業系統 – 例如某些較舊的 Windows 版本，以及該特定版
本的弱點清單。尚未完成最新安全性更新修補的作業系統，⼀旦安裝
在虛擬機器，便為駭客提供了完美的練習攻擊⽅式，既無需擔⼼損壞
⽬標系統也無觸法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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