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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資訊與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興起，網路是人們不可或缺的一種溝通方式，縮短了訊

息傳遞所需要消耗的時間，當網路還沒普及之前需要郵差辛苦的送信才能傳遞信息。有了網路

後，雖然方便了許多，卻也多了一些有心人士，會竊取網路上私人的帳號、密碼或是重要資訊。

因此網路安全就成為資訊安全重要的一環，需要有防火牆來過濾以及抵擋外部所產生的攻擊。每

當使用者安裝某些應用軟體，可能額外多出一些來自外部惡意的連線，而防火牆的偵測與監控技

術，讓網路使用上更加安全。本研究設計了入侵預防系統(IPS)，是電腦網路的安全設施，也是防

火牆的補充。它具有資料庫可供防火牆辨認已知病毒特徵。讓使用者可以即時監控網路或是網路

裝置資料傳輸行為的相關計算機網路安全裝置，能夠即時的中斷、隔離、調整一些有疑慮或是具

有危險性的網路資料傳輸行為。本研究所開發的入侵預防系統，實際應用於一般 PC 平台、Android

系統，可以主動、有效的識別入侵、防禦惡意攻擊、檢查檔案是否有夾帶攻擊程式。

關鍵字：資訊安全、網路安全、防火牆、網路追蹤、設備監控系統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is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communicate. Although the network bring convenience to us, but there are also risks. For 

example. a hacker can steal a private account, password, or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the web. So, 

network secur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People needs a firewall to filter 

and resist external attacks. When a user connects to the internet,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have a malicious 

connection from outside. With the firewall detection and monitoring technology, you can make the 

network more secure. Our project incorporates with Intruder Protection System (IPS), which is vital for 

our computer network security, and it also provide additional security to our firewall system. Our firewall 

also integrates with database system that can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rus. The system allows 

the user to monitor the network instantly, or the data transmission behavior of the network device and 

other related devices that connected to the network. When there are an anomaly, it will instantly interrupt, 

isolate, and adjust the internet data transmission that possess a treat to the system. Our project initiative 

to defend against malicious attacks and are suitable for use on PC platform and Android syst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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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effective defense system against any kind of intrusion, finally it will check the file whether there 

is malicious software contained inside a file.  

Keywords: information security, network security, firewall, network tracking, equipment monitoring 

system. 

 

1. 前言 

1.1 研究動機 

在資訊安全日漸被重視的年代，使用者下載、安裝軟體或者是瀏覽網頁，可能會有一些來自

外部惡意的攻擊連線，而造成內部網路容易被駭客感染而形成殭屍網路供駭客控制，如果駭客利

用殭屍電腦發動攻擊時，所形成的阻斷服務(Dos)將不堪設想。有多個不同地區的殭屍網路同時

發動攻擊時也就是所為的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Dos)，為了避免電腦被應用程式或是其他的網

頁所夾帶的受感染的程式碼所執行後造成不必要的連線或後門，進而造成資料被盜取、盜用、竄

改等問題，因此我們想研究防火牆[1]，來分析及判斷何者流量為正常系統的，何者流量為惡意程

式所產生的，用以追蹤駭客的來源，及有效的控制連線。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透過應用實務操作，開發防範入侵防火牆[1]，實際應用於一般 PC 平台，可以主動、

有效的識別入侵、防禦惡意攻擊、檢查流量是否有發生異常，且惡意攻擊的程式。大致分 2 階

段。 

(1) 以 Linux 作業系統建立環境： 

Linux 系統是開放原始碼的作業系統，開放性佳，具有足夠的開發性。 

(2) 建立內部、外部網路攻防戰與監控實測： 

網路環境架設完成後，就要開始一連串的監控與滲透測試，以保護內網的資料與網路安全。 

2. 研究內容、方法與工作項目 

為了達成第一章所提到的研究目的，以及完成研究的內容，此研究包含了許多硬體設備、系

統架構、軟體架構等等，以下分幾個要點說明： 

2.1 硬體設備 

(1) 此研究所用到的設備清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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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桌上型電腦 2 台 

(3) 網路交換器 2 台 

(4) 筆記型電腦 3 台 

(5) 2 台桌上型電腦規格皆相同內容如下 

(6) 硬碟：3.5 吋硬碟 1TB 

(7) 記憶體：DDR3 8GB 

(8) 核心：Intel i7-4790 

(9) 滑鼠 

(10) 鍵盤 

(11) 螢幕 

(12) 網路卡 

(13) 作業系統：Windows7 專業版 

  

2.2 軟體資源 

為了達成模擬網路及作業系統環境需要部分的軟體來幫忙達成，使用到的軟體如下。 

(1) VMWare Workstation Player 

(2) Ubuntu 16.04 desktop 

(3) GNS3 

(4) WireShark 

2.3 網路環境架構 

這次實驗的主要目的都是確保內網的安全及網路監控避免被惡意的網路連結或感染其他惡

意程式，架構圖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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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網路架構圖 

根據圖 2.1 當一網路封包要進入到內部網路必須先經過 CO-SW 再經過實驗的第一道防線

IPS 防火牆，然而經過 IPS 後紅框內都視為 LAN 端，進到 LAN 後還有一層受 IDS 所保護的區域

網路。在此網路架構上有兩層的防火牆，多多少少可以阻擋內與外網的攻擊。 

3. 實驗結果 

3.1 實驗結果 

本研究的實驗結果以我們開發的手機應用程式來呈現，目前只支援 Android 系統，以下將一

一呈現，首先將 App 開啟時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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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APP 初始畫面 

根據圖 3.1，當第一次開啟此 APP 時，它會要求您輸入使用者名稱，此畫面只會出現一次，

往後重新開啟此 APP 時都不會再出現此視窗，清除資料除外。當輸入完使用者名稱後，此 APP

的 Log 就會開始記錄該名使用者經由此 APP 做了哪些動作，此 Log 無法經由 APP 觀看，Log 記

錄在資料庫裡，管理者必須登入資料庫去查閱，Log 記錄的內容如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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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Log 記錄內容 

根據圖 3.2 所示，後台記錄的使用者的名稱以及該裝置的型號、該使用者所做的動作，以及

進行該動作的時間，如此一來只要觀察 Log 就可以知道哪位使用者在什麼時間，經由哪個設備

做了什麼事，可以方便後續管理者追究責任歸屬等問題，此處動作的 login 代表開啟此 APP 時，

Log 也會記錄一次。 

當使用者完成輸入使用者名稱並點擊 OK 後，等待系統 2 秒後自動轉跳畫面至主要功能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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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APP 功能主頁面 

根據圖 3.3 所示，上面的紅框為使用者操作區域，主要提供四個功能，分別為查詢、封鎖、

解除封鎖、以及追蹤路由。下半部的紅框指的是目前被封鎖的 IP 及其國家位置，內容會因為查

詢的資料不同而改變，使用者可以在上半部紅框中的輸入欄位打上 IP 或國家名稱，輸入其他的

字元會被提示錯誤。如圖 3.4 圖 3.5 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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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以國家名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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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以 IP 位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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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輸入錯誤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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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3.4、圖 3.5、圖 3.6，可以知道查詢的方法可以輸入國家名稱、IP 位址，就算不記得

全部的 IP 位址或國家英文名稱也可以查詢，他會將其中有包含使用者輸入的文字結果全部列出，

此外，當使用者輸入的內容錯誤或資料庫沒找到該筆資料就會出現訊息顯示沒有您查詢的資料，

告知使用者請改變查詢內容，此外，如果想要追蹤某個 IP 的位址，可以將該 IP 在使用者輸入欄

裡並按下 TRACE 按鈕，系統就會開始追蹤該 IP 的地理位置資訊，包含走過路徑的 IP 如圖 3.7。 

 

圖 3.7IP 追蹤路徑畫面 

  

當使用者想要切換到其他頁面時，只需點擊最下方的 3 個按鈕即可切換，以下將展示登入頁

面功能及其資訊，如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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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在通知欄提醒使用者 

根據圖 3.8，當手機在處理其他事情時，此 APP 也會在後台待機，當有人登入該伺服器時，

會跳出通知，同時手機也會振動提醒管理者，並將登入帳號名稱及登入 IP 顯示出來，此時可以

經由這裡點擊進入 APP 管理介面，進而對該名登入者執行處理動作，保持連線或者中斷該名使

用者的連線。如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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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登入頁面功能 

  



 
 

 

66 
 

2018 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 
2018 Open Source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根據圖 3.9，當有人登入時，可以對該名使用者進行兩項處理動作，分別為保持連線與中斷

連線，當管理者按下保持連線時，該名使用者的連線就會持續，不會被強制中斷，反之，當管理

員按下中斷連線時，該名使用者的連線將會被伺服器移除，因此完成強制中斷，該名使用者連線

的視窗也會直接關閉。 

最後一項功能，就是統計各個 IP 的實際地理位置，在本 APP 的第三個頁面，當點擊時，可

以檢視目前封鎖掉幾個 IP 位址，後台會統計這些 IP 的國家，並繪製成長條圖呈現，如圖 3.10。 

 

圖 3.10IP 及國家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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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與未來展望 

由追蹤惡意連接之防火牆之概念架構，選擇 Linux 平台作為開發平台，發展具體可用的防火

牆。 

本研究最終預期，可以得到以下成果： 

(1) 主動防禦他人惡意攻擊 

本研究以 Linux 為主要開發平台，研究在對方嘗試使用 SSH 登入的狀況下，有效封鎖，避

免他人非法入侵。 

(2) 監控功能 

除了有效封鎖、防禦，本研究也實施網路監控，可有效的了解攻擊者攻擊的次數以及攻擊來

源，並且過濾 IP 封包數據。 

(3) 遠距離管理 

提供 App 管理功能，即使管理者外出不在機房內，也可以經由 App 觀察目前的連線狀況，

出狀況時可以經由 App 對伺服器進行初步的防禦，阻擋入侵、追蹤入侵者位置。 

本研究，暫時只做到了某些部份功能，未來可能會繼續往資訊安全這塊去發展，讓這個研究

可以做到更完美，畢竟資訊安全是永無止境的，有許多事情還要繼續學習，也借由這次的研究讓

我們瞭解道了，自己所懂得技術與知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遠遠還不夠，未來的資訊安全發展一

定更聰明，例如利用人工智慧與類神經網路來讓系統自己學習與判斷，讓這個世界的資安更加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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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實驗組在後設認知方面「評估的表現」優於對照組，而後設認知中「計畫」和「監控」是無顯著差異的。
	綜合以上結論可知，運用兩組不同的線上學習系統，遊戲式的學習系統，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投入及後設認知之評估的表現，讓學生有學習的動機，從中獲得成就感，本次所設計的數位學習方案已協助教師提升教學成效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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