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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將從中山大學電話

撥接網路系統使用者的行為分析出

發，在設定面、管理面做探討，以及

實際運作經驗、駭客的防治做討論，

並提出一套有效的管理辦法，以提升

撥接系統的使用效能。 
關鍵字──電話撥接, RADIUS, 

RAS, terminal server, dial-up。 

 

1. 背景 

 
本校舊有 14.4/28.8Kbps 撥接系統於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份汰換完畢。在當時使

用 33.6Kbps 的設備在成本上遠較 56Kbps

系統為低，本校當時因經費限制，加上原

先已預留足夠的電話線可供使用，並不需

另外申請新線路，所以僅更換掉舊有的設

備，門號線路則繼續沿用，因此也造成了

管理上的一些限制，這是無法拋棄的歷史

包袱。汰換之後的系統有兩個代表號可以

使用：第一組設定為 105 線自動跳號，需

要有本校電子郵件帳號才可以使用；第二

組則是 32 線自動跳號，開放給一般大眾

使用的十分鐘免費帳號。之所以會有 10

分鐘的免費帳號，主要是因為以往的撥接

系統的服務對象除了本校教職員生以

外，還有高屏澎區網的中小學教師。因人

力、物力限制，無法對於高屏澎區所有中

小學教師做全面的帳號認證，所以當時採

取兩個做法：一是需要帳號的教師個別申

請﹔第二則是開放門號提供免費撥接服

務，且不加以限制時間，結果導致免費門

號變成只能讓少數人使用。因此在更換設

備時加上了 10 分鐘的限制。 

經過去年一個暑假的使用，發現 105

線的系統並無法滿足校內師生以及校外

已申請帳號教師的使用，尤其是晚上的時

候，幾乎隨時處於忙線的狀態很難撥通，

如圖一所示。在無法新增設備的情況下，

我們有必要在設定上做調整以滿足龐大

的需求。 

 

2. 使用者行為分析 

 
經由分析的結果得知，之所以到晚

上就會撥不通，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是

 
 
 
 
 
 
 

圖一：平日系統負載分佈圖 

實線：一般帳號   虛線：免費帳號 



使用者一般白天都在外活動，晚上回到家

中才會打開電腦連上網路；再來是因為市

內電話在晚上十一點之後為減價時段，費

用約為一般時段的三折[1]，所以晚間才會

成為大家搶著使用撥接的時段。要改善晚

間電話打不通的現象，除了開源增加門號

之外，就是節流限制使用者的連線。一般

ISP 提供的服務需要收費，所以必須以開

源為主；相對的，不收取費用的系統可以

從節流下手，只要方法不是很極端的話，

看在免費的份上使用者是不會有太大的

反彈與抱怨。 

 

3. 尖峰時段分析 

 
3.1 尖峰時段限制方法的比較 

尖峰時段限制使用時間有兩種做

法，一個是設定尖峰時段的總連線時數，

另一個是限制每一通連線的使用時間，這

兩種做法都可以使用，也各有優缺點。 

在實作上，第一種方法(尖峰時段總

時數)需要一個簡單的資料庫紀錄每位使

用者剩下的 quota，甚至為了避免不必要

的爭執，還必須加上在尖峰時段的使用紀

錄；而第二種方法(限制每通的時間)只要

很簡單地指定連線使用時間，資料庫就免

了。在廠商的角度而言，限制每一通的連

線時間程式比較好寫也比較不會出現

bug。 

從使用者的角度來看，第一種方法

比較公平。但是對於臨時有急需的人而言

卻也同時造成不便，quota 用完之後就得

自己另外找撥接帳號，或者是避開尖峰時

段才能連上網路。也許一般大眾使用網路

是每天的用量都差不多，但對於研究單位

而言，臨時有急需的機會不少，尤其是因

為研究的需要而必須連上網路，也許是看

看工作站上模擬程式跑得如何，可能是連

到國外網站閱讀重要文件，或者是利用

IRC/e-mail 與國外相同領域的研究人員交

換心得，非在這個時間使用不可。另外例

如遇上颱風天大家都想上網查詢氣候資

料的特殊情況而言(圖二)，限制總連線時

間會比較頂不住 burst 的需求。 

 

本校的撥接採用較寬鬆的第二種方

法，也就是在尖峰時段限制每一通的連線

時間。 

 

3.2 尖峰時段限制的細節 

尖峰時段做限制有兩個要注意的地

方，一是時段的指定，第二是允許連線時

間的選擇。 

 

3.2.1 尖峰時段的指定 

尖峰時段的定義很簡單，遇上了電

話很難打通的時候，如果沒有故障等等異

常狀況時，那就是尖峰時段。定義雖簡單

但卻不易化為實際的數字。化為實際數字

幾點幾分有兩種方法：第一個方法較為準

確，是設定負載的 threshold，超過了就視

為擁擠而啟動尖峰時段的限制；第二個方

法比較不準確，直接拿系統負載分佈圖來

觀察，手動指定尖峰時段的範圍。 

 
 
 
 
 
 
 
圖二：1998/10/15 瑞伯颱風過境台灣 



第一種方法(設定 threshold 自動調整)

看起來很準，但是卻有兩個缺點。 

首先是設定 threshold 時，還必須考

慮到前置量，尤其是採用限制每一通連線

時間的方法：例如尖峰時段從此刻開始，

但開始強制使用者斷線卻是從現在起

算，過了允許連線時間之後才會開始斷

線，因此必須將 threshold 設得比電話打不

通的負載還低一些。這樣一來就可能會造

成誤判：過早啟動強制斷線功能，或者是

產生臨界點跳動的現象。 

其次是讓實際線上人數來決定尖峰

時段，在限制尖峰時段總連線時數的方法

上容易造成一些爭議，特別是臨界點跳動

時間的累計；而限制每一通連線時間的方

法則會造成斷線時間的不確定：無預警斷

線對於某些網路應用是相當感冒的，例如

在無預警的狀況下，與網友 talk 到一半就

被斷線是很令人光火的。 

 

相對的，人為指定時間的方法也有

兩個缺陷。首先是必須每隔一段時間(例如

一個月)就要觀察一下使用的統計圖，視情

況調整尖峰時段的範圍。設定常常變來變

去不是一件好事，而且管理不能完全自動

化，必需一段時間就要分析使用狀況。第

二個缺陷在於沒有彈性，例如臨時遇上大

量的使用卻不限時，或是沒人使用時依舊

限制時間都不是好現象。去年就有兩次這

種例子發生，一是流星雨大家跑去看流星

(圖三)，晚上很少人用卻還是時辰一到就

斷線，另一次是颱風天大家白天無處去(圖

二)只好上網測試氣象局網站的負荷能力。 

這兩種方法的優缺點只是 trade off

的問題，無關誰好誰差，魚與熊掌不可兼

得而已。中山大學的撥接系統選的是人為

設定時間的方式，目前學期中是晚上九到

十二點，寒暑假則為八點到隔天清晨一

點，並且會視實際狀況彈性調整。 

 

3.2.2 連線時間的選擇 

再來是允許連線時間的選擇，這種

做法只適用於限制每一通連線時間的方

式。時間的選擇有兩個考量因素，第一個

是要讓大家可以連上線，第二是讓使用者

少付一單位的電話費。 

從圖四的系統負載分佈圖事實上只

能看出目前有多少人在線上，但同樣是

95%在忙線中，卻沒有辦法看出有多少潛

在使用需求，或者此時此刻是否可以在可

忍受的時間內(例如三分鐘)撥通。 

 

本校的撥接帳號，分佈在兩台工作

站上，一台是校內學生帳號，一台是校內

教師與高屏澎區網教師帳號，兩群使用者

在撥接用量平均的分佈約為 4:6。但有一

回恰好教師帳號工作站故障，僅有學生帳

 
 
 
 
 
 
 

圖三：1998/11/17 獅子座流星雨 

 
 
 
 
 
 
 

圖四：1999/04/07 系統負載分布圖 



號可以撥接上網。事後從線上人數分佈圖

發現，雖然撥接系統在尖峰時段的負載其

實與隔日差不到十個百分點，但事實上潛

在的需求至少是相差了一倍。 

另外同樣是 95%的負載(剩下 5%正

在 handshaking)，經實際撥電話測試發

現，95%的負載可以是一撥就通也可能是

撥了半小時也連不上，所以線上人數分時

走勢圖只能拿來當作尖峰時段設定的參

考，而允許連線時間則必須利用試誤法找

出來，光看圖是不準的。 

好在由於電話費率的限制[1]，允許

連線時間的選擇也不會太多。目前中華電

信市內電話的收費一般時段是以五分鐘

為一單位，減價時段則是十分鐘。因此扣

除剛開始約 30 秒支支嘎嘎的 handshaking，

對用戶較有利的設定就是擋中華電信的

財路，也就是 10n-1 分：9, 19, 29,……分

鐘。讓用戶少連線一分鐘，就可省下一單

位的電話費。 

本校的設定經實測結果，最後是學

期中允許 30 分鐘，寒暑假限 20 分鐘。這

種做法約增加 60%的服務人次，如圖五所

示。 

 

4. 系統效能調整 

 
除了限制尖峰時段的連線時間之

外，還有幾項參數可以調整，用以提高撥

接系統的可用性(availability)。尤其在本校

的系統中，雖然有免費帳號的歷史包袱，

但是這個歷史包袱倒也可以反過來加以

利用。接下來我們將討論中山大學的撥接

系統在過去一年中做過的調整：其中包括

閒置時間(idle time)的限制、共用帳號的管

理、以及免費帳號門號的再利用。 

 

4.1 限制閒置時間 

會產生閒置的情形有以下幾種可能

的狀況： 

1. 瀏覽網頁、文章，需要花較長時

間閱讀，時間約在三分鐘以內。 

2. 臨時離開電腦，例如應門接電話

上洗手間等等，時間可長可短，

但會回到螢幕前的話，大概也在

三分鐘以內。 

3. 就是要開一整晚抓大檔案，這種

情況大概一閒置都要以小時為

單位。 

容許閒置時間的選擇其實並不多，

範圍大概在合理與有效之間。 

合理的時間大約跟螢幕保護程式設

定的時間差不多：假設使用電腦瀏覽網

頁、上上 BBS，而螢幕保護程式卻不時跳

出來，只是因為網頁上面很多文字，得訓

練一下速讀才有辦法要在 60 秒之內讀

完，那麼一分鐘就可能稍嫌短暫了些。螢

 
 
 
 
 
 
 

圖五：尖峰時段撥通人次比較圖 

 
 
 
 
 
 
 
 

圖六：連線時間比例分佈圖 



幕保護程式較合理的設定大約在 5~10 分

鐘之間，所以閒置時間的設定上，lower 

bound 應在 5~10 分鐘。 

容許閒置時間要是設得太大時，效

果就不好了。以本校的連線時間(圖六)來

看，過半的連線都在 20 分鐘內結束，平

均也在 20 分鐘之內。要是容許閒置的時

間竟長達一小時的話，相當於好不容易踢

掉一通連線的同時也已經損失掉多服務

三人次的容量，所以 upper bound 應在半

小時以內比較有效。 

此外，另一個考慮的理由跟前面限

制時間同樣是電話費。假設有一撥上之後

就開始 idle 的狀況，扣除 handshaking 之

後，對用戶較有利的設定為 5n-1 分：4, 9, 

14, 19, 24, 29……分鐘。最後在設定時要

考慮一下系統的負載狀況，如果負載並不

高而將時間設得很短. 或是系統很熱門但

卻設得很長，都是跟使用者過不去。 

目前本校的系統由於使用者很捧

場，今年暑假，每天有近萬通的服務量，

也就是每一條線一天最少也要接 50 通以

上，所以設定上選擇了極端的 4 分鐘閒置

時間。如果使用者不希望才過四分鐘就被

斷線，可以在背景持續執行低流量的程

式，例如每秒鐘 ping 一次，在 windows

系統可以下 ping -t <host ip>的指令。 

 

4.2 防止共用帳號的管理 

由於人情的壓力，或者是駭客的偷

取，同一個帳號很可能會有好多個人在使

用。同一個時間中如果有第二通電話以同

一個帳號嘗試登入時，在使用記錄上就會

出現 multi-login，這時候我們就知道這一

個帳號有共用的情況。共用帳號的情況其

實很普遍，尤其是在免費服務的系統，或

者是吃到飽不限時數的 ISP 系統當中。對

付共用帳號的方法，一般都是消極地設定

單一帳號同時登入個數，也就是第二個以

後要利用同樣帳號登入就會失敗。這樣做

完全沒有嚇阻效果，適合向客戶以不限時

數方式收費的 ISP 使用。 

 

4.2.1 失敗的例子 

以往本校的系統也是限制同一時間

同一帳號僅能有一人次上線，後來由於門

號數吃緊，採用了較具嚇阻作用的方法來

處罰共用帳號。處罰的規則是一但發現有

multi-login 時，不但第二通電話上不了，

還要將這個帳號停止撥接權利一個月。剛

開始成效還不錯(如圖七)，甚至於還找到

幾個密碼被破解的案例。但是這種做法在

管理上會出現很大的後遺症，就是導致諮

詢電話不斷。根據以往的經驗，每個禮拜

大約會有 40-50 個帳號會被吊銷，至少會

少掉被吊銷數量兩倍以上的使用者，也就

是減少約一百個用戶。這些用戶只要有一

成的人打電話到計算機中心詢問為何帳

號無法使用，那就有接不完的電話了。再

加上被停掉的帳號其中也有不少校內的

教師，計算機中心多多少少會受到人情壓

力。況且因為無法確定 multi-login 都是因

 
 
 
 
 
 
 

圖七：停權前後每日撥通數量分佈圖 
註： 
multi-login 停權一個月自 11/15 日實施，每日撥通數量逐日
下降。一個月之後(12/15)陸續有帳號恢復權利，每日撥通數
量介於實施前與剛開始實施的數字之間。 



為借用帳號而產生，說不定是密碼過於簡

單被破解，被吊銷一個月會造成很大的反

彈，因此吊銷帳號的做法在多方考量之下

便取消了。 

 

4.2.2 較有效的方法 

難道共用帳號無解嗎？答案是有解

的，不過需要使用的設備有特異功能才

行。中華電信有一則行動電話的廣告，強

調的是聽聲辨人，從電話鈴聲就能夠知道

對方是誰打來的，這個功能叫做 callerID，

也就是反查發話端的電話號碼。callerID

是拿來對付 multi-login 最有效且最不會引

起爭議的做法。目前（八十八年七月）中

華電信只有在 PRI 線路上面提供 callerID

的功能，至於一般電話的 callerID 功能應

該會在八八年十月份[2]開放。 

如果使用的是 PRI 線路，中華電信

已經提供了 callerID 功能，只要撥接設備

的廠商沒有偷工減料，具備反查號碼的功

能，加上軟體的配合，就可以阻隔掉大部

分帳號借用的狀況。至於利用一般電話線

的撥接設備，有些早期的機器本來就沒有

做 callerID 功能，所以無法利用這種功能。 

擋 multi-login 的方法很簡單，只要

建立使用者的電話號碼跟帳號名稱的資

料庫，在登入時檢查來話號碼是否正確即

可，麻煩的地方在於資料庫的建立：如果

是利用 web 讓使用者自己填寫資料的

話，很可能會產生冒名頂替的現象，例如

學生將帳號跟密碼交給住在學校所在地

的高中同學使用。要是嚴格檢查，檢附電

話費帳單影本以及身分證資料，限制話費

帳單的名字必須為申請人二等親之內的

做法，光是人工比對數千筆的資料也是件

大工程。不論如何，至少可以保證一個帳

號一定只會有一支電話可以使用。 

一般商業 ISP 因為有收費，如果是不

限時數吃到飽的計費方式，利用 callerID

防止帳號借用是最佳的方法。相對的，老

是當火山孝子的學校電算中心因為不收

取費用，幾乎無法杜絕帳號借用的狀況，

但是做 callerID 的話總算是將單一帳號借

用的人數壓至僅有一人的 lower bound，加

上稍微繁複的手續，除非是有心人士，否

則大多數人不會將帳號借人。 

 

4.2.3 陽春機種的替代方案 

如果撥接設備本身不支援 callerID

時，除了限制同時上線人數、吃力不討好

處罰 multi-login 之外，還有另一種選擇，

只要機器可以支援臨時強制斷線。做法很

像擋 multi-login，但是逆向操作：方法是

一但有第二通以相同帳號登入時，第二通

放他進來，但同時第一通強制斷線。帳面

上的數字看起來也很像擋 multi-login，一

樣是同一時間只會有一個帳號在連線。但

在使用者端看到的，卻是莫名奇妙被斷

線，甚至於三個和尚沒水喝，連上線沒三

分鐘就要換人做做看了。幾次之後使用者

就會識相些，不敢輕易將帳號借給別人使

用，或者知道內幕之後私下協調好使用的

時間。這種做法還有另一個好處，就是可

以避免掉不正常斷線造成 multi-login 的誤

判：例如不正常斷線之後必須過一陣子才

不會因 multi-login 誤判而被拒絕連線，使

用這種方法就不會有這問題。 

 

4.2.4 其他的做法 

SEEDNet 最近有包月制的費率計算

方式，也面臨 multi-login 的問題。他們的

做法[3]是每隔五分鐘掃一次上線帳號的

資料，如有多個相同帳號在線上時，就隨



機留下一個連線，剩下的全部強制斷線。

這個方法很可能會因為不正常斷線而判

斷錯誤，也就因此每五分鐘才會掃一次，

也代表不正常斷線的 process 應該會在五

分鐘內清除，頂多誤判一次。 

 

4.3 免費帳號門號的再利用 

承襲了歷史的包袱，本校的撥接系

統另外有 32 線供人免費使用──只要可

以忍受十分鐘就斷線的話。 

從圖一的平日系統負載分佈圖中可

以發現，當一般帳號的線路已經滿載的時

候，免費帳號並不一定是滿的。這個現象

暗示著一般帳號與免費帳號的線路分配

比例可能不恰當，免費帳號門號數太多而

一般帳號的門號數不夠。就理想狀況來

說，最好是一般帳號與免費帳號的線路同

時達到滿載，這樣子的利用率才會比較

高。但事實上一般帳號的人口一直在成

長，兩者的分配比例一直在變化，再加上

每更改一次電話的設定就要與中華電信

打一次交道，所以費心去調整兩者的比例

實在是吃力不討好。 

中華電信在自動跳號的設定是免費

的服務，但是效率可能會比較差一點，尤

其是上百線的系統修改自動跳號時，根據

經驗，都要拖上三五天才會完成。在向中

華電信查證之後，發現自動跳號除了平常

使用一串連續號碼依序跳號的功能之

外，還可以跳不連續的電話號碼，或者是

任意指定跳號的順序，並不限制必須從最

小的號碼跳到最大。此外，最重要的是可

以重疊跳號，也就是一個門號可以經由不

只一個代表號跳進來，唯一的限制是重疊

的部份必須在尾端，不能只有中間一部份

重疊。 

 

有了重疊跳號的特性時，我們就可

以充分利用門號，而且可以做到接近

priority 的概念，讓免費帳號在離峰時段可

以用掉完整的 32 線，而在尖峰時段的時

候被迫讓出空閒的門號給一般帳號來使

用，甚至於因為競爭的關係，依照連線數

量的比例多榨出一些門號給一般帳號使

用。 

利用重疊跳號，就可以讓進入的

traffic 自動決定兩種線路實際上的分配比

例，而不必手動調整門號數。同樣的概

念，可以應用在需要優先權的環境中，而

且可以有多種等級。以本校目前的例子而

言，現在只分別是否有工作站帳號，而依

照使用者的成員來分的話，未來可細分 1. 

校內教師 2. 校內學生 3. 校外教師 4. 

免費帳號四種等級，每一種等級使用一個

代表號。 

根據使用的記錄來看，因為利用了

自動跳號的特性，本校的系統在尖峰時段

時因為一般帳號競爭的關係，所以會搶奪

重疊跳法（以本校撥接系統為例） 
 
5251600 共 137 門 5251705 5251736 
 
5251600 代表號： 
 
5251600 可跳 137 門   5251736 
 
5251705 代表號： 
 
  可跳 32 門 5251705 5251736 
 
註： 
重疊部份可在尾端但不可在中段、可有多組重疊。 
 
 
 
 
 
 
 
 
 

圖八：自動跳號示意圖 



免費帳號的門號，與圖一的一般狀況比較

之下，圖九相當於增加了約 1/4 的容量。 

 

利用代表號分別優先權時，做帳號

認證的軟體也要支援某些門號只能由某

些等級的人登入的功能。不然的話，一般

人在忙線打不通的時候，都會自動自發地

嘗試使用不屬於自己等級的號碼，看能不

能撥通。從本校撥接系統過去的記錄中，

每天晚上平均有幾通的 guest 連線故意打

到一般帳號的門號中，然後被帳號認證軟

體給擋了下來。 

不利用代表號來區分使用者而只有

單純使用撥接軟體來做分類時，最多只能

做到不同等級的人享有不同的連線時

間，或是指定使用時段。但要是低等級的

帳號有 burst 衝進來時，很可能門號都被

佔滿，導致高等級的帳號在此時與大家一

樣撥不通，例如先前提到的颱風過境。 

 

5. 駭客的防治 

 
由於程式撰寫時的疏忽，少考慮了

某些情況，導致在發生這種情況時，程式

接下來要做的動作沒有定義，或者是定義

到不正確的地方，最後產生了不預期的結

果。相較於理財專家懂得如何節稅，駭客

就像理財專家一樣，專門鑽程式撰寫上的

漏洞。相對於制定稅法的人無法保證法律

沒有漏洞，程式設計師也同樣無法保證程

式流程的邏輯思考完全沒有錯誤，所以我

們常常會聽到有關駭客的報導，逃漏稅的

消息也是時有所聞。 

 

5.1 駭客的行為分析 

駭客在做的事情，說穿了就是去挖

出設計上的漏洞，而當今最出名的漏洞就

非 Y2K 莫屬了。網路上甚至於有蒐集漏

洞的 mailing list 資料庫[4]，除了提供程式

設計者撰寫程式時的參考，相關的研究人

員也可以鑽研，其中當然包括了駭客。 

在這個網站中，會有一些研究人員

將找到的漏洞公佈出來，而且一般而言都

會附上數行至數十行的程式碼，只要抓下

來 compile 做成執行檔，就可以測試自己

的機器是否有相同的漏洞。筆者曾經玩過

一個約二十行的程式，只要跑起來之後就

可以讓 unix 底下的一般帳號變成具有 root

權限。 

更糟糕的是，甚至於有人去蒐集這

些漏洞，寫成比較大的程式。這個程式會

一個一個嘗試所有的漏洞；並且具有掃描

的功能，指定 IP 範圍之後，在這段範圍之

內所有的機器都會受到考驗。這種掃法在

UNIX 底下會有一個特色，就是在 syslog

的記錄上會有同一個 IP 每秒鐘數次的連

線，而且持續好幾秒，並嘗試連上所有常

用的 daemon。 

駭客其實防不勝防，遭到入侵實在

不須大驚小怪，但是卻要有萬全的準備應

付可能的情況。駭客不一定擋得住，但是

工作站的管理員必須要有被破壞之後迅

速復原的能力，對異常記錄高度的警覺

性，以及完整的記錄系統嚇阻駭客的騷

 
 
 
 
 
 
 

圖九：系統負載分佈圖 

實線：一般帳號   虛線：免費帳號 



擾。如果真要防的話，就必須使用罕見的

設備，取代常見的軟硬體組合。像是

NT/Linux/Solaris/FreeBSD......等等作業系

統，以及 x86/PPC/Alpha/SPARC......等等硬

體，因為東西很常見，所以哪邊有洞大概

都被摸得很熟。要是 HP-UX, OpenVMS

這類少見的系統，因為普通的駭客連見都

沒見過自然不曉得該如何入侵。 

 

5.2 如何防治駭客 

撥接系統要防治駭客，以本校系統

為例，總共有三點需要留意，也就是 1. 

RADIUS Client、2. 密碼、3. 被入侵後的

復原與反擊。 

撥接伺服器原本就是屬於罕見的機

種，有能力做入侵動作的恐怕只有廠商的

研發部門，所以只要將密碼藏好就夠了，

其他部份其實不須操心，反過來想要操心

也因為沒人懂所以無從下手。 

RADIUS Server 這個點要防駭客其

實也很簡單。這部工作站只要將它獨立出

來，上頭沒有管理者以外的帳號，除

RADIUS Server 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服務

(如 sendmail, fingerd, DNS, ......)，並且擋

掉 RADIUS Server 與 RADIUS Client/RAS 

以外的任何網路連線(透過防火牆或是設

定 hosts.deny)，自然就不會被入侵。 

麻煩的地方在於提供帳號資料的

RADIUS Client。一般而言，存放帳號資

料的工作站就算是不允許使用者登入，也

都還會提供許多其他的服務，像是 httpd, 

fingerd, timed, sendmail, yppasswdd, 

DNS......等等，這些服務都可能是被入侵

的地方。好了就算是把這台機器也獨立出

來跟 RADIUS Server 合併，終究要留一個

yppasswdd 給其他工作站做認證，這個地

方就有可能被假冒的程式騙走密碼。而其

他工作站本來就是出入份子複雜，完全沒

辦法控制，例如大學部的學生把帳號借給

目前就讀其他大學的高中同學玩，經由這

些要求認證的工作站向 yppasswdd 騙取密

碼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RADIUS Client 要做的有幾件事情： 

1. 在系統灌好之後將不會變動的系

統檔案集中備份起來，並且記錄

這些檔案的檔名、長度等等資

料，然後利用 crontab 每天檢查是

否有任何的變動。有變化時再比

對是哪些地方的改變，決定是否

將備份還原或是更新檔案的記

錄。 

2. 時常留意使用記錄，看是否有任

何異常的現象。 

3. 帳號資料建立完成後也要留一份

passwd 檔案的備份，利用 crontab

自動比對是否遭到篡改。 

4. 會變動的部份 定期 做資料備

份，以免被破壞後付之一炬。 

5. 使用記錄利用程式即時記錄在其

他隱密的機器上，或是直接列印

出來，以防駭客毀滅證據。 

RADIUS Client 的部份在做完這些

事情之後不保證可以擋駭客，但是有復原

的能力，甚至於可以追查駭客的來源。 

工作站存放密碼的原理，是將敲進

去的密碼透過不可逆的函數轉換，變成一

串亂碼。做比對的時候則是將使用者輸入

的密碼再次經過這個函數，比較是否與先

前的亂碼等效。所以駭客的做法是拿字典

檔做暴力搜尋法，將偷到的密碼檔當中，

所有編成亂碼的密碼，與字典檔編出來的

亂碼做比對。要是密碼存在於字典檔當中



的話就會被破解。 

防治的對策是系統管理者自己來玩

字典法，通知被字典法破解的使用者更換

不會被字典法破解的密碼，否則刪除帳

號。字典法的程式與字典檔可在網路上找

到，或者洽詢供應機器的廠商。 

不被字典法破解的密碼只要花點腦

筋想一想就可以做出來。字典檔裡面放的

內容不外乎單字、人名、數字，以及鍵盤

上連續的按鍵，所以只要不屬於這個範圍

的話，就不容易被破解。舉例來說，"撥接

" 這兩個字如果利用注音輸入法來輸入

時，必須敲以下的按鍵："ㄅㄛ ㄐㄧㄝ 

"，要是不打開輸入法來敲相同按鍵時，就

會敲出"1i ru, "(不含雙引號，標準注音鍵

盤)這段不屬於字典檔裡面的字串，而且又

不容易忘記。 

 

5.3 防杜駭客的實際案例 

防杜駭客最有效的方法是嚇阻，而

不是將駭客擋在門外。因為只要機器連上

網路，就有被入侵的可能；與其擋東擋西

顧此失彼不如將駭客嚇跑。要嚇走駭客就

要讓對方知道這邊不是好惹的。就算被入

侵了，如果要搜查時也一定可以查到。最

好的方法就是留下無法被湮滅的證據，例

如即時將記錄存在另一部隱密的工作站

上，或是乾脆接到印表機上將所有記錄印

出來。 

曾有人利用本校的撥接系統當作跳

板，去入侵某公司的網路。也有人利用撥

接系統上網，在 BBS 站上張貼販賣違法藥

品的廣告。這些事件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撥接帳號的使用者與帳號持有者並

不是同一人，也許是帳號借人，輾轉流傳

到犯罪者的手上。對於這些事件，只要保

留有完整的撥接記錄，就可以找到在電話

另一端的使用者，方法如下：中華電信存

有電話的通聯記錄，包括發話與接聽。根

據向中華電信查證的說法，只有檢警調單

位可以調閱通聯記錄。所以一但發現有入

侵行為時，準備好撥接記錄並通知電信警

察偵辦，就可以找到對方的電話號碼，進

而查出對方的發話地點所在。要是駭客知

道這一點，就不敢隨便利用撥接系統入侵

別人的網路，自然可以收到嚇阻的效果。 

如果撥接系統使用的是 PRI 線路，

那麼除了可以利用 callerID 直接記錄發話

端的電話號碼，還能夠配合先前所述防止

multi-login 的辦法，限制發話端的來源。 

 

6. 結論 
 

電話撥接系統，買來之後即使完全

不加以管理，還是可以使用。但用心管理

的話，可以增加服務人數、提高使用效

率、減少駭客入侵。經過妥善管理的系統

在效能上與未加以照顧的系統比起來，大

概一台可以抵兩台用：其中主要包括了提

高尖峰時段的可用性，以及排除不合法的

使用者。所以放少許人力來管理撥接系

統，算是很划得來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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