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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網際網路協定(IPv6)的網路安全之研究

◎廖銀莊

1. 前言

邇來資安事件層出不窮，網路的安全
威脅儼然成為各界最關切的議題之一，
IPv6協定的發展及制定，部分即為強化
IPv4協定中的安全缺陷來設計，並且將原
IPv4的安全性選項IPSec強制加到IPv6的協
定中，借此來消弭現行採用IPv4協定所衍
生的網路安全問題，但新的通信協定亦可
能因設計不良或電腦、網路系統實作IPv6 
協定堆疊時之缺失等因素而衍生出新的安
全弱點。因此本文擬對IPv6協定中有關安
全的部分進行深入探討，內容分為傳統型
的安全威脅、IPv6特有的安全威脅及過渡
時期的安全威脅。

2. 傳統型的安全威脅

本章介紹傳統型的安全威脅，也就是
目前網路上存在的各種網路攻擊手法，並
探討該攻擊手法在IPv4與IPv6協定間之異
同點及造成的攻擊效果，在每節未並列出

對IPv6攻擊之防禦對策。

2.1 網路偵蒐攻擊

網路偵蒐為駭客進行任何一項攻擊行
動的第一步，此過程主要為決定要對那一
個（些）目標進行後續的攻擊行動，而這
些目標可能位於組織內網或網際網路上。

一般網路偵蒐的作法為藉由ARIN的
WHOIS資料庫取得目標公司所分配的IP網
段及其網域名稱伺服器資訊，接著使用
dig工具進一步獲得該公司的網頁伺服器及
郵件伺服器等資訊，最後再以traceroute工
具來獲得該公司邊界路由器的IP位址，至
此該目標網路大致的輪廓即可描繪出來。
在蒐集完目標網路的情報後，接著會進行
掃瞄，其主要目的為取得目標網路主機（
含網路裝置）的開啟狀況及其使用的作業
系統類型，典型的工具為nmap[1]。

對IPv6的網路偵蒐而言，其過程同上
所述。圖一為於RIPE上所尋找到的IPv6位
址分配表。

 

圖一  RIPE IPv6中的位址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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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IPv4的掃瞄，對IPv6網路掃瞄
就較不實際，原因在於以IPv4 Class C為
例，其位址數量僅有256個，大約僅花5-
30秒即可完成掃瞄，但對IPv6的預設子
網/64（共有2^64=18.446.744.073.709.5
51.616部可能的主機）的區塊位址來進行
掃瞄的話，可能要花上數年以上才能完成
[2]，故目前的掃瞄器如nmap僅支援對單一
主機的掃瞄，因此要對IPv6的網路進行偵
蒐，應採取以下作法才為可行及有效的方
式：
(1)對IPv6-enable的DNS伺服器下手，由

該伺服器來得知重要的主機位址。
(2)對群播位址來作ping sweep，如對link-

local all-node-multicast位址FF02::1做
ping的動作，來獲取所有內網主機的
回應訊息或對all-router-multicast位址
FF05::2做ping的動作，來獲取所有路
由器的回應訊息或對all-DHCP-multi-
cast位址FF05::3做ping的動作，以獲取
所有DHCP伺服器的回應訊息[3]。
最後對IPv6偵蒐攻擊之防禦對策敘述

如下： 
(1)不要使用容易猜測的位址。
(2)使用私有擴展位址（Privacy extensions）

： 私 有 擴 展 位 址 會 定 期 更 新 自 己 的
Global Unicast IP位址，來達到防禦外
部對內進行偵蒐攻擊的目的。

(3)在機構的邊界路由器或防火牆上啟用
ICMPv6的過濾機制，禁止不需要的
ICMP echo封包進出機構內部。

(4)在防火牆上將不需要的服務（埠號）過
濾掉。

(5)強化主機系統及應用程式本身之安全，
如定期做作業系統之patch、安裝主機型
的入侵偵測系統、主機型防火牆及防毒
軟體等。

2.2 非法存取攻擊

非法存取泛指任何一個不為信任的來

源端有意或無意地對一經保護的網路（含
主機及網路設備等）進行存取的動作。

IPv6在某些對非法存取之防禦觀念上
與IPv4非常相似，如使用存取控制列表及
防火牆來對第三層的IPv6來源及目的位
址、IPv6的基本報頭及某些擴充報頭做檢
查。IPv6另外支援暫時性位址的觀念，稱
私有位址（Private Address），該私有位
址為隨機配置並定期更新，故可有效降低
駭客達成非法存取攻擊的成功機率。

IPv6還有類似IPv4使用的RFC1918私
用位址，稱Site-Local Address，因其不
得將路由發佈到公用網路上，故對於由外
對內之非法存取攻擊上可完全得到保障。
另一個IPv6特有的位址為Link-local Ad-
dress，有別於Site-local Address之有效範
圍及於整個機構，Link-local Address僅在
某一網段下有效，故其位址之有效範圍更
窄。第三個為Unique Global Address，其
為Public Address，位址有效範圍及於全
球，如圖二所示。

 

圖二 IPv6位址類型

IPSec提供雙方對等的認證機制（使用

AH；Authentication Header），對於非

法存取提供更安全的保障。不同於IPv4，

IPv6強制將IPSec納入協定本身來設計，

使得IPv6更能抵擋非法存取的攻擊。除了

AH外，IPSec也可經由使用ESP（En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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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ating Security Payload）加密機制來滿

足資料的私密性需求。

ICMP協定在故障檢測上提供許多有用

的機制，像測試主機是否為開機運作中（

Alive），或追蹤某一目的地所經過的節點

資訊等，而ICMPv6在IPv6中如同IPSec一

樣為IPv6協定的一部分，故相較於IPv4的

ICMP更顯重要。表一為建議的IPv6防火

牆對ICMPv6的過濾政策[4]。

 

表一 IPv6情況下防火牆的過濾策略

最後對IPv6非法取存攻擊之防禦對策

敘述如下：
(1)使用公認的網路前綴於防火牆的過濾政

策中，並僅允許正面表列的流量通過，
其餘禁止。

(2)使用位址Scoping來限制位址的有效範
圍：Link-local及Site-local位址僅用於
機構內部，Unique-global位址才可供
外部存取。

(3)使用IPSec AH來作為兩端連線的相互認
證。

(4)禁止使用Source-Routing機制。
( 5 ) 設 定 邊 緣 防 火 牆 僅 允 許 需 要 的 I C -

MPv6訊息項目通過防火牆，並限定接
受ICMPv6流量的速率，以防止其誤
用。

(6)使用Privacy Addressing會在固定時間
間隔更新IP位址，故亦可防止非法存取
的攻擊。

2.3 竊聽攻擊

竊聽也稱Sniffing，使用tcpdump或

ethereal工具來對網路中傳送的封包進行解

析，例如對Telnet連線的登入資訊進行窺

視，以得到使用者名稱及密碼資訊。

在IPv4中最常用來反制竊聽的方式為

使用網路交換器，另外就是使用IPSec中的

加密機制來防止竊聽，封包加密除了保障

傳輸時免於被竊聽外，也可避免被傳輸路

徑中的節點窺視或竄改封包內容。但其缺

點為路由器不再能經由檢視第四層的head-

er來管理QoS，防火牆也不能看到TCP的

Header及Payload，而僅能對ESP連線來進

行允許或拒絕的動作。

最後對IPv6竊聽攻擊之防禦對策敘述

如下：
(1)使用 IPv6 IPSec 來提供資料來源的認

證、payload的加密及封包完整性的確
保。

(2)當使用 IPSec ESP 時，記得在主機內安
裝主機型的防火牆及入侵偵測系統，以
有效防止有意或無意的惡意攻擊。

2.4封包碎片攻擊

碎片攻擊在IPv4為一個很普遍的攻擊

方式，主要目的為規避防火牆及入侵偵測

系統的偵測，攻擊技巧為將易被察覺的惡

意資料簽章（data signature）分散到數個

封包，造成防火牆及入侵偵測系統難以有

效偵測出其原封包的意圖。

在IPv6僅有來源端可分割封包，其被

分割的封包大小可依來源端到目的端路徑

所測得的最大MTU（Maximum Trans-

mit Unit）來指定，一般正常的IPv6封包

為1280 bytes，也就是IPv6最小的封包大

小，而最後一個傳送的封包大小通常會小

於1280 byte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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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處理重疊的碎片為相當困難的一件
事，原因在於不同的目地端系統使用不同
的方式來重組封包。

對IPv6而言，根據RFC 2460的規定，
重疊碎片是不被允許的，而且就算有重疊
碎片被傳送到網路上，網路裝置或終端主
機也應該要拒絕處理，因此可防止此類的
攻擊發生。但不同的系統對IPv6實作方式
迴異，因此對處理碎片及重疊碎片的作法
可能也有差異，故這類的攻擊在某些情況
下可能仍然有效。

碎片攻擊在某種情況下常會造成阻斷
服務的攻擊效果，尤其當網路裝置忙於處
理碎片的檢查及重組時會降低網路裝置整
體的處理效能。

最後對IPv6碎片攻擊之防禦對策敘述
如下：
(1)部署網路型及主機型的安全裝置。。
(2)隨時監測網路中碎片的數量。。
(3)拒絕重疊的封包流量。。

2.5病毒及蠕蟲攻擊

病毒，特別是蠕蟲，對企業及整個網
際網路造成許多安全威脅，這些威脅大多
來自其惡意的Payload。一般的傳播方式為
使用位址空間掃瞄，來對掃瞄到的線上主
機進行傳染，而一旦某主機被感染後，又
會運用同樣的方式來向外傳播，建立大量
的連線，因此造成非常大的網路流量，進
而使整個網路癱瘓。

病毒主要為感染檔案，其會將自己植
入到既有的程式內，主要的傳播方式為透
過分享的媒介或程式的交換等途徑。而蠕
蟲具有自體複製的能力，主要的傳播方式
為透過網路，如E-Mail或直接的網路連線
等，其快速散播的特性使得它對網路的破
壞程度叫人咋舌。

在公元2003年八月的疾風蠕蟲於數小
時內快速地經由網路感染了20萬部主機，
損失不計其數。但因為IPv6的位址空間太

大，以掃瞄來散播蠕蟲的方式將很容易遭
到遏止。
另外，針對適應IPv6環境而設計的蠕蟲將
會有不同於IPv4的特性，如降低其掃瞄
範圍，或以從某網站獲得的存取日誌中的
IP位址為基礎，做為第一波傳染的對象。
最後對IPv6病毒及蠕蟲攻擊之防禦對策敘
述如下：
(1)對IPv4的反制策略仍適用於IPv6，如即

時Patch系統。
(2)使用主機型及網路型的入侵偵測系統來

監督網路掃瞄活動，並運用主機型入侵
防護系統來保護主機。

(3)在重要的網路出入點部署封包過濾器，
如防毒牆等，以遏阻其漫延。

(4)避免將每個用戶的IP位址指定成連續的
IP位址，應該儘量分散其IP的指定，及
使用隨機產生的位址前綴，如此可有效
降低掃瞄器掃瞄的效率。

(5)使用代理伺服器，如HTTP Proxy，以
避免Web客戶端的IP被Cache，或使用
暫時的Privacy Address，以避免因位址
被鎖定而成為被攻擊的目標。

2.6 IP位址偽冒攻擊

IP位址偽冒一般用於偽冒來源端的位
址，使得受害者無法追蹤到惡意封包的實
際發送者，或來源位址根本不存在。這種
攻擊方式也常用來做為阻斷服務攻擊、發
送垃圾郵件攻擊及蠕蟲的傳播等。

此種攻擊的效果通常會有兩個受害
者，一為被攻擊的目標，另一為被偽冒
IP的主機（當有回應封包到達時），這類
型的攻擊方式如有大量回應封包時即產生
放大效果，而造成阻斷服務。

IPv6對位址前綴的指定及分配相當規
律，使得下游的ISP的IP位址會總是落在上
游服務商的匯總位址空間內，對ISP而言，
因易於實現入口過濾機制，故可有效遏阻
此類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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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對IPv6位址偽冒攻擊之防禦對策
敘述如下：
(1)在各個網路出入點實做入口過濾機制。
(2)有些位址偽冒攻擊使用非法或未經配置

的IP位址空間，故可在邊緣路由器實作
存取控制列表機制，僅允許合法位址的
流量通過路由器。

(3)部署入侵偵測系統來監督Link-local的
流量，特別是一些well-known的群播
位址及監督一些可疑流量型態的門檻值
(threshold)。

(4)除遵循IPv6基本規範中之ICMPv6錯誤
訊息的傳送速率限制外，也應考量對
ICMPv6中之一般及其他訊息的傳送速
率限制在一個合理的門檻值。

(5)丟棄以群播為來源位址的封包。
(6)若在路由器上具uRPF(unicast Reverse 

Path Forwarding)功能，請啟用此項功
能，此項功能可核對封包於接收時所流
經的路由器介面與回傳時所流經的介面
是否一致，若有出入即表示來源位址曾
被修改過，此封包應予丟棄。

2.7 DHCP攻擊

DHCP攻擊為IPv4與IPv6共通的威
脅，主要為將DHCP客戶端或伺服機端的
資源耗盡，以達成阻斷服務的目的。例如
一部非法的客戶主機重覆對伺服主機進行
IP配置的請求，以致於因所有可用IP位
址皆已分配出去，故真正合法的客戶主機
反而得不到服務，造成伺服機端無法提供
應有的服務，而合法的客戶端也因得不到
IP的配置而無法正常運作。

不同於IPv4的DHCP使用廣播的方
式 進 行 協 定 的 操 作 ， D H C P v 6 使 用 群
播 （ I P v 6 不 支 援 廣 播 ） ， 故 一 種 新 的
DHCPv6攻擊方式為使用群播泛洪攻擊
(Multicast-flooding attack)，針對一個
well-known的site-local群播位址做攻擊，
因所有DHCPv6伺服器皆會聆聽此位址，

故只要攻擊者將惡意封包送往此位址，就
可一併攻擊多個DHCPv6伺服器。

另一種攻擊方式為在合法的客戶主機
內暗藏DHCPv6服務，發送假的”recon-
figure”訊息到網路上，導致所有合法的客
戶主機皆會再度去向伺機主機詢問新的組
態配置資料，這樣的結果會同時影響到合
法的客戶端及伺服端主機。

其他像使用非法的DHCPv6伺服主機
提供錯誤的IP組態設定資料給合法的客戶
端主機，導致客戶端無法得到正確的資料
而無法運作，或客戶端依所得之錯誤資訊
連線到惡意的應用伺服器等，也是一般常
見的攻擊方式。

最後一種攻擊型式為中間人(Man-
i n - t h e -m i dd l e )攻擊，如一部非法的
DHCPv6伺服器攔截到客戶主機對伺服器
的請求，並將之中繼到合法伺服器，但卻
在伺服器回應的封包上動手腳等。

解決此類攻擊的最佳解決方案為使用
DHCP身份鑑別選項(DHCP Authentica-
tion Option)，這選項會在客戶端及伺服端
間進行交換，以驗證雙方的身份，若驗證
失敗則會忽略對方的請求或回應封包，但
目前支援這選項的DHCPv6伺服器並不多
見。

最後對DHCPv6攻擊之防禦對策敘述
如下：
(1)使用DHCPv6身份鑑別選項可有效反制

中間人攻擊及阻斷服務攻擊。
(2)實作DHCP Snooping[6]：某些網路交

換器實作DHCP Snooping機制，可在
特定埠口上設定允許那些DHCP的訊息
通過，或設定僅允許某特定埠口可銜接
DHCP伺服器，借此來降低私接非法主
機所造成的問題。

(3)使用IPSec來確保DHCPv6中繼器及伺
服器間的安全連線，以IPSec的AH來認
證來源及封包的完整性，以ESP來進行
封包的加密。

(4 )部署入侵偵測系統來監督不尋常的
DHCPv6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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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Pv6特有的安全威脅 

本章介紹IPv6特有的安全威脅，也就
是IPv6 Link-local的安全威脅，並探討其
攻擊造成的效果，在每節未並提供其攻擊
之防禦對策。

3.1鄰居邀請及公告攻擊

IPv6使用鄰居搜尋（Neighbor Dis-
covery）[7]機制來獲得關於Link-local鄰
居主機及路由器相關參數，這些資訊包
括：
(1)搜尋獲得於Link-local網路上的其他主

機資訊，如MAC位址。
(2)使用重複位址偵測（Duplicate Address 

Detection；DAD）機制來確保網路上
之主機僅使用唯一的IPv6位址。

(3)使用鄰居不可達偵測（Neighbor Un-
reachability Detection；NUD）機制
中所獲得的快取資訊來判斷對方節點是
否仍可到達。

(4)路由器使用重導向（Redirection）機制
來通知主機有其他更佳的路徑選擇。
以上這些功能特性皆可由ICMPv6訊息這些功能特性皆可由ICMPv6訊息

來達成，這些訊息包括Neighbor So-
licitation (NS)、Neighbor Advertisement 
(NA)、Router Solicitation(RS)、Router 
Advertisement(RA)及Redirect。

NS/NA訊息主要的用途乃提供第三
層IPv6位址與第二層位址的對映，如同
IPv4中的ARP協定一般，不同的是IPv6的
NS/NA可運作在各種不同的傳輸介質（不
限於乙太網路）。

主機在進行重複位址偵測的過程中，
可能會收到一個NA的訊息，若此訊息中有
與自己所欲設定之IP位址相同的話，則主
機必須避開這位址，此過程稱為”Address 
collision”。

重複位址偵測的阻斷服務攻擊即為
某惡意主機於接到欲加入網路的主機之

DAD訊息後即發出DAD的回應封包，並
宣稱自己已使用該位址，導致無任何新的
主機能順利取得並設定IP位址，以達到阻
斷服務攻擊的目的。

許多Link-Local的安全議題皆由認證
對方的問題而產生，非法的路由器能輕易
地在不安全的網路上發佈惡意的RA或重導
向訊息來誤導流量的流向，而惡意主機也
可以破壞其他位於本地鏈路的主機之鄰居
快取（Neighbor cache）資訊而造成流量
送至不存在的節點，造成阻斷服務攻擊或
流量送至錯誤的節點，造成中間人攻擊。

鄰居搜尋的規範建議使用IPSec來保護
ICMPv6的訊息傳遞，但由於目前節點間
的IPSec相關參數須手動設定，故當網路成
長到一規模時使用IPSec會變得非常不實
際。

最後對鄰居邀請及公告攻擊之防禦對
策敘述如下：
(1) 對link-local安全議題最有效的解決方式

為對網路基礎建設及所有連網的節點進
行嚴格的控管，以此作為來確保主機依
循IPv6的規範來運作，而路由器也只限
於提供其應有之功能。

(2) 第二個有效的方式為使用靜態的Neigh-
bor entries，但一旦主機的數量增加之
後，這樣的方式會造成管理上的負擔。

(3) 運用RA Snooping機制：這是未來用
在智慧型交換器的解決機制，方式為設
定交換器中的某埠口才可銜接路由器，
非由此埠所發送的RA訊息皆予禁止傳
送，以剔除非法路由器的入侵。

(4) 使用支援IPv6的IDS，以檢測異常的
ND訊息或其交換的訊息組合。

(5) 實作SEND[8]機制。

3.2路由器邀請、公告及重導向攻擊

IPv6中路由及路由快取攻擊的主要目
標為主機，攻擊節點使用經變造的封包以
造成受害主機無法正常將封包傳送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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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阻斷服務攻擊），或傳送到錯誤的目
的地（重導向攻擊）。

如果某惡意節點能欺騙位於link-lo-
cal網路上的節點，並使這些節點使用其當
做預設的路由器，那麼此惡意節點就可進
行僅接收但不轉送封包的阻斷服務攻擊，
或在轉送到真實的預設路由器的同時，也
擷取其封包內容，達到中間人攻擊的目
的。

最後對IPv6主機路由攻擊之防禦對策
敘述如下：
(1) 應禁用自動組態配置功能，使用靜態的

IPv6位址配置或經認證的DHCPv6伺服
器來管理位址的指定及配置，並在主機
端設定靜態的預設閘道器。

(2) 如果主機使用RA來選擇預設的路由
器，則可使用SEND的機制來確認路由
器的合法性，以反制這類link-local惡意
路由器的攻擊。

(3) 如果主機所屬之作業系統支援重導向處
理機制之設定的話，應設定成禁用狀
態，並且在路由器端也建議關掉重導
向訊息的發送，以反制偽造重導向（
Spoofed Redirect）的攻擊。

(4) 應實作CGA[9]及SEND的安全機制，
這些機制提供路由器及主機鄰居搜尋的
認證功能，可有效抵禦路由器搜尋及主
機鄰居搜尋的攻擊。

4. 過渡時期的安全威脅

網際網路由IPv4協定要完全轉移至
IPv6協定除於網路基礎建設要全面支援
IPv6之外，所有作業系統平台及部分應用
程式亦皆要進行提昇或修改，這樣的過程
預計要持續數年之久，也就是IPv6會與
IPv4共存一段時間，這過渡時期的安全問
題就因應而生。本章擬對幾個轉移的機制
進行簡要介紹，並探討運用這些機制的過
程中可能引發或隱含的安全威脅及其防禦
對策。

4.1 6to4[10]轉移機制的安全威脅

6to4的轉移機制定義於RFC 3056，可
讓分處兩地的IPv6網路經由IPv4網路相互
通連，這種轉移機制適用於當企業內部網
路啟用了IPv6協定，但無法直接與上游的
純IPv6網路構連時的情況。

6to4網路會經由一部邊界路由器與
IPv4的網際網路連接，這部路由器稱6to4 
Router，而若要與純IPv6（Native IPv6）
的網路構連的話就須藉由一部6to4 Relay 
Router來做中繼。

對6to4轉移機制的攻擊一般會與位址
偽冒有關，以下將探討幾種攻擊的場景及
其結果供讀者參考。

在圖三中，假設Host E為位於IPv4的
惡意主機，這主機送出經變造的IPv6-in-
IPv4封包，使得路由器A相信這流量是由
純IPv6中的Host C送出並流經6to4中繼路
由器C，這樣的攻擊若成功會造成Host A的
回應封包回送到Host C，而加重6to4中繼
路由器C及Host C的處理負載，這是一種
反射型的阻斷服務攻擊。

圖三 6to4轉換機制的攻擊場景

第二個例子與上一例子類似，Host 
E送出經變造的6to4封包到Host C，使得
Host C相信這流量是由位於6to4網路中的
Host A送出，這種情況，回應封包會由
Host C回送到Host A，同樣加重6to4路由
器A及6to4中繼路由器C的處理負載，這也
是一種反射型的阻斷服務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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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例子，攻擊的惡意主機位於純
IPv6網路中，Host D送出IPv6的封包並經
中繼路由器B及路由器A到達6to4網的Host 
A，因為來源端的IPv6位址為經變造者，
故回應的封包會流經路由器A及中繼路由器
C，最後到達Host C，這也是一種反射型
的阻斷服務攻擊。

最後對6to4轉移機制的安全威脅之防
禦對策敘述如下：
(1)6to4端應手動選擇合法的上游6to4中繼

路由器，禁用6to4中繼任意播位址機制
來自動選擇6to4中繼路由器。

(2)確實依循6to4的規範來實作此機制，以
防止漏洞產生。

(3)在6to4路由器及中繼路由器中實作日
誌（logging）功能，並儘可能追蹤
IPv4中帶有封裝IPv6的封包，以便於遭
受攻擊後可回溯到該惡意主機的來源。

4.2 ISATAP[11]的安全威脅

I S A T A P 提 供 雙 協 定 堆 疊 （ D u a l 
Stack）主機在僅運行IPv4協定的企業內
部網路中交換IPv6的封包，這些主機必須
運行ISATAP軟體，許多作業系統如MS 
Windows XP及2003 Server已內建支援此
協定，若這些主機想進一步連上純IPv6的
網路，則需經由一部支援ISATAP的路由
器來當閘道器，這部ISATAP路由器介於
企業IPv4網路與IPv6網路，詳如圖四所
示。

 

圖四 ISATAP架構示意圖

ISATAP會為整個IPv4的企業網路建
立一個虛擬鏈結層（Virtual link layer），
所有企業內部的ISATAP主機及ISAT-
AP路由器的運作行為就好像運行在單一的
第二層網路上，故當某主機送出IPv6的封
包到另一部主機時，其封包可使用link-lo-
cal的來源及目的位址。因此無法在IPv6（
第三層）這一層來對Link-local的流量做任
何限制。

以下例子說明ISATAP的攻擊方式，
在圖四的場景中，ISATAP主機於開機
後會到企業的DNS伺服器詢問”isatap.
companyname.com”的IPv4位址，此位
址即為ISATAP路由器的合法位址，ISA-
TAP主機可經由這部路由器連上IPv6網際
網路，某部非法的ISATAP路由器（或許
是一部Linux主機）設定成為一部ISATAP 
Client的角色，以獲取ISATAP的/64前
綴，接著如果攻擊者亦攻佔了DNS伺服器
的話，則攻擊者可改變DNS伺服器中的
DNS entry，並將”isatap.companyname.
com”指向自己的IPv4位址，當某部主機
開機後，它就會使用這部非法的路由器當
做它的ISATAP路由器，如果這部非法的
路由器在取得封包後再轉送到合法的ISA-
TAP路由器，就形成了中間人攻擊，如果
不轉送就造成阻斷服務攻擊。

最後對ISATAP的安全威脅之防禦對
策敘述如下：
(1) 由於所有ISATAP節點在邏輯連接上視

為在同一個”ISATAP Link”，故所
有節點為直接可到達（Directly reach-
able），故須由節點本身來做流量的
控管，另外也有可能在企業內部部署
IPv6的ACL來對ISATAP的流量進行限
制，藉此來防止駭客的進犯。

(2) ISATAP為網內網路（Intranet）的協
定機制，不應該有Protocol-41（表封裝
成IPv6的封包）的封包由網際網路流進
企業內網，故應在企業邊界路由器進行
過濾及阻隔。

(3) 對於中間人攻擊的防治作法，應更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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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伺服器的配置，或考慮以手動設定
主機所使用的ISATAP路由器位址。

(4) ISATAP協定未提供雙方之身份認證機
制，故應考慮採用如通道代理人（Tun-
nel Broker）的方式來解決Client認證
的問題。

4.3 Teredo[12]的安全威脅

Teredo轉移機制提供位於IPv4 NAT裝
置內網的雙協定堆疊節點可與IPv6網路連
線的功能，這部雙協定堆疊節點稱為Tere-
do用戶，並且在一般的情況下會使用RFC 
1918的IPv4私有位址，而NAT裝置也不會
傳遞具Protocol-41的封包。

使用Teredo機制，用戶會獲得一個
可被繞送的全域（globally-routable）
IPv6位址，並且成為一個具IPv6全功能的
網際網路用戶。

在圖五中，Teredo用戶先由Teredo伺
服器中獲得IPv6的位址，然後再與IPv6主
機進行連線動作，同時這三者會合作找到
合適的Teredo中繼器來傳送彼此的流量，
最後所有Teredo用戶與IPv6主機間的流量
即僅經由這部Teredo中繼器來中繼傳送。

 

圖五 Teredo架構示意圖

在Teredo用戶獲得IPv6的過程中，
攻擊者可假扮成合法的Teredo伺服器並對
Teredo用戶提供錯誤的位址或參數，導致
阻斷服務攻擊的發生，若攻擊者同時攻佔
了或扮成合法的Teredo中繼器，那麼Te-
redo即與ISATAP一樣具有中間人攻擊的
威脅產生，另外非法中繼器也可向IPv6網
際網路公告Teredo的前綴，宣稱願意幫純
IPv6的節點轉送封包，但實際上卻僅收而
不轉送，此為另一種形式的阻斷服務攻擊
或IPv6路由的攻擊。

其他像對Teredo伺服器及Teredo中繼
器進行暴力的泛洪攻擊，使其無法正常提
供回應的服務功能給用戶也是一種阻斷服
務攻擊。

最後對Teredo轉移機制的安全威脅之
防禦對策敘述如下：
(1) 對於企業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Te-

redo而言，應對Teredo服務的UDP 埠
3544進行管控，否則應禁用以這種方式
來存取IPv6網路。

(2) 使用Teredo內建的安全認證機制，伺服
器與用戶利用此機制並使用共享金鑰來
進行相互的身份認證，以此來抵禦中間
人攻擊。此外，也可部署多個Teredo伺
服器來抵禦對伺服器所進行的阻斷服務
攻擊。

(3) 在Teredo用戶端安裝具IPv6能力的主
機型防火牆及入侵偵測系統來保護基於
IPv6類型的攻擊，因為所有IPv6主機所
受的威脅，Teredo用戶同樣也需面對。

(4) 由於Teredo用戶為全功能的IPv6節點，
故應實作IPSec來保障與純IPv6節點間
的連線安全。

5. 結論

本文先由傳統型的安全威脅來比較
IPv6與IPv4間的異同，接著探討IPv6特有
的安全威脅，最後並對IPv4過渡到IPv6期
間可能的安全威脅進行描述及分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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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論述中得知，IPv4的安全威脅在
IPv6仍然存在，部分的防禦對策也仍然有
效，雖然IPv6將IPSec強制納入協定本身
來設計，有效地強化其運用的安全性，但
其過於複雜及PKI尚未全面部署就緒的情
況下，造成其原始的安全構想無法完全滿
足。

IPv6提供了彈性的位址及組態自動設
定的機制，相對也造成了可供駭客利用的
漏洞。而過渡時期使用的機制所產生的安
全漏洞更加深IPv6所面臨的安全威脅，其
他不在本文所探討的群播及行動IP等亦是
另一個受安全威脅的議題。故總括而言，
IPv6若無法在全面建置PKI的環境下使用
的話，則其安全令人堪虞，否則至少應實
作本報告在各節未所建議的防禦對策，以
減低其所受的安全威脅。

隨著IPv6的基礎建設於各國相繼建
立，其相關的漏洞及攻擊工具也陸續被發
掘及開發出來[13]，是故另一個戰場已悄
然開啟，網路的安全威脅不會僅是過去式
或完成式，而是現在進行式，如何將其降
低到最低可接受的程度，將是大家未來共
同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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