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P IPv4/IPv6 網路安全防護檢查項目清單 

以下根據 ICP業者的 IPv6設定檢測及網路安全檢查項目分別提列

網站 IPv4/IPv6升級檢查項目清單。 

 

(一) ICP業者的 IPv6 設定檢測 

 

表 1、ICP業者的 IPv6 設定檢測表 

編號 測試說明 測試方法 通過條件 

測試類別：主機 

CT-1 

網站的 IPv6

位址可以連

上(http 或

https) 

 工具：curl 

 指令： 

curl -v 網址 –head 

Trying 顯示 IPv6 位

址、出現

TCP_NODELAY 

set、Connected to 

網址(IPv6位址) port 

443 、並顯示

successfully set 

certificate verify 

locations出現

HTTP/2 200 

測試類別：路由器 

CT-2 

測試路徑上

所有路由器

都有 IPv6位

址 

 工具：traceroute6 

 指令： 

traceroute6 根網域 

顯示路徑上所有路由

器 IPv6 位址 



編號 測試說明 測試方法 通過條件 

測試類別：DNS 

CT-3 

網站是否正

確設定 IPv6

位址 

 工具：dig 

 指令： 

dig aaaa 根網域 

 @8.8.8.8 +short 

顯示測試網站 IPv6位

址 

CT-4 

網站使用的

所有 DNS 

Server本身

要有 IPv6位

址 

 工具：dig 

 指令： 

for i in `dig @8.8.8.8 +short 

NS 根網域`; 

do echo -n "$i => [ipv6] ";  

dig aaaa $i @8.8.8.8 +short; 

done; 

顯示 DNS Server 

IPv6 位址 

CT-5 

網站使用的

DNS 的

IPv6 都可以

PING通過 

 工具：ping6 

 指令： 

ping6 根網域 

成功顯示 PING到的

IPv6 位址 

CT-6 

網站使用的

DNS 要設

定網站根網

域的 IPv6位

址 

 工具：dig 

 指令： 

for i in `dig @8.8.8.8 +short 

NS 根網域`;  

do echo -n "$i => [ipv6] ";  

dig aaaa 根網域 @$i +short; 

done; 

顯示網站使用的 DNS

網站根網域的 IPv6位

址 

測試類別：Mail Server 

CT-7 

網站使用的

Mail 

Server都要

 工具：curl 

 指令： 

for i in `dig @8.8.8.8 +short 

顯示 IPv6 位址 



編號 測試說明 測試方法 通過條件 

有 IPv6 位

址，且可以

連得上 

MX  根網域`; do echo -n "$i 

=> [ipv6] "; dig aaaa $i 

@8.8.8.8 +short; done; 

 

(二) ICP業者的網路安全檢查 

 

ICP 業者的網路安全檢查項目又可分為外網測試項目、內網測

試項目及專為 IPv4測試使用項目共三類，以下表格將對不同類別

提列對應測試項目及說明。 

以表為 ICP 業者的網路安全檢查表關於外網測試項目： 

 

表 2、ICP業者的網路安全檢查表-外網測試項目 

編號 測試項目 測試工具 測試方法 

測試類別：路由器 

ST-1 

未經驗證或

者偽照的裝

置 

thcsyn6 

thcsyn6 [-AcDrRS] [-p port] [-s 

sourceip6] interface target 

port 

ST-2 

未經驗證或

者偽照的裝

置 

exploit6 

exploit6 interface destination 

[test-case-number] 

ST-3 
DDoS 攻擊

（ICMPv6） 
fuzz_ip6 

fuzz_ip6 [-x] [-t number | -T 

number] [-p number] 

[-IFSDHRJ] 



編號 測試項目 測試工具 測試方法 

[-X|-1|-2|-3|-4|-5|-6|-7|-8|-9|-0 

port] interface 

unicast-or-multicast-address 

[address-in-data-pkt] 

ST-4 

Ping of 

Death 

（PoD） 

frag6 

frag6 -i [interface] 

--frag-id-policy -d 

[destination] 

ST-5 網路掃描 flow6 

flow6 -i [interface] 

--flow-label-policy -d 

[destination] -v 

測試類別：網站主機 

ST-6 

DDoS 攻擊

（Smurf 攻

擊） 

implementation6 

implementation6 [-p] [-s 

sourceip6] interface 

destination 

[test-case-number] 

ST-7 

DDos攻擊

（Duplicate 

Address 

Detection） 

flood_mld6 

flood_mld6 interface 

ST-8 

Upper 

Layer 

Header的攻

擊 

flood_mld26 

flood_mld26 interface 

ST-9 

Atomic 

Fragment攻

擊 

denial6 

denial6 interface destination 

test-case-number 

 



以下為 ICP 業者的網路安全檢查表關於內網測試項目： 

 

 

表 3、ICP業者的網路安全檢查表-內網測試項目 

編號 測試項目 測試工具 測試方法 

測試類別：路由器 

ST-10 

DDoS 攻擊

（Router   

Advertisement） 

alive6 

inject_alive6 [-ap] interface 

ST-11 

DDoS 攻擊

（neighbor    

advertisements） 

alive6 

inject_alive6 [-ap] interface 

ST-12 
DDoS 攻擊（MLD 

reports） 
redir6 

redir6 interface victim-ip 

target-ip original-router 

new-router [new-router-mac] 

[hop-limit] 

ST-13 

DDoS 攻擊

（MLDv2 

reports） 

dos-new-ip6 

dos-new-ip6 interface 

ST-14 中間人攻擊 fake_mipv6 

fake_mipv6 interface 

home-address 

home-agent-address 

care-of-address 

ST-15 

DDoS 攻擊

（unknown 

options） 

fake_advertiser6 

fake_advertise6 [-DHF] [-Ors] 

[-n count] [-w seconds] 

interface 



編號 測試項目 測試工具 測試方法 

ip-address-advertised 

[target-address 

[mac-address-advertised 

[source-ip-address]]] 

測試類別：網站主機 

ST-16 
DDoS攻擊（Smurf

攻擊） 
implementation6d 

implementation6d interface 

ST-17 滲透測試 flood_dhcpc6 
flood_dhcpc6 [-n|-N] [-1] [-d] 

interface [domain-name] 

ST-18 
未經驗證或者偽照

的裝置 
toobig6 

toobig6 [-u] interface target-ip 

existing-ip mtu [hop-limit] 

ST-19 
未經驗證或者偽照

的裝置 
fake_dns6d 

fake_dns6d interface 

ipv6-address 

[fake-ipv6-address [fake-mac]] 

ST-20 
未經驗證或者偽照

的裝置 
fake_dnsupdate6 

fake_dnsupdate6 dns-server 

full-qualified-host-dns-name 

ipv6address 

測試類別：作業系統 

ST-21 

CVE-2003-0429 

Ethereal OSI解析

緩衝區溢位漏洞 

mitm6 

mitm6.py [-h] [-i INTERFACE] 

[-l LOCALDOMAIN] [-4 

ADDRESS] [-6 ADDRESS] [-m 

ADDRESS] [-a] [-v] [--debug] 

[-d DOMAIN] [-b DOMAIN] 

[-hw DOMAIN] [-hb DOMAIN] 

[--ignore-nofqdn] 

ST-22 
CVE-2004-0257 

OpenBSD 
fake_mld6 

fake_mld6 [-l] interface 

add|delete|query 



編號 測試項目 測試工具 測試方法 

ICMPv6處理遠程

DDoS 攻擊漏洞 

[multicast-address 

[target-address [ttl [own-ip 

[own-mac-address 

[destination-mac-address]]]]]] 

測試類別：防火牆 

ST-23 

DDoS 攻擊

（TCP-SYN） 

fake_mld26 

fake_mld26 [-l] interface 

add|delete|query 

[multicast-address 

[target-address [ttl [own-ip 

[own-mac-address 

[destination-mac-address]]]]]] 

ST-24 

網路掃描 fake_mldrouter6 fake_mldrouter6 [-l] interface 

advertise|solicitate|terminate 

[own-ip [own-mac-address]] 

ST-25 

基本設定 

fake_router6 

fake_router6 [-HFD] interface 

network-address/prefix-length 

[dns-server 

[router-ip-link-local [mtu 

[mac-address]]]] 

ST-26 基本設定 flood_router6 flood_router6 [-HFD] interface 

測試類別：其他 

ST-27 
DDoS 攻擊 

flood_advertise6 flood_advertise6 [-k | -m mac] 

interface [target] 

ST-28 
未經驗證或者偽照

的裝置 
ndpexhaust26 

ndpexhaust26 [-acpPTUrR] [-s 

sourceip6] interface 

target-network 

ST-29 未經驗證或者偽照 parasite6 parasite6 [-lRFHD] interface 



編號 測試項目 測試工具 測試方法 

的裝置 [fake-mac] 

ST-30 
安全評估工具

（ flow label） 
smurf6 

smurf6 interface victim-ip 

[multicast-network-address] 

ST-31 掃描工具 rsmurf6 rsmurf6 interface victim-ip 

以下為 ICP 業者的網路安全檢查表關於 IPv4 測試項目： 

 

表 4、ICP業者的網路安全檢查表-IPv4 測試項目 

編號 測試項目 測試工具 測試方法 

測試類別：路由器 

ST-32 中間人攻擊 Arpspoof 
arpspoof -i [Network Interface 

Name] -t [Victim IP] [Router IP] 

測試類別：防火牆 

ST-33 DDoS 攻擊 hping3 hping3 --traceroute -V -1 網站 

ST-34 中間人攻擊 ettercap 圖形化介面操作 

ST-35 
DDoS 攻擊, 

中間人攻擊 
Evil FOCA 

圖形化介面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