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LAN 技術的概念與應用 

壹、前言 

透過虛擬區網（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VLAN）的技術，網管人員可以對不同

實體區網中的設備進行邏輯上的分群（Grouping），為區網管理提供更完整的資訊安全

保障。 

貳、VLAN 的由來 

基本上，VLAN 是築基於區域網路交換技術（LAN Switch）。自 1993 年開始，交

換技術愈見成熟，市場上開始出現許多產品。國內也逐漸掀起對交換機技術的重視，

一般來說，主要是希望透過 Switch 對 MAC Address 的辨識能力來有效分派出入區網的

封包其映對到的正確出入埠，降低區網間大量資料流通時因過多無用封包充斥而導致

封包雍塞的問題。不過，就資訊安全的角度來看，這項技術對封包安全可能產生的問

題也仍然存在。 

以圖一來看，由交換機串出來的電腦有四台，分別是 pc1、pc2、pc3 與 pc4。假設，

pc1 與 pc2 屬於行政部門、pc3 與 pc4 屬於會計部門。在 Switch 技術下，雖然他們可以

劃分成不同部門封包可能流通的兩塊區域，但是，如果外來封包係以廣播（broadcasting）

進到該交換機的話，它仍然會流入所有連至交換機上的電腦（鄭華與李桂紅，2005），

而導致資訊可能外洩的潛藏風險。因此，為了解決上述資訊安全議題，1995 年 IEEE 802

委員會進一步發表了 802.1Q VLAN 技術的實作標準與訊框結構，如圖二所示，希望能

透過對邏輯位址的設定，將實體區網群分成一個個獨立的虛擬網段來規範封包廣播時

的最大範圍。 

 

圖一 由交換機串連區網中不同電腦 

 

圖二 802.1Q 下訊框中的資訊 

 



在 802.1Q 實作標準下，路由器與交換機、交換機與交換機，以及交換機與終端電

腦之間必須要存在一個用以交換資訊的協議，以及在這個協議之下，雙方可以使用的

訊框結構，這些都必須進一步規範（馮志杰與王紅梅，2006）。目前，VLAN 技術使用

的訊框結構稱為 ISL（Inter Switch Link），主要用來傳遞並記錄終端電腦所屬 VLAN 的

相關資訊；使用的資訊交換協議稱為 VTP（VLAN Trunk Protocol），以便溝通不同交換

機間的訊息，有 Server、Client 與 Transparent 等模式供交換機選用。 

參、技術概念與應用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VLAN 技術主要用來支援區網內電腦用戶間邏輯上的分群管

理政策。如圖三所示，由四個 Switch 拓樸出來的實體網路架構將六台分屬在不同樓層

的電腦區分成三個部份，有 LAN1 (A4/B3)、LAN2 (B2/C1) 與 LAN3 (A2/C3)；透過

VLAN 技術，網管人員還可以再針對不同樓層間的電腦，就不同的工作任務或目的實

行邏輯上的分群管理政策，將六台電腦進一步區分為 VLAN1 (A4/A2)、VLAN2 (B3/B2) 

與 VLAN3 (C1/C3) 三群。 

 

圖三  交換機與 VLAN 的組合拓樸圖 

目前，用來實行 VLAN 的方式有三種，包含以 Switch 上的埠、以每台主機的 MAC，

或是以每台主機的 IP 位址進行群分（劉歌與趙旭偉，2006）： 

(1) 以 Switch 上的埠做為劃分 VLAN 的基礎。這是屬於實體層（physical layer）的實作

概念。方法是直接針對 Switch 上的埠區分出不同的 VLANs，例如，將 A Switch 上

的埠 1、3、5 與 8 設為同一個 VLAN 的入口、埠 2、4、6、7 則設為另一個 VLAN

的入口。這種方法同樣支援多 Switch 的環境，也就是說，網管人員可以將 B Switch

上的埠 2、5 與 7 設定成跟 A Switch 上埠 1、3、5 與 8 同一個 VLAN 的成員，如圖

四所示，十分簡單與直觀。因此，運用這種方法設定 VLAN 的情況十分普遍，不

過，也因為是實體層的設定，所以比較適合用在規模不大的組織。 

 



 

圖四 跨 Switch 間 Port-based VLAN 

 

(2) 以每台主機的 MAC 做為劃分 VLAN 的基礎。這是屬於資料鏈結層（data link layer）

的實作概念。方法是去辨視每一台主機出廠時被賦予的全球唯一與固定的六個由十

六進制文數字組合而成的 MAC 碼，如圖五所示。基本上，每一台交換機都會內含

一個羅列了串接其上不同電腦 MAC 碼的表格，並在表格上註明有該 MAC 碼所屬

的 VLAN 編號。當封包進入交換機之後，交換機就會直接根據上述的表格去分派

封包應有的「歸處」。所以，在交換機裡的 MAC 碼表格組態好了之後，即使電腦

在實體上的位置不同，也不會影響 VLAN 機制的運作。不過，缺點就是網管人員

必須在交換機中設定好企業裡每一台電腦 MAC 碼與 VLAN 間的映對關係，因此，

這種設定策略的管理複雜度也會隨著企業電腦數量與實體位置的電腦群落中具有

不同工作任務或目的的種類愈多變得愈高。 

 

 

圖五 運用「ipconfig /all」指令查找電腦 MAC 碼 (即圖中紅色箭頭所指的 Physical Address) 

 



(3) 以每台電腦的網路 IP 做為劃分 VLAN 的基礎。這是屬於網路層（network layer）的

實作概念。方法是以每台電腦的 IP 位址做為分群的基礎，將子網路視為 VLAN 設

定的依據，如圖六所示。所以，在企業負責管理網路的人員已經將內部網段做好規

劃與分配的情況下，這種方式可以大大降低網管人員規劃並設定 VLANs 架構的複

雜度。不過，負責接收與分派封包的交換機工作量卻會馬上增加。因為，傳統交換

機是不需要對訊框（Frame）對任何的處理，但是，在這樣的機制下，交換機本身

就必須具備剖析訊框的能力，而且還要進一步取出其中的 Source IP 與 Destination IP

進行比對，連帶降低網路封包遞送的效率。另外，也可以針對 Protocol 進行 VLAN

的實作主要是讓交換機去辨別訊框本身所要的 Service 或 Applications 種類的不同而

劃分出不同的 VLAN 群，如 IPX、ARP 或 NetBEUI…等等就可以視為（群分成）不

同應用的 VLANs（Protocolbase.net，2005）。 

 

圖六 將網路環境劃分成三個不同的 IP 區段，並逐一設成 VLAN 

在設定好 VLANs 之後，原則上，處在不同 VLAN 中的終端電腦之間是沒有辦法相

互連結到的。因此，為了要讓不同 VLAN 間的電腦也能相互溝通，網管人員還必

須在不同 VLAN 間打出一條用來交流訊息的「通道」（trunk）。目前，在 VLAN 環

境中可以用來進行訊息交換的方法有表列維護（table maintenance）、訊框標簽（frame 

tagging）與分時多工（time-division multiplexing）等機制。對處於同一個 VLAN 中的

終端電腦而言，透過所屬交換機就可以直接進行訊息交換；但是，對不在同一個

VLAN 下的終端電腦而言，交換訊息就必須透過 Client-Switch-Router（或 Switch）

這種三階模式建立 ARP 映射環境後才可以達成（劉陽等人，2007；程傳慶等人，

2005）。 

 

圖七 Client-Switch-Router (或 Switch) 三階模式 



肆、結論 

VLAN 技術能夠透過對訊框中 VLAN ID 的辨視強化封包分派到不同 port 時的限

制，從而降低 Ethernet 在封包廣播時可能面臨的安全風險。透過本文可以理解，應用

VLAN 的方法有三種：port-based、MAC-based 跟 IP-或 protocol-based。每一種都有適合

應用的條件與優劣處，企業在導入 VLAN 環境時，應該根據網管人員本身在網路組態

上的能力與企業資訊環境複雜度的高低作方法上的取捨。其中，又以 port-based 這種

屬於實體組態的方式最常被使用在 VLAN 的建構實作上，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簡單與

直接，網管人員不必進行複雜的規劃或交換機組態工作就可以輕鬆達到切割 VLANs

的目的，不過，這比較適合運用於環境複雜度不高（電腦數量不多）的情況。 

（國實院科資中心副研究員賴明豐、華夏技術學院資訊管理系助理教授陳大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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