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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在網際網路上，沒人知道你是隻狗－By Peter Steiner on page 61 

of July 5, 1993 issue of the New Yorker。 

 

這是則笑話，現實生活中還沒有狗聰明到能使用電腦，但也點

出了在網際網路上要確認對方身分的困難，尤其是重要的資料要透過

網路交換時如訂單等，在網路通訊有 4 個資訊安全問題： 

(一)隱密性：確保資訊不被未授權的使用者取得。 

(二)認證：交換資訊前確認對方身分。 

(三)不可否認性：發送端不可否認送出，接收端不可否認曾接收。 

(四)完整性：確保收到的資訊沒有錯誤或篡改，就算被更改也能得

知。 

專題報告 

        黃兆農

www.im.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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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然人憑證 

 隨著科技進步，發展了一種名為「憑證」的工具，使用「公開

金鑰」技術。這個公開金鑰是智慧型 IC 卡自己演算出來的一組金鑰

對中的一半，另一半稱為「私密金鑰」，則永遠儲存在 IC 晶片當中。

經由憑證使用人和憑證管理中心約定，日後用這憑證，身分就可以辨

認，使用金鑰加密，不管你在網路上傳什麼資料，資料都被加密，第

三方攔截了資料也無法輕易的解開。 

 自然人憑證是由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所簽發的，內政部憑證管

理中心是電子化政府資訊安全基礎建設計劃之一，是一個我國電子簽

章法所謂的「憑證機構」，負責簽發我國滿 18 歲以上國民之公鑰憑證， 

並提供其他自然人之電子化政府應用服務網路通訊的安全基礎。 

 

 我國之政府公開金鑰基礎建設（Government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GPKI）是一個階層式的憑證管理架構，以行政院研考

會設置的政府憑證總管理中心（Government Root CA，GRCA），做為

整個 GPKI的信賴其點（Trust Anchor），GRCA將簽發 CA憑證給 GPKI

的下層 CA。而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屬於 GPKI 中的第一層下屬憑證

機構（Level 1 Subordinate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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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然人憑證原理 

在說明自然人憑證原理前，先說明加密的類型。首先，最早的

加密的類型「對稱式加密系統」，雙方事先約訂好以同一把金鑰加

解密，如下圖： 

 

       優點：加解密速度快。 

缺點：1.金鑰散佈問題，這又回到問題原點，如何秘密地傳送金鑰？ 

2.因為共享金鑰，無法提供不可否認的能力。 

3.管理問題，與不同對象通訊，金鑰不同，金鑰數量日益增

加。 

因此發展出「非對稱式加密系統」，使用不同的金鑰（公鑰：

公開給每個人、私鑰：自行擁有）進行加解密，如下圖： 

 

表 1 對稱式加密系統與非對稱式加密系統之比較 

加密的類型 對稱式加密系統 非對稱式加密系統 

加解密金鑰是否相同 是 否 

金鑰是否公開 否 公鑰可公開 

私鑰不可公開 

金鑰保管問題 與 n個人通訊，需

保管 n把金鑰 

只保管自己的私鑰 

加解密速度 快 慢 

自然人憑證在金鑰上使用非對稱式加密系統以解決上述網路

通訊的 4個資訊安全問題。 

(一)隱密性：張三使用李四的公鑰加密，就只有李四的私鑰

可解密，確保資訊不被未授權的使用者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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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證：以李四的私鑰進行簽章，就只有李四的公鑰可解

密確認，因此可以確認發送者對方身分。 

(三)不可否認性：自然人憑證公鑰經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認

證，而每對公鑰私鑰是 1對 1的配對，因

此以自然人憑證進行簽章，不可否認。 

(四)完整性：以目前自然人憑證金鑰長度 2048bits，駭客攔

截了資料也無法輕易的解開，確保收到的資訊

沒有錯誤或篡改，就算被更改也能由數位簽章

中得知。 

四、 自然人憑證內容 

自然人憑證內容包括使用者名稱、公開金鑰、發行者、生效和到期日

期…等資訊，如下圖所示，其中與個人資料有「使用者名稱」、「身分

證字號」後 4 碼」及「電子信箱地址」，因此沒有個人資外洩的疑慮。 

  最重要的私鑰在憑證 IC 卡內部產生，儲存在 IC 卡中無法匯出，

與私鑰有關的應用是將資料傳入 IC 卡中運算後再傳出結果，因此也

沒有私鑰外洩的問題。 

 

五、 總結 

以上針對自然人憑證如何做到網路通訊安全問題稍做介紹，有了自

然人憑證「網路就是馬路」，就像帶著「網路身分證」，享受少用馬路，

多用網路的便捷性與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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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近年來政府減紙減碳政策的推行，實體文件轉為電子化，自然人

憑證的運用是不可或缺的基礎之一，政府對內對外已有百項應用系統使

用自然人憑證，使用次數超過 2 億次。因此使用自然人憑證不僅只是科

技的便利性與安全性，更是愛護環境保護地球的作為。 

 

參考資料來源： 

 MOICA 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  http://moica.nat.gov.tw/

 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 HiSecure API 函式庫教育訓練基礎班 

 維基百科等網路資料 

 

◎ 簡化本府各機關/單位申請本府電子郵件轉發及 LINE 訊息發送作業，自

102 年 11 月 12 日起，整合兩項業務申請作業說明及表單，本府各機關

可依需要單一或同時申請「本府電子郵件轉發」或「本府 LINE 訊息發

送」，相關作業說明（含申請表）請至本府「資訊中心網站-業務申請表

單」項下下載。 

◎ 本中心已啟動進行「103 年度臺中市政府中文網站整合服務平台擴充及

推廣計畫」採購案程序，明(103)年將再推廣導入 30 個衛生所及 2 個區

公所使用，並進行網站整合服務平台功能調整及擴充。 

◎ 102 年 10 月份本府網路流量監控發現有下列 IP 作大量線上檔案上、下

載，網路流量 TOP10 名單如下表所示： 

10 月份網路流量 TOP10 名單 

 使用 IP 機關/單位 

1 172.20.58.19 水利局 

2 192.168.157.68 新聞局 

3 192.168.211.133 都市發展局 

4 172.18.107.166 南屯區公所 

5 172.20.35.38 教育局 

6 172.18.41.30 霧峰區公所 

7 172.18.25.37 大甲區公所 

8 172.18.25.123 大甲區公所 

9 172.18.25.57 大甲區公所 

10 192.168.204.83 環保局 

環保局 IP<192.168.204.83>網路行為是至dropbox大量線上檔案上下載，

資訊中心呼籲同仁，勿用公用電腦及網路下載私人及非法檔案，以免影

訊息報報 

http://moica.nat.gov.tw/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2067784454%5e401%5e%5e%5e270172.020.058.019@@603570492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2067784454%5e401%5e%5e%5e270192.168.157.068@@485560280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2067784454%5e401%5e%5e%5e270192.168.211.133@@894429689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2067784454%5e401%5e%5e%5e270172.018.107.166@@364228444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2067784454%5e401%5e%5e%5e270172.020.035.038@@1063958031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2067784454%5e401%5e%5e%5e270172.018.041.030@@1633108117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2067784454%5e401%5e%5e%5e270172.018.025.037@@2114738097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769042292%5e401%5e%5e%5e270172.018.025.123@@2007905771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769042292%5e401%5e%5e%5e270172.018.025.057@@822890675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790626850%5e401%5e%5e%5e270192.168.204.083@@63170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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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公務正常運作。 

◎ 102年10月份防毒系統監控發現感染病毒排行榜前8機關單位分別為：

大里區公所、社會局、大肚區公所、圖書館(外部網路)、大墩文化中心、

教育局、建設局、交通局，其中感染病毒筆數最高為大里區公所共 2265

筆， 其次為社會局共 1158 筆。資訊中心呼籲同仁，應加強家中電腦安

全防護，目前有多種免費防毒軟體，可於家中非營利使用，功能齊全，

請同仁多加運用，以免資料外洩或影響公務電腦正常運作。 

 

 

◎ 行政院科技辦公室協助政府機關人員瞭解資訊服務管理制度及推動規

劃，特與本府共同辦理「政府機關資訊服務管理(ITSM)制度建立與推廣

研討會」，由本府免費提供場地辦理研討會活動，並邀請中央與地方政

府已導入及正準備導入資訊服務管理之機關主管進行經驗分享。其中台

中場次已於 102 年 11 月 6 日(週三)假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禮

堂辦理 2 場次，本中心張主任忠吉也就「臺中市政府資訊服務管理與導

入議題初探」進行分享，讓與會人員對於如何提升資訊服務效能及政府

機關 ITSM 制度建立與推動計畫有更深一步的認識。 

 

◎ 為落實各機關網站定期檢視，並即時更新網站資料，本府訂有「臺中市

政府各機關網站稽核檢測作業」，12 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一) 一級機關：經濟發展局、人事處、農業局、衛生局、都市發展 

              局、消防局、地方稅務局。 

(二) 二級機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體育處、仁愛之家、葫蘆墩文 

              化中心、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三) 戶政事務所：西區戶政事務所、南屯區戶政事務所、大里區戶 

                 政事務所、石岡區戶政事務所、東勢區戶政事務 

重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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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清水區戶政事務所、豐原區戶政事務所。 

(四) 地政事務所：中興地政事務所、東勢地政事務所。 

(五) 區公所：南區區公所、南屯區公所、大甲區公所、大雅區公所、 

            沙鹿區公所、神岡區公所、潭子區公所、后里區公所。 

檢核項目主要有四項：1.失效連結檢測、2.網頁內容更新檢測、3.不定期

機關網站服務信箱檢測、4.政府公開資訊檢測。請受測機關依規處理，

屬自建網站機關者並請依規提報檢測結果。另 10 月份抽測二級機關及

區公所共計 51 個機關，其中當日回復者共 44 個機關(佔 86.27%)、隔 1

日回復者共 7 個機關(佔 13.73%)，無超過期限未回復之機關 ，相較於

102 年 08 月檢測結果，雖當日回復率略降，惟隔日內回復率上升且無隔

2 日以上（含）回復之機關，整體回復率良好。 

 

 

◎ Juiker(揪科)： 

Juiker 是 Juice Up Intelligent Kernel 的縮寫，意為「智慧薰修」，唸起來

像「揪科」，同時也像台語的「揪客」；Juiker 以臺灣翡翠樹蛙作為品牌

圖示，為國內工研院自主開發的通訊 App，它不僅能補足傳統節費電話

之不足，更能智慧判斷最適合的通話方式，電話撥出去後，會先判斷網

路 OK 不 OK，若 OK 的話走 VoIP，若不 OK 的話再走 3G（如果都是

在揪科的群組內，當然也算節費電話啦），以達到通話最適，費用最低

的目的。 

 

名詞彙編 

http://cafe.crazymike.tw/article.asp?id=1352&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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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密碼(OTP，One Time Password）： 

「動態密碼」是每次使用時產生的密碼都不一樣，其是由晶片卡配合密

碼產生器構成，即使密碼產生器並沒有與電腦連線，但可以在核卡時就

置入多樣化的個人 Key 值，每張卡片 Key 值皆不相同，再加上每次使

用時都賦予有不同的序號，兩者決定了密碼，所以使用者每次使用的動

態密碼也就不一樣。 

◎ 巨集病毒（MacroVirus）： 

巨集病毒是最常感染的是 Word、Excel 等有提供巨集功能的軟體，它

主要是利用軟體本身所提供的巨集能力來設計病毒。而巨集病毒是常見

的是以 Visual Basic 程式語言撰寫而成，所以相當容易製作。於使用檔

案期間，巨集病毒可在不同時間，例如，當開啟、儲存、關閉或刪除檔

案時散播病毒。  

◎ SDI： 

空間資料基礎建設（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簡寫為 SDI 就是為了

促進空間資料流通與取用，建立一個空間資訊的良好環境，涵蓋了相關

政策、程序、標準、技術、組織、及資料等領域。原則上，所有的基礎

資料必須被整合在一起，包括坐標參考系統、地形圖、行政界線、交通

網路、建物、高程、土地覆蓋等。 

◎ FGDC： 

美國聯邦地理資料委員會（Federal Geographic Data Committee,簡稱 

FGDC）」是配合美個「國家空間資料基礎（National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NSDI）」在運作的一個美國單位。NSDI 這是前美國總統

柯林頓在 1994 年所簽署的一項行政命令（12906 號）中所提出來的基

礎設施。這些設施所指的是針對地理資料的取得、處理、散發以及提升

其使用情形，所必須具備的技術、政策、標準及人力資源。 

◎ GSDI Association： 

全球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協會(GSDI Association)，英文全名為 Global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Association 成立於西元 2002 年，為一個非營

利的全球性組織，其成員主要來自全球五十餘個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

包括美國聯邦地理   資料委員會 FGDC、開放式地理空間協會 OGC、

環境系統研究所 ESRI 等以及各國從事地理資訊系統領域之政府、非政

府組織及私人團體或感興趣之個人，該組織成立的目的為促進各國空間

資料基礎建設發展，加速國土資訊產業更新、維護、流通供應及加值應

用等作業，以提昇各國政府機關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加速國土資訊之

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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