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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資訊安全技術創新應用研討會議程表
時 間：2010 年 12 月 24 日 (五)
09：00 - 09：10

報 到
( 曉峰紀念館 2 樓國際會議廳 )

09：10 - 09：20

開幕典禮
巨變下的資訊安全：從 2010 年資安事件看未來資安技術的

09：20 - 10：40

發展
張裕敏副總經理─數聯資安股份有限公司

10：50 - 11：00

茶敘

11：00- 12：20

數位鑑識系統的設計與實作
楊中皇教授─高雄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12：30 - 13：30

午餐
論文發表

13：30 - 15：00

組別

主持人

評論人

地點

A-1

劉江龍教授

楊中皇教授

第一會議室

B-1

劉瑞榮教授

張志堅教授

第三會議室

C-1

黃炳森教授

蔡昌隆教授

第四會議室

15：00 – 15：10

茶敘
論文發表

15：10 – 16：40

組別

主持人

評論人

地點

A-2

薛友仁教授

張陽郎教授

第一會議室

B-2

楊泰寧教授

周立平教授

第三會議室

C-2

劉仲鑫教授

郭秋田教授

第四會議室

I

2010 資訊安全技術創新應用研討會議程場次—A 組(曉峰紀念館第一會議室)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
09:10
09:10
09:20

報到
開幕典禮

地點

巨變下的資訊安全: 從 2010 年資安事件

曉峰紀念館 2 樓國際會議廳

09:20
10:50

看未來資安技術的發展
張裕敏副總經理─數聯資安股份有限公司

10:50
11:00
11:00
12:30

茶敘
數位鑑識系統的設計與實作

地點

楊中皇教授─高雄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曉峰紀念館 2 樓國際會議廳

12:30
13:30

午餐
論文發表
A-1 主持人：劉江龍教授 教授
論文題目

論文編號

13:30
15:00

評論人：楊中皇教授
作者

8

電腦病毒之研究領域與其內涵

陳宗天 林承勵

9

基於混合式誘捕網路之偵測與分析網路攻擊事件

顏雲生 林昭名

10

防堵垃圾郵件之研究範疇

黃聖心 陳宗天

22

基於雙時間及秘密分享之雲端資料儲存安全機制

24

雲端運算所面臨安全威脅之風險評估

27
38
42

施姵含 蔡宜瑾
蔡敦仁
李世章 李祐陞
莊勝傑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實施探討人事薪資系統之安全要

劉漈浚 李興漢

求

許晉瑜

A Proposed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Evolutionary
Intrusion Detection

Cheng-Huang Yen
陳嘉玫 吳惠麟

惡意網站軟體誘捕系統

王則堯

15:00
15:10

茶敘
論文發表
A-2 主持人：薛友仁教授
論文題目

論文編號

1
15:10
16:40

17

評論人：張陽郎教授

電子書之 DRM 管理系統分析研究
資訊安全之互動式宣導

21

ZigBee 整合 GPS 定位系統之研究

28

行動視訊教學之分析

30

利用事件軌跡與資料庫軌跡進行商業流程分析
II

作者
曾銘鐘
林葳秦
曾珮宸
陳 皓
陳宗呈
劉仲鑫
蔡敦仁
張耀鴻
劉仲鑫
楊泰寧
朱淑華
許晉瑜

廖思涵
徐明睿
蔡漢書
歐德陽
蔡昌隆
李任芳
周立平
李興漢

41

以 Asterisk 設計及實現 VOIP

張庭愷 傅振華

48

WiMax 和 ZigBee 換手之分析

劉仲鑫 曾以中
徐盛軒 李志仁
陳俊榮

50

以語意網為技術推理論文參考文獻間的關聯性

陳志達 蔡景旭

III

2010 資訊安全技術創新應用研討會議程場次—B 組(曉峰紀念館第三會議室)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
09:10
09:10
09:20

報到
開幕典禮

地點

巨變下的資訊安全: 從 2010 年資安事件

曉峰紀念館 2 樓國際會議廳

09:20
10:50

看未來資安技術的發展
張裕敏副總經理─數聯資安股份有限公司

10:50
11:00
11:00
12:30

茶敘
數位鑑識系統的設計與實作

地點

楊中皇教授─高雄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曉峰紀念館 2 樓國際會議廳

12:30
13:30

午餐
論文發表
B-1 主持人：劉瑞榮教授
論文編號

4

13:30
15:00

7

評論人：張志堅教授

論文題目

作者

A Reliable and Responsive Remote File Accessing
Approach in Public File Backup Systems
推導醫療資訊系統架構之資料交換安全
Cryptanalysis of Two Improved RFID Authentication

Cheng-Yi Fang
Chin-Sheng Lin
Tien-Ruey Hsiang
Chih-Hung Lin
連志誠 劉昌武
蔡育銘 陳怡安

15

RFID 所有權轉移認證系統之安全漏洞

Yi-Han Chen
Wei-Chi Ku
謝文恭 劉柏緯

20

二維條碼技術用於行動商務之安全性分析

劉仲鑫 周佳宏

26

線上遊戲之安全認證機制

魏大雅 賴盈禔

39

Chen 等人遠端認證機制之缺漏與改善建議

40

結合簡訊機制之簡易手機信用卡系統

謝文恭 林子鈞
葉昌國 潘姿均
吳詩婷 賴俐敏
鍾宛蓉

12

Protocols Conforming to EPC-C1G2

15:00
15:10

茶敘
論文發表
B-2 主持人：楊泰寧教授
論文編號

15:10
16:40

評論人：周立平教授

論文題目

3

以資料流程為基礎的個人資料安全風險評估方法

11

以 Untangle 為中心的協同防禦系統設計

33

評選建構防資料外洩系統之委外廠商的衡量指標

36

企業內部資訊系統使用者之稽核管理

43

因應個資法實施企業防範個資外洩探討

47

以群組為導向之企業數位權利管理機制
IV

作者
查士朝
林皓蘋
劉彥志
李志仁

傅雅萍
王仁庭
孫振東
陳俊榮

聞峰明
張中維
蔡敦仁
陳信宏
楊仁和
謝家祥

廖千儀
楊泰寧
陳耀文
孫崇軒

49

以 RFID 技術整合 WMS 與警訊外掛系統強化物料的安全性

51

共構機房服務之維運管理模型探討

V

王宏揚
李國豪 孫振東
李志仁 陳俊榮

2010 資訊安全技術創新應用研討會議程場次—C 組(曉峰紀念館第四會議室)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
09:10
09:10
09:20

報到
開幕典禮

地點

巨變下的資訊安全: 從 2010 年資安事件

曉峰紀念館 2 樓國際會議廳

09:20
10:50

看未來資安技術的發展
張裕敏副總經理─數聯資安股份有限公司

10:50
11:00
11:00
12:30

茶敘
數位鑑識系統的設計與實作

地點

楊中皇教授─高雄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曉峰紀念館 2 樓國際會議廳

12:30
13:30

午餐
論文發表
C-1 主持人：黃炳森教授
論文題目

論文編號

2

13:30
15:00

評論人：蔡昌隆教授
作者

以影像辨識為基礎之 FTIR 多點觸控螢幕研製

Three-Stage Text-Independent Speaker

陳履洋
李大正
傅義翔
陳彥霖
張陽郎

王泰隆
江川彥
梁文耀
方志鵬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Chih-Chien
Thomas Chen

18

參考位元串列之資訊隱藏法

張清松 林瑞盛

29

渦輪編碼架構之小波數位浮水印技術

宋柏翰 陳萬清

31

應用類神經網路之影像浮水印編碼技術

姚坤宏 陳萬清

An Efficient Login-Recording Attack Resistant

Bo-Ren Cheng
Wei-Chi Ku
Wei-Ping Chen
林坪亨 陳建源
黃健峯 林士倫

16

32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SectorLogin

44

基於九宮格式預測法之差值擴張可逆資訊隱藏技術

45

基於離散餘弦轉換之強韌性浮水印研究

15:00
15:10

洪士凱 左杰官

茶敘
論文發表
C-2
論文編號

15:10
16:40

主持人：劉仲鑫教授

評論人：郭秋田教授

論文題目

5

影城網路訂票運用 VoIP 之分析與安全性研究

6

使用 BSM 稽核 UNIX 主機作業系統

13

以資料探勘演算法檢測 P2P 軟體通聯日誌

14

搜尋網站運用無線網路於阻斷服務攻擊之研究
VI

作者
劉仲鑫 黃國瑋
沈忠飛
蔡昌隆
陳宏鈞
高振源

黃國祥
洪敏雄
楊博宏
黃斌煇

劉仲鑫 侯奕年

陳宗天 曾俊元
陳佳駿
張玉銘 賴柏洲
蔡敦仁

19

網頁應用程序安全研究內涵與其主要研究領域

25

影響資訊於光纖傳輸安全之研究

34

智慧型深層崩塌監控系統之攻擊分析

劉仲鑫 鄧博慶

An Aspect of Security Extent in Cloud Services

C. C. Lien
I. A. Chen
David Kao

46

VII

論文
編號

論文題目

作者姓名

頁碼

電子書之 DRM 管理系統分析研究

曾銘鐘 廖思涵
林葳秦

1

02

以影像辨識為基礎之 FTIR 多點觸控螢幕研製

陳履洋
李大正
傅義翔
陳彥霖
張陽郎

2

03

以資料流程為基礎的個人資料安全風險評估方法

04

Cheng-Yi Fang
A Reliable and Responsive Remote File Accessing Approach Chin-Sheng Lin
in Public File Backup Systems
Tien-Ruey Hsiang
Chih-Hung Lin

4

05

影城網路訂票運用 VoIP 之分析與安全性研究

劉仲鑫 黃國瑋

5

06

使用 BSM 稽核 UNIX 主機作業系統

沈忠飛 黃國祥
蔡昌隆 洪敏雄

6

07

推導醫療資訊系統架構之資料交換安全

連志誠 劉昌武
蔡育銘 陳怡安

7

08

電腦病毒之研究領域與其內涵

陳宗天 林承勵

8

09

基於混合式誘捕網路之偵測與分析網路攻擊事件

顏雲生 林昭名

9

10

防堵垃圾郵件之研究範疇

黃聖心 陳宗天

10

11

以 Untangle 為中心的協同防禦系統設計

劉彥志 孫振東
李志仁 陳俊榮

11

12

Cryptanalysis of Two Improved RFID Authentication Yi-Han Chen
Protocols Conforming to EPC-C1G2
Wei-Chi Ku

13

以資料探勘演算法檢測 P2P 軟體通聯日誌

陳宏鈞 楊博宏
高振源 黃斌煇

13

14

搜尋網站運用無線網路於阻斷服務攻擊之研究

劉仲鑫 侯奕年

14

15

RFID 所有權轉移認證系統之安全漏洞

謝文恭 劉柏緯

15

01

王泰隆
江川彥
梁文耀
方志鵬

查士朝 傅雅萍
林皓蘋 王仁庭

3

12

16

Three-Stage Text-Independent Speaker Identification Chih-Chien
System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Thomas Chen

16

17

資訊安全之互動式宣導

曾珮宸 徐明睿
陳皓
蔡漢書
陳宗呈

18

參考位元串列之資訊隱藏法

張清松 林瑞盛

18

19

網頁應用程序安全研究內涵與其主要研究領域

陳宗天 曾俊元
陳佳駿

19

20

二維條碼技術用於行動商務之安全性分析

劉仲鑫 周佳宏

20

21

ZigBee 整合 GPS 定位系統之研究

劉仲鑫 歐德陽
蔡敦仁 蔡昌隆
張耀鴻

21

22

基於雙時間及秘密分享之雲端資料儲存安全機制

施姵含 蔡宜瑾
蔡敦仁

22

24

雲端運算所面臨安全威脅之風險評估

李世章 李祐陞
莊勝傑

23

25

影響資訊於光纖傳輸安全之研究

張玉銘 賴柏洲
蔡敦仁

24

26

線上遊戲之安全認證機制

魏大雅 賴盈禔

25

27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實施探討人事薪資系統之安全要求

劉漈浚 李興漢
許晉瑜

26

28

行動視訊教學之分析

劉仲鑫 李任芳
楊泰寧 周立平

27

29

渦輪編碼架構之小波數位浮水印技術

宋柏翰 陳萬清

28

30

利用事件軌跡與資料庫軌跡進行商業流程分析

朱淑華 李興漢
許晉瑜

29

31

應用類神經網路之影像浮水印編碼技術

姚坤宏 陳萬清

30

32

Bo-Ren Cheng
An Efficient Login-Recording Attack Resistant Graphical
Wei-Chi Ku
Password Scheme－SectorLogin
Wei-Ping Chen

31

17

33

評選建構防資料外洩系統之委外廠商的衡量指標

聞峰明

32

34

智慧型深層崩塌監控系統之攻擊分析

劉仲鑫 鄧博慶

33

36

企業內部資訊系統使用者之稽核管理

張中維 廖千儀
蔡敦仁 楊泰寧

34

38

A Proposed Surveillance
Intrusion Detection

Cheng-Huang Yen

35

39

Chen 等人遠端認證機制之缺漏與改善建議

謝文恭 林子鈞

36

40

結合簡訊機制之簡易手機信用卡系統

葉昌國 潘姿均
吳詩婷 賴俐敏
鍾宛蓉

37

41

以 Asterisk 設計及實現 VOIP

張庭愷 傅振華

38

42

惡意網站軟體誘捕系統

陳嘉玫 吳惠麟
王則堯

39

43

因應個資法實施企業防範個資外洩探討

陳信宏 陳耀文

40

44

基於九宮格式預測法之差值擴張可逆資訊隱藏技術

林坪亨 陳建源
黃健峯 林士倫

41

45

基於離散餘弦轉換之強韌性浮水印研究

洪士凱 左杰官

42

46

An Aspect of Security Extent in Cloud Services

C. C. Lien
I. A. Chen
David Kao

43

47

以群組為導向之企業數位權利管理機制

楊仁和 孫崇軒
謝家祥

44

48

WiMax 和 ZigBee 換手之分析

劉仲鑫 曾以中
徐盛軒 李志仁
陳俊榮

45

49

以 RFID 技術整合 WMS 與警訊外掛系統強化物料的安全性

王宏揚

46

50

以語意網為技術推理論文參考文獻間的關聯性

陳志達 蔡景旭

47

System

for

Evolutionary

51

共構機房服務之維運管理模型探討

李國豪 孫振東
李志仁 陳俊榮

48

2010 資訊安全技術創新應用研討會

電子書之 DRM 管理系統分析研究
曾銘鐘*

廖思涵* 林葳秦*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安全產學碩士專班
摘要
DRM（Digital right management）技術是管理數位內容的使用權利，出版商為了遏
止數位內容被盜版拷貝，將數位內容加上保護，只讓合法的使用者可以接收或開啟。
當今現有的電子書 DRM 技術，由於開發業者的 DRM 系統大多採用自有規格，造成電
子書的格式、保護機制紊亂，使得電子書出版及推廣的難度大幅提升。
因此如何在這樣的局面下達到一個使用者和出版商雙贏的結果，勢必要使得雙方
都做出改變。欲使 DRM 技術被廣泛應用，建立一套 DRM 標準繼而實現 DRM 技術的
通用性。綜合以上所述，為了讓 DRM 相關技術及基礎建設更加完善，本論文會以各個
面向來分析目前一些電子書相關使用 DRM 之平台，探討如何才能解決百家爭鳴的局
面，讓使用者及出版業者能夠以便利、簡易的操作為目標，達到業者及消費者之間的
雙贏模式。
關鍵字：電子閱讀器(e-reader)、DRM（Digital right management）
、OMA(Open Mobil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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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像辨識為基礎之 FTIR 多點觸控螢幕研製
Novel Implementation of FTIR Multi-touch
Technology Based on Image Recognition
陳履洋* 王泰隆* 李大正** 江川彥** 傅義翔* 梁文耀** 陳彥霖** 方志鵬* 張陽郎*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ylchang@ntut.edu.tw

摘要
隨著觸控技術的日新月異，從近幾年的手持式裝置 iPhone, iPod, iPad 與掌上遊戲機等之電
阻式與電容式的觸控技術應用，到最近多點觸控功能的 Windows 7，觸控技術一直是近年
來資訊科技最熱門的一個議題。本論文的重點在於實現一個多點觸控方法之研製，利用紅
外線投射至壓克力板邊側，紅外線經過壓克力板後在內部產生折射，此又稱為全內反射技
術 Frustrated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FTIR)，當手指觸碰在壓克力表面，由反射原理，紅
外線向下漫射，經由 Webcam 擷取紅外線影像，並透過一個手指影像自動偵測與切割演算
法，來進行使用者手指觸控之多點觸控座標擷取。其中影像擷取與辨識包含了影像強化、
影像分割、影像定位，隨後再由辨識出來之多點觸控座標和作業平台做互動式之多點控
制。本研究提出一個低成本多點觸控之人機介面，實作於一般 TFT-LCD 大螢幕上的方法，
經過研究驗證，所提之低成本大螢幕多點觸控方法可利用影像辨識演算法，配合不同外在
環境之光源變化做自動化調整，可同時擁有高密度電容式觸控高靈敏度的優點，並解決一
般相機攫取觸控方法，只能偵測最多 2 個觸控點的限制，最重要的是其開發成本非常低廉，
這是本研究最大的特色。
關鍵詞：FTIR、影像辨識、多點觸控、TFT-L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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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料流程為基礎的個人資料安全風險評估方法
查士朝*

傅雅萍* 林皓蘋* 王仁庭*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摘要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訂有個人資料保護的法規，以保護隱私與個人資料安全。而
就現行的個人資料法規來說，往往都會要求企業或組織應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以確保所收
集個人資料的安全。為了識別適當的防護措施，企業或組織常採用風險管理的方法，去辨
識出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並依其機率與衝擊去採取最具成本效益的控制措施。然而，當
應用傳統風險管理方法去評估個人資料的風險時，常會因為個人資料會在許多不同的地方
儲存與使用，而有可能造成疏漏。針對這樣的問題，本研究提出了以資料流程為基礎的個
人資料安全風險評估方法，該方法透過改良式的資料流程圖，讓企業或組織可以識別出所
收集與使用的個人資料，並辨別出儲存各資料或用來處理這些資料的資訊系統、將資料上
傳至這些系統或從這些系統下載的介面、資料的實體儲存媒介、所處的實體環境、以及會
接觸到資料的人員或其他組織。並據此去識別出相關的風險，而進一步執行風險管理的其
他工作。而此方法也應用在「應用 RFID 加強校園安全統整及評估計畫」，提供 RFID 應
用之建置團隊評估風險。在各國越來越重視個人資料保護的現在，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
相信能夠有助於企業或組織找出適當的安全措施，來保護個人資料安全。
關鍵詞：個人資料安全、風險管理、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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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liable and Responsive Remote File Accessing
Approach in Public File Backup Systems
Cheng-Yi Fang* Chin-Sheng Lin* Tien-Ruey Hsiang* Chih-Hung Lin**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9615040,d9915010,trhsiang}@mail.ntust.edu.tw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Taipei, Taiwan
chlin@iii.org.tw

Abstract
From early network file systems to today’s cloud storage services, remote data acces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Solutions for issues such as reliability, scalability, and update
efficiency have been proposed for different applications. Modern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have
enabled more and more users access internet with mobile devices on Wi-Fi or cellular network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trategy to access and edit remote data efficiently with relatively weak
network connections. The proposed approa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file closing latency
when users update files, where data is processed in terms of blocks and file summaries are used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transmission. In untrusted network environments such as cloud storage
services,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also be adopted by encrypting data at the client-side before
uploading it to the server in order to preserve confidentiality. Simulation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greatly improves responsiveness while the induced networking overhead is minimal.
Keywords：Remote Storage, Privacy, Clou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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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城網路訂票運用 VoIP 之分析與安全性研究
劉仲鑫*

黃國瑋*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

摘要
本研究針對影城使用 VoIP 之發展與分析以及安全性問題進行詳細探討與說明,並研究
文獻來說明 VoIP 的背景和優勢以及各種協定,再以 NS2 研究輔佐進行模擬研究分析來測驗
在 DDOS 攻擊下各種 Queue 之間對於攻擊的承受能力的比較,最後列上影城的營運的 UML
圖加以說明之。
關鍵詞：VoIP、影城、NS2、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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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BSM 稽核 UNIX 主機作業系統
沈忠飛* 黃國祥* 蔡昌隆** 洪敏雄**
*中國文化大學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

摘要
鑒於科技之快速成長與資訊之普及化，是故政府、機關團體、企業乃至個人所需處理
之資訊與電子化資料越來越多，伺服主機之需求量亦因而大幅增加。近年來，由於政府積
極宣導資訊安全之觀念，因此，於作業系統上每一個不同使用者之執行環境及其操作活動
之資訊安全益受重視。
UNIX 主機作業系統之設計可於同一時間提供多人使用，並能同時執行多項作業，是
以其對人員帳密與檔案系統之管理，無論是實體之作業系統環境抑或虛擬化之作業系統環
境，皆必頇清楚地授予及分辨使用者之權限，然諸多作業系統並未如是進行縝密之管控。
而在未將使用者權限做最好之管理分配下，任由一群使用者對系統進行設定操作，將會造
成權限設定之混亂並干擾應用程式，使用系統服務不正常，更嚴重者將導致系統無法順遂
運作。因此，作業系統頇配合稽核系統的監督工作，除了查看外是否有外來入侵系統的行
為，也可以監督系統中的人員操作是否有違反規定。
稽核系統本身並不能防止作業系統操作不正確或阻檔外來的入侵行為…等等資安事
件的發生，但藉由稽核系統可以找出事件發生的原因防止災情擴大。本研究係以 Solaris
作業系統做為研究模擬測試基礎，藉以探討於眾多使用者之 UNIX 作業系統環境下，當權
限管理未予明確區分時，如何經由 BSM(Basic Security Module)之功能將系統上的使用者
活動予以詳細有效之記錄，以利追蹤與稽核使用者帳密於主機系統中完整之操作行為，從
而降低及避免相同狀況的資安事件發生，以符合資訊安全法規與資訊安全事件發生後之取
證要求。
關鍵詞：BSM、主機稽核、Oracle Solaris、TCSEC

6

2010 資訊安全技術創新應用研討會

推導醫療資訊系統架構之資料交換安全
連志誠* 劉昌武** 蔡育銘** 陳怡安**
*東吳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東吳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代碼層次的靜態分析方法對於醫療資訊系統安全而言是不足以應付當前的現況。由近
幾年發生的資安事件可知，許多安全問題常發生在系統的流程中，而不僅是在代碼層。Gary
McGraw 表示 50%的安全問題來自於設計[1]，如果要達到系統安全的目的，需要將安全議
題開始於系統開發初期的概念性架構層面分析系統的安全性。對於概念性架構的實現，
IEEE 提出了完整的概念性架構推導模型[2][3]，以架構描述在滿足利益關係者所關心的議
題基礎上實現概念架構。因此，以 IEEE 的概念性架構推導模型為依據，以可視化的特定
領域架構描述語言為基礎，結合醫院對醫療資訊系統在資料交換方面的安全需求，實現對
醫療資訊系統架構的自動安全驗證，從而實現概念性架構層的安全分析，以提升系統的安
全性。
關鍵詞：架構描述語言、特定領域架構描述語言、軟體架構、醫療資訊系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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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病毒之研究領域與其內涵
陳宗天

林承勵

臺北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摘要
隨著電腦應用的普及與蓬勃發展，電腦病毒早已成為當今企業所必須面臨的重大挑戰
之一，也成為了現今學術界不容忽視的研究議題，但是電腦病毒相關的研究數量龐大且複
雜，如果要在短時間內一窺電腦病毒領域之全貌並不容易，本研究希望透過蒐集電腦病毒
的相關文獻，利用引文分析作為基本工具建立文獻之間的關連性並將其製成智識結構圖，
讓我們能更容易的了解電腦病毒的內涵和其內容議題之間的關係。
關鍵詞：電腦病毒、引文分析、智識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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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混合式誘捕網路之偵測與分析網路攻擊事件
顏雲生

林昭名

佛光大學資訊學系

摘要
面臨不斷變種的惡意程式和推陳出新的網路攻擊手法，使用傳統防火牆和入侵偵測系
統被動式的防禦，已無法因應此一快速變化。本文利用混合式誘捕網路(Hybrid Deception
Network)積極主動吸引惡意攻擊，並蒐集和偵測網路安全入侵和攻擊資訊，並將相關的資
訊標示在網頁地圖上，實作結果說明可以讓研究人員快速分析與查詢入侵和攻擊來源，並
取得有價值和足夠的資訊來因應各種網路安全威脅。
關鍵詞：蜜罐(Honeypot)、蜜網(Honeynet)、網路安全(Network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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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堵垃圾郵件之研究範疇
黃聖心* 陳宗天*
台北大學資訊管理所*
摘要
隨著網際網路的蓬勃發展，電子郵件的需求度與使用量大大的提高，並成為社會大眾
溝通的重要媒介之一，但卻也衍伸出許多問題，使這原本便民的網路工具被有心人利用，
發展出變相的「垃圾」。而防堵垃圾郵件主要是在研究垃圾郵件的過濾方式及相關探討。
本研究目的是透過知識領域視覺化的方法，以 Microsoft Academic Search 作為引文索引資
料庫，並透過引文分析方法分析其文獻間的引文關係，最後產出其智識結構 (Intellectual
Structure)，並且從描繪出來的智識結構，點出防堵垃圾郵件研究中主要的議題以及描述主
題間的關聯。本研究的產出結果，包含 20 個主要研究議題，例如搜尋引擎垃圾、文字分
類等研究議題。[3]
關鍵詞：防堵垃圾郵件、引文分析、智識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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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Untangle 為中心的協同防禦系統設計
劉彥志*

孫振東**

李志仁**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安全產業研發碩士班

陳俊榮**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

摘要
資訊科技進步快速，人類已過度仰賴網路的功能來輔助生活中的各種事物，於是在
網路中流動著龐大的知識與金錢，因此引起許多不法人士的覬覦，網路犯罪與破壞層出不
窮，各組織或企業為維護資訊安全通常會在私有網路的閘道端建立一些資安防護的設備，
諸如防火牆(Firewall)、整合威脅管理(Unified Threat Management ; UTM)、及入侵防禦
(Intrusion Prevent System ; IPS)等資安設備。但這些資安設備往往不是相同廠牌，無法協同
合作以組成縱深防禦，因此本研究提出解決異質資安設備協同防禦的技術困境，採用軟體
式的 UTM 軟體 – Untangle 為中心，結合具網路第三層路徑過濾的路由器與企業內的核
心交換器建立隔離區，形成縱深防禦系統，由於 Untangle 內建數種資安防禦，諸如防火牆、
防毒系統、入侵防禦等，而且是開放源碼，可大幅降低佈建成本。另 Untangle 核心採用
Linux，本研究以額外撰寫 Shell Script 的方式來分析資安事件並用來整合異質平台的網路
設備，所以不需要額外的網管控制設備，達到協同防禦的目的。最後本研究用 Untangle
UTM、Cisco Router、和 D-Link Switch 等異質設備模擬實現縱深防禦系統，實驗結果顯示
性能較現有各資安設備獨立防禦的系統有顯著改進。
關鍵詞：縱深防禦、協同防禦、資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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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analysis of Two Improved RFID
Authentication Protocols Conforming to EPC-C1G2
Yi-Han Chen*

Wei-Chi Ku*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PC-C1G2 standard is widely regarded as an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when
developing RFID applications due to its major property of lightweight cost. Up to now, many
RFID authentication protocols conforming to EPC-C1G2 have bee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we
point out that two new improved EPC-C1G2 RFID authentication protocols, Yeh et al.’s protocol
and Lo-Yeh’s protocol, are not as secure as their designers claimed. Herein, we show that Yeh et
al.’s protocol is vulnerable to a location tracking attack, two desynchronization attacks, and two
impersonation attacks. In addition, we demonstrate that Lo-Yeh’s protocol is vulnerable to a
location tracking attack and two impersonation attacks.
Keywords: desynchronization, EPC-C1G2, impersonation, location tracking,
RFID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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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料探勘演算法檢測 P2P 軟體通聯日誌
陳宏鈞*、楊博宏**、高振源***、黃斌煇****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安全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摘要
由於 P2P 網路共享軟體提供一般網路使用者廣泛的資料交換平台。因此，近年來
P2P 軟體所提供的服務明顯快速成長，如：即時通訊、資料共享下載、線上影音觀看等。
然而 P2P 軟體造成佔用頻寬、系統安全的風險提高及敏感性資料外洩的情況層出不窮。
公家機關、學校與企業等組織為避免此種風險所帶來的威脅，普遍限制成員使用 P2P
軟體。但由於 P2P 軟體造成的損害及安全風險並無詳細的量化研究，使得一般使用者
對於使用 P2P 軟體並無足夠安全上的認知，導致個人濫用 P2P 軟體的情況仍然相當頻
繁。
本文針對 P2P 軟體共享下載的相關連線資訊作為研究，以了解 P2P 軟體本身潛在
的安全問題。接著透過決策樹資料探勘演算法，歸納出關聯法則以了解 P2P 共享下載
連線間被惡意入侵的比例及型態。本文可提供使用者在使用 P2P 軟體時，除了充分利
用其便利性外，還可瞭解 P2P 連線的風險，並養成良好的使用習慣，在使用的過程中
降低安全風險所帶來的衝擊。
關鍵字：P2P、系統日誌、資料探勘、系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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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網站運用無線網路於阻斷服務攻擊之研究
劉仲鑫*

侯奕年*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

摘要
暫時性順序路由演算法(Temporally-ordered Routing Algorithm,簡稱 TORA)為針對一高
度動態網路環境所發展出來的路由演算法，此演算法的特點為針對網路拓墣的改變做最小
的反應動作，其主要目的是減少因為網路拓樸快速改變而產生的大量控制封包與廣大廣播
範圍。
本研究使用 UML 於分析入口網站的搜尋功能，並針對如搜尋引擎運用 TORA 協定於
DoS 攻擊下的詳細探討與說明，並顯示如何快速又有效的選擇正確的傳輸路徑。此外 DoS
攻擊已成為網路安全領域最為嚴重的問題之一，所以本研究對 DoS 攻擊以 NS2 進行模擬，
透過 NS2 的模擬分析了解搜尋引擎在各種 Queue 下對於攻擊的承受能力的比較。
關鍵詞：搜尋引擎、TORA 協定、阻斷服務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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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所有權轉移認證系統之安全漏洞
謝文恭*

劉柏緯**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教授 wgshieh@faculty.pccu.edu.tw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ipurety@gmail.com

摘要
RFID 眾多應用當中，其中一重要議題為所有權轉移。所有權轉移普遍被應用於電子
商務及設備資產管理。若將 RFID 標籤轉移他人，可使 RFID 標籤應用更為廣泛。但所有
權轉移之認證系統也面臨許多對於安全機制的威脅，包含假冒伺服器、阻絕服務攻擊、被
讀取出 EPC 或標籤位置追蹤。假冒伺服器：攻擊者可假冒合法伺服器進行所有權轉移、
阻絕服務攻擊：在標籤與伺服器傳輸過程中加以干擾使得雙方資訊不一致、被讀取出
EPC：被非法讀出存於標籤內之 EPC(Electronic Product Code)及標籤位置追蹤：不法者透
過標籤窺探使用者的位置與移動路徑。Chen 等人於 2011 年將出刊之學術期刊，提出一種
符合 EPC 第二代第一類的 RFID 所有權轉移認證機制，RFID 在自動識別領域中有著多樣
性的應用，卻也讓安全機制成為重要議題。我們在本文指出 Chen 等人安全機制之漏洞與
缺失，透過阻絕服務攻擊認證使協定資訊不一致。
關鍵詞：RFID、所有權轉移、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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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Stage Text-Independent Speaker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Chih-Chien Thomas Chen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A classification scheme that incorporates KLT, GMM and LLE for three-stage text
independent speaker identification has been designed in this paper. This system can be applied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access of an information system by users’ voice print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bination is beneficial to both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computational cost.
For a database with 1,500 Mandarin speakers, the first 32 KLT features combined with the
Bhattacharyya distance measure are applied to initially select 4% (60 candidates) of the all
speakers in the first stage, and then the GMM classifier is used to choose the most resembling 10
semi-finals in the second stage, and finally the LLE is used to confirm the final speaker in the last
stage. It is demonstrated in the experiment that the accuracy improvement of up to 4% and the
computational cost saving of 25 times compared to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GMM model can
be achieved.
Keywords:

Karhunen-Loeve transform, Bhattacharyya distance, Gaussian mixture
model, Locally linear emb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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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之互動式宣導
曾珮宸

徐明睿

陳皓

蔡漢書

陳宗呈

慈濟技術學院資訊工程系

摘要
隨著資訊科技帶動網路經濟的發展，但層出不窮的資安事件讓多數人對使用網路做交
易望之怯步。究其因，來自網際網路上的威脅--惡意程式的更新與變種的速度極快，釣魚
網站已然成為惡意程式散播的主要來源，因此如果想要瞭解駭客對於整個網路或系統的攻
擊手法，利用誘捕系統所構建起來的誘捕網路是目前可行的方案之一，透由不同功能的誘
捕系統所組成的架構，可以建立多方位的偵測環境可讓駭客無所遁形。本文透由目前炙手
可熱的 HTML 5 搭配 Canvas 元素來設計實作互動式的資安宣導動畫。本文是以五個主要
的 2.5 頭身的人物，且在劇情場景的重要階段以穿插遊戲增加趣味性的方式來達到宣導資
訊安全之效。
關鍵詞：誘捕系統、釣魚網站、資訊安全、HTML 5、Can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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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位元串列之資訊隱藏法
張清松

林瑞盛

玄奘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提出一個高品質且有別於 Least-Significant-Bit (LSB) 的安全性資訊隱藏法。所
提出的方法，主要利用掩護影像之位元平面串列資訊隨機當作機密資訊的參考，改善偽裝
影像之品質。在研究中發現，取一段為 0、1 數字的訊息，依照訊息的大小利用 Exclusive Or
（XOR）的運算會形成一組組循環訊息。基於這個概念，本研究方法將原始影像每 3 × 3
切割為一個區塊，每區塊保留 4 個不做動作的像素作參考點，利用 XOR 的方式去找出循
環訊息的對應，再將秘密訊息藏入。最後透過實驗結果證明本方法之有效性。
關鍵詞：Least Significant Bit (LSB)、Exclusive Or (XOR)、 位元串列、資訊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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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應用程序安全研究內涵與其主要研究領域
（A Study of Intellectual Structure of
Web-application Security）
陳宗天副教授**

曾俊元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陳佳駿**

**國立臺北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摘要
網頁應用程序是目前網路上廣為應用的程式處理方式，因為其本身架構的設
立關係，在安全性上的考量有很大的落差，因此也衍生出很多防治及預先規劃的
方法。本文章運用過去已成功分析大量文獻的方法論，套用了主要成份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以及 Pathfinder 網路，來產生網頁應用安全
的智識結構(Intellectual Structure)，並描繪出智識結構，點出網頁應用安全研究的
主題及描述主題的關係，進而探討網頁應用程序的安全如何進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探討和領域的分割。
關鍵詞：資訊安全、網頁應用程序、Web Application、Intellectual Structure、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網頁語言、資料庫安全、資料流傳遞、Citation
Analysis、Knowledge Domain Visualization、Web Application Seci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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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條碼技術用於行動商務之安全性分析
劉仲鑫*

周佳宏*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

摘要
二維條碼在日本稱為 QR Code（Quick Response Code，快速回應碼）。消費者在網路
商城上購買門票，付費之後，網站會將一個可供認證的二維條碼圖檔以多媒體簡訊（MMS）
的方式傳送到消費者手機上，消費者入場經過讀碼機時，只要秀出此二維條碼即可入場。
本次研究在二維條碼技術用於行動商務之安全性，由實驗可知，二維條碼的安全性與網路
服務品質是會受到各種因素影響，故在網路上要傳送影像時，必須考慮網路上的狀況，以
決定所要採用的 GOP pattern；在網路上進行串流傳送時，封包的錯誤率會改變封包遺失
的機率，而影響到影像的品質。
關鍵詞：二維條碼、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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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 整合 GPS 定位系統之研究
劉仲鑫*

歐德陽** 蔡敦仁* 蔡昌隆* 張耀鴻*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系

摘要
本研究目的提出一套以 UML 實作之 WebNet 系統架構，有效結合 GPS 和 Zigbee
的技術所開發室內定位系統(RTLS)，應用於設備與人員追蹤上，作為有效的設備資產管
理。本研究並以 NS2 模擬 ZigBee 無線傳輸狀態，與本研究之實際定位情形進行比較，結
果顯示本研究具有優秀之定位效果。
關鍵詞：RTLS、ZigBee、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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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秘密分享之雲端資料安全計算機制
施姵含*

蔡宜瑾* 蔡敦仁**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安全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

摘要
雲端運算技術是目前當紅之議題，藉由龐大的運算資源與透過網際網路上提供軟體服
務平台，讓資訊科技與應用發展技術有了變化，但雲端之安全性及隱私問題仍然是使用者
最大的顧慮，本研究主要探討雲端資料儲存的安全議題，並提出一個安全性的架構，包含
身份驗證與資料儲存方面。
在身份驗證上使用雙時間資料庫之概念的處理時間及有效時間，搭配 OTP 做即時性的
存取控制，在資料儲存的安全方面，將雲端分散後之資料運用 RAID 概念做資料的備援機
制，秘密分享技術來鑑別資料的完整性，使資料竊取不易，來達到有效的安全控管機制。
關鍵詞：鑑別、授權、雲端、資料儲存、RAID、雙時間資料庫、秘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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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所面臨安全威脅之風險評估
李世章

李祐陞

莊勝傑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安全產業研發專班

摘要
雲端運算設計主要概念在於不論使用者的裝置為何種平台，皆能經由網路存取得到相
同的服務品質。此項應用分散式運算延伸而來的技術，是由服務供應商提供資料儲存、軟
體應用、程式運算能力，讓使用者能隨時隨地透過網際網路存取，因此資料儲存、程式運
算將不再完全依賴使用者端的電腦，而是利用分散在服務供應商所建構的大型資料中心
（Data Center）運行。這種方法在複雜的程式運作上，雖有縮短運算處理時間的優勢，卻
同時需承擔把私密資料交給別人的風險，就算各家供應商皆宣稱自己的產品安全無虞，甚
至保證不會窺視客戶所傳輸的資料，如果真要調查資料是否洩密，似乎也無從稽核，萬一
真有洩密行為發生，目前也無相關法令可管，而且截至目前為止雲端運算也沒有一個統一
的傳輸標準，各項產品使用不同的技術與管理方式，這些威脅也都存在著一定的風險，本
篇研究即在探討雲端運算運作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安全威脅，藉以分析衍生而來的風險，並
提供一套簡易的風險評估方式，作為企業導入雲端運算前的參考。
關鍵詞：雲端運算、網格運算、安全威脅、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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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資訊於光纖傳輸安全之研究
張玉銘*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安全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賴柏洲** 蔡敦仁***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電子系\電通所
資訊管理系

***中國文化大學

摘要
電子交易的頻繁與方便，大大改變了過去只能使用現金交易的習慣，但翻開近幾年的
社會新聞，沒有停止過的盜刷、偽卡製造、針孔攝影偷拍、網路購物被詐騙集團入侵…等
等，除了部分商家本身未做好防駭機制之外，也不乏被側錄、溢波擷取或是搭接線路，直
接針對傳遞的線路進行攻擊。電子資訊的傳遞，在網路普及應用的今天，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加上雲端架構與技術日漸普遍與成熟，未來在資訊傳遞上的重要性與安全性，更是考
驗著各種架構的發展或電子交易應用的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本研究嘗試分析訊號透過光
纖傳遞，對於訊號於傳遞過程中的安全性，進行分析比較，對於未來全光網路環境的來臨，
有助於了解，並提供更完善、更安全的傳輸技術考量。
關鍵詞：資訊安全、傳輸安全、資訊傳遞、資訊竊取、溢波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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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遊戲之安全認證機制
魏大雅 賴盈禔
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資訊管理所

摘要
2008 年全球經濟受到自 1929 年經濟大蕭條以來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但也造就了
新的經濟行為，就是所謂的「宅經濟」(Otaku Economy)，在宅經濟概念中最具代表性的產
業非線上遊戲業莫屬，因為消費門檻低又可擺脫現實生活壓力，成為休閒娛樂首選。因此
引來不少駭客對此種遊戲產業的覷覦，這樣不僅對業者及玩家造成困擾，也造成雙方財務
上的損失。所以如何有效預防駭客入侵，便成為一項值得研究的課題。
目前國內遊戲產業，登入平台的方式種類眾多，如：通訊鎖、亂數密碼卡、動態密碼
鎖(One-Time Password, OTP)。其中以 OTP 的方式安全性以及便利性較高，但是需要額外
購買設備，並非每位玩家都能接受。如果選擇其它方式登入平台的玩家，帳號被盜的風險
也會比較高。身為提供遊戲服務的業者，在提供服務的同時，是否也該確保玩家帳號的安
全性，而非讓玩家另外購買相關產品，來確保帳號本身的安全。
為了達到上述目的，本研究將學者 Das 等人提出以動態 ID 的智慧卡認證方式為基礎，
利用使用者帳號與密碼結合 USB 隨身碟，產生隨身碟符記(USB Token)，運用至遊戲登入
平台。雖然學者 Ku 指出 Das 等人的機制會遭受簡單模擬攻擊、不可修復性攻擊，但這類
攻擊在本研究中將獲得改善。本研究能抵擋重送攻擊、猜測攻擊、偽裝攻擊，進而降低帳
號被盜的可能性，同時提高線上遊戲的安全性。
關鍵詞：線上遊戲、隨身碟符記、身份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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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個人資資料保護法之實施探討人事薪資系統之
安全要求
劉漈浚* 李興漢*
*大同大學資訊經營系 **大同大學資訊經營系

摘要
新版台灣個人資料保護法於民國 99 年 4 月 27 日正式三讀通過，將於 2012 年正式實施，其影響範
圍則是全台灣各政府單位及各產業都必須遵循此保護法的規範，這對機密性甚高的 HRS 有了更加明確法
源的保護，從幾個近期知名案例就可得知。例如：2004 年－美商陶氏化學台灣分公司爆 200 億商業間諜
案；2005 年－三勝製帽公司商業間諜案導致 10 億元之損失；2010 年－日本大學職員洩漏個資 1.5 萬件，
由以上案件就能顯示資料保護與資訊安全的議題之重要性。
然而企業內擁有最多個資的應屬人事薪資系統(Human Resources System,HRS)，為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其中的一環，為資料庫應用系統的一部份，大都以明碼方式存取，僅有部分欄位會採加密
方式。若有意圖竊取私用者，僅需要些許資訊背景便可達成，這不僅對個人乃至公司而言殺傷力極大。
對於現行 HRS 資料於第一時間上的保護與處理，如：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UI)、畫面的顯示、資料
筆數的控制、資料的權限、存取、編碼方式…等都較為薄弱。雖目前已有許多系統廠商推出一些產品能
針對硬體及網路做些防護，但本文欲探討的是 HRS 資料於第一時間上的防護。
因此本研究是將透過專家學者的協助調查人事薪資系統應該做哪些改善與調整，得以在第一時間進
行保護，並且適切因應個人資料保護法，降低此法對企業所帶來的相對衝擊。本研究限制在人事薪資系
統面對個資法上的因應與系統管制上的探討，期望能找出低成本的因應方案與低耗能的維護方式，正視
個資法帶來的好處，最終能將資料外洩犯罪率降到最低。
關鍵字：人事薪資、個資法、資料加密、Human Resources System、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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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視訊教學之分析
劉仲鑫* 李任芳* 楊泰寧* 周立平*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

摘要
在這忙碌的時代，人們要安排一固定時間進行進修學習是相當困難的，因數位學習普
及化，人們可自由選擇彈性的學習。若有一學習平台可提供線上選擇課程、付費、多種時
間方案，讓學習變得更加輕鬆。
關鍵詞：資訊安全、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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渦輪編碼架構之小波數位浮水印技術
宋柏翰* 陳萬清**
*清雲科技大學電機所 **清雲科技大學電機系

摘要
本文探討以小波為基礎且運用渦輪碼編碼之浮水印的強韌性效能，為保持藏圖影像之
品質並提高浮水印的抗破壞能力，本文取影像第二層離散小波轉換所在之頻域區塊作為資
訊隱藏的區域，浮水印資料經渦輪編碼強化，再藉由隨機重組位置以打亂各位元間之相關
性後，經零樹小波演算法找出頻域區塊中頻率係數特性後，選取藏入浮水印位元之位置。
實驗結果顯示因 1/3 編碼率，使得藏入浮水印的影像品質比未用編碼的差，但仍在可容許
品質範圍，可藏入浮水印的小波頻譜位置選擇性也較少，但使用此渦輪編碼架構的浮水印
系統在抵抗影像壓縮攻擊上，有很明顯的抗破壞性，取回之浮水印的整體正確率都能有效
提升。
關鍵詞：渦輪碼、數位浮水印、離散小波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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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事件軌跡與資料庫軌跡進行商業流程分析
朱淑華 李興漢 許晉瑜
大同大學資訊經營研究所

摘要
目前大多數企業導入各類資訊系統，必須提升企業自身的效率與競爭力才可與企業競
爭，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企業對於使用資訊系統大都不了解內部實際上的商業流程，企業
也無從根據來重構商業流程，改善自我流程提高效率，故此研究提供一套邏輯方法來分析
企業內各資訊系統之資訊或外部不同資訊之紀錄與追蹤，藉此追蹤資訊系統內部之流程問
題。本研究將整合 Event Log 與 Audit Log 進行商業流程分析，利用 Event Log 與 Audit
Log，發展一套分析作業邏輯關連法則之方法，檢視流程活動是否有違常理，並提供未來
企業進行流程重新設計的基礎參考資料。
關鍵詞：事件軌跡、資料庫軌跡、商業流程、電腦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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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類神經網路之影像浮水印編碼技術
姚坤宏* 陳萬清**
*清雲科技大學電機所 **清雲科技大學電機系

摘要
本文提出以 GHM 多重小波轉換為基礎，配合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運算，藉此增強影像
的抗破壞處理，並避免因為傳統離散小波轉換因冗長的層遞運算而易出錯的過程，而在浮
水印資料上則經由迴旋編碼方式增加強韌性。GHM 多小波方式在同階次的轉換時，劃分
了更多隱藏區塊可供浮水印資料隱藏，也提供了更多資料組讓類神經網路進行訓練。實驗
中，浮水印資料經過編碼後，取出的浮水印圖像的可辨識性較高，在抗壓縮破壞與抗雜訊
破壞也有不錯的效果，但由於迴旋編碼的方式，會使嵌入的浮水印資料增加，使藏匿後的
圖像品質下降幅度較高。
關鍵詞：多重小波、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迴旋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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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fficient Login-Recording Attack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SectorLogin
Bo-Ren Cheng*

Wei-Chi Ku*

Wei-Ping Chen*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Abstract
So far, many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s have been proposed as alternatives to textual
password schemes. However, most existing textual and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s are
vulnerable to login-recording attacks. In this paper, we will propose an efficient login-recording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SectorLogin, in which the user can easily and
rapidly login the system, as an improved scheme of the Movable Frame scheme. Compared with
the Movable Frame scheme, SectorLogin has superior usability and stronger resistance to
login-recording attacks at the only cost of increasing the probability of accidental login.
Keywords: Graphical Password, Shoulder-Surfing Attack, Login-Recording Attack,
Sector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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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建構防資料外洩系統之委外廠商的衡量指標
聞峰明*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安全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摘要
在電腦資訊科技一日千里的快速發展下，除了享有快速、便捷與效率外，層出不窮的
資安事件卻也是我們不得不重視的議題，想想企業的營運不外乎研發的產品資訊、收集分
析市場的情報、業務的交易資訊與機密的財務調度等，這些都是企業的重要資訊，一旦不
慎洩露將造成企業在名譽上的重大損失，甚至會使企業經營困難，鑑於其中的利害關係，
將迫使企業對資安法規的重視與遵循；但並非所有企業都有很強的資訊人才與技術來建立
固若金湯的資訊系統，但在這個競爭激烈的環境，企業除了加速提升本業的競爭能力外，
對於資訊系統資訊安全的建立在考量投資成本與效益時，委外服務就成為必然的做法，況
且資訊業務委外在國內外都是行之有年，委外成功案例不少但失敗的案件例亦有，因此如
何建構評選衡量指標以遴選適當的委外廠商，就成為值得探討的議題。
關鍵詞：資安事件、資安法規、資訊系統、資訊安全、資訊業務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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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深層崩塌監控系統之攻擊分析
劉仲鑫*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

鄧博慶**

**中國文化大學機械系數位機電碩士班

摘要
在全球暖化的強大氣候變遷下，暴雨機率增高，使得原本安全的低度緩坡，也有機會
隱藏類似岩層破碎，並且深層崩塌的疑慮。本研究目的提出一套利用少數網路攝影機和無
線感測器結合的深層崩塌監視系統(WinNoc System)，應用於岩盤的位置追蹤上，經由電腦
或 3G 行動電話達到遠端監控為目的。本研究採用 WinNoc 深層崩塌監視系統與傳統監測
系統進行比較，結果顯示本研究具有優秀之監測效果。最後本研究以 NS2 進行實驗的模
擬，節點可能因為遭受外來的阻斷服務攻擊，針對繞路情況跟遭受攻擊所採用的不同佇列
管理模式，來進行模擬跟分析各個佇列在攻擊下的正常封包遺失情況。
關鍵詞：深層崩塌，監控系統，Zigbee，無線感測網路(W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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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內部資訊系統使用者之稽核管理
張中維* 廖千儀* 蔡敦仁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安全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楊泰寧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

摘要
隨著資訊電子化的普及發展以及網路駭客攻擊事件的層出不窮，企業內部對資訊系統
之使用與資料處理之流程控管也愈受重視，其管控策略與管理方式並將走向高度電子化，
以符合自動化作業與管理的時代需求。為達到可同時兼具資訊系統使用之管理與稽核的雙
重功能，本文將以 Petri Net 概念來探討對於企業內部資訊系統之使用者的流程管理。經以
Petri Net 概念建立授權模型，確可有效達到稽核管理之目的。
關鍵詞：Petri Net、電子公文、R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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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posed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Evolutionary
Intrusion Detection
Cheng-Huang Yen
National Open Univ., Dept. of Management & Information, Taipei County, Taiwa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surveillance system is proposed to detect intrusions that are hard to be
detected by conventional access control and flow control mechanisms. The main idea is based on
automatic analyses of audit data collected from monitored systems. Suspicious events are
triggered by anomalies inferred from the analyses. A working model that correlates security audit
data with the type of intrusions is devised to classify the audit records, systemize the analysis of
audit data, and provide the heuristics for efficient inference mechanisms.
Keywords：surveillance system, intrusion detection, expe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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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等人遠端認證機制之缺漏與改善建議
謝文恭*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林子鈞**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摘要
使用智慧卡之遠端使用者身分驗證機制(Remote User Authentication Schemes)早已廣
泛地被應用在各種行動電子商務的領域之中。舉凡網路銀行的登入、使用自然人憑證報
稅、工商憑證簽入等等，都是利用智慧卡(Smart Card)進行遠端身分驗證的一種簡單、快速
且有效的機制之一。2010 年，Chen 等人在一篇被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期刊
所接受發表的文章中指出(註：正式刊出時間尚未決定)，Wang 等人之機制仍存有偽造攻擊
(Impersonation attack)與平行會期攻擊(Parallel session attack)等安全性缺陷，因而提出了具
備四種安全特性的改良方法，分別為 R1：安全性(Security)；R2：相互身份驗證(Mutual
authentication)；R3：會期金鑰協議(Session key agreement)與 R4：完美前推私密性(Perfect
forward secrecy)。然而，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 Chen 等人所提出之改善機制，並沒有達
到其所宣稱的完美前推私密性(Perfect forward secrecy)，而且同樣仍存有被離線猜弱密碼攻
擊之安全缺陷。最後，我們提出了一些建議與改善方案。
關鍵詞：認證、智慧卡、離線猜密碼攻擊、完美前推私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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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簡訊機制之簡易手機信用卡系統
葉昌國*

潘姿均* 吳詩婷* 賴俐敏* 鍾宛蓉*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

摘要
幾年前已有多家電信公司結合銀行業者推出信用卡手機，可是幾年下來，發現消費者
使用意願不高，原因大概如下：使用者必須強迫使用電信業者專用信用卡手機，或商家電
腦與使用者手機需加裝使用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技術，或手機 SIM 卡上加裝 IC
晶片卡功能容易造成雙晶片無線波干擾的問題等等，這些新技術是否安全穩定還有待考
驗。以上原因造成商家與使用者意願不高，以致實用性不佳。本論文所提出的方法是結合
目前手機基本簡訊機制，無需加裝任何額外裝備或新技術，只要能發放簡訊的手機便能使
用本系統，方便又安全是本系統讓消費者與商家願意參與最大誘因。
關鍵詞：無線通訊、資訊安全、手機簡訊、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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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sterisk 設計及實現 VOIP
張庭愷*

傅振華*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

摘要
隨著計算機處理能力及網路的不斷發展，傳統的通信業開始融入網路中，其中電話通
信、 電子郵件通信和網路通信的融合更是當前通信發展的主流方向，而日新又新的電信
業已開始將計算機應用於企業電話交換處理。在以降低成本的前提下，又因計算機的處理
而增加許多加值的服務。Asterisk 是目前使用最廣泛的公開原始碼 PBX 軟體，可運用於企
業現有的電話系統，將一台普通的電腦轉變成可用於企業的電話交換機，提供互動式語音
應答、語音郵件、視訊電話、傳真等功能。
關鍵詞：Asterisk、PBX、IP-PBX、VO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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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網站軟體誘捕系統
陳嘉玫*

吳惠麟* 王則堯*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

摘要
近年來資訊安全的風險，攻擊者已將攻擊目標由提供服務的伺服器，轉移到開放式的
網站分享平台(如:Google 協力平台，Blog，無名小站)，攻擊者架設釣魚站台或擺放網頁
惡意程式於分享式網站平台，並利用網站掛馬與垃圾郵件大量散佈惡意連結，導致大多數
的使用者瀏覽這些惡意網站資訊時，極容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遭受惡意程式感染而成為
殭屍網絡中之一員。
本研究以現有誘捕工具為基礎，發展分散式惡意網頁威脅搜捕系統，建立集中式搜捕
資料回傳機制。所收集到的惡意樣本，可提供產業作分析，以及找尋防禦之道。因此誘捕
系統可作為防禦網路威脅的一道防線，以還給使用者一個安全無虞的網際網路環境。
本研究是延伸高互動式的客戶端之誘捕系統 Capture-HPC，增加使用者 Web 介面之互
動及惡意軟體資料庫功能，故名為 Capture-Web。Capture-HPC 用於探測惡意網站，收集
探測惡意網站時所下載之惡意程式。它採用虛擬機器與客戶端伺服器架構，具有集中式記
錄收集機制，可支援不同的瀏覽器與不同應用程式，對惡意網站進行探測。
Capture-HPC 雖然可成 功搜捕探測惡意網 站，然而尚有很多功 能需要增強 。
Capture-HPC 以文字檔方式設定執行細節過於複雜，所以我們開發圖形化設定介面輔助。
我們的 Capture-Web 也增加歷史網站瀏覽資料庫的性能。
關鍵詞：Capture-HPC, Captur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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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個資法實施企業防範個資外洩探討
陳信宏* 陳耀文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

*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摘要
在這個資訊爆炸、科技日新月益的時代，隨意在網路上輸入關鍵字，即隨手可得非常
非常多的資料，甚至於很多的個人資料，這一些資料如果被有心人士所利用則會衍生出非
常非常多的問題與糾紛。
民國 99 年立法院通過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案，它將可以有效的保證人民的個人資訊
安全，它明確的規範出了個人資料的保護範圍、個人資料的使用時機、資料處理、損害賠
償與救濟以及相關罰則。
資料法通過後企業內部應該要如果去應對，企業內資料外洩通常分布在三個地區，核
心資料區、終端資料區、傳輸資料區，而企業內個人資料外洩由企業內部人員基於有(無)
意的外洩佔了大多數，所以作者思考將 DLP、DRM、DAM 等技術導入至企業管理中、將企業
內個人資料保護的基本架構建立起來，以減少因人員疏失造成企業損失。
關鍵詞：個資法、個資外洩、企業洩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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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九宮格式預測法之差值擴張可逆資訊隱藏技術
林坪亨

陳建源

黃健峯

林士倫

國立高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摘要
本論文主要改良 Sachnev 和 Kim 學者們所提出的，使用排序與預測之可逆式浮水印
演算法。我們利用九宮格式預測法，取代原方法的水平垂直方向預測，所增加的斜對角方
向預測，使得整體的預測關聯度提高，有效的抑制周遭雜訊，而得到最佳的預測誤差值。
我們的方法經由實驗得知，在相同資訊藏量前提下，所產生之偽裝影像品質(PSNR)相對於
Sachnev 和 Kim 的方法可有效提昇，其中，對複雜影像(如 Baboon)產生的效能更加明顯，
可達 8%。
關鍵詞：差值擴張、九宮格式預測法、區域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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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離散餘弦轉換之強韌性浮水印研究
洪士凱* 左杰官*
*國防大學管理學院資訊管理學系

摘要
浮水印技術運用於保護數位圖像的完整性與確保圖像的智慧財產權受到完善的保
護。然而，傳統的浮水印技術在強韌性方面卻具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容易因為數位圖像
的修改或是處理而造成嵌入的浮水印無法有效的擷取出來。原因可能為浮水印演算法不夠
複雜或是浮水印本身沒有足夠的強韌性來對抗各種不同的數位圖像處理，如轉換、濾波、
壓縮、擷取與對雜訊等影像處理方式。本論文提供一個改進的方法，運用離散餘弦轉換
(DCT)的方式將空間域的圖像轉換為頻率域，使數位圖像可以透過區塊重新計算、矩陣重
組與金鑰選擇讓浮水印嵌入到頻率域圖像中，來提升浮水印的強韌性。此外本研究也針對
不同的信號處理方式，如 JPEG 壓縮、不同雜訊或幾何轉換(如旋轉與切割等)進行強韌度
測試。
關鍵詞：浮水印、離散餘弦轉換(DCT)、數位影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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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spect of Security Extent in Cloud Services
C. C. Lien* I. A. Chen* David Kao**
*Dept. of Comp. Sci. and Info. Manage. Soochow University ** Decision Group Inc.

Abstract
Services, provided by cloud computing, have been adopted by small companies with their
great favor to develop business applications. Security was the major concerns of customers to
migrate their local application to clouds for enjoying the benefits of reducing cost of computing.
Current

popular classification, such as software-as-a-service, platform-as-a-service,

and

infrastructure-as-a-service does not integrate the aspects of security concerns. Thus, it may be not
suitable for customer who desire cloud services within three kinds of extents for classifying services.
These securities extents may be used as a benchmark of customers’ satisfaction on their security
concerns. We also survey some representative cloud models of Google, IBM, and Amazon to explain
the considerations of security concerns.

Keywords：Classification, cloud computing, secur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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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群組為導向之企業數位權利管理機制
楊仁和*

孫崇軒* 謝家祥**

*開南大學資訊及電子商務學系 **開南大學行銷學系
E-mail：{jenhoyang, m09808004, jaferhsieh}@mail.knu.edu.tw

摘要
近年來，企業的數位內容保護與管理成為發展電子商務的一個重要的議題。為了保護
數位內容，各種企業數位權利管理機制相繼被提出，其目的在於防止數位內容被非法存
取。在 2009 年，Chen 等學者提出一個可群體驗證的企業數位權利管理，讓使用者的存取
權限可透過企業的授權群組來驗證。然而，他們的方法卻無法支援多個使用者的環境。此
外，我們也發現他們的方法存在著安全上的疑慮。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本文提出了一個以
群組為導向之企業數位權利管理。在本文所提出的方法中，允許多個使用者共同存取數位
內容，且存取權限也可以根據企業的安全政策作變動。相較於先前的相關文獻，本文所提
出的方法提供了更安全且更具彈性的數位內容權利管理機制，且對於電子化企業在電子商
務上的發展也有極大的助益。
關鍵詞：數位權利管理、數位內容、電子商務、電子化企業、存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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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Max 和 ZigBee 換手之分析
劉仲鑫* 曾以中* 徐盛軒* 李志仁* 陳俊榮*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

摘要
所謂的換手，就是當使用者移動的速度很快，並從大涵蓋範圍的 WIMAX 內進入到
小並且短範圍的 ZigBee 的服務範圍， 接著離開此進入的 ZigBee 服務範圍而進入到另一
個 WiMax 服務範圍內，此時就會造成短時間內垂直換手次數頻繁，導致系統效率下降，
服務品質也跟著下降之情況。而在本篇的研究主要利用 NS2 工具來探討換手情境，最後
的模擬結果將建議用戶端移動時應避免多次執行之機會，因為在 ZigBee 日益普遍的情況
下對使用者來說所需負擔的費用比較少或者不需費用，短時間內垂直換手次數頻繁的話，
會影響到整個服務，換手次數越多影響越大。
關鍵詞：換手、WiMax、Zig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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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RFID 技術整合 WMS 與警訊外掛系統強化物料的安
全性
王宏揚*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安全碩士專班

摘要
經濟部商業司於 961/1/至 99 年 99 年 12 月 31 日，推動為期 4 年的 RFID（無線射頻
辨識）系統整合及應用推動計畫，該計畫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推動建立加工食品流通履歷追蹤能力，構築安全且安心的加工食品供應鏈管控基
磐；推動 RFID 加值應用旗艦示範，建立 RFID 便利生活圈示範園區；推動 RFID 創意
應用服務及 RFID 智慧型陳列展示模式銷售服務等工作。
二、推動私領域 RFID 應用示範，帶動 RFID 衍生產品及領域應用關鍵技術之研發，提
昇國內業者 RFID 系統應用發展整合能力，進而形成 RFID 產業鏈，帶動產業之發展。

整體的加值應用計畫偏重於利用產品履歷建立與物流產業鏈的資料整合
與提高物流效率；事實上，以 RFID 整合 WMS，不僅能夠降低倉儲作業的錯誤
率與提高作業效率，在產品物流的正確率提高與防盜，也有著令人意想不到
的絕佳效果，當然前提是 WMS 能夠充分利用 RFID 的特性加以配合，才能創造
出高度符合 AIC 特性的資安要求。
關鍵詞：RFID、W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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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per
References Based On Semantic Web Technology
以語意網為技術推理論文參考文獻間的關聯性
陳志達*
*南台科技大學

蔡景旭**

**南台科技大學資訊管理所

摘要
全球資訊網的發展，改變了使用者取得資訊的模式，無論文字、影像、聲音等數位多
媒體資料都可以輕易在網路上取得，但這些都只是單方向的資訊傳遞。而語意網要發展的
方向是讓電腦能像人一樣看得懂使用者在網頁上表達的意思，所以電腦就必須具備所謂的
“推理能力”，這樣電腦才有辦法去回答和推理。而“推理能力”是我們人類社會長久以
來建立的事實，必須事先對電腦進行規範、事先進行邏輯的限定，電腦才會知道這是推理
出來的事實，才能更符合文章想要呈現的內涵，以及使用者想要知道的答案。
本研究方法利用語意網檢索的功能和推理的能力，在一般論文提供“參考文獻”的同
時，也可以利用檢索功能，查出參考文獻大致的內容，和一些基本資料；也可以利用語意
網的推理能力，推導出一些隱性的事實，因為有些事實，不是一時之間可以立即看出來，
而是需要蒐集更多的資訊以及多方面的判斷，才能夠解讀其真理。如針對論文中的參考文
獻，可以推理出此參考文獻被多少篇論文所引用，亦或此論文引用了多少篇參考文獻，這
都是需要透過比對後才能知道的結果。再來就是可以由符合的條件去推理另一種關係，例
如當我想搜尋此領域的熱門文章時，就可以利用語意網關鍵字去搜尋，一開始就先設定當
論文被參考幾次以上即被稱為為熱門文章的門檻值，當此篇論文達到參考次數以上，就可
以利用語意網定義的搜尋關鍵字，不同於單純的文字搜尋，而是符合適合的關鍵字，如搜
尋“語意網熱門文章“，語意網搭配規則就可以推理出符合條件的文章，呈現出更貼切的
答案和結果。
本研究依上述提出的模式，在語意網的檢索功能下，可以立即得知所有論文底下參考
文獻彼此的共通性，和此篇論文的基本資料；在語意網的推理判斷功能下，可以得到另一
種資訊的來源，和另一種推理出來的資訊，找出最符合使用者想要知道的答案，同時也能
讓使用者能夠更容易判斷此參考文獻的重要性和其參考價值性。
關鍵字：語意網、推理能力、檢索、共通性、關連性、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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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構機房服務之維運管理模型探討
李國豪*

孫振東**

*大同公司 資訊系統業務處

李志仁**

陳俊榮**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

摘要
共構機房是以服務為導向將資訊資源進行集中與共用之大型機房，然而在操作及管
理上比起自用機房而言則是相對困難許多的。是故，如何快速即時且安全地提供共構機房
服務，則是相當重要的議題。本研究針對共構機房服務之管理模型進行探討，並遵循 ISO
20000 及 ISO 27001 國際規範標準的最佳指導，提出以自動化流程整合管控及自動化資源
統籌佈署為目的之「統合且機動之維運管理模型」，以本研究提出的模型可以實現服務即
時性及資源統籌整合的目的，同時降低在共構機房維運操作過程中，「人」所造成的潛在
資安風險因素。
關鍵詞：共構機房、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資訊技術架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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