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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內在民國八十六年七月准許券商開辦

網路下單業務，至今單月成交總金額佔市場

成交量的比例成長至 6.42%，而開戶人數亦成

長至一百三十萬餘人。而隨著證券網路下單

的蓬勃發展，建立一個網路下單的安全環

境，讓交易雙方有所參考依循，也就成為一

個刻不容緩的議題。本研究裡我們以智慧 IC

卡為基礎，採用密碼學的理論，以公開金鑰

密碼系統及私密金鑰密碼系統來達成網路下

單系統的無可爭議、認證、責任性等網路安

全功能。 

 

關鍵字：網際網路、電子商務、證券業、網

路下單券商、交易安全、IC 卡、數位簽章、

保密 

 

一、前言 

 

  隨著網際網路的日興月盛，以網路進行

交易的商業經營模式，逐漸地蔓延在世界各

個角落，各行各業無不爭相採用這種經營模

式來提高市場競爭力且拓展業務；而這種新

興的交易方式包涵的內容林林總總，不勝枚

舉，而其中又以電子金融為持續擴大電子商

務的重要支撐，也是在企業對企業的電子商

務時代跨入此領域最重要的切入點。因為所

謂的金融商品，必須兼具流通與變現的特

性，而配合電子化的系統使得金融商品無論

在保管或交易的便利性上都達到了革命性的

突破。電子金融其優點在於能以極低的經營

成本就可獲得許多消費者的注意。然而，就

像所有其他的行銷通路一樣，網路交易本身

具有若干安全上的考量。 

國內在民國八十六年七月准許券商開辦

網路下單業務，投資人得經由網際網路委託

方式買賣上市及上櫃證券。至八十九年七月

為止，根據證交所統計，單月成交總金額佔

市場成交量的比例從原本的 0.0071%成長至

6.42%，其間開戶人數亦由一千零二十二人，

至今累成長至一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七十四人

[1-2]。而在網路證券交易中，關於投資人權

益保護之議題，除隱私權保障外，投資大眾

最主要考量即在於交易的安全性，所以確保

證券交易系統與過程之隱密性及安全性，是

整個證券交易系統成功與否的決定性關鍵，

也是經營者在推動業務之初就應該考慮並設

法排除的一大問題。本研究針對現今網路下

單，提出以 IC 卡 [3-4] 的方式進行證券交

易，並具體實現網路下單系統。 

IC 卡是植入晶片的塑膠卡，大小是如同

平常的信用卡，非常容易攜帶。IC 卡與傳統

磁條卡或信用卡比較起來具有難以偽造與記

憶空間較高的優點，然而價位也較磁條卡

高。IC 卡一般可分為接觸式與非接觸式兩

種，前者歷史悠久且功能強大，後者則目前

功能較差且多為單一用途(例如高速公路電

子收費系統用非接觸式記憶型 IC 卡)。接觸

式 IC 卡又可分為記憶型(例如電話 IC 卡)與

智慧型(例如金融 IC 卡)，前者安全性較差。 

隨著網路技術的快速發展及應用，IC

卡的應用日趨廣泛。例如：目前應用最多且

被金融界視為塑膠貨幣新興的金融 IC 卡、

由中國信託商業銀行與文化大學合作的金

融卡與學生證結合的雙重功能之學生證智

慧卡、中華電信推出之通話 IC 卡、十大書

坊推出的租書 IC 卡、中央健保局在澎湖試

辦的健保 IC 卡、中國信託商業銀行與中國

石油公司和台北捷運局等將合作推出之卡

票合一儲值金融卡、運用在停車場管理及收

費的 IC 卡、以及政府大力推行之國民

卡‧‧‧等等。由以上實例可知 IC 卡的應

用日趨重要亦是未來發展的趨勢。 

 

二、IC 卡網路下單 

 

目前熱門的股票交易為了符合客戶的

需求以及增加處理的速率已漸漸發展出另一

套交易的模式，那便是從網路上來進行買

賣。這種方式有別於以往傳統的電話通訊方

式，讓客戶在自己的時間許可下，充分進行

選擇與決策，而不受限於有限的人力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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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因此，受到廣大的投資者的歡迎並且

期待它的多元化。 

然而現行網路下單的網路安全措施以

使用通行碼(password)為主。通行碼提供使

用權限控制(access control)與基本網路稽

核控管功能。這雖然可提供基本的資訊安全

功能，但仍需要進一步的防護措施。例如網

路沒有保密的功能便很容易為別有用心者在

網路傳遞過程中擷取通行碼等相關訊息。無

疑地，現有粗糙的網路下單防護措施，並不

足以防止各式各樣的入侵、竄改和擅用。本

研究是將 IC 卡應用於網路下單內，以低成本

高安全性之可攜式IC卡裝置來提供證券交易

資訊安全功能。 

IC 卡記憶容量大，資料可重複多次寫

入或更新，具有發展為多目的、多功能卡的

潛力。相對於 IC 卡，目前市場上較普遍之而

磁條卡的記憶容量僅約為 110 個位元組。本

研究中使用 EEPROM 容量為 6K 位元組的 IC

卡；而 16K 位元組以上的卡片也已經進入量

產階段。IC 卡的資料可重複上萬次的寫入或

更新，使其應用領域大增。由於 IC 卡從製造

到發卡的過程相當嚴謹；且 IC 卡是屬高科技

的產品，一般人能偽造的機會不高，且其內

部資料也是層層保護不易竊讀。因此從安全

性的觀點而言，IC 卡實是比磁條卡安全多

了，而這也正是 IC 卡吸引人的特點。基於以

上幾點，我們可以利用 IC 卡特性，保護個人

的憑證資料，增加系統的安全功能。 

安全一直是網路下單的最高原則，不管

在何種情形下，都希望能達到絕對保密防偽

的程度。任何有心破壞或竄改資料內容的駭

客者，即使攔截到傳輸的資料時卻無法瞭解

內文或者是即使變更了內文而我們依然能憑

著使用者本身的認證資料來加以辨識，成功

的阻絕錯誤的資訊所可能造成的損失發生。

在公開網路上我們不僅能夠以加密的方式確

保其安全性，同時在硬體方面運用 IC 卡來加

強確認工作，非但在網路證券商那裡下單資

料有所存證，投資人自己也能有所記錄，雙

方站在相同的立足點上，在公平、公開的原

則下交易。在保障傳輸資料的安全性的同

時，能做到使其中的交易資訊保持其同一

性，不因傳輸而受到破壞，使雙方都能信任

彼此所傳遞的內容是最初的也是最完整的。 

在傳輸的資料當中，本研究加入了使用

者個人身份的驗證，透過數位簽章的技術，

使得投資人及網路證券商雙方都可以在個人

隱私資料充分被保護下還能夠讓對方確認自

己的身份，並也間接地為此份傳輸的資料做

保證和聲明，保證資料的來源無誤和聲明作

者為何人，因為這樣的特性而能使個人的身

份擁有不可否認的本質。本研究的研究成果

便可以使在網際網路上傳輸的內容和整個流

動的過程，包括資訊的查詢和資料庫的存取

都達到高度的私密性，讓網路上的資訊安全

的問題得到一個最好的解決和應對之道。 

 

三、系統架構 

 

一套安全完善的網路下單系統可以防止

駭客的破壞，下單資料在網路傳送時也不用

擔心被洩露而造成嚴重的後果。本文採用 IC

卡做為系統之可攜式裝置，針對網路下單達

到: (1). 提供保密性，僅有經過授權的單位

能讀取出傳送的下單資料，(2). 提供認證

性，下單投資人及網路證券商雙方的身份可

經確認，(3). 提供無可否認性，不容許傳送

的網路下單資料於事後加以否認。 

如圖 1所示，我們 IC 卡網路下單系統是

以端對端安全架構為主，依據使用的下單軟

體進行端對端資訊安全設計。使用時用戶端

為配備 IC 卡讀卡機之個人電腦，而在伺服器

端包括認證中心(certificate authority, 

CA)與網路下單伺服器。 

認證中心為具公信力之機構，可對網路

證 券 商 及 投 資 人 提 供 公 開 金 鑰 憑 證

(certificate)管理服務。認證中心的基本功

能如下列： 

1. 憑證申請: 提供用戶申請其所屬的

電子憑證。憑證是以 X.509 的格式儲

存。 

2. 憑證註銷: 註銷尚在有期間內用戶

憑證。 

3. 憑證查詢: 可以查詢自己或他人的

憑證資料，以便取得到公開金鑰資

料。 

4. 憑證展期: 若因為其他因素必須延

長憑證有效期限，CA 也提供憑證延

期的服務。 

5. CRL 列表: 當憑證註銷後，系統便會

將憑證資料轉入此表中，讓使用者可

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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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下單伺服器
WWW伺服器

認證中心
(CA)

網際網路

網路下單用戶端

Smarty IC card
reader

 
圖１  IC 卡安全網路下單系統架構 

 

投資人必須先在認證中心上面註冊自己

的個人資料和自己的公開金鑰，然後取得憑

證。用戶端與伺服器端的進行通信時，各自

應用程式會對通信內容產生數位簽章

（Digital Signature）[5]，用以防止內容

遭到修改或仿造且提供寄信的證明。發文單

位先將通信內容用使用 SHA 演算法 [6] 產生

該郵件的單向雜湊函數值（One-way hash 
value）並使用寄件人的 RSA 私密金鑰

（private key），產生數位簽章，附加於此

郵件。同一發文單位發出不同資料時，各資

料之簽章不同；相同資料由不同發文單位發

出時，簽章也不同。為了保障傳輸時的隱密

性，系統會先在傳送端產生一串 112 位元的

隨機亂數作為將內容做 Triple-DES [7] 加密

的會談金鑰（Session Key）[5]，然後從接

受端的憑證中取出公開金鑰對會談金鑰作加

密；這是所謂的數位信封（Digital Envelope）

[5]。 

  雖然 DES 為一相當強的資訊保密演算

法，但隨著電子科技的發展與電腦運算速度

的提升，設計破解 DES 的特殊硬體或以多部

電腦合作破解 DES 的構想與實驗近幾年來一

再被提出，使得 DES 系統的安全性受到質疑 

[8]。這也使得以 DES 為密碼演算法機制的 IC

之系統安全性堪虞。所以我們改用所謂的三

重 DES (Triple-DES, TDES) [7]。在 TDES 系

統可用兩組各 56 位元的金匙，使得加密或解

密金匙總長度擴充到 112 位元，足以應付一

般資料保密需求。 

 

四、具體實現 

 

我們採 C++Builder 4.0 [9] 作為軟體

主要開發工具，並結合微軟公司 SQL 伺服器

完成資料庫之建構。認證中心的數位簽章採

用 2048 位元的 RSA 金鑰來製作，投資人與網

路證券商的數位簽章則採用 1024 位元的 RSA

金鑰來製作，同時我們也採用 IC 卡來儲存與

管理的憑證以及私密金鑰。憑證採用符合

X.509 的格式儲存，憑證內含有憑證所有人的

姓名，電子郵件等資料，其中最重要的是憑

證所有人的公開金鑰。 

讀卡機係採用Fischer公司的Smarty IC

卡讀卡機 ，它在形狀大小上跟 3.5 吋磁碟片

一樣。只要將 IC 卡置入讀卡機後，再將此讀

卡機插入電腦 3.5 吋軟碟機即可透過 PC 操

作。用戶端系統是在 Windows 98 平台下發

展，而認證中心及網路下單伺服器則是在

Windows NT4.0 平台。IC 卡安全網路下單系

統功能基本上可分為用戶端(client)與伺服

器端 (server)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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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  客戶端網路下單主要功能 

 

客戶端的主要功能如圖２所示。投資人

先透過網際網路向證券商申請開戶，此時系

統會將開戶欄位所輸入的資料加密，並傳送

給伺服器，若開戶成功，伺服器會回傳開戶

成功訊息，否則回傳開戶失敗。爾後客戶進

行帳號登入時會檢查密碼是否正確，正確時

系統會從IC卡中讀取客戶編號並將客戶編號

加密及加數位簽章，傳送到下單伺服器，並

等待伺服器回傳客戶基本資料。當客戶 IC 卡

遺失時，則使用“遺失登錄＂，選擇以“客

戶編號＂或“身份証字號＂來做遺失登錄。

所輸入的客戶編號或身份証字號將加密及加

數位簽章，並傳送給伺服器。遺失登錄成功

與否，伺服器會回傳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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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功能畫面

系統作業 客戶資料作業 查詢作業 網路作業

開戶 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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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  網路下單伺服器主要功能 

     

網路下單伺服器系統主要功能介紹如圖

３所示，簡述如下： 

1. 系統作業: 包含系統管理者登入、離

開兩個子功能項。 

2. 客戶帳號管理作業: 包含客戶帳號申

請、客戶資料修改、IC 卡製作、遺失

登陸、已登錄失卡清單等五項子功能

項。 

3. 查詢作業: 包含客戶資料查詢、股票

資料查詢、網路下單資料查詢等三項

子功能項。 

4. 網路作業: 目前連線狀態、過去連線

記錄、訊息顯示三項子功能項。 

5. 說明: 包含關於我們一項子功能項 

 

伍、結論 

 

網際網路電子商務有著跨國界、跨地

區、24 小時全年無休的效率以及卓越的分佈

性，但是除非能建立一套安全且便捷的制

度，否則網路商業將難以有突破性的發展。

世界各大企業為了搶攻電子商務這塊大餅市

場，無不爭先恐後地架設自身的電子商務

站，但又紛紛面臨到資訊不安全的問題，於

是又積極地研究有關資訊安全的環境，希望

能拔得頭籌，搶得龍頭的寶座，獲取客戶的

信心。雖然在現行制度下，有許多保護資訊

安全的方法，但是卻沒有任何一種方法或制

度可以完全確保電子商務的安全，通常都必

須要兼採不同的方法，例如採取加密保護（使

明文內容不易被更改）、線上認證（交易雙方

能夠確定對方身分）、不易更改裝置（IC 卡）

等方式來嚴格執行，才能確保電子交易的安

全。 

  本研究依照上述的論點開發了網路下單

雛形系統，在這樣的處理架構下，所有流通

於投資人與證券商二方之間的資訊流，都使

用密碼學技術將其保護，不論任何來自於投

資人或證券商的要求或存取，都在其中受到

保障，而這所有的訊息傳遞都被兩端系統所

獨立記錄，以便日後比對，且在這樣的基礎

架構之下，可彈性地依使用者的在網路安全

的需求之下來建置系統，發展出屬於自身的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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