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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隨著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及應用，IC 卡的應用日趨廣泛，而校園 IC 卡也已在國內數所大專院校使

用。現行校園 IC 卡多半使用接觸式 IC 卡，由於讀卡機也相對採接觸式而門禁使用頻繁，使得故障率

也相對偏高，造成困擾。有鑑於此，我們研發 IC 卡的門禁資訊管理系統，改善現有一般的門鎖或接觸

式 IC 卡而改用非接觸式 IC 卡做為進出空間的安全機制，使得同一張 IC 卡可控管不同的出入門禁同時

減少讀卡機的故障率。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所提供的安全機制與網際網路，經由讀取並記錄門禁及 IC 卡

使用資訊，使進出空間的人員及時間能做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即時的控管，達到門禁使用的安全性與管

理的便利性。我們也在內含 6808八位元中央處理器的摩托羅拉公司 MC68HC908AB32微控制器上進行對

稱式密碼學演算法 AES 演算法的具體實現，並開發低成本的資訊安全硬體雛型設備，提供發卡系統與

門禁控制系統之間安全網路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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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壹、前言壹、前言壹、前言

隨著網際網路與全球資訊網的快速成

長，網路安全問題也逐漸浮現出來，而現有

粗糙的網路防護措施，並不足以防止各式各

樣的入侵、竄改和擅用。若以軟體裝置作為

門禁系統之控管工具，則僅能以通行碼

(password)方式作為身份的辨認，但是如此

一來，通行碼有可能會被使用者忘記，或被

有心人士給偷窺或盜取等等。

而改以資訊安全硬體裝置做資訊安全

的控管不但安全性較高且使用方便，再加上

使用密碼學技術將可對網路提供較佳的安

全防禦。

IC 卡[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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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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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 IC

卡、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與文化大學合作結

合金融卡與學生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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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卡所提供的多用途及資訊安全功

能，使得 IC 卡不僅可安全無慮地用做身份

識別用，也可同時提供電子郵件、電子商

務、門禁管制、圖書借還書、成績輸入與查

詢等多項功能。 

一般而言，在需要對該空間的進出人員

做有效的監管及稽查時，通常我們會利用具

有一定資訊安全程度的門禁系統，來過濾場

所進出人員的身份及時間，並留存其進出記

錄，以便日後可以做為查詢之用。

在門禁系統的需求之下，許多需過濾人

員進出的公共場合大部份使用以個人密碼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PIN)或接觸

式 IC 卡為控管基礎的門禁系統，但此兩者

都各有其缺點；個人密碼可能由於使用者自

身遺忘其所有的密碼而造成困擾，也容易在

使用者輸入時遭旁人窺視而外洩。至於接觸

式 IC 卡門禁系統雖然在安全性方面有優良

的表現，但系統上的接觸式讀卡設備因有外

部電子接觸點的緣故，日久容易故障，且很

輕易的就會遭到有心人士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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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的觀點來看，我們需要一個兼

具內部安全及外部安全的非接觸式 IC 卡門

禁系統來補足上述所提的兩類系統的缺點。

發展 IC 卡這其實是未來社會的一種趨

勢，尤其在政府鼓吹“健保 IC 卡”、“捷

運 IC 卡”的風氣之下，這種想法漸漸行

成。相較之下，現有一般常用之磁條卡(如
信用卡、提款卡)有兩種缺點：

1、安全性

磁卡上沒有保密的技術，故任何人只要

拿到磁卡和讀磁卡的機器，此磁卡上的

資料便被人一覽無疑了。我們常可看到

信用卡側錄偽卡的媒體報導，而如果這

是張國民卡的話，那全國人民所需要負

擔的風險是非常大的。

2、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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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包含應有的資訊，並沒有

辦法達到廣大的用途，所以較難使用。

上述的磁條卡兩項缺點改為 IC卡時都

已經改善了，無論是安全性與容量都可以達

到使用者所需。而且非接觸式 IC 卡在使用

上更是方便；我們可以將卡片放置於皮包之

內，要進入門禁之時，只需將皮包在非接觸

式讀卡機前面帶，則非接觸式讀卡機便可以

接收到訊息，不必拿出拿入如此一來可以降

低了失卡的風險。

非接觸式 IC 卡之門禁系統如果設計得

宜，可以取代了我們生活中一人一串鑰匙的

不便利。一但遭遇遺失卡片的情況，也可以

立刻更新與遺失卡相關非接觸式讀卡機的

資料，使該遺失卡片立刻於門禁系統失效，

也不用重新換把門鎖，因為這一切都是由門

禁系統所控制，萬無一失。未來只要讀卡機

的價格持續下降，相信此種門禁系統將更為

普及。

本研究採用 Client-Server 主從系統架

構並以 Borland 公司 C++ Builder 4.0 [5]作
為主要軟體開發工具。前端經由讀卡機將

IC 卡的資訊傳至後端處理，後端則結合微

軟公司(Microsoft) SQL Server 7.0 建構資料

庫。IC 卡的製作（發卡）則使用讀寫機將

資料寫入並使用 SQL Server 建置發卡管理

的資料庫。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所提供的安全

機制與網際網路監控，經由讀取並記錄門禁

及 IC 卡使用資訊，使進出空間的人員及時

間能做透過網際網路即時的控管，以此達到

門禁使用的安全性與管理的便利性。

2000 年 10 月美國政府機構 NIST 正式

宣布[6]選用 Rijndael 對稱式(symmetric) 

密 碼 學 演 算 法 作 為 AES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7]，且已於今年二

月公布 AES 草案[8]，逐步取代行之已久之

DES。本研究同時將 AES 具體實現於摩托羅

拉公司內含八位元 6808 中央處理位元之

MC68HC908AB32 [9] 單 晶 片 微 處 理 器

(microcontroller)進行具體實現。此單晶

片內含 E
2PROM 可動態儲存金鑰而不需開

模，我們正以 MC68HC908AB32 開發低製造成

本的資訊安全硬體雛型設備。此雛型設備不

但可提供發卡系統與門禁控制系統之間安

全通信亦可用於以對稱式演算法為基礎的

其他安全網路通信應用。

貳、貳、貳、貳、MIFARE 非接觸式非接觸式非接觸式非接觸式 IC 卡與讀卡機卡與讀卡機卡與讀卡機卡與讀卡機

IC卡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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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者則目前功能較簡單且多為單一用途(例

如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用非接觸式記憶

型 IC 卡)。本系統所使用的非接觸式 IC 卡

為 Philips 公司的 MIFARE 非接觸式 IC 卡

[11]，與交通部高速公路電子收費試用計劃

所用相同。

MIFARE 非接觸式 IC 卡如圖 1 所示，

使用感應線圈傳遞資料。晶片內共有 1K 位

元組的記憶體 EEPROM，記憶體分成 16 個

相互獨立的區段(sector)，每一個區段由 4
個區塊(block)組成，每一個區塊的大小是

16 位元組，為此非接觸式 IC 卡讀寫的基本

單位。

圖 1：Philips 公司 Mifare 非接觸式 IC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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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FARE IC 卡不需外加電池，在 13.56
MHz 頻率下以無線半雙工加密傳送資料，

而與讀卡機之間操作距離可達 6 公分。

系統使用 IC卡片來儲存使用者的個人資

料，每項資料都有固定存放的區段及區塊，

如表一所示。

表一：門禁 IC 卡系統卡片內部資料

資料項目名稱 儲存區段 儲存區塊

卡號 0 1
密碼(PIN) 0 2

姓名 1 0
身份證號 1 1

學號 1 2
系所 2 0
級別 2 1
性別 2 2
住址 3 0
Email 3 1
電話 3 2

使用者使用非接觸式 IC卡進出門禁系

統時，門禁系統為驗證 IC 卡有效性與正確

性，必須與非接觸式讀卡機連接。當讀卡機

讀到 IC 卡片上之資料時，再做進一步的確

認是否為有效的使用者，判斷是否開門。

我們採用韓國 KDE 公司的非接觸式

IC 卡讀卡機(KCV-7100) [10] 來作為門禁

系統的讀卡機元件。圖 2 顯示此讀卡機的外

觀。

圖 2：KDE 非接觸式 IC 卡讀卡機

KCV-7100 讀卡機內含電池，斷電時不

會遺失門禁資料，可儲存二千筆以上出入資

料。此一讀寫機與門禁控制電腦之間是透過

RS-232C 串列通訊界面來完成。此一非接觸

式 IC 卡讀卡機已有完整的應用程式界面，

可作為應用系統發展時的踏腳石，使得在讀

卡機的程式處理上簡易許多。使用該非接觸

式 IC 卡讀卡機之應用程式界面發展應用系

統時，有一定通訊協定。

參、參、參、參、IC 卡門禁管理系統卡門禁管理系統卡門禁管理系統卡門禁管理系統

我 們 IC 卡 門禁 管 理系 統 是 採用

Client-Server主從式系統架構（如圖 3）。 

資料庫
用戶

發卡系統
網際網路

MS-SQL

讀卡機

非接觸式IC卡

門禁控制系統

圖 3：IC 卡門禁系統作業架構

 

使用時前端門禁控制系統可經由讀卡機

將 IC 卡的資訊傳至後端處理，後端則結合

微軟公司 SQL 7.0 建構資料庫。IC 卡的製

作（發卡）則透過非接觸式 IC 卡讀寫機將

使用權限資料寫入並使用 SQL 伺服器建置

發卡管理的資料庫，同時透過網際網路將使

用者門禁權限資料傳至前端門禁控制系

統；門禁系統自動決定哪些讀卡機資料須更

新。當進出門之人員名單有所異動之時，前

端電腦通知後伺服器將資料庫資料更新。同

時於固定的時間，前端電腦會從讀卡機中讀

出人員進出資料，並透過網際網路將資料寫

入後端資料庫。 

主從式架構的作業模式乃是多元化、異

質性的軟硬體系統，可以依使用需求加以作

適當的調整與變化，它容易隨著組織的或大

而擴增新系統；使用者透過方便簡單的介面

即可得到所要的資訊，進而提昇工作效率，

再經由網路的使用而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

IC卡門禁管理系統的主要功能如圖 4所

示，基本上可分為發卡系統、門禁控制系

統、與間觸發程式三部分。發卡系統主要功

能為將使用者資料寫入卡片內，並管理後端

資料庫；門禁控制系統則控管門禁讀卡機；

間觸發程式處理系統定時的協調工作。功能

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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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系統功能架構

1、發卡系統

非接觸式 IC 卡門禁，將管理門禁安全

的基礎建立非接觸式 IC 卡上。只要是門禁

系統的使用者，在成為系統的合法使用者

時，都會經由這個發卡系統製發而得到一張

非接觸式 IC 卡片。發卡系統最主要的功能

是製發門禁卡片，同時將使用者最初進出任

何一道門禁的權限寫入卡片內並放入門進

資料庫。除了發卡外，具有與卡片相關的所

有功能，例如修改卡片所記錄的資料，使用

者不再使用系統時，所必要執行的銷卡片功

能。當然，也有失卡的選擇項目來處理使用

者不小心遺失卡片的情況，另外，它還有一

些附加的功能，如設定使用者群組、要求門

禁控制系統更新可進出入的使用者名單及

抓取進出入資料等等。

圖 5：發卡系統主畫面

 

 發卡系統主畫面如圖 5，功能有：發

卡、修改卡片資料、銷卡、失卡處理、系統

現有門禁控制系統列表及可進出門禁列表。 

‧發卡 

輸入使用者資料，設定群組，確認後寫

入卡片完成發卡動作。卡號是由系統自

動配置給使用者，不需使用者自行鍵

入，其餘的資料項，姓名、身份證號、

密碼，這三項資料屬於必須存在的項

目，系統管理員必須輸入，才能夠完成

發卡。 

‧修改卡片資料 

先讀取使用者卡片資料並顯示，系統管

理員修改並確認後，寫入卡片更新使用

者資料及權限設定。 

‧銷卡 

讀取卡片，顯示使用者資料經系統管理

員確認無誤後，消除卡片上資料及系統

內權限設定。 

‧失卡 

輸入使用者身份證號，從資料庫中搜尋

使用者身份，確認無誤後，消除使用者

資料及該使用者之權限資料。 

‧系統資料 

顯示系統的基本資料，包括說明、位

址、時間觸發程式位址及寫卡機連接

阜。 

‧現有門禁控制系統 

列出系統中現有門禁控制系統資料，並

可新增、修改及刪除資料。在選定門控

系統後，將顯示出與該門控系統連接的

門禁單位資料，此時可將該門禁列入進

出權限列表中。 

‧可進出之門禁列表 

該使用者具有的權限列表，表示使用者

可以進出列表中的門禁單位。 

‧ 設定群組 

為方便管理我們也提供使用者群組的

工具，系統管理員可以經由設定群組，

快速的選取門禁權限。相對的，門控系

統也可以利用群組，簡便的選取多位使

用者，而不需麻煩又費時的一位一位選

擇。

2、門禁控制系統

門禁控制系統直接與數部讀卡機連

接，具備控制讀卡機的能力，是負責門禁權

限控管的第一線任務。門禁控制系統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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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6，功能包括讀卡機處理、權限名單設

定、記錄進出入資料等。

圖 6：門控系統主畫面

在程式顯示區域內，可分為幾個部

份：門控系統資料、目前連接之讀卡機、工

作讀卡機、讀卡機螢幕。各部份皆有特有功

能與顯示資訊，說明如下： 

‧ 門控系統資料 

用來顯示此門禁控制系統的基本資

料，程式運作之初，向資料庫讀取。 

‧ 目前連接之讀卡機 

可新增、修改、刪除本門控系統連接的

讀卡機資料。選定工作讀卡機後，旁邊

的設定按鈕，可以設定該讀卡機的門禁

權限名單。 

門禁控制系統實體連接著讀卡機，一個

運作中的門禁控制系統可能連接著多

台讀卡機，在執行任何讀卡機控制命令

前，必須先要選取命令的作用讀卡機，

稱為工作讀卡機。 

‧ 工作讀卡機 

顯示工作讀卡機的基本資料，如讀卡機

門號、使用的連接阜、讀卡機的版本資

訊、讀卡機的描述說明。還可以在此設

定讀卡機的門鎖狀態及設定讀卡機內

部時間。 

每一部讀卡機都有自己的門禁權限名

單，記錄儲存在讀卡機內部的非揮發性

記憶體中，而我們可以設定這些名單，

達到門禁控管的目的。在選定工作讀卡

機後，就可以利用系統提供的各項功

能，對讀卡機進行操作，包括了門禁權

限設定。 

‧ 讀卡機螢幕 

主要是作為將系統命令發送的情況及

讀卡機執行該命令的結果顯示區，系統

與發卡系統及時間觸發程序間的訊息

傳輸狀態也會出現在這裡。

3、時間觸發程式

間觸發程式本身不負責讀卡機或發卡

的相關事項，而主要處理系統定時的協調工

作。整個門禁系統開始運作後，因為不希望

維護人員每天定時執行某些必要動作，所以

我們設計此程式來定時自動處理某些事

項：定時通知門控系統更新門禁權限名單、

抓取進出入記錄、寄送郵件給使用者告知當

天進出狀態這些功能。

肆肆肆肆、、、、AESAESAESAES----128128128128於於於於MC68HC908AB32MC68HC908AB32MC68HC908AB32MC68HC908AB32具體實現具體實現具體實現具體實現    

摩托羅拉公司 MC68HC908AB32[9] 微

控制器提供八位元的 6808 微處理機，32K

位元組(byte)快閃記憶體(Flash ROM)，512

位元組可讀寫唯讀記憶體(E
2PROM)，以及 1K

位元組隨機存取記憶體(RAM)。快閃記憶體

區域可用來儲存作業系統程式和儲存 AES

密碼運算法或其他固定的應用程式，且可隨

時線上更改；可程式唯讀記憶體區域是用來

儲存個人化的資料(如私密金匙、PIN等)；

隨機存取記憶體區域則是供暫時性運算變

數資料儲存用。MC68HC908AB32 中央處理器

僅是八位元，RAM 僅有 1K 位元組，程式大

小亦有限制；這使得晶片程式的開發必須以

組合語言為主，以便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

源。所以我們以組合語言撰寫 AES程式，而

我們只探討 128 位元(16 位元組)長度之

AES-128 具體實現，因為這最有可能取代

Triple-DES，且安全性足夠用於我們的門禁

網路系統。 

首先我們從分析 AES-128 之金鑰安排

(key schedule)與加解密過程著手。金鑰安

排會將輸入之 16 位元組加解密金鑰予以擴

張處理成 176 位元組之回合金鑰(round 

key)。 

AES每回合的轉換沒有 Feistel 結構。

反而，回合是數個可逆的轉換所組成，稱作

層(layers)。我們實現的 AES-129的加密過

程約如圖 7 所示。金鑰先經計算找出 11 組

128 位元的回合鑰(round key)。明文則經

AddRoundKey （ 須 用 到 回 合 金 鑰 ）、

ByteSubstitution 、 RotateRow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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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Column 等層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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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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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round

AddRound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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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AES-128加密 

 

初步 AES-128 實現結果如表二所示，

其中我們假設 MC68HC908AB32 晶片內部時

鐘(clock)為允許之 8 MHz。我們的 AES-128

程式與表格所佔用的記憶體差不多共為

2.5K位元組，而加密速度可達141 Kbits/s。  

 

表二：AES-128於 MC68HC908AB32執行效率 

金鑰安排(key 

schedule)時間 

加密時間

(每個區塊) 

加密處

理速度 

0.22 ms 

1759 cycles 

0.9 ms 

7258 cycles

141 

Kbits/s 

 

由於門禁控管資料將透過網際網路於

發卡系統及門禁控管系統之間傳送，有可能

受到惡意攻擊。所以我們以 MC68HC908AB32

開發低製造成本的資訊安全硬體雛型設備

(初期僅採 RS-232 介面)。此雛型設備不但

可配備於發卡系統及門禁控制系統，提供雙

方之間安全通信（如圖 8），亦可用於以對

稱式演算法為基礎的其他安全網路通信應

用。 

 
發卡系統

網際網路

門禁控制系統

68HC908AB32

68HC908AB32

RS-232

RS-232

圖 8：AES提供發卡系統與門禁控管系

統之間的保密與認證安全 

 

伍伍伍伍、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非接觸式 IC 卡片門禁管理系統能提供

使用者進出入管制、權限及時間之控制等功

能，並能定時更新門禁資料與寄發電子郵件

給予當日有進出門控系統之人員的功能。以

非接觸式讀卡機可減少故障率，對需要控管

之門禁場所可依各使用者所擁有之 IC 卡片

上記錄之門禁權限資料，即時決定是否使該

人員通行。

本 研 究 同 時 於 摩 托 羅 拉 公 司

MC68HC908AB32 微 控 制 器 上 具 體 實 現

AES-128，並開發低成本的資訊安全硬體雛

型設備，提供發卡系統與門禁控制系統之間

安全通信，以避免門禁資料於網際網路傳送

時受到惡意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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