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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資訊系統發達中，一個使用者常會擁有相關

資訊，並且於存放各個不同的單位機構或儲存在不

同資料庫之中；有些單位機構或資料庫是屬於獨立

性且資訊互不相通的，這可造成了資料無法整合使

用，例如：個人資訊可能會存放於醫療機構、金融

體系…等等系統中，在資訊的傳送中，有些訊息是

需要被保護且不被其第三單位知道，但當有任何司

法糾紛時，又可透過其機制達到訊息的鑑別性其真

確性。本論提出一個有別於 Kerberos 機制的代理

匿名授權的新機制，來解決單一的使用者在不同機

構的分散資料，透過此新的機制架構，讓使用者的

資料能透過獨立且不相關的伺服器共享彼此交

換，而代理匿名使用者所提出的訊息，達到資料的

可追溯性。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票證(Ticket)、鑑別性( Authentication )、

機密性( Confidentiality )、完整性( Integrity )、匿名

( Anonymity )、可追溯性( Traceability )、Kerberos、

盲簽章(Blind Signature)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資訊科技發達的社會中，每個人身邊都充滿

了一堆的帳號與密碼，不論是金融卡、門禁管理系

統或資訊系統，一個人即擁有好幾組的帳號與密

碼，這也造成了管理的問題，所以有學者提出了單

一簽入(Single Sign-On，SSO)的鑑別(Authentication)

機制，希望解決一個人必須要記得數組的帳號與密

碼的不方便性。 

但是除了上述的單一簽入的鑑別機制之外，尚

有使用票證為基礎的機制[1,3]，來減少使用者多次

存取同一系統服務必須重複輸入帳號與密碼的情

況。不過在解決個人重複登入的不便性之外，另一

更重要的事情，是在個人資訊散佈於獨立的不同機

構的情形下，如何能透過有效電子化作業來完成資

料的交換，達到個人及獨立單位的鑑別性

( Authentication ) 、 資 料 傳 送 中 的 機 密 性

( Confidentiality )、資料本身的完整性( Integrity )、

使用者的匿名性(Anonymity) [4,5,6]或變動識別

碼(Dynamic ID-based)[8]來隱藏身份、以及對該

資訊系統的存取控制權( Access Control )、和對事

後糾紛產生時匿名使用者請求的可追溯性

( Traceability )。本論文除了基於票證為基礎的鑑別

機制外，另將使用者於票證伺服器的票證申請中，

採用匿名方式進行，提出一個新的架構及方法，達

成上述的各項安全需求，並達成票證伺服核發匿名

票證。 

 

2. 票證為基礎的鑑別機制票證為基礎的鑑別機制票證為基礎的鑑別機制票證為基礎的鑑別機制 

 

在傳統的使用者鑑別系統 (Authentication 

System)，通常會以使用者的帳號及密碼來做簡單

查證，例如 Unix 系統即是將使用者的查證表

(Verification Table)儲存於系統之中，藉由使用者輸

入的資訊再與系統中的查證表比對。為避免使用者

的密碼以明文方式儲存，可經過某種的函數運算，

例如安全單向的雜湊函數(Secure On-Way Hash 

Function)，再將經運算後的雜湊值儲存於查證表

中。但是，對於複雜的環境中，一位使用者可能必

須要使用數個設備或工作站，這將造成管理者對使

用者管理上的不便，使用者更需要記得每一個工作

站不同的帳號與密碼，倘若要更改密碼時，便要將

全部資料都更改。因此有中央鑑別伺服器

(Authentication Server)的概念產生，將所有的使用



者帳號與密碼全部儲存與此部鑑別伺服器，以達到

一人一個帳號的單一簽入(Single Sign-On)目的。 

 

票證為基礎的鑑別機制，主要目的在於分散系

統之中，被鑑別的使用者或許在某些工作站上並未

被授權使用，或是沒有個人的帳號與密碼儲存於該

工 作 站 時 ， 可 透 過 第 三 者 票 證 核 發 單 位

(Ticket-Granting Server)事先與該工作站建議彼此

信賴關係，以公正立場來核發授權票證，當該工作

站收到此授權票證，並查證屬於該公正的第三者票

證核發單位，即可接受使用者登入使用。 

 

票證為基礎的存取服務亦可使用於無線通訊

中的移動使用者[1,3]，當使用者從某一個基地台移

動到另一個不屬該使用者的基地台，假設基地台間

有事先建立的彼此信賴協定，使用者即可使用票證

為基礎的鑑別機制來達到行動之間彼此授權，便於

使用於彼此之間的帳務(Accounting)及費用拆帳比

例問題的解決。 

 

3. Kerberos 的簡介的簡介的簡介的簡介 

 

Kerberos V4[7,9,10]的基本架構可參考圖 1，使

用者鑑別及服務請求的流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

階段為鑑別性服務的訊息交換，主要目的在於使用

者向鑑別伺服器請求登入票證授權伺服器(TGS)的

票證；第二階段為門票核准服務的訊息交換，主要

目的在於取得服務授權的門票；第三階段為客戶端

/伺服端互相確認的訊息交換階段，主要目的在於

取得伺服器的服務，其各階段的訊息交換略述如

下： 

 

圖圖圖圖 1：：：：Kerberos V4 的基本架構的基本架構的基本架構的基本架構 

鑑別性服務的訊息交換階 

 

1|||| TSIDIDASC TGSC：>−  

：CAS >−

]||||||||[ 22,)( TGSTGSTGSCCK TicketlifetimeTSIDKE  

 

門票核准服務的訊息交換階段 

 

CTGSV torAuthenticaTicketIDTGSC 3||||：>−  

：CTGS >−

]||4||||,[),( VTicketTSVIDvCKTGSCKE  

 

客戶端/伺服端互相確認的訊息交換階段 

CV torAuthenticaTicketVC 5||：>−  

]1[ 5),( +>− TSECV VCK：  

 

其中 

=TGSTicket  

]||||||||||[ 22,)( lifetimeTSIDADIDKE TGSCCTGSCTGSK  

=VTicket

]4||4||||||||,[)( lifetimeTSVIDCADCIDVCKVKE   

=CtorAuthentica 3 ]||||[ 3),( TSADIDE CCTGSCK  

=CtorAuthentica 5 ]||||[ 5),( TSADIDE CCVCK  

 

 在第一階段中，使用者傳送自己的識別碼

CID 、票證授權伺服器識別碼 TGSID 及時戳 1TS 給

鑑別伺服器，鑑別伺服器則利用該使用者儲存於密



碼資料庫中的密碼產生票證授權伺服器與使用者

之間共用的對稱金鑰 )(CKE ，及隨機產生使用者與

票證授權伺服器 TGS 之間共用的會期金鑰

TGSCK , ，並利用 )(CKE 將 TGSCK , 及票證授權伺服

器識別碼 TGSID 、時戳 2TS 、生命週期 2lifetime 和

進入TGS 的票證 TGSTicket 加密後送回給使用端。 

 

 在第二階段中，使用者端將欲連線的伺服器

識別碼 VID 及從鑑別伺服器取得的票證 TGSTicket

和鑑別子 CtorAuthentica 3 傳送給TGS ，TGS 再利

用使用者端和 TGS 共用的會期金鑰 ),( TGSCK 將

TGS 隨機產生的會期金鑰 VCK , 、伺服器V 的識別

碼 VID 、時戳 4TS 和進入伺服器 V 的授權票證

VTicket 加密傳回給使用者端。 

 

 在第三階段中，使用者端將 TGS 傳回的

VTicket 及鑑別子 CtorAuthentica 5 傳送給伺服器V

以請求提供服務授權，伺服器V 則將時戳 5TS 累計

後，利用使用者端和伺服端共用的會期金鑰

),( VCK 將其加密後，回送給使用者端做為鑑別依

據。 

 

4. David Chaum 的盲簽章的盲簽章的盲簽章的盲簽章 

 

David Chaum[2] 所 提 出 的 盲 簽 章 ( Blind 

Signature )是利用 RSA演算法所導出，先選擇兩個

很 大 的 質 數 p 、 q ， 計 算 qpn ×= 、

)1)(1()( −−= qpnφ ，找出 e 使得 1)),(gcd( =enφ ，

再計算出 )(mod1 ned φ−= ，其中的 ),( nd 為私鑰，

),( ne 為公鑰，整體計算流程如下 

– 使用者：選定一訊息m，再任選一亂數 R ，計

算 nmRC e mod= ，並送給簽署者。 

– 簽署者：計算 nCT d mod' ≡ ，將 'T 送還給使

用者。 

– 使用者：計算 nTRT mod'1−≡  

             nnCR d mod)mod(1−≡   

             nnmRR ded mod)mod(1−≡  

             nRmR d mod1−≡  

             nmd mod≡  

使用者驗證T 是否為m 的數位簽章方式如下： 

mnmnT ede ≡≡ modmod  

 

5. 提出新的匿名票證機制提出新的匿名票證機制提出新的匿名票證機制提出新的匿名票證機制 

 

本論文所提出的新架構如圖 2 所示，共分為三

個階段處理，第一階段使用者登入階段，處理使用

者輸入個人相關資訊，第二階段匿名票證申請階

段，處理使用者的識別碼和請求資訊的匿名申請處

理，第三階段訊息請求及回應階段，是將提供資訊

伺服器回傳的被加密資訊請求與回應，本篇以下的

使用符號表示成如下。 

 

CID ：使用者的識別碼 

PSID ： PS 的識別碼 

PSSID ： PSS 的識別碼 

：REQIDm c ||= 使用者的識別碼與請求資訊 

R ： PS 產生的亂數值 

nmRC e mod=  

nCT d mod' ≡  

nmnTRT d modmod'1 ≡≡ −  

PS ：代理伺服器(Proxy Server) 

PSS ：提供服務伺服器( Providing Service Server ) 

TGS ：票證授權伺服器(Ticket Granting Server) 

||||||'[),( TGSIDPSIDTTGSPSSKEPSSTicket =

         ],,||1||, TGSPSCSigTSPSSPSK  

))||(( 1)( TSmhESig CKRC =  

))]||(([ 1)()(, TSmhEESig CKRPSKRPSC =  

))]](([[ )()()(,, mhEEESig CKRPSKRTGSKRTGSPSC =

 ),( TGSPSK ：由 PS 與 TGS 共用的主金鑰(Master 

Key) 

),( TGSPSSK ：由 PSS 與TGS 共用的主金鑰(Master 

Key) 

),( PSSPSK ：由TGS 隨機產生 PS 、 PSS 共用會期

金鑰(Session Key) 



)()( , CC KRKU ：使用者的公鑰( Public Key)、私鑰

(Private Key) 

)()( , PSPS KRKU ： PS 的公鑰( Public Key)、私鑰

(Private Key) 

)()( , TGSTGS KRKU ：TGS 的公鑰( Public Key)、私

鑰(Private Key) 

KK DE , ：利用金鑰 K 加密(Decrypt)、解密(Encrypt) 

 

第一階段是使用者利用代理伺服器的使用，並

輸入使用者的識別碼 CID 及請求資訊 REQ ，並將

CID 與 REQ 合併後加簽送出，完整訊息如下所

示，。 

第一階段使用者登入階段的訊息 

 

(1) ：PSC >−   

CC SigTSREQID |||||| 1  

 

第二階段是將使用者的識別碼 CID 及請求資

訊 REQ 利用 David Chaum 所提出的盲簽章方式來

將 REQIDm c ||= 與代理伺服器隨機產生的亂數

R ，並利用票證伺服器的公鑰 ),( ne 將 R 加密後的

乘積 nmRC e mod= 、代理伺服器識別碼 PSID 、服

務提供伺服器識別碼 PSSID 、時戳 1TS 及使用者與

代理伺服器的簽章 PSCSig , 傳送給票證伺服器。當

票證伺服器 )(TGS 收到訊息後，會使用票證伺服器

的私鑰 ),( nd 將C 加簽，如 nCT d mod' ≡ ，並將 'T

置於服務提供伺服器 )(PSS 的票證中後傳回給代

理伺服器 )(PS ，以達到盲簽章目的，如下 

 

||||[
'

),( PSTGSPSSKPSS IDTETicket =          

]|||| ,,, TGSPSCPSSPSTGS SigKID  

 

第二階段：匿名票證申請階段的訊息 

 

(2) ：TGSPS >−  

]||||||||[ ,1),( PSCPSSPSTGSPSK SigTSIDIDCE  

 

(3) ：PSTGS >−   

]||||[ 2),(),( PSSPSSPSTGSPSK TicketTSKE  

 

第三階段是利用票證伺服器 )(TGS 所核發的

票證向服務提供伺服器 )(PSS 請求相關資訊，所以

直接將所取得的票證、所產生的亂數 R、時戳 2TS

及其雜湊值，利用票證伺服器 )(TGS 所提供的會期

金鑰 ),( PSSPSK 加密後送出給服務提供伺服器

)(PSS 。服務提供伺服器 )(PSS 收到資訊後將會利

用 票 證 內 的 nCT d mod' ≡ ， 透 過

nmnTRT d modmod'1 ≡≡ − 的計算後，便可得到使

用者的 REQIDm c ||= 簽體，此時只要使用票證伺

服器的公鑰 ),( ne 便可解出使用者的識別碼 cID 和

請求資訊 REQ ，再依請求的資訊回覆，並使用票

證 內 的 會 期 金 鑰 ),( PSSPSK 加 密 回 覆 資 訊

REPLY ，完整訊息如下所示。 

 

第三階段：訊息請求及回應階段的訊息 

 

：PSSPS >−  

)(2),( ||||||[ PSKRPSSPSSPSK ETSRTicketE
 

)]]||||([ 2TSRTicketh PSS  

 

：PSPSS >−  

))]((||[ )(),( REPLYhEREPLYE PSSKRPSSPSK  

 

當服務提供伺服器 )(PSS 處理以上資訊的同

時，會將所接受到的 )||( 1TSmh 、 1TS 、 R 及 'T 儲

存於資料庫內，以便日後若有任何爭議，可達可追

溯性，驗證方式如下： 

 

透過下列計算式，可得使用識別碼 cID 及請求

的資訊 REQ  

REQIDmTRh c
e ||)( '1 ==−  

 

透過下列計算式是否成立來判定此資訊的完

整及不可否認性 

)||)((?)||( 1
'1

1 TSTRhTSmh e−=  

 



 

圖圖圖圖 2：：：：匿名票證授權機制匿名票證授權機制匿名票證授權機制匿名票證授權機制 

 

 

也由於此機制中所使用的是代理匿名方式，所

以在票證伺服器並無法驗證使用者的簽章，必須要

到最後的服務提供伺服器方能解出使用者的識別

碼，所以在最後的驗證過程如圖 3 所示。 

 

1TS

TGSPSCSig ,,

m

 

圖圖圖圖 3：：：： TGSPSCSig ,, 的查證流程的查證流程的查證流程的查證流程 

 

6. 安全性探討安全性探討安全性探討安全性探討 

 

在本架構下，主要是藉由使用者 cID 、 PS 和

TGS 三者的簽章，由服務提供伺服器 PSS 來認定

該請求使用者的 cID 及所請求的資訊 REQ ，確實

是經由使用者所提出、代理伺服器 PS 所代理及票

證伺服器 PSS 所核發的匿名票證。 

 

藉由 PS 向 TGS 合法取得匿名的授權票證再

向 PSS 正式提出資訊的請求，整個過程當中，透過

第三者的盲簽章以達到對服務提供伺服器 PSS 的

授權之外，主要的身份鑑別(Authentication)是透過

最後的服務提供伺服器 PSS 將盲簽章的資訊解開

核對無誤後，再傳回所請求的資訊，其中所傳送的

任何資訊，利用兩兩信賴關係所共用的主金鑰

(Master Key)加密，並使用由TGS 所核發的臨時性

會期金鑰(Session Key) ),( PSSPSK ，來進行資料的加

密處理和達成機密性的要求，更能透過彼此的主要

金鑰來確認彼此雙方的身份，而在獨立鑑別伺服器

之間的資料傳輸，則透過合法第三者的TGS 核發

票證中的會議金鑰(Session Key)來完成該次交易

的安全通道金鑰。 

 

本論文對資料傳送過程也導入了時戳的概

念，時戳的目的除了能記錄該次請求的實際時間，

提供做為後續的追溯依據，更能透過 Client 端的時

戳與伺服端的時間做比對，使得 TTT ∆<− 21 ，可

避免掉有心人士的重送攻擊法(Replay Attack)。 

 

 最後，在機制中由於是使用匿名申請，除非

是服務提供伺服器 PSS 可以識別出使用者識別

碼，所以服務提供伺服器 PSS 必須將相關的資訊儲

存於資料庫內，而票證伺服器在此扮演公正單位，

所以也必須將盲簽章的資訊儲存於資料庫內，做為

後續能達到資料請求之可追溯性。 

 

7.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論文提出新的匿名票證機制架構，主要是要

解決單一使用者可能有數組的帳號、密碼，以及有

多個同質性甚高資訊散佈在不同的彼此獨立的單

位，例如銀行的存款資訊、個人金融信用資訊及個

人的醫療服務紀錄，的不共享性的問題。但為求能

透過第三者(如本文提到的TGS )來達到公正的裁

決作用，透過盲簽章機制，來達到匿名且可追溯

性，整個請求過程必須同時能達到鑑別性

(Authentication) 、 完 整 性 (Integrity) 、 機 密 性

(Confidentiality)和存取控制權(Access Control)，從

不同單位取得同一使用者個人資料彙整的資訊，減

少資源成本，達到安全的資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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