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憑證中心機制強化跨校無線漫遊認證環境安全 
 

   唐可忠   黃偉航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kevin@nchc.org.tw ; a00whl00@nchc.org.tw  
 

蔡志宏  
國立台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ztsai@cc.ee.ntu.edu.tw 
 

摘要 
 

台灣地區跨校無線漫遊服務在國家高速網路
與計算中心以及資策會電子商務研究所的整合之
下，已經有超過 76個單位納入無線漫遊的範圍。
無線漫遊服務固然方便，但在無線存取環境擴大
的同時，使用者的無線存取安全更值得大家去思
考及探討。目前加入漫遊環境的各單位多採用網
頁認證方式進行認證，本計畫透過漫遊憑證中心
的建立及無線漫遊認證網站 SSL憑證(certificates)
的整合以建立無線漫遊用戶認證的安全機制，確
保使用者不被惡意的認證網頁所欺騙，同時也可
作為未來佈建 802.1x環境的基礎建設。  

關鍵詞：PKI，無線認證，跨校漫遊，憑證中心。  
 

Abstract 
 

The web portals are the most widely deployed 
WLAN authentication method in campuses and 
organizations. User authentication process is  protected 
by HTTP over TLS, and the security mechanism is 
relying on the SSL certificate installed on the web 
server. Unfortunately, most of users are not easy to 
judge the wed certificate is official or not and may 
face the M-I-T-M attacks. By introducing the WLAN 
Roaming CA infrastructure will provide an easy way 
to recognize the SSL certificate for roaming users and 
take them far away from malicious web portals. 
Currently, the CA certificates are used for web portals. 
In addition, the infrastructure is also useful for 802.1x 
PEAP/TTLS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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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經由經濟部工業局「行動台灣應用推動計畫」
[1]以及「校園無線漫遊機制整合實驗與推廣計畫」
[3]等計畫的大力推廣之下，校園無線網路的建置讓
學校的網路資源應用從室內擴展到戶外，提供了更
多彈性與學習空間，無線網路的應用更能夠跨越藩
籬、飛越城鄉，輕鬆的在各個無線漫遊參與單位內
享受無線上網的便利，無疆界無線行動學習的目標

也將更能夠落實。  

校園無線漫遊機制整合實驗與推廣計畫隸屬
於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自 93 年度計畫開始執行
以來，致力於推廣校園無線漫遊架構，提供漫遊服
務與技術諮詢，並透過此架構整合各校網路資源、
挖掘新應用以蓬勃無線產業發展。  

本計畫在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建置有無
線漫遊認證交換中心，協同資策會電子商務研究所
進行校園無線區域網路漫遊環境的建置與整合，並
與資策會所建立之漫遊中心進行認證交換，使雙方
所建立的學校均能夠相互使用該校的無線網路資
源，逐步建立台灣及離島地區的無線網路漫遊環
境，其運作機制如圖 1所示。  

 
圖 1 跨校無線漫遊認證機制示意圖 

透過無線漫遊機制的整合，各單位之間的使用
者互動也越見頻繁，但隨時無線上網固然便利，潛
藏在後面的資訊安全問題卻也不免讓人憂心。為避
免有心人士利用校園無線環境進行網路釣魚等惡
意行為，本中心整合兩年執行「校園無線漫遊機制
整合實驗與推廣計畫」的經驗，於 95 年度繼續推
動「校園無線漫遊網路環境建置與安全升級計畫
*」，除了持續推廣校園無線漫遊建置外，主要目的
為提升各漫遊單位的無線網路安全機制，以保障無
線漫遊使用者的無線網路存取安全。  

                                                 
 
*校園無線漫遊網路環境建置與安全升級計畫為一國科會
計畫，計畫編號為 NSC-95-2219-E-492-001，計畫執行期
間為 95年 2月至 95年 12月。 



2. 跨校漫遊認證網頁的安全性 

雖然世界各國的無線網路驗證環境已漸漸走
向支援 IEEE 802.1x[6]，並朝著 802.11i[5][7]的機制
邁進，但現階段加入無線漫遊服務的單位，大部分
仍採用 Web-based PAP 認證方式 (亦即俗稱的網頁
認證)，僅約一成的單位使用 802.1x EAP-MD5†或
EAP-PEAP[10]機制，因此無線漫遊使用者在大多數
情況下只要需要透過網頁瀏覽器便能夠進行漫遊
認證程序。  

網頁認證仍被眾多管理者所採用，其主要原因
是建置及使用上方便，但排除網頁認證結束後的使
用者資料傳輸問題不談，網頁認證機制本身就隱含
著不少安全問題。本論文將透過使用者的角度來探
討網頁認證機制在整個無線漫遊環境下所面臨的
安全問題以及相關的解決方法。  

2.1 漫遊單位 SSID偽裝 

在無線漫遊環境中可能遭遇的攻擊型態之一
便是無線網路 SSID 的偽裝陷阱。惡意的使用者建
置非法無線基地台，並使用與漫遊服務提供單位相
同的無線網路 SSID，將其無線電波功率調整至最
強，誘騙使用者連線或進行連線劫持。主要的資料
竊取方式為分析使用者送出及收到的封包，進而取
出具機敏性質之資料，例如個人帳號及密碼、私人
信件內容等。若使用者透過 VPN 使用網路服務，
或是使用透過 SSL 憑證加密的網路服務將可避免
此類攻擊行為發生。但前提是使用者必須確認伺服
器端送來的憑證為合法憑證，否則還是有可能受到
中間人 (Man-In-The-Middle)攻擊而蒙受傷害[2]。  

2.2 惡意的認證網頁導向 

攻擊者不只能夠假冒基地台，還能夠進行認證
網站的假冒行為。當一個比較有警覺性的使用者，
在某個漫遊服務提供地點無線上網時，發現當地無
線網路不需經過任何認證程序便可以存取網路，這
時他可能會心存懷疑而拒絕繼續使用。但若連上某
SSID後，打開瀏覽器所顯示出來的是該單位的無線
網路認證網頁，也許他就會乖乖的自己將帳號密碼
雙手奉上，並且透過該存取點存取各項資源，相關
資料當然也可能跟著被竊取。  

那麼我們該如何防範這種情況呢？基本上定
期進行非法基地台掃瞄應該是無線網路管理單位
的必要任務之一，但是無線基地台的建置太過於容
易，管理單位也沒辦法無時無刻都在掃瞄非法基地
台，而且使用者也很難有足夠的知識及資訊來辨識
自己連上的無線基地台是否為合法基地台。因此辨
                                                 
 
† EAP-MD5是最簡單的 EAP型態，但也是最不安全的方
式，建議佈建 802.1x環境時避免採用 EAP-MD5。 

識認證網頁合法性的唯一方式就是「伺服器憑證」。 

2.3 假冒的伺服器憑證 

很不幸的，伺服器憑證也可以被假造。相信許
多人都會有這樣的經驗，無線上網後打開瀏覽器，
隨便連線至某網站，若使用者尚未經過身份認證，
便會被導向到認證網頁，此時瀏覽器可能會先跳出
憑證確認提示視窗，如圖 2所示。該視窗要求使用
者確認伺服器憑證並暫時信任或安裝該憑證，如果
使用者沒有經過仔細驗證，不疑有他直接按下確認
甚至安裝憑證的話，那麼可能就會連線至惡意騙取
帳號密碼的網站。  

 
圖 2、網站憑證確認提示視窗  

在下圖 3中我們可以瞭解到使用者連接上某無
線基地台後，進行網頁認證的程序。圖中所標示的
的 A處，代表使用者端確認伺服器憑證的過程，若
使用者信任了網站的憑證，那麼使用者端將會以這
個憑證來作為與認證網頁之間的加密依據，萬一使
用者信任了來路不明的憑證，又沒有特別去查證的
話，那麼就會落入陷阱。  

 
圖 3、網頁認證流程圖  



若該憑證是合法且正確無誤的，那麼使用者的
帳號將會透過安全的 SSL 加密連線送到認證網站
(一般來說都內建於認證閘道設備中 )，接著由認證
網站發出 RADIUS 認證封包送交認證伺服器進行
身份驗證，閘道設備所送出的認證封包雖然可能內
含個人密碼，但傳輸前會以 MD5 加密，並透過漫
遊機制所提供的 VPN 加密通道傳送，因此理論上
使用者的帳號密碼將能夠安全的被認證。  

使用者被惡意的網站憑證欺騙的情況，多半發
生在使用者並沒有事前安裝公開憑證，接著在當地
進行無線認證時，又信任了「好像是該單位的伺服
器憑證」所導致，因此使用者能否辨認漫遊認證網
頁提供的伺服器憑證將是一個相當關鍵的因素。因
此若使用者事前就已經透過信任的管道取得伺服
器的公開憑證 (Public Key)，並安裝於自己的行動裝
置中，那麼應該就可以避免此類情況發生。  

很不幸的，不少使用者看到伺服器憑證確認訊
息時，可能連辨認的能力都沒有，看著畫面上一堆
寫著好像是某單位名稱的英文單字組合以及看似
亂碼的簽證指紋(fingerprints)，為了繼續使用無線網
路，使用者這時會做出什麼樣的抉擇呢？此外，加
上無線漫遊機制的建置，使用者面臨的伺服器憑證
就更多了，因此使用者必須在有可能遭遇不測的情
況下信任所有單位的伺服器憑證，這一點相當危
險，因為我們無法確保使用者具有足夠的經驗與知
識去判斷這些憑證是否正確。當然使用者有一個更
好的選擇－信任並且安裝一個整合各漫遊單位伺
服器憑證的的無線漫遊根憑證(Root Certificate)。  

如此一來對於使用者的教育不再是要求他們
確認伺服器憑證的網址、發行單位的資訊以及比對
密密麻麻的指紋碼了。只要要求使用者安裝漫遊根
憑證，接著告訴他們在進行無線網路身份認證的時
候，若還是出現確認伺服器憑證的視窗時，那麼那
可能就是有問題的憑證，連線的認證網頁當然也是
有問題的網站。  

3. 無線漫遊憑證中心機制 

在協助建置校園無線漫遊環境時，我們也瞭解
到伺服器憑證的整合將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無
線漫遊憑證機制的建立除了能夠加強使用者在身
份認證時的安全性，同時也簡化了使用者安全教育
訓練的難度，接下來本文將介紹憑證架構以及導入
漫遊環境的方式。  

3.1 PKI架構 

公 開 金 鑰 基 礎 建 設 [11](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PKI)是一種以非對稱式密碼學技術為
基礎而建立的架構，PKI 主要構成要素為數位憑證
(Digital Certificate) 、 憑 證 機 構 (Certificate 
Authority ， CA)、 及 憑 證 註 冊 中 心 (Register 

Authority，RA)等。PKI 的精神主要是使用者對使
用者端交易互信的雙向憑證驗證機制，但在本論文
中所述及的憑證則是作為網站或伺服器 SSL 憑證
之用，一般來說均為單向認證，但憑證中心運作架
構的本質是相同的。  

目前最泛用的憑證標準為 ITU-X.509 v3 版
本，一個標準的 X.509v3公開憑證會具有以下欄位： 

1. 憑證版本：目前通常為 v3。  

2. 憑證序號：CA所發行的憑證流水號。  

3. 簽章演算法：CA簽署憑證時用的演算法。 

4. 發行者：CA的單位名稱。  

5. 有效期限：註記憑證何時到期。  

6. 用戶名稱：記錄著該憑證的擁有者以及網
站域名資訊。  

7. 公開金鑰：記錄著憑證的公開金鑰以及演
算法資訊。  

8. 簽署者識別碼：記錄著 CA 所屬的唯一識
別代號。  

9. 擴充欄位：供憑證中心註記其他資料。  

 
在 PKI架構下，每個用戶端都會有自己的一個

「私密憑證(Private Key)」以及一個由具公信力機構
憑證中心所背書的「公開憑證(Public Key)」。當使
用者要傳送資料給其他人，例如將個人帳號密碼傳
遞給認證網站伺服器時，只要用伺服器的公開憑證
加密，伺服器則利用他自己的私密憑證解密，便可
獲得原始資料內容。若有惡意的第三人企圖使用暴
力破解法由公開金鑰推算出私密金鑰，那麼可能必
須花費數年到數十年以上才有可能破解，其時間的
長短取決於金鑰的長度以及破解者付出的計算軟
硬體成本。  

私密憑證原則上是由申請者自己產生的，亦可
委託憑證中心代為製作，但委託憑證中心產生私密
憑證會有私密憑證遞送及儲存的問題，因此必須承
擔憑證被複製或遺失的風險，另外私密憑證必須自
行妥善保存，如無必要絕對不可透露給第二方知
道。  

3.2 漫遊認證網頁與數位憑證 

網站伺服器公開憑證由網站伺服器所專屬的
私密憑證、網站資料以及憑證中心的憑證簽署後產
生，這對憑證可以用來作為網站 SSL(Secure Socket 
Layer)加密的基礎，並用以識別網站的身份，網站
的公開憑證可放在任何地方供大眾取得，特別是那
些會使用到這個網站服務的使用者。當然使用者也
不一定要安裝所有網站的憑證，使用者僅需安裝憑
證中心所公告的根憑證(Root Certificate)或中繼憑
證(Intermediate Certificate)，亦能夠推算出網站憑證
的合法性。  



當網站使用者打開網站送來的公開憑證時，將
能夠看到網站的資料、簽署這份憑證的憑證中心公
開金鑰資訊、如果他手上握有憑證中心的根憑證，
那麼他便能夠以根憑證去驗證網站憑證是否為該
網站所宣稱是由某憑證中心所背書確認過的，如果
驗證失敗，那麼只有兩種情況：網站憑證過期，或
者這個網站是假的。一般而言當瀏覽器遇到有問題
的憑證，瀏覽器軟體都會提供驗證資訊及建議供使
用者做參考。  

若使用者已經事前安裝的憑證中心的根憑
證，且連線到的網站憑證也確實是由該憑證中心所
簽發的，那麼使用者瀏覽器的右下方就會出現一個
「安全鎖」圖示，如圖 4所示。這時將滑鼠移過去
則會顯示簽署者的資訊，並能夠檢視憑證的內容及
簽署者資訊，這同時也代表著使用者網站之間正以
安全秘密的通訊方式傳遞資料。  

 
圖 4、連線至具有 SSL加密的網站符號  

無線漫遊使用者能夠透過伺服器憑證獲得以
下兩項好處：  

1. 確認漫遊認證網頁為該單位所認可的合法
網站。  

2. 個人帳號及密碼將透過 SSL 加密管道傳
輸，不會被第三方竊取。  

3.3 無線漫遊憑證中心架構 

為建立無線漫遊環境的憑證核發及管理機
制，本計畫建立一個三層式的憑證中心架構，如圖
5所示。  

 
圖 5、無線漫遊憑證中心架構  

漫遊憑證中心架構的第一層為最高層的 Root 
CA(Root Certificate Authority)，這個  Root CA所發
佈的公開金鑰，也就是根憑證，將成為整個憑證架
構最高信任原則。Root CA原則上不簽發一般的伺
服器或使用者憑證， 僅負責次級憑證中心

(Intermediate CA，或稱中繼憑證中心)的憑證發放及
管理作業。透過 Root CA 合法簽署及授權的次級憑
證中心則具有核發伺服器憑證的能力，也是運作最
繁忙的憑證中心。最後一層則是使用者所申請的伺
服器憑證，可作為伺服器識別以及 SSL憑證之用。 

具有發放憑證權力的憑證中心，都必須維護憑
證廢止清單(Certificate Revocation List，CRL)，當下
層憑證因故重新發放或作廢時，舊的憑證會放入
CRL中，並公開發佈這些作廢的憑證清單。一般支
援 X.509憑證的軟體都會支援 CRL檢查的功能，避
免誤用到過期的憑證而陷入危機。  

3.4 漫遊憑證發放對象及申請方式 

憑證可應用的範圍很廣，但漫遊憑證的主要發
放對象為各個漫遊參與單位內部提供漫遊認證服
務的網站伺服器以及 RADIUS伺服器為主。憑證申
請方式共可分為三種，其最終目的都是要產生憑證
申請書 (Certificate Signing Request，CSR)，並將之
送交憑證中心進行申請程序，各單位的技術人員可
根據不同的需求來申請伺服器憑證：  

1. 委託憑證中心製作私密憑證及 CSR 

適合不方便自行產生私密憑證的單位，私
密憑證及 CSR會由憑證中心自行製作，申請者
僅需提供伺服器及單位資訊即可。私密憑證及
簽署後的公開憑證將透過安全的管道傳遞給申
請者。  

2. 上傳私密憑證供製作 CSR之用  

某些單位的伺服器可能已經自行產生了私
密憑證，但是對於 CSR 的製作也許不熟悉，
因此便可以上傳其私密憑證及伺服器資料，憑
證中心製作出 CSR 並簽署之後，將會產生一
份伺服器公開憑證。此方式由於必須傳送私密
憑證，因此傳遞的管道必須是保證安全的。  

3. 自行製作 CSR並提出申請  

申請單位能夠自行製作 CSR將是最安全的
申請方式，因為私密憑證並不會經由任何公開
的方式傳送，這將能夠完全的保障私密憑證的
安全，但是申請單位必須具備足夠的憑證製作
常識。  

憑證申請書與公開憑證若被第三者獲得，所造
成的危害也相當小，因為這些資料都經過憑證加
密，第三者很難從這些資料中推算出私密憑證。  

4. 漫遊憑證製作及申請 

為推廣無線漫遊憑證的普及化，本節將介紹憑
證的申請流程以及憑證製作的方法。  

4.1 憑證申請流程 



當網站管理者想要申請一個伺服器憑證時，首
先自己要先製作一份私密金鑰 (Private Key)，然後製
作出憑證簽署申請書(CSR)向 RA提出要求，RA審
核相關資料無誤後，送 CA 進行簽發動作，接著申
請者會得到一份由該 CA 所簽署的伺服器憑證，這
份伺服器憑證會以標準的 X.509格式儲存，同時這
份憑證也就是該網站所專屬的公開金鑰。整個憑證
申請流程大致如圖 6所示。  

 
圖 6、憑證申請流程 

最後申請者將私密憑證與公開憑證安裝到伺
服器上，並且將憑證中心的根憑證對外公佈，那麼
使用者就可以透過漫遊根憑證來辨識伺服器的身
份。  

4.2 OpenSSL介紹 

OpenSSL[8]是一套實作 SSL v2/v3以及 TLS v1
的開放原始碼 (Open Sources)軟體，普遍常見在各種
UNIX或 UNIX-Like 的作業系統之下，任何人都可
以在非商業行為下免費的使用這個軟體。OpenSSL
包含了命令列的操作工具以及相關發展函式庫，可
作為一般資料加解密、金鑰製作或是進行相關應用
程式開發用途。事實上 OpenSSL工具本身也具備了
運作一個憑證中心的能力，本計畫所建置的無線漫
遊憑證中心便是以 OpenSSL建置而成。  

此外 Win32 OpenSSL[12]專案計畫也提供了可
在微軟 Windows 作業系統下的運作的 OpenSSL工
具，使用者可根據慣用的作業系統來產生憑證。  

4.3 製作私密憑證 

OpenSSL的工具執行檔為 openssl，在製作憑證
前一定要先安裝 OpenSSL。製作私密憑證相當簡
單，其指令為：  

openssl genrsa 4096 > my_cert.key.pem 

上述指令會以 RSA演算法產生 4096bits長度的
私密憑證，OpenSSL的預設憑證長度為 512bits。理
論上憑證長度越長，被破解的時間也就需要越久，
但同時也會延長加解密的時間，。此指令所產生出
來的憑證會以 PEM[9]格式編碼輸出，並儲存於
my_cert.key.pem檔案中。PEM格式的憑證是純文字
模式的，可以使用一般文字編輯器查看其內容，但
請避免對檔案做任何人工更動的行為。  

私密憑證最安全的產生方式是在伺服器前操
作，產生後馬上存放到安全的存放目錄中，同時私
密憑證必須嚴密保管，因此在一些能夠控制存取權
限的系統，務必將其權限設定為只有自己才能夠讀
取，在 UN*X系統下，可以使用以下指令將不必要
的權限關閉：  

chmod 400 my_cert.key.pem 

一般來說一個伺服器僅需要一個私密憑證即
可，當然亦可為了安全理由將同伺服器上不同的服
務都安裝上不同的私密憑證，相對的管理者在管理
憑證方面也就必須多費點心思，因為安全與便利通
常是一體兩面的。  

4.4 製作憑證申請書 

當伺服器擁有自己專屬的私密憑證後，接下來
便是製作憑證申請書 CSR，憑證申請書的製作指令
如下：  

openssl req -new -key my_cert.key.pem > csr.pem 

這個程序會用到方才所產生的私密憑證，若伺
服器已經有自己的私密憑證，請將 my_cert.key.pem
改成自己的私密憑證檔案名稱。憑證申請書將會儲
存在 csr.pem檔案中。在憑證申請書被產生出來前，
OpenSSL會要求輸入伺服器相關資訊，如下圖：  

 
圖 X、憑證申請書填寫  

以申請漫遊憑證為例， Country Name 及
Province Name 必須分別填寫 TW及 Taiwan，否則
將無法通過審核。Organization Name 是單位的名
稱，如校名，必須使用英文全銜。Unit Name 則是
憑證所屬單位的名稱，例如 NCHC Computer 
Center。其實 Organization與 Unit 是可以寫中文的，
但必須以 UTF-8格式編碼。並非所有的瀏覽器都能
夠正確顯示 UTF-8中文，因此仍應以英文為主。  

Common Name 是最重要的欄位，這項資料必
須與網站伺服器所屬的 Domain 名稱完全相符，若
無 Domain名稱，則必須填寫 IP位址。一般來說各
單位的認證網頁多半都內建於無線網路閘道設備
上，閘道設備可能會有兩個網路介面，分別作為對
內以及對外的通訊使用，這個 Common Name請填
寫內部網路介面的 IP位址，簡單來說就是使用者認
證時會被導向的 IP位址或 Domain名稱。若填寫錯
誤使用者連上認證網站時會出現無法確認的伺服
器警告，徒增使用者檢驗伺服器身份的困難度。  



接下來是管理者電子郵件的填寫，未來憑證若
需要更新或重新申請，將以這個電子郵件位址為主
要通知對象。後面的 Challenge password 強烈建議
直接按 Enter 跳過，這個密碼會在載入伺服器憑證
時使用，如果網站伺服器憑證設定了密碼，那代表
每次網站重新啟動時，都必須有管理人員當場輸入
密碼才能繼續運作，否則伺服器將無法啟動並提供
任何服務，直到有人輸入正確密碼為止。  

最後產生出來的 csr.pem也是 PEM格式的純文
字檔案，將這份資料以電子郵件或任何管道傳送給
憑證中心即可提交申請。  

4.5 憑證安裝作業 

由於各個無線閘道設備均有不同的操作管理
介面，因此憑證安裝作業必須視各個設備的操作方
式來進行。當憑證安裝完成後，認證網站除了具備
安全的特性外，也具備跨單位無線漫遊的互通性。 

5. 未來展望 

本計畫與歐洲地區的 eduroam計畫[4]具有國際
學術漫遊的合作關係，該計畫目前也正在討論
eduroam-NG(eduroam-Next Generation)的架構，在
eduroam-NG 中將計劃採用分散式的動態 RADIUS
認證機制，並搭配 PKI憑證架構來驗證 RADIUS伺
服器的身份。也許台灣的無線漫遊不一定要與
eduroam-NG 使用相同的架構 (事實上 eduroam-NG
的架構與實作方式至本文撰寫為止仍在討論階段)， 
但現階段憑證機制的建立除了能夠確認漫遊認證
網頁的真實性外，也為未來無限的可能先行鋪路。 

6. 結論 

無線網路漫遊機制可達成各單位之間網路資
源共享以及開發無線網路新應用的目的，但是隨之
而來的是各個漫遊使用者必須面對各種不同的無
線網路認證機制的問題，使用者能否辨識正確的網
路成為是否保障個人機密資料安全的關鍵。  

「校園無線漫遊機制環境建置與安全升級計
畫」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提升眾多使用者在各單位間
進行無線漫遊時的安全，雖然說全面採用 802.1x機
制將能夠大幅強化使用者在認證及資料傳輸方面
的保護，但建置 802.1x環境有其現實面上的考量而
較難以在短時間內達成。因此本計畫考量台灣無線
漫遊現況並推動漫遊憑證中心的建置與推廣，期盼
能建立無線漫遊的網站憑證制度，保障使用者在登
入無線網路的安全。  

在漫遊憑證中心制度推廣建置後，使用者可以
得到以下好處：  

1. 僅需安裝一個漫遊根憑證即可，不需要安
裝各個漫遊單位的憑證，省去安裝管理的

麻煩。  

2. 使用者不需詳細檢驗太多憑證資訊即可辨
識無線認證網頁的可信賴程度。  

此外管理者也可以得到以下好處：  

1. 容易教育使用者如何辨識安全的無線認證
網站。  

2. 降低無線網路使用者被惡意攻擊者網路釣
魚(Phis hing)的危險性。  

無線網路環境使用網頁認證固然方便，但再怎
麼強化也只能保護使用者在認證時的安全，通過認
證之後網路存取行為可能還是暴露在被竊聽的危
險之中。廣泛佈建 VPN及 802.1x仍是無線認證機
制的最佳方案，因此若要確保無線網路使用安全，
必須持續朝著 802.1x架構邁進，甚至達到 802.11i
的水準，本計畫也將以推廣 802.1x無線驗證機制及
相關的系統驗證及整合為工作要項之一，也期望未
來台灣地區在眾多先進的努力下能夠建立一個安
全且符合國際趨勢水準的無線漫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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