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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路空間(Cyberspace)是由網際網路(Internet)所構連而成的虛擬空間，網路

力(Cyber Power)，係指在網際空間中的權力，而網路戰爭(Cyber Warfare)則是在

這空間所發生的戰爭，國際社會對於網際空間所發生的網路戰爭定義不一，網

路戰為一種威懾性較強的作戰方式，不論是金融體系、媒體或是重大公共設

施，均可透過網際空間，殲敵於瞬間。網路戰是一種低損耗、高效能的力量，

可以最小犧牲獲得最大效益。國家或是組織將透過網際空間將使其軍事力量得

到極強的優勢。儘管現今的戰爭型態已不同於過往，戰爭的目的仍是要求得勝

利，即使隨著戰爭型態的不同而在戰略的決策上有所差異，這些策略的考量卻

都會直接影響問題解決的效率。 

網際網路深入日常生活，將一切串聯成高度便利性的環境的同時，也將個

人、團體、國家等安全成正比例地高度暴露。網際空間漸被各國定義為新興戰場，

這個虛擬空間與實體空間的緊密鏈結，正隨著科技快速發展與散播，促成權力快

速擴散，帶給全球權力平衡強大的衝擊。 

本論文將探討自網路空間發展以來，網路戰與國家安全的關係為何?並以美

國網際空間策略為探討案例，以了解在高科技與複雜環境下，身為世界主要強權

的美國如何因應國家安全與民主自由的衡量權重，在頻繁不斷的網路衝突中，如

何維持國家安全又能避免引發毀滅性的實體軍事戰爭。 

 

 

 

 

 

 

 

關鍵字: 網路空間、網路力、網路戰、網路戰爭、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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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yberspace is a virtual space built by the Internet. Cyber Power refers to power 

in cyberspace, while Cyber Warfare is In the wars that take place in this spa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cyber warfare in cyberspace. 
Cyber warfare is a deterrent mode of warfare, whether it is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media, or major public facilities. Through the cyberspace, you are enemies in an 
instant. Cyber warfare is a low-loss, high-performance force that can achieve 
maximum benefit with minimal sacrifice. The state or organization will give its 
military strength a strong advantage through cyberspace. Although today's war 
pattern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the purpose of war is still to demand victory. Even 
if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with different war patterns,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se strategie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problem solving.  

The Internet is deeply rooted in daily life, and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in a 
highly convenient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individuals, groups, countries and 
other security are highly exposed in a proportional manner. The cyberspace is 
gradually defined by countries as an emerging battlefield. The tight link between this 
virtual space and the physical space is rapidly spreading and spreading with 
technology, which promotes the rapid spread of power and brings a powerful impact 
on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 warfa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cyberspace. The US cyberspace strategy is used as a 
case study to understa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s major power, responds 
in high-tech and complex environments. The weigh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mocratic freedom, in the frequent cyber conflicts, how to maintain national security 
and avoid devastating physical military wars. 
 
 
 
 
 
 
 
 
Keywords: Cyberspace, Cyber Power, Cyber warfare, Cyber Operation, National 
Security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DIPSIS.008.2018.F09

iv 
 

目  錄 
謝誌……………………………………………………………….....……………..…..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目錄……………………………………………………………….....………………iv  

圖目錄……………………………………………………………..…….…………vi 

表目錄………………………………………………………………...…………….vii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9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12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13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大綱………………………..…………………14 

 第二章  國際網路安全趨勢與現實…………….………….……………………17 

第一節  網路安全威脅分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第二節 民用與軍用的網路威脅：變換身份和來源.............................................28 

第三節小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第三章  國家層級的網際空間策略…………….………….……………………34 

第一節 國家層級的網路威脅.....................................................................34 

第二節 具網路戰軍事準則、政策與組織的國家.....................................38 

第三節  小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 

第四章  網際空間的安全合作可能.................................................................58 

第一節  國際與區域組織評估...........................................................................59 

第二節  建立軍事及非軍事互信機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 

第三節  網路領域的「透明與信心建立措施」......……….…………………83 

第四節  小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DIPSIS.008.2018.F09

v 
 

第五章    美國應對網路衝突之機遇與挑戰............................................90 

第一節  外在威脅對美國網路空間戰略之影響............................................90 

第二節  美國如何因應網路空間裡發生的衝突.....................................98 

第三節  美國網路戰部隊整備….............................................................104 

第四節  小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 

第六章  結論.……………………………………………………………………115 

第一節  研究發現.………………………………………..…………………115 

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119 

參考文獻………………..………………………………………...…………….12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DIPSIS.008.2018.F09

vi 
 

 

圖目錄 

 
圖 1-1  資通技術革命時與現今網路使用人口差距示意圖………...…….………2 
圖 1-2  網際空間作戰面臨的衝擊示意圖.…...……...……...…….…………….…3 
圖 1-3  國家安全與權力三維棋賽示意圖.…...……...……...…….………………10 
圖 1-4  研究架構示意圖  …...……...……. .…...……...……...…….……………16 
圖 2-1  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示意圖 ...……………………………………… 22 
圖 2-2  國家安全目標示意圖 …………………………………………………… 31 
圖 2-3  網際空間未來挑戰示意圖 ……………………………………………… 33 
圖 3-1  點選惡意網址使用者國家分布示意圖 ………………………………… 36 
圖 5-1  美軍作戰司令部組織圖 ……..…...…….……..…...….……………………108 
圖 5-2  亞歷山大將軍帝國示意圖……..….…….……..…...….……………………10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DIPSIS.008.2018.F09

vii 
 

表目錄 

表 2-1  網路戰分類表  ……………………………………………………………18 
表 2-2  網路戰戰役實例分析表……………………………………………………19 
表 2-3  DDoS攻擊受害劵商統計表   …………………………………………… 23 
表 2-4  網路攻擊動機分類表  ……………………………………………………24 
表 2-5  網際空間攻擊分類表  ……………………………………………………27 
表 3-1  各國網路戰力比較表………………………………………………………57 
表 5-1  中美網路安全爭議事件簿…………………………………………………9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DIPSIS.008.2018.F09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網路空間(Cyberspace)是由網際網路(Internet)所構連而成的虛擬空間，網路力

(Cyber Power)，係指在網際空間中的權力，而網路戰爭(Cyber Warfare)則是在這空間

所發生的戰爭，國際社會對於網際空間所發生的網路戰爭定義不一，本論文將探討

自網路空間發展以來，網路戰與國家安全的關係為何?並以美國網際空間策略為探討

案例，以了解在高科技與複雜環境下，身為世界主要強權的美國如何因應國家安全

與民主自由的衡量權重，在頻繁不斷的網路衝突中，如何維持國家安全又能避免引

發毀滅性的實體軍事戰爭。 

1969 年美國計劃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ARPA)投資史丹佛大學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研發早期的網際網路，目的就是為了要強化情報

交流的能力，並提高美國在越戰的戰略地位。1隨者科技迅速發展，此一虛擬的領域，

也如同陸、海、空、太空等實體領域一般，漸被國際認定為一種領域。當然，在這個

新興領域之中，也不能倖免於犯罪及衝突事件的發生。 

隨著科技的愈發達，人類社會與網路的連結就越深，在 1990 年代初期，全球

只有約 50 個網站，但到了 21 世紀初期面已突破五百萬，光是中國大陸在 2010 年

的網路使用人口就已經超過四億，而 2013 年全球使用社群網路-臉書(Facebook)的人

口則超過了五億。2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簡稱 

ITU）公布的數據，資訊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

稱 ICT）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動了全球發展，基礎設施廣泛部署和價格下降帶

來增長全球數十億人連接到網際網路。到 2015 年底，全球已經有 32 億人們正在使

用網際網路，其中 20 億來自發展中國家 3，說明了已開發國家的網路使用率並不會

                                                 
1 “Internet pioneer Robert Taylor Dies”, BBC News Technology, www.bbc.co.uk., April 17, 2017. Accessed 
on April 20, 2017. 
2 Lewis, James A., Neuneck, Götz, “The Cyber Index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rends and Realities”,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Geneva, Switzerland, New York and Geneva, 2013, pg1. 
3 “ICT Facts and Figures 2015”, p.1, https://www.itu.int/en/ITU-
D/Statistics/Documents/facts/ICTFactsFigures2015.pdf.Accessed on April 25, 2017. 

http://www.bbc.co.uk/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facts/ICTFactsFigures2015.pdf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facts/ICTFactsFigures2015.pdf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DIPSIS.008.2018.F09

 2 

比開發中國家高，這是ㄧ種權力擴散的表徵。  

 

圖  1-1 資通技術革命時與現今網路使用人口差距示意圖 4 

在高度科技化所帶來的資訊化社會中，人類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幾乎都已離不

開網路，然而當網路的普及為高度 e 化的社會環境帶來了便利的同時，也加深了人

們對於網路的依賴程度；而當網路形成人類便利生活的經緯時，也就是將國家與人

民的安全暴露在網際空間威脅之下的時候。美國蘋果公司在 2011 年所推出的「i-

Cloud」廣告中，所呈現出來的便是一種隨心所欲、毫不受限制的環境，在這裡拍照，

                                                 
4 ‘ICT revolution and remaining gaps’, “ICT Facts and Figures 2015”, p.1, https://www.itu.int/en/ITU-
D/Statistics/Documents/facts/ICTFactsFigures2015.pdf.Accessed on April 25, 2017.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facts/ICTFactsFigures2015.pdf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facts/ICTFactsFigures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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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回到家裡的電腦打開編輯，從甲地便可輕易控制存在乙地的資料，在這裡未完

成的工作，可以到任意地方繼續，只要能夠與網際空間構連，透過網路的無遠弗屆，

廣大的世界都在數秒之間連結。也就是說在網際空間邁入了「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的年代，正是代表人類社會進入更便利的環境，然而這個更方便、更隨心

所欲的代價就是將自己暴露在更大的安全威脅之下。 

 
圖 1-2 網際空間作戰面臨的衝擊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跨入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新局面，明顯的展現了世界權力平衡的轉變與亞洲的再

度崛起。冷戰結束之後，全球戰略安全環境也隨著詭譎多變的國際關係發展，呈現

一種屬於多極體系下「一超多強」的動態平衡。然而一向象徵民主龍頭老大的美國，

似乎已不似往昔具有絕對優勢。自千禧年開始，新興經濟體崛起，以金磚四國之一

的中國為例，在短短幾年之間中國大陸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外債債權國，中國大陸

各方面發展的成長速度，遠遠超乎各國專家學者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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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至 2006 年，Walmart 的年平均銷售增長率在 30% 以上，年利潤增長率

最高曾達 119%。2004 年，Walmart 在美國銷售的中國貨批發價就達到 180 億美元，

占美國從中國進口總額的 10%，僅憑一家公司，就能讓整個美國製造業向海外轉移。

然而“Walmart 效應”卻逐漸被 Facebook、阿里巴巴和亞馬遜這些互聯網公司超過

了，網路改變了零售業的版圖，影響了經濟力的轉變。5 

由於科技的普及化，當前世界上多數國家或「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 也逐漸具備網路力，成為網路戰爭的參與者，這樣的發展也

使美國更加重視網路戰的影響，視網際空間為一新形態的戰場，網路攻擊符合網路

戰平戰模糊的特性，戰爭可在一鍵控制下爆發，美國及其對手均把網路戰武器作為

「不對稱」的工具。而區域合作在網路的虛擬世界哩，將不再受限於實際的地理區

域，而境外作戰的選擇也將使得像美軍這樣強大武力的軍隊背腹受敵，綁手綁腳，

無法發揮，於是美國開始了對於網際空間的研究與發展，就似三十年前的空權議題，

網路戰爭將會下一個主要標的。 

由於科技技術的發展走向難測，不論哪一種技術絕不能代表網路世界的全貌，故

選擇最早的網路發源國家研究，期能藉由本論文探討研究了解國家應具備之網路力

及其與國家安全之關聯，從分析美國網際空間策略、美軍網路戰部隊組織發展及其

運作，並透過現代戰爭及網路戰實例來探討網路戰力趨勢，冀能經過分析美國面對

網路威脅所帶來的危機與轉機等層面的探討結果，了解美國對網路力之運籌帷幄與

其國家安全考量的關係。 

在網際空間導入信任機制，建立網路安全聯合防禦似乎已經是這個世紀的新話

題。首先要面對的是如何定義網際空間?什麼是網際空間?什麼是可信賴的網路?可信

賴的人?如何確認?許多專業術語在界定時便產生許多問題，而由於科技創新的速度

瞬息萬變，加上急遽倍增的使用者及運用範疇，影響層面廣泛包含了政、經、軍、

心，使得網際空間的界定變得更加複雜。網路所形成的虛擬權力，隨著科技技術的

快速發展與社會型態轉變而逐漸增強，網路安全與個人隱私熟輕重?當牽涉到國家安

                                                 
5 許冰清, <Walmart 這個重塑了美國社會的偉大公司，終於被亞馬遜超過了>, 好奇心日報,2015 / 08 / 
24,https://www.stockfeel.com.tw/walmart%E9%80%99%E5%80%8B%E9%87%8D%E5%A1%91%E4%B
A%86%E7%BE%8E%E5%9C%8B%E7%A4%BE%E6%9C%83%E7%9A%84%E5%81%89%E5%A4%A
7%E5%85%AC%E5%8F%B8%EF%BC%8C%E7%B5%82%E6%96%BC%E8%A2%AB%E4%BA%9E%
E9%A6%AC%E9%81%9C/(檢閱日期: 2018/ 05 / 24) 

https://www.stockfeel.com.tw/walmart%E9%80%99%E5%80%8B%E9%87%8D%E5%A1%91%E4%BA%86%E7%BE%8E%E5%9C%8B%E7%A4%BE%E6%9C%83%E7%9A%84%E5%81%89%E5%A4%A7%E5%85%AC%E5%8F%B8%EF%BC%8C%E7%B5%82%E6%96%BC%E8%A2%AB%E4%BA%9E%E9%A6%AC%E9%81%9C/
https://www.stockfeel.com.tw/walmart%E9%80%99%E5%80%8B%E9%87%8D%E5%A1%91%E4%BA%86%E7%BE%8E%E5%9C%8B%E7%A4%BE%E6%9C%83%E7%9A%84%E5%81%89%E5%A4%A7%E5%85%AC%E5%8F%B8%EF%BC%8C%E7%B5%82%E6%96%BC%E8%A2%AB%E4%BA%9E%E9%A6%AC%E9%81%9C/
https://www.stockfeel.com.tw/walmart%E9%80%99%E5%80%8B%E9%87%8D%E5%A1%91%E4%BA%86%E7%BE%8E%E5%9C%8B%E7%A4%BE%E6%9C%83%E7%9A%84%E5%81%89%E5%A4%A7%E5%85%AC%E5%8F%B8%EF%BC%8C%E7%B5%82%E6%96%BC%E8%A2%AB%E4%BA%9E%E9%A6%AC%E9%81%9C/
https://www.stockfeel.com.tw/walmart%E9%80%99%E5%80%8B%E9%87%8D%E5%A1%91%E4%BA%86%E7%BE%8E%E5%9C%8B%E7%A4%BE%E6%9C%83%E7%9A%84%E5%81%89%E5%A4%A7%E5%85%AC%E5%8F%B8%EF%BC%8C%E7%B5%82%E6%96%BC%E8%A2%AB%E4%BA%9E%E9%A6%AC%E9%8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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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議題時，美國將如何應對？其所選擇的因應策略與作為為何？網際空間是否能像

其他作戰領域一樣建立軍事互信制度?是為引發個人研究之動機。 

貳、研究目的 

由於戰爭型態的改變使得戰爭不再侷限於武力的發展，政治、經濟、外交無一

不是戰場。觀察近三十年來美軍兵力重整，可發現其已將聯戰指揮機制制度化，並

企圖內化為全軍行動的準據。美國陸軍上將戴普西 ( Marin E. Dempsey ) 亦指出由

於從戰爭功能而論，任務指揮已經取代了過去的指管作為，而網路系統正是促使任

務指揮得以遂行的重要推手。 

第三波戰爭型態興起之後，隨之揭起一重要的議題「不對稱作戰」。  在這種

「以小搏大」或是「以眾擊寡」的戰爭型態下，用最低成本換取最高價值的戰爭利

益正是其最好的說明，同時也是國際的不穩定平衡下一個重大的隱憂。資訊作戰正

是不對稱戰爭的最佳選擇，而隨著科技發達所興起的最新戰場--網際空間，也是未來

串連陸、海、空、太空等四大傳統作戰領域的兵家必爭之地。 

電腦科技與先進的通訊技術結合，為人們開啟了一個聲光俱全、資訊流暢的世

界。隨著時代與科技的日新月異，人們利用網際空間進行溝通與交流，電信革新、

網際網路、3D 立體虛擬實境與數位影音 ...使得我們的生活變得快速、便捷又多采多

姿。不分種族、宗教、性別、年齡，每一個人都可以藉由網際空間，變成「地球村」

的一分子。網路技術的發展幾乎已經徹底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模式。 

何謂網際空間？推動數位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背後的力量是什麼？未來的發

展又是如何？網際(Cyber)乙辭，首見於吉普森(William Gibson)在 1986 年出版的小

說《神經異魔》(Neuromancer)6 ，也就是說在三十年前，網路這個字是不存在的，而

現在它代表著與電子或電腦相關活動的字首。而網際空間則是指透過相互連結的系

統與相關基礎結構，利用電子方式活動的一種新興作戰領域。 

                                                 
6 William Gibson, “Neuromancer”, Mass Market Paperback, August 15,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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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對網路的依賴性越來越高的同時，網際空間也如羅織般地深入普羅

大眾的日常生活，對民眾的心理和意志之影響重大，甚至關係到一個國家的政治、

經濟等方面發展趨勢，甚至國家的安全。尤其在金融系統與重大關鍵處設施均高度

電子化的當代，網際空間這個新興範疇將跨越國界、軍事預算限制，改變傳統的思

維模式，對於國家安全威脅的考量也隨之變革。國際關係在網路世界裡變得更加模

糊與複雜，面臨多邊衝突與風險管控，決策者需要考慮的元素已不同於傳統的安全

考量，不僅要考慮實體層面的重大關鍵基礎設施，對全球經濟與網際空間的整合上，

各國在管控上均面臨了非常複雜的問題。拜科技發展之賜，網路戰從作戰支援演變

成可獨立發生的作戰型態。因此，世界各國亦漸強化研析網際空間戰略及網路戰能

量基礎政策發展，意欲提升其國家整體網際空間整合運用的能力，確保國家安全與

發展。 

現代的作戰環境將面對多重挑戰，在面對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同時，不單

單要考慮敵人的正規部隊，對於非正規與混合式部隊更要尤其小心因應。進入本世

紀之後，人們普遍已經意識到本世紀在一開始便陷入「恐怖主義」與世界的角力之

中，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前，對大多數人來說「恐怖主義」只是一個遙遠又很模糊

的名詞。然而，在 2001 年美國紐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之後，透過現代通訊網

路科技，這個發生在一瞬間的悲劇，除了立即散播至世界各國，還一遍又一遍地在

全球民眾的眼前重複放送，這個訊息的傳遞動作，不單單將恐怖份子所造成的震撼

帶給了全世界的人們，同時也揭開了美國「反恐」運動的序幕。 

事實上，「恐怖主義」的「反美」運動早就持續了數十多年，只是太平日子過

久的美國人，很少會有人有這項的警覺心。直到九一一的悲劇的發生，才恍若大夢

初醒般地警覺到「恐怖主義」的威脅已悄悄深入到美國本土。甚至有傳言美國政府

趁此機會向伊拉克宣戰，但這場戰役反而拖累了美國的經濟，伊拉克戰爭歷時七年

半，戰爭費用超過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 2008 年

6 月估算，加上戰爭撫恤金和醫療費用，伊拉克戰爭開支將達 3 萬億美元，而美國預

期中的戰爭收益（如滾滾而來的伊拉克石油）卻始終不見蹤影。7失去經濟優勢的美

                                                 
7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著，盧昌崇等譯，《三萬億美元的戰爭：伊拉克戰爭的真

實成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年 0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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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面對新世紀的危機時，也將可能使用新的制裁手段--資訊制裁。在這些變遷中，我

們可以察覺到透過網際空間改變人心思想的能力，已悄悄蔓延。     

    網際空間的威脅無聲無息，卻貼近人類社會的生活，網路犯罪、網路恐怖主義、

網路戰爭，網路攻擊行為以不同的方式每日在這個世界上出現成千上萬次，最可怕

的不只是被攻擊，而是往往受害者根本沒有發現自己被攻擊了，甚至成為攻擊的跳

板，還毫無知覺。試想辛苦十年的積蓄，只要幾秒鐘就化為烏有，這將會造成多大

的社會恐慌，網路犯罪的影響恐怕不能只局限於金融，在 2013 年北韓駭客入侵南韓

銀行的事件（3·20 電算大亂）8，是單純的網路犯罪?還是網路戰爭至今都尚無答案。

南韓軍方表示北韓從 2009 至 2013 年針對南韓進行的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DoS）

或駭客攻擊，已造成南韓損失約達 8600 億韓元（約 8 億 713 萬美元）。9 

網路的蓬勃發展不僅僅拉進世界的距離，緊密了全球化的同時也讓國際間相互

影響的程度加劇，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在這全球普遍經濟衰退的局勢下，軍事經

費也隨之縮減，面對經濟的窘境以及裁軍的壓力，運用低門檻的網路戰武器，更是

各國不容忽視的軍事戰略。 

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傳統的武力戰也轉變為重視運用高科技之武器、裝備，

強調局部作戰、快速攻擊、聯合作戰、精準打擊、非對稱作戰武器運用等高技術條

件下的有限戰爭。資電作戰遂成了新世紀戰爭的趨勢，資電作戰的五大核心能力包

含了電子戰、電腦網路戰、心理戰、軍事欺敵與實體破壞。整合運用資電作戰能力，

並在目標利害區 (Interest of Area, IOA)創造資電優勢，獲得戰爭勝利，已經成為現代

戰爭的重點，而網際空間正是串起資電作戰核心能力的神經系統，扮演著與作戰息

息相關關的角色。 

然而，在很多情況下，遭受網路戰攻擊後，依據現有的國際法和聯合國的決議，

是很難將網路攻擊行動定義為戰爭行動。網路戰的武器載台是電腦，任何個人都可

                                                 
8 2013 年南韓網路攻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3%E5%B9%B4%E5%8D%97%E9%9F% 
93%E7%B6%B2%E8%B7%AF%E6%94%BB%E6%93%8A(檢閱日期:2014/3/15) 
9北韓駭 5 年，南韓損逾 8 億美元，中央社，2013 年 10 月 15 日，http://www.chinatimes.com/ 
realtimenews/20131015004118-260408 (檢閱日期:2014/3/1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3%E5%B9%B4%E5%8D%97%E9%9F%25
http://www.chin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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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電腦，一旦發生網路攻擊後，很難確定這是個人行為還是國家行為。如是個

人行為，就很難將其定性為戰爭行動，即使他明顯就是為每個國家執行作戰任務。

但因為當前的國際法都是以越過國界的軍事行動和侵犯主權的行動來定義戰爭行動

的，而網路攻擊不存在越過國界的問題，所以目前並沒有一部國際法可以將網際空

間的攻擊行動定義為戰爭行動，或是有相關的法律規範來對於任意的網路攻擊實施

管制。 

另外，國家或是組織將透過網際空間將使其軍事力量得到極強的優勢，其關鍵

並不在於擁有多先進的裝備系統，而在於其整合運用的能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基礎政策方向不同將肇生日後網際空間戰略發展及網路戰能量的極大差距。在當前

高科技環境下，各國軍事行動的目的多以警告、威嚇及屈服敵人為主旨，運用網路

戰將可作為武裝衝突的有效嚇阻手段，近年來在戰爭開始發動攻擊前，多以資電先

導為戰略趨勢，期能發揮一種低損耗、高效能的力量，可顯見網際空間作戰已成為

現代局部戰爭的一種重要作戰方式，主要原因為：1.網路戰已成為一種威懾性較強的

作戰方式，不論是金融體系、媒體或是重大公共設施，不論是有形或是無形，均可

透過網際空間，殲敵於瞬間，或有效分割敵人作戰陣勢，混淆視聽，偽冒欺敵，以敵

攻敵，削弱其原有優勢。2.網際空間作戰可以最小犧牲獲得最大效益，甚至可以不費

一兵一卒，而達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標。唯有徹底研究透析其特性、熟悉深諳其作

業限制，並掌握網路攻防優劣勢之所在，方可充分發揚網路空間作戰能力。 

2013 年最引人注目的網路監控事件莫過於美國前國家安全局雇員愛德華．史諾

頓所揭發的美國政府秘密監聽計畫文件，這讓一向為維護自由、民主、人權表率的

美國真是疲於奔命，一向對中共的網路監控大力撻伐的美國，突然之間引發全球公

憤，大多數的西方國家認為網路自由存取是人類的基本權利，必須受到法律與法規

的保護。但相對於其他認為國家安全重於個人權力的國家，在危及政權的穩定或生

存時，將合法地限制人民存取公開網路，甚至控制其言論。 很明顯的這是兩種完全

不同的意識形態，而美國這一次的行為確是相當諷刺卻可理解的矛盾，但這件事情

也更進一步說明了網路力與國家安全的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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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涉及國家安全的考量，因此本論文之研究目的，係在探究美國應對網路衝

突時可能採取之策略，並期從研究過程中瞭解下列問題： 

一、 當前國際上各國的網路戰發展情勢，並分析非國家組織及民營機構的網路安全

策略。 

二、 以網路衝突情勢演進為背景，探討影響美國網際空間政策形成之因素，並分析

預測美國應對網路衝突的可能策略，如和平解決爭端策略、軍事解決爭端策略

及多方利益者共同協商策略。 

三、 從美國政策、戰略及組織等三層面，分析對美國應對網路衝突對國家安全的影

響。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在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中，許多研究者常藉助於文獻的蒐集及分析，瞭解目前

要研究的議題已有多少既有研究，而此議題已研究到何種地步；透過這些有方法的

文獻蒐集與檢閱，一方面可避免重複他人所做過的研究，另一方面亦可繼續奠基在

他人的研究基礎上，或以不同的面向切入來做更深入的研究。因此，文獻的蒐集與

檢閱對研究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嚴謹的文獻探討過程，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對

欲研究的主題有一清晰明確的輪廓與概念，在研究的大方向上，亦希望能依循過去

既有的研究路線，而有明確的研究焦點，不會因範圍過於廣泛或雜亂無序而失焦。

藉由閱讀網路空間相關的著作文獻，彙整出文獻回顧並探討如下： 

壹、國家主權及權力衝突層面 

學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指出「瞭解環境演化並掌握趨勢的能力，是

領導者將權力資源轉化為成功戰略過程中必須擁有的重要技巧。10」奈伊認為網際

空間是隨著科技發展而產生的新興戰場，因國際體系格局轉變及無明確邊境等因素

下，已逐漸將主權、國際、資源利益的爭奪虛擬化，更包含了尤其在科技發達的國

家，其形勢更顯複雜。 

                                                 
10約瑟夫‧奈伊(Joseph S.Nye)著，李靜宜譯，《權力大未來》，(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11 年 9月 28 日第一版第一次發行)，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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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奈伊(Joseph S.Nye)以三維棋賽(three-dimensional chess game)模式來形

容本世紀之世界權力分配。最上層的軍事力，第二層的經濟力，以及第三層的網路

力交織所構成的複雜情勢，也使得各國對於國家安全的布局需要重新考量。儘管戰

爭型態不同，其目的仍是求勝。若針對文獻及專家經驗，做有效的蒐集、研析及研

究，將可使網際空間戰略決策更符合國家需要。 

 

 

圖 1-3 國家安全與權力三維棋賽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學者約瑟夫‧奈伊指出網路戰允許中小國家挑戰強國，透過非實體攻擊，擾亂

全球經融市場或者破壞關鍵基礎設施，以極低的成本進行權力的轉移。11門檻相對低

的網路戰武器成為中小國家甚至組織或個人挑戰大國權威的不對稱工具。此一趨勢

則造成國際社會中的權力快速擴散。現代的戰爭已不同過往，種種不同的領域，卻

又透過網際空間中的網網相連，建構成一個既虛擬卻又息息相關的複雜環境。 

    學者溫德(Wendt)提出中國認為網際網路(互聯網)行為是依其利益而動，並據以

                                                 
11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Power, (Philadelphia: Perseus Books Group, 2011,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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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安全目標。12而網際網路是新的國際秩序，應反映中國力量與地位的崛起。而目

前的國際法規範並無法符合新世界體系中所有國家的利益。隨著中國的大國地位崛

起，中共領導人更是強調其網際空間中的主權。 

貳、國家政策及戰略安全層面 

學者蓋瑞.哈特(Gary Hart)認為美國在新世紀的崇高目標是提供安全，而提供安

全需要發揮經濟、政治與軍事力量。13達成此目標必須發掘新的國際合作領域，俾降

低對美國經濟與軍事資源構成不成比例的負擔。14後冷戰時期起，網際網路已成為

「不對稱威脅」行為者的重要工具。而美國必須充分了解新世紀目前同時發生的四

項革命-全球化、資訊化、主權本質的改變和衝突本質的改變等帶來的影響，方可追

求國家安全的目標。 

學者布萊安(Blane Clark)與丹尼斯(Dennis M. Murphy)指出當全球資訊網路變得

愈來越普遍，所謂的「資訊高速公路」變成了「網路戰場」，傳統的地理邊界所提供

的防護失效，形成國安問題。 布萊安與丹尼斯認為電腦網路戰(CNO)係資訊戰五大

核心能力之一，並將網路戰定義為軍事能力的整合、計畫、運用及評估，以達成戰

場上互聯網路的效果。其作戰行動為網路攻擊、網路防護、及網路戰支援。當傳統

的作戰管制將無法提供戰區層級網際空間作戰所需的整合性、反應力和靈活度，對

於從事相關工作之人員來說，面對決策時，將遭受極大之壓力，每一層級的指揮官

都需要運用資訊達成所望目標。而當作戰時，運用資訊或資訊系統去影響敵人，並

相對的防護友軍免於受敵資訊或資訊系統的不當影響，達成資訊戰的目的。15 

由上述文獻探討得知，網際空間，經緯萬端，學者莫不從虛擬主權爭議、國際

法、國家安全戰略及安全合作等方面來進行論述，惟就網路戰爭如何定義、及如何

                                                 
12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79. 
13黃文啓譯，蓋瑞.哈特(Gary Hart)著，《第四種國力:美國廿一世紀的大戰略》，(台北:國防部史編

室，2006 年 10 月初版)，頁 61。 
14黃文啓譯，蓋瑞.哈特(Gary Hart)著，《第四種國力:美國廿一世紀的大戰略》，(台北:國防部史編

室，2006 年 10 月初版)，頁 112。 
15布藍‧克拉克(Blane Clark)/丹尼斯‧墨菲(Dennis M.Murphy)著，《資訊戰入門》，(台北:國防部

史編室，2010 年 12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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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網路衝突等議題，尚缺乏整合完整之論述，本論文冀能繼踵前賢之研究成果，

再從美國應對複雜化且無國界的網路衝突時，可能選擇策略與作為的思考角度切入，

對網際空間戰略議題作整體的考量與探討，期能提供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壹、研究途徑 

   權力政治 (Power Politics)以權力作為評估國際關係的要素，並加以運作以維護

國家利益。16因權力的調整，國際間戰略關係的互動變化，揭示國際形勢發展趨勢，

以及戰略局勢演變與調整，為國家確定戰略方針和對外政策提供依據。從權力政治

而言，為了追求自我利益，在不斷衝突以及被衝突威脅的環境下，從權力的角度去

確定國家的需要。實際上，網際空間屬於無國界、無邊境的虛擬世界，然而，網路衝

突卻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區域，並激化成為國際爭端，影響到美國

的主權、安全及戰略運用；此外，區域合作在網路的虛擬世界，將不再受限於實際

的地理區域，其戰略地位重要，是新世界體系要考慮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控制此虛

擬權力將會影響到全球的權力平衡、權力移轉、甚至權力擴散，17因此權力政治理論

將可應用於本論文作為分析之途徑，藉由觀察美國網際空間策略的發展，探討網路

戰與國家安全的關係。 

 

貳、研究方法 

     本論文研究方法大體上以歷史研究法、文獻分析法為主： 

一、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係指以歷史學的角度，經由系統化的蒐集及客觀的評鑑過去發生之

事件有關之資料，以考驗那些事件之因、果或趨勢，並提出準確之描述與解釋，進

而有助於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來的一種歷程。亦即描述歷史事實，抽離其特點，以

建立通則或定律。本論文研究的第一個方法是歷史研究法，將從研究文獻及官方檔

                                                 
16楊永明著，《國際關係》，(台北縣三重:前程文化，2010 年 6 月初版)，頁 92。 
17約瑟夫‧奈伊(Joseph S.Nye)著，李靜宜譯，《權力大未來》，(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11 年 9月 28 日第一版第一次發行)，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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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整理出網際空間戰略趨勢的發展、網路安全政策的形成因素，以及美國在應對

網際空間衝突時可能選擇之策略。 

 

二、文獻分析法 

    在社會研究中，文獻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這不僅在初步探索階段需要查閱文獻，

為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做準備，而且在無法直接調查的情況下利用文獻資料展開獨立

研究，來檢證對某事件之看法，剖析含意，以推敲其淵源及影響並找出真相。由於

本論文是研究網際空間戰略趨勢的發展與國家安全的關係、美國網際空間政策及其

在應對網路衝突(網路戰)時可能之策略選擇，資料來源主要取材自美國官方公開檔

案、報紙、報導、期刊、研究專書及網站資料，並參考國內外及中共學者專家之論述

與著作等，並詳予歸納整理，作為分析的基礎，期能透過此一方法的運用，蒐集並

篩檢本研究所需的參考資料，作全面性、客觀性及綜合性的探究，從而能對美國網

路政策及其應對之策略選擇，作出更加詳盡的論析，並提出可供參考的論點與評析，

期以達成本論文研究之目的。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空間範圍 

本文所探討之網際空間，是透過相互聯結的系統及相關的基礎設備，利用電子

方式去挖掘信息的一種作戰領域。18以 2010 年現況為研究之中心，向前以近代網路

戰爭戰役實例時間起點，以能納入各國網路戰相關應對之若干重要紀實；向後則以

2016 年做為另一時間端點，探討屆時美國網軍可能的網路戰力發展與美國因應策略，

以使本研究能較為完整。資訊革命最重要的特質，並不在於傳輸的速度，而是傳輸

成本的大幅削減，傳輸成本變得微不足道的結果，就是造成全球的資訊爆炸，電腦

與通訊互聯技術的提升，使得出現「網路訊息有能力傳送的更遠、更快，且需要的

媒介更少」的情況，網路發達的年代，比起以前有更多人可以輕易地取得更多的資

                                                 
18 Graham Allison, “Nuclear Disorder: Surveying Atomic Threats,” Foreign Affairs 89, no. 1 (January-
February 2010):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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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而資訊往往能提供關鍵性權力資源，因此加速了權力的擴散，也使得網際空間

行為者具有極為強烈的互動性，這意味著世界政治不再是政府獨享的領域。19因此，

本研究主要是以影響網際空間作戰領域之戰略為範疇，置重點於虛擬的網際空間戰

爭行為，不涉及因其擴張衍生實體領域(陸、海、空、太空)戰爭。 

二、對象範圍 

  鑒於本論文探討之主題為網際空間與國家安全的關聯，因此對象範圍主要是以

在網際空間中涉及國家安全的議題為主，即國際間對於網際空間的策略發展趨勢，

惟網路衝突問題在處理過程中，多涉及相關利益行為者等勢力，以平衡美國影響力，

因此在探討美國網路空間策略的同時，亦無法忽視美國政府以外國家、非政府組織

及個人(人權)，對網路衝突所抱持的態度及其所發生的影響，因此，本論文研究對象

的範圍，除美國網際空間策略外，亦納入其他國家、組織等因素，如網際空間國際

安全趨勢、以及國際與區域組織的評估與影響。 

    本研究雖提及資訊戰略及其五大核心能力，但因探討目標為美國網路空間策略，

故將範圍著重於網路作戰，為強化研究深度，將針對策略方向研究，僅以網際空間

作戰概念為核心，分析美國如何因應現代網路所帶來的安全威脅。另避免分散研究

重點，將不對技術發展深入探討，藉由各國網路戰實力來探討美國網路戰力及策略，

並不針對單一地區或事件做評估，而是考量美國政府在網路管理上全面的涵蓋考量，

進而探討美國對網路空間所採取的態度與策略。 

三、爭端範圍 

    網際空間衝突涉及種類眾多，如網路犯罪、網路恐怖主義、網路戰戰略等問題，

本論文尚難逐一探討與分析，因此本論文研究方向，係以國際政治、國家安全戰略

等層次為主要分析基礎，不再另就國際法層面分析與論述。 

 

貳、研究限制 

一、資料蒐集限制 

    網際空間與國家安全是一個複雜的國際性問題，其涉及不同國家政策及檔案資

                                                 
19約瑟夫‧奈伊(Joseph S.Nye)著，李靜宜譯，《權力大未來》，(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11 年 9月 28 日第一版第一次發行)，頁 15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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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十分廣泛，且在文獻蒐集過程中發現，不同文獻就同一事件之數據會出現差距，

故增加反覆求證之複雜性，甚至花費許多考證時間，有時尚不能求得精確之答案，

因此研究成果勢必難以兼顧全貌，惟仍將憑藉歸納、分析與研判，極力還原全貌。 

 

二、資料不透明因素限制 

    囿於國情文化背景上的隔閡，無法身歷其境，客觀深入的從各種面向實地來做

觀察與研究，僅能從公開資訊或國內現有的譯著等單一層面的論述中去作歸納與研

析，且因部分官方的檔案資料可能受限於其機密等級的限制，若要深入去瞭解或查

考有其困難度，從而本論文研究之素材僅能取自公開資料，亦是本論文在研究上的

限制與不足之處；另未能閱讀各該國家所載之各項網路策略文獻，僅賴目前可取得

的中、英文資料或著作，其中各項資料或著作尚不免有相互參考採用之鑿痕，論述

不夠深入。惟本論文主要係研究美國應處網路衝突問題之策略選擇為主，對其他諸

國的網路策略業已盡力蒐羅資料，當不致有太大影響。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大綱 

    近年來，網路衝突頻率有明顯升高的趨勢。表面上，網路攻擊多發生在利益誘

因，但暗地裡，各國紛紛加強網路主權與管轄權之監控作為，也因而埋下更多可能

引發的衝突，或使潛在衝突可能惡化的因數。為確保國家安全與自身利益，因應可

能爆發的網路衝突，各國也紛紛加強網路戰力整備。 

    因為科技的發展與普及，權力的移轉與擴散速數蔓延，各國均不斷提升其網路

實力。再者，為牽制頻繁的網路攻擊，美國也開始採取聯合結盟策略，試圖透過公

民機構採取聯合分享訊息的立場，確保網路安全能力，另一方面則加強技術，進行

網路戰演習，提升攻防能力等；而美國在網路存取與監控問題的處理上，一向主張

人權，但就近年史諾登事件，顯示面對國家安全時，美國亦採取網路治理手段。 

    本論文將對美國因應網際空間衝突的相關因素加以分析，並分析美國在應處網

路爭端時可能選擇之策略，與其選擇該策略背後真正的意圖。研究架構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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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為緒論。簡述研究動機、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研究範圍、限制與

章節架構。 

    第二章為網際空間國際安全趨勢與現況。先對網路衝突問題作一研究背景介紹，

包括網際空間的發展、近年來網際空間的威脅來源與行為者。 

    第三章為國家層級組織評估，並就網路戰實際戰役分析等作論述，研究各國因

應網路安全威脅之戰略。 

    第四章為國際與區域組織評估及網際空間的透明度及互信機制。即介紹典型的

軍事及非軍事互信機制建立、探討互信與安全措施的建立、以及歐洲的互信建立與

機制。探討共同安全合作的機會。 

    第五章為美國應對網路衝突之機遇與挑戰。即對美國因應網路衝突相關的因素

加以分析，其中先從美國面臨的網路威脅以及內部的因素包括自由民主思想、內部

經濟、國家戰略及人民意識等方面對美國應對網路衝突的影響，並就美國政府強調

共同協處網路衝突，避免因踩線爆發戰爭的代價，並利用網路安全論壇等國際組織、

會議以發揮影響力的情形分別探討。以上因素，均對美國在應對網路衝突時，有重

大的引導與影響作用。 

    第六章為結論。即從研究中分析得出美國維護其網際空間國家利益的可能策略

與其背後真正的意圖，並對未來研究網路安全問題之走向提出具體建議。 

圖 1-4  研究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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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網路安全趨勢與現實 

 
「網際空間作戰領域比其他作戰環境更加變化不定。山與海難以移動，但是網

際空間的每一個部分，都可以靠著一個動作就打開或關閉。」1--Gregory J. 

Rattary 

隨著科技的進步，網際空間也面臨著一系列問題亟待解決，網路威脅與挑戰

也就是網際空間的戰爭，一直是在不斷地發現問題、研究問題，進而解決問題中前

進的。而各國除了積極發展網際空間作戰能力，另一方面也因國情與國力不同而發

展不同之解決方案。 

網路戰為一種威懾性較強的作戰方式，不論是金融體系、媒體或是重大公共

設施，均可透過網際空間，殲敵於瞬間。網路戰是一種低損耗、高效能的力量，可

以最小犧牲獲得最大效益。國家或是組織將透過網際空間將使其軍事力量得到極強

的優勢。儘管現今的戰爭型態已不同於過往，戰爭的目的仍是要求得勝利，即使隨

著戰爭型態的不同而在戰略的決策上有所差異，這些策略的考量卻都會直接影響問

題解決的效率。此外，不只網際空間作戰方式必須因應時代趨勢而實施變革，另一

方面由於傳統的作戰管制將無法提供戰區層級網際空間作戰所需的整合性、反應力

和靈活度，對於從事相關工作之人員來說，面對決策時，將遭受極大之壓力，若非

經一段時間之實務工作歷練，並不能勝任，倘若能努力研究箇中微妙之關係，將可

協助判斷之方向。 

重點在於，無論國防計劃與國家政策有多大的革新遠景，無論及進展的速度有

多快速，都比不上變革的基本方向來得重要。現在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自己的網路

安全作為，不管是針對網路犯罪、網路恐怖組織或是廣義的網際空間作戰，各國因

應各區域的要求，紛紛致力發展其網際空間策略。故本研究將藉由探討美國之網路

政策運作，進以觀察網路戰與國家安全之間的微妙又緊密的關聯。依據作戰目標可

將網路戰區分為兩個類別: 國家戰略網路戰及軍事目標網路戰。 

                                                 
1 Gregory J. Rattary〈An Environment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Cyberpower〉,in Franklin D. 

Kramer, Stuart Starr, and Larry K.Wentz,eds.,《Cyberpower and National Security》，(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2009),253-274,es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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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網路戰分類表 

項次 類別 特色 

一 
國家戰略

網路戰 

平時 
在沒有發生任何兵火力殺傷破壞的戰爭情

況下，攻擊目標資訊網路及設備。 

戰時 
在戰爭的狀態下，對敵採軍用和民用資訊

網路系統的攻擊。 

二 
軍事目標

網路戰 

廣義 
將國軍既設系統與裝備，組成一以整體戰

力為核心的網路體系 

狹義 即電腦網路作戰 

事實上，政府對於網路基礎建設的保護及網路犯罪的執法是極繁瑣的，許多

網路基礎建設和資訊資產的擁有權及經營權都屬於私營部門，他們為了保護私人市

場而有各式各樣的動機。舉例來說，歐巴馬政府致力推動的網路安全法案，一方面

受到公民組織對於個人隱私保護的關注，另一方面也受到為了追求利益避免負擔更

多管理成本的企業挑戰與打壓。各式各樣的非國家行為者在網際空間中無所不在，

網路攻擊的行為者是多元且普遍的，範圍從關心網路自由的個人至有政治動機的團

體，從匿名者到網路犯罪組織，這都使得網路管理作為更加困難。 

而非國家行為者的攻擊目標不侷限於國有網站或政府組織。例如，在 2010年

維基解密事件的風波後，許多金融機構拒絕資助該站，“hacktivists”便採取了

一致的行動對這些金融機構進行反制。而在 2010年發現的高複雜度震網(Stuxnet)

蠕蟲病毒，則主要是設計來攻擊伊朗的鈾濃縮設備。首度證明了國家可透過網路戰

武器(惡意軟體)控制他國家的關鍵基礎建設。 

目前普遍共識僅止於網路安全防禦為正當行為，然而，卻也有部分國家將網路

攻擊視為嚇阻之合法選項之一。換言之，網路上所產生的衝突是否適用於武裝衝突，

是否符合聯合國憲章第 51 條中的”自我防衛之繼承”以及關於構成網路戰的不確

定性與武裝衝突界線的爭議，這些將是這個時間要好好思量的問題。不少國家均宣

稱不會實施網路攻擊，但卻無法保證不會遭受到激進分子的攻擊，而網路上從事間

諜活動其實與網路攻擊很難區隔，這些行為的涉法性也無法停止遭受非議。 

就國際法而言，美國的震網(Stuxnet)在許多法律專家的國際法觀點中，相當

於一種「武裝攻擊」，因為它確實造成了實體的破壞，並非只是簡單的操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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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震網(Stuxnet)的變種，如 2012年發現的火焰(Flame)，或其他惡意程式，如中

國用於來監視一百多個國家的鬼網(GhostNet)，皆證明了新的監控工具是可能被國

家或犯罪組織所使用的。這些惡意程式或探測行為可能都是為了取得國防或商業機

敏資訊，以政府及企業為目標的間諜攻擊更是不勝枚舉。賽門鐵克(Symantec)在

2012年的 3季報告中指出，事實上這些特定攻擊行為已從 2010年的每日 77件增

加到 2012年的每日 82件，而網路間諜活動也被指控為加深國際間政治經濟關係的

困擾因素。 

2007年的愛沙尼亞網路攻擊事件，以及 2008年俄羅斯和喬治亞的衝突期間，

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並把網路攻擊視為未來戰爭的新型破壞手段。毫無疑問

地，網際網路已成為國家發展軍事戰力時的潛在衝突區塊。現今的網路攻擊伴隨武

裝衝突看似合理，但國與國之間對於國際法適用於網路領域的程度仍有所分歧。 

表 2-2網路戰戰役實例分析表 

網路戰戰役實例分析 

戰役 愛沙尼亞網路戰 喬治亞網路戰 

時間 2007年 4~5月 2008年 8月 

肇因 政治炒作引爆民族情仇 俄不滿北約勢力擴張 

特色 第一場網路戰爭 首度配合軍事行動 

處置 成立電腦緊急應變小組 向外求援。 

戰損 重要關鍵基礎設施，含金融體系均遭癱瘓 政府重要網站遭破壞 

分析 愛國網路普及程度很高，相對地面對網路

戰之損失更為慘重。 

由於重要基礎設施未資訊

化，故未像愛國般遭到攻擊

重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越來越多的國家熱烈的探討關於網路威脅可能潛在的軍事應變作為，例如使

用傳統武器避免攻擊或進行網路反制，可以對敵人試圖引起網路空間戰爭的軍事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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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進行破壞、阻絕、干擾等破壞性手段。 

紐約時報報導某些國家的軍隊已將「惡意軟體」視為「新式主要戰爭工具」，

並指出擁有前 15高軍事預算的國家都將資金投注於網路攻擊能量。同時，國家、

區域乃至國際正致力於評估網路攻擊手段應用於軍事方面的風險，及此種應用該如

何以國際法規範。舉例來說，在愛沙尼亞首都塔林(Tallinn)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所屬網路合作卓越防禦中心已著手進行編著解釋規範武力使用、戰爭法條(jus in 

bello)及管理武裝衝突的訴諸戰爭權(jus ad bellum)。亦在國際多邊論壇中討論

信任與安全建立措施的概念。 

由於種種社群媒體的利益，網際空間將實體利益快速地串連起來，此一虛擬的

領域，已如同陸、海、空、太空等實體領域一般，漸被國際認定為一種領域。而在

這個領域之中，故也不能倖免於犯罪及衝突事件的發生。像美國這樣高度網路化的

國家，在遭受到網路攻擊的時候，將會比其他國家蒙受更大的損失，而比起其他非

國家團體更是損失龐大。2 

美軍在全世界擁有超過 1.5萬以上個網路和 700多萬臺電腦設備，然而其對網

際空間的依賴，與其在網路安全上的不足形成了鮮明反差。美國國防部報告稱，五

角大樓的網路每天遭遇數以百萬計的入侵偵測，而其中成功的侵入事件已導致數以

千計的文件檔案洩密。 

而網路戰的平戰模糊的特性，更是令決策者無法輕易定義網路戰發生與否。而

網路攻擊來源的不易確定，更使的反制目標不易獲得。網路攻擊的行為者也很難判

斷是有如國家或是恐怖組織背後強大力量趨使，或是網路獨狼的個人行為。 

「不對稱作戰」看起來好像是小國對大國 (以小擊大) 的優勢。然而就另一方

面來看，具有強大國力的國家，往往同時具備了強大的軍事力量，透過太空偵測、

衛星傳播、高速計算與複雜軟體提供之蒐集、分類、傳輸與廣播資訊的強大能力，

可以使其即時掌握發生在廣大地理區域所發生的複雜事件，也可以對小國進行作戰

(以強擊弱)。甚至一個個體就可以運用駭客技術驅使其他不知情的個體對同一目標

發動攻擊(以眾擊寡)。在不動用軍事實體武力的狀況下達到孫子兵法中「不戰而屈

                                                 
2 Andrew F. Krepinevich, CYBER WARFARE- A “NUCLEAR OPTION” ?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2,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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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兵」的境界。 

在九一一攻擊事件後，美國對恐怖組織展開報復的軍事行動，同時也開始將不

對稱作戰理念的「超限戰」導入軍事作戰的思維模式中，不但要綜合運用各種高科

技，並須將非國家組織與主權國家均列為戰爭主體，在此戰略趨勢下，網際空間作

戰已成為軍事作戰中必要的一環。3 

第一節 網路安全威脅分類 

早期網際網路的發展侷限於科技社群及私人團體，並無太大的安全顧慮。近

三十年來由於科技的快速發展、資通技術使用的增加、網際網路的急速擴張，許多

政策面、法律面、社會面的網路面象並未能被完全的理解。顯而易見的，多方的論

調不只著重於未來的網路威脅及其可承受的回應，同時也重視個人與國家在網路領

域的權利、網路管理問題、文明社會定位、軍事及政府的網路安全。 

當前最嚴重的網路安全問題當屬網路勒索與網路攻擊，例如：美國人事管理局 

(OPM) 以及美國醫療保險公司偉彭 (Anthem)，都發生了嚴重的資料外洩事件。而

2015 年美國境內發生的資料外洩事件當中有很大部分 (41%) 都是因為裝置遺失所

造成，其次是惡意程式和駭客入侵。4 

在網際空間邁入了「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的年代，代表人類社會進

入更便利的環境，然而這個更方便、更隨心所欲的代價就是大量的個人資訊放在網

路上，將自己暴露在更大的安全威脅之下。網路無遠弗屆，像是一種隨心所欲、毫

不受限制的環境，即使相隔千里，從甲地終端設備便可控制位於乙地的設備，只要

能夠與網際空間構連，廣大的世界都能透過網路在數秒之間連結。但若是用另外一

種想法角度來看這樣的便捷性，人們似乎更應該要重視資料與隱私的安全性考量，

更謹慎處理所掌握或經手的資訊。正因為「雲端運算」必須能夠隨時隨地存取儲存

                                                 
3 劉錦翔作。<次世代網路對網路戰之影響>《前瞻國軍對次世代網路之應用》。台北：國防大學管理

學院，99 年 9 月。 

4 趨勢科技新聞 2016 年 3 月 9 日台北訊，http://www.trendmicro.tw/tw/about-
us/newsroom/releases/articles/20160309032628.html(檢閱日期:2018/05/25) 

http://www.trendmicro.tw/tw/about-us/newsroom/releases/articles/20160309032628.html
http://www.trendmicro.tw/tw/about-us/newsroom/releases/articles/201603090326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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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雲端的所有資料，相對地，駭客也知道其攻擊的目標都在同一個區域；而這樣的

雲端運算的功能：大容量與速捷，在方便之餘也將讓資訊安全暴露在極高風險的環

境之下。 

隨著網路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服務可透過網路提供，但針對網路服務的攻擊手

段也出現了，阻斷服務（Denial of Service，DoS)是駭客們最常用的手段。這種

攻擊行為使網路服務器充斥大量要求回復的資訊，消耗網路頻寬或系統資源，導致

網路或系統不勝負荷以至於癱瘓而停止提供正常的網路服務。 

圖 2-1 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示意圖 5 

(資料來源: http://slidesplayer.com/slide/11205558/) 

阻斷服務攻擊使用「假封包」（來源位址為假）來淹沒主機，從而導致其對正

常用戶的服務質量下降或停止服務。有時為了提高攻擊效果，駭客們可以利用聯合

多個攻擊端點一起向目標位發送攻擊封包，這就是分散式阻斷服務（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DDoS)。 

科學家透過人體實驗證明人類對於未知會產生恐懼，基於這種因未知不明所衍

生的恐懼，更進一步肇生對這個由錯縱複雜的高技術所架構而成之網際空間，存在

的不確定感與不信任，這將會阻礙網際空間政策發展，剖析其中緣由，不難發現一

                                                 
5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http://slidesplayer.com/slide/11205558/，(檢閱日期:2017/11/24) 

http://slidesplayer.com/slide/11205558/
http://slidesplayer.com/slide/1120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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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僅是因為人們對於不確定的虛擬世界了解不足所致。而網際空間與日常生活的息

息相關卻又使人類活動在網際空間上直接互動，不論民間、政府、或是國家，在享

受網路所帶來的便利的同時，均受到網際空間作戰的威脅。 

事實證明網路化越深的國家或地區對網際網路依賴就越深，同時受到網路安全

的威脅就越大。如在 2000年 2月，以雅虎(yahoo)為首的美國一系列大型網站遭到

了駭客組織性的攻擊，事後證明駭客採用的正是 DDoS。6依據資料統計，在 2000年

2月 7、8、9日這短短的三天裏，這些受害公司包括了雅虎、電子港灣(e-bay)、

亞馬遜亞馬遜（Amazo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等損失超過了 10億美元，而

這場攻擊是由一個年僅 15歲的少年所發動的。7而在 2000年 10月中旬，微軟的機

密網路被一駭客入侵，駭客攻破了微軟的系統，並偷走部分程式碼，這使得微軟不

得不變更其產品上市計畫，造成的損失是不言而喻的。 

2017年一開春，臺灣就爆發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券商集體遭 DDoS攻擊勒索事

件，全臺 79家券商中，先後有十多家券商收到勒索信件，其中 13家的網站下單系

統更實際遭 DDoS攻擊，平均短暫停擺了半個多小時。由以上重大案例可知，網路

的普及雖然帶來很多方便，但若不重視網路安全，反而會蒙受無法彌補之損失。 

表 2-3 DDoS攻擊受害劵商統計表 8 

(資料來源: iThome整理。) 

                                                 
6 Martyn Williams,’ 'Immense' network assault takes down Yahoo’, CNN, February 8, 2000 
Web posted, http://edition.cnn.com/2000/TECH/computing/02/08/yahoo.assault.idg/index.html(檢閱日

期:2012/3/19) 
7 Brian Ries, ‘Hackers -10 Most Famous Attacks, Worms, and DDos Takedowns’, Daily Beast, 
2010.12.11,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hackers-10-most-famous-attacks-worms-and-ddos-
takedowns(檢閱日期:2012/3/19) 
8 <臺灣史上第一次券商集體遭 DDoS 攻擊勒索事件>, iThome, 2017/02/14, https://www.ithome. 
com.tw/news/111875(檢閱日期:2018/5/19) 

http://edition.cnn.com/2000/TECH/computing/02/08/yahoo.assault.idg/index.html
https://www.i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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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者認為網際空間是屬於無政府的狀態，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可以執行治

理。但就某些技術標準而言，然有著部份的共同治理的範疇，如與網路位址相關技

術標準，是由非政府的網際網路標準組織( Internet  Engineering Force, IETF) 

的程式設計師之共識而設定，而這些標準是否適用端看是否納入資訊產品設計中。

例如，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指配組織（ 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9就是在美國法律下具有法律地位的非營利

公司，然而 ICANN的權力僅限於統轄名稱與例行管理，並無法對網際空間進行廣泛

的治理行為。在現今數位化的時代，不僅僅軍人可以掌握著資訊技術，進而參與這

網際空間的競爭，迅速流通的資訊，讓進入網路攻擊的門檻極低，就連普通百姓也

可以是網路戰/資訊戰的參與者，可以藉助網際網路攻擊敵方的金融、電力、政

府、交通等系統。另外，像企業、宗教團體、恐怖組織、販毒集團等由於擁有資訊

技術和便利條件就能夠透過網路實施攻擊。 

表 2-4 網路攻擊動機分類表 

    行為者 

動機 惡意小程式 業餘玩家 專家 特業人士 

國家利益 大規模攻防行為 間諜行動(含情蒐與特工作業) 

個人利益 大範圍資料遺失 竊取 威脅行為數量為目前最快速增加者 

個人名聲 
不受任何組織之指揮，完全依個人喜好和計劃製造攻擊事件，如獨

狼 10之類的激進分子。 

好奇心 
透過網路上的資訊，平凡的人也可成為攻擊手。 

大多數的網路威脅屬於此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9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指配組織 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是

一個非營利性的國際組織，負責 IP 位址的分配、通用頂級網域名稱(Generic Top-Level Domain, 
gTLD)以及國碼頂級網域名稱(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 ccTLD)系統的管理、以及根伺服器

(root server)系統的管理。作為一個公私資源結合的組織，ICANN 致力於維護網際網路運行的穩定

性、公平競爭性、並廣泛代表全球網際網路相關組織，由下而上(bottom-up)達成一致意見與符合

其使命的政策。http://www.icann.org.tw/ (檢閱日期 2012/4/18) 

10獨狼恐怖分子（英語：Lone wolf）是用暴力行為去支持一些團體、運動、或意識形態，但獨自執

行的人。〈獨狼恐怖分子〉，《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D%A8%E7%8B%BC%E6%81%90%E6%80%96%E5%88%86%E5%AD%90(檢

閱日期 2012/5/14) 

http://www.icann.org/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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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8月初全球最大的駭客大會「Defcon」在美國賭城拉斯維加斯舉行年會

時，與會的安全專家就曾提出警告：未來恐怖分子以及駭客，將會利用新發現的安

全漏洞，對軍、公、民營的電信、能源、金融、交通、供水、救災等系統的「監控

與資料擷取系統(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SCADA)」之核心

電腦進行大規模攻擊。SCADA系統儼然已成為駭客下一個攻擊的目標，所以未來各

國所面臨的將會是相當複雜且難以獨自處理的重大資通安全防護問題。 

在很多情況下，遭受網路戰攻擊後，依據現有的國際法和聯合國的決議，是

很難將網路攻擊行動定義為戰爭行動。網路戰的武器載台是電腦，任何個人都可以

使用電腦，一旦發生網路攻擊後，很難確定這是個人行為還是國家行為。如是個人

行為，就很難將其定性為戰爭行動，即使他明顯就是為每個國家執行作戰任務。但

因為當前的國際法都是以越過國界的軍事行動和侵犯主權的行動來定義戰爭行動

的，而網路攻擊不存在越過國界的問題，所以目前並沒有一部國際法可以將網際空

間的攻擊行動定義為戰爭行動，或是有相關的法律規範來對於任意的網路攻擊實施

管制。 

在全球化的時代，人員流動十分廣泛，敵人可以直接到別的國家實施網路攻

擊，如「蓋達組織」的人員就經常派人到美國本土對美國政府的網站發動攻擊(美

國境內)，因此遭到網路攻擊後很難確定發動攻擊的國家和組織。網際空間的作戰

已然成為「超限戰」的最佳代表，不但可以執行「不對稱作戰」任務，更可以將戰

場遠離本身國土(境外作戰)，並可輕易隱身於網路的另一端。 

網路作戰的主要特性即網路攻擊行動者透過網路化組織架構、迅速集結遂行游

擊式攻擊的能力遂行作戰，而這些組織大多並無實際之領導人，成員可能是由恐怖

份子、罪犯、宗教狂熱者、愛國份子及民族國家主義份子，或社會的激進主義者，

甚至只是無關的好奇者。不管這些參與者的身份為何，攻擊的一方一般都會是勝劵

在握的一方，這是由於就某些方面而言，網路戰的勝利可歸因於其未知性，在尚未

遭逢適切的反制作為之前，網路攻擊的一方仍將持續保有無往不利的態勢。 

在網際空間裡，不僅平戰界線模糊，甚至於很有可能連作戰對象是誰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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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不清楚，這樣的局勢對於肩負克服各種國家安全 (含新世代非國家組織行為者所

展現之威脅) 的國軍及政府而言，莫不是嚴峻之挑戰。 

首先，光是要確定攻擊源頭就已經相當困難，大量案例顯示出大規模網路攻擊

大多是借助成千上萬的跳板機(如個人電腦)，在經過多次跳轉後，對目標實施攻擊

行動的，而這樣跳板機可能存在世界各地任何一個角落，連跳板機的主人恐怕都不

知道自己已經成為跳板，要想確定攻擊源頭相當困難。 

例如 2002年 1月 10日，中時、自由、聯合三大報，以顯著篇幅報導疑似支持

蒐集奧薩瑪‧賓拉登的中東駭客組織利用我國部分網站安全機制漏洞，侵入多處電

腦主機後，假借受害公司的網址，對美國國防部與軍事網站發動攻擊，並竊取機密

文件。11 

此外，網路戰也日益成為恐怖主義利用的手段。在過去具有毀滅性的科技大

多掌握在政府手中，但近年來卻落入難以控制的個人與團體中由於恐怖組織利用網

際網路招兵買馬、策劃恐怖襲擊，網路恐怖主義也引起了各方重視。相較於過去傳

統的恐怖主義行為者，現代的恐怖主義者更善於利用網際網路的傳播力量，廣泛而

大量的吸收和發展「獨狼」式的恐怖分子成為組織的基層 (即所謂的「細胞」)。 

所謂 「獨狼」，是泛指沒有離開美國本土的穆斯林居民，透過網際網路受到

中東地區恐怖組織的影響，成為恐怖活動的同情者或支援者，甚至成為恐怖分子。

他們可能在網上聽取極端宗教勢力的佈道，但不屬於恐怖組織的指揮鏈，他們獨來

獨往，完全依個人喜好和計劃製造恐怖攻擊事件。 

西方學者桃樂西．丹尼 ( Dorothy Denning) 將網路攻擊行為綜整歸納為行

動主義、駭客行動主義以及網路恐怖主義等三大類別，本研究依此三類組成、特色

分類整理出一分類表，如下列表 2-3： 

                                                 
11 吳金雄作。〈駭客入侵與網路安全〉，《海軍軍官學校》。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sourceid=navclient&aq=f&oq=2002%E5%B9%B4+%E5%A5%A7%
E8%96%A9%E7%91%AA+%E5%8F%B0%E7%81%A3+%E7%B6%B2%E8%B7%AF%E6%94%BB%
E6%93%8A&hl=zh-TW&ie=UTF-8&rlz=1T4GGHP_zh-
TWTW448TW449&q=2002%E5%B9%B4+%E5%A5%A7%E8%96%A9%E7%91%AA+%E5%8F%B0
%E7%81%A3+%E7%B6%B2%E8%B7%AF%E6%94%BB%E6%93%8A&gs_upl=0l0l1l38342lllllllllll0 
(檢閱日期 201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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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網際空間攻擊分類表
12 

項次 類別 特色 

一 行動主義 
持續使用網際網路以支持某項行動或目標的作為，但

不涉及入侵或破壞之攻擊行為。 

二 駭客行動主義 專業或業餘駭客運用技術破壞目標系統正常之運作。 

三 網路恐怖主義 
為網際空間與駭客與行動主義之聚合，為特定目標行

動，可能造成極大的傷亡。 

第一類的行動主義係指正常、持續使用網際網路以支持某項行動或目標的作

為。行動主義的攻擊行為屬於非入侵式網路行為，包括瀏覽網頁資料、建立網站及

公告資料、透過電子郵件刊物及信件，或是直接在線上探討相關議題、組織聯盟

(網路社群)及計劃、發起與協調活動等網路行為。 

第二類的駭客行動主義，可視為駭客行為與行動主義之結合。運作範圍包含：

專業或業餘駭客運用技術對付目標網路、試圖破壞系統正常之運作，如中斷連線或

停止服務。相關案例如電子郵件炸彈、網頁綁架、電腦入侵及電腦病毒及蠕蟲等。

這些實際的攻擊手有可能是主動發起，卻有更多是被動不自覺的被利用（如殭屍電

腦 13），當然也有些攻擊手是因為受到網際網路上的輿論影響而自願參與。 

第三類的網路恐怖主義，可視為網際空間與駭客與行動主義之聚合。其行動範

圍涵蓋了具有「政治動機」的駭客攻擊，旨在造成像是人民傷亡或嚴重經濟破壞等

重大傷害，例如入侵空中交通管制系統而造成兩架飛機碰撞，或是控制重大民生基

礎設施如電力系統等。 

不過，行動主義、駭客行動主義及網路恐怖主義這三種行動，其間之分界線其

實相當模糊。以電子郵件炸彈而言，有些人認為是駭客行動主義，有些則認為這是

                                                 
12桃樂西．丹尼 (Dorothy Denning)作，楊永生譯，<第八章：行動主義、駭客行動主義及網路恐怖主

義>，《網路及網路戰》，國防部史編室，2003 年 10 月，301-369 頁。 

13殭屍電腦（Zombie computer）指連接網際網路的電腦被病毒感染後，受控於駭客，可以隨時按照

駭客的指令展開拒絕服務（DoS）攻擊或發送垃圾信息。通常「殭屍電腦的擁有者」都沒有察覺到

自己的系統已經被「殭屍化」，就彷彿是沒有自主意識的殭屍一般。〈殭屍電腦〉，《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AA%E5%B1%8D%E9%9B%BB%E8%85%A6(檢閱日期 201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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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網路恐怖主義範圍。同樣的，任何行為者也可能實施跨類別的活動。 

舉例而言，恐怖份子可能釋放病毒作為大規模網路恐怖主義戰役的部分手段，

也可能同時使用網際網路蒐集目標資料，與共謀者協調行動，或者利用網路遂行宣

傳。故桃樂西．丹尼雖將網路攻擊行為區分為行動主義者、駭客行動主義者及恐怖

份三種行動類型，但在其書中也提出單獨個體極有可能同時會扮演所有三種角色。 

這三類的網際空間攻擊發展趨勢似乎傾向逐漸擴大其傷害及威脅程度，這並不

一定代表網路攻擊行為對政治的影響將加劇，但如果運用網路，同時發動上百萬份

的訴願書，瞬間將擠爆政府網頁，讓政府網路癱瘓無法正常運作，如 2008年 8月

喬治亞戰爭期間，喬治亞政府網站就「非常巧合地」在俄軍進攻前夕被成千上萬的

網民同時點閱，造成網路癱瘓，使得喬治亞政府無法在第一時間將俄軍入侵訊息傳

遞到全世界。 

又如在 2009年的伊朗大選中，某些西方國家就利用網站和部落格向全球發佈

假新聞，致使伊朗民眾舉行示威遊行，伊朗國內甚至爆發激烈衝突，使原本就不平

靜的伊朗大選更加動蕩。類似案件在近代的幾次網路戰戰役中，均可明顯看出有心

國家運用駭客組織達成其政治目的的痕跡。 

第二節 民用與軍用的網路威脅：變換身份和來源 

全球網路這個領域的特點包括入門技術門檻低，個人用戶只需要最低限度的技

術，並便可以迅速傳播，複製，散佈檔案到世界各地，讓全球的互相連結達到一個

前所未有的境界。 

約瑟夫•奈伊在他具有開創性的報告中，描述了網絡路空間的主要特徵和對外

交政策的影響：“價格門檻低，具有匿名性，以及不對稱的漏洞，意味著較小的行

為者在網絡路空間中，反而比在許多國際政治的傳統領域上有更多運用硬實力和軟

實力的能力“。 

仔細觀察近年來的網路事件就會發現不同形式但有不斷改變動機和行為者類別

的網絡路衝突不斷湧現。越來越多的全球網路犯罪組織利用先進的網路技術（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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殭屍網路（Botnet，亦譯為喪屍網路、機器人網路）14、阻斷服務攻擊（denial-of-

service attack，DoS attack、DoS）亦稱洪水攻擊），這是個每個國家現在非常關

注的一個問題。 

 “駭客行動主義(Hacktivist)”的一些團體，如匿名者(Anonymous)和 LulzSec. 

假如有企業, 機構, 或是政府部門的政策或是行為是他們無法苟同的就會去不斷的

挑戰他們。在西方，一直有關於一批由國家機關所支持的“網路戰士”對世界各地

的政府進行有系統性的攻擊的謠言。就在有關 Stuxnet，蠕蟲和木馬程序，如火焰，

Duqu，Gauss木馬的真相以被揭露之後，消息指出在中東的高端間諜行動正大量的在

使用這些網路工具(cyber tools)。 

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無法得知這類惡意軟件的起源; 但是這些到底是國家資

助的或私人行為？這些事件背後的動機和源頭到底是什麼？國家是否已對網路戰爭

做好了準備？ 

這些行為者(actors)的類型也有很大的不同。我們稱為“白帽(White Hat)”，

或“道德(ethical)”的駭客，大多是因為自己的興趣或是被企業聘僱的情況下去專

研電腦系統的漏洞並且公開這些安全漏洞好讓公司或企業可去修補這些漏洞。相反

的是"黑帽(Black Hat)”駭客，他們利用電腦安全的漏洞來入侵別人的系統或電腦

只為了謀取個人的利益。15 

網路犯罪分子包括非法竊取個人資料或攻擊銀行賬戶的竊賊，同時包括威脅以

駭客行為來向私營部門勒索的人。這些種類的區別其實是非常小且容易變動的, 而

且他們使用的工具往往都是差不多的。 

一場歐盟在 2011年主辦的一場網路安全研究會上得出結論說，“大多數的網路

威脅涉及的要素包含鬆散的連接網路和不停變換身份的行為者，而政府的反應往往

                                                 
14殭屍網路（Botnet，亦譯為喪屍網路、機器人網路）是指駭客利用自己編寫的分散式阻斷服務攻

擊程式將數萬個淪陷的機器，即駭客常說的傀儡機或「肉雞」（肉機），組織成一個個命令與控制節

點，用來傳送偽造包或者是垃圾封包，使預定攻擊目標癱瘓並「阻斷服務」。 通常蠕蟲病毒也可以

被利用組成殭屍網路。 
15 Parliament,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xternal Policies. Policy Department cybersecurity and Cyberpower 
concepts, Conditions and us European capabilities for Cooperation for Action within the EU,2011,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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侷限於既有的機構環境內”。 

第三節 小結 

網路對於國家、社會團體及個人的好處是很明顯的。這場全球性的「資訊革

命」為個人、公司、政府、國際組織和其他團體帶來了快速連結的能力。網際網路

的互聯性在當今全球經濟中扮演關鍵角色，對全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而言更是日漸

重要的需求。 

網際網路創造了無限的溝通管道，不管是一對一的電子郵件往來，還是一對

多(如部落格)，或是多對一(如維基百科) 的網頁，以及多對多的網路聊天室或社

群網站(如臉書 Facebook或是推特 Twitter等)，這些通訊上的快速發展使資訊的

流通將更遠、更廣、更快並更不受控制。 

資訊往往能夠提供關鍵性權力資源，如今有比過去更多的人可以透過網路取

得更多的訊息，這意味著政治將不再是政府所獨佔的領域，多重複雜的角色將在政

治上被賦予關鍵性的權力。網際空間所帶來的如同刀刃的兩面，不僅是便利性，在

提升效能的同時，網際空間也使得國家對於人民的生活漸漸失去主導地位，人民透

過滑鼠的點擊自願地接觸到多重的意識形態，在不同的社群中相互影響，甚至形成

龐大力量。參考他國網路戰役，不難發現這種不論是有計畫性地或者是不小心失控

的意識型態間的拉扯，往往就是戰爭的開始。 

然而，戰略的演進不也就是由無意識到警覺，警覺後開始防禦，待完成風險

區隔後，要以作戰任務優先，結合實體作戰領域(陸、海、空以及太空)，針對區域

重點實施作戰。以國家安全的整體考量，在網際空間的威脅與挑戰下，須以維護國

家關鍵基礎建設安全為首要，所謂國家關鍵基礎建設(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CI)是指「在一個國家中為維持國家安全、民生、經濟而需提供的基本產品或服

務，包含維持國家最起碼的經濟、民生、政府運作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的實體和以

資訊電子為基礎的運作系統」。 

安全的通資訊防護機制，必須能保護國家的利益，並維持政府與民間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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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運作，在政府方面，舉凡金融體系、商務運作、政府服務、水、電、油、瓦斯

等供給、緊急救援體系、交通及電信等關鍵基礎設施都要能正常運作；在民間方

面，則要能確保民眾的日常生活與權益不受影響。16因此，必須維持以下四項基本

體系的正常運作： 

一、 政府的正常運作。(包含災害防救體系) 

二、 軍事力量的維持。 

三、 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電信、水、電、油、瓦斯、食物)的正常供給。 

四、 金融體系及商業的正常運作。 

圖 2-2國家安全目標示意圖(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相對其他作戰領域，網路空間作戰偏屬於低強度社會層次的衝突，同時也較

不易被察覺，這是因為網際網路被設計為便利、互通、可迅速擴展，且容易適應不

斷創新的新技術，致使網際空間的平戰界線相當的模糊。 

然而，這些特性也同時提供潛在敵人許多機會來利用與攻擊，一些低門檻小

規模的攻擊活動卻往往可造成不對稱之大規模影響。例如，西元 2008年在俄格衝

                                                 
16 ＜建立我國通資訊基礎建設安全機制計畫＞第二期(94~97 年)，《行政院資通安全會報》，

2007/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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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爆發後，白俄羅斯籍網路新媒體專家伊夫津尼·莫羅佐克 17利用普通筆記本電腦

接入網際網路，進入俄羅斯一些人氣超旺的論壇中學習攻擊喬治亞網站的方法。短

短的一個下午，他就成功地參與了對喬治亞網路的攻擊。可見，憑著興趣或好奇

心，平凡的一般民眾也可輕易在網際空間化身為「超級戰士」。最重要的一點是，

這種類型的網路戰成本低廉，具有相對極高的作戰效益比。 

網路資訊可以穿越網際空間而流通，吸引目標群眾成為軟實力的基礎，同時

也可以透過網際空間對敵實體目標實施攻擊。這樣的網路攻擊所依靠的網路戰武器

可以是一套系統，也可以只是一個小程式。由於現代許多工廠和設施都是透過網路

連結資料擷取與監控 (SCADA)的電腦控制作業流程，只要在系統中植入惡意程式，

極有可能癱瘓作業，如美軍在 2010年利用蠕蟲病毒(Stuxnet)干擾伊朗核子設施，

使其核子發展延宕。 

網路攻擊經常被廣泛的定義為非法侵入電腦或數位網路。網路攻擊天天都在

發生，類型含有網頁置換、阻斷式服務攻擊、資訊竊取、電腦及伺服器入侵。透過

軟體惡意軟體或破壞程式可進行各項非法行為，達成竄改密碼、資料偷竊、奪取主

機權、關閉服務。網路攻擊的目的在於讓使用者無法使用服務及破壞電腦的操控功

能，進而入侵電腦竊取資料。18大多數的網路攻擊並不會造成實體的破壞，卻會導

致經濟上的損失，有時也會提升國際間的緊張情勢。全球性的網路攻擊越加複雜且

頻繁，而產生的經濟虧損也日益嚴重。 

SANS ISC美國網路預警中心 19主任馬庫斯·薩科斯 (Marchs Sachs)認為：「確

認攻擊者的具體身份非常困難……而要確定攻擊的源頭是政府、軍事組織還是民間

                                                 
17＜網路戰：沒有硝煙的戰爭 用看不見的方式摧毀你＞，《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military/txt/2011-01/14/content_21738575.htm (檢閱日期

2012/5/14) 
18 H. Lin, “Some modest steps toward greater cybersecurit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68, no. 

5, 2012. 
19 SANS ISC(Internet Storm Center)網路預警中心是 SANS (SysAdmin，Andit，Netwok，Security)協會

於 2001 年成立的一個全球性的安全事件響應組織，為所有的 Internet 用戶和組織提供免費的互聯

網攻擊分析和預警服務，同時 ISC 和很多 ISP 保持聯繫，幫助這些 ISP 抵禦受到的各類攻擊。楊

望著，〈SANS ISC 建立開放的響應合作機制〉，《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http://www.edu.cn/ 
agencies_7959/20090414/ t20090414_372349.shtml(檢閱日期 2012/5/14) 

http://big5.china.com.cn/military/txt/2011-01/14/content_21738575.htm
http://www.edu.cn/%20agencies_7959/
http://www.edu.cn/%20agencies_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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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幾乎是不可能的。」就近來各次網路戰役看來，儘管種種跡象顯示可能主使

國家，卻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承認實施網路攻擊行為，以避免被他國撻伐。 

圖 2-3 網際空間未來挑戰示意圖(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雖然沒有一個國家會承認其有實施網路攻擊的企圖，多數的國家會宣稱其針

對網際空間安全威脅將致力研究防禦手法，但因攻防是一體的兩面，事實上這些國

家對於網路攻擊的手段研究更是精心鑽研。所以，目前國際上所表現出來的網際空

間戰略發展趨勢為各國均強調其網路戰力的所有相關整備作為都是為了其國家安

全，而非作為攻擊用途，但其戰術戰法必包含了攻擊手段。 

國際環境變遷，世界資源分配不均，再加上恐怖主義的擴散，更顯現出網際

空間中的威脅與挑戰對於國家安全而言是遠遠超越了軍事目標，它有可能影響到社

會的每一個層面，這些層面將包含了政治、經濟、軍事、心理。鑒於網際空間整合

性的特性，每一項安全威脅，如網路入侵引起的電路故障、交通運輸網的故障或是

金融體系的故障，都會造成社會的巨大恐慌與震盪。而其他比較感覺不到即刻影響

的資訊失竊，例如智慧財產權，但卻會如蠶食般持續的侵蝕一個國家的軍事效益與

經濟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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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家層級的網際空間策略 

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形式的延續，戰略就是為了達到戰爭目的而對鬥爭的運用。

既然戰略是達到戰爭目的而對戰鬥的運用，戰略必須擬定戰爭計畫，為整體軍事行

動確定一個符合戰爭目的之目標，並且商定各個戰局的方案，與部署其中各個戰鬥，

以獲得戰爭的勝利。 

聯合國裁軍研究所(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 

UNIDIR)主張網路安全是全球關注的要項，而網際空間的重要性則反應在經濟、政策、

安全層面。自 1988年俄羅斯聯邦政府(Russian Federation)首次先向歐盟聯合國提

出減少網路衝突的風險的提議，當時僅有少數國家擁有適切的國家級網路安全和網

路戰規劃，現今，半數以上的聯合國會員國都有一定的能力保護主幹網路及應對網

路威脅。安全防護公司和學術界已針對未來可能會發生由國家所引起的網路威脅,或

是針對某個國家所發起的網路威脅, 做出了強烈的聲明。目前對於某些國家/人來說, 

網路戰爭已經是真實存在的, 並且足以對現代的國家造成毀滅性的傷害。 

聯合國裁軍研究所在 2011年的初步評估中發現在 193個聯合國會員國中，有

68個國家制定了網路安全計劃 1，其中，32個會員國將網路戰納入軍事計劃及單位

中，36個國家擁有民間的網路安全機構。2012年的再次調查的 193個國家的公開

資料中發現，擁有國家制定的網路安全計劃的國家已成長至 114個，其中 47個國

家將網路安全併入軍事作為，而 67個國家僅有民間網路安全組織。 

 

第一節 國家層級的網路威脅 

現代的網路攻擊不僅是少數駭客造成的破壞，有些國家把網路攻擊作為國家級

武器，試圖瓦解其他國家的重要系統、竊取國家機密資訊。約瑟夫‧奈伊(Joseph 

S.Nye)在其著作的《權力大未來 The future of the power》中描述到資訊革命導

致權力擴散，具有網際空間作戰能力的小國可能攻擊大國，但任何國家都可以資助

                                                 
1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ybersecurity and Cyberwarfare: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National Doctrine and Organization, UNIDI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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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工作者進行網路攻擊。 

近年愈來愈頻繁發生的幾件大型網路攻擊，攻擊源頭都被追溯到俄羅斯、北

韓、伊朗、中國等官方。這些狀況所呈現的訊息正是現代的網路攻擊不僅是少數駭

客造成的破壞，有些國家把網路攻擊作為國家級武器，試圖瓦解其他國家的重要系

統、竊取國家機密資訊。2000年時，美國情報人員在巴基斯坦內陸山區某處，發

現一台筆記型電腦，其中包含了許多對於美國國家關鍵基礎建設的詳細偵察情報，

由這次獲得的情報分析，可知蓋達組織（A1 Qaeda）2投注了不少時間精力在監視

美國本土的重要金融中心及企業總部，如紐約證交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NYSE）、世界銀行（World Bank）與國際貨幣基金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蓋達組織很明顯地是企圖攻擊任何具價值的實體關鍵基礎建

設，以削弱美國的經濟實力，令貨幣金融體系失序，並打擊美國甚至國際市場的信

心。這樣的攻擊模式就像 2008年電影「終極警探 4.0」3所描述的情節一樣令人擔

憂，試想如果你窮一生之力存在銀行的積蓄，在瞬間化為零，又或者是搭乘被恐怖

份子控制的高鐵或飛機，兩者一樣會造成人民的恐慌不安。事實上，這不只是電

影，因為網路攻擊瞬間所造成的恐慌不安，極可能又會帶來更大的災害；自從 90

年代以來就不斷有人預言，這種融合實質軍事行動與電腦虛擬網路的攻擊事件隨時

可能會發生，事實上，大大小小的攻擊行為此刻也正在發生，只是因為影響的範圍

或目標不同，故遭到關切的程度也不同。 

                                                 
2蓋達組織（A1 Qaeda，阿拉伯語：القاعدة，意為「基地」），或譯阿凱達組織、阿爾蓋達組織、開打組

織或基地組織，是一個伊斯蘭教軍事組織，成立於 1989 年，被指策劃了多宗主要針對美國的恐怖

襲擊。〈蓋達組織〉，《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3%8B%E9%81%94(檢閱日期

2012/5/14) 
3 終極警探 4.0 是一部美國動作片，電影《終極警探》(官方名稱 Live Free or Die Hard，取名句 Live 

Free or Die 之意，北美以外一律以 Die Hard 為名)系列當中的第四部電影，劇情描述美國國慶日在

前，一群高科技的網際恐怖份子正企圖聯手策劃大陰謀，不但癱瘓華盛頓特區的交通系統，更進

一步癱瘓紐約股票市場，全國陷入混亂。〈終極警探 4.0〉，《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5%82%E6%A5%B5%E8%AD%A6%E6%8E%A24.0  (檢閱日期

2012/4/1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3%8B%E9%81%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5%82%E6%A5%B5%E8%AD%A6%E6%8E%A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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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只有駭客鎖定目標主動攻擊，網路攻擊很可能在使用者不知情的狀況下

透由惡意聯結而發生重大的後果，美國前國家安全局基礎設施保護和反恐協調員理

查•A•克拉克(Richard A. Clarke)寫道，“網路戰已經開始了, 有些國家已經開

始準備戰場...並駭入到對方的網路和基礎設施”。4網路安全防護公司邁克菲

(McAfee) 在 2012 提出警告說, 一場"網路軍備競賽"已經悄悄的展開。這理論是

基於超過 250個全球頂尖的政府單位所提供的問卷調查，裡面提到來自全球 57%的

國際專家都認為一場新型態的軍備競賽已在網路上展開。5 

圖 3-1  點選惡意網址使用者國家分布示意圖 6 

(資料來源: 趨勢科技新聞 2016 年 3 月 9 日台北訊) 

另一方面，在 2011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研究駁回這種世界末日之說，因為假如要實

現這樣大規模的網路攻擊去破壞國家基礎設施，必須要非常高度且精密策劃而且這

種等級的事前的籌備工作,協調,和資源都是前所未見的。7儘管如此，世界各國政府

已感受到隨著網路的迅速崛起伴隨而來越來越多的網路威脅和未來國與國之間的網

路衝突很可能成為現實。如果網路攻擊造成大規模的破壞，那國與國之間衝突就很

有可能會直線攀升，進而導致一個完整的武裝衝突。毫無疑問的是，許多國家正在

                                                 
4 R A. Cyberwar: The Next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2010, p. 30 31 
5 B. Grauman, Cyber-Security: The Vexed Question of Global Rules. 2012, Security and Defence Agenda 

2012 
6趨勢科技新聞 2016 年 3 月 9 日台北訊，http://www.trendmicro.tw/tw/about-us/newsroom/releases/ 
articles/ 20160309032628.html(檢閱日期:2018/05/25) 
7 P Sommer and L Brown, Reducing System Cybersecurity Risk, OECD, 2011. 

http://www.trendmicro.tw/tw/about-us/newsroom/releases/%20articles/%2020160309032628.html
http://www.trendmicro.tw/tw/about-us/newsroom/releases/%20articles/%20201603090326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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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加強軍事網路能力。8 

就像先前詹姆斯•路易斯(James Lewis)所解釋的，一些國家的軍事理論包含了

“利用網路能力偵察，資訊作戰，以及中斷關鍵的網路和服務，網路攻擊，作為電

子戰和資訊作戰的一種補足”。9詹姆斯•路易斯(James Lewis)的分析結論提到 "

只有少數的「網路強國(major ‘Cyber Powers’)」有這能力利用透過網路傳送程式指令

來達到實體的破壞"。然而，他也提出有些國家正在發展網路軍事能力,並且還提到

10隨著技術和工具的商品化，非國家行為者也有可能將獲得這種能力”。11很明顯的，

世界各地的軍事單位都必須要負責保護好他們的重要設施並隨時面對外來的攻擊。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各國的軍方都在尋找可以有效防禦國家資產和網路的策略；但

目前各國都還不清楚如何以不危害到國際間的安全和穩定為前提，規劃這些策略。 

在網路的領域裡，網路攻擊與網路防禦又代表了什麼?該如何區隔定義其不同?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網路攻擊會被視為"武裝攻擊"，並觸發常規的戰爭衝突?雖然波灣

戰爭之後，「資電先導」已然是現代戰爭的趨勢，但難道未來的戰爭或是軍事行動都

會伴隨著透過網路上的攻擊嗎? 目前在決策者, 軍事思想家, 和法律學者之間對於

到底什麼會構成網路戰爭這議題上產生了不同的看法。這關係到試圖去預測未來國

與國之間的行為。"戰略性的網路戰爭" 可被當作是與傳統戰爭互補的, 就像空戰能

力可以直接攻擊敵方的重要設施就如同攻擊敵方國家的心臟一般。至少目前大家都

在「如何構成戰略性網路攻擊」上達成了些許的共識。例如說，網路破壞和網路攻

擊之間的界線該畫在哪? 

此外，各國的軍方在日常的任務上已經越來越依賴電腦系統和網路，以及利用

資訊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和數位網路

技術的軍民兩用性質來有效的運用公家和私人的資源。難道這使的網絡這個領域已

                                                 
8 J.A Lewis and K. Timlin, Cybersecurity and Cyberwarfare: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National Dorctrine 

and Organization, UNIDIR, 2011. 
9 J.A Lewis and K. Timlin, ”Confidence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in cybersecurity”, Disarmament 

Forum, no. 4, 2011, p.51. 
10 J.A Lewis and K. Timlin, ”Confidence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in cybersecurity”, Disarmament 

Forum, no. 4, 2011, p.51.-52 
11 J.A Lewis and K. Timlin, ”Confidence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in cybersecurity”, Disarmament 

Forum, no. 4, 2011,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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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成熟到需要使用更加有"戰術行"的作戰嗎? 這使的公有/私人的資產成為了合法

的目標嗎?路易斯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在各國高度的保密性和薄弱的研究方法

組合下，使的要做出決策更加的複雜"。12對軍方來說無論是規劃和努力發展制約及

約束力的另一個關鍵的挑戰就是識別任何特定的網路攻擊發起者。惡意的網絡工具

大多可以用買的或“自製”，所使用的電腦和原始的算法可以掩蓋。因此，“網路

空間軍備控制”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針對政府，機構，地點，或一個特定的人的

網路攻擊的歸因。班.貝司里-沃克得到的結論是：“即使有高度的信心能被及時被

發現肇事者，但要證明其犯罪行為是國家主導的,是非常的有挑戰性，而且往往是不

可能辦到的”。 

第二節 具網路戰軍事準則、政策與組織的國家 

國家層級網路安全的工作類型分為二大類:一是國內機構(通常是通信部門或執

法機構)，二是負責網路安全的國家軍事單位。在本節中，將列舉發展軍事網路安

全甚至有能力開發攻擊作為的國家，也就是具網路戰軍事準則、政策與組織的國

家。國家是依據國情及其國家安全考量所訂定的「網際空間接戰規則」。然而，不

幸的是，許多關於"網路啟用(cyber-enabled)"的衝突問題現在還是無解。在什麼

樣的情況下軍方會佈署，使用網路工具? 這會使危機的時刻攀升還是下降?誰該為

此負責以及敵人又會如何反應? 但更令大家無法確定的是用於網路戰爭的攻擊性網

路工具到底會如何影響到國際間的穩定情勢，製造危機，戰爭，和如何影響到民間

的建設和全球經濟。 

澳洲(AUSTRALIA) 

澳洲的網路安全策略於2009年發佈，指出戰略優先項目為培養威脅覺知與應

變、改變民間網路安全文化、強化公、民合作關係、確保政府系統安全、追求國際

交流、建立專責架構以及建構網路戰部隊。2010年成立通訊防禦委員會後，在電腦

緊急應變小組(CERT)支援下，做為澳洲網路事件發生時的單一窗口。13其下的網路

                                                 
12 J.A Lewis and K. Timlin, ”Confidence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in cybersecurity”, Disarmament 

Forum, no. 4, 2011, p.55 
13 CERT Australia, “About us", www.cert.gov.au/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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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作戰中心14由通訊委員會、法務部、聯邦警察及情報安全局等單位組成，15負責

提供政府最佳防護禦網路威脅方案與協調事件應變作為等。162011年7月與印尼警察

合作在雅加達成立網路犯罪調查中心，強化網路犯罪偵測及提升雙方於網路犯罪執

法的協調能力。17同時，由國內網路服務公司，發展降低感染殭屍病毒與惡意程式

風險的程式碼。182011年12月宣告內閣需負網路安全政策之責，副總理兼網路政策

與國家安全長，擔負政府各部門網路政策協調、網路安全政策制訂與危機管控。在

2012年國防白皮書提及因網路戰與各國的國際關係、未來機會與挑戰，以及在網路

戰網際空間的戰略利益。 

白俄羅斯(BELARUS) 

白俄羅期軍事教則中將網路衝突或網路戰定義為資訊對抗，並視為目前國家安

全當前所面臨的潛在重大外來威脅的其中之一。各軍事單位的新組成，包括新的特

種作戰部隊，都將面臨新挑戰及像網路攻擊般的威脅。新的單位將著重在此新戰場

進行有效益的網路作戰時，減低自網際空間產生的風險。這些部隊用於特殊作戰並

強調資訊安全、對抗及反制措施。軍方刻正發展網路防禦能力及網路攻擊的早期預

警。各軍種負責確保資訊安全及戰時對敵資訊對抗與反制。19白俄羅斯與其他邦聯

共同簽署，互助於網路事件的防護的協定。20 

巴西(BRAZIL) 

巴西政府早在2008年12月頒布的國防戰略中，已經將網路技術定義為國防戰

略的一環。21該國防戰略中提出需要成立可以致力強化工業與軍事的網路能力，並

強調本土的網路能力與國家科技自主的重要性，尤其是運用在潛艦與武器系統上的

                                                 
14 Australian Defence signals Directorate, "csoc-cyber Security operations Centre", www.dsd.goy.au 
/infosec/osoc.htm.   
15 N. Berkovic, "Defence on a cyber war footing", The Australian, 16 January 2010. 
16 Australia, Cyber Security Strategy, 2009, pp. vii. 
17 "RI, Australian police to fight cyber crime", Jakarta Post, 1 July 2011. 
18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Broadband, Communications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sign up to icode", www.staysmartonline. gov.au/news/news articles/regular/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sign up to icode. 
19 "Belarusian army to combat cyber threats", Belarusian Telegraph Agency, 7 December 2011. 
20  V. Golubev, "Fighting cybercrime in CIS: strategies and tactics", Computer Crime Research Center, 29 
June 2005. 
21 Brazilian Ministry of Defence, National Strategy of Defenc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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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更為重要。巴西計畫透過建立教育機構及部隊的能量，來強化各單位間，彼此

的構連，進而提升其國家的網路戰力。 

巴西國際安全室負責公共行政網路安全。222010年，該室宣佈軍方成立網路防

護中心，負責防護重要軍事、政府及資訊設施。232012年政府給予中心4500萬維持

其運作，並開始建立網路戰通訊中心，編制少將主管，負責巴西整體軍事網路因應

網路攻擊應變處置。24其中的網路戰通訊中心為網路防護中心的一部分，規劃陸續

採購病毒及網路攻擊模擬器做為軍事訓練用途。25  

巴西區域網路安全交流包含美洲國家組織反恐委員會(CICTE)為了建立並管理

電腦安全事件應變小組(CSIRTs)所舉辦的會議。由巴西的情報局、資訊安全部、相

關合作單位等，負責教育美洲國家組織反恐委員會(CICTE)成員。262010年，巴西及

美國共同簽署防禦合作協定。區域合作將包含網路安全，並且派遺巴西國家代表參

加美國國防部主辦的研討會與網路防禦演練。 

加拿大(CANADA) 

加拿大在2010年頒布其網路安全政策，其包含3大主軸：確保政府系統安全、

與非聯邦政府單位合作，確保重要資訊系統安全，包括關鍵基礎設施，以強化其復

原能力，並協助加拿大人安全使用網路。27由加拿大公共安全局負責公共網路安全

及國家安全整備與海外策略執行。其情報安全局亦將網路威脅列為5大優先關切議

題的其中一項。28 

此政策同時提出網路防禦的最佳方案，即是國防部與各盟軍之間訂定國際協

議。29由加拿大軍方的資訊管理大隊擔負全軍電腦通訊網路安全防護之責。其附屬

單位包含加拿大軍方的網路作戰中心，同時也是電子戰與通訊情報中心。2011年6

月，加拿大成立網路控制委員會，以建置其軍隊網路戰能量。30 

                                                 
22 H. Richardson, "Brazil raises cyber defence game”, [it]decisions, 15 June 2011 
23 "Brazilian Army prepares its CDCiber, the 'Cyber Defence Center'", Linha Defensiva, 8 May 2012 
24 J. Hulse, Brazil's armed forcesgrapple with cybersecurity challenges",Diálogo, 29 October 2012. 
25 C. Costa, "Exército brasileiro pr sistema de prevencao contra ataques cibernéticos”, BBC Brasil, 10 
February 2012.  
26 OAS CICTE, CICTE's first cybersecurity program CSIRT held in Brazil", training%20course.asp. 
27 Canada, Canada's Cyber Security Strategy, 2010. 
28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Our priority areas" www.csis. gc.ca/preys/index-eng.asp. 
29 Canada, Canada's Cyber Security Strategy, 2010, p. 29 
30 Pham, "Cyber security: do your part!", The Maple Leaf, vol. 15, no. 2, 2 "Canada", in The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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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CHINA) 

中國國家委員會資訊辦公室於2011年發表國防報告書中賦予軍隊維護其太空、

電磁空間及網路空間等安全利益的任務。31該戰略需要「在訊息化條件下贏得本土

作戰的新形態作戰能力」，並聲明要大幅提高其軍隊在信息化條件下的作戰能力。

2011年5月，國防部宣布其陸軍已建構一線上自我評量部隊，以改善部隊的網路安

全。2012年，中國國家委員會發布一系列的新的網路戰政策指導，為了更有效偵測

及處置相關資安事件、減少網路犯罪及強化個人資訊保護。32中國許多部會皆負有

網路安全責任，包括公共安全部以及工業資訊技術部，兩者皆受國家委員會監督。

公共安全部負責網路犯罪事件調查及緊急事件應變，工業資訊技術部負責規範制訂

及發展，國內權責類似於美國的國土安全局，負責訂定標準、舉辦演習、執行網路

安全檢查及國家電腦緊急應變小組 (CERT)維運。33 

哥倫比亞(COLOMBIA) 

哥倫比亞外交部於2005年建立一支跨部會的網路戰工作小組。資通技術部定義

出網路安全上的漏洞後，依據外交部及內政與法務部的指示，該工作小組將網路安

全責任指派予國防部。哥倫比亞政府於2009年成立國家級電腦緊急應變小組，由國

防部主導，立法院、司法院、國際事務院皆為相關權責單位，並定義該小組屬於廣

泛的國家網路安全政策範圍，負責公民營網路防護協調作業。國防部認為需要具備

預防、應變及防禦等工具的國家網路戰略，並且建議策擬聯合作戰準則，用以管制

軍隊、警察網路作戰運用。網路防禦能力不僅指對於公、民營基礎設施及資訊的攻

擊發出早期預警，同時也包含了反制這些攻擊以及對於入侵者實施攻擊的能力。34 

2011年11月，哥倫比亞國防部使用美洲國家組織（OAS）支援的攻擊模擬器測試其

能力，並強化國家在面臨大規模網路攻擊時的應變作為。35 

                                                 
Balance 2012,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12, p. 53 
31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10, 2011 
32 "China calls for tightened information security measures", xinhua, 18 July 2012.  
33 China,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n network MIIT",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Workshop on 
Cybersecurity Policy Development in the APEC Region, 27 March 2011. 
34 G. Diniz and R. Muggah, A Fine Balance: Mapping Cyber (In) Securtiy in Latin America, Igarape 
Institute and the SeeDec Foundation, 2012, p.14. 
35Colombian Ministry of Defence, Ciberseguridad y Ciberdefensa: Una Primera Aproximaci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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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CUBA) 

古巴政府獨佔了電信事業並完全掌控網際網路流量。資訊與通信部將發展本土

的資訊技術列為優先，以強化網路自主及網路安全，對抗潛在的外在威脅。36古巴

希望藉由發展國有的軟體、成立相關國內機構、減少對進口軟體及電腦的仰賴，以

避免遭受網路攻擊。37 

北韓 (大韓人民共和國，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由於缺乏相關資訊的原因，而很難確定這方面的狀況，但許多媒體報導仍指出

北韓在網路攻擊能力上投資了相當顯著的資源。近年發生的幾件大型網路攻擊，攻

擊源頭都被追溯到俄羅斯、北韓、伊朗、中國等官方。美國索尼影業(SONY 

Pictures)在《名嘴出任務》(The Interview，前譯《刺殺金正恩》)宣傳期，駭客

入侵索尼公司的伺服器，偷走了許多機密資料、私人信件，甚至包括還沒上映的電

影檔案，並放話表示哪家影廳敢如期上片，就要在影廳發動「有如911的恐怖攻

擊」，使得連鎖影城在上映前一周聯合延後檔期；而美國中情局、聯邦調查局也宣

稱積極介入偵辦調查。儘管北韓當局嚴正否認自己國家有人介入索尼影業資料被盜

事件，美國當局仍認定攻擊來源係來自北韓境內。38 

愛沙尼亞(ESTONIA) 

在愛沙尼亞於2007年5月成為首例國家遭受網路攻擊的目標後，其網路安全政

策委員會隨之成立，並於2008年發表網路安全政策。39該委員會由國防部、外交

部、內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共同負責。該政策在於減輕網路弱點、實施

網路防護並於遭受攻擊下可快速應變恢復關鍵基礎設施。其目標為建造多層安全措

施的系統、增加資安專家、部會規範的改革以及促進國際間合作。網路安全會執行

                                                 
36 Croatian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Agency, “About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Agency”. 
www.soa.hr/en/dos/about _us 
37Cuban Ministry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Doctrina Miliar Cuban. 
www.cubagob.cu/otras_i…/minfar/doctrina/doctrina_militar.htm: and Cuba, “Preparacion para la 
defensa”,www.cubagob.cu/ortas_…/mondar/colegio/prepar_defensa.htm;see also” Fighting cyber-attacks is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Cuban minister”. Minhua, 25 February 2011. 
38Brian Stelter, Evan Perez and Pam Brown ,“U.S. set to blame North Korea for Sony hack”, @CNNMoney 
December 18, 2014: 7:10 AM ET http://money.cnn.com/2014/12/17/media/the-interview-sony-theater-
owners/index.html?sr=gp121714theinterviewrelease530pVODtopNewsLinkMoney 資料時間:2014/12/20 
39 Estonian Ministry of Defence, Cyber Security Strategy, 2008. P.6. 

http://money.cnn.com/2014/12/17/media/the-interview-sony-theater-owners/index.html?sr=gp121714theinterviewrelease530pVODtopNewsLinkMoney
http://money.cnn.com/2014/12/17/media/the-interview-sony-theater-owners/index.html?sr=gp121714theinterviewrelease530pVODtopNewsLink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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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政策，40經濟部內的小組確保國家資訊系統安全，國防部主導網路防護，負責訓

練國防聯盟。該聯盟的網路小組有三大工作主軸：防護民用網路、訓練資訊人才及

於網路安全下資源共享。另成立重要基礎設施防護部，負責戰略級的公、民網路防

護，主導風險評估、蒐集重要設施資訊及提出反制網路威脅的防禦性手段，包括重

要設施因應大規模攻擊時的應變計畫。為了防護重要經濟設施，愛沙尼亞致力於建

造公、民營機構間的合作關係。41重視北約及國際合作關係，藉以強化其防護能

力，首都塔林(Tallinn)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屬網路合作卓越防禦中心，負責提

升網路安全的合作、資訊共享及研究。42 

斐濟(FIJI) 

斐濟的警察組織裡成立了一個打擊網路犯罪部門。432010年，斐濟成立網路安

全工作小組，隸屬於國防部及國家警察的打擊網路犯罪組。基於公、民合作關係，

這個小組包含政府資訊科技部門、經濟情報組(負責監控非法活動，如洗錢)、合格

操作人員、網路服務業者以及銀行。斐濟也設立了線上金融保護機制，保護使用線

上服務的客戶並處理國內營收及貨物稅的逃漏稅問題。44 

法國(FRANCE) 

法國主要負責網路防護當局為法國網路與資訊安全局，於 2009年成立，其任

務包含偵測及處理網路攻擊、研究發展以降低網路威脅以及強化政府與重要設施資

訊強度。該局由總理直接管轄並隸屬國防部秘書長一部。2011年 2月，該局發表

法國官方的網路準則。法國在網路戰的四大核心為：成為網路防護的世界強國，保

障資訊主權與決策自由，確保重要設施安全以及維持網路空間隱私。45 

法國 2008年的國防白皮書指出，對重要設施的大規模網路攻擊威脅是重大國

家安全議題，並且為網路防禦定義新的政策指導。其中，網路空間的主權必須完全

                                                 
40 W. Jackson, "The big target in cyber war isn't military anymore", GCN, 12 April 2012. 
41 H. Las me, “Estonia: cyber window into the future of NATO”, Joint Force Quarterly, no.63, 2011.  
42 “NATO launch es cyber defence center in Estonia”, Space Way, l4 May 2008, www.spacewar.com/ 
reports/NATO_launches_cyber_defence centre_in_Estonia _999.html. 
43 Fiji Police Force, "Cyber crime”www.police.gov.fj/index.php/news/264-cyber-crime. 
44S. Tamani kaiwaimaro, "Cybersecurity in the Republic of Fiji", Diplo, www. ://diplomacy.edu/....../files/ 
IGCBP2010_2011kaiwaimaro.pdf. 
45 France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Agency, Information System Defence and Security: France’s 
Stragic, 2011. 

http://www.spacew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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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且須建立其防護與作戰的能力。46各聯參與特業組織(含情報部門)須發展網

路戰作戰能力。47陸、空軍都各自有電戰部隊，網路防護中心、網路與資訊安全局

以及其他部門共同監控軍事網路。除此之外，國安會也是在國防部底下的一個情報

單位，提供有關潛在威脅及弱點的資訊以確保軍事作戰能量，保護間諜活動的威

脅、破壞、摧毀、有組織的犯罪以及恐怖活動。因為網路威脅與弱點，國安會逐漸

地重視和軍中網路管理員與國防工業之間的協調合作，以強化網路安全。48 

喬治亞(GEORGIA) 

喬治亞國防部於2012年至2013年將網路安全能力部署以及通訊與資訊系統列為

發展的重點。49喬治亞的國安基準於2011年獲國會核准，指出網路安全為優先重

點，強調快速應變的需求、降低風險能力、資訊安全及國際合作。喬治亞持續發展

國家網路政策，但到了2012年12月仍未完成。早期報導指出其政策有5大主軸：研

究與分析、嶄新的立法基準架構、部內協調、公眾認知與教育、國際合作。50 

2012年 6月，喬治亞國會提議並表決具有自我防護、經濟安全、權限保護及

公開壽期重要資訊系統應有更強大的系統保護這些機敏資訊。喬治亞資料交換局成

功的 e化管理以及發展其設施，並在 2012年 10月簽定有關網路作戰的公約。 

德國(GERMANY) 

2011年 3月，德國聯邦政府發表新網路安全政策，它起源於 2009年的強化聯

邦資訊科技法案、2009年的重要基礎設施防護執行計畫以及 2005年的國家資訊基

礎設施保護計畫。後者是德國第一個有關網路安全的一般性計畫。在 2011年的策

指導下，國家網路安全會成立，由內政部及國家網路應變中心的秘書長負責。內政

部負責網路安全及轄管聯邦資訊安全室，同時直屬內政部長，主要是負責提昇資訊

科技安全。51 

國家網路安全會將致力於預防性及合作性的網路安全作為。國家網路安全會由

                                                 
46 Europea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Agency, France Country Report, 2011, p.10. 
47 France, The France White Paper on Def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08, p3 
48 France Ministry of Defence, “Direction de la Protection et de la Securite de la Defense”, 
www.defense.gouv.fr/english/portail-defense. 
49 Georgian Ministry of Defence, Minister’s Vision 2012-2013, 2012. 
50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f Georgia, “Cybersecurity”, www.nsc.gov.ge/eng/ Cybersecurity.php. 
51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Cybersecurity Strategy for Germany, 2011, 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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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總理、外交部秘書長、內政部長、國防部長、經濟與科技部長、法律部長、財

政部長、教育部長及國家層級的代表組成。來自私人工業與學術界的代表也會獲邀

為成員，負責協調國防科技籌獲與網路政策。52 

國家網路應變中心結合來自聯邦犯罪警察室、聯邦警察、關稅犯罪學室、聯邦

情報局、各軍種及重要設施當局的官方代表。中心向聯邦資訊安全彙報並與聯邦保

護室、公民保護與災難協助室(兩者均為內政部單位)協調。53中心並不發展攻擊能

力，反而著眼作戰合作與弱點防護及事件應變的資訊共享。2012年 8月，內政部

長表示未來需有網路安全的立法，現階段正與工業企業討論中。54 

各軍種的資電作戰處的戰略偵察小組正發展網路戰能力。2009年，由 76員組

成並由接受軍種的資訊技術訓練。據報導，小組被訓練成為具有網路攻擊能力的特

業網路小組。55 

匈牙利(HUNGARY) 

2012年匈牙利國家安全政策指出須確保重要設施網路的運作、存取以及重點

置於網路風險、提高大眾對網路威脅的認知，並與國際間相互合作、確保資訊系統

安全。56由國家網路安全中心負責確保中央政府系統與重要基礎設施，早期偵測並

預防網路攻擊，發展相關防禦能力。57該中心隸屬部長辦公室，受政府的資訊安全

部門監督，並為匈牙利的電腦緊急應變小組(CERT)母體單位。該中心和公共部門合

作，提高人民的網路安全認知，也和私人企業合作，強化資料交換上的技術議題，

並和政府一同發展遠程的網路政策。它代表匈牙利參與許多國際上有關網路安全的

演習及資料共享的會議。2011年匈牙利國防部主持了歐盟會議之網路空間安全會

談，並於 2012年 12月主持第二次全球網路安全會議。GovCERT-Hungary於 2013

年 7月開始運營，隸屬國家安全特別服務部門，為政府法定的匈牙利政府事件響應

小組(CSIRT)，負責協調預防性工作，並針對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漏洞做出反應。 

                                                 
52 同上 
53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Cybersecurity Strategy for Germany, 2011, pp.8 
54 F. Knoke, “Nationales Abwehrzentrum: De Maiziere preist neue Cyber-Zentrale”, Speigel Online, 23 
February 2011. 
55 J. Goetz, M. Rosenbach, and A. Szandar, “War of the future: national defence in cyberspace”, Speigel 
Online, 11 February 2009. 
56 Hungar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iars, Magyarorszag Nemzeti Biztonsagi strategiaja 2012, p.13. 
57 Hungarian National Cybersecurity Center, “About us”, www.cert-hungary.hu/en/nod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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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INDIA) 

2011年 3月印度資通科技部發表有關國家網路安全政策的草案，著重重要設

施的確保、公、民營間合作關係與致力發展研究。2012年 6月國安會成立國家重

要資訊設施保護中心(隸屬於國家技術研究組織下)，並和電腦緊急應變小組共同確

保國家重要設施的安全。58同年 11月，印度成立國家網路安全協調會，負責確保網

路系統，並由國家技術研究組織、國家重要資訊設施保護中心、電腦緊急應變小組

以及國防部 4個部門相互支援。59國家技術研究組織及國家重要資訊施設保護中心

負責確保如警察單位、核能設施、太空地面站等重要設施的安全。而國防部則維持

陸、海、空系統的網路安全，國家網路安全協調會則確保這四個部之間功能運作與

司法權無相互重疊，並在國安會秘書長下也成立一個網路安全協調會。 

印度國防部下轄的許多組織均負責網路安全，其中，國家資訊戰局負責資訊戰

事件的應變。602005年印度陸軍創立網路安全部，確保各處、室的網路安全，並執

行安全稽核。612010年陸軍也在國防大學的電訊系建立網路安全實驗室。2012年印

度海軍宣布新一代的科技軍官致力於管理及確保重要網路安全，這些軍官並不執行

攻擊性任務，62而是由國家技術研究組織和國家情報局，共同負責發展網路攻擊能

力。63國家安全諮詢會建議參考美國網路司令部的模式發展中央網路安全指揮部。 

伊朗(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伊朗十分致力於發展網路能力，由網路空間最高會議，負責協調國家網路戰與

資訊安全，並協助發展國家網路，64該會議在 2012年 3月發佈一項法令，包括情報

單位、民兵單位、安全部門、媒體及革命防衛軍的負責人都納為會議成員。 

伊朗於 2011年 6月宣布，它計劃成立網路司令部，以防禦網絡攻擊和集中指

揮作戰行動。伊朗官員表示網路指揮部主導防禦性行為，主要針對阻隢對國家持反

                                                 
58 J. Joseph, “India to add muscle to its cyber arsenal”, Times of India, 11 June 2012. 
59 B. Jain, “Final touches to cyber security controller in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ews Track India, 7 
November 2012. 
60 V. Anand, “Integrating the Indian milita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Journal of Defence Studies, Vol. 2, 
no. 2, 2008, pp.37. 
61 R. Pandit, “Army gearing up for cyber warfare” , Times of India, 7 July 2005.  
62 “Indian Navy to hav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dre”, Economic Times, 12 July 2012. 
63 Indian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scussion Draft on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Policy, 26 March 2011; see also India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yber security strategy", 7 March 2012, http://deity.go.in/content/strategic-approach. 
64 "Iran's cyber police to keep checks on internet use", Gulf News, 24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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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意見及煽動言論。65預備軍事部隊的巴斯基(Basiji)行動指揮官，宣佈國家的

網路部隊將由 12萬大學教授、學生及教會聖職人員組成。伊朗警察的網路單位則

是在 2011年成立，主要為警察與一般大眾媒體的網站管理。66  

以色列(ISRAEL) 

2011年 5月，以色列發起了國家網絡防禦計劃，創建了國家計算機控制特遣

部隊。該特遣部隊建議使得總理辦公室下設立了一個國家網路理事會。國家網路理

事會的任務是確保各機構間協調，強化完善關鍵基礎設施和各行業的網路安全。67

同時該局也著手製定國家網路防禦概念和發展適當的法規，並促進國際合作。68 

民間網路安全是由 2002年成立的以色列安全局負責，確保重要設施、建立資

安政策及發佈威脅來源，其權力凌駕於多個主要重要設施管理者之上，包含電力公

司、銀行及政府機關，69並有權不顧現行指導強行徵召。然而，也有不足之處，如

對以色列防衛軍有法規上的指導但卻缺少正式的監督權。70 

2012年11月，以色列宣佈創立雙向網路安全計畫，稱為MASAD，作為民間與國防

目的研究與發展。71軍事作戰分由2個部門負責，一是以色列防衛軍的8200部隊，處

理通訊情報與加解密工作，另一個則是C4I群。8200部隊由召員與軍官組成，著重3

個領域：情報蒐集、防禦與攻擊。C4I群負責通信與組織網防能力、測試防火牆與加

解密。2009年，為了改善8200部隊與C4I之間的合作，一個資深的情報官派至C4I譯

密與資安中心，負責從敵方獲得最新科技。他提到網路戰符合以色列的軍事教則，

並給予像以色列這樣小國晉升為超級強權的能力。72 

日本(JAPAN) 

日本國家資安中心及資安政策會於 2005年成立，隸屬內閣，負責國家安全與

                                                 
65 "Iran's armed forces to launch 'cyber command': commander", Xinhua, 15 June 2011. 
66 "Iranian cyber army second-largest in the world, claims lranian commander", The New New internet, 21 
May 2010. 
67 "Iranian cyber police on web patrol", Euronews, 24 January 2011. 
68 Israeli Prime Minister's Office, "Cabinet approves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al Cyber Directorate", 7 
August 2011. 
69 Israeli Ministry of ForeignAffairs, "National Cyber Bureau work plan presented", 7 June 2012. 
70  L. Tabansky, 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against cyber threats", Military and Strategic Affairs, vol. 3, 
no. 2, p. 72. 
71  C. Ya'ar, "Gov't establishes dual cyber security program", Arutz Sheva, 1 November was 2012 
72 A. oren, "IDF dependence on technology spawns whole new battlefield", Haaretz, 3 Januar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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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系統，包含防範網路攻擊、研擬標準程序、提供建議並回報內閣大臣。73

政府的安全協調小組負責監控政府資訊系統並且支援執行資安中心所頒各項指導。

2009年，日本的國家資安政策指出政府各部會必須共同協助強化網路安全。74日本

自衛軍有 4個單位，專責防護軍事電腦系統安全的部隊。2008年成立指管通資指

揮部發展國家層級的網防能力。75指揮部的網防部隊整合軍事防護系統、提供協調

機制與技術、教育訓練及網路戰研究。2010年國防報告書提到網路行為是未來作

戰的新趨勢及能力。2011年 6月，日本與全國宣佈針對網路安全議題進行雙向的

戰略性討論。76內政部、通訊部、經濟部、財政部、工商部為了研究殭屍網路、分

析其發生原因並發展反制措施，共同成立網路防毒中心。2011年 10月，因三菱及

其他日本企業遭攻擊，為了政府機關、私人資安組織與產業間重要技術的資源共

享，77經濟部、財政部及工商部訂定了日本網路資訊安全共享合作關係。78 

荷蘭(NETHERLANDS) 

荷蘭國防部於2012年釋出其網路防護戰略，強調六項具體優先作為：全面的探

討，加強防護能力，發展軍事攻擊能力，促進資訊蒐集與安全能力，促進及鼓勵改

革創新，持續培養及發展國內及國際合作。並陳述攻擊能力如同「戰力倍增器」可

以增加軍事效果，算是一種「主動防護」，同時將網路技術的運用視作軍事能力。79  

在2012年1月1日成立國家網路安全中心(GOVCERT. NL.)，80並納編現有的政府

電腦緊急應變小組，其目的在提供專業評估及建議，監看威脅，危機管理。該中心

已公布用來監督管控的安全檢查清單，產業控制系統的資料取得方法，以及荷蘭網

路安全評估報告，評估關於政府網路安全近程目標及需求。81 

                                                 
73 Japanese Nat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Policy Council, The First National Strategy on Information 
Security, 2006, p. 1 
74 Japanese Nat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Policy Council, The Second National Strategy on Information 
Security, 2009, p.54 
75 Japanese Ministry of Defence, Defence of Japan 2010, part l, chp. 1, s 3. 
76 M. Weisgerber, "Japan, U.S. to expand missile defense, cyber cooperation Defense News, 21 June 2011. 
77 M. Lasar, "Japan has national botnet warriors; why don't we?", Ars Technica, 21 October 2010. 
78 www.ipa.go.jp/security/U-CSIP/documentspresentation1.pdf. 
79 Dutch Ministry of Defence, Defensie cyber Strategie, 27 June 2012, pp. 4, 6, 11 
80 Dutch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Services www.ncsc.n/english services. 
81 Dutch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Cyber Security Assessment Netherlands, 2011; Dutch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Checklist Security of ICS/SCADA System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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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於2011年頒布國家網路安全戰略。該戰略有五大方針：鏈結及加強主動性，

加重個人責任，建立政府-民間合作關係，資助國際合作，以及在自我約束與法規之

間達成平衡。該戰略要求每年產出網路犯罪及數位安全的年度趨勢報告，並陳述在

2011年中公佈有關國家資訊及通信科技之「危機計畫」，然而直到2012年12月該報

告尚未公開。該戰略置重點於整頓網路犯罪及主動反應，確保所有資訊及通信科技

人員可立即回報資料遺失、遭竊取或是不當運用，也將成立教育及訓練中心研究網

路防護以發展民生必需，進而支撐數位經濟之成長。82 

內政部負責協調民間及公家機關部門之間的網路安全問題；國防部主要合作的

項目為網路防護。83雖然荷蘭國防部在其他領域有預算裁減的狀況，但仍計畫投資發

展網路戰能力。荷蘭目前沒有一支專屬於網路戰的單位，但荷蘭軍方表示在未來可

能會有所改變。84荷蘭已經與盧森堡及比利時在網路安全建立共識及相關規章，包含

資訊及專業知識共享，最佳合作具體作法，以及發展公家和民間的合作關係。85 

2011年的軍事情報及安全部門的年度報告驅使軍方於2012年1月成立網路防護

特遣隊，以蒐集網路行動及威脅之情報，以及與網路情報單位建立密切的協調合作

關係。86國家反恐主席的任務範圍也因此擴充到網路，尤其著重在測試網際網路在

應用上的弱點，以對抗網路攻擊。87 

挪威(NORWAY) 

挪威在2010年就已經完成國家網路防護戰略的草案。該戰略提出22項方法以強

化挪威預防及管理網路事件的能力。88主要目標如下：瞭解網路威脅及當前情勢，

                                                 
82 Dutch Ministry of Security and Justice, The National Cybersecurity Strategy: Success Through 
Cooperation, 2011. 
83 The army, as part of its intelligence signals and reconnaissance forces, has one battalion that contain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electronic warfare; see D. Eijndhoven, "Dutch government to design cyber defense 
doctrine Infosec Island, 27 February 2011 
84 R. Ackerman, "Funding constraints help define Dutch military networks Signal Online, May 2011 
85 "Benelux sig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cybersecurity", European Urban Knowledge Network, 
12 April 2011 
86 Dutch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 Annual Report MIVD 2011, 2012 pp. 49-50 57 
www.defensie.nl/ stem/handlers general downloadHandler. ashx?filename-/media/jaarverslag mivd 2011 
eng tcm46-197882.pdf; D. Eijndhoven, "Dutch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es into cyber", Argent Consulting, 
21 May 2012 
87 Dutch Ministry of Security and Justice, The National Cybersecurity Strategy: Success Through 
Cooperation, 2011, p. 12. 
88 G. O'Dwyer, "Norway drafts cyber defense initiative Defence News 27 Januar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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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信系統安全化，提升對網路威脅的認知教育，強化偵測及管理事件的能

力，作戰及調查的能力，以及加強網路安全的協調合作。國家安全委員會在2013年

所分配的預算共成長30%，該委員會須向國防部及法務部定期報告，並且負責籌備

預防及防護數位安全的具體方案。此外，挪威的電腦緊急應變小組就隸屬於國家安

全委員會。89遠程的防護計畫在2012年3月發布，內容陳述國防部將強化網路防護及

情報能力。在2012年9月已成立一支獨立實體單位--網路防護部隊，任務為對抗網

路威脅以防護軍隊。90 

波蘭(POLAND) 

波蘭的網路安全由行政數位部及內政安全部負責；91軍網安全則是國防部負

責。2010年公告的2011年至2016年的政府網路安全行動計畫，倡議成立團隊協調部

會間有關防護網路之事務，設置政府網路防護事務代表，以及其他公、民營機關團

體的代表。92行政數位化部負責網路安全，已成立特遣隊加以貫徹執行網路安全事

務。93政府電腦緊急應變小組負責公、民網路，包含關鍵基礎建設；94而內政安全部

管理電腦緊急應變小組。95國防部的2030年波蘭軍事願景一書中也極度強調網路安

全，以及防護資訊資源及能源的重要性。962009年的防衛戰略已指出網路攻擊是一

大威脅，97波蘭將在軍隊中成立一支獨立的資訊部隊，整合電子情報，心理戰，以

及網路攻擊及防護行動。波蘭的北約成員身分是其網路防護戰略的重要因素。電腦

事件應變系統負責國防部的網路安全。該系統由資訊科技及通訊局的指揮官監管

(指揮官負責協調網路安全的功能運作)，並且由網路安全行政中心及資訊與通訊科

                                                 
89 G. O'Dwyer, "Norway drafts cyber defense initiative", Defence News 27 January 2010. 
90 Norwegian Ministry of Defence, "The Norwegian Long-term Defence Plan summary", 17 April 2012.  
91 J. Benitez, "Norway increasing its 2013 defense budget, including 30% boost for cyber security", Atlantic 
Council, 8 October, 2012.  
92 J. Swiatkowska, ‘cyber security in Poland', Atlantic Council, 8 October, 2012. 
93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 Vienna, "Information on the Code of Conduct on Political-Military Aspects of Security in 
2011", p. 12  
94 Polish Governmental Computer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 Team, "About us”, http://cert.gov.pl/portal/ 
creo/38/77/About _us.html. 
95 J. Swiatkowska, "Cyber security in Poland" in J. Swistkowska (ed )Cooperation in Ensuring 
Cybersecurity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The Kosciuszko Institute, 2012, 
96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Vision of the Polish Armed Forces 2030 2008, p. 14 
97 Polish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Defence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2009, p. 5. 

http://cert.gov.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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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ICT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維運。波蘭在2011年與北約協

會及指管委員會簽署協約，以促使開發對抗網路威脅之新科技。98 

韓國(REPUBLIC OF KOREA) 

2008年的國防白皮書將網路安全視作國防的重要一環。992010年的白皮書指出

網路攻擊是非傳統安全威脅之一。軍方已成立電腦緊急應變小組負責監看資訊防護

系統。
214
白皮書也詳述國防部為了防護重要資訊網路及戰場管理系統，所採取的安

全作法。國防部在2010年1月成立網路戰爭中心，其核心任務為加強政府和金融資

訊網路的安全。100另國防部也成立一獨立網路作戰司令部，投入人力超過200員，101

負責網路空間的防護及攻擊行動。102韓國通信委員會在2011年8月公佈國家網路安

全戰略，該戰略係透過15個政府機構共同努力發展而成。網路空間將視為作戰領

域，等同陸地，空中，海域，均需要國家級的防衛系統。該戰略將置重點於防護，

例如預防、偵測及應變網路攻擊。103國家網路安全中心負責辨識，預防及應變網路

攻擊，並透過與民間及軍方合作以預防網路攻擊，分析弱點，以及配合網路緊急應

變行動。104依據韓國通信委員會指出，國家情報機關在網路議題上將扮演領導者的

角色。通信委員會、國防部、政府行政及國土事務機關，將同時被賦予任務，分別

負責民間安全、國防安全、及防護政府電腦系統的安全。105目前超過95%的家庭都

會使用網際網路。新戰略指導在公家及民間領域都需要進行加密、資料備份以及其

他安全預防措施。106韓國先進科學技術學院已成立網路安全研究中心，用以協助偵

測及防護網路攻擊。韓國也計畫發展攻擊性及防護性的網路戰武器，並擴充網路作

戰司令部的人力至1000員。107 

                                                 
98 Polish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Poland signs advanced technology agreement with NATO C3 
Agency", 24 February 2011. 
99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Defence White Paper 2008, 2008, pp. 192-219. 
100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Defence White Paper 2010, 2010, pp. 8-10. 
101  "The Republic of Korea in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2,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12, p. 261. 
102 "Cyber security ls vital for national defence", Chosunilbo, 2 November 2009. 
103 A. Valdez, "South Korea outlines cyber security strategy",FutureGov, 13August 2011 
104 Korean National Cybersecurity Center, "NCSC information", http://service1. Info jsp.  
105“S Korea charts out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strate Antara News, 9 August 2011.  
106 "South Korea develops c security strategy", In Telligence 28 August 2011. 
107 "South to upgrade defense against North attacks", Korea JoongAng Dail 30 August 20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DIPSIS.008.2018.F09

 52 

俄羅斯聯邦(RUSSIAN FEDERATION)  

俄羅斯國安會在2012年7月公佈其國家政策，據以建置國家級偵測及預防網路

攻擊系統，對抗網路犯罪。該政策重點在2020年達到國家網路安全化。108俄羅斯國

防部在2012年1月發布「俄羅斯軍隊在資訊空間的行動概念」。該戰略討論資訊安全

的原理，以及資訊系統受干擾時的不同管控方式，並在戰略第三章內容中，評估在

威懾、預防及解決衝突時，所運用的不同規則。109俄羅斯在2012年3月宣布考量成

立網路安全司令部以維護軍隊資訊安全。110此外，政府已規劃預算成立先進軍事研

究機構，專責網路安全。2010年的軍事準則論及防護國家(含盟國)利益的政治及資

訊工具，並明訂現代軍事衝突的特色，包含軍隊及非軍方能力的整合運用，以及更

多資訊戰的角色。111 

新加坡(SINGAPORE ) 

新加坡國家資通安全委員會隸屬國土事務部內政安全部，負責監看網路安全及

制定網路政策及安全戰略，112帶領2011年成立的國家安全中心負責對抗網路威脅，

113並完成關鍵基礎建設及緊急服務之監控系統。委員會也以專案方式，招募資訊科

技人才投入網路防護工作。2012年11月修訂電腦濫用條例以利對抗網路攻擊。該修

訂條例使政府得依法命令組織團體在網路攻擊成功前加以對抗。國防部部長和教育

部部長在2012年7月共同宣布成立網路防護訓練中心，協助培養網路安全人才。114 

 

 

                                                 
108 "Russia rolls out state cyber security policy", Cnews, 12 July 2012. 
109 Atlantic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Russia's cyber strategy publis 15 April 2012. 
110 Russia considering cyber-security command”. RIA Novosti, 21 March 2012. 
111 School of Russian and Asian Studies, "The military doctrine Russian Federation approved by Russian 
Federation president edict on 5 February 2010”, 20 February 2010, www.sras.org/military_doctrine_ 
russian_federation 2010 
112 S Lemon, "Singapore to form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agency”, IDG News Service, 30 September 2009.  
113 I. Saifulbahri, "Singapore to set up Cyber Security Centre", Channel NewsAsia, 21 September 2011. 
114 Singaporean Ministry of Defence, "Speech by Minister of State for Defence and Education, Lawrence 
Wong, at the Cyber Defenders Discovery Camp Closing Ceremony, Science Centre Singapore", 7 June 
2012. 

http://www.sras.org/military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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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SPAIN) 

2011年西班牙安全戰略，視網路威脅為國家八大風險之一，建議強化網路安全

法規，建立公、民合作關係，加強與歐洲、全球的合作，並且持續發展網路安全戰

略。115國防部致力於參與國內，歐洲及北約網路安全作業，116並監看軍網安全。國

家情報中心負責政府網路安全、國家機密資安及管理電腦緊急應變小組。117內政部

有兩支特種網路警察部隊，治安科技調查隊及電訊犯罪民防隊。118國家防護關鍵基

礎建設中心是負責協調及防護關鍵基礎建設的主體。1192006年成立電腦緊急應變小

組，並通過網路犯罪公約。1202010年公告之國家安全架構，包含公共網路安全實施

作法，並強調公共網路應採用多層式的縱深防護戰略，安全面應該涵蓋預防、偵測

以及降低影響之作法。121雖對國外不宜採用先發制人的行動，但仍要有制止方式。 

瑞士(SWITZERLAND) 

瑞士於2012年6月公佈其國家防護網路風險戰略，增強關鍵基礎建設的復原能

力，以及降低網路之風險，犯罪，間諜和破壞活動。122聯防處發展防護網路非法運

用及網路攻擊之能力。123軍事指揮支援組織的電戰中心現正成立兩個網路戰相關單

位。一個是軍事電腦緊急應變小組，任務為監看軍事系統及網路，並與政府的電腦

緊急應變小組協調相關事務；124另一個單位任務則為電腦網路作戰。聯情局隸屬國

防部，著重在防護關鍵資訊基礎建設。125 

                                                 
115 

 
Spain, Estrategia Espanola de Seguridad, 2011, pp. 13, 38, 43, 69-70, 85. 

116  E. Chamorro and A. Sanz Villalba, "Cybersecurity in Spain: a proposal for its management", Elcano 
Royal Institute, 29 July 2010, p. 6. 
117 E. Chamorro and A. Sanz Villalba, "Cybersecurity in Spain: a proposal for its management", Elcano 
Royal Institute, 29 July 2010; Spanish National Security Framework, Royal Decree 3/2010, 8 January 2010 
118 Europea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Agency, Spain Country Report, 2011, p.26. 
119 Spanish National Centre fo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CNPIC- cibersecurity", www.cnpic-
es.es/Ciberseguridad/index.html 
120 Forum of Incident Response and Security Teams, "CCN-CERT”,www.first.org/members/teams/ccn-cert 
121 M. Amutio, "National Security Framework of Spain', 13 November 2012, www.epractice.eu/en/cases/ens 
122 Swiss Federal Department of Defence, Civil Protection, and sport, National Strategy for Switzerland's 
Protection against Cyber Risks, 19 June 2012. 
123 Swiss Federal Council, Bericht des Bundesrates an die Bundesversammlung uber die Sicherheitspolitik 
der Schweiz, 23 June 2010, p. 32. 
124 Swiss Federal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Police, and Federal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Gutachten 
uber Rechtsgrundlagen fur Computernetzwerkoperationen durch Dienststellen des VBS", 10 March 
www.parlament.ch/d/organe-mitglieder/delegationen/geschaeft 2009, spruefungsdelegation/gutachten-zhd-
gpdel/Documents/gutachten-ejpd- computernetz-vbs-2009-03-10-d.pdf. 
125 Swiss Federal Department of Defence, Civil Protection, and Sport, "The Federal Intelligenc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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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TURKEY) 

土耳其在2012年11月成立網路安全委員會，任務為訂定及執行網路安全法案。

126由資訊通信委員會及科學技術研究會草擬國家網路安全戰略，於2013年頒布，且

該委員會將扮演監督及協調的角色。127土耳其公布在2011年10月，已成立第一個民

間網路安全組織--國家網路安全協調基金會，以協助政府機關及私營企業團體。128

土而其在2010年將前述兩個委員會整併成立新單位，賦予其任務為攔截信號及維護

土耳其電子通信安全，並將由研究員研究密碼學，網路安全，電子戰及發展公家及

民間使用的軟體。129 

2010年土耳其修訂其軍事戰略，新增網路安全威脅項目，130計畫成立網路指揮

部以對抗國家所遭受的網路攻擊，與國防部、科技研究會及中東科技大學合作，並

與參謀本部的特殊單位共同合作處理網路威脅。網路指揮部雖隸屬參謀本部，但擁

有獨立預算及結構，將監看整個土耳其的網際網路及防護國家機關網路。131 

烏克蘭(UKRAINE) 

烏克蘭內政部在2012年開始重視網路安全，並成立對抗高科技犯罪之單位。大

約同時間於法律機關特別成立處理有關資訊科技之部門，且持續發展其網路能力及

計畫。132負責起草烏克蘭網路防護戰略的國家安全及網路防護委員會成員，曾經參

與2011年的北約—烏克蘭國際成員網路防護會議。 

國家特殊通信資訊防護委員會，負責發展國家資訊資源防護政策，確保政府通

信系統正常運作。安全委員會負責防護「烏克蘭潛在或技術上的威脅」，並持續發

展國家網路安全架構。在2012年4月的訪談中，安全委員會的領導人暗示烏克蘭刻

                                                 
FIS", www.vbs.admin.ch/internet/vbs/en/homel departement/organisation/ndb.html. 
126 "Turkey establishes Cyber Security Board", Anadolu Agency, 3 November 2012. 
127 "Turkey's cyber defense plan to be ready in 2013", Hurriyet Daily News, 2 March 2012. 
128 "Turkey readies itself against cyber attacks", Today's Zaman, 2 October 2011. 
129 "Turkey creates its own "NSA", TR Defence, 9 September 2010. 
130 "New edition of Turkish Red Book shapes new security spheres", Hurriyet Daily News, 28 October 
2010. 
131 E. Yavuz, "Turkey to mobilize against cyber-terrorism", Today's Zaman, 30 January 2011. 
132 Ukrainian Security Service, "NATO-Ukraine International Staff Talks on Cyber Defense in Yalta", 20 
Octo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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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成立國家利益反情報防護處，以在資安領域中應變眾多嘗試非法存取國家資源之

行為。此外，安全委員會提案建立國家系統對抗網路犯罪。133 

白皮書中概述軍方在網路安全之角色，提及「軍隊及其他軍事組織應該一併參

與維護國家資訊系統的安全和復原」。134國家安全及防護委員會在2012年6月通過軍

事新則，包含烏克蘭將對於核子設施、化學及國防產業，軍事貯藏所，以及經濟和

資訊體的網路攻擊視作武裝衝突。當其軍事能力、結構尚未明確前，由參謀本部擔

任資訊安全及加密的中央指揮。135烏克蘭已通過關於網路犯罪的公約。 

英國(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UNITED KINGDOM) 

英國擁有最先進之一的國家網路安全方法。英國在2011年11月修訂其網路安全

戰略，並明訂網路攻擊是國家安全威脅。該戰略目標包含處理網路犯罪及建構安全

的營運環境，強化資訊基礎建設復原力，確維公共開放式網路安全，並開發出可勝

任網路安全的人力。該戰略指出英國將致力於雙邊合作，並透過國際論壇建立國際

標準，發展具可信度之作法。136 

政府已分配6億5000萬以推行國家網路安全計畫。137其中三分之二的基金將用

來發展「作戰能力」，20%用作公家及民營關鍵網路基礎建設。近半的預算會分配給

政府通信總部，國家信號情報委員會。138網路安全資訊確保室於2009年成立，隸屬

內閣辦事處，139提供戰略方向及網路安全協調策略，並負責執行國家網路安全計畫

及管理6億5000萬的預算。國家基礎建設防護中心指導關鍵基礎建設擁有者處理網

路威脅，以及進行資訊交換，俾利公、民間分享威脅情報資訊及防護手段。140 

                                                 
133 Ukrainian Security Service, "The SSU Head: averting terrorist threats in the course of preparation and 
holding of Euro-2012 in Ukraine is one of the main tasks of the special service", 10 April 2012. 
134 Ukrainian Ministry of Defence, Ukraine's Strategic Defence Bulletin until 2015 (Defence White Paper), 
2004, p. 16. 
135 Ukrainian Ministry of Defence, White Book 2011: Armed Forces of Ukraine, 2012, p. 75. 
136 United Kingdom, The UK Cybersecurity Strategy: Protecting and Promoting the UK in a Digital World, 
2011, pp. 5, 8, 26-27. 
137 "Defence Cyber Operations Group", presentation by the Cyber and Influ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re, 1 November 2011. 
138 "Defence Cyber Operations Group", presentation by the Cyber and Influ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re, 1 November 2011. 
139 UK Cabinet Office, Office of Cybersecurity and Information Assurance (OCSIA)" https://update. 
cabinetoffice.gov uk/content/office-cyber-security- and information-assurance-ocsia. 
140 UK Parliamentary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yber security in the UK", Postnote, no. 389, 
September 2011. 

https://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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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在2012年9月宣布成立專責研究網路安全的學院，並由政府通信總部資

助，強化網路復原能力以對抗網路攻擊，整裝政府以保護國家網路領域之利益。141

英國也將成立國家犯罪局，納編國家網路犯罪單位，負責調查及應變重大的國家層

級網路犯罪，提供警方支援及訓練。該單位將由重大組織犯罪局及首都警察e犯罪

單位合併而成。142稅務署及海關署在2012年3月宣稱會成立網路犯罪小組，負責調

查網路稅務詐欺事件。143 

2010年英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強調「他國對英國網路進行之攻擊及大規模網路犯

罪」為第一優先項目。2011年修訂的戰略指出，新成立之聯軍司令部將主導發展及

整合網路防護能力。該戰略也訴求成立兩個聯合網路單位，一個將隸屬總作戰及安

管中心，以「先發性地及反制的」方式防護國防部網路及對抗網路攻擊，另一個將

隸屬政府通信總部，負責發展「新戰術、科技以及計畫，並透過網路作戰發揮軍事

效果」。2009年的網路安全戰略訴求國防部成立網路安全作戰中心，位於政府通信

總部，負責發展網路攻擊及防護能力。1442010年的戰略防護及安全審查報告，訴求

成立防護網路作戰小組，並在2015年3月具作戰能力，成為「網路防護聯盟」，以

「確保網路防護作戰行動可緊密整合」。總作戰及安全控制中心隸屬國防部，負責

防護軍網。145 

第三節 小節 

綜整上述各國戰力可見以國家安全的整體考量，在網際空間的威脅與挑戰下，

須以維護國家關鍵基礎建設安全為首要，常見的關鍵基礎設施包括公民營的電信、

金融、交通、供水、電力及災害防救等系統。這個階層的戰略考量必須透過政府各

部會的整合，也必須由各個相關單位通力合作，方能共同達成全面防護國家網際空

                                                 
141 D. Meyer, "Spies and professors band together for UK cyber research institute", ZDNet, 13 September 
2012. 
142 United Kingdom, The UK Cybersecurity Strategy: Protecting and Prom ing the UK in a Digital World, 
2011, p. 30. 
143 D. du Preez, "HMRC sets up new cyber-crime team to tackle tax fraud co 13 March 2012. 
144 United Kingdom, Cyber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Kingdom: Safety,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in 
Cyber Space, 2009, p. 17. 
145 UK Parliament, "HC 106 Defence and Cyber-security: supplementary written evidence from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following the private evidenc session on 18 Apri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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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安全。 

表 3-1  各國網路戰力比較表(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網路衝突通常具有以下特性:隱蔽性、容易取得、不確定性。光是以有限制的科

技技術，或是利用經過符合驗證，把網路攻擊風險等級降低是不可行的做法。要努

力做出一個要確保整體的網路安全協議或試圖解決全方位的網路安全問題的條約是

不切實際的。146 

目前發展多邊協議並企圖塑造在網路領域裡負責任的國家行為的道路上已是困

難重重，但是當前的形勢下我們的發展性質更是讓情況更加的惡化。有些國家可能

不願意放棄使用網路攻擊，這是因為在戰略上網路攻擊所帶來的優勢, 例如"低成

本"和"不流血"，就現有的約束和限制而論, 我們很難去禁止任何的攻擊性網路行

動。現代的社會裡網路科技就像是被廣泛使用的商品，因此要對此進行控管是非常

困難的一件事。更進一步的說，國與國之間的行為只要跟軍事網路能力有關係，基

本上就是被一團迷霧所包圍，沒有一個國家會承認自己的網路攻擊能力有多強，這

使的進行多邊對話更是難上加難。 

                                                 
146 B. Basely-Walker, “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cyberspace: towards norms of 
behavior”, Disarmament Forum, no. 4, 2011,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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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網際空間的安全合作可能 

 

全球經濟與網路領域的整合，使得國家對於網路安全的管制變的有點困難。然

而，由於網路空間逐漸成為軍隊與國家資助活動的工具，如間諜活動和宣傳活動；

在一些活動與降低衝突風險措施的範圍上須有共識，也必須建立在多邊關係上。不

過網路安全最大的威脅卻是關於安全威脅的資訊太多或不足，造成判斷的困難。世

界各國急著要把防禦與攻擊網路，當成作戰優先選項，因此，許多國家、區域與國

際論壇正研擬避免網路空間使用不當的對策。 

然而，針對網路安全議題的討論仍不成熟，因此各國對於威脅或攻擊的法律責

任、威脅、構成因素與適切/負責任的應變上，保持不同與常常對立的觀點。例如，

大多數西方國家相信，自由存取網路是人類的基本權利，必須受到法律與法規的保

護。相比之下，其他重視“資訊安全”的概念的國家，在危及政權的穩定或生存時，

將合法限制其公民存取公開網路。顯然，這兩種意識形態是衝突的，也讓各國尋求

多邊解決方案的努力成果複雜化。決策者在考慮多邊網路衝突風險降低的方法上，

面臨的一些複雜的問題。不同於傳統的軍備控制和信心建立，在兩用、大部分民用

的基礎設施領域中，重點不能在”武器”、軍隊、或政府/軍事控制的資產和設施。

但是，已經可以想像，不同利害關係人為確保網路上預防和危機管理策略的範圍，

將有很大不同的考量。在國家以下的層級，策略應包括提高認知與改善個人電腦、

伺服器和網路的安全標準。唯有公家和私人機構的合作，才能加倍國家重要資訊基

礎設施的堅固與復原力。各國政府和企業界可以加強應急計畫的民間準備，以及提

供經營者典範實務和培訓。當發生大規模網路攻擊時，最重要的是早期預警和快速

反應。顯然的，如同網路的互聯特性，各國需共同努力，以確保網路安全，如同眾多

威脅，例如無遠弗屆的網路犯罪或網路恐怖主義。 

然而，對於不同所有者須採取確保網路安全的預防性的措施及危機處理政策討

論策略是可被想像的。在次國家層級，政策應包含認知的提升、個人電、伺服器、網

路的安全標準的強化。透由軍、公、民營間相互合作，建造一個更強大、可信任的國

家級重要基礎設施。政府及企業能強化民間網路應急整備，並為操作者提供最佳執

行方案。當大規模攻擊網路攻擊發生時，早期預警及快速應變最為重要。很明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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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必須相互合作確保網路安全，在無國界的網路空間上防範各種網路犯罪及網路

恐怖行為，以打造一個相互構連的網路世界。然而，現在卻缺乏重要國際機制—更

確切地說，有太多不同重點的潛在論壇。這表示在建立國家導向的規範、共同安全

標準，與強化現有法規、執法與資訊分享的方式上，造成障礙。 

針對使用網路工具可能引發衝突，甚至傳統戰爭的擔憂日益增長，聯合國、歐

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與其它志同道合的國家間，開始致力於找出切實可行的

透明和信心建立措施(TCBMs)，避免計算錯誤或誤解網路領域的使用。如前所述，在

2010年時，聯合國政府專家(GGE)組針對五大未來行動的通用建議，達成了協議，其

中包括“各國針對國家級的「資訊通信技術（ICTs）」的使用規範有進一步對話，以

減少保護重要國家級和國際基礎設施的集體風險“；特別的是，“信心建立、穩定

與降低風險的措施，以因應國家使用 ICTs 的影響，包括各國交換 ICTs 使用衝突的

看法”。1 

第一節 國際與區域組織評估 

隨著網際網路及相關資通科技的增長和擴張，有一個新興的國際關注在衝突與

戰爭發生時，網路攻擊的潛在用途。雖然純網路戰爭是很不可能發生的，但是未來

的武裝衝突或小規模戰鬥，可能越來越會伴隨數位網路與服務的破壞。此外，國家

間的網路上與/或關鍵基礎設施大規模攻擊，可能引發傳統武器的反擊 。2儘管事實

是，許多有關網路攻擊的術語、可行性、基本理由與推動等關鍵問題未被充分回答，

國際社會間確實已開始爭論，對未來挑戰與可能合法的、技術的與政治的反應。 

2010 年，聯合國政府專家小組，包括來自中國、俄羅斯聯邦與美國的外交官，

共同陳述的報告中指出，資訊安全領域中現存與潛在威脅，是 21世紀最嚴重的挑戰

之ㄧ 。3有些人主張，人類正在進入一個「新戰爭時代」；4而也有人相信，軍事化的

                                                 
1 General Assembly, 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on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 tional Security, UN ument A/65/201, 30 July 2010, para. 18. 
2 P. Sommer and Brown I. Reducing Systemic Cybersecurity Risks, OECD document 
IFP/WKP/FGS(2011)3, 2011 
3 General Assembly, Group of Covernmental Experts on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N Document A/65/201, 30 July 2010, p. 6. 
2012. Assessment of National Doctrine and Organization, UNIDIR, 2011.  
4 K. Benedict, "Stuxnet and the bomb",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15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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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空間是蜃景，包括新種類的網路武器。5軍事思想家常常爭論，網路空間在陸地、

海洋、空中與太空之後，正在成為「第 5戰場」。其他人則有更微妙的觀點：當網路

武器可能成為新種類武器時，在網路武器與其它武器之間有些差異。 

無論如何，各國的軍隊似乎急著要把防禦與攻擊網路，當成作戰工具包選項之

ㄧ。因此，許多國家、區域與國際論壇正在討論，避免網路空間使用不當的對策。 

雖然，對於網路與國家/國際安全的爭論，似乎還在初期；不同的利害關係人，

已經可以被看作是有利於不同的策略。對政府而言，最直接改善國家關鍵資訊設施

的安全標準方法，就是透過與政府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另一個政府政策為改善國內

對應急計劃的準備，同時也提供經營者典範實務與培訓，與提升民眾的認知。 

然而，只靠國家政策是不足的。為了提供全球存取數位科技與全世界網路架構，

國際合作在防止未來網路衝突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私人機構與民間社會必

須共同努力以整合國家之實踐、法律和監管辦法，與國際反應以防止未來網路威脅。 

近年來由政府與國際組織發起，對於網路空間的國際討論會與會議也不斷頻繁

地舉行，給利害關係人一個針對網路挑戰，討論其政治、技術、教育與司法因應之

道寬廣的場合。 

資通技術(ICT)與網路技術的普及，也是一個跨維度的議題—超越技術發展—從

人類、政治、文化與法律層面影響許多社會。同樣地，幾個層面的問題顯著重疊：網

路犯罪與網路恐怖主義、關鍵資訊基礎設施與資訊網路之防護、基本人權之保護，

與軍火庫中出現網路武器。 

在解決這些層面問題前有許多障礙需克服，例如：現今資通技術(ICT)的軍民兩

用特性、網路的開放性與急速成長之使用、不同的文化的溝通、利害關係人間之利

益爭奪，與各國對威脅看法的不同。 

壹、國際組織的角色 

許多國際組織已進行的研究，關注在網路戰領域裡國際組織的功能、角色與活

                                                 
5 J.A. Lewis and K. Timlin, Cybersecurity and Cyberwarfare: Preli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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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6相較國家政策而言，國際間對網路威脅的努力越來越受限於資源，現今大多數

在網路領域活躍的國際組織皆由政府創辦並受其影響。最顯著的例子就是聯合國，

幾乎全球國家的參與和推廣。國際電信聯盟（ITU）是另一個重要國際機構。區域組

織，例如：美洲國家組織（OAS）、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區域論壇（ARF）、亞太

經濟合作組織，與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也扮演重要角色。 

當大部分對網路防禦具體工作由國家主導時，國際組織才能討論、協調與發展，

針對加強全球戰略在創立適當區域與國際的架構、機構和政策之提議。工作的範圍，

從建立與強化規範與原則，以預防惡意使用新網路技術，促成對於武裝衝突法應用

的協議，增進國家在網路事故中的預防、準備、應變與復原。對於這些目的，國際組

織有權力，集合在網路安全相關的主角—政府、私人機構、民間社會與民眾。 

貳、國際組織 

聯合國(UNITED NATIONS，UN) 

聯合國大會批准了部分 ICT 與網路安全相關的決議，此舉引起聯合國會員國對

未來網路挑戰的注意。近年在一項研究中強調了新的規範—在聯合國體系中建立程

序。7幾個專門處理不同程度網路安全的聯合國組織。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支持聯合國，在非法藥物管制與犯罪防

治的努力，其中也包括透過網路的方式。促進全球供應鏈安全的國際海關組織（WCO），

正積極促進關鍵基礎設施之防護策略。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正致力於改善資訊

交換、典範實務，與訓練打擊非法濫用資訊技術 。8 

在 1998年第一次大會之委員會，俄羅斯聯邦初次提出決議草案（A/35/576, 1998

年 11月 18日）後，就已經排入聯合國議程，該草案於 1999年 1月未經表決即成為

                                                 
6 H.I. Touré,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cyberwar", in H. l. Touré, The Quest for Cyberpeace, ITU and 
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sts, 2011, pp. 86- 103; European Parliament,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xternal 
Policies, Policy Department, Cybersecurity and Cyberpower: Concepts, Condit Capabilities for Cooperation 
for Action within the EU, 2011, p. 20. 
7 T. Maurer, Cyber Norm Emergence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Activities at the UN 
Regarding Cyber-Security,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1.  
8 General Assembly, Combating the Criminal Mis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UN document 
AV/RES/56/121, 23 Januar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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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70號決議。 

大會採用在 2003 與 2004 年，通過的兩個針對「網路安全的全球文化與關鍵設

施防護」決議之規範。2003 年通過，編號 A/57/239 的決議，要求有能力的國家在

「及時和合作的方式，採取行動防止、檢測和應變安全事件」上，需要有更多認知

與責任。92004 年通過編號 A/58/199 的決議，邀集所有已發展策略，處理與網路安

全和關鍵訊息基礎設施保護的相關國際組織與成員國，分享他們的典範實務和措施，

以協助其他會員國實現網路安全。10在 2010與 2011年，聯合國秘書長—為了成員國

在國際安全下資訊領域的新發展，向大會發表年度公開報告。11 

特別是在 2011 年的報告（A/66/152），其中包括澳洲、德國、荷蘭，與美國發

表關於「透明與信心建立措施（TCBMs）」的冗長聲明。  

此外，建立了兩個「政府專家組（GGE）」，從網路活動中，討論與檢視現存與潛

在威脅來源。由秘書長召集 GGE 後，大會要求秘書長，探索需特別關注的領域。由

各國政府提名的成員不超過 15個，並達成一致意見。在 2004年，GGE未能達成一致

意見。在 2009年第二次召集 GGE，要求「繼續研究資訊安全現有及潛在威脅，與可

能的合作措施」。2010年發表的一份報告，呼籲「國家間進一步對話，以討論關於 ICT

的國家運用的規範，降低集體風險與保護重要國家級與國際級基礎設施」。它建議要

建立信任，穩定和降低風險的措施，以解決 ICT 的國家運用，包括交換使用 ICT 衝

突時的國家級看法。12GGE依規範、TCBM與能力建構，制定未來的工作議程。然而，

各國在幾個關鍵問題上意見仍然分歧，例如：某些類型資訊是否能被定義成「武器」、

武裝衝突法和國際人道主義法是否適用於網路空間？
 
 

在 2010年，大會批准了一項決議（A/RES/65/41），接續 2009年的 GGE。新 GGE

在 2012年 8月開始運作，除繼續研究資訊安全範疇的現有與潛在威脅，與確認可能

解決問題的合作措施外，並考慮 2010年報告中所述之評估和建議。此 GGE將在 2013

                                                 
9 General Assembly, Creation of a Global Culture of Cybersecurity, document A/RES/57/239, 31 January 
2003, p. 2.  
10 General Assembly, Creation of a Clobal Culture of Gybersecur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s, UN document A/RES/58/199, 30 January 2004, p. 2. 
11 General Assembly,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N document A/65/154, 20 July 2010 
12 General Assembly.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N document A/66/152, 15 Jul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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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的大會第 68次會議中提報。據說，下一步將是「發展一些具體實施的建議，

有可能是（同樣重要的）在網路上指定一個討論 TCBM的論壇」。13 

在 2011 年 9 月 12 日，中國、俄羅斯聯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聯合

國常駐代表向秘書長提交了一封信，要求在聯合國架構下，討論國際資訊安全行為

準則的建議草案。此建議草案包含維護資訊與網路安全的基本原則。在此建議準則

下，各簽署國將承諾“不使用資訊和通信技術，包括網路，進行敵意活動或侵略行

為，以及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或擴散資訊武器及相關技術。14 

國際電信聯盟(ITU) 

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為聯

合國的規範電信與無線電頻譜使用的專門機構。ITU一直在尋求擴大其職權範圍，包

括網路安全，而非其涉入成員國間緊張局勢的限度，特別是在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政

治問題。ITU的 193名會員來自公家與私人機構，包括 ICT管理者、學術機構，與約

700家公司。ITU自 1865年成立以來，已在制定電信安全標準中扮演重要角色。ITU

由三個部門組成：無線電通信部門、標準化部門和電信發展部門。這是聯合國 ICT領

域所有參與者中，唯一的政府間組織。ITU目前正透過眾多關於標準化和技術援助的

活動，針對網路安全議題，制定關鍵基礎設施保護、殭屍網路緩解和培訓發展中國

家的技術指導。 

一個網路安全的 ITU高級專家小組在 2007年成立，提供不同領域和地區的資訊

安全專家的諮詢平臺。2007 年 5 月 17 日，ITU 推出全球網路安全議程，「提供一個

讓所有利害關係人可以協調日益增長的網路安全挑戰的國際社會應變，與在資訊社

會中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架構」。15該議程建立五大支柱：法律措施、技術規程、組織

結構、能力建構和國際合作。ITU也與國際多邊合作打擊網路威脅合作，專注於應對

                                                 
13 General Assembly, 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on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N document AV/65/201, 30 July 2010, p. 5.  
14 同上，p. 8 
15 B. Baseley-Walker, 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cyberspace: towards norms of 
behavior", Disarmament Forum, no. 4, 2011, p. 37.  
508 General Assembly, Letter Dated 12 September 2011 from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ajikistan and Uzbekist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UN document A/66/359, 14 September 2011,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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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協調的早期預警系統和安全協同工具平臺，與資安事件應變小組論壇，這是一

個國際聯盟的信任的電腦事件應變小組（CIRTs），可協同處理電腦安全事故和促進

事故預防方案。論壇還派駐了電腦緊急應變處理小組（CERT）至世界各地。該議程

將繼續為不同的利害關係人締結夥伴關係，與尋求各國能實現網路安全的具體措施。 

網路治理組織(INTERNET 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網際網路是一種新型通信與商業的全球基礎建設，且被建立成一個“由下而上”

自由言論和資訊交流的開放媒介。最初，網路管理組織通過自我調節和促進新的網

路應用，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 2011年的歐盟研究，組織可分為技術和政治領域。

16政府，是動態和不穩定的網路世界的“新來者”，是輔助的，但不是這些“由下而

上”機構的核心。因此，這些群體在網路安全的技術問題有顯著的作用，但至今還

未直接影響國際安全和軍事用途的問題。 

另一方面，近幾年，政府間對於網路空間的國家主權程度之政治辯論，已經開

始擴散到這些地點。 

技術團體，例如；網路工程任務小組（IETF）或電子電機工程師協會（IEEE），

制定與討論軟體協定、網路連接和電子標準。 

非營利性、私人的網際網路名稱與數字位址分配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負責重要的網路相關任務，如名稱和網路

位址分配，與確保其穩定和安全運行。美國國政府，於 1998年協助建立網際網路名

稱與數字位址分配機構（ICANN），在提供建議給 ICANN 公共政策問題的上，仍然具

有重大影響力；特別是，政府諮詢委員會在 ICANN 的活動或政策，與國家法律或國

際協議之間有互相影響作用。 

大約有 50個政府和不同的經濟體、全球性組織（如 ITU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與區域組織（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亞太論壇和歐洲理事會），會參加每年三次的

會議。 

在網路安全領域中，仍存在非正式網路治理措施，如為保護全球關鍵基礎設施

的經絡論壇，這是一個重要的信任建立與諮詢論壇。稍微與這些技術組織不同，但

                                                 
16 Hl. Touré, The Quest for Cyberpeace, ITU and 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sts, 2011, 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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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同樣的議題的是網路管理論壇，其中有多方利害關係人論壇促進對話。它於 2006

年由聯合國秘書長創建，同年在雅典召開第一次會議。此團體每年召開會議、研討

會和磋商，以明確表達如網路發展資源、確保人人均可使用網路資源與維護安全等

問題。 

網路犯罪公約 

2004年布達佩斯歐洲理事會的網路犯罪公約，是網路犯罪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

的國際條約。17它提供給各國，制定網路犯罪國家立法和國際合作架構的指導。 

網路犯罪公約奠定網路犯罪國際合作的一般原則，特別是網路服務供應商和執

法機構之間。公約強調針對駭客攻擊和資料竊聽等網路犯罪。18它指出網路攻擊是非

法的，無論其動機如何。雖然從技術角度和參與者來看，網路犯罪、網路恐怖主義

和網路戰之間都有重疊性，但網路犯罪公約並不專注於如間諜行動或破壞的網路攻

擊。 

網路犯罪公約要求簽署國均須建立基本的法律架構，以應對網路犯罪。這個要

求為處理重大網路事件合作建立了一個重要的基礎。然而，在當時卻僅 37國認可該

公約。當大多數歐洲國家已經認可網路犯罪公約時，捷克共和國、希臘、愛爾蘭、盧

森堡、波蘭、瑞典和土耳其卻不在其中。 

而除了歐洲之外，全球也僅有日本與美國認可。歐洲理事會每年在斯特拉斯堡

與實施公約國家舉行會議，該會議被認為在歐洲議題上是個有用的規範工具。理事

會和私人機構發起了全球網路犯罪，以促進公約和相關國際標準的廣泛實行 。19 

八國高峰(GROUP OF EIGHT) 

八國高峰是一個由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俄羅斯聯邦、英國和美

國組成的國際論壇。2011年在法國多維爾，這些國家的第一次討論並同意一些必須

堅持的原則，以便支持一個穩定和繁榮的網際網路空間，例如自由、尊重、隱私、知

                                                 
17 www.itu.int/osg/csd/cybersecurity/gca/new-gca-brochure.pdf.  
18 European Parliament,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xternal Policies, Policy Department, Cybersecurity and 
Cyberpower: Concepts, Conditions and Capabilities for Cooperation for Action within the EU, 2011, p. 20 
19 The Convention includes technical and legal definitions of various forms of cybercrime.   

https://www.itu.int/osg/csd/cybersecurity/gca/new-gca-brochu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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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產權保護、多方利害關係人管理、網路安全和起訴犯罪。此外，此集團維持「非歧

視和公平競爭」，以及「彈性和透明度」，多方利害關係人保護網際網路未來的關鍵

觀點。「多維爾宣言」強調，各國政府必須發揮作用，了解所有利害關係人，及幫助

開發在使用網路空間的行為規範和共同辦法。20 

八國高峰的主要目標在主要工業化國家之間建立共享機制，以防止、調查和起

訴網路犯罪。為此目的，在 2011年 5月 24-25日，在巴黎舉行了一個特別論壇。集

團中一個保護關鍵資訊基礎設施和網路犯罪的小組，在超過 50國中，建立網路駐點。

此項工作可在 20國集團（G20）架構中，展開成下列討論。 

重要國際會議(KE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在 2012年 11月，英國在網路上舉辦倫敦會議，設計網路問題的高級政治對話，

以便開展未來工作議程，建立一個安全的、有彈性的與值得信賴的全球數位環境。 

這場由英國舉辦的網路問題研討會議，為期兩天，聚焦在五大主題：經濟成長

與發展、社會福利、網路犯罪、安全與可靠的存取，和國際安全。 

其目標為提供一個結構化的非正式論壇...以便同意進一步的行動和討論。21後

續於 2012 年 10 月在布達佩斯舉行會議，聚集了近 600 名各國政府、私人機構、民

間社會和科學界的代表，也包括國際記者。22後續一系列國際會議將計劃於 2013 年

在首爾舉行。 

2011 年 12 月在柏林舉行的網路安全的挑戰，由德國聯邦外交部、聯合國裁軍

研究所、漢堡大學和平研究及安全政策研究所與柏林自由大學主辦。 

這次會議匯集了來自民間社會、私人機構、學術界和政府的關鍵利害關係人與

決策者，以探究國際網路安全與潛在多方解決方案的挑戰，其中包括 TCBMs的建立，

例如在防禦政策上更大的透明度、更好的危機管理機制、加強執法合作，與對網路

衝突之裝衝突法律應用的共同理解。23 

裁研所與核查研究，培訓和信息中心和查塔姆大樓，還於 2012 年 11 月舉行了

                                                 
20 https://www.coe.int/en/web/cybercrimeProject % 20global % 20phase % 202 / projectcyber - en.asp . 
21 Deauville G8 Declaration, Renewed Commitment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2011，p6. 
22 B. Baseley-Walker, "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cyberspace: towards norms of 
behavior", Disarmament Forum, no. 4, 2011, p. 35.  
23 www.cyberbudapest2012.hu. 

http://www.cyberbudapest2012.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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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兩天的跨國會議，特別是關於 TCBM建設和確保網路領域穩定和安全的潛力。 

這次會議還採取了多方利益相關者的方式，力求突出共同感興趣的領域以及相

互競爭的領域。 計劃於 2013年召開後續會議。 

2012年 11月，聯合國裁軍研究所（UNIDIR）、「國際規約查核研究、訓練與資訊

中心（Verification Research,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Centre）」與查頓院

(Chatham House)合作，舉辦為期 2天的多國會議。 

本次會議也採取了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做法，以尋求共同感興趣和利益爭奪的領

域。特別是在潛在 TCBMs，針對建立與確保網路領域穩定及安全方面。 

區域組織(REGIONAL ORGANIZATIONS) 

傳統上，區域政府間組織已經證明了影響力大的論壇能建立安全，特別是藉由

制定、實施，安全合作機制和信心建立措施（CBMs）。首先，區域性方法有涉及較少

國家的優勢，但利益相關。其次，有時在區域裡會比在全球層面上，較容易實施協

議和具體措施，尤其是在高度發達的合作機制和經驗豐富的機構。 

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 

美洲國家組織（OAS），起源於 1889 年，目前包括美洲 35 個獨立國家，且成立

一個網路犯罪的政府專家小組，該小組分析電腦網路相關的犯罪活動、比較國家立

法，與鑑定具有專門知識的國家。 

2004年，美洲國家組織（OAS）大會批准第 2004 XXXIV-O/04號決議，打擊網路

安全威脅之美洲國家一體化戰略，與授權「美洲國家反恐委員會（CICTE）」開始在

網路安全方面的工作。美洲國家反恐委員會秘書處建立了一個網路安全計畫與設置

「電腦安全事件應變小組（CSIRTs）」。 

在 2012年 3月 7日的第 4次美洲國家組織全體會議中，成員國批准了「加強美

洲國家網路安全的宣言」，呼籲國家網路策略的發展與加強國際合作機制。 

2012年 8月，美洲國家反恐委員會出席華盛頓特區的移動模擬實驗室，該實驗

室旨在培訓成員國人員，與執行關鍵基礎設施防護的模擬演練。該實驗室將提供所

有成員國接受進一步的培訓，與私人機構，政府和民間社會參與的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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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洲國家組織成員的區域網路對話中，也有關於計劃訂定網路世界行為

準則的論壇。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是一個冷戰時期，聯合國憲章下設立的區域組織，

它提供了一個全面安全觀的高級對話論壇，並結合政-軍、經濟、環境和人文面向。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是當時最大安全導向的區域政府間組織，有56個參與國，

其中涵蓋了大部分的北半球國家，包括北美、歐洲、俄羅斯聯邦—從溫哥華到符拉

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任務包括早期預警、預防衝突、危機管理和衝突後復原、

軍備控制、促進人權、新聞自由和公正選舉。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由政治決策機構的輪替主席常設理事會擔任秘書處，秘書

處與安全合作論壇設在維也納。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安全合作論壇是提供持續對話和談判的場地。在安全合

作論壇上，所有與會國會討論與裁決，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區域內有關軍事和軍備

控制議題的決定，特別是CBMs。維也納文件和歐洲傳統武力條約，展現批准了CBMs

裡各種規範與常規部隊的相關透明化措施。 

2008年，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透過舉辦幾場高階會議後，開始討論網路安全議

題；在2011年5月，隨之而來是對網路安全的綜合方法：探索未來歐洲安全與合作組

織角色。2012年4月26日，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常設理事會，批准其第909號全體會

議決議，建立CBMs發展，減少使用ICT衝突的風險；其建立一個開放型的非正式工作

組，且制定了一套草案[CBMs]，加強州際合作、透明度、可預見性和穩定性，並減少

誤解、升級和可能源自使用ICT的衝突；為了幫助建立共識，於2012年採取此套CBMs；

[與]以提供CBMs的進度報告和初步建議 。24 

根據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基本承諾和傳統合作，其優點有全面性和跨維度重點。

                                                 
24 Challenges in Cybersecurity: Risks, Strategies,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Institute for Peace Research and 
Security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2011, http://unidir.org/pdf/activites/pdf2-act667.pdf. 519 
OAS, "Cyber security program", www.oas.org/en/sms/cyber. 

http://unidir.org/pdf/activites/pdf2-act667.pdf
http://www.oas.org/en/sms/cy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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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6-7日，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在都柏林舉行第十九屆部長理事會，針對網

路安全和CBMs進行了辯論。特別是，新措施所提到要求各國政府，提供因缺乏共識

而引發關注或無意衝突的網路活動預先通知。25 

歐盟(EUROPEAN UNION，EU) 

2008年歐洲會議的報告指出，實行歐洲安全策略，包括網路威脅，如同歐洲安

全的新的風險。歐盟是活躍在兩個明顯重疊的網路安全領域：打擊網路攻擊的措施，

包括網路犯罪，與支持關鍵基礎設施保護和網路安全的措施。由於涉及網路問題，

（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發展不足—根據歐洲議會研究，因為其機密和跨部

門性質，也要讓成員國意識到處理目標的困難。 

第一個有關保護網路資訊系統的關鍵文件，可以追溯到 2005年。2010年 10 月

通過了一個新的歐盟內部安全戰略，針對所有歐盟公民和企業，提升其網路安全。

在 2013 年建立的歐盟網路犯罪中心，到 2012 年 CERT 網路包含所有歐盟機構，與

2013年推出歐洲資訊共享和預警系統。這些機構有不同責任區。民政事務總局處理

網路犯罪的相關立法。成員國的資訊共享平臺，自 2009年以來一直都存在。至 2012

年底，計畫在所有歐盟成員國，建立泛歐洲網路安全演習與有作用 CERTs，以保護歐

洲免於大規模網路攻擊。 

歐盟保護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起因是，2007 年愛沙尼亞遭受網路攻擊。當時，

歐盟執委會資訊社會暨媒體總署，公佈了幾個有關基礎設施保護計劃的文件。攻擊

資訊系統的指令，試圖在法律架構下，用以打擊網路犯罪。 

歐洲總署替歐盟成員國，建立資訊共享平臺，也包括與歐洲公共部門有合夥關

係的私人機構。歐洲網路與資訊安全機構（ENISA）成立於 2004 年，為歐盟成員國

的研究與諮詢機構，其職責為提出、應變與尤其是網路與資訊安全問題的預防。26此

機構由歐盟執委會資訊社會暨媒體總署資助與監督，也負責歐洲資訊共享和預警系

統。 

                                                 
25 Permanent Council, Decision No. 1039: Development of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to Reduce the 
Risks of Conflict Stemming from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SCE 
document PC.DEC/1039, 26 April 2012. 
26 European Parliament,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xternal Policies, Policy Department, Cybersecurity and 
Cyberpower: Concepts, Conditions and Capabilities for Cooperation for Action within the EU, 2011,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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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也是「歐洲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European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CFSP）」的一部分，但在網路犯罪和關鍵資訊基礎設施保護上較缺乏。歐洲

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CFSP）屬於歐盟對外事務部(EEAS)。該部下一步重點將放在

網路空間規範和標準的發展、促進「歐盟網路犯罪公約」、在第三國的能力建構、歐

洲的網路政策發展，與印度、中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組成聯合研討會。 

2009年，歐盟安全研究所(EUISS)舉辦，「網路安全：歐洲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

的角色?」的專題討論會，討論歐洲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外交政策的影響。27 

歐盟安全研究所(EUISS)一份不定期的報告指出，歐洲軍事當局也正在討論，建

立歐洲電腦網路作戰共同準則的可行性。2011年，「網路安全與網路力：歐盟合作行

動的概念、條件和能力」，一份依歐洲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與安全和國防小組委員會

需求的全面性報告，檢視歐盟機構與成員國，對強化網路安全合作的政策選擇。 

歐盟在支持成員國，制定、討論規範和辯論復原措施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

在技術、法律和政治統一的措施方面，仍有個別成員國和歐盟機構之間的顯著差異。

儘管它的平民傾向，歐盟在歐洲對美國與安全相關組織(例如 NATO 與 OSCE)中仍然

是一個重要的成員。 

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 

上海合作組織（SCO）成立於 2001 年，由中國、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俄羅

斯聯邦，塔吉克，烏茲別克組成，且涵蓋歐亞大陸 60％的範圍。 

上海合作組織每年舉行一次峰會，在安全、經濟和文化領域有合作關係，且已

經啟動幾項有關能源、通信和運輸的大規模計畫。 

自 2008年以來，印度、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與巴基斯坦以觀察員身分參加，另白

俄羅斯，斯里蘭卡和土耳其為對話夥伴。在 2011年 9月，上海合作組織發布「資訊

安全領域的合作協議」，28成員國視此為在聯合國內進一步討論的基礎。 

該協議在第 2 條中列舉的主要威脅是「資訊武器的發展與使用、準備和發動資

                                                 
27 Europea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Agency, "About ENISA', www. enisa.europa.eu/about-enisa. 
28 J-P Zanders, Institute Report. Seminar on Cyber Security: What Role for CFSP?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10 March 2009.  

http://enisa.europa.eu/about-en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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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戰」與「使用資訊空間的優勢地位，以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和安全」。29資訊威脅

在協議中被定義描述為“傳播有害於其他國家的社會政治和社會經濟系統、精神、

道德和文化環境的資訊”如傳播有害資訊至其他國家的社會政治和社會經濟、精神、

道德和文化環境。同時，其他例如資訊恐怖主義和資訊犯罪的危險也是被視為威脅

的一種。 

上海合作組織協議也在附件一中有表列諸如「資訊戰(信息戰)、資訊武器(信息

武器)、關鍵結構」等基本術語。另外，如上所述，2011年 9月 12日，中國、俄羅

斯聯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在聯合國的架構下，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一

針對「國際資訊安全行為守則」區域協定的草案。30 

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ARF) 

東協區域論壇(ARF)是一個多邊對話組織，由 27國組成，成立於 1994年，主要

在促進亞太地區政治關係和安全領域的建設性對話、協商與合作。 31東協區域論壇

(ARF)積極參與討論和實施，信心建立和預防性外交。各成員國合作打擊網路威脅。

在 2006年，參與國發佈「關於合作打擊網路攻擊和恐怖分子不當使用網路的聲明」。

32主要重點在網路犯罪與恐怖分子的不當使用。「網路代理參與者的研討會」於 2012

年 3 月在越南舉辦，會中強調如何實施議定準則的部分細節發展；同樣重要的是，

指定網路上 TCBMs討論的論壇，以擴大網路領域中東協區域論壇(ARF)的影響。 

2012 年 7 月 12 日在柬埔寨金邊的第 19 屆東協區域論壇(ARF)會議中，各國部

長通過了「確保網路安全的合作聲明」。特別是，東協區域論壇(ARF)的各國同意合

作，以發展克服網路威脅的聯合策略。東協區域論壇(ARF)還宣布，其的意圖在促進

信心建立的對話，以降低由誤解所導致的事件升級以及衝突的風險。此外，他們還

承諾針對 ARF開發中國家，投資其能力建構以關閉「數位落差」。澳洲，中國和美國

等國皆積極實施國家網路安全戰略和回應東協區域論壇(ARF)的議題。 

                                                 
29 L. Simón, Command and Control? Planning for EU Military Operat occasional paper no. 81,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0  
30 See http://media.npr.org/assets/news/2010/09/23/cyber_treaty.pdf. 
31 同上，annex 2, item 1 
32 General Assembly, Letter Dated 12 September 2011 from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ajikistan and Uzbekist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UN document A/6/359, 14 September 2011. aseanregionalforum.asean.org/about.html html.  

http://media.npr.org/assets/news/2010/09/23/cyber_treaty.pdf
http://aseanregionalforum.asean.org/abo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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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 

關於軍事開支、武器系統，和高科技設備方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是在

世界上最大的軍事同盟組織。其任務僅限於在北大西洋地區的集體防禦及危機管理。

在 90 年代後期科索沃戰爭期間的拒絕服務攻擊發生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在 2002年開始網路防禦計畫。33在 2002年的布拉格峰會上，北約領導人決定啟動電

腦事故應變能力，負責應對北約電腦網路的網路攻擊。位於布魯塞爾的協調中心與

芒斯的技術中心，負責處理未經授權的入侵、預防措施和數位鑑識與提供成員國協

助。這兩個中心隸屬北約通信與資訊服務機構。卓越協同網路防衛中心（Cooperative 

Cyber Defence Centre of Excellence，CCDCOE）成立於 2008年於愛沙尼亞的塔林，

執行研究、教育、訓練，並舉辦網路戰相關法律、理論和技術等議題的研討會。34置

重點於法律架構的發展。 

該中心邀請一個無黨派的國際專家小組，研究適用於網路戰爭的國際法、國際

準則和慣例。三年後，出版「塔林手冊」的草稿版本，且開放的進一步討論 。卓越

協同網路防衛中心（CCDCOE）也作為學術界、私人機構和軍方之間的橋樑。 

北約還創建了網路防禦管理局（CDMA），以在適當狀況下，協調和實施「直接和

有效的網路防禦行動」。35北約議會報告指出，依據請求，如果盟軍或盟軍成為具有

國家或盟軍意義的網路攻擊受害盟國，網路防禦管理機構（CDMA）已準備且能夠協

力或提供援助。 

北約官員進一步表示，其所發展的快速反應小組，在成員國請求緊急狀況下，

能立即部署，對抗網路攻擊。來自非成員國的請求須由北約理事會批准。36 

北約每年針對其電腦基礎設施執行網路攻防演習。在共同努力下，該中心舉辦

培訓活動和研討會，具有較大的推廣任務，包括與歐盟的合作。北約也已經與愛沙

尼亞、美國、英國、土耳其和斯洛伐克，簽署網路安全備忘錄。 

北約國防大學的研究論文發表一份切實可行的合作建議清單。37其中北約與「跨

                                                 
33 Directorate for ASEAN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ASEAN Regional 
34 For details see, S. Myrli, NATO and Cyber Defence, NATO document 173  
35 NATO Cooperative Cyber Defence Centre of Excellence, "About", www Nampdf Forum Annual Security 
Outlook-2011, 2011, pp. 15ff. DSCFC 09 E bis, 2009, para. 45. coudcoe.ong. 
36 NATO Cooperative Cyber Defence Centre of Excellence, "The Tallinn Manual" , 
www.ccdcoe.org/249.html   
37 V. Joubert, Five Years after Estonia's Cyber Attacks: Lessons Learned for NATO research paper no. 76,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ccdcoe.org%2F249.html&h=AT2FeLFiqJfdFAvs5x7q2GTFEtXVf8EPf3Jk7vVExbkjL88w1PpwuoRx5MoAn0Gs936__kivxF90LZxLXHafkRc-P0e-E4A1_uYoFMJwRH897cJN6M_K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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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國防科技與工業合作(TADIC)」架構下的工業夥伴進行對話，這是未來的「巧

防禦」專案的部分項目。 

於 2011年 6月 8日，北約國防部長批准了「配合北約網路防禦政策」的文件，

此份機密文件，定義北約網路防禦成果，以及相關行動實施計畫。在 2011 年 10 月

時，各國部長同意行動計畫的細節。 

在 2010 年 11 月，里斯本高峰會通過的新戰略概念強調，北約應加速發展進一

步預防、檢測、防禦能力，以免於網路攻擊與復原，包括通過使用北約所規劃的程

序，以加強和協調國家網路防禦能力，帶給所有北約機構一個集中式的網路保護，

與成員國間更整合的北約網路認知、預警和應變。38 

但北約成員仍辯論繼續針對應該如何應對網路攻擊，特別是在北大西洋公約第

5章，其中指出：針對單一或數個成員國的武裝攻擊，應視為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

首先，目前針對網路攻擊嚴重性的法律界定仍不明確。 

新戰略概念指出，網路攻擊「可以達到威脅國家和歐洲─大西洋繁榮、安全和

穩定的門檻」。然而，戰略的概念並未述明武裝攻擊的概念，僅引用「集體防禦」的

概念。其次，北約成員國在制定適當的攻擊應對上意見分歧：藉由懲罰來達成威懾

是正解嗎？攻擊性網路任務是有效和可行嗎？還是採取傳統方式攻擊？ 

儘管組織上和技術上的努力，但北約仍繼續完善其網路防禦政策，以保障和保

護北約的電腦網路，並鼓勵和支持其成員國，建立強有力的國家級網路系統。然而，

北約不負責處理民用網路安全問題。然而，與其他重要多邊組織，如歐盟、OSCE 和

ITU的國際合作，以互補的方式，滿足歐洲─大西洋社會的網路挑戰。做好更充分的

準備，以防止網路事件發生，預警、專業技術的交流和共同工作的法律框架是合作

的重要領域。 

 

 

                                                 
NATO Defense College, 2012 
38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ctive engagement, modern defence, www.nato.int/cps/en/SID-
4EEB2033-B2AB8368/natolive/official_ texts 68580.htm. 

http://www.nato.int/cps/en/SID-4EEB2033-B2AB8368/natolive/official_
http://www.nato.int/cps/en/SID-4EEB2033-B2AB8368/natolive/officia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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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立軍事及非軍事互信機制 

冷戰期間信心建立與不同武器系統的傳統概念，包括核子、傳統和太空武器，

以及非軍事領域，如災害救濟。隨著網際空間成為軍隊和國家支持的活動（如間諜

活動和傳播宣傳）的工具，人們普遍認為，某些活動的界限和降低衝突風險的措施

必須是多邊層面的。 

壹、互信建立機制的類型 

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Confidence and security-building measures, CSBMs)從幾十

年前就已經被使用, 目的是為了實現國與國之間的和平關係達到更好更穩定的狀態。

根據不同領域的衝突，政治，經濟，環境，或是社會, 建立信任措施都是可行的。可

以用來建立在政治，行政，軍事，或在其他社會團體之間不同衝突的行為者的信任

和信心。建立信心建立措施的目標是改變對威脅的看法進而改變國家在面對預防衝

突上的關係和行為，並擁有更好的危機管理和解決衝突的能力。建立信心建立措施

必須針對要實施的領域的應用和背景去量身訂作。一個成功的信心建立措施和相關

措施的主要關鍵點就在於互惠，透明度，可預見性和可靠性。 

如果是直接與軍方或安全領域有關係的話, 信心建立措施就被稱之為透明與信

心建立措施(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TCBMs）。在條約的框架

內，這措施是可以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約束力。CSBMs 同時可以是針對單邊，雙邊

或多邊的關係。建立此措施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暴力衝突的爆發，並自冷戰結束以來

已有系統的方式來制定和實施。實際的例子就是現場查驗和軍事活動的通知。 

鑑於各個國家之間的不信任和猜疑，尤其牽扯到軍事領域，透明與信心建立措

施(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TCBMs）的目的是以減少各國之間

的威脅，建立各國之間的信任，和使行為者之間的關係更加可靠且可預測, 而且這是

有政治約束力的文書。這些措施可以幫助防止軍事活動上的失誤，因為這可能會導

致不必要的戰爭或不必要的武裝。 

通常 CBMs 或 TCBMs 被視為是通往未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的入口和橋

樑。信心建立措施並不能解決本質上的衝突，但這些措施可以奠定改善國與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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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的基礎，並建立解決衝突的先決條件。也可以說，信心建立措施，信心與安

全建立措施，以及透明與信心建立措施之間的界限有些模糊，這些術語經常交替使

用這為任何此類工具的精確分類增加了一些混亂。儘管如此，這些措施仍是用來控

管武裝的傳統和證明有效的工具。 

典型的軍事及非軍事互信建立機制 

如先前所提到的,聯合國(United Nation)以及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 在開發和推動信心建立措施上有許多

的經驗。其他區域性的組織也同樣會討論和協商區域的問題，包括建立該區域的信

心建立措施的和實現方式。 , 例如東南亞國家協會  (簡稱東協 ,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東協區域論壇(Regional Forum, ARF), 和美洲國家

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聯合國裁軍審議委員會於 1988 年 5 月

28 日的屆大會上提出制定信心建立措施的指導方針。39發展信心建立措施主要的目

標之一是“減少乃至消除任何有關軍事活動和對其他國家有意圖所造成的不信任，恐

懼，誤解和失算”。建立措施的核心目標是“有助於防止軍事對持以及祕密的準備發

起戰爭，以減少突發襲擊和戰爭爆發的風險意外”。40 

在冷戰期間，由於擔心核戰爭爆發的情況帶動下，現代的「軍控學校(arms control 

school)」提出和開發了許多不同的危機穩定措施，損傷限制，以及預防戰爭。隨著時

間的推移，各種軍控條約和措施陸續的提出將政治或法律的約束套在國家軍事手段

的部署和/或處置。41 

在冷戰初期，“核子信心建立措施 (Nuclear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問世

時被認為是增加兩大軍事大國透明度的第一步。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 (Confidence- 

and security-building measures, CSBMs) 也是組成軍控議程的一個不可分割部分。 

                                                 
39 See for example the OSCE Guide on Non-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 2012. 558 B. 
Baseley-Walker, "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cyberspace: towards norms of 
behavior", Disarmament Forum, no. 4, 2011, p. 32. 
40 General Assembly, Special Report of the Disarmament Commission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t its Third 
Special Session Devoted to Disarmament, UN document A/S-15/3*, 28 May 1988, paras. 1.3-2.4.. 
41 S. Tulliu and T. Schmalberger, Coming to Terms with Security: A Lexicon for 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nd Confidence-Building, UNIDIR, 2003,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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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2 年古巴飛彈危機後，兩大強國建立直接和有效的溝通熱線，用來防止因

意外或未經授權使用核武器而導致核子戰爭爆發。同時 1971 年，兩大強國簽署了協

議來有效減少核戰爭爆發的風險。 

在 1977 年，蘇聯和美國以簽署協議擴大合作，協議內容為建立避免意外核戰爭

的"降低核風險中心(Nuclear Risk Reduction Centres)"。同時於 1976 年蘇聯和法國之

間也簽署了雙邊熱線協議，以及在 1977 年蘇聯和英國野簽署了相同的協議。 

冷戰結束後，有建議提出應該要減少; 一級戒備等級的部署，配有核子彈的洲

際彈道飛彈，以及解除警戒措施，內容包括把彈頭從飛彈上分離還有飛彈和彈頭分

開存放。在 1998年的 9月，美國總統柯林頓和俄羅斯總統葉爾辛發布了一項聲明，

聲明內容是關於建立聯合在莫斯科的聯合資料交換中心 (Joint Data Exchange Center)，

用意是為了讓每個國家的預警系統交流彼此所發出的彈道飛彈或太空飛行器的資料。

可惜的是，該中心始終沒有意識到，降低風險的措施如預先警報在各個強國之間的

核武僵局是極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多國核子協議還是在 1968 年所簽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on-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42並且該國際條約在 1995 年無限期的延長。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的目的是在於防止擴散核武器和核武器技術（詳見 NPT 第

1-3 條），推動國與國之間和平的合作利用核能（詳見 NPT 第 4 條），並進一步實現

解除核武裝這個目標（詳見 NPT 第 6 條）。 

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一個自治的國際

組織，該組織幫忙查驗是否符合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的規定，並在核安全，保

障和促進和平利用核能的領域裡有額外的任務。在確保核設施安全運作和第 4 條規

定的不可轉移核材料上建立信心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制度的一個主要目標。 

在 1986 年巴西和阿根廷和解後，兩國為了讓兩個友好的關係更進一步想出了一

個方法，那就是在 1991 年所建立的巴西－阿根廷核材料衡算和控制機構(Brazilian–

Argentine Agency for Accounting and Control of Nuclear Materials, ABACC)。巴西－阿

根廷核材料衡算和控制機構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個“保障機構”並且在兩國合作下運行，

                                                 
42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於 1968 年開放供簽署，1970 年 3 月 5 日生效，截至 2013 年 4 月，有 189
個締約國，包括五個核武器國家。四個極限核武器國家（北韓、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不是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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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證所有核材料會完全用於和平目的。 

所有這些協議都包括審查、協商、研討和具體的實際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有助

於減少國與國之間的不信任感，減少誤會所可能導致的武裝衝突危機，在核武器領

域的失算，並建立額外的保險措施以防一國的“失控”。 

傳統的軍備控制也可以包括禁止發展，儲存和使用某些類型的武器。1972 年所

簽署的公約是禁止發展、生產、貯存生物與有毒武器公約（簡稱「生物與有毒武器

公約(BTWC)」），並且禁止開發，生產，儲存，運送，或收購生物製劑或毒素並用於

非和平的目的。「生物與有毒武器公約(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Convention, 

BTWC)」並沒有驗證機制，但締約國已同意使用自願措施來申報高安全性設施，或

不尋常的疾病暴發。另一項在 1993 年簽署的公約是禁止發展、製造、囤積及使用化

學武器去覆滅人類及世界（簡稱禁止化學武器公約, CWC）。並並且由它本身的核查

機構禁止化學武器組織(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來禁止化學武器的生產，儲存，保留，轉讓和使用及管理化學武器，而且由它自己

的驗證機構，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禁化武組織）。生物與有毒武器公約和禁止化學武

器公約，這兩個公約都有限制性的性質而且目的在於在消除有武器基礎的軍民兩用

的生物和化學劑，這在現代的日常生活中有著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儘管列管裡的禁止化學或生物製劑仍然存在，但這兩個公約也準備以廣泛的方

式來應對未來全面類型的化劑。具體呈現在這兩個公約裡的“通用標準”，可以讓這

兩個公約制定出有彈性的禁止化劑清單。其他有關如何定義的複雜和技術的法律問

題、使用工業設施、前導的驗證等等諸如此類的難題，最終還是排除萬難達成成功

的談判。 

雖然核子，生物，化學武器的軍控主要是基於控管先驅的化劑和原料，但另一

種方法是限制或規管武器投放系統，如飛彈或飛機。飛彈是最普遍的武器投放系統，

但相關武器控制協定的管制仍然不足夠。43 

關於供應方的武器出口法規，如 1987 年的飛彈及其技術控制機制，44這些都有

                                                 
43化武公約於 1993 年 1 月簽署，並於 1997 年 4 月 29 日生效。截至 2013 年 4 月，該公約有 188 個

成員國。 
44 除了俄羅斯聯邦和美國之間的雙邊戰略武器控制協定，這控制機制也限制了運送系統的數量。 
他的政權於 1987 年由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成立。 合作夥伴的數量已

增加到 34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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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延緩該區域飛彈計劃和防止和非成員國的技術合作。許多與飛彈相關的信心建

立措施已被提出，但從來沒有普遍地實施。45 

海牙反彈道導彈擴散準則 (Hague Code of Conduct against Ballistic Missile 

Proliferation, 海牙準則 HCOC)就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條約，其目的是讓有關彈道飛彈

的散佈更加的透明化。其具有政治約束力的法規是在 2002 年 11 月簽署的，而且其

簽署國已增加至 134 個國家。成員國必須在試射或發射彈道飛彈和火箭前先給予通

知，並提交針對彈道飛彈和航天運載火箭的年度政策聲明，這包含了 2001 年整個年

度所發射的彈道飛彈和航天運載火箭的類型與數量。雖然這些法規提高了對彈道飛

彈的危機意識和透明度的水平，但是部分重點地區還是沒有被歸納在內，而且同樣

可以攜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巡弋飛彈卻沒有涵蓋在該協議裡。 

建立互信與安全措施(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CSBMs) 

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CSBMs)是一項

特殊的軍事條款而且是締約國同意有效衝突避免的措施“用於消除可能會導致武裝

衝突的不信任感”。46 

這些措施可以採取雙方或多方，或者也可以單方面地實施的，如果單方面去實

施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可誘使他方採取相應的行動。在任何情況下，信心與安全

建立措施的目標是要影響他人對於其意圖的看法，但如果誤解了潛在對手的能力和

國家政策可能會導致武裝衝突。 

“為了消除這種不信任感，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CSBMs)設法消除周邊國家內在

的那些模稜兩可的軍事政策，利用讓這些政策更透明和通過修改這些其潛在軍事侵

略意圖以明確的削減的國家”。 

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CSBMs)既不能解決衝突，也無法使戰爭不發生，但他們可

                                                 
45 這些措施包括解除警戒，熱線協議，試飛航班通知以及對研究和開發設施的訪問。 
46 S. Tulliu and T. Schmalberger, Coming to Terms with Security: A Lexicon for 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nd Confidence-Building, UNIDIR, 2003, 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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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國與國之間的信任明顯的增加，並且讓衝突或戰爭有了預警性和可預見性。從

長遠角度來看，這些措施可以修飾，改革，改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進而增加國與

國之間的穩定性，為健全的軍備控制協議打下良好的基礎。歐安組織(OSCE)的安全

合作討論會(The Forum of Security Cooperation)一直是用來討論和發展多方的信心與

安全建立措施最主要的討論會。 

 

歐洲的互信建立機制(CONFIDENCE-AND SECURITY-BUILDING 

CATEGORIES IN EUROPE) 

在歐洲，信心建立措施在 1975 年赫爾辛基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後誕生，已被作

為一種可用以防止在高度軍事化的中歐有突然襲擊或大規模的進攻行動發生的一種

手段。 

赫爾辛基最終法案(Helsinki Final Act)設定了演習通知門檻，要求各方計劃性涉

及超過 25,000 名士兵的軍事演習，須給予事先的通知。 

1986 年，斯德哥爾摩公約降低了強制性通知的門檻，並且向兩個超級大國集團

的觀察員發出義務性邀請。 

在 1990 年，維也納文件提出了一套實地視察的慣例程序，這套程序是建立在每

年度的資訊情報交換，包括國防預算和規劃的新的武器系統，以及為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 NATO)和華沙條約組織(Warsaw Pact)的

軍隊之間建立定期對話。 

冷戰結束後，維也納文件分別在 1992 年、1994 年、1999 年和 2011 年進行了修

訂和更新。維也納文件與 1990 年簽署的 1990 年歐洲常規武裝部隊條約（Treaty on 

Conventional Armed Forces in Europe，CFE）直接相關， 1990 年 11 月，並於 1992 年

11 月生效。歐洲常規武裝部隊條約（CFE）被視為歐洲安全的重要基石，也是合作

方式在全球範圍內提高穩定性和安全性的典範。47 

                                                 
47 W. Zellner, H.-J. Schmidt, and G. Neuneck, Die Zukunft der Konventioneller Rüstungskontrolle in 
Europa. The Future of Conventional Arms Control i Europe, 2009,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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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標誌著軍控史上最大的裁軍浪潮，並有助於改變歐洲的政治架構。與常規武

器控制制度有關的還有 1992 年由北約和華沙條約簽署的「開放天空條約」，並於 2002

年 1 月 1 日生效。30 個成員國同意到對方的領土進行廣泛區域的空中視察並在飛機

上配備了經過驗證的感應器（照片、紅外線），這項條約的範圍跨越了從大西洋到烏

拉爾阿爾泰地區。 

來自其他成員國的機組人員與擁有特殊裝備的飛機，讓合作觀察團隊可以在不

再依賴於昂貴的衛星技術的情況下，也能進行對武裝部隊和軍事設施的觀察。這些

程序也可以用在特定的衝突區域的危機管理上。 

開放天空條約是沒有時間的長短限制，但是要實行時必須要提前 6 個月通知。

原則上這是開放給新締約國家加入的，同樣的在拉丁美洲也嘗試努力建立這樣一個

區域型的程序，但可惜的是此協議未能達成。 

連同維也納文件及開放天空協議，歐洲常規武裝部隊條約（CFE）建立了一個在

歐安組織框架基礎上針對透明度，對話以及合作的制度。透過在溫哥華和符拉迪沃

斯托克之間的區域的通知系統和視察，它實現了一個穩定的信任網路。並且已在 30

個歐洲常規武裝部隊條約（CFE）成員國進行了超過 5,500 件實地視察，這形成了一

張歐洲的透視圖。 

改編過後的歐洲常規武裝部隊條約（CFE），這是一個後續的條約，於 1999 年在

伊斯坦堡簽署，但它從未被北約國家批准。俄羅斯聯邦在 2007 年的 12 月停止了歐

洲常規武裝部隊條約（CFE）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在 2011 年也跟進了，這讓

未來的常規武器控制制度陷入了一片混亂。 

儘管也許是因為這方面的損失，現在歐洲需要與信心建立措施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有關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 

其他地區也從歐洲詳盡的常規武器控制制度中獲益良多。於 1996 年在波西尼亞

和赫塞哥維納實施的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CSBMs)協議是以維也納文件為原型所篇

寫出來的。它在地理上的軍事和重型裝備的部屬以及軍事演習的行為上施加了限制。

而且上述的協議其實是岱頓協定(Dayton Agreement)的一部分，岱頓協定是波西尼亞

和赫塞哥維納在 1995 年簽訂為了維持和平的協定框架。並且由一個聯合的協商委員

會來監督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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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歐洲國家的互信建立機制 

通常情況下，使用非軍事化/廢除軍備或是限制軍事區的方式使軍隊撤離都必須

經過一場血腥的戰爭。於 1973 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間掀起了一場 10 月戰爭，在這之

後的停戰過程中西奈半島臨時協議扮演著很重要的一部分。聯合國的部隊透過空中

偵察和預警感應器來管理非軍事區和限武區域。後來，於 1978 年 9 月簽訂的大衛營

協議(Camp David Accords)包含了限武區域，並且這為 1979 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

和平條約奠定了基礎。 

於 1994 年以色列和埃及(文章裡寫的是埃及不過查到的資料好像是約旦)簽署了

一項和平協議，雙方放棄以武裝部隊威脅對方並且同意共同制定信心與安全建立措

施(CSBMs)。 

從 1991 年到 1995 年之間有許多為了建立中東地區的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

(CSBMs)所安排的會談，內容牽涉到軍事活動的通知，避免海上事故，海上搜救協調，

軍事接觸，並建立軍備控制與地區安全會談的熱線。但最終還是因為埃及和以色列

之間的核武問題所導致的緊張局勢宣告終止。 

在南亞，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CSBMs)已經被用來緩解中國和印度以及印度和

巴基斯坦之間邊界的軍事緊張局勢。 在 1972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承諾避免在喀什米

爾地區使用軍事力量。 

並且在 1988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達成了禁止攻擊核設施的協議，以防止對方意

外攻擊自己的核設施。在 20 世紀 90 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締結了預防侵犯上空領

域的協議，以確保各自領空的安全，同時也締結了關於軍事演習，調動和部隊行動

的事前通知協議。於 1962 年的中印邊境戰爭後，中國和印度以建立一塊 20 公里的

非軍事區的方式來推行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CSBMs)，沿喜馬拉雅邊境的西部一般

統稱為實際控制線（Line of Actual Control）。同樣的在 90 年代，中國和印度之間的

也續簽承諾協議，來限制實際控制線（Line of Actual Control）沿線的軍事部署。48 

在冷戰結束之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俗稱北韓)，大韓民國(俗稱南韓)，

                                                 
48 S. Tulliu and T. Schmalberger, Coming to Terms with Security: A Lexicon for 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nd Confidence-Building, UNIDIR, 2003, 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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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國試圖在朝鮮半島(Korean peninsula)制定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CSBMs)。並且在

1991 年簽署了和解，互不侵犯，交流與合作協議，其中包括"建立一個聯合調解委員

會，以及聯合軍事委員會並且負責制定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CSBMs)。 

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CSBMs)包括軍事演習的限制和必須要提前通知，軍事資

訊和人員的交流，並且在國與國之間的軍事領導者搭起熱線。儘管各方在朝鮮半島

的核子問題放面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在 1992 年發出對朝鮮半島的去核化的聯合聲

明，以及在 1994年美國和北韓的朝美核框架協議(The Agreed Framework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不過，因為朝美核框架協議已破局再加上許多因素造成現在要和平的解決

北朝鮮核武問題已是遙遙無期。49 但是要注意很重要的一點，盡管中立區或限武區

域可以增加攻擊發動前的警告時間，但是軍力還是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重新佈署。 

專家們在日內瓦舉行的裁軍會議(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和美洲國家組織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上還舉辦了會議和研討會，最終在 1995

年的“聖地亞哥宣言”，呼籲美洲國家組織的成員實施一整套各種的信心與安全建

立措施(CSBMs)。 

這是擴大聖薩爾瓦多宣言，其中包括在 1998年規定，如政治接觸和邊境合作，合作

的軍隊，軍事支出，等等。以下是根據 1998年的聖薩爾瓦多宣言所補充的部分，內

容包括政治接觸和邊境合作的條款，以及軍隊，軍事支出上的合作等等。50 

非軍事互信建立機制 

在冷戰期間信心建立措施(CBMs)主要是用在處理“艱難”的安全性問題（所以在

軍事上它們被稱為，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 CSBMs）以防止暴力衝突在歐洲爆發，並

減少在軍事集團邊界的緊張局勢。 

1975 年赫爾辛基最終法案(Helsinki Final Act)中還包括了一套非軍事的信心建立

措施(CBMs)。國際上對於非軍事的信心建立措施(CBMs)並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但

在歐安組織(OSCE)的簡介提到以下關於非軍事信心建立措施的定義，這是歐安組織

的衝突預防中心(Center for Conflict Prevention)所編寫的： 

                                                 
49 同上，第 155-156 頁。 
50 同上，第 138-1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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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軍事的信心建立措施(CBMs)是衝突過程的各個階段必要的行動或程序，並且

橫跨了政治，經濟，環境三個方面的安全措施。在社會或文化的領域，其目的是提

高透明度以及兩個有衝突的團體之間的信任和信心水平，來達到防止國與國之間或

是國內衝突的增加或是提升，這一切都是為了找出永久的解決方法而鋪路。51 

信心建立措施(CBMs)在如果國內發生衝突的狀況下非常重要，例如當警察和安

全部隊正面臨著暴徒或準軍事部隊。歐安組織在處理有發生國內衝突問題的地區上

不管是，軍事，經濟和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豐富的經驗。民用信心建立措施（CCBMs）

是特別為了像是單個民族或地方政府等代表少數民族的民間團體，建立信任與信心。

公開透明的討論或決策過程中有不同意見的各方參與其中可以幫助減少族群的恐懼

和不安全感。52 

民用信心建立措施(CCBMs)可以作為通往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CSBMs)的橋樑。

例如，民用信心建立措施(CCBMs)可以在衝突發生後幫助衝突各方之間溝通，解決

眼前複雜或破裂關係。 

民用信心建立措施(CCBMs)的討論可以把負責人及代表方都放進這狀況內，並

幫助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CSBMs)奠定基礎。 

一些傳統的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CSBMs)方法也可以套用在民用信心建立措施

(CCBMs)上。例如，建立熱線讓警察和非軍方之間可以直接交換情報，這可以幫助強

化國家本身的信心和促進合作關係。 

第三節 網路領域的「透明與信心建立措施(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TCBMs）」 

傳統的「透明與信心建立措施(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TCBMs）」是否適用網路領域?網路空間在軍民兩用技術中佔有有重要的地位，可應

用在軍事，商用和民用。同時這也是一個技術的領域，因為私人部門參與者控制著

                                                 
51 OSCE Conflict Prevention Centre, OSCE Guide on Non-Military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 2012, p. 9 
52 S. Tulliu and T. Schmalberger, Coming to Terms with Security: A Lexicon for 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nd Confidence-Building, UNIDIR, 2003, p.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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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資產。這種情形在網路空間和太空領域頗為相似。飛彈和火箭技術對軍事

用途來說一直是個主要動力例如是核武器等軍事有效載荷的載體，但也可以用在民

間或商業用途上的有效載荷的空間運載工具。  

外太空就像網路空間一樣，對國家和國際的安全上是一個重要的戰略資產，儘

管它的基礎建設已高度商業化。因此，審查查針對特定用在外太空領域與網際空間

的透明與信心建立措施(TCBMs）還是有一定的價值存在，因為這對未來網際網路問

題的解決方案有很大的幫助，並可著眼於未來的網路空間解決方案。 

在 1967 年所編纂的關於各國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體的外太空活動所

應遵守原則的條約(Treaty on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Activities of States 

in the Exploration and Use of Outer Space, Including the Moon and Other 

Celestial Bodies)，簡稱外太空條約(Outer Space Treaty, OST)。 這項條約的理

念包含了外太空的"和平使用"以及"自由進出"，這是一個支配整個國際外太空框架

的理念。雖然外太空條約(Outer Space Treaty, OST)第 4條明確的規定禁止在太空

軌道上不屬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是關於傳統太空武器的部署和使用卻沒有明確排

除/禁止。 

在外太空條約(Outer Space Treaty, OST)建立後過去的幾十年以來，已經由國

家和非政府組織推出了許多項措施，以防止太空武器化，並從讓外太空免於發生武

裝衝突，其中包括 2008年由中國和俄羅斯聯邦提出有關禁止在太空中放置武器的解

除武裝協議提案，此草案名稱為"禁止放置武器在外太空以及禁止對外太空的物體使

用武力或威脅條(Prevention of Weapons in Outer Space and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Outer Space Objects)“。這場解除武裝的談判會議並沒有

成功，然而，從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有關外太空軍事活動這議題上進行

多方協議的談判。 

事實上，大多數花在發展外太空武器控制措施的雙方或多方溝通的時間與努力，

的確都是沒有結果的，最近全球在保護外太空領域的議題上大多都集中在發展信心

建立措施(CBMs)和相關的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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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年的 12月，歐盟公佈了外太空活動行為守則的草案(Code of Conduct 

for Outer Space Activities)，並且隨後在 2010年對此案進行了修訂。這項努力

的目標是想在太空中建立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為規範。這項擬議中的國際法規，

其目的是為了加強外太空空間的安全性，防護性和可預測性，這裡頭同時包括民用

和軍用的條款。舉例來說，該提案的目的是要將“在太空中發生意外的可能性，太

空物體之間的碰撞或任何形式的有害干擾”等可能性給最小化（第 4.1條）。 

早在 1991 年聯合國就已經開始研究有關外太空透明與信心建立措施(TCBMs)的

相關問題。在 2006年的聯合國大會決議上率先由俄羅斯聯邦要求聯合國會員國對這

些措施提出具體建議;俄羅斯聯邦在 2009 年提出了一套詳細的措施，內容涵蓋範圍

從基本的透明度措施到外太空活動的“交通規則“。53在 2010 年的聯合國大會授權

一組政府專家來探討透明與信心建立措施(TCBMs)。 

這個小組在 2012 年 7 月開始進行這項工作，並且預計在 2013 年 7 月將工作完

成。其目標是在透明與信心建立措施(TCBMs)的一系列建議上達成協議並且向聯合國

秘書長回報。這個廣泛討論的理念包含，發射，太空軌道的變化，和衛星重新進入

大氣層的高風險的通知書。 

此外，聯合國和平利用外太空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COPUOS），這是個由 69個成員國所組成的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正在研究新的多方的自願性措施，以確保外太空間環境的”長期永續

性”。雖然在發展出“最佳做法準則”這方面是需要高度的技術能力和專注力等許

多的努力，許多的措施都必須要確保外太空活動的安全和可靠性，例如太空軌道上

外太空物體的數據交換，也是實用的太空透明與信心建立措施(TCBMs)。這項工作預

計將在 2014年完成。54 

                                                 
53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eneva, "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outer space activities and the 
prevention of placement of weapons in outer Space", www.geneva.mid.ru/disarm/d-01.html.  
54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Draft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of Outer Space Activities, UN document A/AC/105/C.1/LTS/2012/L.1, 16 February 2012. 

http://www.geneva.mid.ru/disarm/d-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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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戰的互信建立機制 

在網路網域發展及導入透通信任機制，面對必要處理關鍵的挑戰和問題，使這

一過程變得複雜。首先，信賴的網路網域在哪裡?哪裡是網路網域，其次，哪些事可

以信賴，換句話說，哪些是重要的事?第三，哪些人值得信賴?也就是說，哪些事件

參與者值得信賴?許多專用術語界定時產生諸多問題如此未以從未以嚴謹態度來處

理。尤其是當國際團體使用同一種關鍵用時就顯得相當重要，如網路作戰(cyberwar),

網路攻擊(cyberattack),網路工具(cyber tools)以及網路武器 (cyberweapons), 

網路攻、守(cyberdefence and offence)。 

網路網域一向以難以描繪及界定，原因在於瞬息萬變科技創新速度以及急遽倍

增使用者及運用範疇。英國網路安全戰略顧問公司指出網路網域是一個”由數位網

路系統組成互動式空間，用於儲存、變更及資訊交換”。55網路網域涵括網際網路以

及其他商業、基礎建設及服務資訊系統。網路網域不像實體地理空間，如土地、天

空、海洋及外太空等—網路網域完全是一個人造空間。 

網路網域建構於全球共通處理架構硬體網路使得交換封包資料。56電腦使用標準

化協定方使得雙方互通，經由完整電磁頻譜，海底電纜、衛星鏈路、光纖、微波鏈

路。網路網域不應該與網際網路有所不同，差別在於網際網路包含在網路網域之內。 

許多終端使用者技術合成物，如電話、電視或照相機都連接到網路網域當中，

數量以指數倍增。在這個市場上軟硬體翻新、創新速率產許許多多的弱點。藉由強

化軟硬體來填補這些縫隙用於防護國家資產所代表的意義就是鞏固網路網域安全性。 

當網路防護(如防火牆)就應當視為必要方法以及有許多法定程序減緩網路網域

各層所生發網路攻擊，部份國家早已將使用網路攻擊用於嚇阻、防止列為合法選項

之ㄧ。57換句話說，後續衍生不斷爭辯網際空間所發生的衝突是否是適用於武裝衝突，

尤其是聯合國憲章第 51 條指出”自我防衛之繼承權”以及關於構成戰略網路戰之

                                                 
55 United Kingdom, The UK Cybersecurity Strategy: Protecting and Promoting the UK in a Digital World, 
2011.  
56 B. Weeden, "Cyber offence and defence as mutually exclusive national policy priorities", Disarmament 
Forum, no. 4, 2011, p. 19. 
57 N. Melzer, "Cyber Operations and jus in bello", Disarmament Forum, no. 4, 2011,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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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跨越武裝衝突界線。58 

隸屬聯合國政府事務專家在 2010 報告中提到網路網域已變成”阻斷活動之場

所”以及網路威脅是 21 世紀最艱困之挑戰。59常任理事國代表決議強調國家責任在

於國家內部導入防護性措施。最重要重點在於政府部門與公司企業共同一起強化國

家安全並研發資訊安全互信機制。 

除此之外，還要建構堅韌重要基礎建設以及賦予執法義務。沒有相關領域專家

或是專業技術人員之國家需提供如簡報、研討會、及聯合訓練方面服務。聯合國安

委會要求常任理事國在 2010、2011年報告中焦點置於”資訊領域之研發應涵括資訊

安全”。60由澳洲、德國及荷蘭以及美國所對常任理事國所做之報告包含原則建議案、

規則以及行為模式，以及其他具體建議事項。下列所提出通則係主要適用強化管理

網際網路上每個全球使用者網路資料及網路本身可用性、機密性、競爭力、完整性、

確實性同時可保護智慧財產權。61 

其它適用於國家責任通則如領土權、互相合作、自主防衛、資料交換、早期預警

等，早已被建議納入研討。這些原則被視為在網路網域中條約式武器管控模式例如”

網路武器協議(cyberweapon convention)”早已被提出並防止新式網路武器之擴散，

預防性武器管控協定，如 OST、BTWC、CWC 以及環境修改公約(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Convention)，禁止整個所有威脅及武器；確實，CWC已經被提出可用

於網路武器管控模式。62 

控制導向武器管控條約，如戰略武器縮減條約或是 CFE，可限制部份武器系統區

域性操作。武器管控協定應涵蓋到整個武器生命週期，從研發、儲存到部署直至解

除。這類條約亦可限制研發初期武器獲得。無論如何，網路科技及網路科技本身，

                                                 
58 J.A. Lewis, "Confidence-building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in cybersecurity", Disarmament Forum, no. 
4, 2011, p. 58.  
59 General Assembly, 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on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N document AV/65/201, 30 July 2010, p. 2.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65/201 
60 General Assembly,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N document A/65/154, 20 July 2010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 
doc.asp?symbol=A/65/154 ; and General Assembly,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N document A/66/152, 15 July 2011.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65/152 
61 E. Tikk, "Ten rules for cyber security",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53, no. 3, 2011  
62 K. Geers, Strategic Cyber Security, NATO Cooperative Cyber Defense Centre of Excellence, 2011, pp. 
12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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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禁研發網路武器近乎不可能加以驗證證實，因此這件事也是不可行的。63 

另外一個則是用規範的方法，如限制使用網路武器，David Eliot主張認為部分

武器管控條約，例如環境修改改變協議，此等協議主要限制軍方或惡意運用其他有

損害環境之技術，嚴禁首先考慮使用。 

不少國家宣稱在其他領域不會當作第一運用選項，但通常明確點出此等宣示易

於反覆不定，當然，更不可能確保其他激進份子不會做出這類攻擊。 

James Lewis 認為在網路網域作出不會首先發難承諾同時也要求這些國家聲明

放棄在網路網域從事諜報活動，原因就在於網路網域攻擊及在網路網域從事諜報活

動使用技術沒差別。64當許多國家早已在網路網域從事諜報活動時，他的後一點觀點

可能成為任何不首先使用協議的重大障礙。BTWC以及 CWC明令限制生化武器一般用

途，但是，如何將其規則運用於網路網域實在難以推測，缺乏明確點出構成武器元

件有哪些以及一個基本事實絕大多數網路網域技術通常都有多種用途。 

有些國家已經宣告武裝衝突時適用採取網路武器法律標準及義務。65但在網路網

域採取妥適措施，這個措施兼顧比例原則、個別性、以及辨別力不是一件簡單工作。

另外一派說法，協議可根據一張清單，包含重要民生設施，如醫院或自來水廠，不

允許對這些民生設施遂行有形或無形攻擊。 

有國家亦提出”採取電子識別系統用於限制攻擊目標”。電腦專家與軍方以及

顧問共同參加演練及訓練課程有助於克服誤解並建立明確作業程序。安排研討哪些

重要國家幾礎建設，如電力統網路、財經系統或電信系統等都應涵括於限制動武清

單之上。除此之外，遂行網路網域攻擊時應避開以下活動，如聯合國舉辦和平協議

作業、國際海洋或人道救援等多邊活動時段。 

有數種不同網路透明化措施可用於承平期間，能使部份國家消除在非針對攻擊

事件網路防護所作之努力疑慮，例如，由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等國舉辦軍

事準則專家研討會所得正向經驗可知，在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階層舉辦網路準則專

                                                 
63 H. Lin, "Some modest steps toward greater cybersecurit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68, no. 
5,2012. 
64 J.A. Lewis, "Confidence-buildingand internationalagreementincybersecurity" Disarmament Forum, no. 4, 
2011, p. 57 
65 N. Melzer, "Cyber Operations and jus in bello", Disarmament Forum, Atomic Scientists, vol. 68, no. 5, 
2012. Disarmament Forum, no. 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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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研討會應該是很重要的一步。 

這些主要研討議題目的應該就是相互交流彼此網路戰略以及其它領域，決策機

制，行政機制，以及制定網路防護制度責任。最佳實踐方法就是透過網路攻防演練，

並且應該建立分享之機制。一般民眾及公司企業參與者都應被邀請提供各自專業經

驗；來自於其他國家觀察員以及區域性組織如東協區域論壇(ARF)或美洲國家組織

（OAS）都應一併邀請參與。亦應在聯合國組成相當於國家專家研討會的一般民眾網

路安全戰略研討。 

透過研討會亦可得到使協定穩定性增加並減低風險的方法，例如，建立通信鏈

路交換關於網路事件資訊及發展軍事網路方面演練通報程序。某些減低風險環繞國

家層級可被運用於處理這些資訊交換。網路刑事鑑定及網路非擴散實際合作有助於

相互信任。為了能促進此類合作，政府應將網路戰略法律責任訴諸於文字，以有助

於找出在國家領土內部網路攻擊活動。 

 

第四節 小結 
最後，已具備健全的網路防護機制國家應該可協助其它國建立這些能量建立多

方面的信心。並非所有國家有此等資源、技能以及專業知識建立國家層級網路防護

機構。在區域層級，聯合研討會及演練亦應設立。網路武器管控模式亦可比照其他

武器管控模式，透過公合作用得到一定的成效。 

很顯然，網路安全問題以及網路活動如何影響國際和區域安全，正在成為多邊

辯論的焦點。然而，各國仍然存在相互競爭的威脅評估和潛在響應概念。 對多邊機

構和國際法應發揮的作用缺乏一致意見。 

此外，考慮到網路面臨的複雜和相互關聯的問題，技術和政治/軍事方面仍然受

到無情的阻撓。 與此同時，國際社會也開始認識到，需要採取多邊方式，以確保網

路安全並防止網路領域或網路攻擊引發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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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美國應對網路衝突之機遇與挑戰 
 

「只有知道如何使用戰場工具時，才能顯現它的價值」(Charles 

Ardant du Picq，1821-1870) 

戰爭的發展與演變，必將受到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相同地，網際空間作戰從

理論研究、攻防武器到實戰應用，都受到了網路技術發展的制約和影響。但不同於

陸、海、空、太空作戰領域的特性在於其很難由國家掌握主導權，尤其是在民主國

家的網際空間政策發展更遭遇到許多障礙，政府對處理資訊行動與電腦網路作戰之

間的罅隙，絕對不僅是單一國家所面臨的困擾，各國也同樣必須面對。 

1993 年，美國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網路戰的概念，認為網路戰是為干擾、破壞

敵方網路資訊系統，確保己方正常運作而採取的一系列網路攻防行動。1 

 

第一節 外在威脅對美國網路空間戰略之影響 
 

自伊拉克戰爭以來，美國已經把其境外作戰的理念更擴張至無國界的網際空

間，為了維護其國家利益，視網路戰如其核武選項，更將其網路空間的主要強權中

共、伊朗、俄羅斯及北韓列為重要威脅，在網際空間議題如火如荼地蔓延時，與國

際安全戰略關係最密切大國中的中共及美國，均在國際網路戰發展趨勢中扮演著重

要角色。美國以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為基準執行防護行為，而中國網軍更是嚴格為黨

把關，不容許有危害黨的言論或行為出現在網際空間之中，美中兩國更是互相收

集、探測彼此弱點及企圖。因此，在本論文中將以中共作為網路強權政策的對照。 

事實上，儘管美軍及中國解放軍互相以彼此為假想敵，每天不間斷地在網際

空間中進行著攻防演練，但兩者均對外宣稱愛好和平，不會輕易發起攻擊行動，所

以，不管是美軍或者是中國解放軍，絕對不會有任何一方承認自己實際上所實施的

網路攻擊行為。 

對網路行動來說電腦網路就是主要的動脈資訊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讓我們能

                                                 
1 網路戰：沒有硝煙的戰爭，用看不見的方式摧毀你，中國網，2011/01/14，http://big5.china. 
com.cn/military/txt/2011-01/14/content_21738575.htm(檢閱日期:2015/05/25)  

http://big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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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接觸到網際網路這個領域。但也讓現代的社會及政府機關大幅的依賴網路

資訊系統來處理重要的相關業務。然而，由於高度自動化和相互關聯性的經濟貿易

和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這些在網路這個領域裡產生一個充滿衝突與矛盾的未來軍事

電腦網路作戰的刺探能力代表了一個重大演進的階段，就拿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

在政治的不安因素和被要求要進行全面訊息識別的驅使下，中國共產黨其國家機關

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對各個不同領域的國際目標發動了大範圍的電腦網路攻擊行

動。2 

中共稱網路為網路，北京郵電大學經管學院院長呂廷杰曾公開表示「網路無

處不在僅是基礎，更重要的是要讓應用無處不在。」3呂院長表示建設無處不在的

網路社會，首先是要建立起能夠實現人與人、人與計算機、計算機與計算機、人與

物、物與物之間信息交流的「泛在網路」4基礎架構，然後在「泛在網路」之上再

建立讓人們生活更加便利的各種應用，強調應用為先導。 

中共自觀察美軍在波灣戰爭的表現起，就認為考量國家安全，務必脫離美國

在資訊網路各方面的控制，不管在網域名稱、網路連接設備、資訊軟體等都要取得

自主權，並且認為網路戰的戰場，已隨著全球數位化的發展而擴張。他們相信以衛

星為代表的天基信息網路、以「物聯網」5（Internet of things, IOT）為代表的「泛

在網络」（即是指以網際網路為基礎和核心的網際空間），以「三網融合」為代表的

綜合通信網路等，在數位化社會中，網路將如同陽光、空氣、水一般融入日常生活

中。網路社會(指網際空間)不但已經成為駭客攻擊的新目標，也勢必會成為未來網

                                                 
2 Mark A. Stokes and L.C. and Russell Hsiao ,”Countering Chinese Cyber operatio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U.S. Interests” , Project 2049 Institute, October 29, 2012, p1-3 
3楊曉軍編。〈泛在網絡〉，《中國電子報》。

http://www.people.com.cn/GB/64007/113340/113373/6691931.html 
4 泛在網络又稱 U 網络，源於拉丁语的 Ubiquitous，是指無所不在的網络。最早提出 U 戰略的定義

是：無所不在的網络社會將是由智能網络、最先進的計算技術以及其他領先的數位技術武装而成

的技術社會型態。根據這樣的構想，U 網络將以“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無所不能”为基本特

征，幫助人類實現“4A”化通信，即在任何時間(anytime)、任何地點(any-where)、任何人(anyone)、
任何物(anything)都能順暢地通信。 

5物聯網就是把感測器裝備到電網、鐵路、橋樑、隧道、公路、建築、供水系統、大壩、油氣管道以

及家用電器等各種真實物體上，通過網際網路聯接起來，進而運行特定的程序，達到遠程控制或

者實現物與物的直接通信。物聯網，即通過裝置在各類物體上的射頻識別(RFID)、感測器、二維

碼等，經過介面與無線網路相連，從而給物體賦予「智能」，可實現人與物體的溝通和對話，也可

以實現物體與物體互相間的溝通和對話，這種將物體聯接起來的網路被稱為「物聯網」。〈物聯

網〉，《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8%81%94%E7%BD%91(檢閱時間

2012/5/1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A0%E6%84%9F%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B5%E7%BD%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3%81%E8%B7%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1%A5%E6%A2%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A%A7%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8%B7%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D%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E%9B%E6%B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D%9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B9%E6%B0%9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E%A1%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B6%E7%94%A8%E7%94%B5%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2%E8%81%94%E7%BD%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8%8B%E5%BA%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A0%E7%A8%8B%E6%8E%A7%E5%88%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0%9A%E4%BF%A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DIPSIS.008.2018.F09

 92 

路戰的主戰場。 

在網路社會之中，網路空間、信息空間和物理空間將呈現緊密而無縫的接

合，各種軟硬體、技術與運用等將實現高度的的整合。儘管美國官方表示美國絕不

容許美國軍方從事網路攻擊行為，但中共民間相關業者研析表示，美軍為了網路進

攻能力，已大力開發電腦網路戰武器，據其評估目前美軍至少已經研製出 2000多

種電腦病毒武器，加上訓練有素的網路戰攻擊部隊，只要符合美國戰略需要，隨時

可發起資訊網路攻擊，侵入別國網路，進行破壞、癱瘓甚至控制，所以中共也加速

發展以迎頭趕上。 

在極權體制基本下，中共為了「安內攘外」，對內馴服人民，對外美化自己，

以呼應其和平崛起的口號，堅持管控與運用資訊媒體。然而，早被「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列為不自由國家的中國大陸，對於各式資訊的管控已達臻致，不

僅累積從建黨、內戰到現今的相關經驗，更能融合新世紀的網路技術，結合網路

戰、心理戰及輿論戰等特色發展新一代的戰術戰法。中國政府深知通資電等信息傳

遞工具的獨佔，將可以有效控制意見表達的所有媒介，服從領導及仇視敵人的觀念

將根深蒂固，使反對勢力更難形成。 

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中國愈發在國際上具有影響力，不但有能力高薪延攬

各國高科技人才，並透過恩威並施的手段，威逼利誘業界先導配合其政治目的，如

國際網際網路巨頭雅虎 ( YAHOO )，以達到其管控之目的。在《中國網際網路行業

自律公約》第十條規定網際網路接入服務提供者影對接入的境內外網站信息進行檢

查監督，拒絕接入發佈有害資訊的網站，消除有害資訊對我網路用戶的不良影響。

流亡海外的中國知名媒體人何清璉認為在中國資訊媒體是在政府監督下作業，並不

能發揮其「社會公器」之效益，確實達到輿論監督的作用。 

在千禧年之際，新興經濟體開始成熟，因為中國不斷要求更多的全球關注和

承認為主要力量。中國的財富讓它對進取的網路行為挑戰美國充滿信心。中國渴望

成為決定如何管理互聯網的積極參與者。與此同時，第二代駭客的崛起被稱為“黑

帽子”(黑帽駭客)，利用網路獲利。 “黑帽”的惡意意圖是通過垃圾郵件，網路

釣魚和假防病毒軟件安裝惡意軟件，以獲取國家和商業機密。在過去的十年中，第

三代“黑帽”駭客配備了更複雜的惡意軟件武器。互聯網貨幣的發明比特幣為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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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分子提供了更多的財務激勵措施，將勒索軟件攻擊作為方便低風險的方式劫持

重要文件以換取金錢收益。聯邦調查局估計 2015 - 16年度受害者遭受了約 992件

隨遇而安的襲擊，價值 1800萬美元。這筆費用超出了贖金支出，經濟損失乘以生

產力損失，法律費用和感染清除。 

中國網軍向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發動了盜竊軍事技術、國防、能源、化工

等情報資料的網路戰，美國也多次揭露了中共網軍的活動。網路戰爭急劇發展，中

美雙方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資金和物力，為網路戰做暖身準備和發展。 

表 5-1中美網路安全爭議事件簿 6(資料來源:中國時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願景為:透過社會資訊化來作為一種讓經濟持續成長的手

段，並且在資訊科技這個領域不斷的和全球競爭以確保國家安全。要把整個社會資

訊化絕對需要一個足以支撐整個經濟重組和整個國家資訊安全系統架構在這個資訊

爆炸的時代資訊安全，這個詞我們可以用很大的涵義範圍，來看待來說共產黨用它

來確保自己的合理性，並且藉由此來加強鞏固共產黨的勢力，抵禦不管是從外還是

                                                 
6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05000118-26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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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而來的網路威脅，亦或者用來幫助發展自身的經濟因此懂得去熟練的操縱全球

網路這個領域，才能確保國家和黨的安全。這個狀況意味著，中共認為黨政安全需

要掌握全球網路優勢，才有保障。 

中共現在雖然積極發展經濟，但其更關切的仍然是政治的穩定，例如在 2009 

年新疆暴動之後，中共切斷當地居民對外之通訊網路，使人民無法對外傳送簡訊及

撥打國際電話，除了少數受政府控制之網站，也不准人民登入網際網路。 

網路社群的蓬勃發展也是中共另一項隱憂，網際空間運用的發達，讓中共對

於輿論的控制似乎無法在像以前那樣地絕對，像是近年的茉莉花革命，雖然還是在

短期之內控制，卻無法在第一時間阻止訊息的傳播。傳統的人民戰爭不得不轉型為

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不過中共在戮力發展高科技戰爭的能力同時，並不曾放

棄過人民戰爭，無論戰爭型態如何改變，戰爭的本質是不會變的，而人的因素永遠

是決勝的重點。由於網路技術的發展，讓中共無法再像過去一樣百分之一百的掌握

人民戰爭，所以更加要強化其他各種配套措施，如網路監控等戰略、戰術作為，以

彌補管控之罅隙。 

中共全國資訊化領導小組，這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及解放軍的

資深代表所組成的小組，他們負責的任務就是建立國家資訊化的相關政策，並且由

黨內高層領導負責監督這個範圍廣大但是零星瑣碎的網路行動政策架構。正因為他

們了解在資訊化的過程裡網路安全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所以全國資訊化領導小組

和網路與資訊安全組也曾在網路行動（CNO）方針上給予高層建議。 

從軍事的觀點來看，中國人民解放軍（PLA）當局視網路行動為現代戰爭的基

礎與常態。中共把網路攻擊行動歸類於資訊安全或是網路攻擊與防禦的一部分，因

為他們認為”不懂如何攻擊就不懂如何防禦”。同時總參三部利用底下龐大的網路

來監控整個往內往外的網路通訊。總參三部在情報信號方面有傳統核心競爭力上的

優勢它擁有高效率的電腦能力和專業的加密/解密技術能力還有許多電腦語言學領

域優秀人才。 

對美國來說懂得網路偵察電腦網路刺探活動就可以在諜報/情報機，然而有情

報顯示總參三部就是中國在網路偵察活動上的執行者。總參三部底下個電腦電腦中

心，3局長的階級相當於一個陸軍師長的階級，而一個局必須負責監管 16到 1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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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總參三部底下的 12個局都是直接向總部回報。而這些局都是獨立分散於解放

軍底下的國家安全技術偵察局以及空軍，海軍和第二砲兵部隊的軍區內。總參三部

以代表國務院直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門、國安局公安部以及國家安全部

的身分負責監管位於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至少 3個以上的資安工程研究基地。 

中共的電腦網路間諜對美國的國家和經濟的安全一直都是個持續性威脅。在

中共地區不同的網路團體行動被認為是針對美國政府，產業以及智庫電腦網路的聯

合發動的網路間諜行動，大多數的這些團體已被證實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關係其他

的則是和大學，資訊安全防護企業活躍的團體多數活動於北京和上海。 

只要從事與中共事務有關的美國組織，幾乎沒有一個機構能逃過被入侵命

運。被鎖定的目標包括美國政府網路，國防相關企業，高科技和能源相關企業以及

非政府機構，媒體其特點就是用打包加密的封包檔案，還有透過偽裝郵件的方式夾

帶附件，圖檔或是網址來誘導使用者打開並下載“遠端遙控工具/程式（remote 

access tool）這些郵件通常看起來都以假亂真。並且用這個方式嘗試取得電腦及

存取權限。另外還有一種手法就是利用使用者不小心進入了含有惡意程式的網站來

入侵鎖定的目標。 

雖然要去找出背後到底是哪個單位負責是很難的任務。然而，美國 2049專案

研究機構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參三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技術偵察部）

非常有可能就是一個主導網路監控背後的單位。這個假設是基於對該部的通訊情報

的核心競爭力評估報告分析後得出來的結論，該部門的特色是電腦運用能力，加密

和解碼的技術能力，同時期下工作的電腦語言學人才更是全中國之冠。該部門類似

於美國的國家安全局，第三部門擁有全球數一數二大的情報收集和情報安全設施了

解部門其主要任務前提如下：我們要去了解第三部門是如何策劃並有能力的去指

揮，控制這些互相配合發起電腦網路行動的設施機構。再從美國的觀點去看：能用

什麼手段來對付連串的網路間諜活動。7 

這份評估報告假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參三部率領當局管理這個複雜的網路

偵測設施，並且在全球各地探勘網路漏洞的同時也確保了中國境內機密網路的安全

                                                 
7 Mark A. Stokes and L.C. and Russell Hsiao ,”Countering Chinese Cyber operatio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U.S. Interests” , Project 2049 Institute, October 29, 2012,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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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於現有的資料進行徹底分析後發現，這個設施可能是以總參三部的北京北方

電腦中心為中心雖然我們還無法確定到底這些已確定跟未確定的設施或單位之間的

關係，至少我們能確定這中間有許多的第三方機構：例如學術界及網路安全防護公

司，是以總參三部底下的資訊安全基地作為平台來與軍方合作。目前在總參三部底

下正在運作的單位，有位於上海的總參三部二局與國家安全技術偵察局在電腦網路

行動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評估報告的總結簡略的指出一些針對中國的網路間諜

行動可以採用的方針要反制這些一連串的網路偵察活動就必須有效的減少機密資料

流出的風險，例如說透過嚴密策畫的騙局，加強防諜，並加強合作例如台灣。8 

很明顯的網路間諜行動及潛在的美國電腦網路危機已轉變成重大的國安挑戰

歐巴馬總統在 2011年五月時在國際網路空間戰略會議上宣稱美國會與夥伴合作來

達到鼓勵負責任的行為和反對那些企圖擾亂整個網路和系統的人，並勸阻及遏制惡

意份子，並且保留必要和適當的權利來保衛這些重要的國家資產。美國的國家安全

團體正在採取多方面的方案來解決網路安全的挑戰，包括透過提高安全意識，加強

威攝和大量的投入反間諜/情報工作，以及增強與其他國家的伙伴關係。 

單獨被動或是防禦式的網路行動無法有效保護機密檔案。主動式的網路行動

才是反網路間諜行動主義的核心。美軍對抗中國的網路監控可以採取欺敵和認知操

控作為開頭。美國已把網路安全視為主要的國防問題，所以白宮成立了「全方位國

家網路安全計畫，裏頭包含了政府層面的網路反間諜/情報計畫和發展長期的觀察

威攝戰略與方案。這份計畫書的方針還包含了網路鑑識，來辨識出中國的網路偵察

行為並且瓦解它。這份全方位國家網路安全計畫的關鍵點在於積極地瓦解中國針對

美國電腦網路的偵察/刺探行為，並且由美國聯邦調查局來領導網路反間諜/情報行

動，由美國網路戰司令部所執行的網路欺敵程序，也是全方位國家網路安全計畫的

一部分，但是這計畫必須要謹慎處理以免對美國的社會造成反效應。欺敵策略也同

樣被建議使用在美國的營利企業或是非營利企業。 

網路欺敵之所以非常有可能起作用是因為中國解放軍偏向於使用煙囪式的方

法不管其準確性直接將第一手的資訊往上回報，以及對美國和其意圖有根深蒂固認

                                                 
8 Mark A. Stokes and L.C. and Russell Hsiao ,”Countering Chinese Cyber operatio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U.S. Interests” , Project 2049 Institute, October 29, 2012,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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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偏差。用欺敵法作為一種防禦的手段能夠讓敵人在計畫和執行行動時更的加的困

難。必要的作戰工具能讓網路入侵者取得的是已經動過手腳後的資料蜜罐技術和製

造假的資訊網路都是一種欺敵的方法，然而使用較為複雜的資料操縱手法能夠讓解

放軍在資料收集，竊取和分析上多了許多挑戰，而且對美方也可以以最少的投資和

工作量來達到更高的資源效益。美國五角大廈底下的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已經開始

投資並著手研究和開發濃霧電腦，這是一個可延展和自動化的架構，可用來偵測入

侵者和提供假的誘餌資料來欺騙敵人。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另外還投入研發下一個

世代的國家虛擬網路測試場，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實驗室來管理。最後值

得注意的一點是，在網路安全防護上多投資一些資源在傳統人力情報工作上和刺探

原始碼也是可以有不錯的效益回報。一些可以直接取得黨和國家資訊安全政策，或

是能夠參與總參三部網路偵察活動的間諜活動都非常有價值且可以直接有效的幫助

一些比較技術性的任務。 

在 2011年由中方和俄方代表共同向聯合國提出有關國際網路行為準則的議

題，而這也讓美國發現另外一個達到網路安全防護的方法就是與中國在國際網路行

為準則的議題上較勁。儘管中方在對於國際網路行為準則這議題上的表現出來的是

一個正面且積極的態度，但是在這項提案裡明顯的缺乏加強國際間跨國執法單位的

權力。其中的第三條更是提到「只有在其政權基礎遭受到持不同政見的政治極端份

子和恐怖分子的威脅下才能予以國際間的合作」。在這次提出的準則裡特別提倡可

在網路間自由搜尋，取得或是散播資訊的自由權卻又同時提倡實施國家審查制度。

此外這份行為準則裡根本沒有提及網路間諜活動。儘管目前要發展出一套大家都有

共同利益的系統是有很大的挑戰性，但眼前最重要的是應該要專注於如何有效控管

和非國家的行為者有關的網路相關犯罪行為。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宣稱從中國境內發

起的網路間諜活動都要歸咎於非國家的行為。 

如果要有效的減少中國網路間諜行動帶來的挑戰以及反擊中國的網路攻擊行

動就必須透過欺敵策略來有效的減少高價值，高機密文件流出。並且加強反情報作

戰和強化與國際間夥伴的合作例如台灣。美國再面對中國的網路威脅是非常認真的

而且已經花了許多資源來投入研究對策。就如上面所說的，欺敵的策略和技術性的

防禦是兩種非常可行的投資，並且在未來可透過國際網路行為準則來強化。考慮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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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適當的威攝和採取強而有力的應對措施，也不失為一種必要的策略應對措施。 

面對解放軍野心勃勃的網路攻擊行動，2049研究所呼籲官方值得考慮是否要

向針對癱瘓美國的控制及指揮能力和重要設施的攻擊作出回應。更重要的是要懂得

如何去辨別哪種網路攻擊行動會構成戰爭的行為，並且不論實際反應是否恰當。身

為前美國國家安全局和美國網路戰司令部的指揮官，凱斯亞歷山大也曾在國會意見

聽政會上表示，只要在適當的情況下以及收到上層的指令後，任何威脅癱瘓美國的

網路攻擊都將承擔嚴重的後果。這項公開發言代表了美國政府已具備相當的反制能

量。對美國國防議題來說，網際空間是一個很關鍵的區域，而電腦網路作戰更是確

保未來作戰效率不可或缺的工具。9 

國際評估單位顯示中國在全球網路力及能量上落後美國，可見頻繁的網路攻擊

並不代表網路能力強美中在網路上相互競爭，但基於實證及互賴等觀念，相關研究

認為美中在網路安全上的合作不僅可能也是必要。根據國際上對網路戰的沿革及定

義，透過美中雙方的網路政策，戰略及其成效，分析美中高頻率網路衝突肇因及網

路衝突反應的模式，研判因應方針，可提供美國決策者在網路安全政策及網路戰戰

纂擬之參考建議。 

第二節 美國如何因應網路空間裡發生的衝突 

美國政府從柯林頓時期開始著手資訊安全領域的戰略部署，並將資訊安全提升

至美國國家安全層級。當時的網路安全主題以防護為主。而到了布希執政時，除了

承襲柯林頓政府網路保護的特點，同時又強化了網路反恐的主題，強調攻防結合，

並提倡建立網路戰司令部。 

在 2008年初，布希政府就已賦予國防部更大的網路戰反制權，允許美軍採取積

極防禦，必要時主動發起網路攻擊。歐巴馬總統上台後的前幾個月採取了兩個步驟：

                                                 
9 Mark A. Stokes and L.C. and Russell Hsiao ,”Countering Chinese Cyber operatio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U.S. Interests” , Project 2049 Institute, October 29, 2012,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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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削減了包括 F-22戰機在內的傳統武器之軍備預算；第二，籌建網路司令部，

大幅增加網路戰武器的投資。 

觀察其戰略思維，可發現美國將從實體戰場逐步轉向網路虛擬戰場，從實體攻擊

轉換到實體癱瘓的目標，也就是不動用兵火力，而同樣可達到摧毀敵主要資源設備。

2009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公佈網路安全評估報告，認為來自網路空間的威脅已經成為

美國面臨的最嚴重的經濟和軍事威脅之一。美國必須向世界表明，它正嚴肅應對這

一挑戰。10 

美國網路安全策略，這一政策的前任者包括艾森豪威爾，尼克松，福特，卡特和

布希總統，奈伊博士認為歷史證明“極端主義者對美國的能源轉換能力造成的損害

要比縮減時期更多。” 奈伊博士利用約翰遜的升級越南戰爭和小布希入侵伊拉克為

最大限度的政策失敗案例，歐巴馬總統的有限外國干預政策也反映在他的網路安全

戰略中。儘管有批評，歐巴馬政府的“壕溝”外交政策最大限度地減少了與中國直

接網路衝突的可能性。政府區分網路戰和電子戰。網路戰是旨在提取政治特許權的

強制行動，但並不針對活躍的軍事單位。另一方面，電子戰則針對活躍的軍事單位，

艦艇和無人機。網路戰爭的目標是禁用對手操作並增強能力的收集。迄今為止，最

嚴重的網路攻擊達到 3型（中等）嚴重程度，未能對關鍵基礎設施造成災難性影響。 

2003年至 2011年的數據顯示了美國和中國之間 17起公開的網路衝突，平均而言，

網路衝突仍然處於 2級低嚴重程度。 

歐巴馬選擇了自我克制的策略，並選擇使用隱蔽的曖昧懲罰來打擊中國網路入

侵。這種美國人的思維模式使與中國的網路衝突高度嚴重的可能性非常低。愛德華

阿扎爾的理論提出，競爭國祇要不跨越“紅線”就可以容忍網路行動。美國的克制

反應是為了避免過度的反應，在網路戰爭升級為動能戰爭時可能產生毀滅性的代價。 

歐巴馬政府認識到歸因的挑戰使相應的懲罰變得困難。歐巴馬對報復採取克制

態度，以防止錯誤歸因將危機升級為衝突。惡意的第三方演員可以通過在中國路由

                                                 
10〈網路戰〉，《互動百科》，http://www.hudong.com/wiki/ %E7%BD%91%E7%BB%9C%E6%88%98(檢
閱時間 2012/4/18) 

http://www.hudong.com/wiki/%20%E7%BD%91%E7%BB%9C%E6%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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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掩蓋攻擊，任何苛刻的反應都會發出錯誤的信號，誇大網路威脅盤旋在危險的戰

爭道路上。 

網路報復中的“回擊”恐懼成為直接衝突的威懾。網路武器的使用可以輕鬆複

製並以實物形式發回給攻擊者。這相當於冷的“放下戰略”，其中“強制性手段滿

足更寬鬆的策略，美國作為受害者後更多的外交和合作安撫”。這種克制反應反映

了歐巴馬認為網路報復對預期結果產生反作用。成本超過了直接網路戰的好處。 

根據“日內瓦公約”提出的國際法，美國有責任保持克制。攻擊性攻擊必須限制

對平民的傷害。預計大國將在網路行動中謹慎行事，以防止擾亂全球複雜網路的混

亂局面，並損害平民的社會和經濟福利。 

來自合作性網路衝突回應評分的證據在邏輯上支持了美中合作是可能的假設。

維護國內穩定以實現持續繁榮的共同利益促成了自我克制。儘管意識形態和政治上

的差異，美國發明 iPhone為中國生產這種複雜的相互依賴關係表明了美中關係的共

生關係是動態的。互聯網讓中國和西方變得更加富有，而網路空間中的模糊摩擦只

是做生意的代價。 

SANS ISC美國網路預警中心 11主任馬庫斯·薩科斯 (Marchs Sachs)認為：「確

認攻擊者的具體身份非常困難……而要確定攻擊的源頭是政府、軍事組織還是民間

組織，幾乎是不可能的。」美國已把網路安全視為主要的國防問題，所以白宮成立

了「全方位國家網路安全計畫」，裏頭包含了政府層面的網路反間諜/情報計畫和發

展長期的觀察威攝戰略與方案。這份計畫書的方針還包含了網路鑑識，來辨識出外

來的網路偵察行為並且瓦解它。這份全方位國家網路安全計畫的關鍵點在於積極地

瓦解他國針對美國電腦網路的偵察/刺探行為，並且由美國聯邦調查局來領導網路

反間諜/情報行動，由美國網路戰司令部所執行的網路欺敵程序，也是全方位國家

網路安全計畫的一部分，但是這計畫必須要謹慎處理以免對美國的社會造成反效

                                                 
11 SANS ISC(Internet Storm Center)網路預警中心是 SANS (SysAdmin，Andit，Netwok，Security)協會

於 2001 年成立的一個全球性的安全事件響應組織，為所有的 Internet 用戶和組織提供免費的互聯

網攻擊分析和預警服務，同時 ISC 和很多 ISP 保持聯繫，幫助這些 ISP 抵禦受到的各類攻擊。楊

望著，〈SANS ISC 建立開放的響應合作機制〉，《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

http://www.edu.cn/agencies_7959/20090414/ t20090414_372349.shtml(檢閱時間 2012/5/14) 

http://www.edu.cn/agencies_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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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欺敵策略也同樣被建議使用在美國的營利企業或是非營利企業。12 

美國於2012年推行一項範圍廣大的網路安全計畫，涵蓋民間及軍方，並進行許

多重大行動。美國在2009年完成網路空間政策審查報告，並在2009年12月於國安會

安插一席中層網路安全協調官，13且報告中的許多事項也羅列在2010年的國家安全

戰略中。14網路安全由國土防衛部，聯邦調查局，以及國防部，包含美國網路司令

部(國家安全委員會亦為其下) 共同負責，並統由國貿部主導國際協商及網路安全

標準開發。 

國土安全部的國家網路安全處負責「與公家、民間及國際單位共同合作，維護

網路安全及美國網路利益」。15該處有許多專案可協助企業防護網路基礎建設。16國

家網路應變協調小組由13個聯邦機關組成，負責發生「重大網路事件」時協調聯邦

應變處置。17國土安全部也擴充國家網路安全及通信整合中心的工作，促進狀況覺

知及資訊共享。國防部及國土安全部在2010年10月簽署備忘錄，以增進部會之間的

合作。18國會在2012年二度否決有關授權國土安全部，維護關鍵基礎建設網路安全

的行政立法。19立法失敗迫使白宮總統發布一項行政命令(也具備法律效力)，以滿

足一些最低需求，改善關鍵基礎建設的安全。 

據報導指出，歐巴馬總統曾在2012年10月簽署一項總統決策命令執行網路軍事

行動。該命令雖為機密卻由國防部長陳述，代表軍方在防護他國攻擊中扮演重大角

色。20國防部長Leon Panetta在2012年12月18日的演說中，提到國防部近來發展網

路交戰新則，並釐清任務為保衛國家，以及「更快速地應變網路威脅」。21他進一步

                                                 
12 J.-P Zanders, Institute Report. Seminar on Cyber Security: What Role for CSP?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10 March 2009. 
13 United Kingdom, Securing Britain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The Strategic Defence and Security Review, 
2010, p. 27 
14 The White House, "Cybersecurity", www.whitehouse.gov/administration/eop/nsc/cybersecurity. 
15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16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Division" www.dhs.gov/xabout/ 
structure/editorial 0839.shtm 
17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Homeland Security Presidential Directive 7: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prioritization, and protection" 17 December 2003. 
18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Between the Department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ce Regarding 
Cybersecurity, 13 O assets 201010 er-moa. pdf 
19 M clayton enate cybersecurity bill fails, so Obama could tak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6 November 
2012. er 2010 
20 E. Nakashima, "Obama signs secret directive to thwart er attacks' Washington Post, 14 November 2012. 
21 "The force of the 21st century as delivered to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E. 
Panetta, Washington DC, 18 ecember 2001) 

http://www.dhs.gov/x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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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國防部正探索強化網路司令部的作法，目前該司令部只是戰略指揮層級的次級

指揮。網路司令部在2010年成立，原負責處理軍網基礎建設之威脅，因總統命令擴

充任務為防護國家網路，並負責防護及攻擊作戰；22該司令部軍事成員包含陸軍網

路司令部，空軍第24聯隊，艦隊網路司令部，以及海陸網路司令部。23 

先進國防研究計畫委員會在2012年11月公佈X計畫-內容為請求研究基礎網路戰

具，並陳述「X 計畫將引領研究新式的網路戰，以支援發展支配網路戰場的根本戰

略」，且應在革新科技、設備及系統的方式下推動研究。依據媒體報導指出2010年

針對伊朗核子設施的「Stuxnet」網路攻擊，即是由美國和以色列所主導。24 

美國國防部在近 30年來，不斷採取各項積極措施加強美軍網路戰備戰能力，其

中還包括在戰略司令部下建置一個「網路戰司令部」，該司令部將對目前分散在美國

各軍種中的網路戰部隊進行整合，成立這個司令部實際上是宣告其已籌建各式網路

戰武器，具備因應來自各方的網路威脅的能力。為有效應對未來的網路威脅，美軍

正從以偵測為中心轉變到將預防、偵測、反應和對敵作戰整合在一起的積極網路戰

鬥鏈方法，美國政府和軍隊頻繁舉行網路戰演習，美空軍也都積極參加。最引人矚

目的是「網路風暴」 演習,參加單位包括國防部、中情局、國家安全局、部分美軍實

兵部隊以及 40 多家民營科技公司等，其目的是鑒定各部門的資訊技術專家、事件

反應小組和官員的網路戰能力。 

在資訊確保的部分除了系統上的防護措施，人的因素更是不容小覷，美軍不單建

立各種行為規範要求官兵遵守，更由於中共每日對其實施數千次的攻擊，基於風險

管控原則，美軍針對其高階將領、重要軍職等約一百人的民網電腦實施查察與監控，

以避免中共透過竊取重要人士之郵件、通訊錄進行更深度的網路攻擊。 

在美國民間企業作業部分，微軟公司宣布關閉古巴等 5國 MSN服務的事件， 曾

引發業界強烈關住。微軟公司在其網站上宣布，該公司依從美國政府禁令，切斷了

古巴、伊朗、敘利亞、蘇丹和韓國等五國的 MSN 即時通訊服務端口，這五個國家的

                                                 
22 Z. Fryer-Briggs, "U.S. military goes on cyber offensive", Defense New 24 March 2012. 
23 US Department of Defence, "u.s. cyber Command fact sheet", 25 May 2010, www.defense.gov/home/ 
features/ 2010/o410 cybersec/docs/cyberfactsheet%20updated%20replaces%0may%2021%20fact% 
20sheet.pdf. 
24 D.E. Sanger, "Obama order sped up wave of cyberattacks against Iran", New York Times, 1 June 2012. 

http://www.defense.gov/home/%20features/
http://www.defense.gov/home/%20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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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發現，他們不能正常登錄 MSN 服務了。業界及國際學者專家認為，此等行為可

以看作美國正式開始了繼軍事制裁、經濟制裁、貿易制裁後的一種新的國際制裁手

段—資訊制裁。 

從 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美軍透過印表機癱瘓伊軍防空系統，開啟了網路攻擊

作戰的序幕，到 2011年 3月奧德賽黎明行動 (空襲利比亞)美國政府曾考慮使用網

路攻擊手段干擾甚至癱瘓卡扎菲軍隊的防空系統，以及近期所披露美國政府透過電

腦蠕蟲 Stuxnet 在遏止伊朗發展核武，這一系列鬥過網路攻擊達到其國家企圖的表

現，明顯展現了美軍已具備了強大網路攻擊能力，並可透過戰略運用網路攻擊、防

禦及運用，達到其國家與軍事的戰略目標。 

美國政府直到最近才承認發展網路攻擊的武器，但從未承認使用網路攻擊。這是

因為，若美國承認使用網路武器，將讓其他國家、恐怖份子、駭客有正當理由來對

美國發動網路攻擊。在美中頻繁的作的可能。 

美國政府掌握著資訊領域的核心技術，操作系統、資料庫、網路交換設備的核

心技術基本掌握在美國企業的手中，可以說是最早已具備資訊威懾的技術條件的國

家。微軟作業系統、思科交換設備的軟體，甚至列表機軟體中嵌入美國中央情報局

的後門程式早已經不是秘密，美國在資訊技術研發和產品的製造過程中就事先做好

了日後對全球進行資訊制裁的準備。 

1969年美國投資史丹福大學創建網際網路，目的是加強情報交流，提高戰略地

位，最初 15年美壟斷網際網路優勢。千禧年之際，中國視網路為「領土倡導互聯網

「主權」，積極成為網路管理者，網際網路應反映新的國際秩序。習近平的網路戰

略，因網路戰的平戰不分，採取「永久動員狀態」，意味著這息攻擊不斷發生。 

中國軍事戰略家相信「最好的防禦就是攻擊」。許多安全專家均認同中國須為

十大駭客事件負責，包含 Titan Rain-Ghost Net 等，這些事件說明中國擁有先進的

「網路戰武器」及大量的人力，財力，可進行 PB等級巨量資料分析歐巴馬的網路政

策強調「平等主義」，由多方利益相關者協商合作，與習「自上而下」處理網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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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截然不同。在國際上，歐巴馬政府傾向通過非正式的網路進行協商合作，以

靈活應對網路犯罪及衝突的不可預測性。 

第三節 美國網路戰部隊整備 

 

來自 ISIS的網路恐怖主義給美國政策制定者帶來了另一種網路威脅。極端分

子利用社交媒體吸引和招募外國“孤狼”士兵，執行恐怖活動，在國內和全球範圍

內製造混亂和恐怖活動。 

隨著中國，朝鮮和俄羅斯在攻擊網路能力方面變得更加複雜，美國是網路罪犯

的頭號目標國家，美國政府和公司在網路防禦方面必須迎頭趕上。“前國家安全局

副局長 Rick Ledgett將網路防禦的弱點歸咎於過去過度強調使用聯合國國際犯罪

和司法研究所的數據。 

歐巴馬總統承認，網路威脅的演變本質對網路防禦“網路安全構成了重大挑

戰，因為網路安全是我們作為一個國家面臨的最嚴重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挑戰之一，

但我們作為一個政府或國家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反擊“前國家安全局局長邁克爾海

登將軍評論說，持續的中國網路攻擊是因為”他們可以“通過美國的網路防禦薄

弱。 

2011年，國家綜合網路安全倡議（CNCD旨在加強網路防禦）中列出了三項主

要戰略目標，一是加強公私伙伴關係之間的信任，以確保對未來網路事件採取有組

織和統一的對策;二是提高反間諜能力通過提高關鍵信息技術供應鏈的安全性來抵

禦全方位的威脅，包括加強對國家網路安全工作至關重要的刑事調查，情報收集，

處理，分析和信息保障等關鍵政府戰略能力;三是加強未來的網路安全與尖端的研

究和開發創新和新的發現，以應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數位挑戰。 

根據民間相關單位判斷美軍目前已經具有多種網路戰攻擊武器，其中「晶片病

毒」、「電腦蠕蟲」、「邏輯炸彈」等具有很強的破壞性。而且美國在網域名稱與網址、

通訊骨幹網路、電腦作業系統上有著相對優勢，一但開戰將極有可能會視戰況截斷

對手的網路連線，讓對方在網際空間之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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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入 21 世紀的初期，美軍戰略司令部將資訊作戰的認知轉化為共通計畫的架

構，以促使美國國防部達成其特定的網際空間作戰目標。隨著網際空間戰略趨勢的

發展，美軍在發展網路戰部隊時，也是依循 OODA LOOP 循環理論中的觀察

(Observe)、判斷(Orient)、決定(Decide)、以及行動(Act)的循環流程不斷修訂轉

型。我們可以從美軍 2010 年聯戰願景將資訊優勢運用在軍事事務革新與軍力轉型

的強調作戰效益，到美軍 2020 年聯戰願景中將資訊優勢運用在軍事事務革新的預

防戰爭及非軍事行動上，清楚看見其網際空間作戰概念的轉變。 

美國認為隨著國家政治、軍事、經濟的關鍵基礎設施日益網路化，網路攻擊將

造成一個國家社會部分或者全部功能的癱瘓，其危害甚至不亞於核生化等大規模殺

傷性武器。美軍號稱世界上資訊化最發達的軍隊，其網路戰的能力也是處在世界領

先的位置。但隨著資訊化程度越高，對網路的依賴也就越強。網路的通暢與否，將

直接關係到作戰效能是否可以有效發揮出來，故破壞美軍的電腦網路就等於摧毀其

軍事力量的神經。 

美軍將領曾表示，如美國的作戰部隊沒有電腦網路系統，其作戰使用之戰術、

戰法將倒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水準。因此,美軍的電腦網路系統已經成為對手攻

擊的主要目標。近年來，不論是美國白宮、國防部或是陸、海、空軍的電腦網路系統

均經常遭到入侵。其中在 2008 年 11 月，美國國防部的電腦遭到大規模攻擊，嚴重

影響對於駐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戰的美軍中央司令部的指揮管制系統，使這兩個

戰區作戰行動的指揮一度中斷。美軍號稱世界上資訊化最發達的軍隊，其網路戰的

能力也是處在世界領先的位置。但隨著資訊化程度越高，對網路的依賴也就越強。

網路的通暢與否，將直接關係到作戰效能是否可以有效發揮出來，故破壞美軍的電

腦網路就等於摧毀其軍事力量的神經。美國將網路戰與電子戰區隔開來，就是為了

將實現戰略目標而實施的強制手段，僅針對在網際空間的直接攻擊，而非現役部隊

的軍事單位，船，和無人機。降低人員的傷亡，以最低的成本獲取最佳的戰果。網路

戰使用網路間諜活動（CNE）入侵網路以癱瘓敵作戰能力並強化己情報蒐集能力，但

並不代表運用網路間諜活動（CNE）實施的網路犯罪的利益和網路入侵。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DIPSIS.008.2018.F09

 106 

自 911 事件後，美國即加強了網路上的安全防衛，特別是在金融以及社會安全

層面。但成效欠佳，光 2004年一年當中，美國就遭受了超過 75,000次的駭客入侵。

美國國防部戰略司令部 (USSTRATCOM)將網際空間任務重新定義為攻勢的「網路戰」

( Network warfare，NW) 和守勢的「網路作戰」 (Network operations,，NetOps)，

並分別為此不同的兩種任務在 2005 年 4 月成立了「網路戰聯合作戰指揮部」 

( Joint Functional Component Command for Network Warfare, JFCC-NW) 及「全

球網路戰聯合特遣部隊」(Joint Task Force-Global Network Operations, JTF-

GNO)。其中，美軍「網路戰聯合作戰指揮部」(JFCC-NW)受國防部戰略司令部指導，

負責實際執行網路戰，其成立宗旨為「奉美國戰略司令部總部之命，針對各項指定

任務，包括嚇阻敵人攻擊美國本土、領土、所有物和基地，並於嚇阻失效時運用適

當部隊，以及就整合並協調國防部電腦網路攻擊與防禦的附帶任務，進行最佳之規

劃、執行與兵力管理。」並將網路戰定義為「運用電腦網路作戰，遏阻敵人有效使用

其電腦、資訊系統和網路」。25  

換言之，美國已組織了一流的電腦專家以及駭客對敵人進行「網路戰」，這也就

是美國最初的網路戰部隊。其任務為盡諸般手段防護美國國防部的所有網路免受攻

擊。美國國防部在其 2006年出版的聯戰準則 J3-13中，就軍事行動目的將電腦網路

作戰 26的任務分為三項:電腦網路攻擊(Computer Network Attack， CNA)、電腦網

路防禦(Computer Network Defense, CND)及電腦網路運用(Computer Network 

Exploitation, CNE)。美國在 2008年就正式將網際空間定義為一種作戰領域 27，將

之視為一個獨一無二的新興領域，同時研擬網際空間的作戰方式，並針對其特質建

立準則、政策、資源、及專業之單位與人員，以遂行網際空間作戰任務。 

更早之前在美伊戰爭中，美軍就已經透過網路中心戰的概念，成功整合了不同

的作戰系統，網網相連整合互通，正是網際空間作戰的特性。不但在實體方面，將

所有的兵力要素都納入網際空間戰場領域，以獲得可靠的鏈結與協同作戰行動。並

                                                 
25Keith B. Alexander 作，李育慈譯，＜網際空間作戰之道＞，《國防譯粹》，38 卷 8 期，2010 年 8
月，頁 41，行 34-45。 

26〈Chapter II-4 Computer Network Operations〉,《Joint Publication 3-13》,13 February 2006. 
27Brett T. Willams 作，袁平譯。＜網際空間作戰的十大論點＞，《國防譯粹》，38 卷 8 期，2010 年 8
月，頁 6，行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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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方面，透過網際空間得以共享、存取並保護作戰相關訊息。在認知方面，利

用共同作戰圖像，提供各級指揮官同步之戰場覺知，破除戰場迷霧，降低作戰風險。 

在此戰役中，美軍以網路中心戰為核心，透過網際空間整合各個不同的系統，

將情監偵系統、指揮管制與通信系統、打擊武器系統等三大系統整合為一體，縮短

指管時間，減少戰場摩擦，大幅提升軍隊作戰效能，使其獲得勝利。 

在網路威脅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美國把網路戰正式歸納為大規模毀傷性武器範

疇。並在 2010年 2月美國國防部所發表的《四年期國防報告書》中明確提出「美軍

將於網路空間進行有效作戰」。 

美國國防部近年來軍事預算面臨削減與限制，更需要利用數據鏈路及信息輸入，

縮編實體部隊 2015年美國通過「網路安全法」，目的是為了保護「國家關鍵基礎設

施」。2016年美國「國家網路安全委員會」建議：預算增加，擴編網路任務部隊並

積極公民合作。美國網路戰略：四大措施為：（1）美軍認為「人力」是最大資本（2）

重視領導統御（3）強調團隊合作（4）以職業發展為導向的培訓體系。美國跟美國的

競爭者將網路戰視為一種「不對稱」的工具，藉以獲得軍事優勢和戰略威懾美國對

「網路衝突」採取克制反應，不越過紅線，是為了避免網路戰爭升級為動能戰爭可

能產生的毀滅性代價。 

為適應網路威脅日益發展的趨勢,統一協調美軍電腦網路系統的安全問題和指

揮網路戰的相關軍事行動，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茨於 2009 年 6 月正式下令於馬里蘭

(Fort Meade, Maryland)籌建網路司令部 (U.S. CYBERCOM， USCC)28，隸屬戰略司

令部(U.S. Strategic Command)管轄，組織架構如圖 3-1所示，主要任務為網際空

間作戰指揮。同年 10月,該司令部具備初始作戰能力，2010年 10月,達到了全面作

戰能力。 

                                                 
28 USCYBERCOM centralizes command of cyberspace operations, organizes existing cyber resources and 

synchronizes defense of U.S. military networks. http://en.wikipedia.org/wiki/ 
United_States_Cyber_Command(檢閱時間 2012/5/18) 

http://en.wikipedia.org/wiki/Fort_Meade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yland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Strategic_Command
http://en.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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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美軍作戰司令部組織圖(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美國網路司令部是與美國空軍司令部、美國太空司令部等平行的單位，主官編

制為四星上將，由基斯．亞歷山大將軍出任，並同時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29局長及中央安全局(Central Security Service，CSS)30局

長，並設置一聯合辦公室，由來自各相關單位之專業人員(包含 J1~J9 的各業參)組

成。NSA 是美國主要情報組織之一，直接受美國情報局管轄，CSS是為了整合協調 NSA 

和其他美軍情報單位(U.S. military cryptanalysis agencies)之間的情報行動與

聯合作戰而設立。 

                                                 
29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is a cryptologic intelligence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sponsible for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foreign communications and foreign signals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protecting U.S.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which 
involves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cryptanalysis/cryptography.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 
_Security_Service(檢閱時間 2012 年 5 月 21 日) 

NSA is a key compon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which is headed by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he Central Security Service is a co-located agency created to coordinate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NSA and other U.S. military cryptanalysis agencies.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serves as the Commander of the United States Cyber Command and Chief 
of the Central Security Servi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Security_Service(檢閱時間 2012 年

5 月 21 日) 
30The Central Security Service (CSS) is an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established 

in 1972 by a Presidential Directive to promote full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and the Service Cryptologic Elements (S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in the field of 
signals intelligen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Security_Service(檢閱時間 2012 年 5 月 21 日)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Security_Servi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yptology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lligence_(information_gather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Department_of_Defense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Department_of_Defens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gnals_intelligen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gnals_intelligen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Federal_Government_of_the_United_Stat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formation_systems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formation_security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yptanalysis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yptography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20_Security_Service(%E6%AA%A2%E9%96%B1%E6%99%82%E9%96%932012%E5%B9%B45%E6%9C%8821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20_Security_Service(%E6%AA%A2%E9%96%B1%E6%99%82%E9%96%932012%E5%B9%B45%E6%9C%8821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Security_Service(%E6%AA%A2%E9%96%B1%E6%99%82%E9%96%932012%E5%B9%B45%E6%9C%8821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Security_Service(%E6%AA%A2%E9%96%B1%E6%99%82%E9%96%932012%E5%B9%B45%E6%9C%8821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Department_of_Defense
http://en.wikipedia.org/wiki/Presidential_Directive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Security_Agency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yptology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Armed_Forc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gnals_intelligen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Security_Service(%E8%B3%87%E6%96%99%E6%99%82%E9%96%93101%E5%B9%B45%E6%9C%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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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亞歷山大將軍帝國示意圖 31(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亞歷山大將軍致力於美國網路戰，在 2007-2014 年間逐步建立一個帝國，他堅

信美國在數位攻擊領域具有先天弱勢，需要更加廣泛地掌控散佈於全球的資訊。32 

美國憲法規定其所屬正規部隊不可於美國境內作戰，美國境內的安全維護由國土安

全局及國家警衛部隊擔負，所以美國網路戰部隊亦不可對美國公民進行資料蒐集或

任何攻擊行為，因此我們可以推斷美國官方採用這種類似中共一套人馬、兩塊招牌

的作法，為的就是要讓網際空間政策運作可更為流暢。 

若是在平時戰區發生了網路威脅事件，戰區指揮官須向 USCC 提出需求，如果

是網路防禦作戰(DCO)可由 USCC直接執行，但若涉及網路攻擊作戰(OCO)，則需透過

NSA 向總統請求核可後，由 NSA 執行入侵、攻擊、破壞等行動。戰時為簡化指管流

程，戰區指揮官可直接提出網路作戰構想，下令由 USCC及 NSA共同執行網路作戰行

動。2011 年 7 月美國國防部正式公布其網際空間戰略 33，除說明目前戰略背景，更

直接指出未來美軍網際空間作戰戰略發展方向將有五個主要策略:1.強化戰場經營。

2.更新防禦構想。3.發展跨部合作。4.建立國際同盟。5.提升網路戰力。 

                                                 
31美國國家安全局 NSA 滲透内幕, 聯合新聞網 2014 年 6 月 22 日, http://blog.udn.com/Uni127/ 
14408203(檢閱時間 2016 年 5 月 1 日) 
32 同上。 
 
33 http://www.defense.gov/news/d20110714cyber.pdf(檢閱時間 2011/8/18) 

http://blog.udn.c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Security_Service(%E6%AA%A2%E9%96%B1%E6%99%82%E9%96%932012%E5%B9%B45%E6%9C%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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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美國國防部正式公布其受網路攻擊之接戰規則(Doctrine to 

Establish Rules of Engagement Against Cyber Attacks ) ，34此一舉動也引起各

國極大關注。根據美國《紐約時報》網站 2011 年 10 月 17 日報導，在 2011 年 3 月

奧德賽黎明行動 (空襲利比亞) 開始之前，美國政府曾激烈討論是否要使用新的戰

爭形式來開啟這次軍事行動：即用網路攻擊手段干擾甚至癱瘓卡扎菲軍隊的防空系

統。最後，因種種考量，美國放棄了網路戰。隨著網路技術不斷發展，網路攻擊的作

戰效能大大提高。 

在近幾次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中，「網路戰士」頻頻出擊，直接參與作戰行動。

網路攻擊正悄然走向戰爭前台，成為信息化條件下現代戰爭的代表。據美國某雜誌

披露，2003 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前不久，美軍獲悉伊軍將從法國購買用於防空系統的

新型印表機，並準備通過約旦首都安曼偷偷運抵巴格達。美國隨即派遣特工在安曼

機場將病毒植入印表機晶片內。戰爭爆發後，美軍用指令激活病毒，病毒通過印表

機進入伊軍防空系統，導致整個系統癱瘓。這是世界上首次將電腦病毒用在直接作

戰行動，也開啟了網路攻擊作戰的序幕。 

美軍的「舒特」系統為一資電作戰攻擊體系，是目前網電一體作戰的典型手段，

已從「舒特Ⅰ」發展到「舒特Ⅴ」，作戰效能不斷提升。「舒特」集中了戰場偵察、電

子干擾、精確打擊、網路攻擊等能力。典型的體系構成有 RC-135U /V/W電子偵察機、

EC-130H 專用電子戰飛機、EA-6B、F-16CJ 和 EA-18G 電子戰飛機等。作戰中，RC-

135U/V/W電子偵察機負責對目標偵察、定位，EC-130H、EA-6B、F-16CJ和 EA-18G電

子戰飛機根據 RC-135U/V/W 通過數據鏈傳輸的信息，負責網路進攻、電子干擾、反

輻射摧毀。「舒特」系統作戰對象主要是一體化防空系統等網路化作戰體系。經過每

兩年一個周期的演進，其作戰對象亦不斷擴展。「舒特Ⅰ」主要針對俄制防空導彈系

統，「舒特Ⅱ」、「舒特Ⅲ」、「舒特Ⅳ」進一步拓展到機動戰術彈道導彈系統、一體化

防空系統和指揮控制網路、戰略導彈指揮控制網路，「舒特Ⅴ」已擴展到國家級指揮

控制系統、一體化戰略防空系統、反導反衛系統等。網路攻擊是「舒特」系統的特色

                                                 
34Donna Miles,〈Doctrine to Establish Rules of Engagement Against Cyber Attacks〉,《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65739 (檢閱時間 20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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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由裝備了「長矛」干擾吊艙和「豹穴」無線網路攻擊系統的飛機負責，如 EC-

130H 電子戰飛機。作戰時，RC-135U/V/W 負責對目標高精度電子偵察和快速定位，

EC-130H負責向目標的信息系統、關鍵節點和通信鏈路發射電磁脈衝、植入信號，包

括網路病毒和惡意程序。 

據報導「舒特」系統可侵入目標防空網路，實時監視對方雷達所觀測到的結果，

以系統管理員身份接管對方防空網並操縱雷達，入侵對方戰術機動目標信息鏈路。

「舒特」系統以電子干擾電磁波、敵方防空雷達探測電磁波等為載體實施入侵攻擊，

取得系統控制權限後，通過修改作戰參數，或利用木馬程式以病毒癱瘓敵方防空雷

達系統，達到突襲目的。 2007年 9月 6日傍晚，以色列 18架 F-16I非隱身戰鬥機

突破俄制 「道爾- M1」導彈防禦系統，進入敘利亞縱深，成功轟炸了位於土敘邊境

的疑似核設施建築，並成功從原路返回，整個過程完全未被敘軍防空系統發現。「道

爾-M1」系統採用三座標雷達控制，被稱為「具有先進雷達性能、抗干擾能力和目標

識别能力世界一流的防空系統」，然而，此次防空作戰中居然沒有發現來襲目標。據

分析，此次行動以軍使用了美軍的「舒特」技術，成功侵入敘軍防空雷達網，「接管」

其控制權，使之完全處於失效狀態。以色列的此次空襲舉世震驚，也開啟了未來新

的空襲作戰樣式。 

2012年 6月 1日紐約時報披露，美國利用超級蠕蟲 Stuxnet重創伊朗千部離心

機，除了要向以色列證明網路攻擊不輸軍事攻擊，並可運用網路戰讓伊核武進程延

後兩年。35美國從前總統布希執政時代，即針對伊朗展開美國史上首次的網路攻擊，

試圖癱瘓伊朗的核子設施。到歐巴馬總統就任初期，更秘密下令增強對伊朗核設施

的網路攻擊，企圖拖慢伊朗的核武發展，也是在他的授意下，於 2010年年底以網路

攻擊癱瘓伊朗核設施約五分之一的離心機。 

在布希執政時代，由於錯誤指控海珊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而入侵伊拉克，令

美國信譽全失；伊朗看準美國無法取得國際支持對其動武，因此全力加速發展核武。

布希最後迫於無奈，選擇對伊朗發動網路攻擊，並以「奧運」為代號，攻擊伊朗位於

                                                 
35陳維真編譯/綜合報導,〈歐巴馬密令擴大網路戰 駭癱伊核〉,《自由時報》2012-06-02，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un/2/today-int1.htm?Slots=T (檢閱時間

20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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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坦茲的核設施。納坦茲的核設施網路與外界隔絕，美國國安局設法滲透納坦茲，

在伊朗使用的西門子工業電腦控制系統中植入電腦程式碼，並成功把信號傳回國安

局總部，於是在 2008年，美國開始小規模地讓伊朗提煉濃縮鈾的離心機在運轉時失

控，而伊朗人完全摸不著頭緒。布希卸任時，力勸歐巴馬將兩個機密計畫保留下來，

一個是巴基斯坦的無人機攻擊，第二個即是「奧運」計畫，36而歐巴馬接受了布希的

建議。歐巴馬接手後，決定加速攻擊步調。2010年 11月，美國與以色列聯手，以一

連串網路攻擊，成功以震網(Stuxnet)電腦蠕蟲癱瘓納坦茲約一千部離心機。美國選

擇和以色列聯手，一是以色列擁有電腦專才，二是以國對伊朗有嚴密的情報布建，

三是希望藉此向以國證明，不必發動軍事攻擊，單靠網路攻擊也能發揮效用。美、

以兩國很快就共同發展出電腦蠕蟲-震網(Stuxnet)，並拜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放棄研

發核武，使美國取得離心機藍圖之賜，複製出伊朗使用的 P1離心機，用來測試震網

(Stuxnet)的效用。 

之後的挑戰在於如何讓電腦蠕蟲-震網(Stuxnet)進入伊朗的納坦茲。美國靠著

間諜偽裝成包商或工人，還有不知情的真正包商，把藏在隨身碟的電腦蠕蟲-震網

(Stuxnet)成功地送進伊朗的納坦茲的核設施電腦系統網路。之後美國又發明更精密

的傳送電腦蠕蟲-震網(Stuxnet)的方法。即使 2010 年因程式錯誤，讓電腦蠕蟲-震

網(Stuxnet)在全球網路肆虐，但這次失誤並未改變歐巴馬遏止伊朗發展核武的決

心。證據顯示，美方攻擊確實造成伊朗核設施不斷遭到破壞，歐巴馬於是決定繼續

網路攻擊。但美方官員們與其他專家對美國此次網路攻擊的成效則有不同的看法，

歐巴馬政府官員認為網路攻擊至少讓伊朗的核武發展延誤一年半至兩年，而部分專

家則抱持懷疑，認為伊朗提煉濃縮鈾的水準已經平穩恢復，現在的濃縮鈾數量已經

足夠發展五枚核彈。 

美國的網路司令部的成立是為了保護軍隊安全與其絕對之行動自由。除此之外，

美國國土安全部和一些民間資安公司則擔負政府和企業的網路的保護。而據資料顯

示，各軍種司令部所轄之網路戰部隊，目前僅專注於網路防護作業，並不具備攻擊

                                                 
36 陳維真編譯/綜合報導,〈歐巴馬密令擴大網路戰 駭癱伊核〉,《自由時報》2012-06-02，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un/2/today-int1.htm?Slots=T (檢閱時間

2012/7/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9B%BD%E5%9C%9F%E5%AE%89%E5%85%A8%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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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故實際上從事網際空間戰略發展、戰術、準則之發展，仍必須依賴網路司令

部。目前網路司令部雖隸屬於戰略司令部，但觀察美軍各項政令及編裝發展，網路

司令部極有可能提升至與戰略司令部同級之單位。 

美軍除了成立「網路司令部」外，美各軍種也已分別組建自己的網路戰部隊。美

國陸軍成立了「陸軍電腦緊急反應隊」(Army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ACERT)，負責陸軍各基地的電腦網路防衛(Computer Network Defense, CND)行動，

必要時也可發起網路攻擊，侵入他國的軍事網路。海軍主要的「資訊戰」計劃稱為

「海軍資訊戰行動」(The Naval Information Warfare Activity, NIWA)37，與「艦

隊資訊戰中心」(Fleet Information Warfare Center, FIWC)38共同研擬與規劃海軍

資訊戰的相關事宜。「艦隊資訊戰中心」還在諾福克(Norfolk)成立了「海軍電腦事

件反應隊」(Navy Computer Incident Response Team, NAVCIRT)39，該隊發展出的

「墨比爾斯」(MOBIUS)系統據稱可以有效保衛全球美國海軍的網路安全。美國空軍則

直接在第八航空隊(8th Air Force)的基礎上，在 2006年轉化為「空軍網路戰指揮

部」(Air Force Cyber Command, AFCC)。「空軍網路戰指揮部」共有 2萬 5千人在

                                                 
37 The Naval Information Warfare Activity (NIWA) at Ft Meade is the Navy's principal technical agent to 

research, assess, develop and prototype Information Warfare (IW) capabilities. This recently created 
activity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encompassing all aspects of IW attack, protect and exploit. 
A key focus of efforts in this line is providing tactical commanders with an IW Mission Planning, 
Analysis, and Command and Control Targeting System (IMPACTS) tool. An aggressive program is 
maintained to acquire and analyze state-of-the-art technologies (software and hardware), evaluate fleet 
applicability and prototype developmental capabilities. NIWA is the Navy's interface with other Service 
and National IW organizations,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Fleet Information Warfare Center (FIWC) to 
develop of IW technical capabilities for Navy and Joint Operations. The Director of Space and Electronic 
Warfare (OPNAV) (N6) has the overall responsibility for IW/C2W development and guidance. 
http://www.fas.org/irp/agency/navsecgru/niwa/ l(檢閱時間 2012/5/18) 

38 The Fleet Information Warfare Center (FIWC), located at Little Creek Amphibious Base, Virginia Beach, 
VA, is the Navy IW Center of Excellence. The Center became operational on 01 October 1995. As of July 
2002, FIWC has been subordinate to the Naval Network Warfare Command. FIWC is responsible to 
provide Computer Incident Response, Vulnerability Analysis and Assistance, and Incident Measurement 
protect services to fleet and shore establishments. The Center provides the facilities, equipment, and 
personnel for directing the defensive information warfare program, including detecting and responding to 
computer attacks. http://www.fas.org/irp/agency/navsecgru/fiwc/index.html(檢閱時間 2012/5/18) 

39NAVCIRT is a response team designed to assist ISSOs and ISSMs in handling security incidents. 
NAVCIRT's responsibilities furthermore include guiding the ISSOs and ISSMs in operating secure 
systems and networks and disseminating incident information. NAVCIRT has no law enforcement 
capability or authority.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is the Naval Criminal Investigative 
Service’s (NCIS's) responsibility. It is however, NAVCIRT's responsibility to advise the ISSO/ISSM 
community concerning preservation of evidence and downstream liability.It is also NAVCIRT’s mission to 
disseminate security tools to the user community. 
http://study.schleppingsquid.net/Files/Pubs/NAVSO%20P5239-19%20CIRT%20Guide.pdf (檢閱時間

201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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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工作，負責防衛網路、基礎建設系統保安和監察工作。未來更將納編心戰人員成

立軍事資訊支援作戰 (Military Information Support Operations, MISO)40在作

戰時以高科技資訊及傳統心理戰交相運用，相輔相成以爭取民心士氣。 

 

第四節 小結 

美國由最初的壟斷網路技術的資訊至高點，到當前的不對稱局勢下的全面防備，

而其民主龍頭的地位也讓政府當局在面對國家安全與個人隱私權的爭議時，更加困

難。此外，美國對網路安全問題的強調共同安全、呼籲共同防治網路犯罪、網路恐

怖主義等。為的就是要在網路安全維護上更加的站得住腳，不讓敵人有可趁之機。 

支撐全球網域互通的根伺服器共有 13 個，主根伺服器就在美國，而 12 個副伺

服器中有 9 個設在美國，這也是代表美國可以對任何一個國家實施網路封鎖，也就

是說如果美國不想讓人瀏覽某些網域，就可以屏蔽這些域名，使這些 IP 無法解析，

也就是從網際空間消失。例如伊拉克戰爭爆發前，美國布希總統下令制訂對敵網路

戰計畫「16號國家安全總統令」。 

網際空間的戰爭包羅萬象，所有的資料檢索，均有可能在一瞬間轉換為攻擊行

動。美國在近代戰爭中享受了資訊科技發達所帶來的利益，但也在科技發達所帶來

的權力擴散中，提高了安全的威脅。愛德華史諾登所揭露的美國網路監控機制，雖

然對其民主自由大大打臉，但美國政府並未因此鬆口放棄網路監控，仍堅持著維護

美國國家利益為優先。 

 

                                                 
40 MISO involves both informing and influencing activities, and can be larger and more targeted that 

PSYOP. Ultimately, he argued, MISO will allow for greater precision in communications between US 
forces and the foreign populations near them.  

*MIST is an acronym for "Military Information Support Team," a detachment of psychological operators 
who employ military information support at tactical, operational and strategic levels. Among their 
missions are providing commanders with additional tools for positively influencing foreign populations, 
countering misleading information and perceptions, and countering the efforts of violent extremist 
organizations.http://www.iwp.edu/news_publications/detail/psyop-expert-discusses-military-information-
support-operations(檢閱時間 201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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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網際網路，自越戰時期以來，始終以其在「信息傳播」上的價值，深為各國關

注，並與戰略地位息息相關；網際空間是新國際體系格局的一部分，並與國際體系

緊密相關，其戰略地位之重要已成為美國、中國等大國試圖加以干預與控制的領

域，試圖取得網際空間的強權。網際空間的戰爭看似無形，然而這種沒有實體煙硝

的網路戰，卻能在不用一兵一卒的狀態下，取得戰爭的勝利，不戰而屈人之兵，也

能在不觸發實體軍事戰爭的狀態下，透過網路戰而達成。 

網路安全的威脅可區分為四大主要威脅，分別為網路間諜、網路犯罪、網路戰

爭以及網路恐怖主義。網路安全的威脅源自於網際網路設計的缺點、硬體與軟體的

缺陷、以及越來越多重要系統與網路相互連接網路。由於技術競爭，各國爭相取得

網路的控制權，美國的政府只管理一小部分的網路環境，絕大多數的設計、行銷、

安裝、和經營大部分的軟硬體，都可能影響著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 

網路衝突通常具有以下特性:隱蔽性、容易取得、不確定性。光是以有限制的

科技技術，或是利用經過符合驗證，把網路攻擊風險等級降低是不可行的做法。光

是僅僅努力做出一個要確保整體的網路安全協議或試圖解決全方位的網路安全問題

的條約是不切實際的。網路安全議題以及網路活動如何衝擊國家、國際及區域安全

是顯而易見的，國際社會正積極討論國家威脅評估及可能潛在因應作為，然而，國

際社會中缺乏扮演法制角色以及該使用哪些相關協議。再者，技術單位以及政治/

軍事組織團體仍然是封鎖的，在面對網路網域複雜、相互牽連問題時毫無助益。 

國際社會漸漸開始著手鞏固網路網域同時預防再衝突，甚或是網路領域或是網

路攻擊所產生災難都需要國際社會共同磋商解決，透過網路技術的透明度，分享威

脅資訊，並交換解決方案。因此，如何透過共同合作建立網路的透明度及互信機制

已經成為國際中很重要的安全議題。 

網路行為者，是最根本的風險因子。因此，教育人民網路安全相關知識，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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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受害或成為網路攻擊的工具，已然成為各國政府的一大課題。而民間企業為了

其自身的資訊安全維護，也必須導入資安機制，當然更不能忽略”人為”因素。人

人都需要具備基本的網路安全意識，養成安全的網路使用習慣，以降低遭受網路攻

擊的機率。 

網際空間是隨著科技發展而產生的新興戰場，屬於無國界、無邊境的虛擬世

界，因國際體系格局轉變及無明確邊境等因素下，已逐漸將主權、國際、資源利益

的爭奪虛擬化，網路衝突卻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區域，並激化成為

國際爭端，尤其在向美國這樣科技發達的國家，其形勢更顯複雜，網際空間的衝突

顯然影響到美國的主權、安全及戰略運用。 

本論文主要探究美國應對網路衝突時可能採取之策略，並從研究過程中瞭解當

前國際上各國的網路戰發展情勢，及非國家組織及民營機構的網路安全策略。由於

涉及國家安全的考量，因此，網路衝突情勢演進，深深影響美國網際空間政策的形

成。然而，國家安全與個人隱私權的相抵觸，確實也造成了政府訂立相關政策時的

困境。 

美國歐巴馬政府時，在網路安全上傾向多方利益者共同協商，以和平解決爭端

策略避免跨越界線，引發軍事衝突，有效應對網路安全威脅為美國應對網路衝突的

可能策略。在面對可能敵人時，召集多方利益者共同處理，透過合作機制，將網路

攻擊災難所帶來的損害降到最低。 

此外，區域合作在網路的虛擬世界，將不再受限於實際的地理區域，其戰略地

位重要，是新世界體系要考慮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控制此虛擬權力將會影響到全球

的權力平衡、權力移轉、甚至權力擴散。 

當全球資訊網路變得愈來越普遍，所謂的「資訊高速公路」變成了「網路戰

場」，傳統的地理邊界所提供的防護失效，形成國安問題。而網際網路間的攻擊行

為已成為「不對稱威脅」行為者的重要工具。更可以運用網路戰為軍事能力的整

合、計畫、運用及評估，以達成戰場上網路互聯的效果。 

網際空間作戰從理論研究、攻防武器到實戰應用，都受到了網路技術發展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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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和影響。但不同於陸、海、空、太空作戰領域的特性在於其很難由國家掌握主導

權，尤其是在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的網際空間政策發展更遭遇到許多障礙，美國

政府在考量其國家利益與人權之間做出了許多引人爭議的決策。 

儘管網路空間的基礎建設已高度商業化，對國家和國際的安全上是一個重要的

戰略資產，在軍民兩用技術中佔有有重要的地位，可應用在軍事，商用和民用。同

時這也是一個技術的領域，因為私人部門參與者控制著大部分的資產。因此，審查

查針對特定用在網際空間的透明與信心建立措施(TCBMs）有一定的價值存在，因為

這對未來網際網路問題的解決方案有很大的幫助，並可著眼於未來的網絡空間解決

方案。 

無論如何，網路科技及網路科技本身，嚴禁研發網路武器近乎不可能加以證實

因此透過規範的方法，如強化網路的透明度，限制使用網路武器，此等協議主要限

制軍方或其他惡意運用之技術，嚴禁作為攻擊的優先選項。不少國家均已宣稱在其

他領域不會當作第一運用選項，但通常此等宣示易於反覆不定，更不可能確保其他

激進份子不會做出這類攻擊。 

美國的全球崇高目標是提供安全，而提供安全需要發揮經濟、政治與軍事力

量。 達成此目標必須發掘新的國際合作領域，俾降低對美國經濟與軍事資源構成

不成比例的負擔。而美國必須充分了解新世紀目前同時發生的四項革命-全球化、

資訊化、主權本質的改變和衝突本質的改變等帶來的影響，方可追求國家安全的目

標。美國政府已具備相當的反制能量。 

對美國國防議題來說，網際空間是一個很關鍵的區域，而電腦網路作戰更是確

保未來作戰效率不可或缺的工具。發現美國將從實體戰場逐步轉向網路虛擬戰場，

從實體攻擊轉換到實體癱瘓的目標，也就是不動用兵火力，而同樣可達到摧毀敵主

要資源設備。歐巴馬政府所公佈網路安全評估報告，認為來自網路空間的威脅已經

成為美國面臨的最嚴重的經濟和軍事威脅之一。美國必須向世界表明，它正嚴肅應

對這一挑戰。 

但中國認為網際網路(互聯網)行為是依其利益而動，並據以定義安全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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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網際網路是新的國際秩序，應反映中國力量與地位的崛起。而目前的國際法規範

並無法符合新世界體系中所有國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共視網際空間為其領土的

一部分，因此，中共更加強調網路治理，以確保其在網際空間的主權。 

美國自 1969年起，基於其科技優勢，針對網路空間係採取高調的壟斷姿態，隨

著科技發達，虛擬的網路權力便快速地擴散，大國已非絕對強勢國家，權力擴散步

伐的加快，網際空間的戰爭情勢就愈趨複雜、亦趨向國際化，中、美在網際空間對

峙的可能性亦隨之升高。但基於互賴的依存理論，美中兩國在網路安全的合作不僅

可能更是必須。 

同時，美國強調其網路戰力，並視之為核武等級之選項，不放棄其在網際空間

的武力擴張，而世界各國家亦相應調整網路空間戰略。如果要有效的減少中國網路

間諜行動帶來的挑戰以及反擊中國的網路攻擊行動就必須透過欺敵策略來有效的減

少高價值，高機密文件流出。並且加強反情報作戰和強化與國際間夥伴的合作例如

台灣。美國再面對中國的網路威脅是非常認真的而且已經花了許多資源來投入研究

對策。就如上面所說的，欺敵的策略和技術性的防禦是兩種非常可行的投資，並且

在未來可透過國際網路行為準則來強化。考慮採用適當的威攝和採取強而有力的應

對措施，也不失為一種必要的策略應對措施。 

網路戰允許中小國家挑戰強國，透過非實體攻擊，擾亂全球經融市場，或者破

壞關鍵基礎設施，以極低的成本進行權力的轉移。 門檻相對低的網路戰武器成為

中小國家甚至組織或個人挑戰大國權威的不對稱工具。此一趨勢則造成國際社會中

的權力快速擴散。 

國際上許多國家與國際組織，均已經開始注重發展及實際運用未來規範、規則

或是規定之整體目標，如適合國家行為之國際指導綱要、原則應加以維護並更近一

步發展平和、安全、穩定及可預測網路空間。其中國際電信聯盟所定義的網路安全

雖未明確界定網路環境為何，但卻比美國網路安全法案所列舉的定義有更廣泛的涵

蓋性。 

美國現行的國內與國際法尚無法針對瞬息萬變的網路環境快速進行調整，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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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性網路安全事件難以跨界解決，現行的國際法無法完全反映各個不同文化期望

和優先順序。要讓網際空間的行為者建立一定秩序，這需要更多國家參與合作以及

多方監督過程。所以，與其他國家簽訂網路安全共同防禦相關條約也成為了美國的

主要網際空間戰略的目標。 

 

 

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 
 

本論文係以網際空間國際安全情勢演進為背景，探討影響美國網際空間政策形

成之因素，並分析非國家組織及民營機構的網路安全策略，並分別由美國政策、戰

略及組織等三層面，分析各該因素對美國應對網路衝突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惟當前在網際空間問題上，對於美國最大的挑戰，在於傳統法理主張的定位不

明確，各國主張的網際空間權益論述如何國際法相符合？其法理依據為何？在法律

定位難以明確的情勢下，網際空間的強國如中國大陸卻已運用網路間諜活動和攻擊，

積極主張享有專屬網路治理的權益，並不斷挑釁美國，美國政府應如何應對？在強

化網路安全的同時又要如何避免衝突擴大甚而引發戰爭？都是美國政府現階段在應

對網際空間的重大挑戰，且企圖主導網際空間情勢未來的發展。 

目前網際空間情勢是美國積極連結中國、日本等區域外大國的勢力，並將爭議

訴諸聯合國等相關機構要求介入網路衝突，且在國際網路安全議題研討會中，由各

國專家共同對頻繁的網路攻擊提出質疑，然而，網路治理與監控對提倡民主自由的

美國而言，將會是在人權與國家安全中的拔河，美國要如何提出適當的政策論述？

相對於美國新上任川普政府的不確定性，中國習近平政府推出以大數據監控人民的

「社會信用系統」，卻更明確地展現了其網路治理的決心。 

區塊鏈技術的發展讓虛擬貨幣形成一股挑戰國家治理的力量，中國大陸繼以科

技挑戰美國網路優勢之後，更挾其強大經濟影響力試圖打壓比特幣，惟其效果有限

後繼而發展符合其法規的虛擬貨幣。網路虛擬貨幣的興盛也代表著去中心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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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信任機制，是一種對政府治理的挑戰，對於強勢阻斷去中心化的政府應如何

因應?另外，宣告透過人工智慧物聯網，中國大陸計畫要在 2025 年達成的人工智慧

製造業的願景，不僅是政策全力配合，更從教育扎根，目前人工智慧的基礎理論已

成為中國大陸高中的必修課目。再者，在面對資通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網際空間

問題若從我國的利益思考，究應採取何種作為？若採積極作為，如強化網路戰攻擊

能力將會產生何種政策效應？若僅持續消及防護網路安全，是否真能毫無漏洞？我

國應如何應對？又應如何維護國家主權權利？ 

基此，當前網際空間威脅已經使國家安全產生結構性的變化，已不再侷限於傳

統領土主權爭端、資訊存取自由等議題，在面對情報蒐集、大數據分析的競爭與合

作、惡意軟體資訊分享等非傳統安全議題，不僅僅是美國未來應思考如何應對的挑

戰，亦同時是世界各國需要嚴謹面對的，值得吾人持續關注與深入探究。 

近期國際局勢發展已趨向以協商合作共同面對網路威脅爲主，然在網路衝突上，

美國雖分別與中、日簽定安全協定，共同維護網際空間的和平穩定，但是中國大陸

認為目前相關國際法規範僅保障部分國家，並未符合新世界體系各國的利益，因此

為使國際秩序反映其地位的提升，更加強要求其在網際空間的權利，堅持由上而下

的網路治理，並主張攻擊是最好的防禦，未來在國家利益的驅使下，國際各國家預

測將不會停止其網際空間權利的擴展與爭取。面對中國大陸、北韓、俄羅斯等不斷

地網路攻擊，美國政府所堅持的紅線將面臨挑戰，是「攻」是「防」在決策上都面臨

極大考驗，此部分亦值得吾人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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