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憑證管理機制 

 

如同一般的公鑰匙架構，APKI 也必須有憑證管理的機制。在一般的 PKI 裡，人類透過向

特定憑證機構（CA）申請身份憑證，CA 在驗證申請者的身份後（依安全程度要求的不同

而有不同的驗證程序），簽發一張唯一的身份憑證（ID Certificate）給申請者。人類

擁有此一身份憑證後，便可以利用此一憑證在網路上進行各式各樣的服務，而其他網路

上的人類使用者也可以透過對方的身份憑證向上面的 CA 查詢驗證其可信度以及有效

性。最後當憑證的效期過了，CA 也必須對此身份憑證作刪除的動作，完成整個憑證的生

命週期。APKI 憑證管理機制主要針對的對像是人類之下的代理者，所以除了上述的 PKI

基本功能之外，還必須結合實際社會人類的實體關係，讓虛擬網路世界上的代理者都有

特定實體社會的人對它負責。再加上代理者的特性為非常自主化，從申請身份憑證到結

束的生命週期裡，APKI 都要有一套完整的機制讓代理者能夠完整自主的代理人類在網路

上執行各種電子化服務。 

 

以下針對 APKI 的憑證管理機制就整個代理者身份憑證週期的過程，也就是從身份

憑證的申請到憑證的廢止逐一說明，然後再介紹說明代理者會使用到的其他憑證如人類

屬性憑證以及人類/代理者授權憑證，以豐富整個電子化服務流程。 

 

 

 

 



4.1 代理者身份憑證申請 

 

代理者想要在網路上建立自己的身份以提供其他代理者驗證使用，第一部就是要先申請

APKI 中的代理者身份憑證[9][10]。在申請代理者身份憑證的過程中，首先要找尋適合

的上層代理者 CA，然後向此 ACA 申請身份憑證。以下我們將針對這兩個步驟分別說明： 

 

4.1.1 尋找上層代理者 CA 

 

當一般應用代理者（或是憑證機構代理者）想要申請代理者身份憑證時，都必須先找尋

上一層憑證機構，而找尋上層憑證機構有兩種方式： 

 

 以實體區域來劃分 

 

在這個方式中，代理者 CA 是以地域來劃分，簡單的來說，就是以地理位置來區分代理

者的註冊對象。所有的代理者皆向當地的代理者 CA 登入註冊申請身份憑證。當要求服

務的代理者搜尋服務時，也會從當地 CA 開始找尋附近的服務提供者。以下為 ACA 以實

體區域作為劃分的示意圖: 

 

 

 

圖六：以實體區域劃分 ACA。 



 以服務類別來劃分 

 

此種方式是以服務的內容作為劃分代理者 CA 的依據。不同的代理者依照自己的服務類

別，選擇適合的代理者 CA 登入註冊。以台灣來說，台灣近年來發展的政府憑證機構

（Government Certificate Authority, GCA）就是一個以服務類別為主的人類憑證機

構。最上面有一個 Government Root CA（GRCA）管理下面的子 CA，之下分成四個子 CA，

分別是一：財團、社團法人及非法人團體 CA，二：內政部 CA，三：政府 CA，四：工商

CA。不同性質的人或企業團體向不同的子 CA 註冊申請憑證。所有的台灣國民都可以向

GCA 申請憑證，並利用此一身份憑證從事台灣日後所發展的各種電子化服務，而其中網

路報稅則是我們最近熟知的一種應用。下圖則為以服務性質作劃分的示意圖： 

 

 

 

圖七：以服務內容劃分 ACA。 

 

 

4.1.2 申請代理者身份憑證 

 

在確定欲登入的代理者 CA 之後，就要開始進行申請憑證的工作。而申請代理者身份憑

證的申請者有兩種，一個是下層的 ACA，而另一個則是一般代理者。當 ACA 申請代理者



身份憑證時，是由 ACA 中的註冊代理者（Registration Agent）向上一層的 ACA 申請憑

證，而一般的代理者則是親自向 LACA 申請憑證。 

 

由於代理者是存在於虛擬網路環境之下，本身並沒有一個實體身份，因此會造成代

理者在網路上從事交易的責任歸屬問題，也就是說，如果代理者在網路上的交易發生任

何錯誤，我們沒有辦法追溯代理者是由何人產生，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所以代理

者在申請代理者身份憑證的時候，ACA 必須將代理者以及代理者的擁有者做一個連結

(Binding)的背書，讓實體社會的人類對於所屬的代理者負完全的責任，以達成安全上

不可抵賴（Non-Repudiation）的特性。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念，也是我們研究的其

中一個重點。 

 

那要如何將人類以及所屬代理者做連結呢？我們原先的作法是將代理者程式本身

的程式碼經由雜湊程式（Hash Function）處理變成一 Message Digest，但是進行過程

中發現 Process Code 是會隨這狀態的不同而有所改變，因此無法作為一個唯一的識別。

我們後來的作法是：首先，代理者產生一對金鑰，將公鑰抽出，將此公鑰使用實體社會

主人的私鑰簽章。 

 

最後代理者申請的基本資料有下例幾項： 

 

 

 密文（Cipher Text） 

 

 人類對代理者公鑰的簽章（Signature） 

 

 人類的身份憑證（Human ID Certificate） 

 



我們將整個申請代理者身份憑證的流程以下圖表示： 

 

 

 

圖八：人和代理者之間的 Binding。 

 

 

4.2 代理者身份憑證簽發 

 

ACA 在接收到代理者的申請資料之後，開始驗證資料的工作，而驗證資料是由 ACA 中的

管理代理者（Management Agent）來執行。首先，ACA 使用人類身份憑證中的公鑰匙欄

位檢驗簽章的正確性，確認確實為人類身份憑證上所代表的人所簽的章之後，便可以確

立代理者的擁有者身份和代理者之間的連結。 

 

在 ACA 驗證代理者提供的基本必須資料為正確之後，上層 ACA 簽發一個代理者身份

憑證給下層 ACA 或一般代理者。此身份憑證的格式總共有七個欄位，標列如下[9][10]： 

 

Agent Identity Certificate = {Issuer, Subject, Owner, Public Key, Validity, Sig} 



 

以下我們針對憑證中的每一個欄位做一說明： 

 

 Issuer：簽發憑證的單位，我們使用簽發者的代理者 ID 來表示。 

 

 Subject：憑證的擁有者，我們使用代理者的 ID 來表示。 

 

 Owner：代理者的擁有者，我們使用人類的 ID 來表示。 

 

 PublicKey：代理者一開始申請憑證時所產生的公鑰匙。 

 

 Validity：憑證的有效性。 

 

 Sig：簽發單位的簽章背書。 

 

 

4.3 代理者身份憑證儲存 

 

在簽發身份憑證給代理者之後，ACA 中的管理代理者複製一份代理者身份憑證置於檔案

庫中，讓之後的其他代理者可以查詢驗證每一個代理者的身份。 在儲存憑證的檔案資

料庫中，為了實作搜尋演算法（第五章）方便，我們將其分為兩個檔案資料庫，一個是

存放同一層 ACA 身份憑證的檔案資料庫（H-Repository），而另一個則是存放下層 ACA

或是一般代理者憑證的檔案資料庫（V-Repository）。 

 

 

 

 

 



4.4 代理者身份憑證刪除 

 

憑證被刪除有兩種可能，一個是被註銷，一個是因為憑證效期已過。憑證會被註銷的原

因很多，可能是憑證被不正當的使用或是被發現使用此憑證的代理者其主人為不可信

的，在這些情形之下，即使憑證效期還沒過，憑證還是會被終止使用。另一種憑證刪除

的原因就是效期已過，代理者身份憑證跟人類身份憑證一樣，代理者身份憑證也是有期

效性的，而刪除憑證的工作是由 ACA 中的管理代理者所執行。由於代理者是附屬於人類

之下的，所以代理者身份憑證的效期無法像人類一樣有固定的時效。我們在設計代理者

身份憑證的有效期限是以人類身份憑證的有效期限為基礎，也就是說，當人類身份憑證

只剩一天的時候，新申請的代理者身份憑證同樣也只有一天。這樣的設計是因為假如人

類的身份憑證一過，人類的身份便無法受到背書，導致代理者無法代替人類在網路上進

行服務，因此代理者身份憑證就失去了表達身份的意義。 

 

對於憑證效期的決定以及憑證的刪除，我們實作的作法為： 

  

 if(Validverify(Validity(”HIDCert”)) = True) 
 { 

Validity(”AIDCert”) = Validity(”HIDCert”) – Date(”Today”); 
 } 
 else 
 {reject the application of AIDCert}; 
 

if(Validverify(Validity(”AIDCert”)) == False) 
{ 
 revoke(”AIDCert”); 
} 
 

 



4.5 代理者身份憑證驗證 

 

代理者身份的驗證在網路上是互相驗證的（Mutual Authentication），不管是服務提供

者或是服務要求者皆需驗證對方的身份。以網路購書為例，一般要求服務的代理者在找

到提供網路購書服務的代理者之後，必須先驗證對方的身份，是否有可信賴的實體（例

如有立案的網路購書公司）作為背書。如此，要求服務的代理者會更放心的降自己的資

料提供給服務代理者並委託其達成購書的服務。相對的，提供購書服務的代理者也必須

驗證要求服務的代理者，驗證其身份是否為可信任的，以決定是否願意將書賣給要求服

務的代理者。所以代理者身份憑證的執行是發生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當提供服務的

代理者接收到其他要求服務的代理者要求時，或是任何要求服務的代理者要查驗提供服

務的代理者的身份時。 

 

驗證代理者身份的工作是由 ACA 中的管理代理者來執行。而當代理者在欲驗證對方

代理者身份之前，還必須先在兩者之間建立一信任路徑（Trust Path），以確定對方代

理者的身份憑證是經由哪一些 ACAs 所背書，而兩者之間所牽連的眾多 ACA 之間的信任

關係又是如何。對於信任路徑的建立與信任程度的決定我們將在第五章有詳細的說明。 

 

代理者身份憑證的用途只是使用於當信任路徑建立時身份的認證而已，若要達到代

理者在整個電子化服務中信任安全的目的，我們還需要其他的協助，也就是我們還需要

其他的憑證輔助。以下我們介紹兩種代理者在進行服務時會用到的憑證：人類屬性憑證

（Human Attribute Certificate）以及人類/代理者授權憑證（Human/Agent 

Authorization Certificate）[9][10]。 

 

 

 



4.6 人類屬性憑證 

 

人類屬性憑證主要是說明人類所擁有的權力，每一個人所擁有的權力都初始於人類屬性

憑證之中，在代理者代替人類進行網路電子化服務時，代理者可以藉由屬性憑證來表達

人類所擁有的權力。人只能有一張身份憑證，卻可以有好多屬性憑證，就像是我們只有

一張能證明我們是誰的唯一識別身份證，卻可以有學生證、借書證、金融卡、會員卡等

屬性憑證。 

 

就如同我們之前所提到的，代理者身份憑證只能證明代理者的身份，卻不能證明其

有要求服務的權力。就像是雖然我們有身份證能證明我們是中華民國國民，卻無法證明

我們可以使用學校資源，或是可以享有會員的待遇，甚至可以進行提款的服務。 

 

屬性憑證表達人類所擁有的權力，其憑證格式如下[9][10]： 

 

Human Attribute Certificate = {HID, Attribute, Validity, Option, Sig} 

 

以下我們針對憑證中的每個欄位做一說明： 

 

 HID:人類身份憑證的唯一識別碼。 

 

 Attribute:人類所擁有的權力。 

 

 Validity:屬性憑證的有效期限。 

 

 Option:選擇性的資訊。 

 



 Sig:簽發屬性憑證的憑證機構。  

 

 

4.7 人類/代理者授權憑證 

 

有了人類屬性憑證以後，人類便有權力進行服務，但我們現在討論的是代理者代替人類

進行服務，所以代理者還必須經由人類的委託授權，如此代理者才能真正完整的代替人

類進行電子化服務。因此我們還必須加上人類/代理者授權憑證。 

 

人類/代理者授權憑證是當要求服務的代理者向提供服務的代理者要求服務時，由

人類簽發給代理者，表達代理者所擁有的權力。這種授權憑證可以經由不同的委託方式

如 Chain-Ruled 或 Threshold 等，再授權（Re-Delegation）給其他的代理者。 

 

屬性憑證與授權憑證最大的不同點在於權力授與的對象。人類/代理者授權憑證通

常規範著代理者所能使用的權力範圍，。舉例來說，人類簽發一授權憑證給予所屬的代

理者，授權內容為提款一百元，但事實上人類的存款可能有一萬元，也就是說提款卡這

個屬性憑證授與人類提款一萬元的權力。 

 

另外一個使用授權憑證的原因是為了能讓我們的代理者更有彈性的將權力下放再

授權給其他代理者。就像一個公司一樣，為了達成任務，經理將權力分散下放給各專職

主管，而各主管又將權力分散下放給員工。經過一連串的委託授權之後，形成一條條的

權力鏈，雖然我們將權力分散給許多的代理者，但經由授權憑證的發放，我們仍可以在

錯誤發生時，藉由授權憑證的內容以及權力鏈，追溯出哪一個代理者或人類需要對此錯

誤負責。授權憑證的欄位格式是參考 SPKI/SDSI 的憑證格式，格式欄位如下[9][10]： 

 

 



Human/Agent Authorization Certificate = {Issuer, Subject, Authorization, 

Validity, Sig} 

 

以下我們針對憑證中的每個欄位做一說明： 

 

 Issuer:簽發授權憑證者的公鑰匙。 

 

 Subject:接收憑證者的公鑰匙。 

 

 Authorization:授與的權力內容。 

 

 Validity:授權憑證的有效期限。 

 

 Sig:簽發憑證者的簽章。 

 

本章主要說明 APKI 架構中憑證管理的機制，從憑證的申請、簽發、查詢、註銷等，

有一套完整的流程說明。透過此一憑證管理機制，我們便可以對網路上所有的代理者進

行管理，當交易服務進行的途中有問題發生時，我們也能藉由權力鏈 Chain-Ruled 的機

制追溯原始要求服務的代理者，再藉由代理者 CA 連結人類的機制追溯出實體社會上的

實際負責人，確保代理者在網路交易的安全性。 

 

在建立好 APKI 架構以及憑證管理機制後，所有的代理者都將建構在 APKI 之下，但

是我們要如何在這樣複雜的複合式拓樸架構之中順利找到信任路徑呢？即使找到了信

任路徑，我們又如何判斷其可信任度為何？？第五章我們將詳細說明信任路徑的建立以

及信任程度的計算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