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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雲端運算的興起為資訊處理帶來更多樣的選擇與經濟效益。眾

多企業與個人將雲端運算平台做為資料備份與發佈的工具；企

業可結合公有雲與私有雲形成混合雲，使用公有雲儲存敏感度

不高之資料並將敏感度較高的資料存至私有雲或本地端。公共

雲端服務為企業所帶來的生產力也可能為企業的資訊管理帶來

混亂與危機。混亂來自兩方面，亦即「資訊混亂」與「管理風

險」。資訊混亂來自於內部檔案與雲端檔案之間不一致的情

況，這會造成認知錯亂與失序。管理風險來自於內部的權限與

雲端的權限之間缺乏一致性的對應關係，使企業擔憂自己的數

位資產在雲端上曝露在非預期的閱讀（外洩）與編輯（竄改）

之風險。 

 

本研究旨在解決使用混合雲時遇到的帳號與檔案內容安全管控

以及授權問題。我們參照開放性標準 OpenID 與 O’Auth 來達

成公有雲的標準化帳號認證與檔案授權，並開發了跨私有雲/

本地端電腦與公有雲帳號及檔案內容權限之管理與同步系統。

易言之，透過本研究我們可解決公有雲、私有雲與本地端系統

間多重帳號不一及用戶外部存取與內部存取權限混亂或檔案版

本不同的問題。實作上，公有雲以 Google Apps 及

Yahoo/Hadoop 為主(亦包括 Amazon AWS 環境之功能測試)，並

且實現了以 Linux 和 MS-Windows 為主之本地端電腦以及以

Hadoop 為主之私有雲上必要之軟體機制。 

 

本研究亦從人因角度提出以手機為基礎的重設密碼機制，具有

簡單易用、成本經濟的優點，讓管理者與用戶的負擔均能降到

最低，並真正做到「忘記密碼也無妨」。一旦忘記密碼，只要

拿起手機撥號到網站，即可獲得新的密碼。導入本研究所提出

的「以手機為基礎的帳號救援雲端服務」系統能夠鼓勵用戶無

後顧之憂地設定強密碼，而且只要是支援此一帳號救援雲端服

務的系統都設定不同的強密碼，就不必冒著寫出密碼以致被偷

窺而完全暴露的危險。本研究所提出的服務機制能補足帳號與

密碼疏漏的一環，讓用戶安心地遵守資安專家建議的密碼安全

準則。本研究也從系統管理者的角度，提出一個適用於雲端服

務的佈署架構，使得網站帳號系統能用最小的成本與最快的速

度達成佈署的目的，升級重設密碼機制。這可讓宣導設定強密

碼的努力不至於因缺乏配套措施而徒然無功，終而達到保障用

戶權益與提昇系統安全的雙重利益。最後，本研究以安全性分

析之方式進行系統靜態校驗，並藉此證實了此一「以手機為基

礎的帳號救援雲端服務」是安全無慮的。 

英文摘要： The progress of cloud computing brings more flexible 

optio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the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SMB). With the help of public cloud 

services, such as Google Docs, the SMB‘s share their 

business information with lower cost and higher 

efficiency. They do not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 

facilities of how to share but what the information 

they want it to be coordinated. 

 

However, there is a downside for this situation. The 

hybrid environment might mess up the digital assets of 

the SMB because of the leak of integrity between the 

interior repository and its counterpart in the cloud. 

The risky downside makes the SMB‘s to be hesitated on 

embracing the cloud technology, even they could 

benefit in the long-term prospection. The downside 

comes from two aspects: ’the chaos of 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of management’. The chaos originates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al disagreement 

among the scattering copies. The crisis lies in the 

unauthorized access to the private-owned digital 

assets. 

 

Our R&amp；D project solves the problem by 

synchronizing the content and permissions between the 

local file repository and the cloud storage. The 

project has been split into two affiliated sub-

projects. The major project will base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sub-projects to build up an integrated 

solution by utilizing their libraries and components. 

And the solution is delivered in the form of open 

source. 

 

In this research, we also introduce a psychological 

strategy, viz. ’forgotten doesn‘t matter’ (FD‘NM) 

to enhance the use of strong passwords. The idea of 

FD‘NM is to make the process of password recovery as 

easy, as precise, as efficient as possible, to both 

the account owner and the system administrator. To 

prove the FD‘NM is practical, we developed a FD‘NM 

mechanism based on the mobile phone. With the mobile 

phone, people can reset their passwords anytime, 

anywhere by themselves. So they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difficulty of memorization and the tension 



of asking others to reset their passwords. To ease the 

deployment, a set of cloud-service is implemented and 

the security verification of FD‘NM services on the 

cloud are also carefully reviewed in thi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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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以資訊安全為主的雲端檔案權限管理與同步化之研究 

 

中文摘要: 

 

    雲端運算的興起為資訊處理帶來更多樣的選擇與經濟效益。眾多企業與個人將雲端運算平台做為

資料備份與發佈的工具；企業可結合公有雲與私有雲形成混合雲，使用公有雲儲存敏感度不高之資料

並將敏感度較高的資料存至私有雲或本地端。公共雲端服務為企業所帶來的生產力也可能為企業的資

訊管理帶來混亂與危機。混亂來自兩方面，亦即「資訊混亂」與「管理風險」。資訊混亂來自於內部檔

案與雲端檔案之間不一致的情況，這會造成認知錯亂與失序。管理風險來自於內部的權限與雲端的權

限之間缺乏一致性的對應關係，使企業擔憂自己的數位資產在雲端上曝露在非預期的閱讀（外洩）與

編輯（竄改）之風險。 

本研究旨在解決使用混合雲時遇到的帳號與檔案內容安全管控以及授權問題。我們參照開放性標

準 OpenID 與 O’Auth 來達成公有雲的標準化帳號認證與檔案授權，並開發了跨私有雲/本地端電腦與

公有雲帳號及檔案內容權限之管理與同步系統。易言之，透過本研究我們可解決公有雲、私有雲與本

地端系統間多重帳號不一及用戶外部存取與內部存取權限混亂或檔案版本不同的問題。實作上，公有

雲以 Google Apps 及 Yahoo/Hadoop 為主(亦包括 Amazon AWS 環境之功能測試)，並且實現了以 Linux

和 MS-Windows 為主之本地端電腦以及以 Hadoop 為主之私有雲上必要之軟體機制。 

本研究計畫在產學合作之部分亦從人因角度提出以手機為基礎的重設密碼機制，具有簡單易用、

成本經濟的優點，讓管理者與用戶的負擔均能降到最低，並真正做到「忘記密碼也無妨」。一旦忘記密

碼，只要拿起手機撥號到網站，即可獲得新的密碼。導入本研究所提出的「以手機為基礎的帳號救援

雲端服務」系統能夠鼓勵用戶無後顧之憂地設定強密碼，而且只要是支援此一帳號救援雲端服務的系

統都設定不同的強密碼，就不必冒著寫出密碼以致被偷窺而完全暴露的危險。本研究所提出的服務機

制能補足帳號與密碼疏漏的一環，讓用戶安心地遵守資安專家建議的密碼安全準則。本研究也從系統

管理者的角度，提出一個適用於雲端服務的佈署架構，使得網站帳號系統能用最小的成本與最快的速

度達成佈署的目的，升級重設密碼機制。這可讓宣導設定強密碼的努力不至於因缺乏配套措施而徒然

無功，終而達到保障用戶權益與提昇系統安全的雙重利益。最後，本研究以安全性分析之方式進行系

統靜態校驗，並藉此證實了此一「以手機為基礎的帳號救援雲端服務」是安全無慮的。 

 

關鍵字：雲端運算，資訊安全，公共雲，混合雲，中小企業，檔案同步，帳號同步， 權限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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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cloud computing brings more flexible optio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the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SMB). With the help of public cloud services, such as Google Docs, the SMB's share their 

business information with lower cost and higher efficiency. They do not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 facilities of 

how to share but what the information they want it to be coordinated. However, there is a downside for this 

situation. The hybrid environment might mess up the digital assets of the SMB because of the leak of integrity 

between the interior repository and its counterpart in the cloud. The risky downside makes the SMB's to be 

hesitated on embracing the cloud technology, even they could benefit in the long-term prospection. The 

downside comes from two aspects: “the chaos of 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of management”. The chaos 

originates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al disagreement among the scattering copies. The crisis lies in 

the unauthorized access to the private-owned digital assets. 

Our R&D project solves the problem by synchronizing the content and permissions between the local file 

repository and the cloud storage. The project has been split into two affiliated sub-projects. The major project 

will base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sub-projects to build up an integrated solution by utilizing their libraries 

and components. And the solution is delivered in the form of open source. 

In this research, we also introduce a psychological strategy, viz. “forgotten doesn‘t matter” (FD‘NM) to 

enhance the use of strong passwords. The idea of FD‘NM is to make the process of password recovery as easy, 

as precise, as efficient as possible, to both the account owner and the system administrator. To prove the 

FD‘NM is practical, we developed a FD‘NM mechanism based on the mobile phone. With the mobile phone, 

people can reset their passwords anytime, anywhere by themselves. So they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difficulty of memorization and the tension of asking others to reset their passwords. To ease the deployment, a 

set of cloud-service is implemented and the security verification of FD‘NM services on the cloud are also 

carefully reviewed in this project. 

 

Keywords: Cloud Comput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Small-and-Medium-Business, File Synchronization, 

Account Synchronization, Permission Management, ACL (Access Control List), Strong Keyword, Account 

Recovery,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psychological strategy for keyword security, “forgotten doesn‘t matter”, 

Mobile Account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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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 以資訊安全為主的雲端檔案權限管理與同步化之研究 

雲端運算的興起為資訊處理帶來更多樣的選擇與經濟效益。眾多企業與個人將雲端運算平台做為

資料備份與發佈的工具；企業可結合公有雲與私有雲形成混合雲，使用公有雲儲存敏感度不高之資料

並將敏感度較高的資料存至私有雲或本地端。公共雲端服務為企業所帶來的生產力也可能為企業的資

訊管理帶來混亂與危機。混亂來自兩方面，亦即「資訊混亂」與「管理風險」。資訊混亂來自於內部檔

案與雲端檔案之間不一致的情況，這會造成認知錯亂與失序。管理風險來自於內部的權限與雲端的權

限之間缺乏一致性的對應關係，使企業擔憂自己的數位資產在雲端上曝露在非預期的閱讀（外洩）與

編輯（竄改）之風險。 

企業在混合模式下運作時最可能遭遇的問題是資料一致性與權限一致性的問題。資料一致性是指

資料在外部雲端與公司內部之間的一致性。權限一致性是指外部雲端資料的存取權限跟公司內部存取

權限之間的一致性。在企業使用混合模式下運作時，將有可能發生以下三種運作模式：  

 備份雲端資料(Pull)  

 更新雲端資料(Push)  

 更新資料權限(ACL  

 

(二) 以手機為基礎的帳號救援雲端服務之實務研究 

資安專家不斷對密碼的脆弱性提出警告，也提供設定密碼的安全準則。然而實證研究顯示用戶設

定密碼的行為依然我行我素，甚至有人認為帳號與密碼的組合已經失敗了 30 年。綜觀學術性文獻，其

中鮮少有針對以上實務問題做進一步之探討者。因此，本論文作者希望透過對實務資料之研究分析，

探討帳號密碼設定與帳號救援措施之問題及原委，並進而提出基於雲端服務之有效解決方案。在前述

動機之下，本研究將探討是什麼原因導致用戶不顧帳號被盜用的風險而持續設定簡單、易被破解的密

碼。然後，我們深入分析目前的帳號管理及密碼重設方式之缺失，以及據以尋求促成帳號用戶設定強

密碼之有效方法，以保障帳號的安全。 

基於前述之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了讓帳號用戶對強密碼覺得「忘記了也無妨」的心理策略與具

體準則，並設計一套對應之「以手機為基礎的重設密碼機制」。為了降低佈署門檻，讓這個帳號救援機

制能得到更廣泛的採納，本計劃進一步提出雲端服務的實作架構。最後，本計劃以安全性分析為主進

行系統之靜態校驗，以確保能在符合資安準則的條件下達成帳號救援之任務標的。 

 

二、研究目的 

(一) 以資訊安全為主的雲端檔案權限管理與同步化之研究 

本研究旨在解決使用混合雲時遇到的帳號與檔案內容安全管控以及授權問題。我們參照開放性標

準 OpenID 與 O’Auth 來達成公有雲的標準化帳號認證與檔案授權，並開發了跨私有雲/本地端電腦與

公有雲帳號及檔案內容權限之管理與同步系統。在此一狀況下，本計畫的目的係研究以資訊安全為主

的雲端檔案權限管理與同步化，涵蓋下列四項主題： 

 帳號的對應帳號的安全控管  

 不同主機/系統間帳號的對應 

 異地檔案的同步 

 權限的同步  

 

    本計畫希冀解決公有雲、私有雲與本地端系統間多重帳號不一及用戶外部存取與內部存取權限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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亂或檔案版本不同的問題，故本計畫實作出一個跨本地端與雲端的檔案與權限同步系統，並利用現行

通行的技術 OpenID 與 OAuth，解決了認證上的 SSO 問題以及網路資源的存取問題。透過實作的系統，

讓使用者能更便利的同步雲端上的檔案與本地端或私有雲的檔案，以及更便利的更新資料的權限。實

作上，公有雲以 Google Apps 及 Yahoo/Hadoop 為主(亦包括 Amazon AWS 環境之功能測試)，並且實現

了以 Hadoop 為主之私有雲及 Linux 和 MS-Windows 為主之本地端電腦上必要之軟體機制。 

故本計畫實作一個跨本地端(MS 及 Linux 系統)與雲端(GAE, Hadoop, Azure)的檔案與權限同步系統，並

利用現行的技術 OpenID 與 O’Auth，解決了認證上的單一點登入(Single Sign-On, SSO)問題以及網路資

源的存取問題。透過實作的系統，讓使用者能更便利的同步雲端上的檔案與本地端或私有雲的檔案，

以及更便利的更新資料的權限 

(二) 基於手機的雙因認證與雲端帳號救援系統 

    各類資訊系統目前普遍使用帳號與密碼作為權限管理（ACL）的基礎，帳號密碼因此影響整體系

統安全至鉅。高強度密碼難以記憶，容易記憶的弱密碼卻易被破解。本研究從人因角度探討設定密碼

之心理過程，為了克服此一問題，本研究提出了「忘記密碼也無妨」的心理策略，以達成鼓勵用戶設

定強密碼的目的。基於此一策略，本研究以雲端服務方式實現一個基於手機的雙因認證(Two-Factor 

Authentication)及自動化帳號救援系統。此一系統採用 SaaS 服務方式可以降低佈署門檻並提昇系統妥

善度，以便於更廣泛的被採納。整體而言，本計畫涵蓋了以下任務： 

1. 本研究透過對實務資料之研究分析，探討帳號密碼設定與帳號救援措施之問題及原委，並進

而提出基於雲端服務之有效解決方案； 

2. 透過雙因認證提昇雲端帳號之安全性；  

3. 為了落實「忘記密碼也無妨」的策略，本研究以雲端服務方式實現一個基於手機的自動化帳

號救援系統，讓重設密碼過程有效且方便， 以利用戶使用牆密碼。  

 

三、文獻探討 

(一)、雲端運算之運作 

    雲端運算是屬於網路的一種運作模式，有學者認為雲端運算的前身是網格運算(Grid Computing)。

在雲端運算中，客戶能將自己的程式運算、資料儲存均交由雲端運算處理，而不是在客戶電腦內執行。

雲的概念就像是隨手可得，卻又不需知道其運作的原理。在客戶隨時需要雲端上的資訊時，只需要接

上網路即能取得。雲端運算也是一種利用虛擬化技術(Virtualization)達到資源充分利用的運作模式。當

客戶有龐大運算需求時，只須交由雲端做運算，雲端即會將運算的份量交由眾多虛擬機器執行分散式

運算，高效率並快速的運算出客戶所需的結果，中小企業並能使用雲端運算達到凝聚化

(Consolidation)，以降低所需管理的伺服器數量，減低更多的管理成本。 

   在現在的網際網路運作中，當使用者想要收信時，只需要連上網路，就能收取信件。當需要備份檔

案時，也可利用 Drop Box 或 Google Docs 等應用服務將檔案給儲存在雲端上，想要取用時，只需在有

網路的電腦上即可輕鬆取回。雖然使用者並不知道信件、檔案存在雲端上的何處，卻能隨時輕鬆地存

取檔案。這種運作亦為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依照所擁有的種類大致可以分成三種，分別是公有雲(Public Cloud)、私有雲(Private Cloud)

及混合雲(Hybrid Cloud)[2][3][12]。以下分別對此三種雲端運算種類做介紹： 

 公有雲(Public Cloud)  

 私有雲(Private Cloud) 

 混合雲(Hybrid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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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雲端類別的示意圖 

(二)、雲端運算之認證安全、存取控制與檔案同步等相關安全議題 

    本計畫主要探討雲端運算的認證安全(Authentication)、存取控制(Authorization)與檔案同步(File 

Synchronization)等企業在使用雲端時可能遇到資訊安全的問題[8][11][13][15][16]。 

1. 認證安全(Authentication)： 

 公有雲的雲端系統中，雲端供應商通常都會提供單一登入(Single-Sign-On, SSO)認證方式。  

 

圖二、集中式與非集中式公有雲認證之方式[11] 

 私有雲的運作皆在企業網路內，因此遇到的認證問題通常較單純，例如：忘記密碼、同時登入……

等較單純的狀況。  

 混合雲在運作時可能遇到較嚴重的問題，當企業內部員工需要登入混合雲整個系統時，將會面

臨無法單一登入(SSO)的狀況。因此，結合公有雲及私有雲的混合雲登入認證即是一個重要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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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議題。  

2. 存取權限與控制(Authorization) 

 在公有雲的存取控制中，通常伴隨著認證安全。使用者或企業在登入雲端平台之後才能進行資

料或資訊的存取控制，也才能藉由服務供應商提供的介面管理屬於自己的資源或授權給與其他

使用者。 

 在混合雲的存取控制中，常常伴隨著權限不一致的狀況，例如：在私有雲或資料中心中檔案的

權限與公有雲檔案的權限不一致，而導致企業的員工因為權限不一致而無法存取公有雲上的資

源。 

3. 檔案同步(File Synchronization) 

 在企業或個人使用公有雲時，檔案不同步是通常的狀況。在使用者使用公有雲時，電腦內的檔

案與雲端上的檔案不一致，而使用者通常藉著雲端做備份(Back Up)的動作，若不按時執行此動

作，常發生忘記備份而遺失檔案的情況。  

 企業則是會發生公有雲以及私有雲檔案不一致的問題，而無法達到備份的強大損失。再者，當

資料與資訊更新時，檔案的不同步問題也亦然發生，若需隨時靠著人工方式達到同步，則太消

耗企業的人力且容易出錯。因此，檔案不同步的問題也是在混合雲運作中不容小覷的一個重要

議題。  

(三)、檔案系統與檔案權限 

在此，我們可依序對公有雲(Google Docs)、私有雲(Hadoop)以及本地端(Linux)的帳號以及檔案資源、

控管權限方式介紹。 

1. Linux與Hadoop的檔案權限表達方式：Hadoop Distribute File Systems (HDFS)為實現類似Google File 

System(GFS)[14]的子計畫，目的為對大量資料進行分析且易於擴充的分散式檔案系統，能運作於廉

價的普通硬體上，又可容錯，提供客戶總體性能較高的服務，下圖為 HDFS 運作圖 

 

圖三、Hadoop Distribute File Systems (HDFS) 

2. Linux 與 Hadoop 的檔案權限表達方式: Linux 與 Hadoop 的檔案權限管理方式相同，均分為擁有者

(Owner)、群組(Group)與其他(Others)三種管理方式。每個使用者可同時加入許多不同的群組，但每

個檔案只會屬於一個群組與一個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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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oogle Docs 帳號與檔案控管： 

 企業希望使用 Google 所提供的公有雲環境時，可利用企業所擁有的網域名稱(Domain name)向

Google 申請使用 Google Apps，之後使用 Google Apps 後均以此網域名稱為帳號使用相關的應用

服務。例如：企業向 Google 申請使用公有雲服務，並利用域名 www.nccu.edu.tw 申請，便可使

用 Google Apps。若經 Google 驗制後為域名的管理者，則可以新增使用者。新增後的使用者就

能利用 account_name@nccu.edu 帳號使用 Google Apps。關於 Google Docs 的檔案管理方式，與

一般作業系統類似。 

 使用者上傳的檔案，上傳者均擁有最大權限且是擁有者。擁有者可將檔案分享給其他使用者，

分享類型包含給予讀取檔案(read)的權限以及存取檔案(write)的權限。若上傳的檔案不為文件，

則讀取檔案權限亦為可下載檔案的權限。  

 

圖四、Google Docs 分享讀取檔案的方式 

4. . OpenID 與 O’ Auth 

OpenID 與 OAuth 分別是在網路上的身分認證(Authentication)以及權限授權(Authorization)的認證

標準，在系統運作的過程中會使用到此兩種標準與公有雲帳號及其資源做溝通，故以下將探討此兩種

標準。 

OpenID 是為了解決單一點登入(SSO)問題而生的一種開放標準，使用者只需要藉著一組 OpenID

的帳號密碼認證，就可以在其他需要帳號認證的網站進行登入，並使用其服務。OpenID 最大的好處就

是不需要記住每個網站的帳號密碼[4][9][21][22]。提供 OpenID 的認證為 OpenID 供應方(OpenID 

Provider, OP)，能藉著 OpenID 登入網站的稱為依賴方(Relying Party,RP)。例如：使用者從 OP 方申請到

OpenID 後，能藉者此一組 OpenID 帳號密碼登入到他方 RP 中使用服務。 

O’Auth 能提供第三方網站透過 OAuth  API 存取資源而不給予帳號密碼。提供 OAuth 服務的稱為

服務提供方(Service Provider,SP)，使用者使用的第三方網站(Third Party)稱為客戶端[20]。例如：使用者

在客戶端網站希望存取 SP 的內容資源，而藉著 SP 所提供的 OAuth API 存取而不告知客戶端帳號密碼。  

OpenID 與 OAuth 的差別在於，使用者使用 OpenID 能確實讓每個網站都認證出使用者的身分，與

認證安全較有關。OAuth 則是讓使用者能不確切的告訴第三方網站帳號密碼而存取到遠端的資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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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安全較有關。OpenID 與 OAuth 並沒有確切的關係，因此，現在網站大多同時提供兩種混合運作的

方式，達到單一點登入以及授權相關的認證。[24]  

 

四、研究方法 

(一)  以資訊安全為主的雲端檔案權限管理與同步化之系統環境 

     為解決企業在使用混合雲會遇到的帳號認證以及檔案與權限不同的問題，本研究將實作出系統模

擬解決此問題。系統分為三大部分：公有雲、私有雲以及本地端。公有雲以 Google Docs 為例，並利

用 Hadoop 架構出私有雲相關環境，為考慮企業使用雲端系統時，並非企業內部擁有私有雲，而可能

是資料中心，故在研究階段時暫以本地端電腦為例。系統並提供帳號登入的功能，以便模擬企業利用

公有雲時，所需處理的帳號認證相關問題。  

 

圖五、以資訊安全為主的雲端檔案權限管理與同步化之系統環境關係圖 

 
圖六、以資訊安全為主的雲端檔案權限管理與同步化之系統架構圖 

    系統架構如上圖。使用者可藉著登入系統管理私有雲以及本地端某一資料夾之檔案與資源，並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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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系統 SSO 之功能，管理與系統帳號相對應之 Google 帳號內的 Google Docs 檔案。使用者也可不藉由

系統對檔案與資源做更改，之後通知系統做更改的狀況，使用者可再登入系統做同步的管理。以下就

兩種常見使用者操作詳細描述： 

 更改檔案權限  

 更新檔案內容 

(二) 以資訊安全為主的雲端檔案權限管理與同步化 

 

 

圖七、以資訊安全為主的雲端檔案權限管理與同步化之系統架構圖 

 

 
圖八、帳號對應示意圖 

    為達到檔案權限與檔案內容同步化的功能，必須先達到系統帳號以及公有雲帳號、私有雲帳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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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端帳號之帳號同步，即單一點登入 SSO 之功能，並讓使用者登入系統並不限定於使用系統帳號登

入，而能使用任一帳號登入系統，以方便管理公有雲、私有雲或本地端的檔案。在系統內會記錄系統

帳號與各端的帳號資訊，並且提供帳號管理功能管理新增或移除系統帳號與各端帳號對應關係。本計

畫中開發有關以資訊安全為主的雲端檔案權限管理與同步化之軟體如下: 

• 認證與授權伺服器(Ubuntu)及 Google GAE 端軟體:以 Python 開發  

• Linux/Hadoop 主機端軟體:以 Java 開發  

• MS Windows/Azure 主機端軟體:以 C#開發  

公有雲  私有雲(本地端)  備註說明  

擁有者  擁有者  上傳檔案的使用者  

企 業 內 部 且 有

URL  

同群組  若公有雲使用者改變 URL 則視同改變

私有雲或本地端之使用者群組  

企業內部其他人  Others  分享於企業內部的檔案，企業內的成員

均搜尋的到  

企 業 外 部 且 有

URL  

私有雲與本地端屬於在企

業內部，故無法作相對應。 

對外公開的檔案，但擁有 URL 的使用者

才知道文件所在  

公開  對外公開的檔案，所有公有雲使用者均

搜尋的到  

表一、公有雲以及私有雲或本地端之權限對應 

(三)、以資訊安全為主的雲端檔案權限管理與同步化之需求規格完成度 

1. 系統需求規格完成度 

 本計畫需求所完成之 UI 主要為使用者登入系統溝通介面。內部介面需求則包含使用者端與伺

服器端交換認證與授權資訊及其間知會訊號共七項需求。 

 系統功能需求: 

– 提供身分認證及單一點登入(SSO) 

– 提供權限管理及授權的同步功能  

– 提供檔案內容的同步功能  

 效能需求:  

– AAM 模組執行反應時間需小於 10MS  

– AMS 模組通知 Server 及反應時間需小於 20MS。 

– 模組通知 Server 及反應時間需小於 20MS。  

2. 跨系統的帳號認證模組相關需求 

• 介面需求:使用者介面簡潔且易於使用，並且能完整呈現系統  

• 功能性需求: 

– Client 端的單一登入 

– 支援第三方如 Google, Facebook,及 Twitter 帳號的單一登入 

– 提供認證 primary accounts 的 key 和 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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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授權與權限管理及同步模組功能需求  

• 使用者以 access_token 請求存取權限  

• 本地端系統以 access_token 向中心進行權限確認  

• 檔案的存取與更新(CRUD)  

• 檔案權限的修改/更新  

4. 檔案內容管理及同步模組功能性需求  

• 跨系統平台檔案修改事件偵測介面，對象系統為 Windows、Linux、Google Doc 

• 檔案同步訊息傳遞功能 

• 跨檔案系統之檔案後設資料(Metadate)整合功能(改變做法為參考)  

(四) 基於手機的雙因認證與雲端帳號救援系統構成 

    以手機為基礎的重設密碼機制包括下列模組： 

 
圖九：手機雙因認證與雲端帳號救援系統構成圖 

• 通訊模組：負責手機管理、接收與轉換成網站查詢。 

• 服務模組：負責用戶端手機配置與程序管控。 

• 認證模組：負責與服務網站間的通訊。 

• 用戶端模組：負責與伺服端的服務模組通訊，並展示使用者介面引導用戶進行密碼重設過程。 

• 基於手機的雙因認證與雲端帳號救援系統需求達成 

(五)、基於手機的雙因認證與雲端帳號救援系統需求達成度 

• 安全與簡便的平衡:在安全與簡便的兩難中取得平衡，此處的安全涵蓋身份確認、隱私、資安等

廣義的安全。 

• 自動處理：無人化作業，登錄與救援過程可在一分鐘內由用戶自助完成。 

• 認證有效：以「擁有手機」為第二管道，達到雙因(Two-Factor)認證的層級。 

• 成本經濟：從使用者端而言，手機普及，不需購買與安裝額外軟硬體設備，也不需高階手機。

不僅手機簡便、安裝簡單且在佈建上有更多的彈性。 

• 簡易使用：打電話跟收簡訊是行動電話的基本使用方式，是使用者幾乎每天都會使用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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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雲端服務架構圖 

五、計畫成果之可應用性與優越性 

(一)、以資訊安全為主的雲端檔案權限管理與同步化 

    Dropbox 之風行顯示使用者樂於將雲端運算平台做為資料備份的工具。而 Apple 目前宣布開發的

iCloud 更利於使用雲端平台做為資料備份與發佈的工具。這類的工具均需要本計畫研發之以資訊安全

為主的雲端檔案權限管理與同步化機置。本計畫參考 OpenID 及 OAuth 兩項業界實務(de facto)標準規

範，目前 Google 、 FaceBook 、 Twitter 等服務商均已採用這些標準，本計畫成果可以和這些現成應

用平台共通，其可應用性高。本計畫所開發之軟體以原始碼之方式已證實可在跨平台之情境下應用。

將其以 API 之方式發佈，這些工具則可被崁入如 MS Office 等應用軟體，更方便應用。 

    本計畫之成果目前已可在跨系統(包含 Ubuntu ，MS Window/Azure，GAE ，Linux/ Hadoop ，AWS 

等)之狀況下運作，未來延伸至 OS X 及 iCloud, iPhone，Android 等系統將是輕而易舉之事。測試結果

顯示本計畫之成果已達到預定之效能目標，容易被使用者接受。 

    本計畫技術方案優越性包括: 

• 本計畫研發之技術方案可以有效提升雲端的 AAA(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之效能。  

• 除了確保安全性外，本計畫研發之跨雲端/系統身分認證技術可以做到單一點登入，提高使用之

便利性。  

• 透過雲端檔案權限管理機制，可確保檔案資料之安全，不至於在雲端被竊取，竄改及偽造。  

• 檔案資料與檔案權限之同步化技術除了簡化操作外，並可有效保障異地儲存/備援檔案之一致

性。  

• 在本計畫開發之技術方案中，權幣(tokens) 、權限資料、檔案內容等資料一應具以 SSL 方式加

密後傳輸，以確保資料安全。  

• 採用 MQ 進行資料傳輸，如此可以在不同之平台間有效地交換資料，並且便於整合現有之應用

及新應用(business applications) 。 

(二)、基於手機的雙因認證與雲端帳號救援系統 

    基於手機的雙因認證與雲端帳號救援系統之優點： 

• 唯有完整的配套措施才是一個完整的認證體系。而要讓配套措施發揮作用，本系統可以改進目

前習用的「忘記密碼」機制，達到「密碼忘記也無仿」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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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手機為基礎的帳號救援功能有簡單易用，成本低廉的優點，對於帳號管理者與會員都能把負

擔降到最低，能真正讓密碼忘記了也沒關係。一旦忘記密碼，只要拿起手機撥號到網站，即可

獲得新的強密碼。  

• 導入以手機為基礎的帳號救援功能夠鼓勵用戶無後顧之憂地設定強密碼，而且只要是支援以手

機為基礎的帳號救援功能的帳號系統都能設定不同的強密碼，  

•  從系統管理的角度，以手機為基礎的帳號救援功能可以用雲端服務的架構佈署，帳號系統能用

最小的成本與最快的速度達成升級現有機制的目的。  

    基於手機的雙因認證與雲端帳號救援系統成果可應用性包括： 

• 兼顧安全與簡便  

• 自動化處理 

• 透過雙因認證提升帳號安全層級 

• 成本經濟  

• 簡易使用  

• 以雲端服務方式可以降低佈署門檻並提昇系統妥善度  

• (Google, FaceBook, Yahoo 等服務提供商已於今年開始使用手機雙因認證)  

(三)、計畫成果測試完整性如下 

• 測試範圍 

– 個別模組之正確性與效率(Correctness and Efficiency) 

– 整合測試 (Integration Test) 

– 接受度測試(Acceptance Test) 

• 測試接受準則 

– 跨系統帳號認證及救援模組需正常執行使用者管理功能。 

– 跨系統帳號認證及救援模組需正常執行帳號救援功能。 

– 檔案內容與檔案權限的管理及同步模組需正常執行檔案管理功能。 

– 檔案內容與檔案權限的管理及同步模組需正常執行權限管理功能。 

– 檔案內容與檔案權限的管理及同步模組需正常執行權限同步功能。 

– 檔案內容與檔案權限的管理及同步模組需正常執行內容同步功能。 

– 跨系統帳號認證及救援模組需與檔案內容與檔案權限的管理及同步模組正確交換資訊。 

– 伺服端與客戶端之跨系統帳號認證及救援模組與檔案內容與檔案權限的管理及同步模組

需彼此溝通交換正確之資訊。 

– 測試程序需要依循本測試計畫所訂定的程序進行，且測試結果必須符合預期測試結果方

能接受。  

– 本系統需要對所有列為必要(Critical、Important、Desirable)之需求作完整測試。  

– 測試程序需要依照本測試計畫所訂定的程序進行，所有測試結果需要能符合系統需求規

格書，預期測試結果方能接受。  

– 以測試案例為單位，當測試未通過時，需要進行該單元的測試，其接受的準則與前一項

規定相同。 

    計畫成果營運與測試環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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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營運與測試環境 

   本計畫執行之測試方案與案例包括： 

• 整合測試共計 7 項案例，每案例測試 1000 次，成功超過 985(含)以上次數(6 sigma )，得算 Pass。  

• 接受測試計一項案例，該案例測試 10000 次，成功超過 9860(含)以上次數(6 sigma )，得算 Pass。  

 

   (四)、基於手機的雙因認證與雲端帳號救援系統之安全性靜態校驗 

• 手機的安全性:手機的安全性在所有「擁有什麼」的認證情境中有其優越性。  

• 來電顯示的安全性:在本系統中，來電顯示有兩種意義：「發動密碼重設的過程」與「確認用戶

『擁有什麼』」。僅由偽造來電顯示並不能得到新的密碼。  

• 簡訊通知的安全性:除非侵入電信系統骨幹，否則收訊方詐騙是不可能成功的。  

• 認證模組與網站間的安全性:其安全性由網站處理認證模組查詢的 CGI 程式所確保。安全風險與

一般 CGI 相同，但此為非公開的網址，非一般駭客所能窺知。  

• 服務模組與用戶端模組通訊的安全性:服務模組會辨認請求來自用戶端而非機器人程式，並使用

內部加密通訊，以致即使在非 SSL 環境下，無法透過監聽（Sniff）而偽造用戶端通訊。 

• 用戶端模組的安全性：用戶端模組有反組譯保護。同時會對單一主機產生單一服務程序。如果

用戶同時開啟多個瀏覽器與瀏覽器分頁，系統仍只產生同一個服務程序。  

• 服務模組的安全性用：服務模組適用一般伺服器之安全要求，即在被入侵的情況下，駭客無法

取得帳號與密碼的對應或植入木馬轉發密碼通知。  

• 基於手機的雙因認證與雲端帳號救援系統之實境測試自本(100)年一月至今 環境:中央研究院

(軟體鑄造廠)網路平台。Google 、 Yahoo 、 FaceBook 等網站紛紛於本年度開始採用基於手機

之雙因認證與帳號救援。 

 

六、結論 

雲端運算的興起為資訊處理帶來更多樣的選擇與經濟效益。眾多企業與個人將雲端運算平台做為

資料備份與發佈的工具；企業可結合公有雲與私有雲形成混合雲，使用公有雲儲存敏感度不高之資料

並將敏感度較高的資料存至私有雲或本地端。公共雲端服務為企業所帶來的生產力也可能為企業的資

訊管理帶來混亂與危機。混亂來自兩方面，亦即「資訊混亂」與「管理風險」。資訊混亂來自於內部檔

案與雲端檔案之間不一致的情況，這會造成認知錯亂與失序。管理風險來自於內部的權限與雲端的權

限之間缺乏一致性的對應關係，使企業擔憂自己的數位資產在雲端上曝露在非預期的閱讀（外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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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竄改）之風險。 

本研究旨在解決使用混合雲時遇到的帳號與檔案內容安全管控以及授權問題。我們參照開放性標

準 OpenID 與 O’Auth 來達成公有雲的標準化帳號認證與檔案授權，並開發了跨私有雲/本地端電腦與

公有雲帳號及檔案內容權限之管理與同步系統。易言之，透過本研究我們可解決公有雲、私有雲與本

地端系統間多重帳號不一及用戶外部存取與內部存取權限混亂或檔案版本不同的問題。實作上，公有

雲以 Google Apps 及 Yahoo/Hadoop 為主(亦包括 Amazon AWS 環境之功能測試)，並且實現了以 Linux

和 MS-Windows 為主之本地端電腦以及以 Hadoop 為主之私有雲上必要之軟體機制。 

    「帳號與密碼」是最經濟簡便的認證方式。但由於強密碼容易被忘記的缺點，以至於用戶常設定

簡單的弱密碼，這是資安中最脆弱的一環，並從而衍生其他資安事件。資安系統不僅是要教導用戶如

何設定安全的密碼，也有責任解決用戶因為使用強密碼所帶來的不便，一個完善的資安體系應包含完

整的配套措施。要配套措施發揮作用，必須改進目前習知的「忘記密碼」之救援機制，達到「忘記密

碼也無妨」的標準。 

    本研究從人因角度提出以手機為基礎的重設密碼機制，具有簡單易用、成本經濟的優點，讓管理

者與用戶的負擔均能降到最低，並真正做到「忘記密碼也無妨」。一旦忘記密碼，只要拿起手機撥號

到網站，即可獲得新的密碼。導入本研究所提出的「以手機為基礎的帳號救援雲端服務」系統能夠鼓

勵用戶無後顧之憂地設定強密碼，而且只要是支援此一帳號救援雲端服務的系統都設定不同的強密

碼，就不必冒著寫出密碼以致被偷窺而完全暴露的危險。本研究所提出的服務機制能補足帳號與密碼

疏漏的一環，讓用戶安心地遵守資安專家建議的密碼安全準則。 

本研究也從系統管理者的角度，提出一個適用於雲端服務的佈署架構，使得網站帳號系統能用最

小的成本與最快的速度達成佈署的目的，升級重設密碼機制。這可讓宣導設定強密碼的努力不至於因

缺乏配套措施而徒然無功，終而達到保障用戶權益與提昇系統安全的雙重利益。最後，本研究以安全

性分析之方式進行系統靜態校驗，並藉此證實了此一「以手機為基礎的帳號救援雲端服務」是安全無

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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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1. ’’’’’’’’’’’’’’’’雲端服務系統：帳號救援之理論與實作架

構’’’’’’’’’’’’’’’’,2010 聯合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教育部顧問室資通安全

聯盟中心,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等,台灣台北市, 2010 年 12 月,pp114-126. 

2. 以手機為基礎的帳號救援雲端服務,Information Services Management in Ubiquitous 

Commerce, 16th Cross Strait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nference (CSIM 2010), HongKong, 

Sept. 2010. 

3. Developing Governmental Archival System on Semantic Grid, Accepted by Journal 

of Internet Technology (JIT) in Oct. 2011.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1. 本計劃掌握了雲端運算資訊安全方面之基本問題與技術方案,即所謂之

3A: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and Accountabiliy. 除了雲端之認證與權限管理問

題外,本計畫完成之’’以手機為主之帳號救援雲端救援’’極具前瞻性,,前述技術在研

究論文發表方面之可行性甚高. 

2. 本計畫發展之’’以資訊安全為主的雲端檔案權限管理與同步化技術’’之可應用性

甚高,在本年度已受到國內外單位,如 Apple 公司,工研院,資策會等之注意,NASA 在

Nubula, OpenStack 領域也有類似發展.因此,相關技術在實務上為業界接受並落實之機會

很大. 

3. ’’以手機為基礎的帳號救援雲端服務’’已獲我國和美國專利,也已於今年度在中

央研究院相關網站試行提供服務.目前 Google, Yahoo, FaceBook 也都開始類似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