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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雲端運算是近年來非常熱門的話題，是一種以網際網路為基

礎的新世代運算方式。透過網路存取大量平行運算的軟硬體

資源，使用者只需指派任務給雲端並接受運算結果，不需要

知道雲的彼端有什麼樣的設施，也不用了解運算的原理或工

作分配。在這樣的架構下，如何確保雲端運算的安全性成了

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與雲端運算相關的安全性課題或疑慮

有很多，其中，如何確保用戶資訊隱私的安全，絕對是不能

被忽略的。除了防止資訊被未授權的第三方存取之外，如何

確保儲存在不可信的雲端服務提供者一端的資訊不被提供商

惡意竊取或利用也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加密似乎是解決此一

問題的最佳方案。但是，對資訊加密卻又造成了以密文的狀

態儲存的資訊無法在雲端被處理或分析，影響了資訊在雲端

上的運算。同態加密允許資訊在密文的狀態下被處理與分

析，因此非常適合用於雲端的資料運算。但目前絕大部分的

同態加密系統皆僅能處理部分同態的運算，亦即，加法同態

或是乘法同態，亦或者是加法同態並結合一次的乘法同態。

IBM 的研究員 Craig Gentry 於 2009年首先提出了完全同態

加密(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的方案。在理論上實

現了對加密資料進行完整運算分析的方法。完全同態加密能

夠能夠完全保障雲端使用者的重要資訊，因此可以加強雲端

運算的商業模式(當使用者的重要資訊儲存於不可信的雲端服

務提供者時)。但目前此研究仍僅止於理論研究的階段，因為

其複雜的設計及需大量的計算降低了運算的效率。因此，在

完全同態加密方案成為真正實用的工具前，還需要進行很多

理論上的研究以改良現行的方案與提高其效率。本計畫的主

要研究目標之一，就是希望在同態加密，甚至在完全同態加

密的理論研究部分，提出我們的想法與貢獻，以期安全的雲

端運算服務能夠早日實現。 

    雲端應用是趨勢。因此，除了同態加密的設計與改良之

外，如何應用同態加密於現實生活中則是本計畫的另一個研

究目標。例如，利用同態加密達成線上拍賣競標，線上商業

談判，電子投票，雲端資料庫計算，線上登入⋯等。這些皆

可以利用基於同態加密的秘密計算機制來達成。因此，本計

畫在此部分主要探討應用的範疇為如何利用同態加密，設計

出兼具安全與效率的安全秘密計算機制。也就是如何在不暴

露資訊的情況下對資訊進行運算，以及做何種目的的運算這

個問題。 

    在第一年的計畫中，我們成功的獲得了四樣主要之研究

成果並以論文的形式發表於國際會議之中。在第二年的計畫

中，我們成功的獲得了 8 項主要之研究成果並以論文的形式

發表於期刊、國際及國內會議之中。 



 

中文關鍵詞： 雲端計算，同態加密，隱私保護，秘密計算 

英 文 摘 要 ： Homomorphic encryption allows data to be operated and 

analyzed in the state of ciphertext so is ideal for 

cloud computing. Most of the existing homomorphic 

encryption schemes can only provide either additive 

homomorphic or multiplicative homomorphic but not 

both. Recently, Gentry in 2009 introduced the first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scheme which is a 

breakthrough and has created a new research area in 

the field of homomorphic encryption as well as cloud 

computing. Nevertheless, this idea is still limited 

to the stag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since the scheme 

is complicated and is extremely inefficient. One of 

the main topics of this project is to put forward our 

ideas in the design of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ecurity of 

the services from cloud computing.  

    Cloud computing is a trend that has been grown 

quickly.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design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homomorphic encryption schemes, 

how to apply the schemes on a cloud for real life 

applications is another research goal of this 

project. Secure computing allows users to launch very 

general queries on an encrypted database and to 

design efficient secure computing protocols with 

proof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In this practical 

part, we will focus on the design of secure computing 

protocols based on homomorphic encryptions. 

    In the first year of this project, we have 

successfully found four new ideas and have published 

these ideas in som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In the 

second year of this project, we have successfully 

found about eight new ideas and have published these 

ideas in some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domestic conferences, separately. 

 

英文關鍵詞： cloud computing, homomorphic encryption, privacy 

protection, secure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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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及關鍵詞 （中文） 

計畫名稱：同態加密與基於同態加密之秘密計算之研究 

關鍵詞：雲端計算，同態加密，隱私保護，秘密計算 

 

雲端運算是近年來非常熱門的話題，是一種以網際網路為基礎的新世代運算方式。透過網路存

取大量平行運算的軟硬體資源，使用者只需指派任務給雲端並接受運算結果，不需要知道雲的

彼端有什麼樣的設施，也不用了解運算的原理或工作分配。在這樣的架構下，如何確保雲端運

算的安全性成了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與雲端運算相關的安全性課題或疑慮有很多，其中，如

何確保用戶資訊隱私的安全，絕對是不能被忽略的。除了防止資訊被未授權的第三方存取之

外，如何確保儲存在不可信的雲端服務提供者一端的資訊不被提供商惡意竊取或利用也是一項

重要的課題。加密似乎是解決此一問題的最佳方案。但是，對資訊加密卻又造成了以密文的狀

態儲存的資訊無法在雲端被處理或分析，影響了資訊在雲端上的運算。同態加密允許資訊在密

文的狀態下被處理與分析，因此非常適合用於雲端的資料運算。但目前絕大部分的同態加密系

統皆僅能處理部分同態的運算，亦即，加法同態或是乘法同態，亦或者是加法同態並結合一次

的乘法同態。IBM 的研究員 Craig Gentry於 2009 年首先提出了完全同態加密(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的方案。在理論上實現了對加密資料進行完整運算分析的方法。完

全同態加密能夠能夠完全保障雲端使用者的重要資訊，因此可以加強雲端運算的商業模式(當

使用者的重要資訊儲存於不可信的雲端服務提供者時)。但目前此研究仍僅止於理論研究的階

段，因為其複雜的設計及需大量的計算降低了運算的效率。因此，在完全同態加密方案成為真

正實用的工具前，還需要進行很多理論上的研究以改良現行的方案與提高其效率。本計畫的主

要研究目標之一，就是希望在同態加密，甚至在完全同態加密的理論研究部分，提出我們的想

法與貢獻，以期安全的雲端運算服務能夠早日實現。 

    雲端應用是趨勢。因此，除了同態加密的設計與改良之外，如何應用同態加密於現實生活

中則是本計畫的另一個研究目標。例如，利用同態加密達成線上拍賣競標，線上商業談判，電

子投票，雲端資料庫計算，線上登入…等。這些皆可以利用基於同態加密的秘密計算機制來達

成。因此，本計畫在此部分主要探討應用的範疇為如何利用同態加密，設計出兼具安全與效率

的安全秘密計算機制。也就是如何在不暴露資訊的情況下對資訊進行運算，以及做何種目的的

運算這個問題。 

    在第一年的計畫中，我們成功的獲得了四樣主要之研究成果並以論文的形式發表於國際會

議之中。在第二年的計畫中，我們成功的獲得了 8項主要之研究成果並以論文的形式發表於期

刊、國際及國內會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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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及關鍵詞 （英文） 

 

Title: A Research on Homomorphic Encryp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Secure 
Computing 

Key words: cloud computing, homomorphic encryption, privacy protection, secure computing 

Abstract 

Cloud computing has come into limelight in recent years. It is considered as a new kind of computing 

technique which using resources from the Internet. Via the Internet to access to a large number of 

parallel computing resources, a cloud user can simply assign tasks to the cloud and accept the results 

without knowing the details on how such a cloud is constructed. In such a system, how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a cloud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issue. Concerning to this part, how to protect the 

privacy of users’ information is absolutely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addition to 

prevent the information being accessed by unauthorized third parties from outside, how to ensure the 

secrecy and security of our stored data against untrusted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is also an important 

issue. It seems that to encrypt our data before uploading it to a cloud can solve this problem. However, 

it causes another problem since an encrypted data cannot be operated on the cloud. Homomorphic 

encryption allows data to be operated and analyzed in the state of ciphertext so is ideal for cloud 

computing. Most of the existing homomorphic encryption schemes can only provide either additive 

homomorphic or multiplicative homomorphic but not both. Recently, Gentry in 2009 introduced the 

first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scheme which is a breakthrough and has created a new research 

area in the field of homomorphic encryption as well as cloud computing. Nevertheless, this idea is still 

limited to the stag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since the scheme is complicated and is extremely 

inefficient. One of the main topics of this project is to put forward our ideas in the design of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ecurity of the services from cloud computing.  

    Cloud computing is a trend that has been grown quickly.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design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homomorphic encryption schemes, how to apply the schemes on a cloud 

for real life applications is another research goal of this project. Secure computing allows users to 

launch very general queries on an encrypted database and to design efficient secure computing 

protocols with proof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In this practical part, we will focus on the design of 

secure computing protocols based on homomorphic encryptions. 

    In the first year of this project, we have successfully found four new ideas and have published 

these ideas in som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is project, we have successfully 

found about eight new ideas and have published these ideas in some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domestic conferences, sepa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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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前言：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是近年來非常熱門的話題。嚴格來說，雲端運算並不是一項

新的技術，而僅是一個概念。舉凡運用網路溝通多台電腦的運算工作，或是透過網路連線取得

由遠端主機提供的服務等，都可以被歸類為是所謂的雲端運算。 基於其強大的運算及儲存能

力，雲端運算的應用極為廣泛。從搜尋引擎如 Google、網路信箱如 Gmail、及時通訊系統如Ｍ

ＳＮ等，都可看到雲端計算的技術。另外，雲端計算也可以利用在如分析 DNA 結構、基因圖譜

定序、解析癌症細胞等以往需要在超級電腦上才可能被執行的大型運算及研究上。 

    雲端運算無論是對組織企業或是個人使用者，都能夠帶來極大的好處與便利性。對組織企

業而言，由於資料儲存於雲端，因此資料的更新與同步將不再是個問題。另外，對一般的使用

者而言，則好處就更多了。首先，由於使用者所需的資料儲存於雲端上面，因此只要使用者在

任何可以使用網路的地方，能連得上網路，便可在隨時隨處，甚至不需要電腦，只要有一台智

慧型手機或 PDA（個人數位助理），就能夠讀取到儲存於雲端的資料了。除此之外，使用者也

不需要考慮甚至負擔雲端系統管理的成本與資料備份的問題。簡言之，使用者不再需要以傳統

的方式，先購買一台高效能的電腦設備及安裝一堆軟體，而只需要擁有一台能連上雲端（亦即

能夠上網）的設備與簡單操作的介面，就可以獲得雲端所提供的資源，計算能力等各種服務，

也不再需要考慮病毒及資料備份等等的問題了。 

    但是，雲端運算也並非完全沒有缺點。其中，最為人所詬病的，就是關於隱私的議題。由

於雲端使用者無法得知雲端服務提供商對於客戶資訊的使用及處理方式，也無法保證在雲端的

資料是在法律的規範下被安全的使用與執行，因此，雲端環境雖然提供了使用者便利性與更好

的服務，但也帶來了隱私可能會外洩的風險。雖然，只要在傳送我們的資料上雲端時，先將資

料加密，就可以確保資訊不會外洩。但是，對文件加密雖然保障了機密性，但另一方面，在雲

端運算的環境中，系統常需要將同一份資料分散於不同電腦儲存。除此之外，資料庫也必定有

其定期的資料檢索、資料重整等運算以加快搜索的速度。因此，對文件加密雖然保障了機密

性，卻又阻礙了這些工作的執行。 

如果一個加密演算法可以允許任何人在不知解密金鑰的情況下，也可以對密文進行多次的

加法及/或乘法的運算，且其運算過程中保持所有相關的結構不變，也就是說單位元素(Unit 

element)、反元素(Inverse element)和二元運算(Binary compute)的屬性不變，則這樣的加

密系統就很適合利用在雲端的環境中。利用這樣的加密方案一方面保障了使用者儲存在雲端的

資料的機密性，另一方面又提供了雲端提供商，也就是雲端的管理者對密文資料進行操作及運

算的能力。滿足這種性質的加密演算法稱為同態加密(homomorphic encryption)。 

    許多加密系統都具有加法或乘法的同態性質，例如 RSA[30]，ElGamal[12]以及文獻

[19][29]所提的加密系統。另外，Boneh 等於 2006 年提出的同態加密系統[2]則能夠支援多次

的加法運算及一次的乘法運算。然而，要應用同態加密系統於雲端運算的環境中以保障使用者

的隱私並增強雲端運算的商業模式，光是支援加法同態運算，或是乘法同態運算，亦或是多次

的加法同態配合一次的乘法同態運算仍是不夠的。因為對加密的資料進行如搜尋、檢索、比較

或是進行分析等等行為通常是需要利用到許多次的加法、乘法甚至還要配合多次的 AND、OR 等

邏輯運算才能達成的。正因為如此，同態加密應用於雲端的研究仍僅止於理論研究的階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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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設計出一個能支援多種運算的同態加密系統也一直是密碼學家持續關注的話題與研究的重

點[11][20][21]。 

    近年來，關於同態加密的理論研究有了一個決定性的突破。IBM 研究人員 Craig Gentry

提出了一種稱為“完全同態加密＂(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的方案[20][21]。簡單來

說，完全同態加密允許人們對加密後的密文進行特定的代數運算（包括加法、乘法以及 AND、

OR 等邏輯運算）且沒有任何運算順序與次數上的限制。另外，除了得到的仍然是加密的結果

之外，此加密結果與對明文進行同樣特定的代數運算（包括加法、乘法以及 AND、OR 等邏輯運

算）再將結果加密是完全相同的。完全同態使得加密的資訊仍然能夠被深入和無限的分析，卻

又不影響資訊本身的機密性。 

完全同態加密保證了資料的處理方僅僅能夠處理資料，而對資料的具體內容一無所知。在

應用上，完全同態加密的技術使任何人皆可以在加密的資料中進行諸如檢索、比較等操作，進

而得出正確的結果，而在整個處理過程中卻無需對密文的資料進行解密。其意義在於，真正從

根本上解決了將資料及其操作委託給雲端提供商時的保密問題，因此非常適合用於雲端的資料

運算。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雲端運算將在未來變得越來越普及，完全同態加密技術將允許個人或公司將敏感的資訊儲

存在遠端伺服器裡，既避免從當地的主機端發生洩密，又依然保證了資訊的使用和搜索。用戶

也得以使用搜尋引擎進行查詢並獲取結果，而不用擔心搜尋引擎會留下自己的查詢記錄。  

    但目前完全同態的加密技術仍處於一個理論研究的階段。因為其複雜的設計及需大量的計

算降低了運算的效率。以一個簡單的明文搜尋為例，如果應用 Gentry 的同態加密技術，則將

使得運算量增加為原本的一萬億倍。又例如在文獻[15]中，著者在 1.7GHz 的處理器及 3GB 

RAM 的個人電腦上實做了 Gentry 的完全同態加密系統[21]並應用在資料庫的機密資訊擷取

(private information retrieval;PIR)上。結果顯示，在一個僅有 10 筆資料，每一筆資料為

16 位元的簡單資料庫系統中，光是計算兩筆資料的乘積就花了 23 分鐘，而擷取一筆資料更又

花費了至少七天的時間。由此可知 Gentry 方案所需運算量之龐大。 

    除了運算量的問題之外，公鑰的個數也是一大問題。在 Gentry 的完全同態加密方案中，

為了確保安全性，所以公鑰個數 n必須要夠大，也就是每個使用者的公鑰的個數必須要夠多。

公鑰的個數多確保了攻擊者無法從密文中找到加密所使用的公鑰子集合。反過來說，如果能夠

找到加密所使用的公鑰子集合，則攻擊者就可以破解密文從而得出明文。然而，在實做上，如

果每一個公鑰的長度為 2048 位元（此為 Gentry 方案中的安全長度），則如果 n=100，也就是

100 把公鑰其總長度就為 204800 位元，相當於 25600-Byte（或 25.6MB）。而如果 n取 1000，

則儲存一個使用者的公鑰就將會需要相當於 256MB 的空間。這還只是儲存一個使用者的公鑰所

需的記憶體空間，如果系統中的使用者會利用到 100 個用戶的公鑰，則 256MBx100 = 25600MB 

= 25.6GB 的空間。這樣的空間使用量已經遠遠超出了使用者所能夠負擔的範圍，尤其是針對

手機或 PDA（個人數位助理）等移動通訊的使用者而言，這更是一個不可能的空間使用量。 

由於現行方案極端的沒有效率，加上需要耗費極大的儲存空間來儲存相關使用者的公鑰，

因此同態加密距離實用階段其實還有一大段距離。因此，在完全同態加密方案成為真正實用的

工具前，還需要進行很多理論上的研究以改良現行的方案與提高其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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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的主要研究目標之一，就是希望在同態加密，甚至在完全同態加密的理論研究部

分，提出我們的想法與貢獻。此部分包括提升密鑰產生速度，減少公鑰個數以及提升演算法的

效率，以期安全的雲端運算服務能夠早日實現。 

    雲端應用是趨勢。因此，除了同態加密的設計與改良之外，如何應用同態加密於現實生活

中則是本計畫的另一個研究目標。例如，利用同態加密達成線上拍賣競標，線上商業談判，電

子投票，雲端資料庫計算，線上登入…等。這些皆可以利用基於同態加密的秘密計算機制來達

成。因此，本計畫在此部分主要探討應用的範疇為如何利用同態加密，設計出兼具安全與效率

的安全秘密計算機制。也就是如何在不暴露資訊的情況下對資訊進行運算，以及做何種目的的

運算這個問題。 

背景知識與相關研究探討 

同態加密(homomorphic encryption): 

一個加密演算法如果可以允許任何人在不知解密金鑰的情況下，也可以對密文進行運算，

且其運算過程中保持相關的結構不變，則此加密演算法稱為同態加密演算法。同態加密可分未

加法同態與乘法同態。 

加法同態(additive homomorphism)： 

    如果一個同態加密演算法，其對密文做代數運算的結果，等同於對明文先做加法運算再加

密後的結果，則稱此加密演算法具有加法同態。亦即， ⨁ ，其中，

E為加密演算法，m為明文，⨁ 為某種代數運算， 為加法運算。 

乘法同態(multiplicative homomorphism)： 

    如果一個同態加密演算法，其對密文做代數運算的結果，等同於對明文先做乘法運算再加

密後的結果，則稱此加密演算法具有乘法同態。亦即， ⨁ 。 

雙同態(Doubly homomorphism)及完全同態(Fully homomorphism) 

如果一個加密演算法同時具備加法同態跟乘法同態的特性，則稱為此加密演算法為雙同

態。另外，如果一個加密系統允許任何人（不需解密金鑰）對加密後的密文進行特定的代數運

算（包括加法、乘法以及 AND、OR 等邏輯運算）且沒有任何運算順序與次數上的限制，除此之

外，除了得到的仍然是加密的結果之外，此加密結果與對明文進行同樣特定的代數運算（包括

加法、乘法以及 AND、OR 等邏輯運算）再將結果加密是完全相同的，則稱此加密系統為完全同

態。Gentry 於 2009 年首先提出了完全同態的概念並利用理想格(ideal lattice)設計出了一

個支援完全同態的加密演算法[20]。此法及之後其他後續的相關研究成果或延伸

[4][11][20][21][31]被學界通稱為完全同態加密(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完全同態加密之相關研究近況 

基於 lattice 的方案的研究近況： 

    Gentry 於 2009 年首先提出的 somewhat homomorphic encryption 方案 [20]是基於 ideal 

lattice，其概念及方法其實相近於 Goldreich 等於 1997 年提出的同樣基於 ideal lattice 的

公開金鑰密碼系統[14]。Micciancio 並於 2001 年以 Hermite normal form 對[14]等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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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tice 的公開金鑰密碼系統進行了改良[28]。Gentry 在[20]所提的改變在於解密過程並不是

用到原始的密鑰，而是利用一個很鬆散的子集合(sparse subset)來組合成密鑰。為了配合這

樣的解密程序，原始密文必須先被擴大（亦即再加密）然後再利用 sparse subset 的密鑰解

密。這樣個過程稱為＂squashed decryption procedure＂。而也正因為這樣一個過程，讓

Gentry 的方案可以透過 bootstrapping 而達到 fully homomorphism 的性質。之後，Stehle 以

及 Steinfeld[32]利用機率型的解密回路(probabilistic decryption circuit)改良了 Gentry

的方案以達到更優化，使其在 ciphertext refresh，也就是在 bootstrapping 的過程能更有

效率。另外 Brakerski 及 Vaikuntanathan[3]則於 2011 的 CRYPTO 上提出了基於 ring LWE 

problem[25]的 somewhat homomorphic encryption 的方案。基於 ring LWE problem 使得方

案的安全性可以歸到 ideal lattices 上的 worst-case hardness of problem。在[3]的基礎

下，Brakerski 與 Gentry 則於最近又提出了號稱不需要 bootstrapping 的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的方案[1]，可以說是繼 Gentry 於 2009 年提出的最初的完全同態加密方案之後，

又一重大的突破。 

在實做方面的現況： 

    在實做方面，Smart 與 Vercauteren 於 PKC2010[31]首先嘗試了以 principle ideal 

lattice 實做 Gentry 的完全同態加密方案。但結果顯示他們並無法成功做出 bootstrap 的部

分。因為要能夠做出 bootstrap scheme，則 lattice 的 determinant 需為質數。在此條件

下，則 lattice 的維度(dimension)n 至少需要 n=227。而這部分，基於 prime determinant 

requirement，他們並無法生成任何 lattice 上的金鑰其維度 n>2048。跟隨 Smart 與

Vercauteren 的想法，但降低 determinant 需為質數的要求後，Gentry 及 Halevi [16]於

EUROCRYPT2011 發表了成功實做出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scheme 的成果。在高端工

作站(high-end workstation)的實做結果顯示，金鑰的產生需花費 2.2 小時，加密需時 3分

鐘，而 bootstrapping 的部分則需時 30 分鐘。 

基於整數的方案的研究現況: 

    另一方面，除了基於 ideal lattice 來設計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的方案之

外，van Dijk 等則提出了如何在整數上設計出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的方案[11]。

整體方案和 Gentry 的原始方案相近，但由於不是利用 ideal lattice 而是利用在整數上，所

以概念上更為簡單與容易理解。但缺點在公鑰大小(size)將大到Ο λ 其中λ為安全參數，因

此降低了其實現的可能性。為了解決這個問題，Coron 等提出了改良的方法[4]，將公鑰的

size 從Ο λ 降為Ο λ 。實做顯示，當取λ 72bit時，公鑰大小將約為 800Mbytes。顯示這

仍有極大的改良空間。 

基於同態加密的應用 

    由於本計畫除了對完全同態加密的理論部分做研究之外，同時也考慮了同態加密及/或完

全同態加密在現實生活上的可能應用，尤其又將以基於同態加密的雙方相等性秘密驗證的協議

設計與應用設計為主，因此，以下將針對此部分的背景及現況做一個介紹。 

安全計算 

安全秘密計算(secure computing)的概念最初由 Yao 於 1982 年提出[42]，讓多方握有秘密資

訊的參予者彼此合作來分析或是進行比較彼此手中握有的秘密資料。其中最主要的安全考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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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運算後所產生的結果，任何一方都無法得知其它方所擁有的秘密資訊。舉例說明，設

, , … , , 代表進行秘密計算的 n方， , , … , 代表他們所各自擁有的 n筆秘密資

訊，當 n位使用者想知道他們所擁有的秘密資訊是否相等時，其中一方透過函式

, , … , 來計算所有使用者擁有的秘密資訊，再將結果回傳給所有使用者。而其中此

函式必須無法讓任何一方得知其他方的資訊，也無法從其中得到任何有用的資料，這樣的安全

多方計算才符合上述所說的安全性。 

雙方相等性驗證 

雙方相等性驗證是秘密計算的一個特例，亦即，如何判斷 Alice 與 Bob 兩人手中握有的秘密資

訊是否相同的問題。在此安全性需要考慮到的是如果兩人所握有的資訊不相等，則兩人皆應該

無法從協議過程中得知對方秘密的任何資訊。甚至，就算資訊量很小，也絕不能被暴力破解法

找出原始的秘密（亦即，我們無法單純的利用單向雜湊函數，利用比對雜湊值來達成此一任

務）。 

    在雙方相等性驗證的研究方面，利用模糊傳輸(oblivious transfer)[6]或修改 Yao 的方

案的一些安全計算[13][18]雖然可行，但較無效率。因此，有效率的解決法目前主要是透過半

誠實的第三方的方案來達成。所謂半誠實的第三方則是指，第三方會照著協定的規則與方法進

行通訊和計算，如果協定是安全的，則此第三方在協議進行過程中不會得到甚麼額外秘密資

訊，但如果協定本身有任何缺失，則第三方也會試圖從中攻擊得到其秘密的資訊。利用在雙方

相等性驗證中，讓 Alice 及 Bob 兩方傳送他們的秘密訊息到半誠實第三方來進行安全計算協

定，在不洩漏秘密資訊予此第三方的情況下，讓第三方比較秘密是否相等再將結果回傳。此類

做法已經有研究文章[27]加以探討。此協定可以讓 Alice 和 Bob 兩方參與計算的步驟變得簡

單，實做上也並不複雜，但先決條件是需存在這樣一個半誠實第三方，這樣的前提假設過強，

也因此在安全上也較多顧慮。因為，只要半誠實第三方失去了它公正的角色，至少會有一方的

秘密資訊會被其它方所揭曉，這並不是損失的那一方所樂見。 

在既有的雙方相等性驗證方案中，較有效率的方案由於需利用到半誠實的第三方，所以安

全性較低，現實上這樣需第三方參與的系統也較難為使用者所信賴，尤其當各自擁有的資訊為

極機密時，無論任何理由，皆不會希望任何人或任何共謀方式能將此機密揭露。因此，僅有雙

方參與的方案通常是較為適合的。但利用如[13][17][18][42]的秘密計算方式，除了較無效率

且有些方案會洩漏多餘的資訊資外，另外一個弊端在於此種僅雙方參與的方案中，通常有一位

告知者，另外一位為被告知者。告知者在協議完成後能得知驗證的結果。然後告知者再將結果

通知被告知者。此時被告知者僅能相信此結果而無任何可驗證的機制。由此可知在既有的雙方

相等性驗證協議中，被告知方通常是屬於較不利的地位。 

研究方法 

完全同態的理論研究部分 

在此計畫中，首先，針對完全同態加密的研究，我們發現到了在 Gentry 的完全同態加密中，

為了保障安全性，所以公鑰個數 n要極大。要改善效能，如何降低公鑰個數也是一個關鍵。我

們初步的想法是，如果我們完全不改變加密方式，但允許減法的話，則在同樣的安全性下，公

鑰的個數可以降到
2
3log)1( n 。如果再加入其他的運算，例如乘法，則公鑰個數又可再降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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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入減法或是乘法將會造成 Gentry 方案的 noise 變成負數或造成 noise 的急速擴張，因而

影響到解密的結果，因此，如何加入這樣的運算以降低公鑰個數，將會是我們的一個研究課

題。除此之外，完全同態加密支援加法及乘法同態，但如果我們需要做除法求商的運算（亦即

不做 modular 運算），則目前方案皆無法支援。但這樣的運算在現實中是由其需要的（當我們

需要知道兩數之間的倍數關係時）。因此這也將是我們的研究課題。另外，如何將同態加密的

特性擴張到基於身份(ID-based)的密碼系統甚至是免憑證(certificateless)密碼系統，也是

值得考慮的。因為如果能夠擴張到這些系統，則公鑰將不需要伴隨公鑰憑證，所以就不需要對

公鑰做認證了。可以以此改善效率。計畫主持人在 ID-based 及免憑證密碼系統上有多年研究

並有一些不錯之結果[35][36][37][38][39][40][43]。因此可以應用在此部分。 

基於同態加密的應用研究部分 

    在基於同態加密的秘密計算的研究中，我們目前的相關成果需要用到的是兼具雙同態與可

換加密的密碼系統。目前這樣的系統並不存在，但我們可以改良 Gentry 的完全同態系統來達

成。因為 Gentry 的方案非常沒有效率，因此雖然在理論上，此成果可行，但在實際上，要實

做出此系統並加以實際應用將是非常不切實際的。因此，基於同態加密，提出一個更有效率的

相等性驗證的秘密計算是我們的目標。 

結果與討論 

    按照當初的規劃，第一年的研究重點主要放在整數的同態加密以及應用研究之部分。 

1. 在整數的同態加密部分 

首先，在整數的同態加密的理論研究部分，我們的研究首先放在 RSA 的安全性上面。眾所

周知，RSA 是第一個實用的公開金鑰密碼系統，除此之外，RSA 也滿足了乘法同態的性質。我

們針對 RSA 探討了其被暴力破解之可能性並於 2012 年 12 月在第六屆網路與系統安全國際會議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twork and System Security; NSS2012)中發表了

名為『Cryptanalysis of Exhaustive Search on Attacking RSA』之會議論文[41]。此篇論

文之內容主要探討利用暴利破解攻擊 RSA 的可行性。RSA 是第一個實用性的，也是目前為止最

被廣泛使用的公開金鑰密碼。但由於其需要大量的指數運算，所以加解密皆需花費許多時間。

為節省加密所需時間，有時會將加密金鑰 e設定為很小的值。同理，為節省解密所需時間，也

有的方案會將解密金鑰 d設為很小得值。這樣的 RSA 稱為 RSA-Small-d。一些研究已經證明當

d小於一定數值時，利用猜測 d的高位元值可降低 RSA-Small-d 系統之安全性。也有些研究是

利用猜測公鑰 n(=pq)中的 p+q 高位元值來達到破解 RSA-Small-d 系統之目的。本研究即在探

討此兩種攻擊方式，並分析何種攻擊方式能提供攻擊者較多之訊息。除此之外，藉由論文的研

讀，漸漸掌握並熟悉了基於整數之完全同態加密之相關理論知識及技術，包括安全性證明技巧

之掌握。藉由研讀及安全性分析中，我們發現了其他文章之一些安全性弱點。因此在 2012 年

12 月於 International Computer Symposium (ICS2012)中提出了一篇名為『Cryptanalysis 

of a provably secure certificateless short signature scheme』之文章[8]。此會議論文

之延伸研究並已發表於 Journal of Information Hiding and Multimedia Signal Processing 國際期刊

中[9]。除此之外，我們亦思考了未來將同態加密系統應用於非 PKI 架構下的可能性。  

2. 基於同態加密的應用研究部分 

利用同態加密的雙方相等性驗證之研究，我們於 2011 年的 ICGEC2011 國際會議中首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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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了一個初步的方案[7]。此方案利用到 Gentry 的同態加密以及可換式加密(commutative 

encryption)。由於可換式加密目前的研究並不多，因此，針對這方面的研究，我們利用

ElGamal 的方案提出了一個新的可換式加密系統。此成果[22]已發表於 2012 年 8 月的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ISIC2012) 國際會議中。

另外，針對方案[7]，我們發現了其可能之弱點，此弱點會讓攻擊者有機會找出使用者的秘密

資訊。此構想已以論文[33]形式發表於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ICIPM2013)國際會議。 

另外，在利用 ElGamal 的方案部分，我們也有了一些結果[44]。此部分之難度在於

ElGamal 是屬於非決定性演算法，因此構造較 RSA 複雜。我們成功的利用 ElGamal 演算法使其

達到雙方皆可驗證的特性。 

總結我們在第一年的計畫中，在同態加密的理論研究部分以及應用研究部分，皆有一定之

成果產出。並已將成果彙整為四篇國際會議論文[8][22][33][41]及一篇期刊論文[9]。 

在第二年的成果部分，在研究方面，主要有一篇期刊論文[34]、四篇國際會議論文

[5][10][23][24]以及三篇國內會議論文[26][45][46]。 

我們在期刊論文[34]中提出了一個新的基於通行碼的三方密鑰交換與認證系統，此系統非

常適用於同態加密系統所需使用的雲端環境，因此和同態加密具有相輔相成的效果。會議論文

[5]中則是在 RFID 系統中，找出了一個既有方案的缺點。論文[24]針對 maintaining the 

built FUSP trees，提出一個新的演算法。另外，論文[23]則提出了一個在可攜式設備中的位

置認證方案。[10]則是在 iPhone 中實做了了數位鑑識的軟體。 

在國內的資安會議中，我們提出了三個初步的想法及方案。這些都還是非常初步的想法，

先向國內專家學者介紹，預計再進行改良後再投到國際期刊中。 

另外，第二年的另一項成就，則是舉辦了第二十四屆的全國資訊安全會議。全國資訊安全

會議，每年定期於五月或六月舉行，迄今已舉辦二十四屆。此項學術會議，為我國資訊安全界

最重要的學術活動之一。該會議提供資訊安全領域之產、官、 學界的科學家、工程師、應用

界研發人才以及研究者，共同分享電腦密碼學與資訊安全相關方面最新的經驗、心得、技術以

及成果，並藉由會議提供各專家學者相互討論的機會。會議的目的是為了促進學術界、政府單

位、和產業界，在資訊安全研究成果之交流。「第二十四屆全國資訊安全會議」由國立政治大

學負責主辦，會議廣邀學術界、工商業界相關人士、公私立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及資訊安全與電

腦密碼學相關之專家、學者，提供研究論文的發表，以提升國內在資訊安全學術領域之研究水

準及應用層次。此外，並邀請國內、國際專家學者與會，發表專題演講，促進國際交流並提昇

我國資訊安全領域研究之能量及國際形象。透過此會議之召開，除達到學術、實務間的經驗交

流外，亦能使國內資訊安全領域之專家學者更加清楚得知目前資訊安全最新的趨勢與動向，並

從中吸取更多的 經驗與技術，裨使國內資訊安全之研究無論是在學術或是業界皆能有更加長

足之發展，同時使國內 碩博士生透過此交流平台獲得於會議發表論文之經驗，裨益其學識見

長，培養未來發足於學術研究之潛力。 

兩日的會議，總計有 322 人次參與此次的會議，其中，學生 183 人，老師及校外人士（含

業界）139 人。另外，海外貴賓邀請四人，包含大陸及日本的學者專家。本會議的兩天議程中

總共包含十八個議程：六場邀請演講、兩場以產學交流為目的的資安廠商，及十一場共計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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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學術論文發表。此次資安會議內容囊括了國內外資訊安全領域的最新進展及趨勢。而兩天總

計會議參與人員，包括大專院校教授及政府單位、業界與社會人士共計 139 人次，學生 183 

人次，合計 322 人次。本屆資訊安全會議除遴選出最佳論文獎及最佳學生論文獎外，並邀請

賴溪松教授論文獎之得獎者於大會現場以 Poster 方式發表論文及研究成果，藉以表彰國內研

究生在資訊安全相關研究領域之優異表現，激勵其對於研究工作之持續投入。 

 

結論       

總解兩年之研究計畫，我們總共獲致了 13 項研究成果。其中兩項期刊論文成果。8項國際會

議論文成果以及三項國內會議論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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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此次赴大陸深圳參加第一屆資訊處理與管理國際會議(ICIPM2013)。資訊安全為

其中之一個議題。此次會議共有來自大陸，台灣，日本，以及歐洲等國的專家學者共

約 50 多人與會。報告人此次有一篇研究成果被收錄並發表。透過今年之會議參與以及

會後交流，除了增加了政大之國際能見度之外，也為自己開拓了更多未來可能的研究

方向與合作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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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第一屆歐洲-中國智能資料分析與應用國際研討會(The first Euro China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Data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是由歐洲的 VSB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Ostrava 與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分院兩方共同發起的大型國際研討會，今

年是第一次舉辦。會議議題多元，包含了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訊號處理

( signal processing)、計算智慧(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資訊隱藏( information 

hiding)、生物資訊(bioinformatics)以及密碼與密碼分析(Cryptography and cryptanalysis)

等.在強調跨領域的趨勢下，這樣的會議可以讓不同領域的人分享彼此的研究，討論出

共同合作的機會，因此參加這樣一個多元的研討會，可以聽到多個領域之演講，以增

廣見聞。這在近年跨領域的潮流下，似乎已是舉辦會議的一個趨勢。 

密碼學是屬於密碼與密碼分析(Cryptography and cryptanalysis） 的領域。本人此次赴

ECC2014 之目的之一就是發表我們和其他學者共同研究的成果。此次被接收之論文題

目為： An incremental algorithm for maintaining the built FUSP trees based on the pre-

large concepts。 

 

參、會議參加經過 

 

 

開幕致詞 1 （歐洲方面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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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致詞 2 （大陸方面代表） 

 

 
邀請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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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報告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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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北京大學深圳分校 

 

參觀北京大學信息工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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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會議邀請了四位不同領域的大師，進行了四場精彩的專題演講。第一場演講

邀請到的是台灣的大仁科技大學的王駿發校長。王校長的研究領域主要在多媒體在密

碼學的研究方面。此次演講的主題是 Orange Technology & Happiness Informatics。 

Orange Technology （橘色科技）指的是一個整合了健康、幸福與照護技術的創新研究

領域，此領域首先由成功大學所題出。此次演講，王校長介紹了一些他們所開發的一

些關於橘色科技的一些技術。第二場邀請演講的主講者是希臘的 Aristotle 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 的 Ioannis Pitas 教授。Pitas 教授的研究領域多元，包含的影像處理與機器

學習等。此次帶給我們的演講題目是 Intelligent Digital Media Analysis and Description。

演講內容提到，youtube 統計，全世界每分鐘有 100 小時的影音檔上傳到 youtube，這

說明了影音數據在現實生活中是如何的被大量應用，以及其重要性。此演講簡單介紹

了智慧計算方法在分析影音數據的一些最新的成果。第三場邀請演講的主講者是來自

加拿大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的 Ljiljana Trajkovic 教授。Ljiljana Trajkovic 教授的研究

領域主要在高效能通訊網路。此次的演講題目是 Analysis of Traffic Data in 

Communication Networks。在此演講中，Trajkovic 教授介紹如何利用各種專門的軟硬

體設施來收集以及分析通訊網路中的資料，並利用統計以及機器學習的方法來識別出

正確與異常的流量類型，並設計異常檢測機制。最後一場邀請演講的主講者是來自澳

門大學的 C. L. Philip Chen 教授。C. L. Philip Chen 教授的演講主題是 A New Learning 

Algorithm for a Fully Connected Fuzzy Inference System (F-CONFIS) with its Application for 

Computing Learning Capacity。主要介紹一些類神經網路的學習演算法。 

    除了研討會之外，我們亦藉此機會參觀了北京大學以及北京清華大學的深圳分

院。 

 

 

肆、與會心得與建議 

 

大陸近年來在各方面發展皆極為快速。ECC2014 即為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和歐洲

共同建立了一個互相交流的學術園地，供歐洲與大陸的學者彼此互相交流與分享

研究的最新成果。ECC 未來將固定一年在大陸舉辦，隔年則在歐洲舉辦。雖然今

年是第一年舉辦，但出席狀況踴躍，尤其來自歐美各地的學者也佔了一定比例。

從會議的安排也看得出主辦方希望將會議推銷出去，讓世界知道的企圖心。這樣

的企圖心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除了閉門研究之外，走出台灣，讓世界看到，並和

國際接軌，絕對是我們該做的，也是值得投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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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攜回資料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Euro-China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Data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ECC2014 會議論文集) 

 

六、附件 

會議之詳細議題如下： 

 

 Machine Learning （機器學習） 

 Information hiding （資訊隱藏） 

 Knowledge-Based systems （資識庫系統）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智慧應用）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Integration （資訊擷取與整合） 

 Intelligent control （智慧控制） 

 Expert systems （專家系統） 

 Databases and data mining （資料庫與資料探勘） 

 Modeling and Visualization （建模與可視化） 

 Signal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訊號處理與可視化） 

 Signal mining and data fusion （訊號探勘與資料融合） 

 Multimedia sensing and sensory systems (多媒體感知與感知系統) 

 Watermarking: techniques, attacks, protocols, and applications （浮水印技術、攻擊與

應用等） 

 Cryptography and cryptanalysis （密碼與密碼分析） 

 Signal control (wired & wireless) （訊號控制） 

 Multimedia sensory systems （多媒體感知系統）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計算智慧） 

 Granular computing （顆粒計算） 

 Bioinformatics （計算生物學） 

 Robotics and Control （機器人與控制） 

 Fuzzy systems （模糊系統） 

 Agents （代理人） 

 Social networking （設群網路） 

 Web intelligence  （網路智慧） 

 Cloud computing （雲端計算） 

 E-learning （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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