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基礎設施事務處羅金賢 

智慧城市與智慧城市與物聯網物聯網資安威脅資安威脅  



2 

大    綱 

智慧城市與物聯網 

物聯網資安威脅 

物聯網資安防護原則 

NCC資安旗艦計畫 

圖片來源：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jun/06/internet-of-things-smart-home-smart-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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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與智慧城市與物聯網物聯網  

圖片來源： http://www.dogtownmedia.com/internet-of-things-under-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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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係結合資通訊科技與城市基礎設施，改善因人口密度造

成的各種城市問題，提升城市運作效能及民眾生活品質，領域將

橫跨交通、醫療、能源、安全等。 

據工研院IEK預估，全球智慧城市的市場將蓬勃發展，並於2020

年創造出1.5兆美元的市場價值。 

圖片來源：http://worldinsight.co.uk/smart-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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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應用 

智慧燈號：偵測人車流及天候資訊，提升交通安全、降低道路壅塞 

智慧停車場：提供即時停車資訊，幫助駕駛迅速尋找並預約停車位 

智慧電網：整合不同地點、種類的電力，提升供應的效率與可靠性 

智慧醫療：透過穿戴式裝置隨時掌握病患、年長者的健康及安全 

圖片來源：https://read01.com/eOj2L2.html#.Wh9smVWWa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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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的核心－物聯網 

物聯網（IoT）是實現智慧城市的關鍵與基礎，透過資料蒐集、網

路傳輸、資料分析與應用，達成人、機器、系統的無縫連接，解

決各種生活上的問題。 

 

圖片來源：資策會FIND(2010)；IBM Blue Viewpoint 

物聯網服務帶動聯網裝

置的崛起，根據市調機

構Gartner的報告顯示，

全球物聯網裝置數量至

2020年將高達204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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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區域型網路 

(Local Area Network) 

廣域網路 (LPWAN) 

免執照頻段 授權頻段 

代表技術 LTE-M1；NB-IoT 

使用頻段 
及類型 

免執照頻段 

2.4GHz/5GHz 

免執照頻段 

EU 863-870/ US 902-928 
行動執照頻段 

優點 
技術標準發展成熟 

適合室內、短距離 

低功率消耗 

網路建置成本低 

可提供室內外涵蓋 

統一標準 

已有綿密的網路涵蓋 

電池壽命長 

缺點 
無法確保QoS 

缺乏整合的技術標準 

無法確保QoS 

缺乏整合的技術標準 
現階段模組成本高 

相關規範 
低功率射頻電機技術規範

已有適用規定 

低功率射頻電機技術規範
修正草案 

(NCC將於本月修正發布) 

行動寬頻業務窄頻終端
設備技術規範草案 

(NCC將於本月修正發布) 

物聯網裝置無線傳輸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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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物聯網發展現況 

推動物聯網係政府既定政策，「亞洲．矽谷推動方案」更以「推

動物聯網產業創新研發」及「健全創新創業生態系」為主軸。 

為推動臺灣物聯網發展，通傳會相關作為： 

 106年下半年開始陸續將物聯網門號核配予遠傳電信、中華電

信、台灣大哥大等4G業者，各300萬門物聯網門號。 

  12月6日審議通過「低功率射

頻電機技術規範」及「行動寬

頻業務窄頻終端設備技術規

範」，完備物聯網裝置或終端

設備無線傳輸之技術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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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電信業者之物聯網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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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資安威脅物聯網資安威脅  

圖片來源： https://www.social.cat/noticia/safesurfing-per-la-seguretat-a-la-xarxa-de-persones-amb-discapacitat-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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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資安威脅 

根據市調公司Gartner預估，至2020年企業所遭受的資安攻擊，

25%以上將與物聯網裝置相關。 

數量龐大的物聯網裝置，因尚無完善的安全機制，駭客可藉由公

開惡意軟體，植入殭屍病毒發動大規模DDoS攻擊。 

大部分的物聯網裝置具備感測器，如智慧電視的麥克風、智慧手

錶的心律監測等，其所蒐集的個資與隱私，可能更受駭客所覬覦。 

聯網裝置整合至關鍵基礎設施（如能源、醫療、金融）已成趨勢，

其資安防護更顯重要。 

 

圖片來源：https://www.cyren.com/blog/articles/an-assessment-of-industrial-iot-threats-in-2015-and-beyond 



12 

 2015年12月，烏克蘭電網遭受駭客攻擊，造成數十萬戶停電3至

6小時，成為全世界第一起因駭客攻擊造成大規模停電事件。 

駭客針對特定電廠員工進行網路釣魚，並取得該員工登入權限，再由

遠端登入電廠系統啟動斷路器截斷電力，然後變更密碼，讓電廠員工

無法登入重啟電力 

 2016年10月，知名網域名稱服務公司Dyn攻擊遭受大規模攻擊， 

Amazon、Twitter、 Netflix等大型網站都因此而中斷。 

資安威脅案例 

部分攻擊流量來自於殭屍網路Mirai，

Mirai專門攻擊採用Linux韌體的物聯網裝

置，如路由器、IP攝影機等 

Dyn攻擊中斷情形 

圖片來源： https://krebsonsecurity.com/2016/10/hacked-cameras-dvrs-powered-todays-massive-internet-ou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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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資安防護原則物聯網資安防護原則  

圖片來源： http://domotica.nl/2017/08/15/smart-home-ris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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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物聯網安全認證指引 

組織 指引名稱及概述 

ISO 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IEC 27000 系列標準 
針對資訊安全管理的風險評估及相對應之控制措施 

美國國土安全部 
Strategic Principles for Secur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確保物聯網安全之戰略原則 

美國NIST 

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 

NIST  SP 800-52、NIST  SP 800-53工業控制系統安全 
NIST  SP 800-160 系統安全工程指南 
NIST SP 800-183 Network of Thing安全設計說明 
NISTIR 7628 智慧電網安全 

ETSI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 TS 118.103、TR 118.512 適用於M2M系統之安全解決方案 

OWASP 
IoT Security Guidance  
針對物聯網的十大弱點，向製造商、開發者、消費者提出安全指南 

GSMA 
GSMA IoT Security Guidelines 
針對物聯網服務提供者、製造商、開發者提出執行方式以建立安全的服務 

UL認證機構 
UL 2900-1連網產品一般要求 
UL 2900-2-1醫療系統連網安全要求 
UL 2900-2-2工業控制系統連網安全要求 

 為因應物聯網所面臨的資安議題，各國主管機關、產業協會、標準組織

紛紛提出相關資訊安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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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裝置安全 

Device Security 

裝置的安全配置 

裝置身分認證機制 

安全的 
聯網裝置 

安全的 
網際網路連接 

物聯網安全原則 

安全的 
網路及雲端 

Fixed Network 
01010101010 

01010101010 

01010101010 

01010101010 

連線安全 

Connection Security 

裝置透過的安全協議連接 

如HTTPS、AMQP、QTT 

網路安全 

Network Security 

確保固網及行網安全 

雲端處理及儲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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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S確保物聯網安全之戰略原則 

為增強、鞏固物聯網系統的安全信任框架，2016年11月美國國

土安全部於「確保物聯網安全之戰略原則」中提出以下參考原則： 

在設計階段納入安全考量在設計階段納入安全考量  

透過難以破解的用戶名稱及密碼，在預設的情況下啟用安全性 

讓裝置使用最新版本之作業系統，確保已知的漏洞已被修補 

使用包含安全性功能的硬體，並將系統中斷的後果納入考量 

提升安全性更新及漏洞管理提升安全性更新及漏洞管理  

透過網路連接或自動化的方式更新軟體，修補裝置之漏洞 

開發者、製造商及服務提供者應揭露、分享已知漏洞之情形 

制定IoT裝置的報廢策略，瞭解超過使用年限可能面臨之風險 

資料來源：美國國土安全部於  Strategic Principles for Secur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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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受認可的安全措施之上建立在受認可的安全措施之上  

從基本的軟體安全及網路安全措施開始進行 

參考專業領域之準則（如美國FDA公布之醫療裝置上市後網路

安全管理的指南草案、 NHTSA車輛網路安全之最佳措施） 

參與資訊安全訊息分享平台，進行惡意行為之深度防禦措施 

根據潛在的影響確定安全性的優先順序根據潛在的影響確定安全性的優先順序  

瞭解裝置的預期用途及使用環境，使開發者及製造商加入必要

之安全措施 

藉由紅隊練習瞭解可能被攻擊的漏洞，並增加額外的安全措施 

識別及認證連接到網路的裝置，並確保裝置符合組織之框架 

資料來源：美國國土安全部於  Strategic Principles for Secur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DHS確保物聯網安全之戰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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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提升物聯網物聯網的透明度的透明度  

確保由第三方供應者所提供之軟、硬體是否存在漏洞 

透過「漏洞懸賞計畫」來尋找未被發現的漏洞 

提供使用的硬體、軟體清單，協助IoT體系的其他利益相關者進

行管理風險 

小心、謹慎的連接小心、謹慎的連接  

根據聯網裝置使用之目的，進行有目的性的網路連接（如：在

工業環境之下，不一定需要連接網際網路，此功能應被限制） 

啟用選擇性聯網，如在特性時期禁用部分連接埠 

資料來源：美國國土安全部於  Strategic Principles for Secur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DHS確保物聯網安全之戰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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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NCC資安旗艦計畫資安旗艦計畫  

部分圖片來源： http://domotica.nl/2017/08/15/smart-home-ris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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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安鐵三角 

促進促進IoTIoT資通安全發展資通安全發展  
提升國內提升國內網通網通產業競爭力產業競爭力  

數位匯流/IoT資安威脅防禦機制暨資安實驗室建置與服務  

提升通傳提升通傳事業關鍵基礎事業關鍵基礎  
設施資設施資安防護能量安防護能量  

國家資通安全發展 
方案執行機關成員 

NCC資安旗艦計畫 

通訊監理 
整合我國通傳事業

資通安全管理與監

控機制，創造安全

的數位匯流環境，

強化資通安全與個

人資料保護。 

人才培育 
透過本實驗室之建

立、國際先進實驗

室之技術交流與培

訓，加強產、學研

人才技術的交流成

長。 

科技創新 
輔導國內廠商導入、

開發符合國際安全

標準之相關物聯網

產品，提升國內產

業界在國際市場的

競爭力。 

產業應用 
著眼於我國 IoT產

品之安全防護，抑

制重大資安事件發

生，鞏固整體國家

產經學在安全的基

礎上得以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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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匯流/IoT 資安威脅防禦機制暨資安實驗
室建置與服務  

建置數位匯流 
/IoT資安網路 
實驗平臺 

建置數位匯流 
/IoT資安檢測 

實驗室 

建構通訊傳播 
網路資通安全
防護機制 

建置數位匯流 
資通安全分析 
管理平臺 

 建立資安檢測環境：參考市場設備狀

況，深入研析資通設備資通安全檢測

技術規範並提出制修訂建議，俾以推

廣帶動國內資通設備資通安全檢測能

量之發展。 

建構資安防護機制：透過NOMC取得

通傳是頁網路障礙或SOC攻擊事件資

訊，透過通報及分享治政府主管機關，

已形成聯防網路，共同降低事件衝擊，

提升資安應變之時效。 

主辦單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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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匯流/IoT 資安威脅防禦機制暨資安實驗
室建置與服務  



23 

建立資安檢測環境 

分項一、建置分項一、建置資安網路實驗平資安網路實驗平臺臺  

透過行動通信、短距離無線通信與

IoT異質無線通信資安威脅研析、攻

擊案例演示、概念性驗證，針對可

疑的資安風險，研擬解決方案，協

助廠商修補漏洞，提升國內網通產

業競爭力。 

OAI核心網路 OAI基站(基地臺) IMSI

開源體Open Air 
Interface (OAI)平臺

OAI核心網路
OAI基站
(基地臺)

建置資安網路實驗平臺 

分項二、建置分項二、建置資資安檢測實驗室安檢測實驗室  

針對通傳終端設備及無線射頻器材

等產品進行檢測，研訂資安檢測技

術規範，推廣資安認證標章，輔導

國內廠商導入及研發符合資安標準

之產品，提高國際市場競爭力。 

建置資安檢測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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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旗艦計畫─物聯網資安檢測 

智慧型 
手持設備 

資通設備 應用韌體 

電信基礎 
設施 

智慧聯網 
電視 

智慧卡 

網路接取
設備 

感知設備 

 軟體安全 
評估 

物聯網設備檢測平臺  建置物聯網實驗場域與物聯網設備檢測平臺 

 訂定物聯網資安規範並健全物聯網資安環境 

物聯網設備弱點評估與攻擊檢測 

物聯網服務 

安全檢測 

密碼暴力 

破解檢測 

韌體更新 

機制安全檢測 

韌體與程式碼
靜態分析檢測 

弱點威脅安全
檢測評估 

XSS/SQL  

Injection 

攻擊檢測 

存取控制之 

造訪路徑 

攻擊檢測 

設備運作及 

網路封包 

異常分析 

模擬威脅
進行檢測 

研析可能
的威脅 

找出設備
的弱點 

提供設備 
檢測報告 

訂定資安 
檢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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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一、建置數位匯流 /IoT資安網路實驗平臺 

行動通信資安網路實驗平臺行動通信資安網路實驗平臺  11  
 開源軟體 Open Air Interface (OAI)平臺 

 行網模擬器 Amari LTE 100 

OAI 
核心網路 

OAI 
基站(基地臺) 

IMSI 

竊取手機竊取手機IMSIIMSI與與阻斷阻斷

服務攻擊服務攻擊  

發送社交工程簡訊發送社交工程簡訊，，

誘騙誘騙手機植手機植入惡意軟入惡意軟

體以操控手機或體以操控手機或竊取竊取

機敏資訊機敏資訊  

短距離無線短距離無線通信通信  
資資安網路實驗平臺安網路實驗平臺  22  

Wi-Fi攻擊 

ARP Spoofing 
中間人攻擊 
阻斷服務攻擊 

Bluetooth攻擊 

藍牙鎖開鎖  

(居家安全疑慮) 

2.4GHz RF攻擊 

鍵盤注入 
鍵盤、螢幕嗅探 
可組成殭屍網路 

ZigBee攻擊 

ZigBee門窗感
測器阻斷攻擊
(居家安全疑慮) 

感測器 LoRa模組 

LoRa伺服器 室外閘道器 

LoRa阻斷攻擊 

阻斷感測器的資

料傳送至室外AP 

106年成果 

IoTIoT異質無線異質無線通信通信  
資資安網路實驗平臺安網路實驗平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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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二、建置數位匯流/IoT資安檢測實驗室 

 智慧型行動裝置檢測設備 
 網路接取檢測設備 
 智慧聯網檢測裝置 
 資通防禦檢測設備 
 智慧卡檢測設備 
 應用韌體檢測工具 

建置實驗室建置實驗室

檢測設備檢測設備  

1 

2 

資資通安全通安全  

檢測案例檢測案例  
報告報告與規範與規範
修訂建議修訂建議  

  

3 

國際交流合國際交流合
作、建置實作、建置實
驗室與申請驗室與申請
實驗室資格實驗室資格  

檢測工具檢測工具  

檢測設備類型檢測設備類型  

 使用上述檢測工具

進行網設備檢測： 

智慧型手機
系統內建 
軟體資通 
安全檢測 
案例報告 

Wi-Fi設備 
資通安全 
檢測 

案例報告 

有線電視 

數位機上盒 

資通安全案 

例檢測報告 

IP監視器

資通安全

檢測 

案例報告 

資通設備
資通安全
檢測技術
規範修訂
建議 

 與國際資安實驗

室技術交流合作 

導入UL 2900 
連網裝置資安檢測 

建置品質文件 

組織 
實驗室 
團隊 

建置 
實驗室 
環境 

建置資安檢測實驗
室品質管理系統 

 智慧型手機系統內建軟
體資通安全檢測實驗室 

申請資安檢測實驗室
資格 

 行動應用App基本
資安檢測實驗室 

106年成果 

智慧型手機系統內建軟體資通安全檢測期中報告(簡報).pdf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jq-7lp_LXAhUHrJQKHbrkCSgQjRwIBw&url=https://www.mas.org.tw/web_doc.php?cid=auth-6&psig=AOvVaw2uAfEm7Fv9tYlPX5VXDw-7&ust=151254403452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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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檢測

實驗室 

網路實驗

平臺 

106年  完成行動通信、短距離無線通信、IoT異質無線通信網路實驗平臺 

107年 建置軟體定義網路(SDN)及網路功能虛擬化(NFV)、檢測授權輔助接

取(LAA)與LTE/Wi-Fi載波聚合(LWA)網路實驗平臺 

108年  建置5G行動網路IoT實實驗平臺 

109年  累計30項測試案例開發、50件服務顧問 

資安旗艦計畫四年目標 

106年 執行物聯網終端設備、智慧型手機系統內建軟體、 Wi-Fi、有線電

視數位機上盒及IP監視器資安檢測 

107年  增加通傳事業資通設備：基站、SDN、IP Sec傳輸設備資安檢測 

108年  公告資通設備資安檢測技術規範修訂 

109年  推動與國際資安實驗室交互認可工作 

圖片來源： https://www.jigsawacademy.com/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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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推動物聯網 

安全管理框架 

透過 

資安聯防機制 

增強防禦能力 

提升使用者 

之資安意識 

於物聯網 
裝置及服務中
嵌入安全功能  培養使用者資安意識 

 建立正確的資安習慣 

 確保聯網裝置、網路傳

輸、雲端應用的安全性 

 關注供應商及合作夥伴

的安全性 

 SOC事前監控 

 CERT事件發生時

進行通報及應變 

 ISAC跨組織分享 

 透過國際、公私部門

合作建立一致性標準 

 讓供應商自發性重視

物聯網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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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