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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今網路已經邁向商業上的應用，網路資訊的安全與

維護是當前重要的課題，而PGP (Pretty Good Privacy) 是

可以讓電子郵件或檔案具有保密功能的程式，提供了強大

的保護功能，即使是最先進的解碼分析技術也無法解讀，

因此可以將檔案加密，就是將文件透過演算法翻成一堆亂

碼。在加密前，可以先將檔案壓縮而後加密，這應該是加

密、壓縮誰先誰後比較好的答案，因為這樣才有比較好的

隱密性，後再傳送給他人，除了擁有解密鑰匙的人看得到

以外，沒有其它人可以解讀。  

PGP是利用所謂的公開鑰匙密碼學就是產生一對鑰匙利用演算法

加密，以鎖為例子，對相同的鎖上鎖和開鎖須要用不同的鑰匙，

這兩把鑰匙分別被稱為公開鑰匙（public key）和私有鑰匙

（private key）。它們兩者之間存在著特定的數學關係，這非

對稱保密系統亦被稱為公開鑰匙密碼學（Public key 

cryptography）為基礎，其原理是利用 PGP 產生一對鑰匙，這

對鑰匙是用RSA algorithm隨機亂數產生兩把key，一把是公鑰，

一把是私鑰。另外Diffie-Hellman管理鑰匙的交換，DSS則負責

簽章的產生。當要傳送一封保密信或檔案給對方時，e-mail的檔

案格式我們稱為MIME，而在網路世界中，新的應用推陳出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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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MIME也隨著制定了支援許多e-mail文件的格式，例如：

HTML….，而其中也包括了加密MIME（Secure/MIME）的格式，這

樣就可以達成e-mail秘密通訊，但加密並不是e-mail應用程式

應有的功能，所以還是要在寫完信後使用加密軟體加密後寄出，

而PGP則是加密的tool外掛在outlook上，在之前的PGP版本

中就使用了S/MIME文件格式，而在後幾版就由PGP自己使用了

PGP格式協定。首先必須先取得對方的公開鑰匙，並將加入自己

的公開鑰匙環中，接下來利用對方的公開鑰匙將信件加密後再傳

給對方。當對方收到加密的信件後，對方必須利用其相對的私人

鑰匙來解密。PGP亦提供 PGP專屬簽名：公開鑰匙密碼學可謂數

位簽章的第一個要素，為確保文件摘要的完整性，吾人可利用私

有鑰匙對摘要加密。換言之，就是利用訊息摘要來確保文件的完

整性，同時再利用私有鑰匙來保証摘要的完整性。如此來說，經

過私有鑰匙加密的文件摘要可謂數位簽章的一種型式。截至目前

為止，數位簽章的所有要素可歸納如下： 

1. 公開鑰匙密碼學（一對鑰匙的架構）  

2. 訊息摘要（降低簽署標的物的大小）  

3. 數位簽章（防止未經許可的更改） 

4. 認証機制和証書（確定鑰匙和持有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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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通常是當要公開傳送訊息時，希望讓別人知道這

訊息確實是由你所發出，一旦加上專屬簽名後，任何人只

要更改訊息本身或簽名的話，PGP都能偵測出此篇文章已

被他人更動，並非是原作者之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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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PGP 5.0是源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免費軟體版本，不過因

受美國密碼出口管制的限制，只有美國和加拿大地區的居民才可

取得與使用。最新版為7.0.3。在作業系統版本方面，支援很多

不同的版本，例如Microsoft window、unix………。分為圖形操

作介面和命令列操作介面。 

PGPFW 7.0.3為“國際 (International)”版本，是我從

www.pgpi.org網站中download的，雖受到美國密碼出口的管

制，但作者將其放置於挪威，故不在美國的禁令限制範圍內，使

用者可以自由免費地取得。PGP的原作者在發表了PGP後，未經 

美國政府的許可，就在全世界散發PGP，所以自發表PGP以來，

就成為美國政府關照的對象。為了躲避美國政府的追訴，他只好

把PGP的原始碼放到國外去，不過該怎麼作呢？他利用法律的漏

洞，就是將程式內容印刷成冊，在送到國外去。由於書籍的出口

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這完全合法。之後再將書上的程式碼還

原，重新編譯後，就可得到一樣的程式了。這實在聽起來有一點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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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執行 PGPfreeware 7.0.3.exe即可自動安裝，請依照

畫面指示操作，一直等到出現圖一的畫面，請輸入自己的

姓名和e-mail【當作key的id】以便產生自己的公開【Public 

Key，用來對文件加密】與私人【Private Key，用來對文件解密】

鑰匙，接著按【下一步】繼續。 

 

 

 

【 圖一 】輸入姓名與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鑰匙之間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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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請輸入這組鑰匙中的私人鑰匙部份之通行碼

(passphrase)，要輸入兩次相同才可以而且至少要八

個字以上，其中需含非文字碼，並請慎選“好”的通

行碼 passphrase：可以用空白鍵和數字與字母的組

合所組成，不要用太明顯的通行碼，容易被猜到，例

如：孩子的名字或配偶的名字。假如你的通行碼是一

個單字，用電腦搜尋目錄下的單字也是很容易被找出

來的。一個駭客可能利用它的電腦掃描一本常用的字

典引用字來找出你的通行碼。要使用容易記但難猜的

通行碼，你可以使用一些獨創的不敏感說法或難以理

解的文學引用句。如圖二所示，然後按【下一步】繼

續。  



 14

 

 

【 圖二 】輸入鑰匙的通行碼 

 

接下來就是鑰匙的產生形式，目前是採用 RSA。而

【Diffie-Hellman/DSS】，DSS是負責產生簽章， Diffie-Hellman

則是負責管理key的交換。另外PGP還有一個功能，就是主鑰和

副鑰，副鑰就是依附在主鑰上，在主鑰的生命期中可以分幾段的

時間給不同的副鑰，另外產生鑰匙時必須使用到隨機亂數機制，

所以在 PGP 目錄底下就有一個叫 randseed.rnd 的檔案放亂數種

子，在以前的版本中，安裝時必須要用敲鍵盤的方式或搖滑鼠的

方式來製造，但是在後幾版中因為硬體中有了產生 rando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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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set，所以就會自動產生。假如沒有，那安裝程式就會蒐集

敲鍵盤或搖滑鼠亂數資料的方式來產生，目前Intel就有Pentium 

III chipset RNG (random number generator)。目前 RNG 是在 Intel 810

晶片組中，接下來是鑰匙的產生大小，通常鑰匙位元量越大保密

性越佳，一般是採用【2048bits（2048 Diffie-Hellman/1024 

DSS）】，，再加上鑰匙的有效期限一般是不限制，反之，當此鑰

匙過期後，你將無法使用它來加密文件，但它仍可用來解密及認

證，一但鑰匙對產生後，到期時間將無法改。都在這一步做完，

如圖三圖四，所示然後按【下一步】繼續。 

 

 

【圖三】產生公鑰和私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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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 】鑰匙對產生完畢 

 

 

【 圖五 】鑰匙產生精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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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散播公開鑰匙和加入別人的公開鑰匙 

因別人要送加密信件給你，必須要有你的公開

鑰匙，用此公開鑰匙來加密，所以我們要散佈

自己的公開鑰匙，讓越多人拿到你的公開鑰匙

越好，這樣也就會有越多人可以送加密信件給

你了。  

首先我們必須製造公開鑰匙檔（圖六）以便利

用網路傳播給其它人，製造方法是在PGPkey 

下點選【Keys】→【Export】產生一個ASC檔

案，例如是廖正煇1.asc，如圖七所示。  

 

【 圖六 】製造公開鑰匙檔 



 19

 

 

【 圖七 】輸入公開鑰匙檔檔名 

 

接下來要說明如何加入對方的公開鑰匙到自己

的鑰匙圈中，當得到對方的公開鑰匙後，使用 

PGPkey點選【Keys】→【Import】，選擇到對

方的公開鑰匙檔案後即可加入到自己的公開鑰

匙圈【如圖八 廖正煇2一樣有不同的鑰匙對】

中，如此才能送出給對方的加密信件，如圖九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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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八 】輸入公開鑰匙 

 

 

【 圖九 】選擇公開鑰匙的名字 

 

二、 訊息加密和解密 

訊息加密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產生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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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後（建議使用一般文書處理器如記事本產生

即可，Microsoft Word 產生的含中文檔案可能

會有問題，可自行嘗試），將滑鼠移至該檔下按

右鍵選擇【PGP】後會彈出一個視窗（圖十），

共有【Encrypt】【Sign】【Encrypt and sign】

【Wipe】四個選項，其中【Encrypt】即是將訊

息加密，【Sign】是附加訊息簽證，【Encrypt and 

sign –先加密後簽章】是訊息加密和附加訊息

簽證，【Wipe】是將檔案刪除。（圖十）按

【Encrypt】後會出現（圖十一）的畫面，請選

擇是要將檔案傳送給何人，底下選項中的【Wipe 

origin】是產生加密檔後將原始檔案刪除的意

思，以 test.txt 做例子，產生加密檔名為 

test.txt.pgp（圖十二），也可以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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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 】選擇檔案按右鍵 

 

【 圖十一 】上為加密者列表，下為選擇的加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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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二 】加密檔案為test.txt 

 

第二種方式是執行 PGPtray 利用剪貼簿進行

加密的工作，執行 PGPtray 後會在工作列上產

生一個小圖示，我們可以將滑鼠移至此點一下

左鍵，會彈出一個選擇列，如（圖十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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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三 】執行工作列的PGPtray 

 

我們可以使用 Windows 下複製 (Ctrl-C) 的功能將

所需的文件從不同視窗中拷貝至剪貼簿中（注意 

Microsoft Word 產生的含中文檔案可能會有問

題），並且可以利用（圖十四）中【Edit Clipboard 

Text】將文件進行修改，如圖十五所示： 

 

 

【 圖十四 】編輯文字 

 



 25

 

 

 

 

【 圖十五 】編輯文字視窗 

 

修改完成後再使用【Encrypt Clipboard】會出現圖

十四的視窗來進行加密的動作，加密完成後可以至

【Edit Clipboard Text】觀看加密後的結果。如圖

十六。 

 



 26

 

 

【 圖十六 】加密過後的編輯視窗 

相同的，訊息解密也有兩種對應方式，第一種

方式是將滑鼠移至該加密檔下按右鍵選擇

【PGP】，隨後有【Decrypt/Verify】【Wipe】

兩個選項，其中【Decrypt/Verify】即是將訊

息解密，按【Decrypt/Verify】後會出現圖十

七的畫面，要求輸入通行碼，當輸入正確的通

行碼後便可以將檔案解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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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七 】上面為加密公鑰，下面則輸入通行碼 

 

三、 訊息簽證與認證 

PGP 專屬簽名所代表的意義是，當利用私人鑰

匙對信件簽名，可證明這封信確實是你寫的，

因為你的私人鑰匙應該只有你才會持有。而專

屬簽名也是類似以加密的方式將信件加密處

理，但此種方法不會將整篇信件都編成亂碼，

而是保留原內容，但在信件的開頭和結尾的部

份加上檢查的字元，那便是一般所稱的專屬簽

名。就如同前言中所表示的，其中 BEGIN PGP 

SIGNATURE 和 END PGP SIGNATURE 中間的內容

便是 PGP 利用私人鑰匙對此信件加以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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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相同的我們可以使用前面說明過的處理方式：

選擇【Sign】對文件加以簽證或 PGPtray 的

【Sign Clipboard】對剪貼簿文件加以簽證。

選擇後也是出現圖十七的畫面，要求輸入通行

碼，預設的副檔名為 sig。此外我們也可以對

文件加密並簽證，只要選擇【Encrypt & Sign】

或PGPtray 的【Encrypt & Sign Clipboard】

即可。 

 

一樣的，訊息認證可以使用之前說明過的處理

方式選擇【Verify Signature】對文件加以認

證或 PGPtray 的【Decrypt/Verify 

Clipboard】對剪貼簿文件加以認證，選擇後會

出現圖十九的畫面，表示認證的結果，如果

【Signed】欄位下是 [Bad Signature] 表示是

錯誤的訊息認證，否則會出現認證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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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八 】訊息簽章 

 

 

【 圖十九 】訊息簽章結果 

 

四、 鑰匙簽證與信任參數 

PGP 也允許你將某人的鑰匙加上自己的簽名，

代表是為人“作保”的意思，證明這把有你簽

名的鑰匙確實是屬於某人的，而不是某些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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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仕所偽造出來的。因為替某人的鑰匙簽名需

要使用到你的私人鑰匙，所以只要第三者相信

你不會隨便就替人作保，則他便可以相信這把

鑰匙確實是屬於某人的。而其中又牽扯到信任

度的問題，共有三個等級：Untrusted（不信

任）、Marginal（不完全信任）、Complete（完

全信任）。所代表的意義是：若今天第三者拿到

某人的鑰匙，而在鑰匙中有你的簽名，則會依

它信任參數的設定而決定是否要“自動地”相

信所得到的確實是某人的鑰匙。在此你便權充

為一個介紹者的角色；若你相信某人並替某人

的鑰匙簽名，而第三者相信你且將你鑰匙的信

任參數設為最高，則他將會“自動地”認為這

把有你簽名的鑰匙確實是屬於某人的。因此，

建議不要隨便幫別人的鑰匙簽名，否則將會透

過這個連鎖效應而喪失了你自己的名譽。  

 

要對某個鑰匙簽證，首先在 PGPkeys 下 

選擇某個鑰匙後，執行【Keys】→【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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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 ”Allow signature to be exported. Others  

may rely on your signature” 這個選項選取後 

再輸入你的通行碼即可，如圖二十所示，是 

某人為廖正煇2 鑰匙簽證，此時【 

valid】欄位中灰色圓點將轉成綠色。 

 

 

【 圖二十 】為廖正煇2鑰匙簽證 

 

接下來執行【Keys】→【Key Properties】修

改對此鑰匙的信任參數，如圖二十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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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一 】調整信任程度 

接下來和【散播公開鑰匙和加入別人的公開鑰

匙】中說明的ㄧ樣來處理即可，不過建議使用

【Keys】→【Send Key to Server】將加簽過

的鑰匙傳送至伺服器中，方便別人獲得完整的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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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鑰匙廢除和新增 

意外總是會發生的，若你發現自己的公開、私

人鑰匙或通行碼不知名地被有人士所破解或盜

用，為了防止他們繼續以你的鑰匙名義從事損

害你權益的行為，這時你應該馬上進行廢除鑰

匙的動作，只要選擇欲廢除鑰匙後，執行【Keys】

→【Revoke】即可，而一但廢除後便無法救回。

相同的你可以執行【Keys】→【New Key】即可

如安裝過程般產生一組新的鑰匙對。 

六、 其它指令介紹 

其他像是key-share-split，是給大家各得到一把

key的部分資料，要使用時就將部分資料合起來，就

可以得到原來那一把key（前提是原來主分裂的那一

個資料不可以不見）。另外還有像是可以在公開鑰匙

中加上照片當作fingerprint可以增加識別的可信

度。 

由於 PGP7.0.3 的功能強大在此無法逐一介紹，請自

行觀看 PGP User’s Guide（PDF格式）或多自行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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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Pkey 和 PGPtray 的操作使用，此外可至 USENET 

下 comp.security.pgp, 

comp.security.pgp.announce, 

comp.security.pgp.discuss 討論群組中閱讀最新

公告和加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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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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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utlook Express 來作一個簡單範例的說明，如圖所

示，加密的郵件傳送過程有五個步驟： 

• Step 0 : 執行 PGPtray（開機時會自動執行）  

• Step 1 : 將信件內容完整輸入（Outlook Express 

中）  

• Step 2 : 選擇鑰匙（圖二十二）  

• Step 3 : 按下加密鈕（圖二十三） 

• Step 4 : 可選擇是否簽章 

• Step 5 : 傳送郵件  

 

 

【 圖二十二 】選擇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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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三 】按下加密鈕 

 

收到郵件如圖所示，解密的過程有五個步驟： 

• Step 0 : 執行 PGPtray（開機時會自動執行）  

• Step 1 : 收信與開信（圖二十四） 

• Step 2: 執行 Decrypt/Verify  

• Step 3 : 輸入通行碼  

• Step 4 : 觀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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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四 】開信 

搜尋並加入Public Key步驟如下 

1. 按下Sever中的Search搜尋。 

2. 輸入所選擇的條件開始搜尋。 

 

 

【 圖二十五 】按下Sever的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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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六 】找到要的公開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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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PGP弱點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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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危及通行碼及私有鑰匙 

（compromised passphrase and private key） 

        假如你寫下私鑰的通行碼，留在某處，可能招來最簡單的

攻擊。假如有人得到通行碼而且也得到你的私有鑰匙檔

案，那麼他就能讀你的訊息和用你的名字製造簽章了。 

二、 破密編譯法（cryptanalysis） 

        一個昂貴且可怕的攻擊，有可能是被某人用巨大的超級電

腦資源達成。例如：政府情報局他們靠著使用一些新的秘

密數學式子，可能破解你的公開鑰匙。這個公開鑰匙演算

法就曾被強烈的攻擊過，但沒有成功。事實上加解密的實

作是沒有絕對無法破解的。 

三、 暴露在多重使用者系統之下 

               （exposure on multi-user systems） 

        PGP原來就是設計給單一使用者PC，在你直接自然的控制

之下。假如你只在家在自己的電腦上跑PGP，你加密的檔

案通常是安全的。 

四、 不完全的刪除檔案（not quite deleted files） 

       在大部分的操作系統中要刪除檔案，通常只是將儲存記憶

體中的檔案位置標示可再被重複被使用，但是原來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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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檔案資料卻還是完整的。可以用一些復原軟體來使

原來的資料重新復原。所以在PGP中有SECURE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ＳＰＡＣＥ ＷＩＰＥ可以完全的刪除檔案。 

五、 天然的密碼學破洞（physical security breach） 

    一個天然的加密破洞，可允許某人取得你的明文檔案或列

印的訊息。一個堅決的反對就可能透過強盜、垃圾桶的搜

尋、無常理的搜尋、奪取或你職員的受賄、黑函、滲透而

達成這些攻擊比攻擊ｐｇｐ還要便宜的許多。 

六、 反對假時間郵戳之下的保護 

（protecting against bogus timestamps） 

    ＰＧＰ中對於時間郵戳的規範並不嚴謹。因為現在的作業

系統大多可以改變系統時間。所以在ＰＧＰ簽章中的時間

郵戳要求並無法做的嚴謹。因此可能做出假的時間郵戳。 

七、 搗亂公開鑰匙（public key tampering） 

    當你使用某人的公開鑰匙時，如何確定它並沒有被破壞。

當你直接從對方得到一把新的公開鑰匙，或有你相信的人

的簽章時，那這把是可以相信的。維護你的公鑰和私鑰在

自己的電腦上比在遠端的系統要好，另外記得作鑰匙對的

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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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置換檔案或虛擬記憶體（swap files or virtual memory） 

    ＰＧＰ原本是做在ＤＯＳ作業系統上的軟體，在ＯＳ越來

越複雜時，新的弱點也產生了。事實上，這個弱點是在現

代複雜的ＯＳ使用的一種技術，叫ＶＩＲＴＵＡＬ ＭＥ

ＭＯＲＹ，它會將一些資料寫到硬碟中。它的機制是這樣

子的：資料從CPU出來儲存在暫存器，暫存器指向

MEMORY，等到MEMORY滿了，就指向DISK中，SWAP資料，

那如果可以從DISK中拿到資料，就被別人盜用了。 

九、 截取電磁波攻擊（tempest attacks） 

        有一種攻擊是在一定距離，拿著一套偵測電子訊號電磁波

的儀器，指向你的電腦方向，就可以蒐集到你的螢幕資料

了，而一些新PGP版本展示解碼明文，使用了特別設計的

包裝，可以降低螢幕無線電波頻率的技術，使得要從遠端

更難察知訊息，PGP這種功能叫做SECURE VIEWER。 

十、 流量分析（traffic analysis） 

        即使攻擊者無法閱讀你加密訊息的內容，但他能從中推論

一些有用的資訊，靠著觀察訊息從哪裡來或從哪裡去、訊

息的大小、訊息送出的日期等等，這叫做流量分析。p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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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獨自保護而杜絕流量分析，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特別

的通訊協定來降低在你環境中流量分析的曝光。 

十一、 病毒和特洛伊木馬（viruses and Trojan horses） 

        病毒可以設計來捕捉你的通行碼、或私有鑰匙、或翻譯的

訊息。然後將捕捉到的資訊寫成一個檔案，和透過網路傳

送回病毒作者。預防這種病毒攻擊，就是要防止病毒攻

擊。在商業上就有一些適當的防毒產品。 

        一個相似的攻擊就是創造一個模仿的PGP他的行為，在大

部分方面類似PGP的行為，但並不能作相似的工作。它可

能使得不能檢查簽章，使得假的鑰匙證明被接受。因為

PGP的原始碼是公開的，所以要做出模仿的程式是不難

的，所以就有人會作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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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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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做專題的初期，在灌PGP時，並沒有遇到太多問題。

因為新版的PGP，將一些過去要設定的流程，通通設定為

預設值。使得我在灌PGP時只看到幾個簡單的畫面，就在

內部完成了設定。但是也由於它這個貼心的設計，使得要

以它為研究對象的我，錯失了一些學習的機會。這不知道

是該笑還是該哭呢？於是初期只做出一些操作說明的部

分，等到拿給老師時，對於老師所問的一些PGP基本的觀

念，就無法應付。幸好在這學期修了網路安全，使得在上

課時，由老師釐清一些觀念上的錯誤，也和同學一起討論

PGP的一些意見，收獲良多。再者，老師也要求我去看PGP

的文件說明，從其中我也得到不少的觀念釐清，至於在文

件不清楚的地方，就去找老師討論弄清楚。至於討論的部

分，就散佈在各個章節中。 

PGP 的功能強大，能對文件做完整的加密並簽名，使得網

路上最棘手的文件認證問題可以加以克服，對於網路的使

用提供了多一層的保障，而且它是免費軟體，在一般公司

無法負擔建立昂貴的防火牆時，可以拿來對公司內部的重

要檔案或外部的電子郵件作為保密的不錯工具。在這一次

作專題時，多處受到老師的要求和關心。才使得自己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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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做完專題，同時也從老師那學得一些作學問的態度和

方法，真的很謝謝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