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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智慧財產權保護之資訊技術數位智慧財產權保護之資訊技術 課程課程

((一一))

台東師範學院台東師範學院 資訊教育系資訊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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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之最新應用資訊隱藏之最新應用 ——

版權保護、防偽認證與祕密分享版權保護、防偽認證與祕密分享

蔡文祥蔡文祥
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 副校長副校長

吳吳大鈞大鈞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副教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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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大綱

qq 數位化的新發展數位化的新發展

qq 資訊隱藏的意義資訊隱藏的意義

qq 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qq 深入探討浮水印深入探討浮水印

qq 數位博物館應用實例數位博物館應用實例

qq 影像認證中心影像認證中心

qq 結論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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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的新發展數位化的新發展

nn 網頁開啟即已下載網頁開啟即已下載

nn 二元數字容易操作二元數字容易操作

nn 資料可以夾帶儲存及傳送資料可以夾帶儲存及傳送

nn 資訊細微改變不易察覺資訊細微改變不易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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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的新發展數位化的新發展

nn 複製非常容易而且便宜複製非常容易而且便宜

nn 複本和原始檔案沒有分別複本和原始檔案沒有分別

nn 網路傳送容易快速網路傳送容易快速

nn 編輯容易不易察覺編輯容易不易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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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的新發展數位化的新發展

nn 消極消極 ------

uu未合法授權使用，侵犯智財權未合法授權使用，侵犯智財權

uu修改造假，訛誤傳播修改造假，訛誤傳播

nn 積極積極 ------

uu發展保護及防偽技術發展保護及防偽技術

uu發展秘密運用技術發展秘密運用技術

原件

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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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意義資訊隱藏的意義

nn 資訊隱藏資訊隱藏 (Information Hiding)(Information Hiding)

uu將各種資訊藏在另一種資訊之後將各種資訊藏在另一種資訊之後

uu英文英文 ------ steganographystegan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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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意義資訊隱藏的意義

nn 資訊隱藏舉例資訊隱藏舉例 ------ 古典偽裝古典偽裝
uu畫中隱藏摩斯碼畫中隱藏摩斯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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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意義資訊隱藏的意義

nn 資訊隱藏舉例資訊隱藏舉例 ------ 浮水印浮水印
uu看得見的浮水印看得見的浮水印((紙張紙張))

浮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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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意義資訊隱藏的意義

nn 資訊隱藏舉例資訊隱藏舉例 ------ 浮水印浮水印 ((續續))
uu看得見的浮水印看得見的浮水印((數位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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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意義資訊隱藏的意義

nn 資訊隱藏舉例資訊隱藏舉例 ------ 浮水印浮水印 ((續續))
uu看不見的浮水印看不見的浮水印((數位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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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意義資訊隱藏的意義

nn 可被隱藏的數位資訊可被隱藏的數位資訊

uu 多媒體多媒體 ⋯⋯

文字、圖像、聲音、視訊文字、圖像、聲音、視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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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意義資訊隱藏的意義

nn 可隱藏在可隱藏在什麼資訊什麼資訊之後之後

uu 文字文字 ------ 公文、證件公文、證件⋯⋯
uu 圖像圖像 ------ 文件影像、照片影像文件影像、照片影像⋯⋯
uu 聲音聲音 ------ 語音語音、音樂、音樂⋯⋯

uu 視訊視訊 ------ 影片影片、、廣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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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智權保護智權保護 (IP protection)(IP protection)

nn 防偽認證防偽認證 (data authentication)(data authentication)

nn 授權查驗授權查驗 (authorization checking)(authorization checking)

nn 機密運用機密運用 (confidential applications)(confidential applications)

nn 資訊夾帶資訊夾帶(data hiding)(data h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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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智權保護智權保護 (IP protection)(IP protection)

uu 版權保護版權保護 (copyright protection)(copyright protection)
uu 拷貝防阻拷貝防阻 (copy protection)(copy protection)

nn 授權查驗授權查驗 (authorization checking)(authorization checking)
uu 授權追蹤授權追蹤 (fingerprint tracking)(fingerprint tracking)
uu 傳播監視傳播監視 (broadcasting monitoring)(broadcasting monitoring)

nn 防偽認證防偽認證 (data authentication)(data authentication)
uu 真偽辨認真偽辨認 (fidelity verification)(fidelity verification)
uu 竄改偵測竄改偵測 (tampering detection)(tampering detection)

nn 機密運用機密運用 (confidential applications)(confidential applications)
uu 偽裝通訊偽裝通訊 (covert communication)(covert communication)
uu 秘密分享秘密分享 (secret sharing)(secret sharing)

nn 資訊夾帶資訊夾帶(data hiding)(data hiding)
uu 附加索引附加索引 (index hiding)(index hiding)
uu 隨件註解隨件註解 (annotation association)(annotation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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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智權保護智權保護 (IP protection)(IP protection)

uu版權保護版權保護 (copyright protection)(copyright protection)

tt加浮水印加浮水印 ------

商標商標(logo)(logo)、、序號序號((數目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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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智權保護智權保護 (IP protection)(IP protection)

uu版權保護實驗結果舉例版權保護實驗結果舉例

tt加加隱藏式隱藏式商標浮水印商標浮水印

原圖 加隱藏式浮水印
後之結果

浮水印(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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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智權保護智權保護 (IP protection)(IP protection)

uu版權保護實驗結果舉例版權保護實驗結果舉例

tt有有強韌性強韌性浮水印浮水印

JPEG 50% 品質 Gaussian Noise Cropping抽出的校徽 抽出的校徽抽出的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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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智權保護智權保護 (IP protection)(IP protection)

uu拷貝防阻拷貝防阻 (copy protection)(copy protection)

tt加加防止拷貝信號防止拷貝信號 ------

供拷貝機器偵測，以決定是否可以供拷貝機器偵測，以決定是否可以
複製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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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授權查驗授權查驗 (authorization checking)(authorization checking)

uu授權追蹤授權追蹤 (fingerprint tracking)(fingerprint tracking)

tt對每一授權給客戶的影像對每一授權給客戶的影像加入不同加入不同
浮水印浮水印((與客戶有關的圖像或序號與客戶有關的圖像或序號))

tt未來若有侵權，可檢測出哪一客戶未來若有侵權，可檢測出哪一客戶
違法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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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授權查驗授權查驗 (authorization checking)(authorization checking)

uu授權追蹤授權追蹤 (fingerprint tracking)(fingerprint tracking)

影像授權公司影像授權公司

COPY3
浮水印3 COPY4

浮水印4
COPY2
浮水印2

COPY1
浮水印1 COPY5

浮水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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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授權查驗授權查驗 (authorization checking)(authorization checking)

uu傳播監視傳播監視 (broadcasting monitoring)(broadcasting monitoring)

tt對每一授權給客戶的傳播廣告或消對每一授權給客戶的傳播廣告或消
息息((文字、視訊等文字、視訊等))加入加入與客戶有關的與客戶有關的
浮水印信號浮水印信號

tt利用利用浮水印自動監測系統浮水印自動監測系統查驗客戶查驗客戶
是否有依照合約播出是否有依照合約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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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授權查驗授權查驗 (authorization checking)(authorization checking)

uu傳播監視傳播監視 (broadcasting monitoring)(broadcasting monitoring)

視訊授權公司視訊授權公司

COPY3
浮水印3 COPY4

浮水印4
COPY2
浮水印2

COPY1
浮水印1 COPY5

浮水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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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防偽認證防偽認證 (data authentication)(data authentication)

uu真偽辨認真偽辨認 (fidelity verification)(fidelity verification)

tt檢查一影像或視訊是否為原件或偽檢查一影像或視訊是否為原件或偽
造造

tt技術：加入技術：加入驗證用浮水印信號驗證用浮水印信號，，並並
在驗證時查驗該等信號是否存在在驗證時查驗該等信號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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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防偽認證防偽認證 (data authentication)(data authentication)

uu真偽辨認真偽辨認 (fidelity verification)(fidelity verification)

原件影像 加入驗證浮水印之影像 驗證結果(空白表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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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防偽認證防偽認證 (data authentication)(data authentication)

uu竄改偵測竄改偵測 (tampering detection)(tampering detection)

tt檢查一影像或視訊是否曾被改造檢查一影像或視訊是否曾被改造

tt技術：加入技術：加入驗證用浮水印信號驗證用浮水印信號，，並並
在驗證時查驗該信號是否存在在驗證時查驗該信號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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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防偽認證防偽認證 (data authentication)(data authentication)

uu竄改偵測竄改偵測 (fidelity verification)(fidelity verification)

原件影像

加入驗證浮水印之影像 驗證結果(黑區表示竄改處)竄改過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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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防偽認證防偽認證 (data authentication)(data authentication)

uu竄改偵測竄改偵測 ((另一例子另一例子))

tampered image          verification result           extracted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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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機密運用機密運用 (confidential applications)(confidential applications)

uu隱匿通訊隱匿通訊 (covert communication)(covert communication)

tt將秘密資料藏入一張影像之後再做將秘密資料藏入一張影像之後再做
網路傳送，可網路傳送，可保密或欺敵保密或欺敵

tt技術技術：：例如例如對影像像素對影像像素byte byte 數字做數字做
least significant bit (LSB)  least significant bit (LSB)  取代法取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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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機密運用機密運用 (confidential applications)(confidential applications)

uu隱匿通訊隱匿通訊 (covert communication)(covert communication)

tt秘密資料：秘密資料：文字檔文字檔

Original 取代1 LSB 取代2 LSB 取代3 L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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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機密運用機密運用 (confidential applications)(confidential applications)

uu秘密分享秘密分享 (secret sharing)(secret sharing)

tt多人共享一份秘密資料多人共享一份秘密資料((如一張圖如一張圖))

tt須這些人須這些人((或多於一定數目者或多於一定數目者))才能一才能一
起解開秘密共享之。起解開秘密共享之。

tt技術：密碼數學或邏輯運作。技術：密碼數學或邏輯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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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機密運用機密運用 (confidential applications)(confidential applications)

uu秘密分享秘密分享 (secret sharing)(secret sharing)

投影片疊投影片疊
合方式合方式

分享圖分享圖11及及22

密碼分解密碼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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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機密運用機密運用 (confidential applications)(confidential applications)

uu秘密分享秘密分享 ((另一方法另一方法))
 

秘密圖 分享圖 1 分享圖 2

分享圖 3 分享圖 4 分享圖 5

邏輯運作邏輯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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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資訊夾帶資訊夾帶 (data hiding)(data hiding)

uu附加索引附加索引 (index hiding(index hiding))

uu隨件註解隨件註解 (annotation association)(annotation association)

tt將圖片索引及註解隱藏在圖後將圖片索引及註解隱藏在圖後

tt可隨圖移動並方便搜尋可隨圖移動並方便搜尋

tt數位圖書館及醫學影像應用最佳數位圖書館及醫學影像應用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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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資訊夾帶資訊夾帶 (data hiding)(data hiding)

uu附加索引附加索引 (index hiding(index hiding))
uu隨件註解隨件註解 (annotation association)(annotation association)

原圖 加入索引後之圖 加入索引49次之分隔定
位線圖(避免切割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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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的應用資訊隱藏的應用

nn 資訊夾帶資訊夾帶 (data hiding)(data hiding)

uu附加索引附加索引與與隨件註解隨件註解 ((續續))

被切割之圖 用定位線找出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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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討浮水印深入探討浮水印

nn 浮水印性質浮水印性質

uu易脆性易脆性 (Fragility)(Fragility) ------ 無無法抵抗對影像法抵抗對影像
的操作的操作

uu強韌性強韌性 (Robustness) (Robustness) ------ 可以可以抵抗對影抵抗對影
像的操作像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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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討浮水印深入探討浮水印

nn 強韌性強韌性的意義的意義
uu可可抵抗抵抗
tt失真性壓縮失真性壓縮
tt尺寸縮放尺寸縮放
tt旋轉旋轉
tt裁減裁減
tt其他影像處理操作其他影像處理操作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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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討浮水印深入探討浮水印

嵌入浮水印原始
資料

含浮水印

的資料

鑰值

浮水印

nn 一般的嵌入一般的嵌入(embedding) (embedding) 設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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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討浮水印深入探討浮水印

浮水印
抽取

抽取出的

浮水印

鑰值

原始資料

含浮水印

的資料

nn 一般的抽取一般的抽取 (extraction) (extraction) 設計設計



41

數位博物館應用實例數位博物館應用實例

nn 三個層次的資料嵌入法三個層次的資料嵌入法

uu強韌浮水印植入強韌浮水印植入 (Robust watermark (Robust watermark 
embedding )embedding )

uu說明資料植入說明資料植入 (Caption data (Caption data 
embedding )embedding )

uu易碎浮水印植入易碎浮水印植入 (Fragile watermark (Fragile watermark 
embedding)emb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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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博物館應用實例數位博物館應用實例

nn 強韌浮水印強韌浮水印植入植入 ---- 版權保護版權保護

nn 說明資訊說明資訊植入植入 ---- 隨件註解隨件註解

nn 易碎浮水印易碎浮水印植入植入 ---- 竄改偵測竄改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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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博物館應用實例數位博物館應用實例

nn 典藏用典藏用影像影像(archive)(archive)
uu影像的原始版本影像的原始版本
uu保存及再製使用保存及再製使用

nn 瀏覽用瀏覽用影像影像(reference)(reference)
uu線上內容顯示使用線上內容顯示使用

nn 預視用預視用影像影像(thumbnail)(thumbnail)
uu顯示檢視用影像前顯示檢視用影像前
之內容預覽使用之內容預覽使用

數位博物館

數位博物館專案的影像檔格式數位博物館專案的影像檔格式



44

數位博物館應用實例數位博物館應用實例

nn 依三種不同型態的檔案特性設計不同的資依三種不同型態的檔案特性設計不同的資
訊隱藏技術訊隱藏技術 ((研究最困難之處！研究最困難之處！))

nn 整合三種不同用途的嵌入技術整合三種不同用途的嵌入技術

uu首先植入首先植入強韌浮水印強韌浮水印
uu接著植入接著植入說明資訊說明資訊
uu最後植入最後植入易碎浮水印易碎浮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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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博物館應用實例數位博物館應用實例

系統展示系統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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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P 檔隱藏資訊選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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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隱藏資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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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資訊後之結果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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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P 檔抽取資訊選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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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館徽結果畫面抽取館徽結果畫面
抽取館徽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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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註解資訊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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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竄改結果畫面: 未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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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竄改結果畫面: 發現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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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影像認證中心認證中心

nn 各數位資訊處理單位各數位資訊處理單位
uu自行植入訊號自行植入訊號
uu自行驗證自行驗證

nn 『『影像認證中心影像認證中心』』扮演公正單位扮演公正單位
uu重要影像事前在此註冊，並植入訊號重要影像事前在此註冊，並植入訊號
uu爭議發生時在此提供驗證服務爭議發生時在此提供驗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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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影像認證中心認證中心

nn 檢查有疑問的影像，驗證結果會是下列之一檢查有疑問的影像，驗證結果會是下列之一::

uu找不到原單位標誌之影像找不到原單位標誌之影像

uu原單位所屬影像且未被偽改原單位所屬影像且未被偽改

uu原單位所屬影像但被偽改原單位所屬影像但被偽改



56

結論結論

nn 網路存取便利網路存取便利，，二元資料拷貝容易二元資料拷貝容易，，資資

訊數位化問題因此叢生訊數位化問題因此叢生，，須早因應。須早因應。

nn 資訊隱藏技術發展迅速資訊隱藏技術發展迅速，，並有實際應用並有實際應用

需求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