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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对民间社会在印度尼西亚 

 
 

今年早些时候，Rudiantara，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长宣布，政府将很快建立国家网络局

（NCA）。虽然它是如何工作的，或何时会准备尚不清楚细节，Rudiantara表示，该机

构将是从现有的网络安全设备不同，印尼安全事件响应小组对互联网基础设施（ID 

SIRTII）。 ID SIRTII  

是通信与信息技术部为互联网内容以有限的方式为公众监督（以及检查员），其作用

下，一个工作小组。 

 

同时，新规划的机构，国家网络局（NCA）将负责整合网络安全的关键基础设施，能

源公共交通。因此，国家网络署将进行一系列的网络保护，为国有企业的信息化系

统。作为Rudiantara指出，这种发展是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机构，出现提示“......不仅专

注于军事防御，同时也是网络弹性在所有的公共事业。”1在其国防部，印度尼西亚已

经拥有网络运营中心，但其关注的是有限的国防和预防网络战的另一个国家。 

 

国家网络局（NCA）的开始代表政府的举动，包括在国家安全议程的范围更广的网络

保护。这是一步超越“网军”，由Purnomo Yusgiantoro 提出的想法，国防部前部长，或

建议由Tifatul Sembiring， 

通讯的前部长和信息技术“，包括在国家警察网络安全”。2上述两项建议考虑是否有必

要只在国防和执法领域的网络安全。 

 

作为民用机构对开展所有公共部门的网络威胁不断上升的综合保障，这是至关重要的

国家网络局（NCA）也包括广大市民在其安全议程的切身利益。随着技术和网络领域

是对支持的公共政策，并在开放性非常有助于 

 

保护公民社会，计划形成NCA作为网络保护的具体机构，政府需要首先建立在网络保

护的政策框架有利于印尼的民主社会的正常运转。网络安全是互联网用户，其中包括

利益相关者在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日益重要。这种情况下认为，它为印尼

政府为解决保护民间社会在发展网络安全政策势在必行。 

 
 

                                                      
1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5/01/07/govt-set-national-cyber-agency.html, January 7, 2015 
2 http://csis.org/publication/indonesias-cybersecurity-opportunity-deeper-cooperation, November 2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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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化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是指数字信息存储在电子网络的安全性，以及存储和传输信息的网络的安全

性。但是，它是如何精确定义小的共识。网络安全有时互换使用的信息安全，“......从

未经授权的访问，使用，披露，中断，修改或破坏信息和信息系统的保护，以提供机

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3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通常指的是相同的东西。然而，信息

安全所使用的组织和IT专业人士，而网络安全的使用更为普遍的政策辩论，并在信息

安全问题被诬陷为国家安全问题。 

 
 

国际电信联盟（ITU）定义了网络安全性： 

 

“的工具，政策，安全理念，安全保障，指导原则，风险管理方法，行动，培训，最

佳实践，保证和技术，可以用来保护网络环境，组织和用户资产的集合。”网络安全努

力确保组织对在网络环境中相关的安全隐患的安全性和用户的资产实现和维护。一般

的安全目标包括以下内容：可用性;诚信服务，其中可能包括真实性和不可抵赖性[和]

保密。“4 
 

这个定义比信息安全更广一些。而不是仅仅保护信息系统，它还能保护网络空间和网

络用户的资产。它指的是信息系统的不只是固定，而且对信息系统的使用，以 

 

安全的资产。网络安全的概念，目前正在进行深化和扩大使用。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

是以前的技术概念，主要由怪才，IT专业人士，企业，国家，军事，情报和安全机构

进行讨论。概念是现在我们所有的越来越重要，已扩大到包括超过技术社区，企业和

国家的前缩小的担忧。这强调了拓展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网络安全问

题的重要性。 

 

当网络安全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陷害，关于技术和互联网问题进行证券化，带来了到

国家的安全议程。这可能是适得其反。国家行为者可能有在确保信息的利益冲突;军

队，例如，可能要发展攻击性武器，而情报机构可以依靠突破或规避信息安全等，以

                                                      
3 Richard Kissel, Glossary of Key Information Security Terms, 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February 2011 p. 93.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k5H3NsBXIsMC 
4 ITU Resolution 181, Guadalajara, 2010, http://www.itu.int/osg/csd/cyber security/WSIS/RESOLUT ION 
_1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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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更好地surveil他们的目标。网络安全也可以用来保护国家机密和举报人为犯罪的网

络安全威胁。 

 

公民社会可能被边缘化为这样的结果。着眼于国家和它的安全性，“挤出考虑每个公民

的安全，对整个系统的安全性产生不利影响。”5作为一个公民社会，我们必须确保我

们能够利用的概念扩大没有我们的边缘化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作用网络安全。当我们谈

到网络安全，其中的利害关系是民间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和力量。 

 

在印尼的网络威胁 

 

印尼中央统计局记录的国家，这是全球第六大数量的用户中超过80万互联网用户。不

幸的是，高互联网普及率也伴随着若隐若现的安全威胁的认识不足。随着互联网用户

的增加，所以没有恶意软件的数量，得益于无处不在的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应用程序

提供了新的载体感染。 

据印尼通信和信息化部，已经有36.6万美元，在过去三年的网络攻击在印尼。6大部分

的攻击记录的是 

 

在试图窃取数据。不仅影响了企业和政府机构，但所有其他印尼公民也容易受到这种

类型的攻击每天。 

 

相关政策和信息通信技术安全规定的数字仍然非常有限，为了保护ICT行业在印尼的快

速增长。印尼只有两个描述ICT行业安全的立法行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尼在信息通

信技术安全政策和监管滞后。例如，印尼的邻国马来西亚已经通过了计算机犯罪法

（1997年），数字签名法（1997年），远程医疗法（1997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

（1998年），支付系统法案（2003年），个人资料法（2010年）等。7 

 

此外，它很少似乎对公民的保护是在网络安全政策的中心。通信与信息技术部信息安

全局的报告显示，2010年，互联网用户在印尼的86％是网络犯罪的受害者。8更具体地

说，根据 DAKA（研究顾问在网络安全和电子政务）咨询报告在2013年，大多数印尼网

                                                      
5 Dunn Cavelty, “Breaking the Cyber-Security Dilemma: Aligning Security Needs and Removing Vulnerabilitie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April, 2014. 
6 Zainal A. Hasibuan, http://www.slideshare.net/ditkaminfo/iisf-indonesia-national-cyber-security-strategy-v2 
 
7 Ibid 
8 Bambang Heru Tjahjono, http://csirt.stikom-bali.ac.id/download/stmik-CERT13Mei13-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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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威胁的相关网站破坏和经济动机的骗局，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网络攻击。9Nawala 

Nusantara，奠定了基础，对于域名服务器（DNS）提供了一种替代服务，通过发现，

每天有至少100个新的在线诈骗网站进一步证实了这份报告。10 

 

尽管网民们最容易受到网络威胁，解决用户和具体技术困难的漏洞通常不制定网络安

全政策框架，政府主要关注的问题。对于大多数用户在印尼，网络安全似乎是独占IT

专家一个复杂的问题，由于使用的语言和术语往往是高层次的，模糊的，抽象的。一

般大众尚不知情约像钓鱼或诈骗的基本方案像垃圾邮件和恶意软件的威胁基本，更别

说更前沿的黑客像键盘记录或代理劫持的方法。11 

 
 

公民社会以用户为中心的网络安全策略 

 

在印尼网络安全的话语是由国家和企业为主，主要集中在他们的安全，而不是网民公

民社会的安全和。公民社会需要网络安全的把互联网用户的数字安全在其重点中心的

愿景。实现网络安全，保护人权，包括隐私权，同时也确保一个开放和安全的互联网

当务之急是在印度尼西亚建立公民社会。 

 

这也是维护安全，同时保持互联网的开放性是一个挑战。应当指出的是，网络安全不

一定等于过度控制或广泛的监视。网络安全可用于引进和审查制度合法化的模式和规

范此类审查。在俄罗斯，例如，禁止网站的“单一注册”是为了给政府关闭被视为对儿

童有害的任何网站的能力;包括含有儿童色情，关于药物的信息，以及如何自杀的网站

信息。注册表“但是可能导致随机检查网站和言论自由”和“风拦截各类网上政治言论”12 

 

对于互联网通信的高安全性的状态，可能需要限制访问详细记录的个人或组织。这些

文件本身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或保密的组织需求。在美国2001年恐怖袭击后，被要求增

加许多安全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增加安全检查的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的地点，为应

急响应准备好，并在数据收集和公民和移民监控的整体增加。13因此，受试者落入“安

                                                      
9 http://dakaadvisory.com/wp-content/uploads/DAKA-Indonesia-cyber-security-2013-web-version.pdf 
10 http://www.tempo.co/read/news/2013/07/07/096494259/Setiap-Hari-Ada-100-Situs-Penipuan-Online-Baru 
11 Setiadi, F, YG Sucahyo, and ZA Hasibuan.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Indonesia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 Computer Science 6 (2012): 108. 
12 Andrei Soldatov & Irina Borogan, http://www.wired.com/dangerroom/2012/11/russiasurveillance/all/ 
13 Michael O’Neil,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articles/2001/12/winter-internet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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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与隐私'辩论内，和要求，特别是，调查是否有可能建立'由设计人权'的安全策略，

即该调和既安全和人的安全策略权利。 

 

网络安全应该努力保护网民从夸大的监视。这意味着，网络安全策略应兼顾各方利益

的。我们必须确保其行动受到民事和议会监督。民间团体和议员们需要在这方面特别

警惕。一个安全的网络领域的民间社会也意味着要确保网络安全是与其他权利相一致 

 
 

必要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国家网络局可以协同工作着，如果没有监

督，该ID SIRTII在履行作为网络看门狗。 

 

制定民间合适的网络安全方法，构建强大的互联网网络，或利用高科技保护软件将是

不够的。公众意识也同样重要，因为公众参与的网络风险管理可能是一种有效的网络

安全战略的关键要素。这将是一个好主意，为国家网络局，培养网络安全意识与自下

而上的方法，而不是从顶部向下强加它。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与网络安全问题的公众

了解，而且要培养的态度有利于安全，在互联网的利用率。 

 

一个网络安全的心态，由威廉·达顿教授，全球网络安全能力中心的联合主席，在

Oxford大学引进的概念，可以鼓励作为制定网络安全政策的理由。 “作为一种思维定

势，对安全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或不会持续重新审查。它会被视为不作为一个可选

的负担，而是作为开展业务的成本。对于用户来说，这不会是一个特设标准的选择，

而是一种常规和教训作为一个几乎本能反应集“（Dutton, 2014：7）。 

 

这个想法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以更加用户至上的方针，以网络安全的做法。这种观点

对应很好地adagium说，“保护人民的权利，最好的办法是让人们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本

身。”在这种方式中，网络安全是内在的规范性是成为使用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安全使用互联网的行为准则应成为熟悉网络的用户。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像在一个网络

中验证身份，安全地上网冲浪，被惊动了垃圾邮件，或者配备上网设备使用更新的反

恶意软件程序可能仅仅是一个有效的保护。尽管如此，许多用户都一无所知预防和减

少网络灾害风险的重要性。 

 

结论 

 

虽然一般的民间社会应该关注在一个开放的互联网，促进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

由，安全的通信，也符合它的利益。信心的通信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私密使得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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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无需担心被盗资金或信息，或者担心电子监控进行自己的事务。 

 

互联网是防御在支持经济活动和优化社会发展不仅显著，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随着

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中心是公共利益，需要重新定义网络安全的概念。网络安全的话语

应更注重信息安全漏洞，而不是威胁和响应。这一重点将有助于界定什么是网络安全

问题，避免网络安全升级为一个反作用国家安全问题，并把实际的焦点上的所有互联

网用户的保护。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讨论，必须在培育对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辩论。公民社会需要积极

参与国家，区域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和协议的制定。民间社会，学术界和技术界，互

联网用户和内容创作者（网民），私营部门，商业，军事和情报机构都必须出席的讨

论。 

 

成立了国家网络局之前，这将是对政府邀请公共和私营部门（如学术界，工业界，博

客，协会，ISP等）建立更密切的互动与合作战略步骤。它能够创建，涵盖各个方面，

经济，社会，教育，执法技术，外交，军事和情报有关的方面进行全面的互联网政

策。 

 

通过包括更广泛的公众，并把民间社会在网络安全策略的中心，将意味着政府希望技

术以最佳状态被用来维持在印度尼西亚民主社会的连续性。这样一来，国家网络局可

能率先建设网络安全的民间社会在印度尼西亚。有了广泛的权力将举办，让我们希望

它的方向导致一个开放的，全面的，有代表性的政策对印尼网络领域。 

 
 
 

Aulia Nastiti 是研究助理德国亚洲研究中心（DAfz）。从印度尼西亚大学媒体研究获得

了学士学位，她目前正在攻读她的文化研究大师UNIVERSITE D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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