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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論 

1.1. 緣起 

為了因應二十一世紀以知識經濟為主的時代，各國政府無不積極推動

電子化政府以提高行政效能、提升對民眾的服務品質、支援政府再造，進

而提昇國家競爭力、節省成本、加速產業升級、增進國家整體資源利用效

率。為了有效整合政府機關間的申辦業務服務，以滿足民眾一站式服務

（one-stop service）需求，建構一安全的電子化政府互通環境，實為電子化

政府重要的基礎建設。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規範」 (以下簡稱「本規範」)，即為了建立我

國的電子化政府互通環境因應而生，本規範主要有以下幾個用途： 

 作為政府機關建置一服務平臺以負載複雜的跨機關服務整合作業之參

考指引； 

 作為資料或資訊服務提供端及需求端政府機關，建置既有系統轉接介

面的參考指引； 

 作為政府機關建置、更新入口網站的參考指引； 

 作為資訊整合服務廠商提供服務予政府機關的規劃參考指引； 

 作為資訊軟體工具廠商開發工具軟體的參考指引。 

1.2. 目標 

為因應技術及環境的演進，在規範的內容上適切調整，以便更能符合

現況需求，使本規範冀能藉由不斷的精益求精，達成下列目標： 

(1) 滿足各界需便捷、迅速、正確、整合又安全的電子化政府服務之需求。 

(2) 滿足政府入口網站建立一致性的網站風貌、內容管理方法、公務社群

管理與網站建置準則之需求。 

(3) 滿足政府服務流程整合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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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符合經濟效益的前提下，達到對民眾提供一站式服務(one-stop service)

的目標。 

1.3.  範圍 

1.3.1. 規範適用服務模式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的服務導向服務模式，運用由上而下(Top-Down) 

的設計方案，進行服務模式規劃。同時配合服務平臺既有的工具和已完成

的建置功能，進行整體架構的部分修正，降低平臺修正後的導入成本和風

險。 

透過由上而下的方式，有系統的從政府服務業務流程與能力的分析，

到服務導向架構的建置與實作，協助服務平臺在標準的介面下整合現有機

關端的資訊系統，重複利用既有的資訊科技投資，減少資訊成本並提高營

運效率。所以可以將 SOA 導入層次可以對應由上而下的 SOA 設計階段如

下圖所示。 

  

圖 1-1：由上而下 Top-Down 服務導向(SOA)設計 

本規範以服務導向為核心，考量模組化、物件化的需求，將入口網站、

作業平臺及既有系統分別視為三個獨立的服務，其運作的模式可分為四

種：基本服務模式、網站互連服務模式、交叉使用服務模式、平臺互連服

務模式。再搭配實務上的可能情境組合則共有七類，說明如下： 

1.3.1.1. 基本服務模式 

入口網站、服務平臺同屬於一機關內自成一個體系，除既有系統外，

與外部無直接關聯，可視為其運作中最基本之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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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模式下有兩種類型情境： 

 政府機關有入口網站及服務平臺(情境一) 

政府機關有入口網站及服務平臺，如圖 1-2：規範適用情境一示意圖所

示的情境，機關可將入口網站視為前端的呈現系統，將服務平臺視為

後端的業務處理系統，一般而言，不會分開建置為兩套獨立的系統，

如此即無複雜的安全認證問題須處理，可簡化介接安全作業程序。 

  

圖 1-2：規範適用情境一示意圖 

 政府機關僅有既有系統(情境二) 

政府機關僅有既有系統，無入口網站，無服務平臺，如圖 1-3：規範適

用情境二示意圖的情境，既有系統可介接至一共用的服務平臺，將服

務註冊於該處，即可達到服務整合之目的。 

  

圖 1-3：規範適用情境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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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網站互連服務模式 

機關間透過入口網站的網站連結方式相互連結，藉此提供虛擬服務的

模式。 

在此模式下有兩種類型情境： 

(1) 政府機關透過網站連結使用其他機關入口網站服務(情境三) 

政府機關僅有入口網站，無服務平臺，無既有系統，如圖 1-4：規範適

用情境三示意圖所示的情境，只需將其網站連結至其他服務平臺之入

口網站即可虛擬提供服務。 

  

圖 1-4：規範適用情境三示意圖 

(2) 政府機關以入口網站連結提供其他機關服務(情境四) 

政府機關有入口網站及服務平臺，如圖 1-5：規範適用情境四示意圖所

示的情境，將其入口網站連結提供其他機關的網站使用，藉此提供其

他機關虛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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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規範適用情境四示意圖 

1.3.1.3. 交叉使用服務模式 

政府機關藉由入口網站使用其他機關服務平臺所提供的服務，形成入

口網站與作業平臺交叉使用的模式。此模式在應用時應考量執行面之業務

掌管歸屬問題，須有主管機關同意方可為之。在此模式下有兩種類型情境： 

(1) 政府機關由入口網站使用其他機關服務平臺服務(情境五) 

政府機關僅有入口網站，無服務平臺，如圖 1-6：規範適用情境五示意

圖所示的情境，利用其他機關所提供之服務平臺執行相關的服務。 

  

圖 1-6：規範適用情境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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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機關服務平臺服務提供其他機關入口網站使用(情境六) 

政府機關有入口網站及服務平臺，如圖 1-7：規範適用情境六示意圖所

示的情境，機關提供其服務平臺服務給其他機關的入口網站使用。 

  

圖 1-7：規範適用情境六示意圖 

1.3.1.4. 平臺互連服務模式 

政府機關間藉由服務平臺互連的方式，相互使用其他機關服務平臺所

提供的服務，形成不同服務平臺交互使用的模式。此模式在應用時應考量

服務平臺間安全互信的問題。在此模式下有一種類型情境： 

(1) 政府機關服務平臺使用/提供其他機關服務平臺服務(情境七) 

政府機關有入口網站及服務平臺，如圖 1-8：規範適用情境七示意圖所

示的情境，服務平臺利用其他機關所提供之服務平臺執行相關的整合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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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規範適用情境七示意圖 

本規範即基於以上的情境範圍制訂滿足七種組合情況的規範內容。 

1.3.2. 適用原則 

服務平臺為階層式架構，各機關依此架構建置；亦即  行政院研考會

之 e 政府服務平臺為跨部會的資訊交換平臺，而各機關所建置之平臺定位

為機關內部及所屬機關間資訊交換平臺，各機關不應自行建置跨部會資訊

交換平臺。 

1.3.3. 適用對象範圍 

本規範書的使用對象要有下列五類： 

(1) 需建置特定服務目的之政府入口網站的機關或縣市政府。 

(2) 需建置特定服務目的之服務平臺的機關或縣市政府。 

(3) 需進行跨機關資料交換或提供電子化一站式服務的既有系統之權責機

關。 

(4) 需處理跨平臺服務之課題的權責機關。 

(5) 提供電子化政府系統整合服務及中介服務(middle ware)之資訊服務廠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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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規範準則 

本規範係依據以下的準則制訂： 

(1) 互通性準則；此為本規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要確保電子化政府各端

點介接的互通性相關因素，均於規範中述及。 

(2) 彈性準則；主要顧及資訊技術更新極速，從規範最小變更需求幅度的

角度忖思：如何使規範只需因應技術更新進行微調即可。 

(3) 經濟性準則；因政府機關電腦化已行之有年，資訊資源龐雜，所費不

貲，因此本規範以確保現有的資訊系統環境能充份利用為原則。 

(4) 可用性準則；本規範雖不足以為政府機關委外發包的規格，卻可做為

政府機關與資訊廠商發展系統時有力的發展藍圖。 

(5) 品質準則；本規範顧及系統應用與需求的差異性因素，特別制訂基本

的規範準則與功能分級原則，俾於政府機關自行依個別需求與資源限

制條件酌量選用適當的規範內容實施，如此可確保系統發展達於一致

的品質水準。 

1.5. 功能分級原則 

基於應用領域、系統特性及資源不一的差異性因素，本規範中將功能

與機制依其重要性與影響性做成以下四個等級區隔，俾各機關執行計畫時

各取所需而仍能兼顧互通性與一致的品質水準。 

(1) 必須（must）－表無論如何均須依循的基本項目。 

(2) 應該（should）－表應該要滿足的條件，惟受限於資源有限的條件下，

可選擇其他替代方案以達到同樣成效的結果。 

(3) 建議（recommend）－表為求達於完善所作的建議，機關可視資源許可

的條件下為之。 

(4) 選擇性（option）－表機關性質不一而足，純視個別差異性與需求決定

是否考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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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技術標準分類原則與採用版本 

參照英國 eGIF (e-Government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及美國 FEA 

(Federal Enterprise Architecture)之標準分類，將本規範所採用之標準歸納為

六大類，分別為： 

(1) 與人機介面相關之標準稱為「人機介面類」，如與網頁呈現有關的

XSL、XSLT、XForms 屬之。 

(2) 與資訊安全相關之標準稱為「資訊安全類」，如 X.509、SAML 等屬之。 

(3) 與應用訊息相關之標準稱為「應用訊息」，如詮釋資料標準及交換的訊

息標準屬之。 

(4) 定義字集相關之標準稱為「字集類」，如與中文碼轉碼有關的 CNS11643

屬之。 

(5) 網路資訊傳輸之標準稱為「網路互連類」，如與網路傳輸有關的 SSL、

TCP/IP 屬之。 

(6) 應用服務訊息互連相關之標準稱為「訊息互連類」，如與訊息互連有關

的 LDIF、SOAP、WSDL 等屬之。 

此外，針對技術標準的成熟度又可分為兩類： 

(1) 已經成熟的標準，在本規範中列為「採用」的類別。 

(2) 尚未成熟的標準，在本規範中列為「觀察中」的類別。 

本規範中六大類有關的標準與版本統一於下表列，凡規範中所列標

準，均須達於本表中的最低版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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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人機介面類 

表 1-1：人機介面類標準表 

標準 版本 採用 觀察中 

HTML 4.01 V  

CSS Level 1 V  

CSS 
Level 2 

revision 1 
 V 

XSL 1.0 V  

XSLT 1.0 V  

XSLT 2.0  V 

XForms 1.0  V 

PICS 1.1 V  

1.6.2. 資訊安全類 

表 1-2：資訊安全類標準表 

標準 版本 採用 觀察中 

SSL / HTTPS - V  

S/MIME v3 V  

X.509 v3 V  

AES - V  

SAML 2.0  V 

WSS 1.0  V 

XACML 2.0  V 

XKMS 2.0  V 

XML-Encryption -  V 

XML-Digital 

Signature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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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應用訊息類 

表 1-3：應用訊息類標準表 

標準 版本 採用 觀察中 

XML 1.0 V  

XML Schema 1.0 V  

Namespaces in 

XML  
1.1 V  

RSS 2.0 V  

RDF - V  

DCMES - V  

ASN.1 - V  

ISO 8583 - V  

詮釋資料標準 1.04 V  

1.6.4. 字集類 

表 1-4：字集類標準表 

標準 版本 採用 觀察中 

UTF-8 - V  

UTF-16 - V  

CNS 11643 - V  

1.6.5. 網路互連類 

表 1-5：網路互連類標準表 

標準 版本 採用 觀察中 

TCP - V  

IP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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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訊息互連類 

表 1-6：訊息互連類標準表 

標準 版本 採用 觀察中 

HTTP 1.1 V  

FTP/SFTP - V  

SMTP - V  

MIME - V  

SOAP 1.2 V  

MTOM - V  

UDDI 2.0 V  

WSDL 1.1 V  

LDAP V3 V  

LDIF - V  

DSML 2.0 V  

BPEL4WS 1.1  V 

XPDL 1.0  V 

中文碼交換格式  92.3 V  

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 1.06 V  

 

1.7. 服務導向規範架構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透過由上而下的方式進行服務導向規範架構設

計。從業務面規劃服務平臺的服務組合，再從系統面進行平臺服務導向功

能架構設計，最後訂定整體服務平臺規範架構。茲說明如下。  

1.7.1. 服務平臺的服務組合 

服務平臺透過共用模組的開發與標準介面介接技術的訂定，將各服務

項目藉由平臺模組的功能介面整合後，可以變成服務平臺的標準服務介

面。以現有規範及發展藍圖為基礎，透過服務導向設計及輔以電子化政府

發展策略及目標分析，將可定義出服務平臺所應具備的業務能力，由上而

下的找出支援核心流程所需的服務，並做為未來調整與修正的藍圖 

政府服務平臺是以服務導向方式規劃設計，並以使用者和應用系統的

觀點來提出服務。故將服務平臺的服務架構使用業務服務架構進行業務面

及技術面的分層式架構設計服務組合(Service Portfolio)，架構可再分為六大

區塊並說明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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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服務架構表 

服務架構層 說明 

Solution 

方案層 

方案層:主要提供應用系統讓使用者操作平臺

的相關服務介面 

Process Services 

流程服務層 

流程服務層:主要提供人機介面或服務流程方

式彙整相關業務服務 

Capability 

能力服務層 

能力服務層:主要對應業務能力或技術能力來

對應所能提出的服務 

Core Services 

核心服務層 

核心服務層: 主要提供平臺的核心服務訊息

介面給上層服務呼叫使用 

Utility Services 

公用服務層 

公用服務層: 主要為平臺的模組所提供的公

用訊息服務給相關服務使用 

Underline Services 

後端服務層 
後端服務層: 主要為後端既有系統 

 

服務組合的目的是將業務服務架構的對外服務進行列表管控，了解平

臺該服務的關聯性及使用性。未來該服務進行業務或技術修正時可以明確

知道該服務影響的範圍，同時就技術架構可以清楚說明訊息的標準介面。 

故了解服務平臺的服務對象及所提供的核心服務項目，可以規劃出服

務平臺所應具備的服務組合項目為何。 

服務平臺及入口網站的使用對象包括如下: 

 入口網：民眾、特定族群(如老人、女性、原住民等)  

 服務平臺本身：公務機關、公務人員、委外廠商 

服務平臺的主要的核心服務定義如下: 

類型 平臺產品/代理產品 業務 電子化服務 

項目 

單一登入 

電子付費 

流程整合 

目錄服務 

既有系統轉接 

平臺複製 

介接服務 

營運代管 

技術移轉 

技術合作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建置 

元件認證 

電子商務 

- Public Service 

- Private Service 

跨機關資訊 

內容管理資訊 

網路廣告 

服務組合將依據服務平臺的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進行分析後，產生服

務組合清單及相關的核心服務如下表。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改版建置與服務平臺功能整合委外服務案後續擴充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作業規範 

 

  1-14 

表 1-8：服務組合項目表 

服務組合項目 說明 

入口網會員服務 提供會員所有服務 

電子付費服務 提供線上付費服務 

創新 e 化服務整合 提供外部系統服務管控及整合 

內容服務管理 提供機關內容服務的上稿及托播 

平臺介接服務申請 提供介接服務的註冊管理 

既有系統流程管理 提供既有系統的服務服務管控及整合 

訊息發報服務 提供訊息發報的控管與整合服務 

 

1.7.2.   平臺服務導向設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系統架構的規劃設計，主要以 IT 技術架構的觀

點，考量功能性和非功能性為設計原則達成支援電子化政府入口網及跨機

關服務整合的基礎建置，服務平臺並輔以 SOA 服務設計整合各模組，說明

如下。 

 系統功能性需求 

平臺功能架構可再分為四大區塊，包含用戶介面層、應用服務層、平

臺服務層及傳輸介面層。各模組功能架構將以服務導向的架構設計，

打破原有模組的隔離，以電子化政府服務為分類進行 SOA 的設計，如

下圖。 

  

圖 1-9：服務導向(SOA)平臺功能架構延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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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OA 的發展技術與 Façade Services 的技術樣板為基礎，將原有模

組定義為服務邏輯元件，原有的模組介面變為標準的服務介面，達成

SOA 的整合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1-10：服務導向(SOA)平臺功能架構圖 

1.7.3. 規範架構說明 

本規範的架構（如圖 1-11：規範架構示意圖）依據入口網站、服務平

臺、既有系統 3 個服務模組，定為 13 項規範內容，另外再加上 2 項資料與

資訊的基礎建設，構成 15 個部份的規範，其中服務平臺的模組即含括 9 項

規範(相較於規範第一版擴充了帳號管理、內容管理、訊息發報 3 項規範說

明)，其重要性與複雜度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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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規範架構示意圖 

(1) 入口網站規範（Portal，PT）；規範政府機關入口網站以為電子化政府

的查詢與申辦服務窗口，及基本服務需求所應遵循的事項。 

(2) 註冊服務規範（Registry Service，RS）；規範電子化政府各類註冊工作

所需遵循的事項。 

(3) 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規範（Authentication & Authorization，AA）；規範

電子化政府辦理查詢與申辦服務時，各環節作業所須依循的安全認

證、授權管理與一般性安全準則的規範。 

(4) 目錄服務規範（Directory Service，DS）；基於服務平臺複雜的應用與大

量查詢資料的特質，制訂目錄服務規範以因應此類快速查詢的應用需

求。 

(5) 電子支付服務規範（Electronic Payment，EP）；為滿足民眾線上付費的

支付工具提供與帳務作業處理，所制訂的規範。 

(6) 整合服務規範（Services Integration，SI）；為滿足一站式服務需求最關

鍵的服務整合規範。 

(7)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規範（Information Interchange Infrastructure，I3）；為

達到電子化政府互通性目標之關鍵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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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規範（Legacy System Interface，LI）；為安全而順利

的取得既有系統資料與資訊之重要規範。 

(9) 詮釋資料規範（Metadata）；將政府重要的內容資訊以結構化而有系統

的方式組織以因應知識管理需求的規範。 

(10) 應用訊息規範（Message Specification，MS）；為資料與資訊流通的核

心事項之規範。 

(11) 平臺入口規範（Services Entry，SE）；為使平臺使用上能有一致性處理

的入口，因應此需求而制定的規範。 

(12) 內容管理規範（Content Management，CM）；對資訊內容提供良好的管

理，以利儲存、索引、審核、設定、歸檔、移除、上稿及上下架等管

理工作之進行所制定的規範。 

(13) 帳號管理規範（Account Management，AM）；為除了有關帳號的註冊

及其一般性的管理功能外，對使用者帳號的使用情形亦必須納入收

集、稽核等處理，以便達到對帳號管理的目所制定的規範。 

(14) 平臺管理規範 ( Operation Management, OM): 主要提供平臺相關模組

管理機制等項目所制定的規範 

(15) 訊息發報規範 ( Message Management, MM):主動式的服務提供使用者

訂閱政府的訊息(如民眾個人及公眾訊息、政府公務訊息等)並發送訊息

給訂閱者，故因應此需求而制定的規範。 

1.8. 規範使用方法 

本規範所提供的內容係服務平臺發展的指引方針，但不可與政府機關

委外招標規格混為一談。本規範的使用方法概有以下幾方面可資參考： 

1.8.1. 政府機關可用以選擇適當的應用情境 

政府機關規劃提供一站式服務時，可參考「適用情境範圍」，選擇一最

適於自身資源條件與系統特性的應用情境，善用電子化政府環境下的資訊

與服務平臺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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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政府機關可用以度量系統建置的資源需求 

做為政府機關評量建置平臺時的資源需求藍本。本規範所提出的架構

均為關鍵性架構，依據此架構所建構的服務平臺之軟、硬體可視為建置平

臺的基本設施，可有效度量經費分配與資源需求。 

1.8.3. 政府機關做為評量廠商能力與產品適用性的標竿 

作為政府機關評量廠商能力與產品功能的指引。市面上有許多片面神

似於服務平臺功能的產品，但卻不適於電子化政府查詢與申辦服務的用

途，政府機關可以本規範做為一衡量的尺度，審慎決擇。 

1.8.4. 政府機關做為整合電子閘門應用的指引 

電子閘門計畫行之有年，本規範的既有系統轉接介面兼具承上啟下的

特質，可達到電子閘門資料與資訊互通的功效，結合服務平臺的服務整合

功能，解決電子閘門多對多的連結困擾。 

1.8.5. 政府機關用以規劃服務平臺的實施步驟與程序 

由於本規範已將功能與機制做成分級建議，政府機關可以依據必要性

等級規劃服務平臺建置的實施步驟與程序。 

1.8.6. 政府機關做為規劃委外招標文件的規格指引 

政府機關可以依據本規範十個基本架構的內容做為需求指引，進一步

做成招標文件的規格需求。 

1.9. 規範導讀 

閱讀者想了解本規範全貌，基本上應全盤閱讀方可掌握所有相關內

容，但因本規範所說明之內容繁多，本節之規範導讀希望以簡單、有結構

的方式來導引閱讀者有效地閱讀本規範，相信有助於閱讀者以自身角度之

需求取得所需，且更容易瞭解本規範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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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規範導讀方式 

依本規範主要的五個用途劃分，將規範導讀圖示如圖 1-12：規範導讀

方式。可先以第 1 章總論為整體概觀的進入點，再由閱讀者之角色及用途

選擇合適之章節閱讀，如需進階掌握平臺規範之全貌，再依需求閱讀了解

其他章節內容。 

(1) 政府機關建置一服務平臺以負載複雜的跨機關服務整合作業之前 

政府機關或其委外廠商在建置服務平臺之前，先了解第 2 章 註冊服務

規範、第 3 章 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規範、第 4 章 目錄服務規範、第 5

章 電子支付服務規範、第 6 章 整合服務規範、第 7 章 資訊交換基礎

環境規範、第 11 章 應用訊息規範、第 15 章 平臺管理規範、第 12 章 

平臺入口規範後，再依需求就其他相關規範了解內容，主要為第 8章 既

有系統轉接介面規範、第 9 章 入口網站規範、第 10 章 詮釋資料規範、

第 13 章 帳號管理規範，以及第 14 章 內容管理規範和第 16 章訊息發

報規範。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改版建置與服務平臺功能整合委外服務案後續擴充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作業規範 

 

  1-20 

(2) 政府機關建置、更新入口網站之前 

政府機關或其委外廠商在建置、更新入口網站之前，須了解第 9 章 入

口網站規範，其餘規範可依需求再深入了解全貌。資料或資訊服務提

供端及需求端政府機關，建置既有系統轉接介面之前 

政府機關或其委外廠商在建置既有系統轉接介面之前，必須了解第 3

章 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規範及第 8 章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規範，其餘

規範可依需求再深入了解全貌。 

(3) 資訊整合服務廠商提供規劃服務予政府機關之前 

廠商為政府機關規劃服務平臺之前，應全盤了解所有規範再行規劃。

而規劃創新服務時，先了解第 6 章 整合服務規範、第 8 章 既有系統

轉接介面規範、第 9 章 入口網站規範、第 11 章 應用訊息規範、第 12

章 平臺入口規範後，再依需求就其他相關規範了解內容，主要為第 2

章 註冊服務規範、第 3 章 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規範、第 4 章 目錄服

務規範、第 5 章 電子支付服務規範、第 7 章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規範、

第 10 章 詮釋資料規範、第 13 章 帳號管理規範，以及第 14 章 內容

管理規範和第 15 章 平臺管理規範、第 16 章訊息發報規範。 

(4) 資訊軟體工具廠商開發相關工具軟體之前 

在開發服務平臺相關軟體工具之前，可先全盤了解再依廠商需求自行

深入了解相關章節。而開發創新服務相關軟體工具時，基本上同第 4

點之角度，先了解第 6 章 整合服務規範、第 8 章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

規範、第 9 章 入口網站規範、第 11 章 應用訊息規範、第 12 章 平臺

入口規範後，再依需求就其他相關規範了解內容，主要為第 2 章 註冊

服務規範、第 3 章 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規範、第 4 章 目錄服務規範、

第 5 章 電子支付服務規範、第 7 章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規範、第 10 章 

詮釋資料規範、第 13 章 帳號管理規範，以及第 14 章 內容管理規範

和第 15 章 平臺管理規範、第 16 章訊息發報規範。 

 

1.10. 使用情境範例 

服務平臺在提供民眾業務申辦服務之前，需完成機關、機關人員、群

組資訊、業務服務等基本資訊的註冊(或登錄)與儲存後，方能正常運作，因

此，以下分別舉例說明服務平臺的基本資訊部建階段(即「註冊服務情境」)，

與服務平臺運作階段(即「民眾申辦服務情境」)的可能使用情境，俾能幫助

規範使用者瞭解規範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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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註冊服務情境 

註冊服務(參「註冊服務規範」)提供了物件識別碼註冊與管理、機關資

訊註冊與管理、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理、業務服務註冊與管理、群組資訊

設定與管理等功能，並將註冊資訊視其資料特性與需求分別儲存於資料庫

或目錄服務(參「目錄服務規範」)；註冊服務提供三種註冊介面，機關可視

需要選用。整體註冊服務(如圖 1-13：註冊服務情境示意圖)的執行過程說

明如下： 

 

圖 1-13：註冊服務情境示意圖 

(1) 確定服務平臺所需之基本資訊 

在本規範中，所定義的基本資訊包含物件識別碼、機關資訊、使用者

資訊、業務服務的內容資訊及群組資訊。 

(2) 基本資訊註冊或登錄 

基本資訊註冊或登錄前，須先處理身份認證與授權的課題。基本資訊

註冊或登錄的方式有三種，一為使用註冊工具或登錄介面，二為透過

XML 訊息的方式提供資訊，三為應用 web services 的方式，將所需資

訊以服務的方式包裝提供予服務平臺。三種方式簡單說明於下： 

A. 註冊介面或登錄介面：機關可安裝註冊工具進行註冊，較少技術應

用的課題，便於使用。 

B. XML 訊息：較有彈性的註冊方式，但需要熟悉註冊介面的交換訊

息與處理的技術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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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eb Services：由服務平臺將註冊服務以 Web Services 方式包裝並

提供給機關使用，機關需要技術人員以 web services 的方式處理註

冊程序，此方法富於彈性，但不適於性質單純的服務平臺使用。 

(3) 基本資訊儲存與維護 

基本資訊註冊或登錄後，即儲存於資料庫或目錄服務，有異動時則進

行適當的資訊內容維護工作。 

1.10.2. 民眾申辦服務情境 

民眾申辦服務情境如圖 1-14：民眾申辦服務情境示意圖所示，其執行

程序大抵如下： 

 

圖 1-14：民眾申辦服務情境示意圖 

(1) 民眾經由入口網站找到需要申辦的服務項目，並填入基本資料與簽章

後進行申辦。 

(2) 入口網站將民眾的資料以 XML 訊息傳至服務平臺。 

(3) 服務平臺確認民眾身份並授權後，開始辦理。如需繳費，則先行收費，

繳費後始啟動申辦服務流程。 

(4) 服務平臺負責跨機關申辦服務的流程控管(如服務平臺到甲機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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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到乙機關與服務平臺到丙機關等)，包含申辦服務的異常處理、申

辦進度查詢等。 

(5) 申辦服務完成後通知使用者申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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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註冊服務規範 

2.1. 前提 

2.1.1. 註冊服務規範使用前提 

服務平臺的註冊服務機制是為了滿足電子化政府一站式服務所需的複

雜協同運作環境而必須實施的基本項目，屬於服務平臺運作機制的一環，

但註冊服務只須在滿足下列前提下才需進行規劃，如非以下的條件，則可

視為服務平臺內部的基本資訊登錄作業，而不必然遵循註冊服務規範： 

(1) 資料來源分散但有集中管理需要，且有共享資料、檔案或業務服務之

需求者，需使用統一的註冊服務管理。 

(2) 由於註冊服務具有資料來源分散，而集中註冊與管理的特性，並非每

一個服務平臺都需建立註冊服務機制，只有符合集中註冊管理需求的

服務平臺才需參考註冊服務規範，例如部會及縣市政府使用的平臺。 

2.1.2. 需求 

(1) 應能藉由不同的方式達到註冊或登錄之目的。 

(2) 註冊服務應能提供良好的註冊內容管理機制。 

(3) 註冊服務須能做好版本的管理與控制。 

(4) 註冊服務要能滿足基本資訊一致、統一管理及資訊互通共享的要求。 

2.2. 目的 

註冊服務規範針對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的註冊服務系統運作架構做概

念性的規範和定義，以提供政府各種創新 e 化服務在規劃和建置時，有統

一的依循架構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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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範圍 

註冊服務提供與服務平臺相關之資訊的註冊與管理功能，而資訊的儲

存機制應視服務平臺的需求選擇適當的資料庫或目錄服務。 

註冊服務規範的範圍包括三種電子化政府的整合服務： 

(1) 各級政府機構的流程註冊和整合 

(2) 各級政府機構的內容註冊和整合 

(3) 各級政府機構的服務註冊和整合 

2.4. 名詞解釋 

(1) 流程資訊註冊 

流程資訊乃為作業所須進行之相關程序定義，用於記載完成特定目的

而所須進行之相關活動，而機關的流程資訊註冊即為記錄這些流程定

義。 

(2) 內容資訊註冊 

內容資訊通常指政府所提供之公開資訊，必須發佈以讓民眾可以取

得，因此內容資訊註冊即為記錄這些公開資訊之內容。 

(3) 服務資訊註冊 

服務資訊依據本規範之定義，區分成三大類，包含公用服務、應用服

務；公用服務為平臺提供之基礎服務，應用服務則由機關提供；以上

所提之三大類服務皆須於平臺中註冊。 

(4) 業務單元服務(Elementary Services) 

業務單元服務由各機關提供，屬於一站式服務的基本單元；業務單元

服務為提供予民眾之應用而需由各機關支援的單項業務服務，或為政

府機關間為了資料交換的需要而需要各自提供的單項資料交換服務。 

(5) 業務複合服務(Composite Services) 

指的是將兩項以上(含)的業務單元服務經過整合而成的業務服務稱

之，亦屬於一站式服務的基本單元；組成業務複合服務的業務單元服

務並無流程的關係，而是同時要求多個業務單元服務執行功能並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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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結果。 

(6) 一站式服務(One-Stop Service) 

一站式服務為一完整的應用，指自然人或法人依各別需要，透過單一

窗口一次完成政府各機關所提供的多項服務。一站式服務可由一個以

上(含)的業務複合服務與(或)業務單元服務組成。 

(7) 物件識別碼 

物件識別碼(Object Identifier, OID)依ASN.1（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1）

所述，是一種識別網際網路物件的編碼方法，使得所有網際網路的物

件具有獨一性與識別性。物件識別碼的編碼方式以樹狀結構為基礎，

每個節點(node)自行管理其子樹(sub-tree)的編碼。 

(8) 物件識別碼目錄資訊樹 

物件識別碼是以樹狀結構儲存與表示，該樹狀結構就稱為「物件識別

碼目錄資訊樹」。全世界有一個唯一的「物件識別碼目錄資訊樹」，所

有物件識別碼皆是由該「物件識別碼目錄資訊樹」往下延伸而來。「物

件識別碼目錄資訊樹」任一節點皆可切分一個子節點並授權予他人使

用。 

(9) 機關資訊 

指政府機關組織資訊。 

(10) 使用者資訊 

使用者資訊包含民眾、法人與政府機關人員的基本資訊。 

(11) 社群資訊 

社群資訊即代表某些共同性質的個人所組成的資訊集合，例如：學生、

兒童、各機關人員等。若某角色之使用權限設定給某社群時，表示該

社群內所有的帳號可使用該角色所對應之所有功能。 

(12) 物件識別碼註冊與管理 

負責服務平臺上之物件識別碼的註冊與管理相關功能。 

(13)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理 

在「註冊服務規範」中業務單元服務與業務複合服務統稱「業務服務」，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理」即負責業務單元服務之註冊與管理的相關功

能，包含業務服務註冊、服務流程設計、服務流程部署與業務服務的

權限設定等功能。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改版建置與服務平臺功能整合委外服務案後續擴充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作業規範 

 

  2-4 

(14) 機關資訊註冊與管理 

註冊服務規範中負責機關資訊之註冊與管理的相關功能。 

(15) 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理 

註冊服務規範中負責有關使用者資訊的註冊與管理相關功能。 

(16) 社群資訊註冊與管理 

註冊服務規範中負責社群資訊之註冊與管理的相關功能。 

2.5. 原則 

(1) 所有有關民眾申辦業務的電子化政府服務均須統一到主管機關指定的

特定平臺進行註冊。 

(2) 業務單元服務的註冊須依循註冊服務規範。 

(3) 已註冊的業務單元服務或業務複合服務不可移(刪)除，只能以廢止或停

用標示其狀態。 

(4) 業務服務註冊前，服務平臺主管機關與業務服務提供機關間，或業務

服務供需雙方的機關間，須先進行協商，以達成認證授權與使用規則

的協議，協議授權的內容至少應包括： 

A. 業務服務的授權對象，業務服務提供者對業務服務使用者的授權。 

B. 使用角色並定義使用者群組關係。 

C. 使用者的授權資訊。 

(5) 所有業務單元服務須透過註冊程序包裝成業務複合服務。 

(6) 凡需註冊的資訊或物件均須包含一「物件識別碼」以供識別。 

(7) 「物件識別碼」編碼方式必須符合 ASN.1 標準。 

(8) 各服務平臺的「物件識別註冊與管理」須自行制訂其業務服務的物件

識別碼的分類原則。 

(9) 使用者資訊的註冊服務須能結合單一簽入(Single sig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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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必須保障使用者資訊的隱私性，使用者註冊之資訊皆須經由正式的授

權程序才能使用。 

(11) 有關使用者個人資料檔案的保護必須遵照法務部頒訂之「電腦處理個

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辦理。 

(12) 民眾以身分證字號為使用者帳號。 

(13) 法人以統一編號為使用者帳號。 

2.6. 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進行註冊服務之相關規範文件閱讀時建議以本文件為總規範之外，與

註冊服務相關之規劃文件為：平臺_公開資訊註冊服務系統規劃報告_v1.01

與服務平臺規劃報告 1.04 版。 

 

圖 2-1：註冊服務相關規範文件導引示意圖 

 平臺_公開資訊註冊服務系統規劃報告_v1.01 

此規劃報告內容主要為描述平臺之業務服務註冊與儲存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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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平臺規劃報告 1.04 版 

此規劃報告內容主要為規劃平臺註冊服務模組之架構及功能，可作為

平臺開發時之設計指引。 

2.7. 基本規範 

2.7.1. 服務平臺之「物件識別碼」編碼與命名原則 

2.7.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2.7.1.2. 功能 

服務平臺必須有一套平臺之物件識別碼(OID)編碼原則，提供平臺上註

冊之各類物件一個唯一之物件識別碼，以供作為其身份識別與管理之用。 

「物件識別碼」的架構如圖 2-2：服務平臺之「物件識別碼」架構示意

圖所示：中華民國「物件識別碼目錄資訊樹」由「中華民國物件識別碼主

管機關」所維護。在主管機關切分節點予服務平臺，並授權由服務平臺管

理後，兩者之間並無任何溝通需求。 

「物件識別碼註冊與管理」取得所切分的節點之後，須建立一儲存機

制，以儲存及管理其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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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服務平臺有使用物件識別碼的需求時，由「物件識別碼註冊與管理」

提供「物件識別碼」的註冊、申請、查詢及修改的功能。 

 

服務平臺 

物件識別 

管理 

中華民國 OID 
目錄資訊樹 

切分節點 

 

圖 2-2：服務平臺之「物件識別碼」架構示意圖 

服務平臺之「物件識別碼編碼原則」如下： 

(1) 「物件識別碼」表示方式為「點隔式」(dot separate)。如：2.16.886.101。 

(2) 依據我國政府 OID 的規劃，我國政府 OID 是以 2.16.886.101 為起點。 

(3) 「電子化政府物件識別碼目錄資訊樹」的第一層編碼為服務平臺從我

國政府 OID 所切分到的物件識別碼節點，例如： 

(4) 2.16.886.101.10001 為服務平臺第一層的節點。 

(5) 「電子化政府物件識別碼目錄資訊樹」的第二層子樹為大分類，舉例

如下(非正式編碼方式)： 

A. 業務服務編碼為 2.16.886.101.10001.1，其中 2.16.886.101 為中華民

國政府的 OID，10001 為服務平臺的 OID，1 為業務服務的 OID。 

B. 模組編碼為 2.16.886.101.10001.2，其中 2.16.886.101 為中華民國政

府的 OID，10001 為服務平臺的 OID，2 為模組的 OID。 

C. 人員編碼為 2.16.886.101.10001.3，，其中 2.16.886.101 為中華民國

政府的 OID，10001 為服務平臺的 OID，3 為人員的 OID。 

而第三層以下的分類再由第二層的特性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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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一個子樹的節點的編碼皆以流水號方式編碼，數字由 0 開始，為方

便資料庫設計欄位之長度，應限制編碼長度。 

服務平臺之「物件識別碼命名原則」必須符合 ASN.1 及中華民國的物

件識別碼命名規則標準。例如： 

(1) 物件識別碼的名稱以英文表示，大小寫有分別。 

(2) 物件識別碼的名稱使用 ASCII code 命名。 

(3) 物件識別碼的名稱內不得有空白及% $ # @ ! ^ & * ( ) { } [ ] \ | + = - _ ` 

~ ; : ‘ “ , < . > / ? 等字元。 

2.7.2. 物件識別碼註冊與管理原則 

2.7.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2.7.2.2. 功能 

物件識別碼註冊與管理，主要是負責平臺上註冊之各類物件制訂與管

理其物件識別碼編號，其原則如下： 

(1) 必須依照服務平臺的物件識別碼編碼原則，提供平臺各類註冊物件一

個唯一之物件識別碼。 

(2) 必須提供平臺管理人員檢視平臺物件識別碼編碼狀態之功能。 

2.7.3.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理原則 

2.7.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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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2. 功能 

平臺上之業務服務包含業務單元服務、業務複合服務及一站式服務，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理主要負責平臺上之服務註冊及服務資訊維護與管理功

能，其原則如下： 

(1) 必須提供各類業務服務之註冊功能，可將業務單元服務、業務複合服

務及一站式服務註冊至平臺上，提供予民眾、法人或機關使用。 

(2) 業務複合服務註冊時，需確定所涵蓋之業務單元服務皆已被註冊至平

臺上，且其狀態為啟用。 

(3) 一站式服務註冊時，需確定所涵蓋之業務單元服務及業務複合服務皆

已被註冊至平臺上，且其狀態為啟用。 

(4) 對於已註冊之業務服務需提供服務生命週期管理之功能。 

(5) 必須提供服務資訊之修改功能。 

(6) 必須提供業務服務之服務檔案查詢功能。 

2.7.4. 機關資訊註冊與管理原則 

2.7.4.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應該」的等級。 

2.7.4.2. 功能 

政府各機關單位應於使用平臺所提供之服務前，先至平臺進行註冊之

工作，機關資訊註冊與管理即負責提供機關資訊之註冊、異動及查詢等功

能，其原則如下： 

(1) 必須提供機關資訊之註冊功能，可將機關資訊註冊至平臺上。 

(2) 必須提供機關資訊之維護及管理功能，供管理人員進行機關資訊之維

護管理作業，包括機關資訊刪除、異動及查詢等功能。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改版建置與服務平臺功能整合委外服務案後續擴充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作業規範 

 

  2-10 

2.7.5. 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理原則 

2.7.5.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2.7.5.2. 功能 

平臺上之使用者包含民眾、公務員及法人，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理負

責提供平臺之使用者將其資訊註冊至平臺，及提供已註冊之使用者，管理

其註冊資訊之功能，原則如下： 

(1) 必須提供使用者資訊之註冊功能，可將使用者資訊註冊至平

臺上。除必須提供電腦版(PC)之會員帳號註冊之功能外，建議視應用

需求，提供使用者持行動裝置以行動版網頁(Mobile Web)方式進行會員

帳號註冊之功能。 

(2) 必須提供使用者資訊之維護及管理功能，可對於已註冊之使用者資訊

進行維護管理作業，包括使用者資訊刪除、修改及查詢等功能。 

2.7.6. 社群資訊註冊與管理原則 

2.7.6.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建議」的等級。 

2.7.6.2. 功能 

平臺上之社群包含由公務人員所組成的公務人員社群及由民眾所組成

的民眾社群兩種，社群資訊註冊與管理主要負責提供社群資訊註冊、維護

及管理之功能，其原則如下： 

(1) 必須提供社群資訊之註冊功能，可將社群資訊註冊至平臺上。 

(2) 必須提供社群資訊之維護及管理功能，包括社群關閉、社群人員維護

及社群資訊查詢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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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註冊服務運作方法與程序 

2.8.1. 註冊服務運作程序 

為達到集中且容易管理之平臺資訊註冊與管理，業務服務資訊、機關

資訊、使用者資訊及社群資訊之註冊與管理應依循統一之運作程序，如圖 

2-3：服務平臺註冊服務之運作概念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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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服務平臺註冊服務之運作概念圖 

說明： 

(1) 使用者或平臺管理人員送出業務服務註冊與管理、機關資訊註冊與管

理、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理及社群資訊註冊與管理需求。 

(2) 註冊服務接受到此註冊與管理需求後，呼叫認證授權服務進行認證與

授權作業。 

(3) 確認身份後，註冊服務即進行相關之註冊與管理處理作業：進行註冊

作業時，產生並給予該註冊之物件一個物件識別碼，並將註冊資訊寫

入平臺後端之儲存庫(如：目錄服務或資料庫)；資料異動作業時，更新

後端儲存庫之註冊資訊；查詢作業時，至後端儲存庫查詢相關註冊資

訊。 

(4) 回覆註冊與管理作業處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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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務執行時期，整合服務、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及電子支付服務會至註

冊服務查詢服務相關資訊。 

2.8.2. 註冊服務之介接 

2.8.2.1. 註冊服務與認證授權服務之介接 

如圖 2-3：服務平臺註冊服務之運作概念圖所示，註冊服務於註冊與管

理作業時，需呼叫認證授權服務進行使用者身分之認證與授權作業。 

2.8.2.2. 註冊服務與目錄服務之介接 

若註冊服務後端之儲存庫以目錄服務實作時，則註冊服務於處理註冊

與管理作業時，需呼叫後端之目錄服務功能，進行註冊資訊之新增、異動

及查詢作業。 

2.8.2.3. 註冊服務與整合服務、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及電子支付服務之介接 

平臺業務服務之執行時期，整合服務、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及電子支付

服務需至註冊服務查詢服務檔案之相關資訊。 

2.9. 註冊服務提供之功能服務 

物件識別碼註冊與管理針對服務平臺上所有註冊資訊提供物件識別碼

管理機制，負責發送業務服務、機關與使用者等服務平臺物件所需之物件

識別碼並進行管理，作為服務平臺中資訊識別的依據。 

社群資訊、業務服務管理與機關資訊管理等相關註冊資訊儲存於目錄

服務或資料庫中，作為往後認證授權之依據。詳細說明如後。 

2.9.1. 物件識別碼註冊與管理 

2.9.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2.9.1.2. 功能 

(1)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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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使用者線上查詢「物件識別碼」的相關資訊。物件識別碼為公開

資訊，開放給所有人查詢。 

(2) 申請 

提供使用者線上申請「物件識別碼」的功能。 

(3) 註冊 

提供管理者將一個新的「物件識別碼」註冊到電子化政府「物件識別

碼目錄資訊樹」中的功能。註冊物件識別碼前必須通過審核程序。 

(4) 修改 

提供系統管理者修改「物件識別碼」的功能。修改物件識別碼必須通

過審核程序。 

2.9.2.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理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理模組主要是提供服務平臺一致化的業務服務註冊

模式(如圖 2-4：業務服務註冊與管理架構示意圖所示)。 

 

圖 2-4：業務服務註冊與管理架構示意圖 

圖中虛線的部分為非註冊服務規範的範圍，但與註冊服務具有關聯

性，功能架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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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1. 註冊介面 

2.9.2.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2.9.2.1.2. 功能 

註冊介面接受業務服務註冊資訊應為開放性的架構，允許多種管道進

行註冊： 

(1) 軟體工具：由業務服務註冊與管理模組提供註冊軟體工具將服務資訊

輸入與傳入業務服務管理模組中進行註冊。 

(2) 應用訊息(XML Message)：訂定業務服務註冊之應用訊息標準，並依據

該應用訊息標準之 XML schema 制訂業務服務註冊之應用訊息進行服

務註冊。 

(3) 網路服務(Web Services)：將業務服務管理模組提供的註冊功能包裝成

網路服務(Web Services)，提供服務註冊功能。 

2.9.2.1.3. 介接標準 

(1) 註冊介面如藉由網路服務(Web Services)方式傳輸註冊資訊，訊息包裝

必須符合 SOAP 的規格標準，否則訊息內容必須符合應用訊息標準。 

(2) 訊息內容必須針對業務服務註冊與管理需求制訂標準的應用訊息。 

2.9.2.2. 服務註冊 

2.9.2.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2.9.2.2.2. 功能 

服務註冊負責處理業務服務的註冊、查詢、停用、啟用與廢止要求，

除業務服務查詢外，服務註冊必須對服務提供者或流程設計者進行身份認

證與權限檢查。服務註冊功能詳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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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註冊 

當業務複合服務進行註冊時，其所涵蓋的業務單元服務必須已經註冊

且未被廢止或停用，並對業務服務的應用系統的權限進行設定。 

(2) 查詢 

提供業務服務內容(Service Content)的查詢。 

2.9.2.2.3. 修改 

(1) 業務服務修改前應先停用欲修改之業務服務。 

(2) 當業務單元服務進行修改時，除了停用該業務單元服務外，如果該業

務單元服務有被其他業務複合服務涵蓋時，亦必須先停用其他的業務

複合服務才能進行修改。 

2.9.2.2.4. 停用 

當業務單元服務進行修改時，除了停用該業務單元服務外，如果該業

務單元服務有被其他業務複合服務涵蓋時，亦須先停用其他的業務複合服

務才能進行修改。 

2.9.2.2.5. 啟用 

業務複合服務啟用前，必須先檢查是否其涵蓋的業務單元服務已經全

部啟用。 

2.9.2.2.6. 廢止 

業務單元服務廢止前，如果有其他業務複合服務涵蓋該業務單元服

務，必須先檢查其業務複合服務已經廢止或要求業務複合服務進行修改。 

2.9.2.3. 服務權限設定與維護 

2.9.2.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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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3.2. 功能 

(1) 新增服務角色（Role） 

服務以角色來代表某些權限，一角色對應多個服務功能，如論壇服務

中可能有版主的角色，此角色所對應的功能為讀信、刪信等。角色所

授權可以使用的對象可對應多個群組(群組代表某些共同性質的個人所

成的集合，通常具備相同權限)及個人(參「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理」一

節)。 

(2) 刪除服務角色（Role） 

服務中某一角色不再使用時，需經由程序進行刪除的動作。 

(3) 變更服務角色（Role） 

變更服務某一角色之屬性資料。 

(4) 查詢服務角色（Role） 

查詢服務所定義角色之屬性資料。 

(5) 維護存取服務角色（Role）之群組 

設定可以存取角色權限的群組（Group）。 

(6) 變更可以存取角色權限的群組（Group） 

(7) 查詢可以存取角色權限的群組（Group） 

2.9.2.4. 服務內容與資訊管理 

2.9.2.4.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2.9.2.4.2. 功能 

服務內容與資訊管理負責儲存與管理的資訊包含： 

(1) 服務內容 

所指為詮釋資料所描述的業務服務內容，包含服務的基本資料，如服

務名稱、服務描述、服務實際位址與服務使用的安全等級設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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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表單資料欄位 

有關服務表單欄位資訊包含民眾查詢與申辦服務所需使用的表單資料

欄位，建議採 W3C XForms 標準制訂。 

(3) 付費資訊 

包含服務進行時付費所需之資訊。 

2.9.2.5. 服務流程設定 

2.9.2.5.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2.9.2.5.2. 功能 

請參照「整合服務規範」之「服務流程設定」段落。 

2.9.2.6. 儲存 

2.9.2.6.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2.9.2.6.2. 功能 

業務服務註冊所產生的業務服務內容與資訊均儲存於資料庫中，就服

務平臺而言，資料庫可以使用目錄服務的方式，請參照「目錄服務規範」。 

2.9.2.7. 認證授權 

2.9.2.7.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2.9.2.7.2. 功能 

接受服務註冊模組的要求對進行服務註冊的服務提供者或服務流程設

計者進行身份認證與授權，確認該使用者有權限進行服務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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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機關資訊註冊與管理 

2.9.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應該」的等級。 

2.9.3.2. 功能 

政府機關資訊應於平臺使用前即先完成註冊的工作，其註冊與管理功

能包含新增、刪除、異動、查詢等，說明於後。 

政府機關資訊管理如使用統一的政府機關目錄樹，則宜依循「目錄服

務規範」執行，依目錄服務規範所述，機關資訊儲存機制為政府機關目錄

服務樹（GDIT）之一部分；內含所有政府機關組織根據政府組織架構定義

政府機關目錄服務樹，可包含中央政府組織架構及地方政府組織架構。 

(1) 新增機關 

新增一個機關到機關樹中，介面中需有欄位供指明新增的機關要位於

機關樹的何處，以及其他相關的機關基本資料欄位。 

(2) 機關的刪除註記 

機關樹中針對一個指定機關的刪除註記。 

(3) 異動機關 

異動機關的基本資料。 

(4) 搬移機關樹 

將一機關及其下所屬機關全部搬移至另一機關之下。 

(5) 查詢機關 

透過機關代碼查詢指定機關的基本資料。 

2.9.4. 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理 

2.9.4.1. 民眾與法人註冊與管理 

2.9.4.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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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1.2. 功能 

提供民眾與法人進行註冊的服務，註冊資訊應包含使用者帳號與使用

者預設檔，建議事項如下： 

 註冊要求必須先檢查該使用者是否已經註冊過，已註冊之使用者不

能再註冊，以維持單一的使用者帳號。 

 查詢要求應視使用者之意願，決定是否將個人資訊公開查詢，否則

必須以使用者的隱私權為優先考量，只有使用者本身才能進行查詢

要求。 

 異動要求必須先經過認證授權模組的身份驗證，通過之後才能進行

異動。 

 刪除要求必須先經過認證授權模組的身份驗證，通過之後才能進行

刪除。 

功能描述如下： 

(1) 新增使用者 

新增一位使用者資訊。 

(2) 刪除使用者 

將使用者資訊刪除。 

(3) 使用者異動 

將修改後之使用者資訊儲存。 

(4) 使用者查詢 

查詢使用者的基本資訊。 

2.9.4.2. 機關人員註冊與管理 

2.9.4.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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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2.2. 功能 

為因應新的政府單位之人員註冊與異動或一般會員之註冊與異動，機

關人員註冊需提供人員註冊與維護的程序，分述於下： 

(1) 新增人員 

新增並儲存機關人員的資訊，介面中需有欄位供指明新增的人員要位

於實際儲存的位置，以及其他相關的人員基本資料欄位。 

(2) 刪除人員 

刪除一個指定的人員。 

(3) 異動人員 

異動人員的基本資料。 

(4) 查詢人員 

查詢指定人員的基本資料。 

2.9.5. 社群資訊註冊與管理 

2.9.5.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建議」的等級。 

2.9.5.2. 功能 

(1) 新增社群（Community） 

社群代表具有某些共同目標的個人所成的集合，例如：學生、兒童、

各機關的科長、資訊人員等。同一個社群通常有共同的討論議題及溝

通機制 

(2) 刪除社群（Community） 

若某一社群不再使用時，需經由程序進行刪除的動作，以減少重複性

資料的存取。 

(3) 變更社群（Community）屬性 

變更已定義之社群屬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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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詢社群（Community） 

查詢已定義之社群資訊。 

2.10. 引用標準 

2.10.1. 採用的標準 

(1) XML 1.0 以上(含) 

(2) XML schema 

(3) SOAP 1.2 以上(含) 

(4) UDDI 2.0 以上(含) 

以上標準版本需逐年檢視。 

2.10.2. 觀察中的標準 

無 

2.11. 訊息標準 

本標準規範必須考量一般安全運作模式（非 Web Services 模式）與 Web 

Services 安全運作模式，依據不同目標使用不同之訊息標準，整理服務平臺

必須支援標準如下： 

表 2-1：安全運作模式的標準彙整表 

目標 一般運作模式的標準 Web Services 運作模式的標準 

業務服務註冊 
XML 1.0 以上 

XML schema 

SOAP 1.2 以上(含) 

UDDI 2.0 以上(含) 

機關資訊註冊 
XML 1.0 以上 

XML schema 
無 

使用者資訊註冊 
XML 1.0 以上 

XML schema 
無 

社群資訊註冊 
XML 1.0 以上 

XML schema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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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規範 

3.1. 前提 

3.1.1. 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前提 

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為共通作業平臺之建構不可缺的部份，凡與作業

平臺互動之系統必須依循本規範，並信賴認證授權服務之運作。 

3.1.2. 需求 

為確保所有與作業平臺互通之系統資訊流安全，其需求如下： 

(1) 防止非經授權存取系統資料或使用系統服務。 

(2) 避免訊息在傳送過程中遭非授權之第三者攔截讀取或遭變造。 

(3) 避免惡意人士透過網路攻擊方式攻擊作業平臺或機關系統，造成平臺

無法正常提供正常服務。 

(4) 能夠確認訊息發送者身份，並使訊息發送具法律效力。 

(5) 建立端點對端點之安全（End-To-End Security）機制。 

(6) 保障隱私權及個人資料安全。 

(7) 作業平臺之安全需定期檢視與維護，以保障平臺內容與服務運作的永

續性。 

3.2. 目的 

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規範目的在提供一集中式安全控管機制，旨在滿

足以下的特性： 

(1) 訊息之機密性(Confidentiality) 

(2) 訊息之完整性(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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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訊息之不可否認性(Non-repudiation) 

(4) 單一簽入(Single Sign-On) 

(5) 認證(Authentication) 

(6) 授權(Authorization) 

3.3. 範圍 

「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規範適用範圍為參與作業平臺運作之系統。

例如：作業平臺與各機關既有系統服務間的運作、作業平臺與入口網站間

的運作、其它入口網站與作業平臺的運作、使用者瀏覽介面與平臺間的運

作等。 

3.4. 名詞解釋 

(1) 訊息機密性 

訊息在傳輸或儲存的過程中不被非法之使用者謮取。 

(2) 訊息完整性 

訊息發送端傳送至訊息接收端時內容皆相同。 

(3) 訊息不可否認性 

訊息經由特殊機制處理後再發送，因此使用者不能否認其已發送過之

訊息，並具法律效力。 

(4) 認證憑據（Credential） 

使用者提供作業平臺辨識身份之基礎，如電子憑證、帳號密碼等。 

(5) 認證 

作業平臺提供辨識使用者身份之運作機制。 

(6) 授權 

系統依據使用者之身份給予存取資源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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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單一簽入 

為有效管理使用者身分之識別，避免使用者在使用不同系統時，需要

個別登入各系統，而設立的簽入管理機制。使用者使用系統服務時，

僅需簽入一次後，即可跨越不同的系統服務。 

(8) 數位憑證 

依『電子簽章法』所發行，做為辦識證明使用者之憑據，且此憑據可

在現行電腦網路環境中使用。 

(9) 數位簽章 

以數位憑證對電子文件進行數位簽章，以確保文件之不可否認性。 

(10) 通訊層訊息加密 

以 SSL 或其他加密技術，確保通訊過程不會中途被攔截，只有通訊的

兩端可以解讀文件其中的內容。 

(11) 平臺安全憑據 

為達到單一簽入、認證與授權功能，認證授權服務在完成辨識使用者

身份後，即產生一憑據，此憑據為一 XML 訊息，其中記錄認證與授權

資訊。服務提供端可依此憑據做為是否提供資源的依據。 

(12) 入口網站 

為電子化政府服務民眾之窗口，網站本身不包含直接服務民眾之應用

系統，而利用網際網路科技將跨政府機關之各項服務，整合於單一服

務窗口。 

(13) 客戶端安控模組 

負責提供憑證認證憑據以做為作業平臺辨識身份之基礎。 

(14) 應用程式介面 

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API)，以程式庫(Library)

的方式所定義之通訊介面，通常作為系統中內部子系統互通之解決方

式，或者未採用特定通訊標準之外部通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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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原則 

(1) 參與作業平臺之系統必須依循本安全規範。 

(2) 參與作業平臺之系統必須信賴認證授權服務所核發之「平臺安全憑

據」。 

(3) 必須訂定各類型服務之統一安全等級。 

(4) 作業平臺須有授權管理中心，負責作業平臺上所有資料、系統、服務

及資源的授權管理。 

(5) 作業平臺須依據授權管理原則制訂充份保障隱私權的授權管理辦法。 

(6) 認證授權服務必須由具有公信力之機構執行之。 

(7) 作業平臺必須制訂安全政策（Security Policy），以確保系統之互通性，

並可適時調整。 

(8) 為防止加密機制遭破解，加密演算法、金鑰長度等安全政策必須在必

要時得以更換之。 

(9) 所有的密碼演算法及金鑰管理應依循國際標準或政府規範。 

3.6. 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進行認證授權之相關規範文件閱讀時建議以本文件為總規範之外，與

授權管理相關之規劃文件為授權管理規劃報告_v1.02，與單一簽入相關之規

劃文件為單一簽入規劃報告_v1.02 以及單一簽入規劃報告_v1.02(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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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規範

模組名稱AA

授權管理 單一簽入

平台_電子化政府共通作
業平台規範_v4.02

平台_單一簽入規劃報告_v1.02

平台_單一簽入規劃報告_v1.02附錄

授權管理規劃報告v1.02

 

圖 3-1：相關規範文件導引示意圖 

 授權管理規劃報告_v1.02 

授權管理規劃報告主要目的是來針對共通作業平臺（以下簡稱平臺）

與藉由平臺所提供的各項服務資源所有使用者，管理者的「授權」方

式、可用的資訊資源、使用範圍與稽核辦法，訂定一個明確的規定與

作業法則，以利未來共通作業平臺與相關的服務在使用、管理與維運

上有一參考的準則。本規劃報告是以平臺與相關應用服務在系統管

理、應用程式、資訊中介與內容管理四個方向與授權管理相關的需求

進行分析，再定義其中的授權管理的規則(Policy)、角色、相關結構進

而訂定平臺上系統管理與應用服務上不同角色之權限與管理方式。 

 單一簽入規劃報告_v1.02 

單一簽入規劃報告目的在於討論共通作業平臺之「單一簽入」之目標、

需求、實作原則、功能與非功能性等相關規劃細節，並提供後續建置

進行之依據。單一簽入之作用係指使用者存取服務時，對共通作業平

臺上需要安全認證之服務或資料者，進行簽入認證身分的動作，在使

用者登入後，即可瀏覽採用平臺認證機制或透過互信認證的政府機關

（網站）所提供之各項網路服務而不需再度簽入。本規劃報告將僅討

論使用者的認證簽入，並不包括服務流程串接時的所必須進行的服務

認證入。而在使用者通過系統認證後的服務使用授權已於整合服務規

劃報告與授權報告中討論，相關細節可參考其內容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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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基本規範 

3.7.1. 認證（Authentication） 

3.7.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3.7.1.2. 功能 

認證功能必須可正確地識別資料來源體，並確保資料來源體之唯一

性。其原則如下： 

(1) 必須支援帳號/密碼認證模式 

A. 必須訂定使用者帳號/密碼之申請核發流程。 

B. 密碼之核發必須能確定為使用人所取得。 

C. 必須訂定使用者帳號之密碼管理政策；例如：密碼的長度、時效、

編碼原則、…等。 

D. 密碼之儲存不能以明碼方式儲存。 

E. 必須提供多元管道協助會員於忘記登入密碼時重設密碼；例如： 

(A) 將重置密碼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至會員註冊時通過驗證之電

子郵件信箱  

(B) 將重置密碼以簡訊方式發送至會員註冊時提供之手機門號 

(C) 以註冊時提供之預設問題/答案做為重置密碼之認證依據後，

系統將重置密碼發送至會員指定的電子郵件信箱 

(D) 以自然人憑證做為重置密碼之認證依據後，系統將重置密碼

發送至會員指定的電子郵件信箱 

(2) 必須支援數位憑證認證機制（例如：GCA, MOEACA, MOICA, XCA, 

HCA），並配合憑證管理中心的升級、改版作業，佐以憑證管理中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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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之 API 進行應用程式改版以確保所支援憑證類型的新、舊版本皆

可順利驗證（例如：更換根憑證、中繼憑證、CRL 位置、憑證金鑰長

度、簽發憑證用之雜湊演算法）。 

(3) 必須提供其它認證模式的擴充機制(如智慧型晶片卡)。 

(4) 參與作業平臺運作之系統必須依循此認證機制，並信賴本服務所核發

之「平臺認證憑據」（Security Assertion）。 

3.7.2. 授權（Authorization）管理原則 

3.7.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3.7.2.2. 功能 

必須涵蓋需求資源各類操作之授權資訊，並提供授權管理機制。其規

範如下： 

(1) 必須提供資源使用管理機制。 

(2) 必須提供分級授權機制。 

(3) 必須制訂資源命名機制。 

(4) 必須提供權限檢查機制與權限控管機制。 

(5) 必須建立存查與稽核(Logging/Auditing)機制。 

(6) 個別平臺要制定其平臺的授權及安全管理辦法。 

3.7.3. 機密性（Confidentiality）與完整性（Integrity） 

3.7.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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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2. 功能 

凡系統資料涉及業務機密與個人隱私者，皆必須考量資料傳送過程之

機密性，確保訊息不被第三者讀取。並考量資料傳送過程之完整性，確保

訊息不被截取竄改。其中： 

3.7.3.2.1. 資料傳輸之機密性與完整性 

(1) 針對使用 HTTP 協定者採取 SSL 標準。 

(2) 針對使用 SMTP 協定者採取 S/MIME 標準。 

(3) 傳統 FTP 協定不可用於具機密性資訊之傳輸。若必須提供 FTP 協定做

為具機密性資訊之傳輸，則需採用 secure FTP。 

3.7.3.2.2. 文件機密性 

(1) 非 XML 訊息文件採用數位憑證加密技術。 

(2) XML 文件必須依循 XML-Encryption 之標準。 

(3) 必須確保端點對端點（End-to-End）文件安全機制：文件在處理流程中

必須確保特定機密性資料只能在特定處理點中讀取。 

(4) 必須支援同一訊息中部份文件加密技術。 

3.7.3.2.3. 文件完整性 

(1) 非 XML 訊息文件採用數位憑證簽章。 

(2) XML 文件必須依循 XML-Digital Signature 之標準。 

(3) 必須確保端點對端點（End-to-End）文件完整性。 

(4) 必須支援同一訊息中部分文件簽章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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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不可否認性（Non-repudiation） 

3.7.4.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3.7.4.2. 功能 

作業平臺必須能夠確保訊息發送端與接收端之法律效力，俾使發送端

無法否認已發送之訊息。不可否認性必須依循《電子簽章法》相關規定，

並依循下列規範： 

(1) 必須使用數位簽章技術。 

(2) XML 文件必須依循 XML Digital Signature 標準。 

(3) 必須建立存查與稽核（Logging/Auditing）機制。 

(4) 必須支援同一訊息多人簽章技術。 

(5) 必須支援同一訊息中部份文件簽章技術。 

3.7.5. 單一簽入(Single Sign-On) 

參與作業平臺運作之系統，必須依循統一認證授權程序與其它安全處

理流程，使訊息在使用者送出資料後，即可自動進出各系統服務，並確保

資訊之安全。單一簽入機制必須包含下列兩種類型單一簽入機制： 

(1) 入口網站間之單一簽入機制 

政府機關網站間、網站與作業平臺間應先建立互信機制。民眾登入政

府入口網站，使用作業平臺服務時，政府入口網站必須自動簽入作業

平臺，並將畫面所載之資料或資訊導至（Redirect）作業平臺，民眾不

需重新登入作業平臺。除必須提供電腦版(PC)之單一簽入網頁外，建

議視應用需求，提供使用者持行動裝置以行動版網頁(Mobile Web)方式

進行會員帳號登入之功能。 

(2) 網路服務（Web Services）之單一簽入機制 

民眾執行業務複合服務時，其申請資訊必須橫跨不同機關服務。為確

保資訊可在無人力介入的情況下，登入各機關服務。作業平臺必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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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跨服務之單一簽入機制。 

其運作可區分為兩種模式： 

(1) 單一認證中心 

在單一認證中心機制的模式下，所有的應用服務都向同一認證中心取

得身分識別的驗證，如圖 3-2：單一認證中心架構示意圖所示。不論使

用者由應用服務 A或是應用服務 B 來簽入，應用服務都將向平臺中之

認證模組提出身分識別的驗證需求，認證模組驗證身分識別無誤後，

使用者即可使用該應用服務。另外，當使用者簽入應用服務 A 後，應

可直接使用應用服務 B，不需另行登入。 

  

圖 3-2：單一認證中心架構示意圖 

(2) 跨認證中心 

當使用者分別至平臺應用服務或是機關應用服務簽入時，各應用服務

都向各自之認證模組提出身分識別的驗證需求，認證模組驗證身分識別無

誤後，使用者即可分別使用該應用服務。 

若兩網站已經互相信任並建立了單一簽入的機制，則當使用者先簽入

了平臺應用服務後，即可直接使用機關應用服務。在使用者透過平臺點選

機關之應用服務後，機關應用服務將向平臺應用服務之認證模組查證使用

者身分識別，若查驗無誤，則使用者不需另行登入即可使用機關應用服務，

如圖 3-3：跨認證中心架構示意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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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單一認證中心的架構中，應用服務信任單一認證中心之身分識別，

只要收到該認證中心送來之認證聲明及使用者相關屬性，即直接信任而不

另外再做額外的身分識別對應與確認。使用者在應用服務中，是以該認證

中心之身分來執行工作。 

在跨認證中心的架構中，應用服務在收到另一認證中心送來之身分識

別時，會將此身分對應連結到該應用服務之認證中心中，使用者在使用應

用服務時，並不是使用原登入之身分來執行作業，而是使用本應用服務認

證中心之身分或角色。 

  

圖 3-3：跨認證中心架構示意圖 

以下就單一簽入之功能需求說明： 

3.7.5.1. 信任圈與應用服務註冊 

3.7.5.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要」之等級。 

3.7.5.1.2. 需求說明 

在身分識別提供者與服務提供者之身分識別能夠被簽發與接受之前，

必須先為兩系統建立基礎的協議。在雙方傳遞身分識別前，必須能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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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信任關係。信賴關係建立後，服務提供者與身分識別提供者即形成信

任圈(Circle of Trust)，使得使用者可在此信任圈中安全交易並達到單一簽

入之效果。 

3.7.5.2. 身分識別功能 

3.7.5.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要」之等級。 

3.7.5.2.2. 需求說明 

在信任圈關係建立後，當使用者由身分識別提供者連結至服務提供者

時，平臺需將使用者之認證聲明經過加密後傳遞到各應用服務中，由各應

用服務檢驗此認證聲明是否正確無誤且在有效期限內，檢驗無誤後應用服

務可根據此認證聲明向平臺提出身分驗證請求，平臺驗證完該認證聲明身

分無誤後，再將使用者之身分識別屬性資訊送回應用服務中，以供應用服

務作後續之單一簽入與授權使用。 

身分識別所傳遞的資訊應包括使用者之認證聲明、屬性資料、與相關

之權限資料： 

(1) 使用者認證聲明 (Authentication Assertions) 

使用者之認證聲明將在使用者點選應用服務時，由平臺傳遞至應用服

務供其認證，認證無誤即可允許使用者單一簽入至該應用服務。 

(2) 使用者之屬性 (Attributes Assertions) 

在驗證完使用者之認證聲明後，平臺讀取使用者之基本資料並傳送需

要之屬性予應用服務。 

(3) 使用者之權限資料 (Authorization Assertions) 

在平臺中，應用服務管理者可針對各應用服務訂定所需之角色，平臺

可將該使用者在此應用服務中所擁有之預設角色傳送給應用服務，供

應用服務作資源權限授與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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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3. 帳號連結功能 

3.7.5.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選擇性」之等級。 

3.7.5.3.2. 需求說明 

在跨認證中心之身分識別對應架構下，使用者由特定之認證中心簽入

(如：共通作業平臺)，然後連結至信任圈中另一機關認證中心轄下之應用服

務(如：臺北縣政府入口網)，應用服務在向共通作業平臺驗證過使用者之認

證聲明後，將可取得使用者之屬性資訊，應用服務將可直接使用該認證聲

明或身分識別之屬性資料為使用者簽入該應用服務。 

在簽入的時候，必須根據原認證中心提供之某些特殊屬性來將使用者

對應至應用服務所屬認證中心內之身分，此即為「帳號連結」。 

3.7.5.4. 工作階段管理 

3.7.5.4.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要」之等級。 

3.7.5.4.2. 需求說明 

在使用者登入平臺後，使用者與平臺之間即建立一個工作階段。在使

用者於平臺上瀏覽或使用平臺之應用服務時，平臺之工作階段都將持續存

在。只要使用者在平臺上之工作階段持續存在，使用者即可單一簽入至其

他信任圈中各應用服務，而不需再行登入。 

另外，平臺在核發認證聲明時，亦必須將設定固定時限之效期，以防

止使用者之工作階段結束後，使用者仍能持有該認證聲明而簽入至信任圈

中之其他應用服務。 

3.7.5.5. 簽出 

3.7.5.5.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建議」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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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5.2. 需求說明 

平臺需提供簽出之機制，主要功能有二： 

 將使用者在平臺之工作階段終止。 

 作廢之前核發之認證聲明。 

使用者在簽出平臺後，將無法再由平臺單一簽入至其他應用服務中。

而應用服務在使用者簽出時，亦將可呼叫平臺之簽出機制，將可讓使用者

在應用服務簽出後，即同時簽出平臺。 

3.7.5.6. 系統日誌 

3.7.5.6.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要」之等級。 

3.7.5.6.2. 需求說明 

在單一簽入的建置上，由於牽涉到不同的應用服務與認證中心，在安

全性上亦必須做周詳的考量。因此，系統日誌之重要性將超過一般的應用

服務。 

系統日誌需記錄下述之資訊： 

 使用者之簽入簽出動作。 

 工作階段建立、逾時、及終止等事件。 

 身分識別之核發。 

 使用者連結使用應用服務之記錄。 

3.7.6. 客戶端（Client）安控模組 

3.7.6.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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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2. 功能 

為減少其它系統連結之困難度，除提供作業平臺之認證授權服務外，

必須提供「客戶端安控模組」。 

(1) 「客戶端安控模組」必須考量可方便地安裝至客戶端環境，包括使用

者環境（如個人電腦、PDA 等）或系統開發運作環境。 

(2) 「客戶端安控模組」必須提供下列功能： 

A. 製作憑證認證憑據（Credential）以取得平臺安全憑據（Security 

Assertion） 

3.7.7. 安全準則 

3.7.7.1. 網路防護(Network Defense) 

所有與作業平臺互通之系統或所有參與電子化服務之系統皆必須有適

當之網路防護措施，避免系統遭受惡意攻擊，造成系統毀損與資料外洩。

本功能規範必須依循《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與《行政

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 

3.7.7.2. 服務之安全等級 

(1) 依據資料本身的機密性質不同，需不同型態的安全模式，因此在實際

推動上，應由服務提供端訂定其安全模式。 

(2) 安全等級之訂定必須由服務提供端自行決定，各機關可依其安全需求

自行組合安全模式，方法如圖 3-4：安全等級定義方法示意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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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安全等級定義方法示意圖 

(3) 服務提供端註冊服務時，必須同時針對訊息之各部分提供其安全等級。 

本規範針對電子化政府服務中主要之三大項目：查詢服務、申辦服務、

群組服務，將依不同情境與風險可能性，訂出各項安全與認證目的之要求

標準，俾以決定其所應採行之安全與認證方案，建議各服務安全方案如表 

3-1：電子化政府服務資料安全方案採用原則一覽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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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電子化政府服務資料安全方案採用原則一覽表 

種類 來源辦識 
資料完整

性 

資料隱密

性 

不可否認

性 

查詢服務 

 

不涉及個人隱

私之資料查詢 
    

涉及個人隱私

之資料查詢 
ˇ ˇ ˇ △ 

申辦服務 ˇ ˇ ˇ ˇ 

群組服務 

具封閉性之群

組 
ˇ   △ 

具封閉性、業務

機密性之群組 
ˇ ˇ ˇ △ 

不具封閉性與

業務機密性之

群組 

   △ 

ˇ：必須採用 △：依應用決定 

3.8. 認證授權的運作方法與程序 

3.8.1. 認證授權運作程序 

為達到資訊安全與單一簽入之目的，所有參與作業平臺運作之「服務

需求端」與「服務提供端」必須依循統一之作業程序，如圖 3-5：作業平臺

認證授權服務之運作概念圖所示：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改版建置與服務平臺功能整合委外服務案後續擴充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作業規範 

 

  3-18 

服務需求端

作業平臺
認證授權服務

憑證管理中心

帳號/密碼

其它
認證憑據管理中心

電子憑證 其它認證憑據認證憑據
(Credential)

認證授權資訊
儲存管理模組

核對核對認證憑據

取得授權資訊

服務提供端










要
求
服
務


回
應
服
務

客戶端安控模組

 

圖 3-5：作業平臺認證授權服務之運作概念圖 

說明： 

(1) 服務需求端在要求服務提供端提供服務之前，必須將各式認證憑據（如

帳號/密碼、數位憑證等）與服務需求傳送至作業平臺進行認證授權服

務。認證憑據在要求及傳送過程中，必須確保認證及傳送之安全性。 

(2) 作業平臺認證授權服務接收到服務需求端之認證憑據後，將認證憑據

交由「認證授權資訊儲存管理模組」（如：目錄服務）核對認證憑據之

正確性與有效性。若「認證授權資訊儲存管理模組」無法辦識認證憑

據時，則將認證憑據傳送至對應之管理中心核對。 

(3) 認證憑據確認無誤完成後，至「認證授權資訊儲存管理模組」取得其

要求服務資源之授權資訊。 

(4) 認證授權服務產生「平臺安全憑據」並回應給服務需求端。「平臺安全

憑據」必須包含認證確認訊息與授權訊息，此一憑據必須具有唯一性、

時效性與不可變造之特性。 

(5) 服務需求端取得平臺安全憑據後，將其要求訊息（Request Message）

與平臺安全憑據合併送至服務提供端以要求服務。若要求為 SOAP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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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時，則必須採用 WS-Security 之訊息標準，並且要防止訊息內容遭更

換竄改。 

(6) 服務提供端接收到要求訊息後，透過數位簽章機制驗證平臺安全憑據

之正確性與有效性，確認無誤後即可提供服務。 

下列就各情境說明之： 

A. 民眾與入口網站服務：民眾與入口網站服務互動時，民眾為服務需

求端，入口網站為服務提供端。 

B. 入口網站與作業平臺：入口網站傳送資料予作業平臺時，入口網站

為服務需求端，作業平臺為服務提供端。 

C. 平臺與既有系統：作業平臺傳送民眾申辦資料予既有系統時，作業

平臺為服務需求端，既有系統為服務提供端。 

3.8.2. 認證授權服務之介接 

3.8.2.1. 認證授權服務與目錄服務之介接 

如圖 3-5：作業平臺認證授權服務之運作概念圖所示，若「認證授權資

訊儲存管理模組」以目錄服務實作時，則步驟 2 之「核對認證憑據」功能，

使用目錄服務提供之「使用者認證檢查」功能達成。步驟 3 之「取得授權

資訊」功能，則使用目錄服務提供之「使用者權限檢查」功能達成。 

3.8.2.2. 認證授權服務與憑證管理中心(CA)之介接 

目錄服務若無法核對認證憑據（Credential）時，則必須透過憑證管理

中心方能驗證數位憑證之有效性。認證授權服務與憑證管理中心之介接方

式如下： 

(1) Web Services 運作模式 

建議採用 XKMS（XML Key Management Specification）之標準做為與

憑證中心之溝通標準。 

(2) 非 Web Services 運作模式 

採用憑證管理中心所提供之安控模組，以 API 方式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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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TTP 運作模式 

透過HTTP取得 CRL(Certification Revoke List)以檢驗數位憑證有效性。 

3.8.2.3. 認證授權服務與服務需求端/服務提供端之介接 

(1) 介接方式 

A. 對外：介接必須採用 Web Services 方式提供，並建議採用

WS-Security 或 SAML 作為訊息溝通之標準。 

B. 對內：以 API 方式提供服務。 

(2) 安全性要求：對外溝通時，採用 SSL 之標準。 

3.9. 認證授權服務提供之功能服務 

3.9.1. 認證檢查與認證證明之核發 

3.9.1.1. 帳號/密碼模式認證 

服務需求端可透過帳號/密碼方式取得身份認證，認證授權服務在核對

帳號/密碼後，即產生「認證證明」（Authentication Reference 或 Authentication 

Token）並將其回傳予服務需求端。 

3.9.1.2. 憑證模式認證 

服務需求端可藉由傳送憑證認證憑據方式取得身份認證，認證授權服

務在核對憑證認證憑據後，即產生「認證證明」並將其回傳予服務需求端。 

3.9.2. 授權檢查與授權證明之核發 

服務需求端通過認證檢查後，即可依其需求將其所需服務需求端之資

源描述（Resource Description）傳送至認證授權服務，認證授權服務在檢查

使用者權限後，即產生一「授權證明」（Authorization Attribute），並回傳予

服務需求端。 

3.9.3. 核對「平臺安全憑據」 

服務提供端收到服務需求端之要求訊息時，可透過直接連線至認證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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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服務核對「平臺安全憑據」是否為正確有效。 

3.9.4. 客戶端安控模組提供之功能 

服務需求端可透過「客戶端安控模組」，以憑證方式取得身份認證憑

據，平臺「認證授權服務」在核對認證憑據後，即產生「認證證明」並將

其回應服務需求端。 

3.10. 引用標準 

(1) 採用的標準 

A. XML 1.0 以上(含) 

B. HTTP 1.1 以上(含) 

C. HTTPS 採用 HTTP 1.1 以上(含)與 SSL 3.0 以上(含)之標準（Session 

Key 長度 128 位元以上(含)） 

D. SOAP 1.2 以上(含) 

E. SMTP  

F. S/MIME V3 以上(含) 

G. FTP  

H. X.509 3.0 以上(含) 

I. OASIS Web Services Security 1.0 以上(含) 

J. XML Encryption 

K. XML Digital Signature 

以上標準版本需逐年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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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察中的標準 

A. XKMS 2.0 以上(含)  

B. SAML 2.0 以上(含) 

3.11. 訊息標準 

本標準規範必須考量一般安全運作模式（非 Web Services 模式）與 Web 

Services 安全運作模式，依據不同目標使用不同之訊息標準，整理作業平臺

必須支援標準如上： 

表 3-2：安全運作模式的標準彙整表 

目標 一般運作模式可選

用標準 

Web Services 運作模式可選用

標準 

認證(憑證)與不可否認

性 

X.509 

Digital Signature 

X.509 

WS-Security 

SAML 

XKMS 

XML Digital Signature 

授權 無 SAML 

文件加密 XML Encryption XML Encryption 

資料傳輸層的訊息加密 SSL 3.0 以上(含) SSL 3.0 以上(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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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錄服務規範 

4.1. 前提 

4.1.1. 目錄服務規範使用前提 

目錄服務架構適於服務平臺中需要統一建置、集中管理與具有共享需

求之大量物件化資源的儲存機制，並非服務平臺中所有儲存機制皆需要建

置目錄服務。 

4.1.2. 需求 

由於政府機關建置入口網站及應用系統時，都有認證、授權的共同需

求，而跨政府機關之應用系統更有單一簽入及共用分享機關與人員之資訊

的需要，因此理想的解決方案為建置一套跨平臺的網路資源服務軟體，將

人和所有網路資源物件化，以建立一致之資訊存取介面。 

此跨平臺的網路資源服務軟體，即為目錄服務，而目錄服務之建置需

依據標準，以為提供各應用系統存取各類資訊之共同標準介面。 

4.2. 目的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之「服務平臺目錄服務」（Platform Directory 

Service，簡稱 PDS）規範，為定義跨機關共用之機關與人員之資訊儲存與

交換規範，及規範提供認證服務、授權管理服務之資訊服務，供應用系統

使用。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為電子化政府資訊系統之重要資訊平臺，提供

政府機關資訊、政府機關內部單位資訊、公務人員資訊及民眾資訊，並且

提供應用系統相關基礎資訊，以達成資訊之一致性，及提昇資料的易維護

性，並可使應用系統彼此分享包括用戶、群組及系統參數資料。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規範，提供建置、維護服務平臺目錄服務須依

循之要點，據此實作電子化政府共通服務平臺之目錄服務，進而實現以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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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政府機關共用之目錄服務 

(2) 建立政府公務人員共用之目錄服務 

(3) 提供外部目錄服務與「服務平臺目錄服務」之資料交換機制 

(4) 提供應用系統與「服務平臺目錄服務」之資料交換機制 

4.3. 範圍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規範的範圍，包含以下之規範項目： 

(1) 目錄服務架構 

(2) 目錄服務儲存架構 

(3) 目錄服務之共同屬性 

(4) 目錄服務提供之服務功能 

(5) 目錄服務資訊交換作業方式 

(6) 目錄服務介接介面 

(7) 目錄服務作業考量 

4.4. 名詞解釋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PDS)包含政府機關目錄服務樹(GDIT)、機關內

部目錄服務樹(IDIT)以及應用系統目錄服務樹(APDIT)。 

(1) 全國總目錄 

全國總目錄為研考會所實做之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內所使用之目錄服

務，包括整合政府機關目錄服務樹（GDIT）之部分，及平臺內各種註

冊之全國總目錄服務部分，為一完整之目錄服務，以供研考會之電子

化政府服務平臺及相關介接機關作業之用。 

(2)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PDS）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之目錄服務稱為「服務平臺目錄服務」（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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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y Service，簡稱 PDS）。 

(3) 政府機關目錄服務樹（GDIT）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所儲存跨政府機關資訊之目錄服務樹稱為政府

機關目錄服務樹（Government Directory Information Tree，簡稱 GDIT），

所儲存資訊包含政府機關組織資料，並可包含該組織電子憑證資料。 

(4) 機關內部單位目錄服務樹（IDIT）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所儲存機關內部單位資訊之目錄服務樹，稱為

機關內部單位目錄服務樹（Internal Directory Information Tree，簡稱

IDIT），所儲存資訊包含機關內部單位資料，並可包含該組織電子憑證

資料。 

(5) 應用系統目錄服務樹（APDIT）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所儲存應用系統相關資訊、使用群組及授權資

訊之目錄服務樹，稱為應用系統目錄服務樹（Application Directory 

Information Tree，簡稱 APDIT），內含各個運行在政府組織內的應用系

統資料組織及應用系統所需資料。 

(6) 個別政府機關之目錄服務系統（LDS） 

各機關針對機關本身內部單位（含所屬機關）及所屬公務人員，所自

行建置之目錄服務系統稱為「個別政府機關之目錄服務系統」（Local 

Directory System，簡稱 LDS）。 

(7) 應用系統(服務) 

應用系統（服務）係指非目錄服務本身之系統（服務），包含業務單元

服務與業務複合服務。 

4.5. 原則 

由於政府機關建置入口網站及應用系統時，都有認證、授權的共同需

求，而跨政府機關之應用系統更有單一簽入及共用分享機關與人員之資訊

的需要，因此理想的解決方案為建置一套跨平臺的網路資源服務軟體，將

人和所有網路資源物件化，以建立一致之資訊存取介面。「服務平臺目錄服

務」即為提供此跨平臺的網路資源服務，在目錄的建置上，將依據開放的

目錄服務標準為依據，以成為提供各應用系統存取各類資訊之共同標準介

面。「服務平臺目錄服務」之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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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電子化政府應用所需之各政府機關、公務人員、自然人、法人機

構資料之目錄服務。 

(2) 提供單一簽入（Single Sign-On）服務存取所需資料，包括提供各應用

程式存取目錄服務資料之介面、存取資料之格式、以及儲存達到單一

簽入所需之各項資料。 

(3) 提供身份認證（Authentication）服務存取所需資料，包括提供各應用

程式存取目錄服務資料之介面、存取資料之格式、以及身份認證所需

之各項資料儲存方式。 

(4) 採用 MetaDirectory 之「目錄交換模組」(Directory Service Gateway, DS 

Gateway)概念，提供外部目錄服務與應用系統資料庫與「服務平臺目

錄服務」進行資料之交換與同步。 

目錄服務為達到資訊分散化，促使各機關可建置自己的目錄服務，以

方便使用與修改機關自己的資訊，需規範可以分散在各個機關的項目，及

個別機關與服務平臺目錄服務伺服器間資料的交換機制。茲訂定以下規範

原則： 

(1) 機關內部之私有資料不與服務平臺目錄服務伺服器做資訊交換。 

(2) 應用系統目錄服務樹（APDIT）只存於服務平臺目錄服務伺服器。 

(3) 政府機關目錄服務樹（GDIT）允許複製至各個機關，不允許修政府機

關目錄服務樹（GDIT）之資訊。 

(4) 應用系統需由目錄服務提供單一簽入（Single Sign-On Services）、身分

認證（Authentication Services）、授權管理（Authorization Services）服

務；應用系統須依照本規範辦理應用系統註冊與維護等工作，並將授

權資訊建置於應用系統目錄服務樹（APDIT）中。 

(5) 為維護政府機關目錄服務樹（GDIT）之正確性，機關需依照規定辦理

機關註冊與維護等工作。 

(6) 目錄服務提供資訊的儲存機制，儲存資訊的應用與管理須依循「註冊

服務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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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現行政府的所有資訊環境中，需要與「服務平臺目錄服務」

進行交換的資料有兩類，其資料交換之規範分別為： 

(1) 政府目錄服務樹(GDS)中存有最即時與正確之政府機關資料，因此「服

務平臺目錄服務」之 GDIT 資料將來自 GDS。機關單位中需要政府機

關資料時，則可由「服務平臺目錄服務」取得最即時之政府機關資料

來作為服務之依據。 

(2) 公務人員資料將由人事行政局每日提供並同步至「全國總目錄」中。

機關單位中需要公務人員資料時，可由「服務平臺目錄服務」向「全

國總目錄」取得，再同步到機關中。也就是說，資料來源將為人事行

政局，而資料之交換對象為「全國總目錄」。 

4.6. 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圖 4-1：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授權管理規劃報告_v1.02 

本規劃報告是以平臺與相關應用服務在系統管理、應用程式、資訊中

介與內容管理四個方向與授權管理相關的需求進行分析，再定義其中

的授權管理的規則(Policy)、角色、相關結構進而訂定平臺上系統管理

與應用服務上不同角色之權限與管理方式。2.3.2 應用面描述授權、服

務註冊與目錄服務三者合作之服務情境；3.3.2 描述平臺授權管理現

況，目錄服務所提供之功能；第 9 章描述針對目錄服務之需求。 

 全國總目錄介接與整合規劃報告_v1.03 

全國總目錄介接與整合規劃報告主要以討論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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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總目錄的介接與整合議題為主。並依循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以下簡稱貴會）所公布的「電子化政府共通服務平臺規範」、「電子

化政府共通服務平臺規劃報告第 1.04 版」進行規劃。主要目的是在提

供  貴會關於全國總目錄介接與整合之規劃，以作為建置的指引。 

4.7. 基本規範 

4.7.1. 目錄服務架構與模組功能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目錄服務，架構可分為儲存機制、服務功能提供

機制及交換機制三部份。 

儲存機制
服務功能
提供機制

交換機制

應用系統

外部
目錄服務

 

圖 4-2：「服務平臺目錄服務」概念架構示意圖 

4.7.1.1. 儲存機制 

儲存機制為提供儲存各式各樣的資訊，包含政府目錄樹、使用者資料、

使用者身分認證資料、權限管理資料等。所提供儲存之資訊項目需包括下

列各項： 

(1) 儲存政府機關目錄服務樹（GDIT），內含所有政府機關組織。 

(2) 儲存機關內部單位目錄服務樹（IDIT），內含各個單一組織內的組織架

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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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儲存使用者帳號資料及基本資料。 

(4) 儲存使用者憑證供 PKI 系統存取。 

4.7.1.2. 服務功能提供機制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提供應用系統之服務功能項目需包括下列各項： 

(1) 提供資料供單一簽入（Single Sign-On Services）服務存取。 

(2) 提供資料供認證服務（Authentication Services）存取。 

(3) 提供資料供授權服務（Authorization Services）存取。 

(4) 提供資料供組織群組服務（Organization Services）存取。 

4.7.1.3. 交換機制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與外部目錄服務之資訊交換服務功能。 

4.7.2. 目錄服務儲存架構 

4.7.2.1. 必要性等級 

此儲存架構等級屬於「應該」等級。 

4.7.2.2. 儲存架構 

目錄服務儲存以下資料： 

(1) 政府機關目錄服務樹（GDIT）：內含所有政府機關組織根據政府組織

架構定義政府機關目錄服務樹，可包含中央政府組織架構及地方政府

組織架構。 

(2) 機關內部單位目錄服務樹（IDIT）：內含各個單一組織內的組織架構，

包含內部單位資料，可包含組織電子憑證資料。 

(3) 應用系統目錄服務樹（APDIT）：本目錄服務樹包含有關應用系統的權

限控管資料，提供「認證授權服務」執行權限控管查核。須包含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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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部份： 

A. 可儲存應用系統之參數。 

B. 可儲存物件群組之定義，及提供應用系統定義使用者群組。 

C. 可儲存應用系統的權限控管資料，及提供應用系統定義各自的權限

控管資訊，與執行權限控管查核。 

4.7.3. 目錄服務資訊交換作業方式 

4.7.3.1. 必要性等級 

此資訊交換作業方式等級屬於「應該」等級。 

4.7.3.2. 資料交換之範圍 

在政府各機關的目錄服務中，有三類資料源會與「服務平臺目錄服務」

有介接關係，此三類資料源分別為： 

 「全國總目錄」中所儲存之政府目錄服務(GDS) 

 「全國總目錄」中所儲存之人事行政局資料 

 機關內部資料源 

4.7.3.3. 「全國總目錄」中所儲存之政府目錄服務(GDS) 

GDS 為政府機關組織的官方資料源。當政府機關組織新增異動時，資

料會先進入 GDS 然後同步至「全國總目錄」中，再由「目錄交換模組」同

步到「服務平臺目錄服務」中，以確保「服務平臺目錄服務」中政府機關

組織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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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4. 「全國總目錄」中所儲存之人事行政局資料 

人事行政局將每日提供公務人員之資料予「全國總目錄」，「服務平臺

目錄服務」可透過「目錄交換模組」將「全國總目錄」中人事行政局所提

供之公務人員資料同步到服務平臺目錄中。 

4.7.3.5. 機關內部資料源 

當各機關需要政府機關組織的資訊時，機關將可由「服務平臺目錄服

務」將這些資訊交換到各機關之目錄樹中，以供給其他使用者或應用服務

來查詢。 

各機關可依照現行作業上的現況，自行決定是否欲與「服務平臺目錄

服務」進行人員之資料交換。 

4.7.3.6. 資訊交換作業方式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需提供控管機制，以確保「服務平臺目錄服務」

與「個別政府機關之目錄服務系統」（LDS）間之機關組織與公務人員資料

之一致性。建議「服務平臺目錄服務」與 LDS 間目錄資訊交換作業每日執

行乙次。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與「個別政府機關之目錄服務系統」（LDS）間

資訊交換作業方式如下： 

(1) 政府機關目錄服務樹（GDIT）為公開資訊，「服務平臺目錄服務」之

GDIT 資料來源為政府機關目錄（GDS）。 

(2)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之 GDIT 資料會傳遞到各機關之 LDS，各機關

可由「服務平臺目錄服務」複製一份並存放至機關所建置之 LDS。 

(3) 應用系統目錄服務樹（APDIT）只存放在「服務平臺目錄服務」，各機

關需要存取，則需連接至「服務平臺目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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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目錄服務作業考量 

4.7.4.1. 必要性等級 

此考量等級屬於「應該」等級。 

4.7.4.2. 安全考量 

目錄服務在安全上需包含以下的考量： 

(1) 資料傳輸 

在傳輸過程中資料需採用加密方式，如採用 SSL 或 TLS。 

(2) 資料儲存 

目錄中資料的儲存需經過編碼才可儲存於設備上，不可以明碼方式儲

存，以防資料不當的外流。 

(3) 機器安全 

為避免不當竊取目錄服務資料，提供目錄服務伺服器主機應加以保護。 

(4) 權限管理 

目錄服務之資料需有權限管理設定機制，以避免不當及未經授權之存

取。 

4.7.4.3. 可靠性考量 

目錄服務在可靠性上需包含以下的考量： 

(1) 為避免在硬體上或其他方面的問題，造成目錄服務無法使用，目錄服

務需支援複製(Replication)的方式，複製目錄服務至另一實體環境上，

以確保目錄服務繼續運作。 

(2) 為了使其他應用系統在使用目錄服務時可以在實體機器發生問題時，

將其導引至其他複製的機器上，因此在規劃目錄服務時，需採用可容

錯之網路設備，以確保目錄服務之運作。 

(3) 目錄因需長時間運作，因此需提供線上備份及還原之功能，以確保資

料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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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4. 標準性考量 

目錄服務在標準性上需包含以下的考量： 

(1) 目錄服務之提供以採用目前目錄服務的標準介面 LDAP 為主，在必要

情況下可採用 DSML 透過 SOAP 來存取目錄服務。 

(2) 目錄服務需提供RFC2849定義之LDIF（LDAP Data Interchange Format）

開放格式，可供與外部目錄服務交換目錄資訊。 

(3) 目錄交換模組應能支援各種資料源之同步，包括：各種目錄伺服器、

各種資料庫、LDIF 檔案、DSML 檔案與一般文字檔。 

4.8. 目錄服務運作方法與程序服務 

4.8.1. 目錄服務運作程序 

為存取與管理目錄服務內資料，所有參與服務平臺運作之「服務需求

端」與「服務提供端」必須依循統一之作業程序，如圖 3-5：作業平臺認證

授權服務之運作概念圖所示 

  

圖 4-3：服務平臺目錄服務之運作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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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服務需求端認證授權模組與註冊服務模組在向目錄服務要求存取資

料。 

(2) 目錄服務依據呼叫功能與參數，對儲存資料做寫入、修改或搜尋取出。 

(3) 目錄服務依據呼叫功能，包裝好回傳資料，回傳給服務需求端。 

4.8.2. 目錄服務之介接 

4.8.2.1. 目錄服務與認證授權服務之介接 

如圖 3-5：作業平臺認證授權服務之運作概念圖所示，步驟 1 為認證授

權服務向目錄服務要求存取授權資訊。步驟 3 目錄服務回覆認證授權服務

之要求。  

4.8.2.2. 目錄服務與註冊服務之介接 

如圖 3-5：作業平臺認證授權服務之運作概念圖所示，步驟 1 為註冊服

務向目錄服務要求存取授權資訊。步驟 3 目錄服務回覆註冊服務之要求。  

4.8.2.3. 目錄服務與外部資料儲存實體之介接 

 介接方式： 

依儲存實體所提供之存取方式不同，而有不同之連接方式。 

 安全性要求： 

依與儲存實體之同步資料安全規劃，需要時用專線連接。 

4.9. 目錄服務提供之功能服務 

4.9.1. 目錄服務提供之服務功能 

目錄服務因應用的特殊性，往往需要將目錄服務中的樹狀結構之維護

機制包裝成便於使用與存取的特殊性服務，使程式開發人員透過單純的特

殊服務應用系統介面(API)，便利維護樹狀結構中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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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1. 必要性等級 

此服務功能等級屬於「選擇性」等級。 

4.9.1.2. 提供之服務功能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提供應用系統一個統一管理的機制，以達成單一簽

入、身分認證、授權管理等需求，其運作機制為： 

(1) 應用系統須先於目錄服務中註冊，將應用系統資訊存於目錄服務的應

用系統目錄服務樹（APDIT）中，並儲存應用系統所對應的權限控管

資訊於 APDIT 中，供使用者登入系統時權限檢查用。 

(2) 使用者登入系統時，目錄服務以使用者所提供之認證資料認證

（authenticate）使用者。 

(3) 目錄服務根據使用者資料及各應用系統所登錄之權限資訊，檢查使用

者在各應用系統的權限。 

(4) 為提供應用系統使用目錄服務，目錄服務需提供功能供應用系統使

用，所需提供之服務功能須包含以下幾類： 

4.9.1.3. 認證與權限檢查服務 

(1) 使用者認證檢查 

本功能為提供使用者登入系統時之使用者認證（authenticate）檢查。當

使用者登入系統時，依照所使用的認證方式以確認使用者之身分，現

今最常見的認證方式是使用 username / password 的方式，但未來也有

可能使用電子憑證，若目錄服務的使用者資料中包含認證資料（如包

含 username / password、電子憑證）可透過這些使用者認證資料，驗證

使用者是否是該登入帳號（Account）。 

(2) 使用者權限檢查 

使用者登入系統後，目錄服務可由 APDIT 取出所有的應用系統資訊，

及該應用系統所建置的權限資料，使用這些資訊以判斷該使用者是否

有權限使用該應用系統。APDIT 之權限管理功能，管理使用者是否可

以進入該項應用系統，對於該應用系統更進一步的權限控管可交由該

應用系統自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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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4. 應用系統(服務)儲存與維護服務 

目錄服務提供應用系統介面(API)接受註冊服務儲存應用系統資訊與權

限控管資訊的要求，將相關資訊儲存於應用系統目錄服務樹(APDIT)中，供

使用者登入系統時權限檢查用。目錄服務應接受與處理「註冊服務規範」

中註冊服務之註冊與維護服務要求，分述於下： 

(1) 新增應用系統要求 

凡是使用服務平臺之權限控管機制的應用系統，皆需透過程序將本身

之服務權限種類，註冊於目錄服務之 APDIT 中。 

(2) 廢止應用系統要求 

若某一應用系統不再使用時，需經由程序進行廢止的動作。 

(3) 停用應用系統要求 

若某一應用系統需暫時停止服務時，需經由程序進行停用。 

(4) 查詢應用系統要求 

查詢註冊於目錄服務 APDIT 之應用系統。 

(5) 修改應用系統要求 

變更已註冊於目錄服務 APDIT 之應用系統之功能，並提供註冊服務下

列之維護功能： 

A. 新增應用系統功能 

B. 查詢應用系統功能 

C. 變更應用系統功能 

D. 移除應用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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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5. 應用系統權限設定與維護服務 

目錄服務應接受並處理「註冊服務規範」中註冊服務之應用系統權限

設定與維護服務要求，包含： 

(1) 新增應用系統角色（Role）要求 

接受註冊服務新增應用系統角色之要求。應用系統以角色來代表某些

權限，一角色對應多個功能，如論壇應用系統中可能有版主的角色，

此角色所對應的功能為讀信、刪信等。角色所授權可以使用的對象可

對應多個群組及個人。 

(2) 刪除應用系統角色（Role）要求 

接受註冊服務刪除應用系統角色之要求。應用系統某一角色不再使用

時，需經由程序進行刪除的動作，以減少目錄服務儲存的資料。 

(3) 變更應用系統角色（Role）要求 

接受註冊服務變更應用系統角色之要求，變更應用系統某一角色之屬

性資料。 

(4) 查詢應用系統角色（Role）要求 

接受註冊服務查詢應用系統角色之要求，查詢應用系統所定義角色之

屬性資料。 

(5) 維護存取應用系統角色（Role）之群組要求 

接受註冊服務存取應用系統角色群組之要求，包含： 

A. 設定可以存取角色權限的群組（Group） 

B. 變更可以存取角色權限的群組（Group） 

C. 查詢可以存取角色權限的群組（Group） 

4.9.1.6. 機關資訊的維護服務 

政府機關目錄服務樹（GDIT），此目錄樹的資料一開始時可由現行之政

府機關系統中將資料取出後放入目錄服務樹中，為因應新的政府單位的增

刪或異動，目錄服務應接受並處理「註冊服務規範」中註冊服務之機關註

冊與維護服務要求，分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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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機關要求 

新增一個機關到機關樹中，介面中需有欄位供指明新增的機關要位於

機關樹的何處，以及其他相關的機關基本資料欄位。 

(2) 刪除機關要求 

由機關樹中刪除一個指定的機關。 

(3) 異動機關要求 

異動機關的基本資料。 

(4) 搬移機關樹要求 

將一機關及其下的所屬機關全部搬移至另一機關之下。 

(5) 查詢機關要求 

透過機關代號查詢指定機關的基本資料。 

4.9.1.7. 人員資訊的維護服務 

目錄服務樹中，為因應會員之註冊與異動，目錄服務應接受並處理「註

冊服務規範」中註冊服務之人員註冊與維護程序的要求，分述於下： 

(1) 新增人員要求 

新增一個人員到目錄服務樹中，介面中需有欄位供指明新增的人員要

位於目錄服務樹的位置，以及其他相關的人員基本資料欄位。 

(2) 刪除人員要求 

由目錄服務樹中刪除一個指定的人員。 

(3) 異動人員要求 

異動人員的基本資料。 

(4) 查詢人員要求 

查詢指定人員的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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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目錄服務介接介面 

4.10.1.1. 必要性等級 

此介接介面等級屬於「應該」等級。 

4.10.1.2. 介接介面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之介接標準如下： 

(1) 目錄服務須提供 LDAPv3 介接標準。 

(2) 目錄服務需支援 RFC2849 定義之 LDIF （ LDAP Data Interchange 

Format ）開放格式，可供與外部目錄服務交換目錄資訊。 

(3) 目錄服務需支援 DSML （LDAP Data Interchange Format ）開放格式，

可供與外部目錄服務交換目錄資訊。 

(4) 目錄服務提供應用系統之服務功能，所定義存取的資料格式，建議採

XML 資料格式；介接的方式建議採用 TCP/IP 的 Socket 連接及支援

SOAP 介接標準。 

(5) 對於重要或需保密之資料，建議使用 SSL（Secure Socket Layer）的方

式傳遞資料內容。 

4.10.2. 目錄交換 

4.10.2.1. 官方資料源(Authoritative Sources) 

所謂的官方資料源是指在目錄服務交換之資料源中，被認為是最正確

與即時之特定資料物件。以下將分別規範政府機關資料與公務員資料之官

方資料源，說明如下： 

(1) 在現行政府目錄之業務現況中，政府機關資料存放在 GDS 中，並且每

日同步至「全國總目錄」中，因此，政府機關資料的官方資料源為「全

國總目錄」之政府目錄服務 (GDS)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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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務員資料之官方資料源可能為「全國總目錄」中由人事行政局所提

供之公務人員資料；另外，公務人員資料也會由平臺自然人藉由申請

介面轉換為公務員。 

表 4-1：目錄交換模組官方資料源列表 

資料物件種類 官方資料源 

政府機關資料 「全國總目錄」之政府目錄服務(GDS)資料 

公務員資料 「全國總目錄」中之人事行政局資料 

4.10.2.2. 資料流向 

「目錄交換功能」所處理的資料流說明如下： 

(1) 將「全國總目錄」中之政府目錄服務(GDS)中之資料單向同步至「服務

平臺目錄服務」。 

(2) 「全國總目錄」中，人事行政局所提供之人事資料將單向同步至「服

務平臺目錄服務」。 

(3)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與機關內部資料源(包括目錄服務與資料庫)做資

料同步： 

A. 「服務平臺目錄服務」將政府機關資料交換至機關內部資料源。 

4.10.2.3. 資料交換頻率 

政府機關目錄資料在與「服務平臺目錄服務」之資料交換頻率上，以

現行作業規則來說，各機關及在進行機關內單位註冊申請登錄時，機關需

先發文至研考會申請，經研考會審核彙整後，再送至維運單位。因此，每

日乙次的資料交換即可滿足現行之作業流程。 

而在「服務平臺目錄服務」與機關單位內部目錄樹與資料庫之資料交

換上將以「批次」之方式進行，以現行的作業規則來看，現階段可設定為

每日執行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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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之交換頻率，應可視實際作業狀況，再必要時加以調整，以加速

跨機關作業效率。 

4.11. 引用標準 

4.11.1. 採用的標準 

(1) LDAP v3 以上(含) 

(2) XML 1.0 以上(含) 

(3) TCP/IP 

(4) SSL 3.0 以上(含) 

(5) DSML 2.0 以上(含) 

(6) SOAP 1.2 以上(含) 

(7) LDIF(RFC2849) 

以上標準版本需逐年檢視。 

4.11.2. 觀察中的標準 

無。 

4.12. 訊息標準 

表 4-2：標準彙整表 

目標 標準 

資料傳輸 SSL 3.0 以上(含) 

目錄交換 
LDIF 

SOAP 1.2, DSML 2.0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改版建置與服務平臺功能整合委外服務案後續擴充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作業規範 

 

  5-1 

5. 電子支付服務規範 

5.1. 前提 

5.1.1. 電子支付服務使用前提 

(1) 電子支付服務屬於服務平臺一部份，並不獨立於平臺之外，所有電子

支付服務交易皆由作業平臺介接傳輸資訊。 

(2) 帳務服務由服務平臺主管機關統一設置的帳務維運中心提供對帳資

訊、查詢、報表產製及稽核作業。 

5.1.2. 需求 

(1) 節省各政府機關各自重複建置不同通訊網路所需電子支付服務、帳務

服務與安控機制等龐大經費。 

(2) 政府機關即可透過作業平臺連接此一共用電子支付服務，支援不同通

訊網路與支付工具，提供使用者電子支付服務。 

(3) 整合服務流程中，電子支付服務提供跨機關申辦服務之電子支付需求。 

(4) 電子支付服務將所收費用透過帳務服務撥款至各承辦之政府機關、單

位與金融機構。 

5.2. 目的 

規範電子支付與帳務服務目的，旨在建立一以交易安全為基礎、具標

準訊息介面、支援多元付費機制、處理使用者、政府機關與作業平臺及金

融機構間帳務服務，並處理政府機關與使用者間收費與付費事宜之電子支

付服務，包含政府機關既有系統透過作業平臺之申辦服務，提供作業平臺

金流解決方案。 

5.3. 範圍 

電子支付服務規範範圍，包含使用者於作業平臺進行付費，以及使用

者由政府機關網站透過作業平臺進行付費，此兩種支付方式與衍生之帳務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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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服務之規範包括： 

(1) 電子支付訊息介面 

電子支付支援多元付款機制，須建立一標準訊息介面，處理來自不同

通訊網路的交易訊息，安全地傳達至多元付費服務進行後續作業。 

(2) 多元付費服務 

多元付費服務為電信業者及金融機構系統與作業平臺間之付款轉接

站，功能涵蓋處理多種網路介面協定連線、連接金融資訊跨行系統、

國內外信用卡網路作業中心及各種安控機制等。 

(3) 帳務服務 

帳務服務處理使用者付費後所產生的相關帳務作業，不同付款工具各

有其相對應之帳務服務，皆具備對帳資訊提供、查詢、報表產製、稽

核等功能。 

5.4. 名詞解釋 

(4) 收單銀行 

指與網路商家簽約代收信用卡帳款之金融機構。 

(5) 發卡銀行 

指發行信用卡予持卡人之金融機構。 

(6) 預收帳戶 

指作業平臺主管機關所有，代收使用者支付政府機關費用帳款之帳戶。 

(7) 預收帳戶銀行 

指開設預收帳戶之銀行金融機構。 

(8) 電子案號（Ticket No.） 

作業平臺接受使用者之申辦服務，由服務平臺產生具唯一性之交易號

碼，可作為申辦服務與電子支付所需參考的交易號碼。 

(9) 收據號碼（Receipt No.） 

電子支付服務處理電子付費交易時，由電子支付服務產生電子支付具

唯一性之交易識別號碼稱為「收據號碼」，此「收據號碼」與交易成功

訊息由電子支付服務傳送給服務平臺，服務平臺同時將交易成功訊息

與收據號碼傳送給應用系統，可由應用系統即時線上回應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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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者 

使用者包括自然人與法人。 

5.5. 原則 

(1) 電子支付服務並不單獨提供服務予各政府機關直接介接。 

(2) 於服務平臺開設電子支付服務之預收帳戶，將使用者繳交費用存入所

開設之預收帳戶，並由金融訊息交換中心提供撥款、退款、稽催及結

算等所需之各項帳務服務。 

(3) 網路虛擬貨幣或點數等此類小額付款支付方式，須依法有據、配合法

源始宜施行。 

5.6. 相關規範文件引導 

進行平臺入口之相關規範文件閱讀時，建議除本文件之外，可參考平

臺_創新 e 化服務與平臺介接規範 v1.02 以了解電子支付之介接與應用。 

 

圖 5-1：平臺入口規範文件導引示意圖 

 

 平臺_創新 e 化服務與平臺介接規範 v1.02 

此規範主要是統一創新服務應用伺服器(Innovation Server，IS)和既有系

統轉接介面(Legacy System Interface，LI)，本規範參考其中關於”與電

子支付模組介接規範”章節中之介接方式與使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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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基本規範 

5.7.1. 多元電子支付服務 

5.7.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5.7.1.2. 功能 

多元電子支付服務提供多元化之付費工具，因應不同付費金額特性，

及提供使用者可選擇其適合之付款工具，以建構支援不同付費工具之多元

付費服務。 

5.7.2. 電子支付訊息標準 

5.7.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5.7.2.2. 功能 

依不同支付工具，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服務，訂定相互溝通訊息格式

與標準，確保交易訊息傳遞之完整與安全。 

5.7.3. 電子支付安全性 

5.7.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5.7.3.2. 功能 

依不同支付工具，服務平臺應遵循各金流中心安全性標準，以確保交

易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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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運作方法與程序 

5.8.1. 運作程序 

5.8.1.1. 電子支付服務架構 

電子支付服務提供多元化之付費工具，前接服務平臺，後接訊息交換

中心，確保交易資訊安全且完整傳遞，並由帳務服務處理帳務作業。電子

支付服務架構如圖 5-2：電子支付服務架構示意圖所示： 
 

 

圖 5-2：電子支付服務架構示意圖 

5.8.1.2. 電子支付服務模組功能 

電子支付服務，包含以下模組： 

5.8.1.2.1. 電子支付訊息介面 

電子支付訊息介面，為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服務間訊息傳遞之標準介

面。遵循交易之標準訊息格式，接受來自服務平臺傳送到電子支付服務的

交易訊息，傳遞訊息至多元付費服務。並將交易結果回應給服務平臺。 

依據不同的付費管道與工具，訊息介面中有其相對應的訊息介面模

組，負責處理來自不同付費工具的訊息傳遞格式。 

5.8.1.2.2. 多元付費服務 

多元付費服務接受來自電子支付訊息介面傳來之交易訊息，處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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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工具之交易。交易完成後回應結果給電子支付訊息介面。 

多元付費服務須提供多種不同之付費工具，及依不同付費工具處理其

相關之服務交易事項。針對電子化政府特性及考量目前網際網路電子支付

實際現況，提供於多元付費服務所包括之付費工具計有下列幾類： 

(1) 信用卡付費服務 

提供使用者以信用卡繳交費用及處理其付費交易。 

(2) 金融帳戶付費服務 

提供使用者以金融帳戶之存款繳交費用及處理其付費交易。 

(3) 金融 IC 卡付費服務 

提供使用者以金融 IC 卡繳交費用及處理其付費交易。 

(4) 晶片儲值卡付費服務 

提供晶片儲值卡繳交費用及處理付費交易。 

(5) 線上虛擬貨幣或點數之付費（或稱為「小額付費」）服務 

提供使用者以線上虛擬貨幣或點數繳交費用及處理其付費交易。 

(6) 行動及其他擴充性付費服務 

提供使用者可利用多元終端設備（Device），如：手機、PDA 等，以行

動（Mobile）通訊或無線（Wireless）通訊等方式繳交費用，並處理其

付費交易。 

本服務功能於上述各項不同之付費服務，除正常交易之處理外，皆須

包括處理不同付款工具所產生之異常交易，及需依據不同之付費服務處理

各種交易之訊息格式，例如：信用卡交易之 ISO 8583 訊息標準。 

5.8.1.2.3. 帳務服務 

帳務服務，處理因電子支付交易衍生之帳務，包含帳務查詢、對帳資

料提供、統計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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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2.4. 訊息交換中心 

根據不同付費工具之交易訊息格式，即時傳遞至該訊息交換中心。例

如信用卡交易訊息傳遞至信用卡網路作業中心。 

訊息交換中心，沿用現有機制，包含現有金融資訊跨行系統及信用卡

網路交換中心，包括國內資訊交換中心與國際組織（如：VISA、MasterCard

等）。銀行公會所審定核可具可靠安全性之金融資訊交換系統，如 XML 訊

息交換規範，得予以採納。 

5.8.2. 服務介接 

5.8.2.1. 介接程序 

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服務間介接須先進行相關規格及規範之研訂，以

確保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服務順利連接，及帳務服務之運行順暢。所需之

相關規範事項包括： 

(1) 建立專線連結或 VPN 網路連結與備援線路並制訂規格 

(2) 電子支付標準訊息介面制訂 

(3) 安控標準制訂 

(4) 系統交易及帳務（含各項模擬作業）測試規範 

5.8.2.2. 通訊協定 

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服務間訊息傳遞採 TCP/IP、SSL 通訊協定作業。 

5.8.2.3. 安控標準 

(1) 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服務傳送訊息前，需於服務平臺先行確認使用者

身份。 

(2) 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服務間以專線連結或 VPN 網路連結，確保兩端訊

息傳遞之不可否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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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電子支付服務應使用電子憑證為身份認證機制，及付費交易時加

簽使用者電子簽章，以確保交易之不可否認性。 

(4) 建議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服務間之訊息傳遞，應提供押碼確保訊息之

完整性及來源辨識性。 

(5) 建議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服務間之訊息傳遞，應提供加密，演算法至

少滿足 Triple DES 的安全度。 

(6) 建議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服務間傳遞交易訊息時須使用憑證相互認

證，以增加安全性。 

(7) 使用者端與服務平臺間之付費訊息傳遞，應提供以 SSL 至少 128 bit 加

密或其他更高安全性之加密。 

(8) 使用者申辦項目資料與使用者金融資料，必須隔離儲存。 

5.9. 電子付費服務提供之功能服務 

5.9.1. 多元付費服務 

電子支付服務功能因應不同付費金額特性，及提供使用者可選擇其適

合之付款工具，以建構支援不同付費工具之多元付費服務。 

以下針對電子化政府特性，考量目前網際網路電子支付實際現況，提

供不同付費機制，依各不同付費工具之架構與功能詳述如下： 

5.9.1.1. 信用卡付費 

信用卡付費的作業程序與架構如圖 5-3：信用卡付費架構示意圖所示。

相關規範內容分述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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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信用卡付費架構示意圖 

5.9.1.1.1. 信用卡交易程序與功能 

(1) 消費 

持卡人至服務平臺申辦服務，輸入信用卡資料後，繳交規費、罰款、

稅款等費用。 

(2) 交易授權及確認交易及金額 

透過多元付費服務之即時（online）網路透過收單銀行（Acquirer Bank）

向發卡銀行提出授權需求，獲得發卡銀行授權碼後，即接受持卡人消

費，完成付費作業。 

(3) 請款 

服務平臺之帳務管理單位向收單銀行提出請款。收單銀行收取手續

費，再透過信用卡網路作業中心向發卡銀行進行帳單帳務清算。 

建議：服務平臺與收單銀行訂定各項服務之手續費，建議以單筆交易

金額比例、或每月結算總金額比例計算。 

(4) 清算 

收單銀行向發卡銀行彙送請款資料並要求撥款。 

(5) 寄對帳單及持卡人付費 

發卡銀行於每月約定之付款日前向持卡人寄送對帳單並要求付費。 

(6) 信用卡交易流程，若國際組織有其他更安全方案，得採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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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2. 信用卡收單銀行 

服務平臺需指定或尋求收單銀行合作收單。 

5.9.1.1.3. 適用付費金額 

(1) 100 元以上，因 100 元以下金額扣除手續費後不敷成本。 

(2) 建議大金額（如超過萬元以上金額）之付費不採用此付款方式。 

5.9.1.1.4. 交易訊息標準 

(1) 服務平臺與多元付費服務間交易訊息由雙方協商訂定。 

(2) 建議多元付費服務與信用卡網路作業中心交易訊息，依現行 ISO 8583

規定。 

5.9.1.1.5. 信用卡呆帳風險 

(1) 建議以使用者之憑證進行使用者身份認證及使用電子簽章，確保使用

者交易之不可否認性，以防止呆帳。 

(2) 如無身份認證機制致產生之呆帳風險需由收費之機關承擔，或由收取

手續費之收單銀行，或受委託之營運單位承擔。 

5.9.1.1.6. 信用卡付費安控需求 

(1) 使用者端與服務平臺間資訊傳遞，應提供 HTTPS、SSL 加密。 

(2) 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服務間之訊息傳遞，應提供 SSL 加密。 

(3) 建議信用卡資料於使用者端與電子支付服務間，提供信用卡資料之加

密與保護措施。 

(4) 建議可加入電子憑證之認證機制以確認使用者之身份，及使用電子簽

章確保使用者交易之不可否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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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2. 線上金融帳戶即時付費 

使用者由網際網路進入服務平臺，透過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訊息介

面，即時連接金融資訊跨行系統，進行跨行轉帳完成付費作業。線上金融

帳戶即時付費架構如圖 5-4：線上金融帳戶即時付費架構示意圖： 
 

 

圖 5-4：線上金融帳戶即時付費架構示意圖 

5.9.1.2.1. 線上金融帳戶交易程序與功能 

(1) 使用者付費前由服務平臺驗證使用者身份資料。 

(2) 使用者經確認身份與交易金額後，需輸入其銀行代號與帳號。 

(3) 僅限本人帳戶繳交本人費用，由銀行檢核比對帳號及身份證字號（或

法人之統一編號）。 

(4) 優點：線上即時付費、本人帳戶繳交本人費用、風險低。 

5.9.1.2.2. 適用付費金額 

建議依據每筆交易金額之限制，比照「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

全控管作業基準」之非約定轉入帳戶小金額轉帳規定，以每帳戶每筆不得

超過新臺幣五萬元、每天累積不得超過十萬元、每月累積不得超過新臺幣

二十萬元為上限，且每日每月累積金額係併轉帳交易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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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2.3. 交易訊息標準 

(1) 服務平臺與多元付費服務間交易訊息由雙方協商訂定。 

(2) 建議多元付費服務與金融資訊跨行系統交易訊息，遵循金融資訊系統

規格。 

5.9.1.2.4. 交易手續費 

建議服務平臺需與金融資訊跨行系統以及金融機構協商訂定。 

5.9.1.2.5. 金融卡使用風險 

服務平臺確認使用者身份並記錄交易（不記錄使用者帳戶資料），使用

者以本人帳戶繳交本人費用，風險低。 

5.9.1.2.6. 金融卡付費安控需求 

(1) 使用者端與服務平臺間資訊傳遞，應提供 HTTPS、SSL 加密。 

(2) 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服務間之訊息傳遞，應以專線或 VPN 連結，提供

MAC 押碼、Triple DES 加密。 

(3) 建議可加入電子憑證之認證機制以確認使用者之身份，及使用電子簽

章確保交易之不可否認性。 

5.9.1.3. IC 金融卡付費 

利用金融卡上晶片之身份認證與儲值功能付費，可滿足申辦業務中小

額付費與大額付費之需求。使用者於個人電腦上之讀卡機插入 IC 金融卡，

於使用者端進行身分確認後，輸入金額並由 IC 卡產製交易驗證碼，整筆交

易資料再以 SSL 及加密機制傳輸至多元付費服務，轉帳交易完成後回應交

易結果給使用者，並傳送給服務平臺以為勾稽。IC 金融卡付費架構如圖 

5-5：IC 金融卡付費架構示意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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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IC 金融卡付費架構示意圖 

5.9.1.3.1. IC 金融卡交易程序與功能 

(1) 使用者經由服務平臺進行申辦及付費作業。 

(2) 使用者完成申辦作業並選擇付費，使用者插入 IC 金融卡輸入密碼進行

身分確認，以使用者帳戶內金額或是預先儲值於晶片內的金額付費，

交易訊息 IC 卡會以 Triple DES 或 RSA 加密方式產製交易驗證碼(其機

制係依發卡金融機構規範)。 

(3) 付費交易資料經由多元付費服務及跨行系統傳送至發卡金融機構進行

轉帳付費交易，發卡金融機構系統即時進行驗證碼比對確認後，傳回

同意交易訊息，完成交易作業。 

(4) 優點：IC 金融卡兼具身份認證與儲值功能，不僅可滿足小額付費與大

額付費之需求，且身份認證離線作業流程簡便、無密碼曝光之虞，使

用者以本人帳戶可繳交本人及他人費用，安全度高。 

5.9.1.3.2. IC 金融卡收單銀行 

服務平臺需指定或尋求收單銀行合作收單。 

5.9.1.3.3. 適用付費金額 

建議比照自動化機器服務共用系統之繳稅金額限制規定辦理。 

5.9.1.3.4. 交易訊息標準 

(1) 服務平臺與多元付費服務間交易訊息由雙方協商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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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多元付費服務與金融資訊跨行系統交易訊息，遵循晶片卡共用系

統規格。 

5.9.1.3.5. 手續費金額 

建議服務平臺需與金融資訊跨行系統以及金融機構協商訂定。 

5.9.1.3.6. IC 金融卡風險 

金融機構以 IC 金融卡確認使用者身分、服務平臺以身份憑證對使用者

進行確認，可以本人帳戶繳交本人及他人之費用，風險低。 

5.9.1.3.7. IC 金融卡付費安控需求 

(1) 使用者端與服務平臺間資訊傳遞，應提供 HTTPS、SSL 加密。 

(2) 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服務間之訊息傳遞，應提供 SSL 加密。 

5.9.1.4. 線上虛擬貨幣或點數 

目前線上虛擬貨幣或點數支付費機制，尚無明確的法令依據可適用，

暫不考慮。 

今後若有法源依據並為金融主管機關所認可，則建議可採用此機制於

小額付費。 

本機制之交易訊息、安控機制、帳務管理等議題，應於金融主管認可

營運前，由服務平臺與負責本機制維運單位協商訂定。 

5.9.1.5. 多元付費機制擴充 

(1) 付費交易可利用使用多元終端設備（Device），如手機、PDA 等，透過

不同通訊網路，連接至多元付費服務進行信用卡及金融帳戶付費等交

易。 

(2) 政府機關若有其他通訊網路交易需求，如行動（Mobile）通訊或無線

（Wireless）通訊等擴充，需依據電子支付訊息介面之各項規範，傳遞

交易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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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收支作業服務 

本部份功能屬於多元付費服務中與帳務服務介接與整合之部份，前述

各類電子支付皆需有其相對應之收支作業並與帳務服務相配合，電子支付

之收支作業包括預收作業、撥款作業、退費作業及稽催作業，各項作業之

程序如圖 5-6：電子支付之收支作業程序示意圖所示： 

 

稽催作業

退費作業

撥款作業使用者帳戶 預收帳戶

預收作業 稽催作業

退費作業

撥款作業使用者帳戶 預收帳戶

預收作業
 

圖 5-6：電子支付之收支作業程序示意圖 

5.9.2.1. 預收作業 

(1) 電子支付交易將使用者繳交費用，存入服務平臺所開設之預收帳戶。 

(2) 服務平臺應針對各項使用電子支付之申辦服務，設定「交易滯留」期

限，於期限前須通知預收帳戶進行撥款或退費作業。 

(3) 各項交易之「交易滯留」時限設定，由服務平臺規定之。 

5.9.2.2. 撥款作業 

(1) 撥款作業需於「交易滯留」時限內。 

(2) 撥款作業由服務平臺傳送撥款通知訊息並授權電子支付服務進行撥

款。 

(3) 撥款原則由服務平臺主管機關訂定。 

(4) 帳款由預收帳戶內可撥入至一或多個政府機關帳戶。（註：申辦服務中

之撥款作業若內含有多政府機關帳戶與相對應撥入金額，則服務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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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於傳送電子支付服務交易訊息中包括此資訊，以為撥款依據。） 

(5) 建議撥款作業由服務平臺主管機關，授權帳務服務之維運單位作業。 

5.9.2.3. 退費作業 

(1) 退費作業需於「交易滯留」時限內。 

(2) 退費作業由服務平臺傳送退費通知訊息並授權電子支付服務進行退

費。 

(3) 退費原則由服務平臺主管機關訂定。 

(4) 退費帳款由預收帳戶內退還至使用者帳戶。 

(5) 建議退費作業由服務平臺主管機關，授權帳務服務之維運單位作業。 

(6) 退費作業建議於使用者申訴三日內完成撥付，避免產生客訴。 

5.9.2.4. 稽催作業 

(1) 預收帳款於「交易滯留」時限內未撥款或退費，稱之滯留交易，則進

入稽催作業。 

(2) 稽催原則由服務平臺主管機關訂定。 

(3) 稽催作業須包含稽催時限，當稽催無效時，建議可授權由平臺維運單

位以人力介入，逕行通知使用者確認付費標的狀態。 

5.9.2.5. 異常交易處理作業 

處理有關交易逾時、不明交易等之異常交易帳目，及異常交易處理完

畢後，並配合帳務服務需調整帳務之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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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帳務服務架構與模組功能 

5.9.3.1. 帳務服務架構 

 

圖 5-7：帳務系統架構示意圖 

5.9.3.2. 查詢服務 

提供政府機關查詢申辦服務收費狀況，主要目的在於對帳。 

(1) 對帳方式 

HTTPS、mail 與 S/MIME 傳送或檔案下載。 

(2) 政府機關帳務查詢網站須建立機制 

A. 帳務查詢人員身份申請程序 

B. 身分認證 

C. 電子簽章 

D. 通訊安全加密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改版建置與服務平臺功能整合委外服務案後續擴充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作業規範 

 

  5-18 

(3) 建議 

通訊協定採 TCP/IP，連線採 HTTPS、SSL 加密。 

5.9.4. 手續費計算 

(1) 原則 

服務平臺主管機關根據不同申辦作業項目與類型，考慮不同支付工具

特性，與金融機構、電信業者及電子支付服務維運單位協商計算手續

費。 

(2) 手續費計算方式建議 

A. 依據每筆交易收取定額手續費。 

B. 依據每筆交易金額收取固定比率手續費。 

(3) 手續費收取對象，建議可因應使用者付費之原則，由申辦業務之使用

者支付，或由政府機關因應服務之考量，編列預算吸收。 

5.9.5. 統計報表 

交易日報表、月報表、及相關帳務、統計報表。 

5.9.6. 對帳資料傳送 

提供各政府機關每日與每月之對帳資料，做為帳款撥付之依據。可採

Mail、S/MIME 或傳真方式傳送檔案。 

5.9.7. 安全控管 

負責帳務服務之維運單位，需對操作人員權限與程序嚴加控管，並制

訂規則，避免弊端發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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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引用標準 

5.10.1. 採用的標準 

(1) HTTP 1.1 以上(含) 

(2) SSL 3.0 以上(含)之標準 

以上標準版本需逐年檢視。 

5.10.2. 觀察中的標準 

無。 

5.11. 訊息標準 

5.11.1. 電子支付訊息介面 

(1) 依不同支付工具，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服務，訂定相互溝通訊息格式

與標準，確保交易訊息傳遞之完整與安全。 

(2) 服務平臺與電子支付服務傳遞交易訊息之標準格式建議採 Secure 

Socket Layer (SSL)方式或 XML 訊息格式。 

5.11.2.  訊息運作標準與必要欄位 

電子支付訊息介面接收來自電子支付模組訊息運作標準與必要欄位。 

目標 運作的標準 必要欄位 

電子支付

傳送訊息 

SSL/XML (1) 電子案號 

服務平臺所產生之電子案號。 

(2) 使用者身份認證資料 

服務平臺於認證後傳送之使用者身份證

ID（或法人之統一編號）。 

(3) 撥入政府機關代號 

統一使用服務平臺共用的政府機關代號

格式。視整合服務需求，可為一個或多

個，作為撥款流程中撥入帳戶之依據。 

(4) 撥入政府機關相對應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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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運作的標準 必要欄位 

視整合服務需求，可為一個或多個，須

對應正確之撥入政府機關代號，作為撥

款流程中撥入帳戶金額之依據。 

(5) 預收帳戶代號 

服務平臺開設預收帳戶之代號，作為轉

出行接收轉出訊息中轉入帳戶的指示。 

(6) 支付工具交易訊息 

根據電子支付服務設計的支付工具擇其

一，每筆交易僅能有一種交易訊息格

式。目前為以下三種： 

A. 信用卡交易訊息。 

B. 金融卡交易訊息。 

C. IC 金融卡交易訊息。 

電子支付

接收訊息 

SSL/XML (1) 電子案號（Ticket No.） 

(2) 收據號碼（Receipt No.） 

(3) 交易狀況訊息代碼 

帳務服務

之輸入訊

息 

SSL/XML (1) 授權認證碼 

(2) 撥款通知訊息 

(3) 退費通知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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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整合服務規範 

6.1. 前提 

6.1.1. 整合服務規範的使用前提 

整合服務規範與註冊服務規範的關係十分密切，對於資料來源單純的

服務平臺而言，或無此需求，而可將整合服務規範視為參考性之規範，並

無強制性要求。 

對於有跨系統業務整合之需求的服務平臺，整合服務規範仍是一必要

依循的規範。 

6.1.2. 整合服務建置前提 

整合服務需在滿足下列條件的前提進行規劃： 

(1) 服務流程規劃 

服務需先完成服務流程設計的先前規劃與存取跨機關業務單元服務權

限協商，再透過流程設計工具完成流程設定，並把流程設定資料部署

至服務平臺。 

(2) 服務註冊 

服務流程所使用之服務須經過註冊後才能啟用。詳細服務註冊流程，

請參考「註冊服務規範」。 

6.1.3. 需求 

(1) 須提供一站式(One-Stop Service)服務的執行環境。 

(2) 須提供跨機關業務服務的流程整合。 

(3) 須提供服務進度的查詢與追蹤。 

(4) 須提供服務流程的執行記錄，以利進行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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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目的 

整合服務(Services Integration)規範是要求服務平臺整合跨機關的服務

項目時所須依循的約定事項。其目的在於協助有意建置服務平臺、提供一

站式服務的機關，瞭解整合服務模組中功能及建置重點。 

6.3. 範圍 

本內容除針對整合服務中各模組應提供的功能、整合服務與平臺其他

模組介接的原則加以規範外，亦針對一站式服務流程的設定資料制訂提出

指導性方針。 

6.4. 名詞解釋 

(1) 業務單元服務(Elementary Services) 

業務單元服務由各機關提供，屬於一站式服務的基本單元；業務單元

服務為提供予民眾之應用而需由各機關支援的單項業務服務，或為政

府機關間為了資料交換的需要而需要各自提供的單項資料交換服務。 

(2) 業務複合服務(Composite Services) 

指的是將兩項以上(含)的業務單元服務經過整合而成的業務服務稱

之，亦屬於一站式服務的基本單元；組成業務複合服務的業務單元服

務並無流程的關係，而是同時要求多個業務單元服務執行功能並彙整

執行結果。 

(3) 一站式服務(One-Stop Service) 

一站式服務為一完整的應用，指自然人或法人依各別需要，透過單一

窗口一次完成政府各機關所提供的多項服務。一站式服務可由一個以

上(含)的業務複合服務與(或)業務單元服務組成。 

(4) 應用程式介面 

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API)，以程式庫(Library)

的方式所定義之通訊介面，通常作為系統中內部子系統互通之解決方

式，或者未採用特定通訊標準之外部通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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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整合服務原則 

(1) 與服務平臺有跨系統業務整合之需求之系統必須依循本整合服務規

範。 

(2) 服務平臺須有整合流程管理中心，負責服務平臺上所有流程、系統、

服務及資源的整合管理。 

(3) 所有的流程定義與執行描述語言應依循國際標準或政府規範。 

(4) 整合服務必須符合安全政策（Security Policy），以確保訊息交換傳輸時

之保密與安全。 

6.6. 整合服務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進行跨系統業務流程整合之相關規範文件閱讀時建議以本文件為總規

範之外，與可參考電子化政府整合服務模式研究報告 V1.03，由於整合服

務規範與註冊服務規範的關係十分密切，註冊服務規範可參考平臺_公開資

訊註冊服務系統規劃報告_v1.02 及平臺_公開資訊註冊服務系統規劃報告

_v1.02 附錄。 

 

圖 6-1：整合服務相關規範文件導引示意圖 

 電子化政府整合服務模式研究報告 

本研究報告針對電子化政府建置一站式服務所需要的網際網路工作流

程(Internet Workflow)技術的現況做詳細的討論和研究分析。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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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是一個新興的技術領域，為植基於網路服務(Web Services)的

一種整合資訊技術，可透過 XML 語言格式的工作流程排程描述語言

來整合分布於網際網路的網路服務[4]。本研究報告先說明網際網路工

作流程的理論基礎概念，接著並針對目前現有的七種工作流程語言和

標準做對照分析，最後提出電子化政府使用網際網路工作流程以作為

建置整合服務的建議。 

 公開資訊註冊服務系統規劃報告 

公開資訊註冊服務系統規劃報告目的在於提供電子化政府在服務導向

架構之公開資訊註冊與儲存機制，規劃範圍包含： 

 內容服務之註冊與儲存 

 資訊作業流程註冊與儲存。 

 網路服務(Web Services)註冊與儲存 

註冊服務主要所管理之資訊物件包含「物件識別碼」、「業務服務」、「使

用者」、「機關」及「社群」等五大項，皆是以資訊物件為考量，而非提供

一開放性的註冊與儲存機制管理資訊物件，因此如有管理其它資訊物件之

需求時，即需再規劃此項資訊物件之註冊管理功能。 

彙整公開資訊註冊服務系統規劃報告中與整合服務有關的章節，表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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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公開資訊註冊服務系統規劃報告與整合服務相關章節 

相關章節 章節概述 

1.5.2.3 工作流程註冊服務 定義工作流程註冊服務 

2.3 內容/服務階層

(eGovernment 

Content/Service Layer)分析 

說明工作流程層(Workflow Layer) 

2.4 註冊/儲存庫

(Registry/Repository)分析 

說明工作流程註冊/儲存庫(Workflow 

Registry/Repository) 

2.5 設計方法論 說明電子化政府處理作業模型(eGov 

Process Model)，協助建立電子化政府

處理作業有關多方協同作業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的複雜工作

流程分析 

6.7. 基本規範 

6.7.1. 服務流程設定 

服務流程設定為服務流程設計時期必須執行的功能，透過服務流程設

定完成服務流程設計與服務流程佈署，並將設定資料儲存作為服務流程執

行的依據。 

6.7.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6.7.1.2. 服務流程設計功能 

服務流程設計的目的在支援一站式服務的流程設定資料，使整合服務

開發人員可藉此組裝服務平臺上的業務單元服務，以建立新的服務。服務

流程設計工具建議包含下列功能： 

(1) 流程控制 

以描述語言、條件設定或其他方式，支援條件判斷、分支(branch)、迴

圈(loop)等流程控制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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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目錄瀏覽 

提供瀏覽服務目錄的功能，整合服務開發人員可以查詢並取得合適的

服務定義。 

(3) 業務單元服務資訊匯入 

服務流程設計工具可匯入每個業務單元服務的定義資訊，如輸入、輸

出項。 

(4) 服務節點資訊對應 

一個節點可以代表一業務單元服務或額外功能，業務複合服務為業務

單元服務與額外功能的集合，服務節點間的資訊對應可以達到流程資

訊的傳遞與交換。 

(5) 逾時設定 

針對一站式服務的流程，可設定其執行逾時的時間限制及發生逾時狀

況時的處理流程。 

(6) 例外處理設定 

針對業務一站式服務流程，可設定發生例外狀況時的補救處理流程。 

(7) 服務流程設定資料的儲存及載入 

服務流程設計需能針對尚未完成或確認的一站式服務流程，提供服務

流程設定資料儲存及載入功能。 

(8) 服務流程版本管理 

服務流程設計需能針對服務流程的不同版本進行管理，能夠檢視同一

服務流程之不同版 

6.7.1.3. 服務流程部署功能 

服務流程透過流程設計工具完成流程設定後，需把流程設定資料部署

至服務平臺。當各機關單位要在服務平臺上提供以民眾為中心的跨機關一

站式服務時，需先透過服務流程設計來設計服務流程，並透過服務流程部

署將相關服務流程設定資料部署至服務平臺，以進行後續的服務註冊流

程。詳細的服務流程設定資料如下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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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服務流程設定資料 

6.7.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6.7.2.2. 功能 

機關單位在服務平臺上所提供的一站式服務，是透過「註冊服務規範」

的註冊介面完成註冊。一站式服務之相關服務流程設定資料(Services Flow 

Declaration)需儲存至整合服務模組中，以進行後續的服務執行。啟動服務

流程會依據服務流程設定資料執行。服務流程設定資料至少應該包含下列

資訊： 

(1) 服務流程識別名稱 

(2) 服務流程變數(Variable)。各變數設定至少包含下列資訊： 

A. 名稱 

B. 型別 

C. 若為 XML 型別，應包含 XML Schema 設定 

D. 預設值 

(3) 服務節點設定。各服務節點設定至少應包含下列資訊： 

A. 節點識別名稱 

B. 服務定義描述檔所在位址 

C. 服務所在位址 

D. 服務作業(operation)名稱 

E. 服務作業所需之參數 

F. 服務作業參數與流程變數的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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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流程控制規則設定 

(5) 服務流程的逾時處理流程設定 

A. 逾時時間 

B. 發生逾時狀況，應啟動的處理流程識別名稱 

(6) 服務流程的例外狀況處理流程設定 

A. 發生例外狀況，應啟動的處理流程識別名稱 

(7) 服務節點的逾時處理流程設定 

A. 逾時時間 

B. 發生逾時狀況，應啟動的處理流程識別名稱 

C. 發生逾時狀況，流程應繼續執行或終止執行 

(8) 服務節點的例外狀況處理流程設定 

A. 發生例外狀況，應啟動的處理流程識別名稱 

B. 發生例外狀況，流程應繼續執行或終止執行 

6.7.3. 服務流程例外處理 

服務流程設計人員需根據不同例外狀況設計不同的處理程序。當服務

流程執行個體(服務流程 Instance)發生例外狀況時，會啟動預先設定的例外

處理流程。 

6.7.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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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2. 功能 

6.7.3.2.1. 服務流程例外處理層級 

服務流程例外處理分為流程層級與節點層級二種。 

(1) 流程層級 

流程繞送或節點執行過程發生預期或非預期的例外狀況時，所啟動的

例外處理流程。 

(2) 節點層級 

節點執行過程發生預期或非預期的例外狀況，所啟動的例外處理流

程。若節點未設定例外處理流程，則啟動流程層級所設定的例外處理

流程。此外，節點層級的例外處理流程可指示例外處理流程執行完成

時，應終止整個流程的執行或繼續流程的執行。 

6.7.3.3. 運作程序範例 

本程序範例僅供實作之參考。 

6.7.3.3.1. 程序範例 

當服務流程執行個體(服務流程 Instance)發生例外狀況時： 

(1) 不為呼叫節點所發生的錯誤：啟動流程層級的例外處理流程。 

(2) 為呼叫節點所產生的錯誤：檢查該節點是否已設定例外處理流程。若

有，啟動該節點的例外處理流程；若否，啟動流程層級的例外處理流

程。 

(3) 流程層級的例外處理流程：暫停該服務流程執行個體的執行。 

(4) 節點層級的例外處理流程：服務流程執行環境會檢視該節點的例外處

理設定，決定是否執行後續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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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3.2. 注意事項 

(1) 例外處理流程之執行程序與一般流程相同。 

(2) 問題修復後，可手動啟動已暫停執行的服務流程執行個體(服務流程

Instance)。 

6.7.4. 服務流程記錄 

6.7.4.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6.7.4.2. 功能 

(1) 服務流程執行個體(服務流程 Instance)追蹤：檢視服務流程執行個體及

其節點的詳細資料。 

(2) 服務流程執行個體歷史資料的存封。 

(3) 檢查點(check-point)執行：備份檢查該時間點的系統相關資料，以做為

系統復原的基礎。 

(4) 系統資料復原：根據最近一次檢查點所備份的資料，復原系統的執行

狀態。 

6.7.5. 服務流程監控 

服務流程監控提供流程執行狀況的監視功能。流程執行狀況的資料是

由服務流程執行個體(服務流程 Instance)執行過程中所產生。 

6.7.5.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6.7.5.2. 功能 

(1) 服務流程執行個體(服務流程 Instance)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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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據下列條件查詢特定的服務流程執行個體(服務流程 Instance)： 

A. 服務流程定義識別名稱 

B. 服務流程執行個體識別碼 

C. 服務流程執行個體執行狀態(例如：執行或暫停)  

D. 服務內容某特定欄位的值(例如：電子案號)  

E. 起始時間 

F. 終止時間 

(2) 服務流程執行個體(服務流程 Instance)資料檢視 

可監視或檢視運作中(active)或歷史服務流程執行個體的資料。包括啟

動及終止時的變數值、起始時間、終止時間等。 

(3) 服務流程執行個體(服務流程 Instance)狀況檢視 

檢視服務流程執行個體目前的繞送路徑。當執行過程中所呼叫的業務

單元服務有提供細部狀態查詢的服務時，本功能可檢視至每個業務單

元服務的細部執行狀態。 

(4) 節點執行個體(節點 Instance)資料檢視 

檢視節點執行的起訖時間及執行前與執行後的變數值。由於支援迴圈

的流程控制定義，在單一執行個體中，特定的節點可能重複執行多次，

因此服務流程監控應支援每一次節點執行的資料檢視。 

6.7.6. 服務流程執行 

服務流程執行負責服務流程的控制與執行。 

6.7.6.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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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2. 功能 

服務流程執行至少須提供下列功能： 

(1) 解譯流程定義 

轉換服務流程設定資料為可辨識的流程定義，做為服務流程執行的依

據。 

(2) 處理流程操作需求 

接收並處理服務流程操作需求。包括： 

A. 啟動服務流程執行。 

B. 終止服務流程執行。 

C. 暫停服務流程執行。 

D. 繼續服務流程執行。 

(3) 依流程設定資料執行流程 

產生服務流程執行個體，並在執行過程中根據預先定義的服務流程控

制規則進行流程的繞送(routing)。 

A. 自動執行服務流程的各個步驟。 

B. 產生服務流程相關資料，供監控模組使用。 

C. 產生記錄資料，供流程追蹤稽核與系統回復。 

D. 支援長時間(long-term)服務流程的執行。 

(4) 服務流程控制與協調 

在執行時期，根據服務流程變數的值及預先定義的服務流程控制規

則，決定服務流程執行的路徑。服務流程執行須使用平行控制

(concurrency control)相關機制，處理流程的分支(branch)、分離(split)與

合併(m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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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務節點的執行 

在服務流程執行個體的執行過程中，服務流程執行將逐一呼叫繞送路

徑上的服務，以達成整合服務之目的。 

6.7.6.3. 運作程序範例 

服務流程執行個體(Instance)的執行程序，雖因服務流程執行環境實作

上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須滿足本規範所描述之功能。下述為服務流程執

行個體(Instance)運作程序的舉例說明，可作為實作參考。 

(1) 接收啟動服務流程的需求。 

(2) 載入指定服務流程的設定。 

(3) 建立該服務流程的執行個體(Instance)，並根據服務流程啟動需求中的

服務內容資料，初始化服務流程執行個體的變數。 

(4) 執行變數與節點變數的對應。 

(5) 根據服務節點的定義(例如：通訊協定、服務所在位址、服務內容等)，

呼叫該服務。 

(6) 執行服務節點回傳值與變數的對應。 

(7) 新增服務流程記錄及更新服務流程狀態等資料。 

(8) 使用變數評估(evaluate)流程的控制條件，決定後續的執行路徑。 

重複執行(4)~(8)直到流程執行結束。 

6.8. 整合服務核心模組運作方法與程序 

6.8.1. 整合服務運作程序 

服務流程運作包含服務流程設計、部署、管理與執行。整合服務為服

務流程的執行運作階段，提供服務流程實際執行環境，如圖 6-2：整合服務

架構示意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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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整合服務架構示意圖 

分述如下： 

(1) 服務流程規劃 

整合服務要先清楚知道預計的流程的作業方式與狀況，尤其是流程內

的訊息流 (Message flow)、事件流(Event flow) 、或控制流 (Control 

flow)，服務需先完成服務流程設計的先前規劃與存取跨機關業務單元

服務權限協商，再透過流程設計工具完成流程設定，並把流程設定資

料部署至服務平臺。 

(2) 服務註冊 

服務流程所使用之服務須經過註冊後才能啟用。詳細服務註冊流程，

請參考「註冊服務規範」。 

(3) 整合服務執行 

讓設計好的整合流程能被參與者順利執行完成。負責控制執行的模組

可稱為工作流程引擎(Workflow Engine)或流程伺服器(Process Server)，

流程的執行中會根據流程定義自動呼叫各應用系統。 

(4) 服務管理維護 

流程上線接著要做管理維護，如例外狀況的介入處理。系統隨時回報

流程的執行狀態與過程，而且管理者也可以追蹤、查詢重要的關卡並

做適時的調整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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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服務介接 

6.8.2.1. 介接對象 

整合服務與服務平臺其他架構介面的介接包括: 服務平臺作業入口介

接、註冊服務介接、資訊交換基礎環境介接與平臺管理介接。就資訊交換

基礎環境而言，整合服務需提供服務流程執行的應用程式介面。此外，整

合服務流程所執行到的業務單元服務亦需透過資訊交換基礎環境來執行既

有系統、其他服務平臺所提供的業務單元服務。 

6.8.2.2. 介接的方法 

整合服務需以應用程式介面的方式提供資訊交換基礎環境進行啟動服

務流程、終止服務流程、暫停服務流程執行、繼續服務流程執行及服務流

程狀態查詢等作業。 

(1) 服務平臺作業入口介接 

服務界接時由服務平臺作業入口接收(公開)服務請求並啟動整合服務

的服務流程。若服務請求為非同步模式，服務平臺作業入口將服務請

求訊息置於訊息佇列(Message Queue)中，整合服務模組由訊息佇列

(Message Queue)中取出服務請求訊息以啟動服務流程。若服務請求為

同步模式，服務平臺作業入口透過 API 將服務請求訊息傳送至整合服

務模組中以啟動服務流程。 

(2) 註冊服務介接 

在服務流程設計時期，透過註冊服務模組所提供的 API，查詢公開服務

檔案(Service profile)中單元服務/複合服務的定義資訊，以及服務協定

(Service agreement)的資訊以完成服務流程設計。在服務流程執行時

期，透過註冊服務模組所提供的 API，查詢服務檔案(Service profile)中

單元服務/複合服務的定義資訊，以及服務協定(Service agreement)的資

訊，以檢查服務請求訊息的正確性。 

(3)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介接 

在服務流程執行時期，透過資訊交換基礎環境所提供的 API 或是 HTTP 

Post 傳送服務請求訊息至既有系統。若為非同步資訊交換模式，資訊

交換基礎環境將服務結果置於訊息佇列(Message Queue)中，整合服務

模組由訊息佇列(Message Queue)中取出服務結果訊息，非同步地處理

服務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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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臺管理介接 

在服務流程執行時期，透過平臺管理所提供的 API，將平臺維運人員所

需監測的資訊記錄至平臺管理模組。平臺維運人員在平臺管理使用者

介面上，透過 HTTP Redirect 以查詢整合服務模組中動態的服務流程執

行狀況資料。 

6.8.2.3. 應用程式介面 

整合服務須提供以下功能之應用程式介面： 

(1) 服務流程控制 

A. 設定服務流程初始資料。 

B. 啟動服務流程。 

C. 終止服務流程。 

D. 暫停服務流程執行。 

E. 繼續服務流程執行。 

(2) 服務流程執行個體 

A. 依服務流程執行個體識別碼，查詢單一服務流程執行個體。 

B. 根據篩選條件(例如：服務流程定義名稱、服務流程執行狀態、啟

動者、電子案號等)，查詢特定的服務流程執行個體集合。 

(3) 服務流程執行個體詳細資料查詢 

A. 查詢服務流程執行個體的變數資料。 

B. 查詢節點的執行狀態。 

C. 查詢執行節點的變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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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整合服務核心模組提供之功能服務 

服務流程運作包含服務流程設計、部署、管理與執行。整合服務為服

務流程的執行運作階段，提供服務流程實際執行環境，因此整合服務主要

提供之功能服務有： 

(1) 服務流程設計 

流程必須要有明確表式的流程定義，因此服務流程規劃中最重要的是

流程建模工作，透過商業活動 (Activity 與商業規則(Business Rule)等相

關元素，並可藉由直覺圖形化的介面，協助流程設計者進行流程的建

構。 

(2) 轉譯/儲存流程定義 

轉換服務流程設定資料為可辨識的流程定義，做為服務流程執行的依

據。流程定義包括了流程運作所有相關的資料，最明顯的就是流程三

要素：人、活動與資訊格式，都紀錄在流程定義中 

(3) 服務流程執行 

正確無誤地將流程在正確的時間傳送給正確的人或系統，讓新上線的

流程能被參與者順利執行完成。由於流程的運作為企業營運的核心，

因此能處理複雜且大量的流程工作是流程引擎所必備的條件。 

(4) 服務流程監控提供流程執行狀況的監視功能 

讓使用者或管理者即時地追蹤目前流程的進度或進行例外的處理以能

做到修正或變動的因應，管理者能清楚掌握流程運作的現況、走向，

並適時的介入流程的運作。 

6.10. 引用標準 

6.10.1. 採用的標準 

無。 

6.10.2.  觀察中的標準 

(1) BPEL4WS 1.1 

(2) XPD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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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PMN 

(4) BPRI  

(5) BPEL 

(6) XLANG 

6.11. 訊息標準 

本標準規範尚無訂定採用之標準規範，僅針對目前觀察中之標準，依

據不同之使用目標，整理如下： 

表 6-2：整合服務運作模式的標準彙整表 

目標 一般運作模式的標準 Web Services 運作模式的標準 

服務流程設計 XLANG,  

XML 1.0 以上 

XML schema 

XLANG, BPMN 

服務流程執行 XML 1.0 以上 

XML schema 

XPDL, BPEL, BPEL4WS 

服務流程監控管

理與監控 

無 B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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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規範 

7.1. 前提 

7.1.1.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建置前提 

7.1.1.1. 制訂應用訊息格式、訊息標準與通訊協定 

須設立推動組織，負責管理應用訊息的版本。服務平臺與其他服務平

臺互通，服務平臺與既有系統轉接介面互通，服務平臺接收入口網站執行

需求，雙方須採用相同的訊息格式、訊息標準及通訊協定。 

7.1.1.2. 訂定業務服務的安全等級 

須針對各項業務服務的性質，訂定其安全等級，安全等級相關規範請

參見「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規範」。 

7.1.2. 需求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的需求如下列所示： 

(1) 必須提供授權之使用者、機關及應用程式連接服務平臺的服務。 

(2) 必須保證傳輸與資料的安全性。 

(3) 必須以共通的資料交換格式提供服務。 

(4) 必須記錄資料交換的來源、時間。 

(5) 必須保證資訊交換時之互通性。 

7.2. 目的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Information Interchange Infrastructure）是服務

平臺與其他服務平臺、入口網站及既有系統轉接介面(Legacy System 

Interface)介接的管道，服務平臺對外連接入口網站執行申辦服務需求、呼叫

已註冊之業務服務，或接收來自服務平臺外呼叫執行服務平臺所屬之業務

服務時，所提供的資訊交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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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範圍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提供電子化政府各項業務服務資訊交換的環境

及提供入口網站介接，以協助民眾申辦服務與查詢服務時能順利執行，本

章節針對「資訊交換基礎環境」中應提供的功能、資訊交換過程中應考量

的議題及「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對入口網站、既有系統轉接介面和其他作

業平臺的介接方法與程序提出指導性方針。 

7.4. 名詞解釋 

(1) 同步訊息 

因服務執行需要所傳送的訊息，且可以透過同步傳送傳輸通訊協定在

同一次連線的時間內完成服務執行，並回傳服務執行結果訊息；如通

知類訊息、系統自動查詢類訊息、系統自動處理申辦類訊息。 

(2) 非同步訊息 

因服務執行需要所傳送的訊息，無法透過同步傳送傳輸通訊協定在同

一次連線的時間內完成服務執行，服務執行時間超過連線等待時間，

或需人員介入執行的服務，因此在同一次連線回覆收到服務執行請求

通知，於服務執行完成後重新建立連線回傳服務執行結果；如需人員

介入查驗類訊息、需長時間執行申辦服務類訊息等。 

(3) 應用程式介面 

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API)，以程式庫(Library)

的方式所定義之通訊介面，通常作為系統中內部子系統互通之解決方

式，或者未採用特定通訊標準之外部通訊方式。 

(4) 數位簽章 

以數位憑證對電子文件進行數位簽章，以確保文件之不可否認性。 

(5) 訊息加密 

以數位憑證對電子交換訊息進行加密，以確保訊息在傳遞過程中，不

會被經手之人員或主機解讀出文件其中的內容。 

(6) 通訊加密 

以 SSL 或其他加密技術，確保通訊過程不會中途被攔截，只有通訊的

兩端可以解讀文件其中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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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原則 

7.5.1. 基本通訊訊息標準與通訊協定架構原則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是服務平臺對外系統介接的管道，對外通訊訊

息標準與通訊協定架構示意圖如圖 7-1：通訊訊息標準與通訊協定架構模組

示意圖所示。通訊訊息須簽章透過訊息收送兩端所協議的通訊協定送出，

訊息內資料內容加密原則依服務提供端訂定格式執行。原則規範如下： 

 

 

SOAP 

HTTPS 

SSL 

HTTP SMTP 

Transport and Lower layers 

FTP 

Digital Signature/Encryption 

 

圖 7-1：通訊訊息標準與通訊協定架構模組示意圖 

7.5.2. 技術原則 

(1) 在網路上同步傳輸可使用 HTTP、HTTPS 或 SFTP/FTP 通訊協定。 

(2) 在網路上非同步傳輸可使用 SMTP 通訊協定。 

(3) 採用 SOAP 訊息標準。 

(4) 訊息應包含數位簽章與訊息內容加密。 

(5) 大型非機密性檔案傳輸建議採用 FTP 通訊協定，限於政府內部網路。 

7.5.3. 安全性原則 

安全性原則，包括傳輸安全及資料安全，參照「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

規範」一節，作為「資訊交換基礎環境」的安全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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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資訊交換基礎的訊息標準依照訊息交換標準 v1.06 來訂定，而模組的

服務模式則依照創新 e 化服務與平臺介接規範訂定。 

 

圖 7-2：I3 相關規範文件導引示意圖 

 創新 e 化服務與平臺介接規範 

在此規範報告的第 5.2 小節中規範了資訊交換基礎環境(Information 

Interchange Infrastructure，I3) 與「既有系統轉接介面」的介接情境以

及介接方式。介接情境分為單向同步、雙向同步、雙向非同步分別說

明，詳細內容可參考此規範文件內文。 

 訊息交換標準_v1.06： 

此規範中訂定了作業平臺之服務訊息框架 XML 綱要(XML Schema)及

平臺對外或既有系統提供服務介接之服務訊息框架；並新增作業平臺

服務訊息框架之欄位定義，詳細內容可參考此規範文件內文。 

7.7.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架構與模組功能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的架構如圖 7-3：資訊交換基礎環境架構示意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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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資料
格式轉換

Service Data 

Format 

Transformation

服務資料
格式轉換

Service Data 

Format 

Transformation

服務安全
Services Security

服務安全
Services Security

服務協議設定管理
Services 

Agreement Management

服務協議設定管理
Services 

Agreement Management

服務交談
Services 

Conversation

服務交談
Services 

Conversation

監控
Monitoring

監控
Monitoring

存查
Logging

存查
Logging

聯外模組聯外模組

資訊傳輸
Communication

資訊傳輸
Communication

資訊封裝管理
Information Packaging 

Management

資訊封裝管理
Information Packaging 

Management

資訊結構管理
Information Schema 

Management

資訊結構管理
Information Schema 

Management

 

圖 7-3：資訊交換基礎環境架構示意圖 

7.7.1. 服務協議設定 

7.7.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7.7.1.2. 功能 

 針對已取得服務授權的服務供需者建置預設檔。 

 設定、管理服務供需者間服務執行的訊息格式、通訊協定及訊息編碼

方式。 

7.7.2. 服務資料格式轉換 

7.7.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7.7.2.2. 功能 

(1) 設定服務資料格式轉換規則。 

(2) 處理國家標準中文交換碼與作業平臺內部中文碼間的轉換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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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業平臺內部使用資料格式轉換成作業平臺外接收端所訂定的接收格

式。 

(4) 收到作業平臺外部傳送的資料格式轉換成作業平臺內部使用資料格

式。 

7.7.3. 服務交談模組 

7.7.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7.7.3.2. 功能 

 處理服務在執行階段的訊息排程(Queuing)。 

 服務訊息分為同步(synchronous)與非同步(asynchronous)二類型來分別

執行與管理。 

7.7.4. 服務安全機制 

7.7.4.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7.7.4.2. 功能 

(1) 確保服務需求者都是經過認證、授權的合法程序。 

(2) 確保執行都具有完整性、機密性與不可否認性。 

(3) 透過作業平臺認證授權、訊息與傳輸安全機制提供服務安全。 

關於服務安全機制參照「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規範」，作為「資訊交換

基礎環境」的安全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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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 監控 

7.7.5.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選擇性」的等級。 

7.7.5.2. 功能 

(1) 對服務的執行階段資訊交換進行監控。 

(2) 透過監控機制瞭解各個資訊交換與執行中的狀況。 

7.7.6. 存查 

7.7.6.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7.7.6.2. 功能 

記錄作業平臺各項服務使用的資訊。如服務的名稱、啓動時間、啓動

者、啟動者來源位址等資訊，以備日後追蹤與稽查之用。 

7.7.7. 聯外 

聯外模組包含三個功能模組：資訊封裝管理、資訊結構管理與資訊傳

輸。 

7.7.7.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7.7.7.2. 資訊封裝管理(Information Packaging Management)功能 

(1) 封裝向外傳輸的資料。 

(2) 解封裝由外部收到的資料並檢查訊息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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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3. 資訊結構管理(Information Schema Management)功能 

(1) 記錄各種傳輸協定所需的訊息結構，作為服務供需者協定設定的依據。 

(2) 作為系統執行封裝解封裝時之參考。 

7.7.7.4. 資訊傳輸(Communication)功能 

(1) 依所設定的通訊協定標準呼叫各項業務單元服務。 

(2) 接收作業平臺外部呼叫。 

7.8. 介接的方法與程序 

7.8.1. 溝通的對象 

7.8.1.1. 對外 

作業平臺內的「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對外溝通對象有兩種，一種是既

有系統轉接介面，一種是其他作業平臺的「資訊交換基礎環境」。 

7.8.1.2. 對內 

作業平臺內的「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對內溝通對象包含整合服務、電

子支付模組與認證授權模組。對內透過內部呼叫(IPC)即可。 

7.8.2. 溝通的通訊協定標準 

作業平臺的「資訊交換基礎環境」與外界的溝通，需雙方事先透過協

商機制，依據服務與資料的特性，選擇適用的通訊協定。通訊協定標準有

以下幾種： 

7.8.2.1. HTTP 

(1) 最常用的通訊協定。 

(2) 具有同步的特性。 

(3) 適用於安全等級較低的資訊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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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2. HTTPS 

(1) 具有同步的特性。 

(2) 適用於安全等級較高的資訊傳輸。 

7.8.2.3. SMTP 

(1) 電子郵件通訊協定。 

(2) 具有非同步的特性。 

(3) 適用於安全等級較低的資訊傳輸。 

(4) 可結合 S/MIME 標準，提高傳輸安全。 

7.8.2.4. SFTP/FTP 

(1) 檔案傳輸通訊協定。 

(2) 具有同步的特性。 

(3) 適用於安全等級較低的大型檔案。 

7.8.3. 溝通的時間點 

7.8.3.1. 接收入口網站執行需求 

(1) 接收申辦服務需求，提供民眾申請輸入畫面。 

(2) 接收申辦服務需求，回傳申請顯示畫面透過入口網站顯示。 

7.8.3.2. 執行申辦服務 

(1) 送出申辦資料至既有系統，執行申辦服務。 

(2) 送出申辦資料至其他作業平臺的「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執行跨平臺的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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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3. 平臺接收申辦完成通知 

(1) 既有系統回傳的通知。 

(2) 其他作業平臺的「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回傳的通知。 

7.8.3.4. 執行申辦服務，並即時取得結果 

(1) 送出申辦資料至既有系統，執行申辦服務，並即時取得結果。 

(2) 送出申辦資料至其他作業平臺的「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執行跨平臺的

服務，並即時取得結果。 

7.8.4. 建立介接關係的前置程序 

(1) 申請作業平臺憑證，所申請的憑證必須為政府憑證中心所核發的憑證。 

(2) 與既有系統及另外的作業平臺之間，建立協議（Agreement）。此協定

必需包含通訊協定的標準。 

7.8.5. 溝通的方式 

入口網站執行民眾的服務需求可透過下列兩種方式進行： 

(1) 入口網站轉接民眾需求至「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後續服務執行透過作

業平臺執行，轉接資訊的轉換透過單一簽入機制完成。 

(2) 入口網站接收民眾需求，透過「資訊交換基礎環境」至作業平臺執行

民眾需求，申辦資訊透過入口網站顯示於民眾。 

作業平臺上必須有電子案號產生機制，作為服務申辦查詢依據與電子

支付執行所需參考的交易號碼。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與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或另一作業平臺上的「資

訊交換基礎環境」溝通的方式如圖 7-4：資訊交換基礎環境與既有系統或其

他作業平臺訊息傳送示意圖所示，以 SOAP 訊息格式透過 HTTP 通訊協定

在網路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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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資訊交換基礎環境與既有系統或其他作業平臺訊息傳送示意圖 

詳細步驟如下： 

(1) 呼叫端的 SOAP 處理器接到要包裝成 SOAP 格式的資料。 

(2) 呼叫端的 SOAP 處理器參考該服務的 WSDL，包裝步驟(1)的資料成

SOAP 文件。 

(3) 呼叫端利用 SOAP 文件呼叫接收端的服務執行。 

(4) 接收端收到 SOAP 文件之後，參考該服務的 WSDL。 

(5) 接收端的 SOAP 處理器轉換 SOAP 文件成服務執行的資料。 

7.8.6. 溝通機制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與既有系統轉接介面之間可以包含六種傳輸模式，

如下表所示。每一個業務單元服務(網路服務)在註冊時皆可被歸類成為其中

一種傳輸模式，而一種傳輸模式最多可以藉由兩個業務單元服務(網路服務)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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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I3 與 LI 溝通機制表 

     傳輸方式 

 

服務供需關係 

單向同步 雙向同步 雙向非同步 

由既有系統轉接介

面(LI)提供業務單

元服務 

(服務提供端：LI， 

服務需求端：I3) 

I3 要求

(Invoke)LI 所提

供之服務。 

[詳細步驟] 

1. I3送出通知訊

息至 LI。 

2. LI 收到通知

訊息並馬上回

覆回條

(Acknowledge

)。 

3. I3 接收回條

(Acknowledge

)。 

4. 結束連線。 

I3 要求(Invoke)LI

所提供之服務，LI

馬上執行並回覆結

果。 

[詳細步驟] 

1. I3 送出服務要

求訊息至 LI。 

2. LI 收到服務要

求訊息，處理服

務要求並馬上

回覆處理結果。 

3. I3 接收處理結

果。 

4. 結束連線。 

I3要求(Invoke)LI

所提供之服務

後，中斷連線。 

[詳細步驟 1] 

1. I3 送出服務要

求訊息至 LI。 

2. LI收到服務要

求訊息後馬上

回覆回條

(Acknowledge

)。 

3. I3 接收回條。 

4. 結束連線。 

 

LI 端服務處理完

成後，再要求

(Invoke)I3 所提

供之服務以回覆

執行結果。 

[詳細步驟 2] 

5. LI及後端系統

完成服務要求

後，LI 送出服

務回覆訊息至

I3。 

6. I3 接收服務回

覆訊息並馬上

回覆回條

(Acknowledge

)。 

7. LI 接收回條

(Acknowledge

)。 

8. 結束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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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輸方式 

 

服務供需關係 

單向同步 雙向同步 雙向非同步 

由資訊交換基礎環

境(I3)提供業務單

元服務 

(服務提供端：I3， 

服務需求端：LI) 

LI 要求

(Invoke)I3 所提

供之服務。 

[詳細步驟] 

1. LI 送出通知

訊息至 I3。 

2. I3收到通知訊

息並馬上回覆

回條

(Acknowledge

)。 

3. LI 接收回條

(Acknowledge

)。 

4. 結束連線。 

LI 要求(Invoke)I3

所提供之服務，I3

馬上執行並回覆結

果。 

[詳細步驟] 

1. LI 送出服務要

求訊息至 I3。 

2. I3 收到服務要

求訊息，處理服

務要求並馬上

回覆處理結果。 

3. LI 接收處理結

果。 

4. 結束連線。 

LI要求(Invoke)I3

所提供之服務

後，中斷連線。 

[詳細步驟 1] 

1. LI送出服務要

求訊息至 I3。 

2. I3 收到服務要

求訊息後馬上

回覆回條

(Acknowledge

)。 

3. LI 接收回條。 

4. 結束連線。 

 

I3 服務處理完成

後，再要求

(Invoke)LI 所提

供之服務以回覆

執行結果。 

[詳細步驟 2] 

5. I3 完成服務要

求後，I3 送出

服務回覆訊息

至 LI。 

6. LI接收服務回

覆訊息並馬上

回覆回條

(Acknowledge

)。 

7. I3 接收回條

(Acknowledge

)。 

8. 結束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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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 溝通失敗時的處理機制 

7.8.7.1. 正常維護的斷線 

(1) 改以其他的電子媒介（如磁片、光碟、MO 等）或以紙本方式，並以人

工作業處理業務流程。 

(2) 暫停目前失敗的流程作業，並手動設定下次重試時間及次數。 

7.8.7.2. 非正常的斷線 

(1) 訊息傳送與接收端需共同制訂傳輸的逾時（timeout）時間與重新傳輸

(retry)的次數。 

(2) 改以其他的電子媒介（如磁片、光碟、MO 等）或以紙本方式，並以人

工作業處理業務流程。 

(3) 暫停目前失敗的流程作業，並手動設定下次重試時間及次數。 

7.8.7.3. 短暫性的斷線 

重新呼叫，訊息傳送與接收端需共同制訂傳輸的逾時（timeout）時間

與重新傳輸(retry)的次數。依整合服務中服務流程例外處理機制處理。 

7.8.8. 溝通資料格式 

(1) 必須符合 XML 標準。 

(2) 資料必須加密與包含數位簽章，詳細請參照「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規

範」中資料安全的規範。 

(3) 必須符合 SOAP 規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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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服務提供之功能服務 

7.9.1. 資訊安全 

7.9.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7.9.1.2. 功能 

需具備機密性、隱私性、不可否認性的需求，且須同時建構認證授權

機制。 

7.9.2. 服務訊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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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7.9.2.2. 功能 

處理各行政資訊系統作業平臺要傳送或接收訊息的程序。 

7.9.3. 服務訊息管理 

7.9.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選擇」的等級。 

7.9.3.2. 功能 

包含系統監控與紀錄，資訊交換基礎環境處理所有平臺的出入資訊，

存放到平臺管理，以供調教效能或除錯時的參考。 

7.10. 引用標準 

7.10.1. 採用的標準 

(1) XML 1.0 以上(含) 

(2) HTTP 1.1 以上(含) 

(3) HTTPS 採用 HTTP 1.1以上(含)與 SSL 3.0以上(含)之標準（Session Key

長度 128 位元以上(含)） 

(4) SOAP 1.2 以上(含) 

(5) SOAP Messages with Attachments 

(6) Web Services Security 1.0 (WS-Security 2004)以上(含) 

(7) SM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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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MIME V3 以上(含) 

(9) FTP/SFTP  

(10) 中文碼交換格式 92.3 版以上(含) 

(11) 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 V 1.06(以上) 

(12) MTOM 

以上標準版本需逐年檢視。 

7.10.2. 觀察中的標準 

無。 

7.11. 訊息標準 

I3 之聯外模組及與既有系統連結模組，以 Web Services 安全運作模式，

依據不同目標使用不同之訊息標準，整理訊息標準表 7-2：訊息標準彙整表： 

表 7-2：訊息標準彙整表 

功能 訊息標準 

聯外模組 (1) XML 1.0 以上(含) 

(2) HTTP 1.1 以上(含) 

(3) HTTPS 採用HTTP 1.1以上(含)與 SSL 3.0以上(含)

之標準（Session Key 長度 128 位元以上(含)） 

(4) SOAP 1.2 以上(含) 

(5) SOAP Messages with Attachments 

(6) Web Services Security 1.0 (WS-Security 2004)以上

(含) 

(7) SMTP  

(8) S/MIME V3 以上(含) 

(9) SFTP/FTP 

(10) 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 V 1.06(以上) 

(11) M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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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規範 

8.1. 前提 

8.1.1.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規範使用前提 

既有系統業務權責機關必須先行協商建立服務的供需關係，依照雙方

同意的服務協議（包括服務內容、通訊協定、資料與訊息的格式、授權對

象），建置既有系統轉接介面與業務單元服務，並註冊業務單元服務於作業

平臺上。 

8.1.2. 需求 

(1) LI 定位為網路服務之 SOAP 訊息處理器(SOAP Message Box)，且必須

與既有系統介接。 

(2) LI 必須能取得既有系統之服務，取得方式視系統整合困難度、範圍由

建置單位進行整合分析後，可採最有利方式設計，但必須研提標準介

接供後續新建之系統介接。既有系統之定義囊括所有資訊系統，例如

資料庫、網站、業務資訊系統等。 

(3) LI 必須提供所有模組之管理設定介面。 

(4) LI 必須以服務協議的資料交換格式及國家中文標準交換碼(CNS11643)

提供服務，並必須依循行政院主計處(http://www.cns11643.gov.tw )所頒

訂之中文碼處理規範與原則。 

(5) LI 必須提供交易記錄的存查功能。 

(6) LI 必須保證使用者(民眾、公務員)、外部機關及應用系統能取得服務提

供機關核准範圍內之既有系統的服務。 

(7) LI 必須保證服務及資料傳輸的安全性(機密、完整、可用、不可否認及

存取控制)。 

(8) LI 必須保證提供的服務是由既有系統業務權責機關所授權及認證。 

(9) LI 必須保證因應服務要求之回傳結果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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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目的 

為了解決電子化政府民眾申辦及機關間多對多資料交換的需求，使電

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可取得既有系統所提供的服務，達到電子化政府一站式

服務的目的，必須訂定既有系統轉接介面規範。 

既有系統業務權責機關遵循此規範所建置之既有系統轉接介面，使作

業平臺可透過共通通訊協定取得不同既有系統提供之服務，或提供標準化

的介面服務讓既有系統轉接介面使用，不因既有系統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8.3. 範圍 

既有系統業務權責機關因電子化政府業務需求而必須提供服務時，應

遵循既有系統轉接介面規範及服務協議建置既有系統轉接介面，並依照註

冊服務規範，註冊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所提供之服務於作業平臺上，使電子

化政府可整合各服務以完成電子化政府業務服務。 

8.4. 名詞解釋 

(1) 既有系統(Legacy System) 

機關內部的業務資訊系統。 

(2)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Legacy System Interface)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的目的是「在不變動既有系統以及保障既有系統安

全的前提下，提供既有系統的服務與資料給予作業平臺或其他應用程

式使用」。既有系統轉接介面的定義為「可以順利提供政府機關既有系

統的資料與服務的控制介面」，簡稱 LI。 

(3) 服務需求端 

可以是「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或是平臺端的「資訊交換基礎環境」。 

(4) 服務提供端 

可以是「既有系統轉接介面」(實際上由既有系統支援實際服務功能)

或是平臺端的「資訊交換基礎環境」。 

(5) 需求資料 

服務需求端對服務提供端提出的服務需求內容。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改版建置與服務平臺功能整合委外服務案後續擴充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作業規範 

 

  8-3 

(6) 業務單元服務 

業務單元服務由各機關提供，屬於一站式服務的基本單元；業務單元

服務為提供予民眾之應用而需由各機關支援的單項業務服務，或為政

府機關間為了資料交換的需要而需要各自提供的單項資料交換服務。 

8.5. 原則 

軟體設計的彈性相當大，本規範研定除一般軟體發展原則以外(例如共

同的程式撰寫風格、註解屬於品質管理，故不在本範圍限制)，建置單位必

須遵循的設計原則。 

(1) 建置單位必須依循本規範、機關既有系統現況與需求訪談結果，研提

「LI 需求規格」，需求規格涵蓋軟硬體，且滿足本規範所列所有要求。 

(2) 本規範所提 LI 所有模組皆必須納入「LI 需求規格」與「LI 設計規格」。 

(3) 建置單位必須依據「LI 需求規格」研提「LI 設計規格」，且滿足「LI

需求規格」之要求。 

(4) 獨立確認與驗證單位(IV&V)必須確認「LI 需求規格」與「LI 設計規格」

符合本規範要求。 

(5) 獨立確認與驗證單位(IV&V)必須利用「LI 需求規格」與「LI 設計規格」

驗證 LI 是否符合兩份文件之要求。 

(6) 建置單位應該利用 UML 研提「LI 需求規格」與「LI 設計規格」。 

(7) LI各模組必須封裝模組功能。透過模組間透過應用程式介面(API)溝通。 

(8) LI 各模組必須能提供標準應用程式介面，並提供說明文件(例如：Java 

Doc)。 

(9) 訊息處理(Message Processing)必須以 XML 為基礎。 

(10) 所有模組之管理介面應該採網頁基礎(Web Base)方式設計，提供使用者

管理介面。 

(11) 聯外模組必須建置標準介面，也就是標準網路服務(亦為業務單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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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包含：資料即時查詢業務單元服務、資料非即時查詢業務單元服

務、申辦業務單元服務等，而這些介面可傳輸之訊息透過管理模組參

數設定方式管理之。 

(12) 聯內模組必須建置標準介面，並提供擴充介面。與聯外模組透過網路

服務(Web Services)介面溝通。與既有系統透過聯內標準介面(API)溝

通，聯內標準界面應該採用語言無關、平臺無關之協定設計(HTTP、

FTP)；擴充介面除了語言相關之 RPC 方法外，應該保留 Socket 介面設

計彈性。 

8.6. 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模組的服務模式依照資訊中介擴充規劃報告訂定，而模組的訊息標準

則依照訊息交換標準 v1.06，而模組對應創新應用則依照創新 e 化服務與平

臺介接規範。 

 

圖 8-1：相關文件導引示意圖 

 資訊中介服務擴充規範報告 

此規範包含五大行政資訊系統之檔案傳輸現況與功能需求分析作為依

據，藉以分析透過共通作業平臺之管控，讓機關間利用「既有系統轉

接介面」進行資料通報服務(檔案傳輸)之可行方案、架構機制與功能規

劃。主要規劃功能為資料檔(XML)傳輸及規劃之檔案傳輸方式含自動

定時通報，以及手動通報(原電子閘門之檔案上傳/下載傳輸需求) 。 希

望能提供未來機關間可直接利用「既有系統轉接介面」進行檔案傳輸

之整體架構與機制，進而滿足各機關間的資料通報服務需求，詳細內

容可參考此規範文件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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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交換標準_v1.06 

在此規範中訂定了作業平臺之服務訊息框架 XML 綱要(XML Schema)

及平臺對外或既有系統提供服務介接之服務訊息框架；並新增作業平

臺服務訊息框架之欄位定義，詳細內容可參考此規範文件內文。 

 創新 e 化服務與平臺介接規範 

在此規範報告的第 5.2 小節中規範了資訊交換基礎環境(Information 

Interchange Infrastructure，I3) 與「既有系統轉接介面」的介接情境以

及介接方式。介接情境分為單向同步、雙向同步、雙向非同步分別說

明，詳細內容可參考此規範文件內文。 

8.7.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架構與模組功能 

依據既有系統轉接介面的需求及目的，其所具備的功能在概念上可以

圖 8-2：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架構示意圖表示，說明於後： 

 

圖 8-2：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架構示意圖 

其中「管理模組」屬於介面整合的層次，因在各模組中幾乎都具備管

理功能需求，但為避免各模組之使用者介面歧異過大，統一由管理模組呈

現管理功能。因此以下各模組中將詳述其「服務功能」及「管理功能」，「服

務功能」強調個別模組原本設計之目的，「管理功能」則是為了滿足其設計

目的而需提供之輔助功能，可供後續維運使用，除非有特別標示，否則管

理功能之使用對象為「LI 系統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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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 聯外模組 

聯外模組提供網路服務(Web Services)的運作環境，負責與外部系統介

接，聯外對象有二，一為作業平臺，二為其他政府機關的既有系統轉接介

面(LI)。 

8.7.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模組所列之功能屬於「必須」的等級。 

8.7.1.2. 服務功能 

聯外模組之服務功能主要在於提供網路服務之執行過程中所需要的訊

息自動化處理(Parsing)，具備下列功能： 

(1) 必須與服務需求端建立安全(HTTPS)的連線。 

(2) 必須接收與傳輸資料(Message)與附件檔案(Attachment File)。 

(3) 必須依據服務協議(Service Agreement)之內容要求各模組協助訊息處

理，處理功能包含訊息安全(簽驗章、加解密)、服務授權、訊息(SOAP)

及附件檔案(Attachment File) 封裝、中文碼轉換、資料轉換(XML 

Mapping)之功能。 

(4) 必須確認服務結果正確回傳。 

8.7.1.3. 管理功能 

聯外模組之管理功能主要在於輔助網路服務(Web Services)的管理，網

路服務(Web Services)必須進行分類管理，並註冊標準之網路服務(Web 

Services)擔任與外部系統介接之標準介面，此功能可作為後續新增、廢止網

路服務時之擴充管理功能。 

(1) 必須提供LI系統管理員之新增、卸載網路服務(Web Services)管理功能。 

(2) 必須提供 LI 系統管理員之管理與發佈 WSDL(Web Services Description 

Language)。 

(3) 必須提供LI系統管理員之選用網路服務(Web Services)所使用之服務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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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Service Agreement)，並設定服務協議內研定之服務訊息處理方式(包

含重送規則、簽章加密、演算法等)。 

8.7.2. 安全認證模組 

安全認證模組提供聯外模組所需之訊息處理功能中有關簽章與加密的

功能，並且管理相關憑證資料。 

8.7.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模組所列之功能屬於「必須」的等級。 

8.7.2.2. 服務功能 

安全認證模組必須辨識服務需求端(外部系統，例如共通作業平臺)的詳

細身分（包含驗證數位簽章），需要對需求資料解密，回傳時亦需要對服務

結果加密。安全認證模組具備以下功能： 

(1) 必須辨識服務需求端詳細身分。 

(2) 必須提供資料加驗簽(OASIS Web Services Security 1.0)功能。 

(3) 必須提供資料加解密(OASIS Web Services Security 1.0)功能。 

(4) 憑證格式必須支援 X.509 v3。 

(5) 演算法必須支援 SHA1(雜湊演算法)、RSA(簽章演算法)、3DES(加密演

算法)。 

8.7.2.3. 管理功能 

管理功能主要為憑證資料的管理，功能要求包含： 

(1) 必須提供儲存與管理訊息安全處理所需之憑證資料。 

(2) 必須提供儲存與管理應用伺服器認證所需之憑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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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 授權模組 

授權模組負責判斷服務授權的合法性，儲存在作業階段協商之「服務

協議」設定，在執行階段依據此設定決定是否服務需求端有權使用該網路

服務(Web Services)。 

8.7.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模組所列之功能屬於「應該」的等級。 

8.7.3.2. 服務功能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是在保障既有系統安全的前提下建置，因此授權模

組應該控管既有系統提供的服務及資料，避免服務需求端取得多餘的資

料，功能需求為： 

(1) 必須依照「服務協議」對所提供的服務做使用權限控管。 

(2) 必須確保介接對象(外部系統)無法取得未授權之服務。 

8.7.3.3. 管理功能 

管理功能主要為「服務協議」的處理，功能需求項目為： 

(1) 必須提供「服務協議」之設定、儲存、修改及廢止等功能。 

8.7.4. 資料處理模組 

資料處理模組之基礎為 XML，處理方式必須支援不同文件格式之轉換

(XML Mapping)。 

8.7.4.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模組所列之功能屬於「應該」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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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2. 服務功能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接收到需求資料並完成前置處理後（包含驗證數位

簽章、資料解密及中文轉碼），由資料處理模組剖析需求資料。若資料交換

格式與既有系統所使用的資料格式不同，則必須完成資料對映，使既有系

統能夠正確辨識並處理需求，服務結果必須以服務協議之資料格式回傳。

資料處理模組具備下列功能： 

(1) 必須解析(XML)資料。 

(2) 必須支援資料對映(XML Mapping)。 

(3) 必須處理需求資料以及服務結果。 

8.7.4.3. 管理功能 

管理功能輔助資料對應所需之對映檔管理，應該包含：新增、儲存、

廢止等對映檔或調教程式(Adaptor)管理功能。 

8.7.5. 中文轉碼模組 

中文轉碼模組與資料處理模組之功能類似，主要進行中文碼的對映，

對外部系統統一對映方式依中文碼格式 92.3 版以上(含)之規定轉換

CNS11643(含 CNSD 格式)；對內則需依據不同機關所匯入之自造字對應表

轉換成機關內部字碼格式。 

8.7.5.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模組所列之功能屬於「應該」的等級。 

8.7.5.2. 服務功能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應該使用中文轉碼模組處理國家標準中文交換碼與

機關內部中文碼間的轉換作業，使交易過程中不會因為政府機關間所使用

的中文碼自造字不同，造成資料誤解或處理失敗。 

必須依據機關設定的自造字對照表轉換輸入的 XML 訊息中的中文碼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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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3. 管理功能 

管理功能必須能夠新增、儲存、廢止中文碼對應表，其功能應包含： 

(1) 必須提供系統管理員能新增(匯入)、儲存、廢止中文對應表等功能。 

(2) 必須支援設定中文碼轉換格式(依據主計處之中文碼格式92.3以上版本)

之功能。 

8.7.6. 聯內模組 

聯內模組負責與機關後端系統介接，由於後端系統的多樣性，故需保

留系統整合的彈性，因此設計一 LS 既有系統介接介面獨立於 LI 外，使 LI

標準化。聯內模組與既有系統介接介面之間的訊息傳遞需符合訊息交換標

準 V1.06。 

8.7.6.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模組所列之功能，依其內容之不同屬於「必須」與「建議」的

等級。 

8.7.6.2. 服務功能 

與既有系統連結模組必須與既有系統建立連線，提供存取既有系統服

務的管道。 

(1) 必須提供「既有系統」標準的介接通道(HTTP、FTP)。 

(2) 必須提供「既有系統」整合的通道(無法標準化的部分視整合分析設計

結果選用整合方式方法，例如：RPC、Socket 等)。 

(3) 必須保障此連線的安全性。 

(4) 建議對既有系統轉接介面與既有系統連線的數量及時間進行控制，減

少既有系統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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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3. 管理功能 

管理功能的目的主要配合標準的介接通道(HTTP、FTP)提供設定，一般

為應用伺服器(Application Server)所支援。 

(1) 必須提供設定與「既有系統」連結之設定，包含資料庫、傳輸訊息格

式(XML Schema) 

(2) 必須提供連結標的系統之組態(包含介接位址及介接通道)設定。 

8.7.7. 存查模組 

為了保障既有系統業務權責機關的權益以及發生問題時的權責釐清，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必須記錄交易過程以供存查，清楚記錄取得服務及資料

的服務需求端。 

8.7.7.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模組所列之功能屬於「必須」的等級。 

8.7.7.2. 服務功能 

資料處理過程中所需要的連線及資料封包相關資訊，必須利用存查模

組暫存。存查模組具備以下功能： 

(1) 必須依據管理設定記錄交易過程；紀錄資料建議包含電子案號、起迄

時間、需求條件、需求者、需求服務端、交易流水號、服務結果、服

務訊息。 

(2) 必須暫存連線及資料封包相關資訊。 

(3) 必須記錄例外(exception)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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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3. 管理功能 

管理功能以檢視存查資料為主，並包含相關組態設定功能，包含 

(1) 必須提供存查資料檢視功能，檢視方式包含依據日期、特定序號(包含

機關物件識別碼「OID」、電子案號)檢索存查資料，並應該提供檢索條

件之交集及聯集查詢功能 

(2) 必須提供檢視欄位設定功能。 

(3) 必須提供存查資料深度設定，包含基本存查資料及完整存查資料(所有

訊息)記錄欄位的調整設定。 

(4) 必須提供存查資料之報表輸出功能。 

8.7.8. 例外處理模組 

例外處理模組使錯誤訊息及錯誤原因以服務協議之應用訊息格式，透

過聯外模組回傳給服務需求者，同時確保既有系統轉接介面能正常運作。 

8.7.8.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模組所列之功能屬於「應該」的等級。 

8.7.8.2. 服務功能 

例外處理模組具備下列服務功能： 

(1) 必須能夠包裝例外訊息。 

(2) 必須支援系統回復。 

(3) 必須紀錄例外訊息存查資料(存查模組)；存查資料建議包含：例外狀況

代號、電子案號、交易編號、例外訊息、例外原因、例外時間、處理

狀態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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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3. 管理功能 

例外處理模組具備下列管理功能： 

(1) 必須設定例外訊息處理流程(紀錄或回覆之處理方式，需包含通知系統

管理員之設定)。 

(2) 必須提供例外訊息檢視查詢 (存查模組)、例外狀況追蹤功能，處理範

圍包含各模組之例外狀況。 

8.7.9. 管理模組 

管理模組針對既有系統轉接介面的功能以及系統使用者進行管理。 

8.7.9.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模組所列之功能屬於「建議」的等級。 

8.7.9.2. 服務功能 

管理模組具備下列服務功能： 

(1) 必須提供既有系統轉接介面系統之使用者管理功能。 

(2) 應該提供既有系統轉接介面之效能監控與設定功能，效能監控範圍包

含各模組之服務處理狀況。 

8.7.9.3. 管理功能 

管理模組具備下列管理功能： 

(1) 必須整合既有系統轉接介面各模組之管理功能介面，並提供調教設定

參數。 

(2) 網路層之安全設定(包含與平臺以及與既有系統之間網路層之設定，例

如：IP 設定、網路區段遮罩、連線數量、連線時間)應該視建置單位所

採用方案，整合至 LI 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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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介接方法與程序 

8.8.1. 溝通的對象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對內與機關內部的既有系統溝通，方法與程序由既

有系統業務權責機關自行決定。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對外必須以共通的介接方法與程序與作業平臺的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及其他機關應用系統溝通。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規範僅規範既有系統轉接介面對外的溝通方法與程

序。 

8.8.2. 溝通的通訊協定標準 

溝通的通訊協定標準可依據服務協議與資料特性，在以下幾種通訊協

定中，擇一使用： 

(1) HTTP 

A. 最常用的通訊協定。 

B. 具有同步的特性。 

C. 適用於安全等級較低的資訊傳輸。 

(2) HTTPS 

A. 具有同步的特性。 

B. 適用於安全等級較高的資訊傳輸。 

(3) SMTP 

A. 電子郵件通訊協定。 

B. 具有非同步的特性。 

C. 適用於安全等級較低的資訊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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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可結合 S/MIME 標準，提高傳輸安全。 

(4) FTP/SFTP 

A. 檔案傳輸通訊協定。 

B. 具有同步的特性。 

適用於安全等級較低的大型檔案。 

(5) MTOM 

A. Web Servicec 帶檔案的傳輸通訊協定。 

B. 具有同步/非同步的特性。 

適用於安全等級高的大型檔案。 

 

8.8.3. 溝通時機 

(1) 服務提供端執行非同步服務 

由服務需求端呼叫服務提供端，並由服務提供端執行服務。 

(2) 服務提供端回傳非同步服務完成通知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回傳服務完成通知至作業平臺。 

(3) 服務提供端執行同步服務並回傳服務結果 

接收及執行服務需求端提出的同步服務，並即時回傳服務結果。 

8.8.4. 建立溝通的前置程序 

(1) 建置既有系統轉接介面之機關必須向政府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機關憑證

及伺服器應用軟體憑證。 

(2) 必須與作業平臺或其他機關建立服務協議，如業務流程、資料、訊息、

授權及稽核制度等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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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 溝通訊息處理方式 

呼叫端(服務需求端)與 接收端(服務提供端)溝通的方式與機制如圖 

8-3：呼叫端與接收端訊息傳送示意圖所示： 

   

Data   

Soap   處理器   

呼叫端   

Data   
WSDL   

WSDL   

Soap   處理器   

接收端   

  

    

1   

3   

2   
4   5   

Soap 文件 

 

圖 8-3：呼叫端與接收端訊息傳送示意圖 

詳細步驟如下： 

(1) 呼叫端的 SOAP 處理器接到要包裝成 SOAP 格式的資料。 

(2) 呼叫端的 SOAP 處理器參考該服務的 WSDL，並將步驟(1)的資料包裝

成 SOAP 文件。 

(3) 呼叫端利用 SOAP 文件呼叫接收端的服務執行。 

(4) 接收端收到 SOAP 文件之後，參考該服務的 WSDL。 

(5) 接收端的 SOAP 處理器將 SOAP 文件轉換成供服務執行的資料。 

8.8.6. 溝通機制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與平臺的溝通機制，端視平臺之資訊交換基礎環境

(I3)與既有系統轉接介面(LI)如何聯合互作以完成業務功能，並考量同步與

非同步傳輸機制後，可以區分成六種傳輸模式，如下表所示。每一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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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服務(網路服務)在註冊時皆可被歸類成為其中一種傳輸模式，而一種傳

輸模式最多可以藉由兩個業務單元服務(網路服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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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LI 與 I3 溝通機制表 

     傳輸方式 

 

服務供需關係 

單向同步 雙向同步 雙向非同步 

由既有系統轉接介

面(LI)提供業務單

元服務 

(服務提供端：LI， 

服務需求端：I3) 

I3 要求

(Invoke)LI 所提

供之服務。 

[詳細步驟] 

1. I3送出通知訊

息至 LI。 

2. LI 收到通知

訊息並馬上回

覆回條

(Acknowledge

)。 

3. I3 接收回條

(Acknowledge

)。 

4. 結束連線。 

I3 要求(Invoke)LI

所提供之服務，LI

馬上執行並回覆結

果。 

[詳細步驟] 

1. I3 送出服務要

求訊息至 LI。 

2. LI 收到服務要

求訊息，處理服

務要求並馬上

回覆處理結果。 

3. I3 接收處理結

果。 

4. 結束連線。 

I3要求(Invoke)LI

所提供之服務

後，中斷連線。 

[詳細步驟 1] 

1. I3 送出服務

要求訊息至

LI。 

2. LI 收到服務

要求訊息後

馬上回覆回

條

(Acknowledg

e)。 

3. I3 接收回條。 

4. 結束連線。 

 

LI 端服務處理完

成後，再要求

(Invoke)I3 所提

供之服務以回覆

執行結果。 

[詳細步驟 2] 

5. LI 及後端系

統完成服務

要求後，LI

送出服務回

覆訊息至 I3。 

6. I3 接收服務

回覆訊息並

馬上回覆回

條

(Acknowledg

e)。 

7. LI 接收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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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輸方式 

 

服務供需關係 

單向同步 雙向同步 雙向非同步 

(Acknowledg

e)。 

8. 結束連線。 

由資訊交換基礎環

境(I3)提供業務單

元服務 

(服務提供端：I3， 

服務需求端：LI) 

LI 要求

(Invoke)I3 所提

供之服務。 

[詳細步驟] 

1. LI 送出通知

訊息至 I3。 

2. I3收到通知訊

息並馬上回覆

回條

(Acknowledge

)。 

3. LI 接收回條

(Acknowledge

)。 

4. 結束連線。 

LI 要求(Invoke)I3

所提供之服務，I3

馬上執行並回覆結

果。 

[詳細步驟] 

1. LI 送出服務要

求訊息至 I3。 

2. I3 收到服務要

求訊息，處理服

務要求並馬上

回覆處理結果。 

3. LI 接收處理結

果。 

4. 結束連線。 

LI要求(Invoke)I3

所提供之服務

後，中斷連線。 

[詳細步驟 1] 

1. LI送出服務要

求訊息至 I3。 

2. I3 收到服務要

求訊息後馬上

回覆回條

(Acknowledge

)。 

3. LI 接收回條。 

4. 結束連線。 

 

I3 服務處理完成

後，再要求

(Invoke)LI 所提

供之服務以回覆

執行結果。 

[詳細步驟 2] 

5. I3 完成服務要

求後，I3 送出

服務回覆訊息

至 LI。 

6. LI接收服務回

覆訊息並馬上

回覆回條

(Acknowledge

)。 

7. I3 接收回條

(Acknowledge

)。 

8. 結束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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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 溝通失敗時的處理機制 

(1) 正常維護的斷線 

A. 改以其他的電子媒介（如磁片、光碟、MO 等）或紙本，搭配人工

作業處理業務流程。 

B. 暫停目前失敗的流程作業，並手動設定重試時間及次數。 

(2) 非正常的斷線 

A. 訊息傳送與接收端需協議傳輸的逾時（timeout）時間與重新傳輸

(retry)次數。 

B. 改以其他的電子媒介（如磁片、光碟、MO 等）或紙本，搭配人工

作業處理業務流程。 

C. 暫停目前失敗的流程作業，並手動設定重試時間及次數。 

(3) 短暫性的斷線 

A. 重新呼叫，訊息傳送與接收端需協議傳輸的逾時（timeout）時間與

重新傳輸(retry)次數。 

B. 依整合服務中服務流程例外處理機制處理。 

8.8.8. 溝通需要的訊息格式 

(1) 必須符合 XML 標準。 

(2) 資料必須加密。 

(3) 資料必須具備數位簽章。 

(4) 訊息格式須符合 SOAP 的標準，並由既有系統業務權責機關配合訊息

標準的演進，逐年檢討修正規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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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提供之功能服務 

8.9.1. 安全認證 

8.9.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8.9.1.2. 功能 

安全認證模組必須辨識服務需求端的詳細身分（包含驗證數位簽章），

需要對需求資料解密，回傳時亦需要對服務結果加密。安全認證模組具備

以下功能： 

(1) 辨識服務需求端詳細身分。 

(2) 資料加驗簽。 

(3) 資料加解密。 

8.9.2. 授權 

8.9.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應該」的等級 

8.9.2.2. 功能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是在保障既有系統安全的前提下建置，因此授權模

組應該控管既有系統提供的服務及資料，避免服務需求端取得多餘的資

料，並依照服務協議對所提供的服務做使用權限控管。 

8.9.3. 聯外 

8.9.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模組所列之功能，依其內容之不同屬於「必須」與「建議」的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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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2. 功能 

對外收送服務訊息；服務訊息是以 SOAP 封包與其所包含的應用訊息

(服務本體)封包所組成(參考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建議中的『資訊封裝管理』)，

因此聯外模組也必須針對收送的封包進行拆解與組合，然後才進行訊息資

料的傳輸。 

服務訊息如果包含簽章與加密的話，則必須由安全認證模組負責服務

訊息的身分認證與訊息的加解密(參考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建議中的『服務安

全機制』)；如果包含身分的前置授權檢驗的話，由授權模組進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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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 資料處理 

8.9.4.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應該」的等級。 

8.9.4.2. 功能 

資料處理模組具備解析資料、資料對映、處理需求資料與回應結果的

功能；將傳入的訊息載入 XML 剖析器進行解析，由於解析的資料可能由

平臺傳入的應用訊息或既有系統要送出的應用訊息，因此必須作應用訊息

的驗證(Validate)，驗證的項目為各服務的應用訊息綱要。 

8.9.5. 中文碼轉換 

8.9.5.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應該」的等級。 

8.9.5.2. 功能 

中文碼轉換指的是政府機關從資料庫取出資料時，將儲存於資料庫中

的中文字碼轉換成 CNS11643 中文碼，並置入 XML 文件中。 

8.9.6. 與既有系統連結 

8.9.6.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模組所列之功能，依其內容之不同屬於「必須」與「建議」的

等級。 

8.9.6.2. 功能 

與既有系統連結模組必須與既有系統建立連線，提供存取既有系統服

務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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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 存查 

8.9.7.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8.9.7.2. 功能 

為了保障既有系統業務權責機關的權益以及發生問題時的權責釐清，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必須記錄交易過程以供存查，清楚記錄取得服務及資料

的服務需求端。 

8.9.8. 例外處理 

8.9.8.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應該」的等級。 

8.9.8.2. 功能 

例外處理模組使錯誤訊息及錯誤原因以服務協議之應用訊息格式，透

過聯外模組回傳給服務需求者，同時確保既有系統轉接介面能正常運作。

例外處理模組具備下列功能： 

(1) 包裝例外訊息。 

(2) 系統回復。 

8.10. 引用標準 

8.10.1. 採用的標準 

(1) HTTP 1.1 以上(含) 

(2) HTTPS 採用 HTTP 1.1以上(含)與 SSL 3.0以上(含)之標準（Session Key

長度 128 位元以上(含)） 

(3) SM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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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TP 

(5) SOAP 1.2 以上(含) 

(6) WSDL 1.1 以上(含) 

(7) Web Services Security 1.0 (WS-Security 2004)以上(含) 

(8) SOAP Messages with Attachments 

(9) XML 1.0 以上(含) 

(10) 中文碼國家交換標準(CNS11643) 

(11) 中文碼交換格式 92.3 版以上(含) 

(12) 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 v1.06 以上(含) 

(13) MTOM 

以上標準版本需逐年檢視。 

8.10.2. 觀察中的標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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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訊息標準 

本標準規範分為兩大部分，LI 與 I3 及聯外模組及與既有系統連結模

組，以 Web Services 安全運作模式，依據不同目標使用不同之訊息標準，

整理作業平臺必須支援標準表 8-2：安全運作模式的標準彙整表： 

表 8-2：安全運作模式的標準彙整表 

目標 Web Services 運作模式的標準 

LI <->I3 X.509 

WS-Security 

XML Digital Signature 

MTOM 

訊息交換標準 v1.06 

聯外 <->與既有系統連結 WS-Security 

MTOM 

XML Digital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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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入口網站規範 

9.1. 前提 

9.1.1. 假設前提 

(1) 入口網站：建置整合服務作業平臺，入口網站作為作業平臺之使用者

介面。 

(2) 行動裝置入口：服務平臺建置完畢，行動裝置入口網站運用平臺功能

提供行動上網入口服務。 

9.1.2. 需求 

9.1.2.1. 入口網站 

 提供入口網站介接到作業平臺，方便民眾進行申辦、查詢等各種網路

便民服務。 

 依申辦案件之要求，對申辦文件本身進行加密工作。 

 提供民眾便捷的、統一管理的帳號服務。 

 達成政府網站一致化的網站使用者經驗，避免同一個機關有多個不同

的視覺設計。 

 未來政府網站也會開放多元化的上網方式，可以用手機隨時上網，也

可在公共場所利用公用資訊服務站上網。 

9.1.2.2. 行動裝置入口(多元通道需求) 

 配合行動裝置上網終端設備顯示特性，將內容以適當方式呈現在該設

備之螢幕上。 

 配合行動裝置上網終端設備輸入裝置，提供適當操作介面及瀏覽結構

供操作瀏覽。 

 考量行動裝置上網終端設備之運算能力，提供適合其處理能力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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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型態。 

 考量行動裝置上網終端設備之網路傳輸能力，支援其能夠配合的傳輸

協定。包括 Wi-Fi 無線上網、行動通訊上網與藍芽(Bluetooth)無線上網

方式等。 

9.2. 目的 

9.2.1. 入口網站 

入口網站連結作業平臺，以整合不同的政府機關服務，使民眾不用分

別到不同的政府機關網站，申辦各種政府服務。 

未來隨著通訊科技之進步，民眾上網的選擇將越來越多元化，入口網

站著重在整合電子化政府之各種便民服務項目，提供民眾多元化上網之使

用者操作介面。因此共通作業平臺入口網站規範目的包含作業平臺介面、

使用者帳號與單一簽入、網站視覺設計、支援多重裝置入口網站、社群服

務設立原則。 

9.2.2. 行動裝置入口 

行動裝置入口係指在原有之入口網站上，增加支援行動裝置，並提供

相對應之內容與服務，其目的可包含以下三項： 

 提供行動服務。使民眾可以在任何地方獲得政府入口網所提供之行動

服務，降低民眾接受入口網服務之時空限制。 

 提供多通道服務。使政府入口網有能力廣泛性地為各種行動上網設備

分別提供適切的內容及展現操作方式。 

 擴大行動服務項目。配合行動服務特性，規劃現有政府入口網尚未提

供的行動服務項目，使行動服務效益獲得充分發揮。 

9.3. 範圍 

9.3.1. 入口網站 

入口網站規範適用於作業平臺連接相關必要措施，及網站建置之各種

應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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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務平臺介面，適用於入口網站與服務平臺之介接，關於連接服務平

臺所需之基本介接介面。 

(2) 使用者帳號與單一簽入，適用於政府網站及服務平臺對使用者帳號管

理與單一簽入之共同準則。 

(3) 網站視覺設計，適用於所有的政府入口網站之視覺設計管理作業程序。 

(4) 支援多重裝置入口網站，適用於支援多重裝置之政府入口網站。 

(5) 社群服務設立原則，適用於政府入口網站所設立之社群服務。 

9.3.2. 行動裝置入口 

行動裝置入口規範適用於作業平臺連接相關必要措施，及提供無線內

容與服務相關應具備之程序。 

(1) 規範多元通道服務平臺 

A. 要達成多元通道服務之目標，政府行動版入口網站所倚賴之共通作

業平臺應具備之重要應用架構。 

B. 要使各種行動裝置上網設備都可以適切而方便地瀏覽政府行動版

入口網內容，共通作業平臺應具備之內容調適架構。 

(2) 規範政府行動版入口網服務內容 

A. 就政府入口網既有服務中選擇適合行動應用之服務，規範各服務之

行動服務呈現方式。 

B. 依據行動服務特性，構思適合政府入口網之行動服務項目，及其呈

現方式。 

9.4. 名詞解釋 

9.4.1. 入口網站 

(1) 入口網站(Portal) 

為電子化政府服務民眾之窗口，網站本身不包含直接服務民眾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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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而利用網際網路科技將跨政府機關之各項服務，整合於單一服

務窗口。 

(2) 多重裝置入口網站 

為使民眾可用不同的裝置上政府網站，如：PC、手機、平板電腦等，

作業平臺在架構上採取"資料"與"呈現方式"分離的方法，讓不同的裝置

經過入口網站可轉換成民眾上網裝置所需的格式。 

(3) 單一簽入 

為有效管理民眾身分之識別，避免民眾使用多種不同的帳號簽入政府

網站，而設立的簽入管理機制。在實作層面上，分為單一使用者帳號

與跨網簽入互信。 

(4) 數位憑證 

依『電子簽章法』所發行，並且為電子化政府所接受之數位憑證。 

(5) 數位簽章 

以數位憑證對電子文件進行數位簽章，以確保文件之不可否認性。 

(6) 文件加密 

以數位憑證對電子文件進行加密，以確保文件在傳遞過程中，不會被

經手之人員或主機解讀出文件其中的內容。 

(7) 通訊加密 

以 SSL 或其他加密技術，確保通訊過程不會中途被攔截，只有通訊的

兩端可以解讀文件其中的內容。 

(8) 應用程式介面 

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API)，以程式庫(Library)

的方式所定義之通訊介面，通常作為系統中內部子系統互通之解決方

式，或者未採用特定通訊標準之外部通訊方式。 

9.4.2. 行動裝置入口 

(1) 多元通道服務 

支援多重內容提供通道，讓民眾可以隨時隨地使用行動裝置上網終端

設備進入政府入口網。 

(2) 設備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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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無論使用任何行動裝置上網終端設備進入入口網請求服務，都可

以依該終端設備之特性獲得最適當的內容提供。 

(3) 內容調適 

共通作業平臺依據服務請求者所用的行動裝置上網終端設備之功能特

性，將提供給該終端設備之內容調整成最適合其呈現及交談的樣式之

技術或程序。 

9.5. 原則 

 政府入口網站，如連接到作業平臺，作為電子化政府申辦服務的窗口

時，由入口網站負責各個不同的上網裝置與作業平臺間資料格式的轉

換。如將作業平臺所提供的資訊，轉換成裝置相關的描述文件(如

HTML)；並將民眾所上傳的資訊(如 post form data)，轉換成作業平臺所

能接受的文件形式。 

 原則上，入口網站與作業平臺及其他系統間的溝通資訊，以 XML 格式

來描述為原則，但入口網站應配合介接系統之作業平臺所能提供的格

式，不限定只有 XML 格式的資料才能接受。 

 行動裝置入口之基本功能與機制，採相同於入口網站之機制，行動裝

置入口與入口網站之差異僅部份內容與服務不同，以及對外之通道不

同。 

提供多元通道服務，多元通道服務內容以 Web 版及行動版二個版本之

形式存在，並且在使用者提出服務要求時依據其使用之設備性能作適當之

內容調適，使其在該設備上能做最適當的呈現及瀏覽。 

9.6. 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與入口網總規範相關之參考文件，如下圖所示。包含網站內容詮釋資

料標準_v1.02(訊息標準)及平臺_無線入口研究報告_v1.02 (多元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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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網站內容詮釋資料標準_v1.02 

本詮釋資料標準做為政府機關間新聞以及行事曆資訊交換之共通格

式，旨在研擬出描述新聞或是行事曆類別的資訊所需的基本資訊，並

非針對某一特定機關之新聞或是行事曆需求而定。本詮釋資料包含四

大部分，第 1 部分為專案之背景介紹；第 2 部分則為專案概述，包括

所採行的設計原則、設計方法與步驟等等介紹說明。第 3 部分為專案

進行到本階段所產出的分析文件彙編；第 4 部分則提出對政府制定索

引典/權威檔的建議；第 5 部分則為詮釋資料標準介紹；第 6 部分則附

上本詮釋資料標準之 XML Schema。 

 平臺_無線入口研究報告_v1.02 

本規劃主要在提供「行動裝置入口」範圍、需求、功能與非功能性等

相關規劃細節，並達成以下目標：提供行動服務 – 使民眾可以在任何

地方獲得政府入口網所提供之行動服務，降低民眾接受入口網服務之

時空限制。提供多通道服務 – 使政府入口網有能力廣泛性地為各種行

動上網設備分別提供適切的內容及展現操作方式。擴大行動服務項

目 – 配合行動服務特性，規劃現有政府入口網尚未提供的行動服務項

目，使行動服務效益獲得充分發揮。 

9.7. 基本規範 

9.7.1. 基本功能及架構規範 

9.7.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應該」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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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功能規範 

9.7.1.2.1. 網站呈現 

呈現功能意指將平臺提供之內容與服務進行呈現，若需使用者操作，

並需提供對應之使用介面。 

9.7.1.2.2. 網站功能 

入口網站之功能應包含為四類，相關之機制由平臺提供： 

(1) 內容：作業平臺依定位提供民眾所需之內容，形式可包括網頁呈現、

電子報訂閱與簡訊發送等方式。 

(2) 服務：作業平臺依定位提供民眾所需之服務，形式可包括一站式服務、

資訊中介服務與自有服務（參見 9.13.3） 

(3) 溝通：作業平臺依定位提供民眾所需之意見溝通管道，形式可包含單

向溝通（如 FAQ、統計投票等）與雙向溝通（如討論區、留言板等）。 

(4) 加值(選擇性提供)：入口網站依民眾使用需求，再許可之情況下提供之

提供之額外功能或服務，有助於附加該平臺或入口網之價值，提升民

眾使用之意願。如提供電子信箱、個人網站空間等。 

9.7.1.2.3. 資料儲存 

入口網站因提供之內容、服務與使用者管理之需求，應滿足上述功能

之資料儲存需求，如帳號儲存庫、內容儲存庫與服務資料儲存庫等。 

9.7.1.2.4. 系統管理 

共通平臺之入口網站之運作，應滿足管理上之需求，如統計報表、稽

核、系統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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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3. 入口網站服務架構 

整體入口網站之服務架構如下圖所示。入口網站包括一般網站與行動

版入口網站，兩者在內容與服務之範圍不同，或有其獨特之內容與服務，

或有具共用性之內容與服務，需視實際需求定之。 

認證

註冊

目錄

Gateway

 

圖 9-2：入口網站與平臺關連架構圖 

9.7.2. 入口網介接規範 

9.7.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等級。 

9.7.2.2. 功能 

在政府共通平臺規範中，入口網站負責便民申辦服務之使用者介面。

作業平臺介面模組，提供入口網站介接到作業平臺，方便民眾進行申辦、

查詢等各種網路便民服務。 

9.7.2.3. 政策 

(1) 電子化政府應提供一站式(one-stop)的跨機關整合服務。 

(2) 入口網站應能支援各種不同的上網裝置(如 PC、智慧手機、平板電腦

等)。 

(3) 民眾以身分證字號為使用者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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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人以統一編號為使用者帳號。 

9.7.2.4. 介接協定 

(1) 對於任何民眾之申辦項目，政府網站都有基本保密的義務，在申辦活

動的通訊過程中，應以 HTTPS 作為申辦通訊之基本安全協定。 

(2) 民眾申辦文件之電子簽章與數位加密機制，依循未來政府發行之自然

人憑證或後續發行具同等效力之憑證標準，依申辦作業需對申辦之電

子文件，進行簽章或加密工作。 

9.7.2.5. 介接方法 

入口網站與作業平臺原則上並存於同一個系統之中，兩者之間的溝

通，以雙方約定好的內部呼叫(IPC)為之。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並不需另

外訂定標準的通訊介面。 

在少數的情況下，入口網站與作業平臺可能分屬不同系統的狀況，則

建置的順序是先備好作業平臺，再將網站介接到作業平臺，而作業平臺身

為服務整合的提供者，應該依共通作業平臺規範架構，依介接程序規範提

供必要的 API，供入口網站介接。 

9.7.2.6. 介接模式 

入口網站與共通平臺介接方式依功能之不同可分為四類，分別為 1.內

容提供介接、2.入口網自有服務介接、3.跨機關應用服務介接，與 4.收費服

務介接。 

9.7.2.6.1. 內容提供介接 

指由平臺內容管理機制即可提供之服務，民眾提出之服務要求由平臺

內容管理機制取出適當內容，逕行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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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內容提供服務介接流程圖 

上圖顯示行動使用者提出內容要求時的內容提供服務流程。 

(1) 使用者(含行動裝置入口使用者)依據入口網站提供之內容清單提出內

容服務要求。 

(2) 入口網站依據該要求向共通作業平臺內容管理模組提出內容要求。 

(3) 服務平臺內容管理模組回覆 XML 格式之內容給入口網站。 

(4) 入口網站將 XML 轉為適合呈現之格式如 HTML，或依據行動終端設備

之特性提供適合其呈現之 XHTMLMP 或 WML 文件給行動終端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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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6.2. 入口自有服務介接 

服務要求由入口網所建置之應用程式負責處理，並回覆處理結果。 

  

圖 9-4：入口網自有服務介接流程圖 

上圖顯示使用者提出由入口網所建置之應用服務提供之要求時的應用

服務介接流程。 

(1) 使用者(含行動裝置入口使用者)依據帳號或憑證及其密碼向入口介面

提出登入要求。 

(2) 入口介面將帳號或憑證及其密碼送給共通平臺登入及認證授權機制進

行登入認證檢核並查詢其授權資料。 

(3) 服務平臺登入及認證授權機制將登入結果及其授權資料傳送給入口介

面，供入口網顯示授權服務清單給使用者(含行動使用者)。 

(4) 使用者提出某一服務要求給入口介面。 

(5) 入口介面將該服務要求交付給相對應之入口應用服務程式處理。 

(6) 入口應用服務程式將處理結果送給入口介面。 

(7) 入口介面將結果轉送行動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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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6.3. 跨機關應用服務 

除了入口網所建置之應用程式外，服務要求還需連線相關機關資訊系

統協助完成。 

  

圖 9-5：跨機關應用服務介接流程圖 

上圖顯示使用者提出跨機關應用服務要求時的介接流程。 

(1) 使用者依據帳號或憑證及其密碼向入口介面提出登入要求。 

(2) 入口介面將帳號或憑證及其密碼送給共通平臺登入及認證授權機制進

行登入認證檢核並查詢其授權資料。 

(3) 服務平臺登入及認證授權機制將登入結果及其授權資料傳送給入口介

面，供入口網顯示授權服務清單給使用者。 

(4) 使用者提出某一跨機關服務要求給入口介面。 

(5) 入口介面將該服務要求交付給相對應之入口應用服務程式處理。 

(6) 入口應用服務程式將該服務要求透過共通平臺資訊交換基礎環境交付

給相對應之機關應用服務程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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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應用服務程式處理結果透過共通平臺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回傳給入

口應用服務程式。 

(1) 入口應用服務程式將處理結果送給入口介面。 

(2) 入口介面將結果轉送使用者。 

9.7.2.6.4. 收費服務 

收費或繳費服務，除了入口網所建置之應用程式進行服務外，還需請

多元付費機制進行收費或繳費扣款轉帳作業。 

  

圖 9-6：收費服務介接流程圖 

上圖顯示行動使用者提出收費服務要求時的介接流程。 

(1) 使用者依據帳號或憑證及其密碼向入口介面提出登入要求。 

(2) 入口介面將帳號或憑證及其密碼送給共通平臺登入及認證授權機制進

行登入認證檢核並查詢其授權資料。 

(3) 共通平臺登入及認證授權機制將登入結果及其授權資料傳送給入口介

面，供入口網顯示授權服務清單給行動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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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者提出某一付費服務要求給入口介面。 

(5) 入口介面將該付費服務要求交付給相對應之入口應用服務程式處理。 

(6) 入口應用服務程式處理該服務要求，需進行付費處理時，將付費帳號

及付款金額等付費資料交付給共通平臺多元付費機制進行付款作業。 

(7) 服務平臺多元付費機制進行帳號檢核及付款作業後將付款處理結果回

傳給行動裝置入口應用服務程式。 

(8) 入口應用服務程式依據付費結果決定是否完成付費服務，若多元付費

機制送回完成付款訊息，則為使用者完成付費服務，並將服務結果及

付費結果傳給入口介面。 

(9) 入口介面將服務結果及付費結果轉送使用者。 

9.7.3. 入口網站呈現規範 

9.7.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應該」等級。 

9.7.3.2. 功能 

網站呈現規範之整體架構圖如圖 9-7：入口網站呈現規範架構圖所示。

此規範分為三個主要部份，意義為網站內容依底層的內容規範，透過中介

的通道規範，最後由上層的呈現規範表現。 

 內容類：規範機關網站所應呈現之內容範圍。 

 通道類：規範機關網站對於呈現裝置之支援規定及建議。 

 呈現類：規範機關網站有關呈現面之規定及建議。此部份包含視覺設

計作業原則、網站引導規範和頁面呈現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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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入口網站呈現規範架構圖 

9.7.3.3. 入口網站內容規範 

9.7.3.3.1. 目的 

規範網頁應呈現之內容與內容記載方式。 

9.7.3.3.2. 原則 

對平臺入口網而言，網站所包含之內容主要為政府資訊，依據以下規

定，應主動、公平提供給民眾共享及使用，保障民眾知的權利。 

(1) 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政府機關所應主動公開之資訊共有

以下十項。 

A. 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律、緊急命令、中央法規標準法所定之命

令、法規命令及地方自治法規。 

B. 政府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

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C. 政府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及電子郵件信箱

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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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行政指導有關文書。 

E. 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 

F. 預算及決算書。 

G. 請願之處理結果及訴願之決定。 

H. 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 

I. 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J. 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 

(2) 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八條第二項「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

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3) 依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第

九章”應提供內容”。 

 

共通作業平臺若屬政府領域之入口網站，若包含上述項目之內容應主動將

放置於網站上，以滿足民眾對於政府機關的資訊需求。 

9.7.3.4. 呈現裝置支援規範 

9.7.3.4.1. 目的 

規範入口網站應支援之終端呈現裝置，入口網站應滿足在下列規定裝

置上，將內容適當呈現。 

9.7.3.4.2. 原則 

(1) 支援多通道（Multi-Channel）的內容。要讓機關網站在不同的通道上

均能呈現完整且正確的網頁內容。 

(2) 不同的通道所支援的設備依機關需求提供，可包含行動裝置（如：行

動裝置、平板電腦）或一般的 PC 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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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5. 網站視覺設計作業原則 

9.7.3.5.1. 目的 

由於各政府機關網站在視覺設計上，並無一定之設計標準，且執行單

位多半為資訊相關單位，並不具備視覺設計專業，使得網站設計審查時，

常以整體視覺美觀為唯一的標準，而忽略了如何維持使用者經驗一致性，

避免使用者像走入迷宮似的，找不到所需的服務。 

為達成一致化的使用者經驗，提供執行標準，確保設計成果符合一定

標準，政府網站宜於網站設計執行之前，確立視覺元件與導引系統設計標

準，依此標準進行網站視覺設計或改版工作，簡化設計作業的複雜度。 

9.7.3.5.2. 原則 

(1) 根據使用者裝置之顯示規格及瀏覽操作輸入機制決定適當之版型。 

(2) 網站之共用元件、導引系統、風格屬性及詮釋資料標籤（Meta Tag）

有一致性之設計。 

(3) 若因網站性質特殊需要，可依網站特性，另行訂定視覺設計標準。 

9.7.3.5.3. 執行方法 

(1) 制訂網站視覺設計標準 

視覺設計標準的制訂，應在網站的設計之初期即完成。視覺設計

標準可以用來維持網頁設計的品質，確保不同時間、不同設計者完成

的網頁設計，皆能維持相符的操作方式及設計品質，避免個人設計風

格過度影響網站操作方式的一致性，也可確保政府網站分階段外包

後，仍能維持一致的風格。 

視覺設計標準應具備持續性，若有版本更新，若非必要，應儘量

避免新標準與舊標準之衝突，使原來符合標準的網頁，變得不符合新

標準，而必須花費龐大的更新成本。 

視覺設計標準制定後，若因網站性質特殊需要，可依網站特性，

另行訂定視覺設計標準。例如：可針對兒童網站制定另一套視覺設計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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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中的特殊網頁，若因呈現型式的之需要，不適合完全遵照視

覺設計標準，可制定「例外設計管理程序」進行管理。例如：線上研

討會投影片之呈現。 

(2) 設計標準內容 

設計標準應具有可測度性(Measurable)，所有的標準應以數字表

示，不應只是概念性的文字描述，內容應包含： 

A. 裝置調適 

定義版型前，應先決定適用的使用者裝置(Device)之顯示規格

及瀏覽操作輸入機制，作為版型制訂的基礎。 

在螢幕形狀(方向，orientation)方面，應考量適用橫式

(landscape)或直式(portrait)。 

在螢幕解析度方面，應考量其適用解析度，例如：1024x768、

800x600 或 320x320 等。 

為能確實顯示影像，也要考慮裝置所能支援的色彩深度(即顏

色數)及影像格式。 

為能讓使用者以最方便的操作方式使用網站服務，需考慮其導

覽輸入設備，例如是否有全鍵盤可輸入文字；是否有滑鼠或觸控筆

等指示裝置隨意點選螢幕位置以迅速選擇選項，還是只有選擇鍵及

確定鍵可供選項操作。 

為使民眾流暢地接受服務，也要依據其上網的網路頻寬，對網

頁及圖片做適當的限制。 

B. 版型規範 

視覺設計標準應提供若干標準版型，並規範各種內容或服務呈

現時所必須採用之版型。 

版型的設計先以框架設計為基礎，定義框架時不需定義框架內

部的資料呈現細節，但必須明確定義框架範圍、擺置內容及呈現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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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型設計應具多樣選擇性，以便網站設計時依實際需要選擇適

當的版型，例如：提供標準版型、標準版型加二欄式內文版型、無

選單一欄式版型或 A4 表格列印版型等供各網頁設計選用。 

對小螢幕上網裝置，應另行提供適用版型，此類版型設計時，

應考慮 Deck/Card 架構，以 Deck 為網頁傳輸單位，以 Card 為網

頁螢幕呈現單位，讓使用者可以在同一個 Deck中的 Card 間來回

瀏覽操作。（註：一個 Deck 是一個傳輸單元，包含了許多張 Cards。

而一張 Card 是一個使用者交談單元，呈現於單一個畫面，網頁瀏

覽者可以在同一個 Deck 的各個 Card 之間填選資料或前後瀏覽。

這種架構適合將內容呈現在狹小的螢幕，卻又無須在狹小的通訊頻

道中不斷來回傳送資料。） 

C. 共用元件 

共用元件是指絕大多數網頁都會共用的視覺基礎元件，例如：

網站標識(Logo)、服務條款、著作權條款等。標準中應說明共用元

件的位置、大小與其他限制條件。 

D. 導引系統 

導引系統用來作為使用者動線導引，通常是以選單的方式或搜

尋輸入表示。導引系統應有其固定的位置，避免忽左忽右、時上時

下，以免使用者無法順利進行網站瀏覽。 

導引系統通常分為：主選單、次選單、輔助選單、搜尋輸入盒、

頁次選單等。 

E. 風格屬性 

風格屬性指網站內容顯示屬性，例如：文章標題、內文、連結、

註解等，原則上凡是可以用 CSS 定義的顯示標記風格，皆屬於風

格屬性範圍。 

風格屬性標準，可藉由 CSS 的語法或 XSL 的語法，說明顯示

的方式，但另需以文字說明適用的範圍及可彈性運用的條件。在標

準中，CSS 或 XSL 的語法，並非作為設計的最終形式，而是藉此

語法說明可能的呈現樣式，因此在標準中不一定要很嚴謹的使用相

關技術語法，只要能明確表達設計標準所要求的顯示行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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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詮釋資料標籤(meta tag) 

詮釋資料標籤是用來放在網頁但不被直接顯示的詮譯資料，目

前網路已存在相當多技術標準利用到詮釋資料標籤，例如：網頁內

容型態(Content type)、內容選擇(PICS)等。 

設計標準應訂定所需包含的詮釋資料標籤，特別是版本資訊，

以利整個網頁都有一致的詮釋資料標籤架構。 

G. 管理程序規定 

設計標準應訂定相關的管理程序，例如：「網站設計審查程

序」。 

必要時，可另外訂定「例外設計管理程序」，以利特殊應用，

經過一定的程序，可以不受設計標準的限制約束。 

(3) 版本管理 

隨著設計標準的修定，標準本身應有效地進行版本管理，以確保

將要進行的網站設計，可以按照最新的標準進行設計。 

網站的設計時，應在設計參考文件項目中，載明所依據之設計標

準及其版次，並由審查執行單位先行依設計標準進行查核工作，再提

交審查會議進行審查。 

網站製作時，應該於適當的地方標明所依據之設計標準及其版

次，用於版本管理，未來版本調整時，可作為稽核作業時，以適當的

標準版本進行稽核工作。 

(4) 無障礙網頁例外原則 

『網站視覺設計作業原則』規範以一般常用之視覺化網頁，無障

礙網頁開發則不適用。請參考行政院研考會另外訂定之「無障礙網頁

開發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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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6. 頁面呈現規範 

9.7.3.6.1. 目的 

制定入口網站之頁面呈現所須遵循事項，確保入口網站可清楚呈現網

站內容。 

9.7.3.6.2. 原則 

頁面呈現規範應參照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政府網站版型與內

容管理規範」辦理（包含：Web 版及行動版網頁）。 

9.7.4. 多元通道規範 

9.7.4.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應該」等級。 

9.7.4.2. 多版本內容 

因應行動裝置上網設備特性差異，為各類行動裝置上網設備準備不同

版本之內容。版本分成以下二個版本： 

(1) Web 版網站 

適合桌上型電腦及筆記型電腦瀏覽的內容版本。螢幕解析度大，

色彩豐富，有鍵盤及滑鼠等輸入設備支援，可呈現的多媒體資料複雜

而繁多。 

(2) 行動版網站(Mobile Web)  

適合各式行動裝置（如：行動裝置、平板電腦）瀏覽的內容版本。

根據行政院研考會「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業原則」

第三條第三款，行動版網站（Mobile Web）之定義為：民眾透過行動

裝置上網瀏覽之網站服務。 

9.7.4.3. 內容調適 

行動裝置入口網雖然為行動裝置終端設備提供了多個版本的內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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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單一版本的內容給性能各異的個人電腦(PC)或行動裝置瀏覽將造成相

當大的問題。因此應以一個內容調適程式(Content Adaptor)，負責依據行

動裝置終端設備功能及特性對提供之內容進行適當的修正，使其符合該行

動裝置終端設備特性，而能正確而恰當地呈現給瀏覽者。 

9.7.4.4. 多重樣式檔案 

為了支援多種設備，對於同樣的網頁內容，可以多種樣式檔案進行呈

現。每個樣式檔案適用於一個類型的行動裝置上網設備，當某一個行動裝

置上網設備上網要求內容時，除提供該內容之外，也依據其功能特性提供

適當的樣式檔搭配之。 

9.8. 作業處理與管理原則 

9.8.1. 使用者帳號與單一簽入作業原則 

9.8.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建議」等級。 

9.8.1.2. 目的 

為了提供方便貼心的個人化服務，各個網站都以網路上的帳號作為辨

識民眾身分的基礎。但是網路發行的帳號日益增多，民眾到不同的網站都

獲得一個不同的帳號，造成每一位民眾同時擁有多個不同的帳號，也同時

要記住許多不同的帳號名稱與密碼。 

在提供民眾便捷的、統一管理的帳號服務時，亦要同時考量到帳號所

代表的安全性用意，避免系統過度依賴使用者帳號所提的安全性，以確保

民眾的個人資料的安全。 

9.8.1.3. 原則 

以中央政府統一發行之識別編碼，例如：身分證字號或公司統一編號，

作為民眾與公司的帳號名稱或識別代碼。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改版建置與服務平臺功能整合委外服務案後續擴充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作業規範 

 

  9-23 

9.8.1.4. 執行方法 

9.8.1.4.1. 單一使用者帳號 

民眾對政府網站進行簽入，儘量以使用單一帳號為原則。不同的簽入

憑據(Credential)，如：帳號與密碼、數位憑證，要能對映到同一個帳號名稱。 

9.8.1.4.2. 跨網站簽入互信 

(1) 簽入互信程序 

跨網站簽入互信機制，須先確認互信雙方的網站安全等級，達到

一致的簽入安全水準後，方可進行。不可以片面公開技術規格，不經

查核即同意各個網站加入簽入互信機制。 

簽入安全的查核可由互信的雙方共同決定進行方式，或委由公正

的第三者進行。 

(2) 簽入安全等級 

不同安全等級的簽入憑據(Credential)，在確認民眾本人身份時，有

不同的安全效力，對於安全要求較高的申辦服務，應以更高等級的簽

入方式。簽入安全等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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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簽入安全等級表 

等級 說明 

無(0) 使用者已經登出，但仍留在上網設備上的使用者資訊。 

極低(1) 
利用使用者上次登入後，註記在上網設備(browser)上的

登入資訊。 

低(2) 一般常見的網路使用者帳號及密碼架構 

高(7) 符合「電子簽章法」所律定的機構發行之數位憑證 

A. 簽入互信風險 

使用者經由甲網站的簽入後，以既有的簽入註記，直接前往乙

網站，若乙網站因與甲網站建立簽入互信程序，利用甲網站的簽入

註記來辨識使用者身分。 

但乙網站應考慮到使用者的跨網站遊歷所可能造成的潛在性

安全風險，必要時予以調降簽入互信的安全等級，考慮的因素如下： 

B. 時間風險 

使用者最後一次在甲網站簽入的時間，與到達乙網站的時間若太

長，則有可能並非使用者本人，因此安全等級有可能隨時間增長而

遞減。 

C. 使用公用電腦風險 

若使用者在甲網站以公用電腦簽入，則跨網站遊歷的風險變高，應

考慮降低簽入互信安全等級到簽出狀態。 

D. 簽入互信技術架構安全風險 

在網站進行簽入互信時，必需在網路上交換簽入註記資料，而所採

用的技術架構不同，會有不同的技術風險。 

E. 網站安全管理風險 

甲網站也許在簽入的安全管理上不如乙網站，但為了達到互信協

議，乙網站可單方向調降來自甲網站使用者的安全等級。 

F. 首次到達仍未確認身分者之風險 

若使用者是第一次到達乙網站，有可能是由甲網站轉介的，但也隱

含了使用者本身並不知情而被他人冒用的風險，因此乙網站在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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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確認使用者身分與意圖時，應主動調降安全等級。 

9.8.2. 社群服務設立暨管理原則 

9.8.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建議」等級。 

9.8.2.2. 目的 

政府網站設立各種社群服務時，需兼顧在言論自由的前提下，適當管

理社群的發言內容，不可涉及謾罵侮辱等人身攻擊及任何有違國家法律所

規範之情事。 

9.8.2.3. 社群種類 

9.8.2.3.1. 公務人員社群 

公務人員社群的成立，以提昇資訊意見溝通的效率，促進行政效能與

專業知識技能為前提。 

公務人員社群應有社群主管理機關負責管理社群，如果社群中的參與

人員都是公務人員，但沒有負責之主管單位，則視為民眾社群，參與人員

需以民眾的身分簽入。 

9.8.2.3.2. 民眾社群 

民眾社群以促進政府與人民良性互動為設置前提。設置民眾社群旨在

符合以下特質的政務需要： 

(1) 針對特定政策的制訂，廣徵民意眾智。 

(2) 瞭解民意。 

(3) 探知民意。 

(4) 改善決策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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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4. 執行方法 

政府網站所設立的社群，依使用的對象不同分成公務人員社群與民眾

社群。 

9.8.2.5. 在言論責任方面 

應善盡告知使用者言論有責的義務，並記錄使用者發言的身分、網路

來源(如：IP)與時間。 

9.8.2.6. 在有效管理方面 

社群提供者應有有效的社群管理計劃，並編列執行管理計劃所需的人

力，確實執行社群管理工作。沒有管理計劃或管理人力預算的社群，應予

暫時關閉。 

9.8.2.7. 民眾發言與簽入原則 

為鼓勵民眾反應意見，在網站不一定要顯示使用者發言之簽入與來

源，但是對容易引發族群融合爭議或危害國家安全問題的社群，應採取避

免黑函的管理措施 

表 9-2：民眾發言身分等級表 

身分等級 簽入 顯示民眾身分方式 應用方向 

0 無 無 針對特定議題廣徵民意 

1 無 顯示來源 一般不特定議題之發言 

2 需 顯示暱稱 特定但不具爭議性之議題 

3 需 顯示姓名 具爭議性議題討論 

9.8.3. 入口網站內容交換處理原則 

9.8.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建議」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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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2. 目的 

在不同政府網站內容間，提供內容資訊交換機制，以減少相同內容重

覆輸入到不同的政府網站上。 

9.8.3.3. 執行方式 

9.8.3.3.1. 內容提供格式 

入口網站提供內容給其他入口網站使用，格式以 XML 訊息格式為原

則。提供的內容分別包含下列三部份： 

(1) 內容清單 

(2) 內容主體 

(3) 內容屬性描述 

XML 訊息格式之採用，需依「詮釋資料規範」及「應用訊息規範」，

選擇既有或註冊新的內容 XML 格式。 

9.8.3.3.2. 內容提供方式 

入口網站所提供之內容，以 HTTP 或 Web Services 方式，提供其他入

口網站或內容管理系統取得內容。 

9.8.3.3.3. 內容擷取與管理 

內容管理系統經由其他入口網站提供內容之途徑(依前述內容格式與提

供方式)，以排定的方式到指定的入口網站取得 XML 內容。並經由內容管

理系統內部所定義之轉換、儲存、查詢、與再發行等程序處理。 

9.8.3.3.4. 入口網站之內容整合 

入口網站可經由兩種方式整合其他內容到網頁之中： 

(1) 經由內容管理系統取得所需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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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接透過 HTTP 或 Web Services 到其他入口網站取得所需的內容。 

入口網站取得內容後，再依入口網站本身之網頁設計與呈現方式，轉

換成必要之呈現格式。 

9.9. 入口網提供之應用服務 

整合作業平臺功能後之應用系統所提供的服務，即為應用服務；應用

服務與入口網站服務主要區別在於應用服務通常僅把入口網站當作單一入

口，實際服務的執行由應用系統負責；因此應用系統應該包含使用者介面、

應用系統功能及介接整合作業平臺功能，其中最後一項即為應用服務與一

般應用系統最大的差異。 

應用系統介接平臺會牽涉到系統整合的議題，但並非每一個應用系統

都需要歷經從無到有的過程。以下透過三種模式說明應用系統與作業平臺

的整合介接方式。而應用服務與在入口網站與共通作業平臺間之架構與關

連性，如所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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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8：應用服務與共通作業平臺關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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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 一站式服務 

一站式服務模式最大的特色，即在於透過作業平臺跨機關的業務服

務；跨機關通常指包含兩個以上的機關單位參與，彼此之間為了要完成一

站式服務皆必須提供相對應的業務單元服務，作業平臺則能負責整合這些

業務單元服務，並回覆應用系統服務執行的結果。以下說明一站式服務介

接與作業平臺介接的原則。 

(1) 一站式服務通常整合兩個機關以上的業務單元服務，除了特殊應用(例

如：資訊中介服務的資料查詢查驗功能)以外。 

(2) 一站式服務之應用系統可以整合作業平臺上，由平臺入口(SE)所提供的

功能介面，包含：認證介面、授權介面及啟動一站式服務流程介面等。 

(3) 一站式服務之應用系統可建置於作業平臺端(Local)或機關端

(Remote)，但建置於機關端時，必需保持安全的傳輸通道(例如：

HTTPS)。 

(4) 應用系統整合平臺入口之介面，以平臺模組功能為主；應用系統與作

業平臺資料交換仍透過既有系統轉接介面與資訊交換基礎環境進行。 

9.9.2. 資訊中介服務 

資訊中介服務屬於一站式服務的特殊應用，因為並未整合兩個機關以

上的業務單元服務，而是僅整合單一機關提供資料查詢查驗之業務單元服

務。 

資訊中介服務最主要的目的在於透過作業平臺當作統一的資料需求

端，將資料提供端的業務資料取回後提供給所有資料需求機關的使用者檢

視；因為此種應用模式可大幅降低資料需求機關自行建置系統連接資料提

供機關的複雜度，因此雖然僅整合單一機關，仍有建構成一站式服務的價

值。 

以下說明資訊中介服務介接作業平臺的原則。 

(1) 資訊中介服務藉由作業平臺整合單一機關的資料查詢查驗功能。 

(2) 資訊中介服務之應用系統(資料查詢查驗系統)可以整合作業平臺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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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入口(SE)所提供的功能介面，包含：認證介面、授權介面及啟動一

站式服務流程介面等。 

(3) 資訊中介服務之架構為應用系統(資料查詢查驗系統)需建置於共通作

業平臺端。 

9.9.3. 自有服務 

自有服務與一站式服務的差異，在於自有服務僅整合平臺的部分功

能，而不使用作業平臺之跨機關服務整合的功能；但透過自有服務的介接

模式仍能做到單一簽入及電子支付服務。 

(1) 自有服務不透過平臺整合介接跨機關的業務單元服務，亦即不介接平

臺之整合服務流程。 

(2) 自有服務之應用系統可以整合作業平臺上，由平臺入口(SE)所提供的功

能介面，包含：認證介面、授權介面等。 

9.10. 引用標準 

9.10.1. 入口網站使用的標準 

9.10.1.1. 採用的標準 

(1) XML 1.0 以上(含) 

(2) XSLT 1.0 以上(含) 

(3) HTTPS 採用 HTTP 1.1以上(含)與 SSL 3.0以上(含)之標準（Session Key

長度 128 位元以上(含)） 

(4) RSS 2.0 

(5) SOAP 1.2 

以上標準版本需逐年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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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2. 觀察中的標準 

XForms 1.0 以上(含) 

9.10.2. 行動裝置入口使用的標準 

9.10.2.1. Markup 語言標準 

(1) XHTML Mobile Profile 1.1 

(2) WML 2.0 

(3) cHTML 

(4) SMIL 2.0 

9.10.2.2. Script 語言標準 

(1) WMLScript 1.01 

(2) ESMP 1.0 

9.10.2.3. 外觀描述語言標準 

(1) CSSMP 1.0 

(2) WCSS 1.0 

9.10.2.4. 無線應用標準 

(1) WTA 

(2) OMA MMS 1.2 

(3) OMA Download 1.0 

(4) OMA Push 1.0 

(5) vCard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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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Calendar 1.0 

9.10.2.5. 無線安全標準 

(1) WTLS 1.02 

(2) OMA DRM 2.0 

9.10.2.6. 設備無關支援 

(1) CC/PP structure and vocabularies 1.0 

(2) OMA UAProf 2.0 

9.11. 訊息標準 

本標準規範入口網的新聞資料及入口網與平臺入口的介接訊息標準，

作業平臺必須支援標準表 9-3：入口網的訊息標準彙整表： 

表 9-3：入口網的訊息標準彙整表 

目標 使用標準 

新聞資料交換 RSS 2.0 

與平臺入口的介接協定 SOAP 1.2 

HTTP/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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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詮釋資料規範 

10.1. 前提 

10.1.1. 詮釋資料規範使用前提 

(1) 政府資訊公開法已正式通過，民眾有權利擷取、閱讀、或再加值合乎

資訊公開法之政府資訊。 

(2) 民眾洽公項目數量繁多，進入電子化政府時代之後洽公項目將逐漸由

臨櫃轉為網上取得，如果沒有簡易服務檢索方式，民眾將難以取得線

上服務。 

(3) 政府資訊取得媒介已不再拘限於平面紙張媒體，電子文件日益普及且

數量急劇上升。 

(4) 各政府機關已經或即將建立服務入口網站，內容管理為經營入口網之

重要課題。 

10.1.2. 需求 

詮釋資料(Metadata)的需求如下列所示： 

(1) 合乎政府資訊公開法之政府資訊必須為民眾與公務人員容易取得。 

(2) 各項民眾洽公申辦服務必須為民眾方便檢索。 

(3) 在大量電子文件中必須能夠藉由搜尋引擎以精準方式尋獲。 

(4) 必須有結構化與跨機關一致性的詮釋資料規範以方便進行內容管理與

資料擷取。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改版建置與服務平臺功能整合委外服務案後續擴充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作業規範 

 

  10-2 

10.1.3. 使用的標準與版本 

10.1.3.1. 採用的標準 

(1) 都柏林核心集 (Dublin Core Metadata Element Set Version 1.1: Reference 

Description) :http://dublincore.org/documents/dces/。 

(2) 更進一步的解說，請參考 DCMI Metadata Terms 

http://dublincore.org/documents/dcmi-terms/。 

以上標準之更新版本需定期檢視。 

10.1.3.2. 觀察中的標準 

無。 

10.2. 目的 

詮釋資料規範是規範有關資料背景與關聯性、資料內涵及資料控制等

相關資訊標準制訂時所需依循的事項，因此詮釋資料規範的主要目的乃為

了達成跨機關各類資訊互通性及方便民眾擷取政府公開資訊與使用各項申

辦服務，依據此規範建立通用詮釋資料之元素(Element)及子元素

(Sub-element 或稱作 Refinement)及政府通用辭典(Pan-Government 

Thesaurus)。 

10.3. 範圍 

詮釋資料規範應用範圍包括政府各機關線上服務之網頁、資料庫、表

單、線上學習等，並提供民眾可藉由分類檢索快速查詢及檢索所需之資訊。 

平臺資訊分類描述如下： 

10.3.1. 公開文件或檔案 

如「政府公報」、「法規命令」、「行政指導有關文書」、「施政計畫」、「常

見問題彙編（Q＆A）」、研究報告、期刊論文等索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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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開放訊息 

(1) 即時新聞及公告。 

(2) 活動行事曆。 

(3) 其它開放訊息如天氣資訊等。 

10.3.3. 申辦服務相關資訊內容 

(1) 申辦及流程服務相關內容、索引(Index)及使用說明(User Guide) 等。 

(2) 「電子表單下載」索引資訊。 

10.4. 名詞解釋 

(1) 詮釋資料 

詮釋資料的一般定義為「描述資料的資料」(data about data)，其他

相關定義如下： 

A. 詮釋資料是一種可供機器解讀之有關全球資訊網相關或資源資訊。 

B. 詮釋資料是有關資料背景與關聯性、資料內涵以及資料控制等相關

資訊。 

C. 詮釋資料是包括有關資料特性的資訊，但是詮釋資料必須對資料加

以描述、詮釋，本質上應該涵蓋：人、物、時、地、原因及途徑等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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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通用辭典(Pan-Government Thesaurus / Category List) 

提供作為資訊儲存、關聯、查詢、過濾及群組訊息交換之基礎。

包含辭彙資訊(Vocabulary)與分類清單(Category List)兩個構面： 

A. 辭彙資訊(Vocabulary) 

政府資訊之共通辭彙。 

B. 分類清單(Category List) 

階層式分類清單，方便資訊查詢及分群 (Grouping)。 

10.5. 原則 

詮釋資料必須依據都柏林詮釋資料核心集(The Dublin Core Metadata 

Set，簡稱 DC) 為基礎，再擴訂適於我國電子化政府的個別性詮釋資料標準。 

模組的服務模式依照資訊中介擴充規劃報告訂定，而模組的訊息標準

則依照訊息交換標準 v1.06，而模組對應創新應用則依照創新 e 化服務與平

臺介接規範。 

10.6. 相關文件規範導引 

 

圖 10-1：相關文件導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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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臺_詮釋資料標準及附錄 

依制定電子化政府共通作業平臺所需公報文件的詮譯資料標準。採用

都柏林核心(Dublin Core)為基礎，以訂定行政院體系政府公報詮釋資料

標準。 

 網站內容詮釋資料標準_v1.02 

訂定電子化政府網站內容詮釋資料標準：有關目前電子化政府網站所

需資源的資料描述的部分，以研究新聞、行事曆資料特性為主，提出

分類建議。 

 服務內容詮釋資料標準_v1.02 

此詮釋資料標準的目的為描述各服務之內容(service content)，而非描述

各服務的細節欄位  (service profile)。如針對創新 e 化服務做服務內容

的分析，並初步的擬定出適合創新 e 化全部服務的詮釋資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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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詮釋資料的特色 

(1) 資訊格式化(Formatted)之架構與模式(structure & model)，提供資訊儲存

於儲存庫(Repository) 的規格。 

(2) 資料輸入與描述整理(input & descriptive organization)，為作業平臺資料

建立一套詮釋性的記錄。 

(3) 使資訊有一定欄位格式及資訊關聯(Relation)定義，提供更精確及快速

的檢索與索引(retrieval & indexing)、過濾(Filtering)及群組(Grouping)功

能。 

(4) 展現與辨識(representation & identification)：從查詢而得的記錄，使用

者可以清楚的獲得所需的訊息及制訂呈現方式。 

(5) 串聯與互動關係(linkage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建立

不同資料間的串聯架構、方向(雙向與多向)、模式與管理等。 

(6) 取用與認證(access & authentication)：作為系統安全控制的機制之一，

以區別不同身份的使用者，包含著作權的管理與控制(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7) 交換與儲存(interchange、mapping & exchange and storage)：這些詮釋性

記錄可以因各種不同需求制訂訊息應用規格及程序進行交換及儲存。 

(8) 將同一種資訊格式之架構與模式及資訊關聯性標準化，並通用於跨機

關間，以達到跨機關部會資訊共享(Information Sharing)及互通性

(Interoperability)的基準。 

(9) 提供平臺服務間(機關內部或跨機關作業平臺)應用訊息交換

(interchange、mapping & exchange )及程序之制訂基本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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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詮釋資料標準主要制訂原則 

10.8.1. 必要性等級 

制訂原則屬於「必須」的等級。 

10.8.2. 主要制訂原則 

採用國際通用之都伯林核心集(Dublin Core)所使用的 15 個欄位做為詮

釋資料之核心欄位（英國 e-GMS 和澳洲 AGLS 之共同項目）為基礎，再依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分類檢索服務需求，延伸訂定擴充發展架構。 

表 10-1：都柏林詮釋資料核心集 

資料項 中文參照 說明 

Title 題名 作者或出版者所給的資源名稱 

Author (Creator) 創作者 對作品內容負主要責任之人或團體 

Subject (Keyword) 主題和關鍵詞 表達資源主題內容之關鍵字、片語、分類

敘述等 

Description 簡述 表達資源內容之文字，如摘要 

Publisher 出版者 將資料以目前之形式呈現出來之負責單

位，如出版社、公司 

Contributors 其他貢獻者 除著錄(記錄)於 Creator 者外，其他對作品

內容有貢獻之個人或團體 

Date 日期時間 資源以目前形式呈現之日期，如 2000/02/02 

Type 資源類型 資源類別、如 home page，novel，poem，

working paper，technical report，essay，

dictionary 等等 

Format 資料格式 資源之格式，如文字檔/HTML、ASCII、

Postscript 等，或為執行檔、JPEG 等 

Identifier 識別資料 用來辨識資源的數字或字串 

Source 來源 該資源原衍自於何處 

Language 語文 資源之語言 

Relation 關連 此資源與其他資源之關係 

Coverage 時空涵蓋範圍 此資源所涵蓋的時間及空間 

Rights  權限範圍 此項目主要以動態方式連結到一伺服器上

所註明的著作權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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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述 15 個欄位屬必備欄位且可重複，無先後順序，相同欄位若重複多

次，可視其重要性由資訊提供者決定順序。 

(2) 根據國際通用「通用辭典制訂原則」(Pan-Government 

Thesaurus/Category List)制訂及維護分類所用詞彙。 

(3) 在詮釋資料的資料項描述中，每一個資料項都有一個標籤(label)，此標

籤的目的在說明該資料項的語意。此外還有一個獨特的、機器可讀的、

單字詞之欄位名稱，以做為該欄位編碼之語法依據。 

(4) 資料項(欄位)名稱的大小寫須遵循 HTML Meta Tag 字首大寫，XML 

Schema 字首小寫。 

(5) 在中文環境中，不同系統間交換資料時需使用英文資料項名稱，但為

便於資源描述者的使用，介面上可轉為中文資料項名稱。 

(6) 詮釋資料規範包含網頁 HTML Meta Tag 及 XML Schema 二大類；網頁

HTML Meta Tag 主要運用於機關網站的網頁呈現方式，XML 詮釋資料

主要運用於非網頁呈現的資料庫、資訊聯播訂閱 RSS 或訂有交換介面

的應用系統。 

10.9. 詮釋資料標準次要制訂原則 

10.9.1. 必要性等級 

制訂原則屬於「建議」的等級。 

10.9.2. 次要制訂原則 

(1) 需求訪談：詮釋資料因應用的領域差異而有不同的標準，因此在制訂

「電子化政府服務詮釋資料(Metadata)標準」前，主管單位應對相關主

題與應用進行需求訪談，了解計畫主題的著錄(記錄)需求及想要呈現的

成果需求。 

(2) 於專業領域應用上需要或政府機關現行已通用的詮釋資料標準(如－

GILS：Government information locator service 等)在不違背共通性情形

下，可直接引用再依據『應用訊息規範』制訂相關訊息標準。 

(3) 其他領域已發展出來的控制詞彙－通用辭典(Pan-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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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aurus / Category List)可以作為資料項(Value)的描述。 

(4) 資料項著錄(記錄)規格：關於詮釋資料標準制訂的內容至少應該包含下

列資訊： 

A. 資料項名稱：如題名。 

B. 英文標示：中英文對照標示，如題名 (Title)。 

C. 資料項權重：用以說明該資料項為必要或非必要含值欄位。 

(A) 必要(Mandatory)：資料項為必要欄位且一定要含值。 

(B) 建議(Recommended)：如果資料項出現的話就應該要給值。 

(C) 選擇性(Optional)：該資料項為非必要欄位。 

D. 著錄(記錄)原則：說明該欄位著錄(記錄)資料時的特殊情況與是否

可重複著錄(記錄)(例如當出版者不只一位時，可重複著錄(記錄)出

版者)。 

E. 資料項細項(Refinement)：該資料項包含的次資料項，例如文章日

期可能包含文章完成日、送交日與出版日等。 

F. 定義：該資料項所賦予的定義。 

G. 目的：該資料項的使用說明、功能描述與其他相似資料項區分。 

H. 編碼綱要(Encoding schemes)：該資料項所應涵蓋值的綱要(schema, 

DTD)或結構屬性，有些是規定字串或數字，有些則是依照國際標

準編碼。常用編碼綱要： 

(A) [W3CDTF] Date and Time Formats, W3C Note 

日期綱要(http://www.w3.org/TR/NOTE-datetime)。 

(B) ISO8601 

日期綱要(http://www.w3.org/TR/NOTE-datetime)。 

(C) RFC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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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orm Resource 

Locators(http://www.ietf.org/rfc/rfc1738.txt)。 

10.10. 詮釋資料標準制訂程序及方法 

為了達成機關間資訊能共通共享，制訂詮釋資料規範範圍中所述各類

資料的詮釋及應用訊息標準是必須的基礎。以下提供詮釋資料的建議制訂

程序及方法，說明詮釋資料標準主要及次要制訂原則的運用。詳細請閱圖 

10-2：詮釋資料標準制訂程序與方法示意圖及其下說明。 

10.10.1. 必要性等級 

制訂程序及方法屬於「建議」的等級。 

10.10.2. 程序與方法 

 

圖 10-2：詮釋資料標準制訂程序與方法示意圖 

(1) 需求申請評估 

評估詮釋資料標準制訂需求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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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求規格討論與確認 

需求單位、相關推動組織及系統廠商共同討論並完成需求明細規

格之確認。將提出的建議公布於公開的討論環境進行討論。 

(3) 核對既有標準 

審查既有詮釋資料標準是否已滿足此項需求。 

(4) 標準制訂 

依需求明細規格制訂詮釋資料(Metadata)標準： 

A. 依據「詮釋資料(Metadata)制訂原則」制訂該項詮釋資料標準。 

B. 依功能需求(如資訊索引、分類、群組、過濾等功能需求)制訂此需

求項之分類或辭彙納入通用辭典(Pan-Government Thesaurus / 

Category List)。 

C. 依功能需求遵照制訂原則清楚表明詮釋資料 Schema 內容值和通用

辭典之關聯性。 

D. 該項資訊於作業平臺模組間或跨機關作業平臺間之介接相關訊息

需以詮釋資料標準為基礎再依據「應用訊息規範」制訂之。 

(5) 實作測試 

詮釋資料標準實作的可行性測試(至少實作其中一種)： 

A. 內部資料庫實作。 

B. XML 綱要(XML schema)實作(遵循「應用訊息規範」制訂)。 

C. 其它實測方式。 

(6) 結果確認 

制訂之詮釋資料相關標準和系統廠商及需求單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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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核准公告 

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至少需在 Internet World Wide Web 上公告。 

10.11. 詮釋資料標準範例 

10.11.1. 必要性等級 

純為參考用，無等級。 

10.11.2. 機關新聞詮釋資料(Metadata)範例 

(1) 版本(Version)及修訂說明 

Version： 0.1Draft 

(2) 詮釋資料欄位規格 

資料項權重：用以說明該資料項為必要或非必要含值欄位。 

A. 必要(Mandatory)：資料項為必要欄位且一定要含值。 

B. 建議(Recommended)：如果資料項出現的話就應該要給值。 

C. 選擇性(Optional)：該資料項為非必要欄位。 

(3) 範例 

表 10-2：詮釋資料標準範例之一 

資料項名稱 新聞編號 

英文標示 

(Name) 

Id 

Dublin Core 項目 Identifier 識別資料 

資料項權重 

(Obligations) 

必要(Mandatory) 

著錄(記錄)原則 

(Rule) 

不可重複著錄(記錄) 

資料項細項(Refinement)  

定義 代表該筆新聞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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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目的  

(Purpose) 

用來標示代表每一則新聞的唯一的代號 

用來辨識資源的數字或字串 

編碼綱要  

(Encoding Schema) 

以匯入或產生時的時間(format 

yyyymmddhhmmss) +機關代號+ 3 碼流

水號 

範例 

(Example) 

20021101084730406093246343747001 

參考標準 

(Reference Standard) 

 

表 10-3：詮釋資料標準範例之二 

資料項名稱 新聞主分類 

英文標示 

(Name) 

Main_Type 

Dublin Core 項目 Subject (Keyword) 主題和關鍵詞 

資料項權重 

(Obligations) 

必要(Mandatory) 

著錄(記錄)原則 

(Rule) 

可重複著錄(記錄) 

資料項細項(Refinement) 其值由通用辭典(Pan-Government 

Thesaurus / Category List)中之新聞分類

取得 

定義 

(Definition) 

用來標示新聞所屬主分類 

目的  

(Purpose) 

可依新聞所屬的主分類 ，提供使用者易

於尋找所需的新聞。 

作為查詢或過濾條件之資料項，達到通

用一致的資料條件或關鍵字定義，令資

訊過濾擷取更精準方便。 

編碼綱要  

(Encoding Schema) 

CHAR(20) 

範例 

(Example) 

主類別：  政治社會、生活休閒、財政

經濟、國際外交、科技資訊、衛生醫療、

教育文化、軍事國防、法律司法、環境

生態、海峽兩岸 

參考標準 

(Referenc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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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詮釋資料標準範例之三 

資料項名稱 新聞次分類 

英文標示 

(Name) 

Sub_type 

Dublin Core 項目 Subject (Keyword) 主題和關鍵詞 

資料項權重 

(Obligations) 

建議(Recommended) 

著錄(記錄)原則 

(Rule) 

可重複著錄(記錄) 

資料項細項

(Refinement) 

其值由泛機關通用辭典(Pan-Government 

Thesaurus)中之新聞分類取得 

定義 

(Definition) 

用來標示新聞所屬的次分類 

目的  

(Purpose) 

可依新聞所屬的次分類，提供使用者易

於尋找所需的新聞。 

作為查詢或過濾條件之資料項，達到通

用一致的資料條件或關鍵字定義，令資

訊過濾擷取更精準方便。 

編碼綱要  

(Encoding Schema) 

CHAR(20) 

範例 

(Example) 

 

參考標準 

(Referenc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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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通用辭典(Pan-Government Thesaurus / Category List) 制訂原則 

10.12.1. 通用辭典簡介 

通用辭典(Pan-Government Thesaurus / Category List)可視為結合系統面

的資料字典及資料分類方法的組合體，由辭彙資訊(Data Type Vocabulary)及

分類清單(the Government Category List)構成： 

(1) 辭彙資訊(Vocabulary) : 政府資訊之共通辭彙。 

(2) 分類清單(the Government Category List)的運用：內容值(Value)若由通用

辭典中引用提供查表(Lookup Table)的清單，方便資訊查詢及分群

(Grouping)。 

10.12.2. 通用辭典的意義 

通用辭典可說是詮釋資料及應用訊息的基礎，在制訂應用訊息標準時

也需設計資料字典，與通用辭典的用途有異曲同工之妙，而資料的妥當分

類則有助於資訊的快速搜尋擷取，因此通用辭典是不可或缺的資料基礎建

設之要項。 

10.12.3. 必要性等級 

制訂原則等級為「應該」。 

10.12.4. 制訂原則 

(1) 通用辭典(Pan-Government Thesaurus / Category List)需持續地維護及公

告。 

A. 需提供適當工具程式讓民眾及各級機關反映或共同討論及建議之

蒐集作為改良更新之參考。 

B. 通用辭典之制訂需註明版本及歷史修訂。 

(2) 辭彙 (Vocabulary)建議依據下面格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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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5：通用辭典標準辭彙格式 

中文名稱(Chinese Name) 國家代碼 

英文名稱(English Name) Country Code 

定義(Definition) 世界各國唯一性之代碼 

資料格式(Format) Max 3 Characters 

範圍(Validation) N/A 

值(Values) See Standard described below 

初始值(Default Value) N/A 

擁有者(Owner) (此標準訂定主管機關) 

基礎標準(Based on) ISO 3166 Maintenance agency 

(ISO 3166/MA) – ISO's focal 

point for country codes 

證明(Verification) N/A 

註解(Comments) 1. Refer to the ISO 3166 

standard for actual list of 

alphabetic codes and countries. 

The alphabetic code to be used 

is the 3-char alphabetic code 

along with the short country 

name. 

2. In DWP, if an Address is 

held, Country Code must be 

held. 

版本(Version) 0.1Draft 

日期(Date)  

主題分類代碼(Theme)  

施政分類代碼(CAKE)  

服務分類代碼(Service)  

關鍵字(Keyword) 分類 1, 分類 2, 分類 3, … 

10.13. 通用辭典標準制訂程序及方法 

通用辭典標準的制訂一般是在詮釋資料標準制訂時會一併考慮的，其

制訂程序方法請閱圖 10-2：詮釋資料標準制訂程序與方法示意圖圖 10-2：

詮釋資料標準制訂程序與方法示意圖及其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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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通用辭典分類 

10.14.1. 共通原則 

分類檢索規範主要訂定各機關須配合電子化政府入口網(MyEGov)提供

分類檢索服務，明定主題分類、施政分類及服務分類等 3 種分類架構辭彙

及其代碼。 

(1) 分類層級 

各分類架構的分類層級原則為於同層級之分類名稱應考量各層級

主題名詞之一致性；同層級分類間應具互斥性及周延性，上下層級分

類間知識節點之重要性及細分程度均應標準一致。其中各分類架構之

編碼為 3 碼，且皆為單一文數字碼，文數字碼從 1～9、A~Y，0 表示

無使用 null，Z 則考量周延性為保留碼。 

(2) 修訂原則 

各分類架構的修訂原則，若經確認並分行各機關後，僅得新增、

修改、停用，不得刪除。主題及服務分類之修訂維護，由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負責規劃提案修訂，循行政程序呈報奉核後分行各機

關辦理。施政分類架構之修訂係以業務功能為導向，而非以組織單位

為導向，依據「施政知識分類架構修訂原則」辦理，第 1 至第 3 層之

修訂，由行政院秘書處召集相關工作圈會議予以審議。各部會若有需

要，可在第 3 層以下自行延伸訂定各層細部分類，惟其以下分類如有

修訂，由部會依主管項目依既定程序辦理。（詳細規定、作業流程亦請

參閱網址 http://www.gov.tw/category/）。 

10.14.2. 主題分類 (Theme) 

(1) 目的 

「主題分類」（Theme）係以政府完整施政之分類為基礎，參酌使

用者廣泛檢索習慣及政府資訊特性，從使用需求角度，提供簡潔易懂

之分類架構，協助民眾及公務同仁獲取所需之政府相關資訊，進而達

到瞭解政府各項施政之目的。 

(2) 應用範圍 

http://www.gov.tw/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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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類」主要係應用於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提供民眾快速檢索

服務；未來逐步推動各機關於網頁、資料庫、表單、線上學習、多媒

體等資訊系統納入引用本分類進行檢索，並可依其僅有二層次、單一

按鍵檢選等簡潔特性，用於規劃行動通訊之服務應用。 

(3) 分類層級 

「主題分類」計有 2 層。第 1 層分為 9 類項目，類別及編碼為「內

政及國土」（100）、「外交及國防」（200）、「法務」（300）、「教育文化」

（400）、「財政經濟」（500）、「交通建設」（600）、「農業環保」（700）、

「衞生福利勞動」（800）及「綜合行政」（900）；再以第 1 層分類為基

礎，考量類目之周延性及衡平性，延伸發展出所屬之第 2 層 85 小類類

目（有關主題分類訂定原則及本分類詳細辭彙及代碼，以於網址

http://www.gov.tw/category/所下載者為準）。 

10.14.3. 施政分類 (CAKE) 

(1) 目的 

「施政分類」（CAKE, Categorized Administrative Knowledge 

Entity ）架構意涵係指各機關依據行政施政業務與功能，以階層式架構

建立完整行政施政知識種類，其所建立分類表內所涵蓋之詞彙，代表

該類知識概念之字詞、同義異形詞、同形異義詞及詞彙間之語意結構，

主要提供公務同仁做為資訊分析與分類檢索所需之統一詞彙。 

(2) 應用範圍 

「施政分類」架構已應用於行政院立法委員質詢答覆系統、新聞

知識庫系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系統等具

帶動效果之應用系統。凡有關行政院施政決策相關資訊系統，皆可依

循本分類架構蒐集各類資訊，俾使相關施政資訊均為同一分類呈現方

式，以利政府施政資訊於同一分類架構整合運用。未來可推動各機關

引用本分類架構納入其知識管理系統，支援行政院決策並有助於機關

內知識管理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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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層級 

「施政分類」架構係以行政院施政方針之業務分類為基礎，經行

政院及所屬機關研商完成「行政院施政知識分類架構暨索引典」之研

訂。本分類架構分就機關施政、共通事項及輔助事務等三大面向進行

分類工作共有 3 層，第 1 層分類原訂有 28 類，現已參照資訊隸屬特性

及組織職掌修訂為 19 類，包括「內政及國土安全」(100)、「外交僑務

及兩岸」(200)、「國防及退伍軍人」(300)、「財政金融」(400)、「教育

體育」(500)、「法務」(600)、「經濟貿易」(700)、「交通及建設」(800)、

「勞動人力資源」(900)、「農業」(A00)、「衛生及社會安全」(B00)、「環

境資源」(C00)、「文化及觀光」(D00)、「國家發展及科技」(E00)、「海

洋事務」(F00)、「原住民族事務」(G00)、「客家事務」(H00)、「其他政

務」(I00)等，其中各層分類架構之編碼為 3 碼；各項分類均有共通事

項之子分類(含規劃評估與國際合作及交流等)，以利各機關掌握政策、

計畫、管制考核等規劃評估事項及國際交流業務事項。另有「輔助事

務」(J00)分類，包括人事、主計、法務、資訊、秘書總務、政風、公

共事務等 7 項子分類。施政知識架構採層級式編碼原則（第 1 層：

100~900、A00~Z00；第 2 層：110~9Z0、A10~ZZ0；第 3 層：111~9ZZ、

A11~ZZZ；有關施政分類訂定原則及本分類詳細辭彙及代碼，以於網

址 http://www.gov.tw/category/所下載者為準）。 

10.14.4. 服務分類 (Service) 

(1) 目的 

「服務分類」（Service）係從民眾使用角度出發，以其較易瞭解及

熟悉的方式呈現分類內容，提供民眾生活化的分類檢索服務。 

(2) 應用範圍 

「服務分類」主要係應用於電子化政府入口網，依據民眾所熟悉

之方式提供檢索服務；未來逐步推動各機關於網頁、資料庫、表單、

線上學習、多媒體等資訊系統納入引用本分類進行檢索。 

(3) 分類層級 

「服務分類」係整合「主要人生歷程」（如出生、求學、工作、成

家、退休、往生等）及「生活內容」（如食、衣、住、行、育、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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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主分類架構，並以事件流程（process）或檢核表（checklist）的概

念呈現分類項目內容。「服務分類」計 3 層，第 1 層 18 個分類項目，

類別及編碼為「生育保健」（100）、「出生及收養」（200）、「求學及進

修」（300）、「服兵役」（400）、「求職及就業」（500）、「開創事業」（600）、

「婚姻」（700）、「投資理財」（800）、「休閒旅遊」（900）、「交通及通

訊」（A00）、「就醫」（B00）、「購屋及遷徙」（C00）、「選舉及投票」（D00）、

「生活安全及品質」（E00）、「退休」（F00）、「老年安養」（G00）、「生

命禮儀」（H00）、「公共資訊」（I00），其中各分類架構之編碼為 3 碼。

再以第 1 層分類為基礎，歸納分析各該分類的重要事件及必要資訊，

發展出第 2 層 99 個分類項目及第 3 層 377 個分類項目（有關服務分類

訂定原則及本分類詳細辭彙代碼，以於網址 http://www.gov.tw/category/

所下載者為準）。 

10.15. 通用辭典範例 

10.15.1. 必要性等級 

純屬參考，無等級。 

10.15.2. 通用辭典標準辭彙範例 

表 10-6：通用辭典標準辭彙範例 

中文名稱(Chinese Name) 國家代碼 

英文名稱(English Name)  

定義(Definition)  

資料格式(Format)  

範圍(Validation)  

值(Values)  

初始值(Default Value)  

擁有者(Owner)  

基礎標準(Based on)  

證明(Verification)  

註解(Comments)  

版本(Version)  

日期(Date)  

主題分類代碼(Theme)  

施政分類代碼(CAKE)  

服務分類代碼(Service)  

關鍵字(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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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用訊息規範 

11.1. 前提 

11.1.1. 應用訊息規範說明 

為達成電子化政府提供跨機關、跨系統整合服務之願景，必須依循應

用訊息規範制定應用訊息標準、相關訊息框架及服務導向的服務組合訊

息，做為跨機關、跨系統平臺之共通語言，以滿足服務平臺之資料交換需

求。 

11.1.2. 需求 

(1) 須制定應用訊息標準與編制 XML 綱要(XML Schema)，以滿足電子化

政府跨機關資料交換之需求。 

(2) XML 綱要(XML Schema)應有各自的命名空間做為辨識。 

(3) 針對 XML 綱要(XML Schema)的資料項，應編制資料字典以方便查詢

與使用。 

(4) 可提供服務平臺與既有系統之間以 Web Services 技術進行資料傳輸之

SOAP 訊息格式，擴充 SOAP 訊息規格以滿足作業平臺之資料交換需求 

(5) 設計服務訊息框架，將一般性的服務訊息格式加以定義，並允許將各

機關特殊需求之專屬格式之 XML 納入服務訊息框架中 

(6) 規劃服務導向之服務組合訊息，提供服務訊息所採用的 XML 的服務訊

息格式。 

11.2. 目的 

規範服務平臺的對外資料交換採用的應用訊息標準制定的原則、訊息

框架以及服務組合訊息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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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範圍 

(1) 凡符合總論之適用情境範圍所需之應用訊息標準者，均為「應用訊息

規範」的約束範圍。 

(2) 應用訊息標準適用的範圍包含 XML 訊息(XML message)的「本文」

(Body)與「附件」(Attachment)。 

11.4. 名詞解釋 

(1) 應用訊息標準 

為了介接與互通，必須有應用訊息標準做為溝通的語言，即使是使用

不同的產品或系統，都可因此而可以整合與相互運作。 

(2) XML 綱要(XML Schema) 

XML 綱要定義應用訊息格式，並且由 XML 綱要(XML Schema)驗證應

用訊息的正確性。XML 綱要(XML Schema)必須依循應用訊息標準制

定。 

(3) 應用訊息 

應用訊息為作業平臺對外進行資料交換之 XML 訊息(XML Message)，

應用訊息為作業平臺對外進行資料交換有關的訊息，讓作業平臺對外

得以介接與互通。應用訊息必須依循應用訊息標準與 XML 綱要(XML 

Schema)制定。 

(4) 命名空間(Namespace) 

命名空間(Namespace)是用來區別 XML 文件中元素名稱的一種方法。

命名空間(Namespace)在應用系統的發展和營運的工作上提供了更彈性

且更為簡便的建置系統方法。 

(5) 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 

為應用訊息標準之 XML 綱要(XML Schema)資料項(Element)、屬性

(Attribute)與其值(Value)之參照來源，初期應根據 XML 綱要(XML 

Schema)之資料項、屬性(Attribute)與值(Value)建置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往後則能做為 XML 綱要(XML Schema)訂定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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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原則 

(1) 應用訊息規範應逐年審修並註明版本及修訂項目。 

(2) 制定應用訊息標準時應遵循本應用訊息規範。 

(3) 制定應用訊息標準時應優先參考國內現行標準制定，次則參考業界通

用標準與通用國際標準制定，如無任何參考依據時方自行訂定。 

(4) 因應後續國際標準的發展，政府機關及系統開發廠商應將標準的更新

列為標準的例行管理及系統開發或工具提供時的相容性要項考慮因

素。  

(5) 須成立應用訊息的專責管理與驗證中心，負責應用訊息標準相關事項

的管理與驗證；應用訊息標準相關事項包含應用訊息標準的訊息標頭

(XML Message Header)、XML 綱要(XML Schema)、註冊的命名空間

(Namespace)之資源識別碼(URI)及未來加入的規格。 

(6) 一開始須根據應用訊息標準的 XML 綱要(XML Schema)，規劃共通的

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統一管理資料項(Element)、屬性(Attribute)

與值(Value)；爾後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則成為應用訊息標準制定

XML 綱要(XML Schema)時的依據。 

(7) 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的規劃首重電子化政府業務服務的共通資

料，爾後再針對個別業務特質的業務服務訂定不同的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 

(8) 應用訊息在雙方資料交換過程中，雙方均應保存其送出與接收訊息

(XML message)的備份。 

11.6. 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進行應用訊息之相關規範文件閱讀時建議以本文件為總規範之外，與

應用訊息相關之訊息標準規範文件為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_v1.06，訊息標準

schema 文件為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附錄_v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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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相關規範文件導引示意圖 

 平臺_訊息交換標準_v1.06 

跨機關訊息交標準主要目的是訂定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作為作業平臺

對外資料交換的統一格式(共通語言)。本標準涵蓋網路服務(Web 

services)的互通性訊息、五大行政資訊系統、與服務訊息框架的 XML 

Schema 與電子支付訊息的 XML Schema 的編定。互通性訊息的部分主

要依據 SOAP 1.1 訊息標準擴充，作為作業平臺對外資料交換之訊息格

式。 

 平臺_訊息交換標準附錄_v1.06 

跨機關訊息交標準附錄主要目的是將各訊息的 XML Schema 彙整於本

文件中。 

11.7. 訊息規範標準原則 

訊息規範標準主要針對訊息標準 XML Schema 制定的標準原則項目進

行規範，包含有(1)命名空間(Namespace)的制定原則，(2) 應用訊息的制定

原則，(3) 應用訊息的結構與 XML 綱要(XML Schema)，(4) 應用訊息資料

項的命名與描述方式，(5) 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的制定原則及(6) 資料

字典(Data Dictionary)的管理機制等六個項目。 

11.7.1. 命名空間(Namespace)的制定原則與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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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1. 必要性等級 

此項屬於「必須」的等級。 

11.7.1.2. 命名空間(Namespace)的意義 

由於各機關或其他系統與作業平臺進行資料交換時需訂定應用訊息標

準以產生 XML Schema 做進行機關訊息交換，但各機關產生的 XML Schema

如果缺乏管理必定造成無法識別的情況，因此作業平臺使用的 XML Schema

都應有命名空間(Namespace)來代表其唯一性，即一個命名空間(Namespace)

代表一個應用訊息標準的 XML Schema 資料項集合。 

11.7.1.3. 命名空間(Namespace)的制定原則 

行政機關可自行依 W3C，Namespaces in XML 標準訂定所屬業務範圍

內的資料及屬性名稱，並依照 XML 結構以文件方式表示。 

(1) 作業平臺之應用訊息標準的 XML 綱要(XML Schema)都應有命名空間

(Namespace)，且命名空間(Namespace)要能充分表示其制定機關或單

位。例如：「http://www.gov.tw」。 

(2) 命名空間(Namespace)可用前置字串(Prefix)表示，例如：

「xmlns:gt="http://www.gov.tw"」中「gt」表示作業平臺主管機關訊息

標準之 XML Schema 命名空間(Namespace)的前置字串。 

(3) 命名空間(Namespace)之前置字串(Prefix)必須為該XML Schema的唯一

識別。 

11.7.1.4. 命名空間(Namespace)的使用方式 

各機關規劃電子化政府相關服務時，可至行政機關網站或電子化政府

資料標準管理中心瀏覽公告之命名空間(Namespace)，並在應用訊息中加入

以下資訊： 

(1) 宣告 

命名空間(Namespace)的唯一識別以及被指定給該命名空間(Namespace)

的前置字串。例如： 

「xsd:Schema targetNamespace="http://www.gov.tw"」與

「xmlns:gt="http://ww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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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限定名稱 

在任何 XML 元素或屬性名稱前，依序加入被宣告的命名空間

(Namespace)的前置字串以及冒號，例如「gt:element」。 

(3) 範疇（scoping）以及預設（defaulting）規則 

在需求資料及回應資料中，視需求之不同，可利用命名空間(Namespace)

加上範疇以及預設規則，進一步增加資料的彈性，並簡化前置字串的

使用。 

11.7.2. 應用訊息的制定原則 

11.7.2.1. 必要性等級 

此項屬於「必須」的等級。 

11.7.2.2. 制定原則 

(1) 應用訊息標準制定必須符合W3C制定的XML Schema與Namespaces in 

XML Recommendation 標準。 

(2) 各機關制定之應用訊息相關的命名空間(Namespace)必須遵循「應用訊

息規範」之命名空間(Namespace)的制定原則與使用方法。 

(3) 可先依循『詮釋資料規範』中詮釋資料標準制定 XML Schema，並找出

與作業平臺有關、可共通與可再利用(Re-use)資料項訂定最小的 XML 

Schema 之資料項集合，作為資訊交換的基礎架構。 

(4) 應用訊息標準之 XML 綱要(XML Schema)在系統實作時的資料項標籤

(label)應使用英文。 

(5) 應用訊息簽章(XML Signature)與加密 

應用訊息必須支援多種簽章(Multiple signatures)與加密的方法，並採用

W3C 簽章與加密標準(XML Encryption Syntax and Processing, W3C 

Proposed Recommendation, 03 October 2002; XML-Signature Syntax and 

Processing, W3C Recommendation, 12 Februar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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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 應用訊息的結構與 XML 綱要(XML Schema) 

11.7.3.1. 必要性等級 

此項屬於「必須」的等級。 

11.7.3.2. 應用訊息結構 

跨機關進行交換的訊息，其內容應包含三個部分，如圖 11-2：應用訊

息結構示意圖所示： 

(1) 訊息標頭： 

訊息標頭可以包含來源機關、來源系統、目的機關、目的系統、

來源訊息類別、相關流程執行個體等相關資訊，以便於訊息的解釋、

繞送及處理。 

(2) 訊息本文(Body)與附件(Attachment) 

即真正要傳輸的訊息內容。這部分是應用訊息標準規劃的目標。 

(3) 與傳輸通訊協定相關的訊息 

因應所使用的傳輸通訊協定而新增的訊息部分，例如：使用 SMTP

傳輸，需新增電子郵件的相關訊息標頭，而經過 MIME 處理的訊息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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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應用訊息結構示意圖 

11.7.3.3. XML 綱要(XML Schema)結構 

XML 綱要為應用訊息的基礎，在應用訊息標準中 XML 綱要(XML 

Schema)應以樹狀結構表示並且明顯標示出其應用訊息標準中資料項的特

性。XML 綱要(XML Schema)結構描述方式建議如下： 

(1) 版本標示 

標示目前應用訊息標準的版本。 

(2) 資料項標示 

可以用顏色、粗體或標示符號標示出該資料項或屬性為必要或選

擇性的資料項，建議分類項目如下： 

A. 必要資料項(Mandatory Element) 

B. 選擇資料項(Optional Element) 

C. 必要屬性(Mandatory 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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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選擇屬性(Optional Attribute) 

(3) 注意事項 

對於該資料項特殊事項或說明，例如屬性(Attribute)前面需加

上”@”符號。 
 

11.7.3.4. XML 綱要(XML Schema)編訂規則 

根據應用訊息的結構分析與資料項描述，制定 XML 綱要(XML 

Schema)，此為應用訊息標準的產出，並且作為與作業平臺進行資料交換時

的實作訊息標準與訊息驗證標準。 

(1) 選用的標準：W3C XML Schema。 

(2) 命名空間(Namespace)命名方式參考「命名空間(Namespace)制定原則」。 

(3) XML 綱要(XML Schema)必須以註釋方式加註此綱要權責機關相關資

訊。 

(4) XML 綱要(XML Schema)必須將此綱要標準相關資訊(版本、此綱要 ID)

加入綱要的預設設定。 

11.7.4. 應用訊息資料項的命名與描述方式 

11.7.4.1. 必要性等級 

此項屬於「必須」的等級。 

11.7.4.2. 應用訊息資料項的命名方式 

在詮釋資料的資料項描述中，每一個資料項應有一個英文標籤(label)，

此英文標籤(label)的目的在說明該資料項的語意。此外還有一個獨特的、機

器可讀的、單字詞之欄位名稱，以做為該欄位編碼之語法依據。 

11.7.4.3. 資料項描述方式 

以應用訊息結構分析為基準，針對應用訊息標準中的個別資料項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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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並描述該資料項使用的方法與限制，以作為編制 XML 綱要(Schema)的

依據，建議資料項描述方式如下： 

(1) 版本標示 

標示目前應用訊息標準的版本。 

(2) 資料項說明 

該資料項的定義與說明。 

(3) 相關資料項屬性說明 

說明該資料項所包含的資料格式、值域或樣式，例如： 

A. 最小、最大出現次數(minOccurs、maxOccurs)。 

B. 資料格式(xsd:string)。 

C. 樣式(xsd:pattern([A-F0-9]{0,32}))。 

D. 資料長度(xsd:minLength, xsd:maxLength)。 
 

11.7.5. 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的制定原則 

11.7.5.1. 必要性等級  

此項屬於「必須」的等級。 

11.7.5.2. 制定原則 

(1) 應用訊息標準中訂定的資料項都應存於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並

且將資料項的描述一併存於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中。資料項描述

應包含： 

A. 由哪些資料項組成。 

B. 出現的次數限制。 

C. 資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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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資料的格式及範圍限制。 

E. 資料的意義說明。 

(2) 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應建立資料項的索引機制。 

(3) 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的個別資料項名稱不可重複，對於容易混淆

的資料項集合應說明資料項間的差異以做為辨識。 

(4) 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做為 XML 綱要(XML Schema)編制資料項之

參考依據。 

(5) 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須視應用訊息標準制定之需求增列資料項。 

11.7.6. 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的管理機制 

11.7.6.1. 必要性等級 

此項屬於「必須」的等級。 

11.7.6.2. 管理機制 

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根據應用訊息標準與其 XML 綱要(XML 

Schema)制定各訊息資料項的格式及說明，也就是說各訊息資料項的格式及

說明可由XML綱要(XML Schema)得之，並且做為往後制定XML綱要(XML 

Schema)之格式參照。其維護與管理需考量： 

(1) 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儲存庫的建置。 

(2) 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的管理權責訂定。例如，由特定機關統一管

理，或允許若干特定機關分別管理不同領域之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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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訊息流程標準原則 

訊息流程標準主要針對訊息的業務流程和使用時機進行說明，包含有(1)

業務流程或使用流程，(2) 流程說明，(3) XML Schema，(4) 測試情境等四

個項目。 

11.8.1. 業務流程或使用流程 

11.8.1.1. 必要性等級 

此項屬於「必須」的等級。 

11.8.1.2. 訊息流程的制定 

依據機關業務流程使用流程圖或是循序圖描述整體作業流程或訊息流

程的整體關聯性。 

11.8.1.3. 訊息流程描述方式 

使用流程圖或是循序圖描述訊息發送端及接收端的訊息作業流程，並

描述流程訊息使用的方法與限制，以作為 XML 綱要(Schema)的依據，建議

流程訊息描述方式如下： 

(1) 發送端及接收端標示 

標示訊息的傳送及接受端。 

(2) 訊息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的起始、判斷、結束等節點的流程說明。 

(3) 相關資料項說明 

說明各節點流程的資料或訊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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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 流程說明 

11.8.2.1. 必要性等級 

此項屬於「必須」的等級。 

11.8.2.2. 訊息流程描述說明 

針對流程圖或是循序圖使用文字描述個節點作業所代表的意義，以詳

細說明整體流程業務意義。 

11.8.3. XML Schema 

11.8.3.1. 必要性等級 

此項屬於「必須」的等級。 

11.8.3.2. 訊息描述方式 

主要說明整體流程圖所對應的 XML Schema 版本。 

11.8.4. 測試情境 

11.8.4.1. 必要性等級 

此項屬於「選擇」的等級。 

11.8.4.2. 測試項目說明 

說明各整體流程所需的測試訊息項目及測試預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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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引用標準 

11.9.1.1. 採用的標準 

(1) W3C XML 1.0 以上(含) 

(2) W3C XML Schema 

(3) W3C Namespaces in XML 1.1 以上(含) 

(4) W3C Digital Signature 

(5) W3C XML Encryption 

(6) W3C SOAP 1.2 以上(含) 

(7) Web Services Security (WS-Security) 1.0 以上(含) 

(8) RSS 2.0 以上(含) 

(9) RDF 

(10) ASN.1 

(11) ISO 8583 

標準版本需逐年檢視。 

11.9.1.2. 觀察中的標準 

無。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改版建置與服務平臺功能整合委外服務案後續擴充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作業規範 

 

  12-1 

12. 平臺入口規範 

12.1. 前提 

12.1.1. 平臺入口規範使用前提 

平臺入口為平臺的一部份，為入口網站及應用服務進入作業平臺的入

口。資訊進入作業平臺前，須先經過此入口。這個入口是平臺的一部份，

在實際環境中，它是附屬在平臺內的ㄧ個服務或元件模組。 

12.1.2. 需求 

對入口網站或應用服務傳來的標準資訊進行安全性確認，確認無誤

後，分發給作業平臺之對應模組處理，再將作業平臺內處理完的訊息回傳。 

12.2. 目的 

為確保作業平臺安全及一致性處理原則，傳給作業平臺之訊息及作業

平臺回傳內容須由平臺入口負責訊息之處理、傳遞與管控。 

12.3. 範圍 

平臺入口規範適用於入口網站或應用服務與作業平臺訊息溝通之相關

必要措施，做為平臺外與作業平臺之介接。 

12.4. 名詞解釋 

入口網站(Portal)：為電子化政府服務民眾之窗口，網站本身不包含直

接服務民眾之應用系統，而利用網際網路科技將跨政府機關之各項服務，

整合於單一服務窗口。 

12.5. 原則 

(1) 共通作業平臺上所註冊的服務執行須由平臺入口進入啟動。 

(2) 平臺入口實體介面可配合共通作業平臺建置/修正時程進行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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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進行平臺入口之相關規範文件閱讀時，建議除本文件之外，可參考電

子化整合服務模式研究報告_V1.03 及平臺_創新 e 化服務與平臺介接規範

v1.02 以了解平臺入口之服務模式與應用。 

  

圖 12-1：相關規範文件導引示意圖 

 電子化整合服務模式研究報告_V1.03 

此報告主要描述電子化政府建置一站式服務所需要的網際網路工作流

程技術。平臺入口中之資訊交換與服務可參考其中關於網際網路工作

流程運作模型。 

 平臺_創新 e 化服務與平臺介接規範 v1.02 

此規範主要是統一創新服務應用伺服器(Innovation Server，IS)和既有系

統轉接介面(Legacy System Interface，LI)，本規範參考其中關於平臺介

接架構及服務請求端介接規範。 

12.7. 基本規範 

平臺入口負責作業平臺對外之訊息處理、傳遞與管控。以下說明平臺

入口處理訊息所需之基本規範以滿足其功能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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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 訊息標準 

12.7.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2.7.1.2. 功能 

平臺入口對外之訊息交換格式必須以 XML 格式傳送，並訂定標準化之

訊息格式以達到訊息交換之一致性。 

12.7.2. 訊息互通性 

12.7.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2.7.2.2. 功能 

平臺入口對外交訊息交換必須以 HTTP或Web Service通訊方作為交換

基礎以確保其跨平臺之擴充性。 

12.7.3. 訊息安全性 

12.7.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2.7.3.2. 功能 

平臺入口對外訊息交換，凡具有隱私性及機密性之資訊必須建置保護

機制以確保其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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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運作方法與程序 

12.8.1. 運作程序 

12.8.1.1. 平臺入口架構 

  

圖 12-2：平臺入口內部架構示意圖 

平臺入口中包含安全管控，資料格式轉換，資料格式驗證，訊息分派，

使用者介面，訊息存查與例外處理子功能，以達成平臺入口所需功能。詳

細功能描述請參考以下平臺入口服務提供之功能服務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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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2. 平臺入口介面 

  

圖 12-3：平臺入口介面關聯圖 

由上圖可看出，入口網站或應用服務的資料進入共通作業平臺前，須

先經過此平臺入口，這個入口是平臺的一部份，好像是進入酒瓶前自然會

經過一個瓶口，因此平臺入口主要扮演訊息處理、傳遞與管控的角色。入

口網站需要使用的服務，必須在平臺入口處理，以確保平臺安全。 

 輸入：平臺外部或平臺內部傳送過來的資料。 

 處理：進行資料處理、轉換、並傳遞給出去。 

 輸出：轉換後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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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 服務介接 

12.8.2.1. 平臺入口對外介接 

  

圖 12-4：平臺入口對外介接關聯圖 

平臺入口對外介接應建置標準網路介接介面，介面可採用 HTTP 或

SOAP 規範以確保其跨平臺之擴充性。 

另平臺對外介接建議制定標準訊息格式以利外部系統傳送訊息。 

12.8.2.2. 平臺入口與對內介接 

  

圖 12-5：平臺入口對內介接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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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入口對內介接註冊服務、認證授權、整合服務及平臺管理模組以

建立訊息交換介面供外部呼叫。此為對內溝通介面，應考慮系統架構完整

性與擴充性建置介面。 

12.9. 平臺入口服務提供之功能服務 

12.9.1. 安全控管 

12.9.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2.9.1.2. 原則 

經過平臺入口之訊息須符合認證授權與安全原則。 

12.9.1.3. 功能 

(1) 檢查來自入口網或應用服務之訊息是否符合作業平臺之認證授權機

制。訊息必須通過認證授權機制始可啟動平臺內部模組功能。 

(2) 平臺入口對外訊息交換，凡具有個人隱私或業務機密之資訊必須對訊

息加密及給予數位簽章以確保訊息不致被盜用或竄改。 

12.9.2. 資料格式驗證 

12.9.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2.9.2.2. 原則 

對外交換以 XML 格式描述溝通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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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3. 功能 

(1) 對外部傳入平臺入口之訊息，必須對其先作資料格式驗證始可將資料

傳入其它內部模組。 

(2) 對要傳出平臺入口之訊息，在資料格式轉換後，必須對其先作資料格

式驗證始可將資料傳出。 

12.9.3. 資料格式轉換 

12.9.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2.9.3.2. 原則 

對外以 XML 格式描述溝通之訊息。 

12.9.3.3. 功能 

(1) 將平臺外部傳送給作業平臺內部之資訊，做資料格式轉換以符合作業

平臺內部可接受之格式，以便作業平臺內部處理。 

(2) 將作業平臺內部傳送給入口網站或應用服務之資訊，做資料格式轉換

以符合入口網站或應用服務可接受之格式，以便平臺外部呈現。 

12.9.4. 訊息分派 

12.9.4.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2.9.4.2. 功能 

檢視訊息之對應服務模組，將訊息傳遞至適當之服務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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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 訊息存查 

12.9.5.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2.9.5.2. 原則 

配合平臺管理模組之存查功能。 

12.9.5.3. 功能 

所有流經平臺入口之訊息利用平臺管理提供之功能加以記錄並可供日

後查詢。 

12.9.6. 使用者介面  

12.9.6.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建議」的等級。 

12.9.6.2. 功能 

作業平臺內各模組所提供之功能服務，若需要使用者操作與作業平臺

互動者，可透過平臺入口提供使用者人機介面以達成此功能。 

12.9.7. 例外處理  

12.9.7.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2.9.7.2. 原則 

配合平臺管理模組之例外處理功能。 

12.9.7.3. 功能 

當平臺入口發生例外情形，必須將含錯誤狀況、時間、使用者資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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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處理方式等傳給平臺管理模組利後續處理。 

12.10. 引用標準 

12.10.1. 採用的標準 

(1) XML 1.0 以上(含) 

(2) XSLT 1.0 以上(含) 

(3) SOAP 1.2 以上(含) 

(4) WSDL1.1 以上(含) 

(5) HTTPS 採用 HTTP 1.1 以上(含)與 SSL 3.0 以上(含)之標準(Session Key

長度 128 位元以上(含) 

以上標準版本須逐年檢視。 

12.10.2. 觀察中的標準 

(1) OASIS Web Services Security 1.0。 

(2) XML Encryption 

(3) XML Digital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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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訊息格式 

根據平臺入口功能性與安全性考量對外訊息交換格式必須支援標準表 

12-1：平臺入口訊息交換格式標準彙整表： 

表 12-1：平臺入口訊息交換格式標準彙整表 

目標 Web Services 運作模式的標準 

平臺入口對外訊息交

換 

XML 1.0 以上(含) 

SOAP 1.2 以上(含) 

WSDL1.1 以上(含) 

HTTPS 採用 HTTP 1.1 以上(含)與 SSL 3.0

以上(含)之標準(Session Key長度 128位元

以上(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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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帳號管理規範 

13.1. 前提 

13.1.1. 帳號管理規範使用前提 

作業平臺的帳號管理之單獨設立乃是因應使用者隱私權相關之議題日

益重要，對政府機關的平臺而言，有必要對使用者帳號作有效的管理、控

管，並配合帳號之記錄、收集、處理、分析、及稽核作業，確保平臺上之

帳號的使用是在安全可控制範圍內。 

帳號管理為平臺上與帳號生命週期相關之管理，同時，與帳號使用安

全亦相關，使用本規範之機關應依循進行規劃。惟將相關功能分散於其他

模組(或服務)中者不在此限。 

13.1.2. 需求 

(1) 帳號管理應提供對帳號的生命週期相關管理。 

(2) 帳號管理對帳號之使用應能清楚記錄並提供查詢。 

(3) 帳號管理對不當之帳號使用應能即時終止其使用權限。 

(4) 帳號管理應提供帳號使用之統計、分析，並對潛在安全問題提出預警。 

(5) 帳號管理應能提供與其他使用平臺的機關間帳號的稽核。 

13.2. 目的 

帳號管理規範針對電子化政府共通平臺的帳號系統運作架構做概念性

的規範和定義，以提供政府帳號管理在規劃和建置時，有統一的依循架構

和原則。 

13.3. 範圍 

帳號管理提供共通作業平臺上帳號之生命週期管理，包括帳號的管

理、使用記錄、分析、統計、及稽核等，以確保平臺上帳號使用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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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管理規範的範圍包括以下幾種類型： 

(1) 平臺內部管理與作業所使用之帳號 

(2) 平臺外部註冊與使用之帳號 

帳號管理因涉平臺內所使用及整合之其他系統，如目錄服務、資料庫、

網管系統，在帳號整合上宜應提供統一之管理與介面，方可確保在整體平

臺帳號管理上不會出現漏洞。 

惟若部分功能已於其他平臺內模組或服務提供，則得不在此提出，相

關功能說明如下： 

(1) 註冊服務模組中已涵蓋帳號之註冊，包括其相關註冊、申請、審核、

終止等功能。 

(2) 目錄服務中已涵蓋帳號及相關資訊之儲存、交換等功能。 

13.4. 名詞解釋 

(1) 帳號 

係指平臺範圍內各類帳號，包括一般帳號、憑證帳號、或儲存庫管理

所使用之帳號，用以識別使用者身份及授與其對應權限等安全控管。 

(2) 帳號生命週期 

帳號自註冊或透過目錄服務交換後，其審核、修改、異動、停用、廢

止、認證、使用服務等不同階段之活動皆屬於帳號生命週期。 

(3) 帳號管理 

帳號管理係指對帳號生命週期之各活動提供管理工作，包括帳號使用

的各種情形亦提供相關的功能以確保帳號無不當之使用，例如，帳號

的使用分析、使用追蹤、使用報告、異常處理、稽核等。 

(4) 帳號使用記錄 

係指當帳號簽入認證成功後，與帳號相關平臺上模組或系統上，各帳

號使用的記錄。 

(5) 異常預警 

對帳號異常的使用，系統於分析、比對或檢視後，須根據狀況分級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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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預警訊息以提醒對應的人員，可能為平臺管理者、營運客服人員、

提供服務之機關聯繫窗口、或使用者。 

(6) 稽核作業 

配合帳號使用進行之稽核作業，帳號管理中應支援提供稽核所需之資

料，例如，原始使用記錄檔、比對異常報告、或抽樣記錄檔等。 

(7) 黑名單 

對異常帳號之分級管理，藉由黑名單的設立，可將異常帳號列入，並

作有效的管理。 

13.5. 原則 

(1) 平臺上所有帳號之各種行為均須被紀錄。 

(2) 對異常或不當之帳號使用，平臺應能提供預警或將其即時停權。 

(3) 平臺須對帳號的使用進行稽核作業，並提供平臺及機關其帳號使用之

記錄。 

(4) 帳號管理須與註冊服務及認證授權具一致之帳號管理政策。 

(5) 有關使用者個人資料檔案的保護必須遵照法務部頒訂之個人資料保護

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6) 定期清查久未使用之帳號，並進行必要之管理。 

13.6. 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進行帳號管理之相關規範文件閱讀時建議以本文件為總規範之外，請

參照相關之規劃文件：共通作業平臺規劃報告 1.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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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帳號管理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共通作業平臺規劃報告 v1.04 版 

「電子化政府共通作業平臺規範」從滿足模組化、物件化的需求著手，

將入口網站、作業平臺及既有系統分別視為三個獨立的模組，其運作

的模式可分為四種：基本模式、網站互連模式、交叉使用模式、平臺

互連模式。再搭配實務上的可能情境組合則共有七類。本文件參考部

份主要為第十三章「帳號管理」部份 

13.7. 基本規範 

13.7.1. 帳號使用記錄格式 

13.7.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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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2. 功能 

帳號使用記錄格式必須定義統一格式，以供平臺內不同模組涉及與帳

號使用相關作業，進行記錄時有一標準格式可依循。對於平臺外部機關端，

涉及平臺帳號使用時，亦需遵循該格式進行記錄保存，以做為集中、交換、

或勾稽之用。其原則如下： 

(1) 帳號使用記錄必須涵蓋使用者帳號或識別資料 

(2) 帳號使用記錄必須涵蓋使用的日期及時間 

(3) 帳號使用記錄必須涵蓋使用之服務或標的物 

(4) 帳號使用記錄必須涵蓋使用之狀態(例如：成功或失敗等狀態) 

13.7.2. 帳號使用記錄之集中 

13.7.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3.7.2.2. 功能 

與帳號管理相關之模組眾多，其記錄分散各模組將增加處理的困難，

應將其依據時效作集中處理。其原則如下： 

(1) 帳號使用記錄應統一集中，可透過維運管理模組進行記錄之集中。 

(2) 依據記錄之優先等級及系統效能考量，訂定不同類型記錄收集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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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 帳號黑名單建立 

13.7.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建議」的等級。 

13.7.3.2. 功能 

對異常使用之帳號或是具使用不良記錄者，應訂定列入黑名單中，以

進行不同程度之處理或處置。其原則如下： 

(1) 必須訂定黑名單邏輯與規則以進行異常或不良使用帳號之處理。 

(2) 對於黑名單內之帳號持續使用者，應提出報告以提供管理人員掌控並

進一步追蹤。 

13.7.4. 帳號管理之集中 

13.7.4.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應該」的等級。 

13.7.4.2. 功能 

平臺內所涉及欲整合之系統，其所使用之帳號管理應將其集中，以提

供一致的管理，避免安全上之疏漏。其原則如下： 

(1) 平臺內不同系統之帳號管理應進行整合，以提供一致的管理與規則。 

13.7.5. 帳號管理之使用安全 

13.7.5.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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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2. 功能 

平臺帳號管理在使用上應涉及帳號的管理，因此，對其管理的安全更

顯得重要，應對其使用上訂定相關安全原則。其原則如下： 

(1) 帳號管理之管理者，其密碼應定期更換。 

(2) 帳號管理之使用皆應留存使用記錄。 

(3) 執行帳號管理之螢幕應遵守螢幕淨空原則。 

(4) 帳號之管理功能使用，應鎖定特定 IP 位址，方得使用。 

13.7.6. 帳號使用記錄之保存 

13.7.6.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3.7.6.2. 功能 

帳號使用記錄在集中後，應謹慎保存，若遭竄改則可能誤判情況，而

造成嚴重影響。其相關原則如下： 

(1) 保存記錄之儲存庫，不得提供未經帳號簽入即可修改或刪除記錄之管

道。 

(2) 記錄應提供備份，若記錄毀損時，得藉由備份之記錄資料回復。 

(3) 記錄之存取皆須保留記錄，原則上記錄不得刪除或修改（若發生刪除

或修改動作時，應留存原記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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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帳號管理的運作方法與程序 

13.8.1. 帳號管理功能架構 

帳號管理為平臺管理帳號操作及使用之重要功能。主要以紀錄收集與

帳號之各種使用分析與追蹤為主。帳號管理於平臺不必為一獨立模組，可

將功能分散於各模組操作，使用分析與使用報告之產出可合併於 OM 模組

統一處理。圖示為邏輯功能架構。實際建置時可似實際環境需求，讓認證

授權及註冊服務等模組直接連結呼叫 OM 模組，以提升系統效能。圖 13-2：

帳號管理運作方法與程序示意圖為帳號管理運作方法及功能架構。 

  

圖 13-2：帳號管理運作方法與程序示意圖 

13.8.2.  帳號管理運作程序 

說明： 

(1) 帳號須先經過註冊服務註冊或透過目錄服務交換方式進行登錄。 

(2) 登錄之帳號可依據註冊服務審核流程進行核駁，或由系統自動判斷後

核駁其使用。 

(3) 帳號須經授權，方可使用平臺上之相關服務及功能。 

(4) 使用平臺上需認證之服務或功能皆應經過平臺單一簽入認證作業，於

認證通過後，依其授權使用對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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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註冊及認證授權後之帳號，在平臺上所使用之所有紀錄，需經由各

模組負責紀錄，並集中紀錄於 OM 模組中統一稽核。 

(6) 對集中之記錄，帳號管理相關模組（如 OM 等）須提供相關查詢功能

以提供平臺管理者對帳號使用進行查詢。 

(7) 對集中之記錄，帳號管理相關模組（如 OM 等）應進行相關分析，並

提供分析結果供平臺管理者作為管理之依據與參考。 

(8) 依據分析結果，可由系統依據規則或平臺管理者得將異常帳號列入黑

名單，以進行適當處置。 

(9) 平臺管理者可對帳號進行定期不定期之稽核作業，並依需要提供機關

帳號使用記錄以進行勾稽。 

13.8.3. 帳號管理之介接 

13.8.3.1. 帳號使用記錄收集介面 

13.8.3.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3.8.3.1.2. 功能 

由各帳號使用模組間與維運管理模組間透過 API 介面或批次傳檔方

式，進行記錄的收集工作。包括與以下模組， 

(1) 平臺入口模組，主要是使用者利用平臺入口，簽入認證、授權及存取

服務資訊等記錄。 

(2) 認證授權模組，主要提供使用者認證與授權檢查確認，並提供平臺識

別憑證以利後續使用者使用時可辨識其身份。 

(3) 目錄服務，主要提供帳號相關資訊之儲存。 

(4) 註冊服務模組，提供帳號等資訊註冊的功能與介面。 

(5) 帳號管理，提供帳號生命週期之管理，包括其使用、權限、記錄、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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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分析、追蹤等功能。 

13.8.3.1.3. 介接標準 

記錄提供或收集介接因頻率及效能考量，可採以下兩種介接方式， 

(1) 利用 API 方式提供各帳號相關模組，將記錄傳送至或存取維運管理模

組。 

(2) 對收集頻率較低或系統較為分離之模組或系統，可利用檔案交換方式

進行記錄檔收集。 

13.8.3.2. 帳號異常處理介面 

13.8.3.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3.8.3.2.2. 功能 

對異常之帳號應提供其對應模組之處理介面，其相關介面包括， 

(1) 註冊服務模組：藉由註冊服務所提供之功能，對異常帳號依據處理規

則進行處置，例如，停用、廢止等，而進行目錄服務中帳號相關狀態

之變更。 

13.8.3.2.3. 介接標準 

帳號使用異常處理，可採以下介接方式， 

(1) 利用 API 方式提供各帳號相關模組，將欲進行之處置透過 API 提供指

令或功能執行之。 

13.8.3.3. 帳號管理介面 

13.8.3.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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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3.2. 功能 

提供帳號管理之介面，以對帳號之各種管理動作提供對應功能，其與

相關模組之相關介面包括， 

(1) 應用程式：藉由具使用者介面之應用程式提供管理人員對帳號，進行

各種管理工作，包括帳號異常處理、帳號使用分析、帳號使用報告、

帳號使用稽核等。 

(2) 其他介面：此係指與其他帳號相關模組間之介面（於其他介面部分說

明之）。 

13.8.3.3.3. 介接標準 

帳號管理介面部分，可採以下介接方式， 

(1) 應用程式部分：利用 Web 方式或其他應用程式提供使用者介面（GUI），

以操作帳號管理之功能。 

(2) 其他介面部分：可利用 API 方式提供各帳號相關模組，將欲進行之處

置透過 API 提供指令或功能執行之（請參考其他介面所訂定之介面標

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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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4. 帳號註冊介面 

13.8.3.4.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3.8.3.4.2. 功能 

帳號註冊主要係透過註冊服務模組及目錄服務交換機制（在帳號管理

中並不特別處理本介面，惟求其完整性，在此提出供參考，詳細說明可參

閱「註冊服務」相關章節），進行帳號之註冊，其相關功能尚有查詢、停用、

啟用與廢止要求。相關功能詳述如后： 

(1) 註冊 

當帳號進行註冊時，應指定其所屬的角色，並對其權限進行設定。 

(2) 查詢 

提供帳號註冊資訊的查詢。 

(3) 修改 

提供帳號註冊資料中部分可供修改資料項之內容修改。 

(4) 停用 

當帳號內容進行修改時，應先停用該帳號之使用才能進行修改。 

(5) 啟用 

將帳號自停用狀態轉換為啟用狀態，帳號註冊時，應自動設為啟用狀

態，若需經審核作業者，則需經審核通過後方得設為啟用狀態。 

(6) 廢止 

對失效或不再使用之帳號，得依作業程序進行廢止，若該帳號持有人

需再註冊使用應以一新帳號進行註冊登錄程序。 

13.8.3.5. 儲存庫介面 

13.8.3.5.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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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5.2. 功能 

帳號註冊所產生的帳號內容與資訊均儲存於資料庫中，就作業平臺而

言，資料庫可以使用目錄服務的方式，請參照「目錄服務規範」。 

另外，對帳號使用記錄相關資訊則可使用關連式資料庫（為加速其記

錄效能，甚或可以檔案方式儲存）。 

13.9. 帳號管理提供之功能服務 

13.9.1. 帳號使用記錄之收集 

13.9.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3.9.1.2. 功能 

(1) 收集 

提供各帳號相關記錄之收集的功能，其相關收集的介面參考「帳號管

理的介接」。 

(2) 查詢 

提供收集記錄的查詢，並可藉由不同條件進行查詢，如日期時間區間、

特定帳號、帳號萬用字元（Wildcard）、使用之模組等。 

(3) 備份 

提供收集之記錄資料的備份，並設定備份排程，依據該排程進行備份

工作。 

(4) 歸檔 

對超過時限的紀錄（通常應至少保留三年），提供歸檔工作，以增加資

料存取的效能。 

13.9.2. 帳號使用記錄之分析 

13.9.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應該」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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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2. 功能 

分析：對記錄的分析建立模型，並依據需求設定分析的需求，並進行

記錄的分析（分析模型可能涉及其他相關資料的參考，可事前取得載入該

分析架構中，以利分析時之參考使用）。 

13.9.3. 帳號使用記錄之追蹤 

13.9.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3.9.3.2. 功能 

(1) 查詢 

對特定帳號（參考黑名單不同等級之帳號）之使用進行追蹤，提供其

使用蹤跡查詢。 

(2) 黑名單管理 

黑名單管理主要是提供帳號在追蹤時，對帳號等級與狀態的管理，以

利在追蹤時，可針對特定類型帳號進行其使用記錄追蹤。其相關功能

包括， 

A. 黑名單規則建立、維護。 

B. 黑名單審核、確認。 

C. 黑名單查詢、維護。 

D. 黑名單啟用、暫停、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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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4. 帳號使用記錄之報告 

13.9.4.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3.9.4.2. 功能 

(1) 統計 

提供各類帳號使用記錄之統計功能，以顯示帳號使用的情形（可依據

時間、日期、對模組存取情形、或蹤跡行徑等）。 

(2) 建議 

依據統計情形提供建議自動產出、歸類、歸類建議編輯、修改等功能。 

(3) 查詢 

提供統計資料之查詢，可依據所需條件產生查詢結果。 

(4) 報表 

提供統計查詢報表的產出與列印功能。 

13.9.5. 帳號使用記錄之稽核 

13.9.5.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3.9.5.2. 功能 

(1) 查詢 

提供使用者、機關、與管理者等各類帳號稽核資料的查詢。 

(2) 記錄調閱/轉出 

提供稽核資料的轉出，以供與其他使用者、機關或平臺內稽核作業之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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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互比對 

對部分欲稽核之資料，進行與其他資料或設定的交互比對，例如該帳

號授權情形、申辦服務之資訊等。 

(4) 稽核報表 

提供稽核資料之報表產出與列印作業。 

13.9.6. 帳號使用記錄之異常處理 

13.9.6.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3.9.6.2. 功能 

(1) 異常比對 

對記錄資料的異常使用進行比對，包括對其他相關資料或設定等交叉

比對工作。 

(2) 異常查詢 

對異常比對之資料提供查詢功能。 

(3) 異常通知 

對異常情形由系統發出異常通知也告知管理者或其他帳號管理者相關

訊息。 

(4) 異常規則建立與維護 

提供對異常規則或邏輯之建立與維護功能，以供彈性的管理異常規則。 

(5) 異常處置 

對比對後異常之現象，提供系統處置功能，可由系統自動或由管理者

人工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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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引用標準 

13.10.1. 採用的標準 

(1) XML 1.0 以上(含) 

(2) HTTP 1.1 以上(含) 

(3) HTTPS 採用 HTTP 1.1以上(含)與 SSL 3.0以上(含)之標準（Session Key

長度 128 位元以上(含)） 

(4) SOAP 1.2 以上(含) 

(5) X.509 3.0 以上(含) 

以上標準版本需逐年檢視。 

13.10.2. 觀察中的標準 

無。 

13.11. 訊息標準 

帳號管理主要針對於平臺內部使用之帳號進行追蹤稽核與使用管理。

透過種種分析與紀錄管控帳號之使用，並維持平臺之操作運行正常。故如

平臺獨立出一模組建置帳號管理種種功能，因為訊息為內部模組傳遞，故

無需任何訊息標準。如果平臺採用將帳號管理分散處理的方式，將帳號管

理之功能分散於認證授權，註冊服務與稽核管理各模組中時，則必須考量

一般安全運作模式（非 Web Services 模式）與 Web Services 安全運作模式，

依據不同目標使用不同之訊息標準，整理作業平臺必須支援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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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安全運作模式的標準彙整表 

目標 
一般運作模式可選用的

標準 

Web Services 運作模式可選

用的標準 

紀錄收集 
XML 1.0 以上 

XML schema 
SOAP 1.2 以上(含) 

使用分析 
XML 1.0 以上 

XML schema 
SOAP 1.2 以上(含) 

使用追踨 
XML 1.0 以上 

XML schema 
SOAP 1.2 以上(含) 

使用稽核 
XML 1.0 以上 

XML schema 
SOAP 1.2 以上(含) 

異常處置 
XML 1.0 以上 

XML schema 
SOAP 1.2 以上(含) 

使用報告 
XML 1.0 以上 

XML schema 
SOAP 1.2 以上(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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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內容管理規範 

14.1. 前提 

14.1.1. 內容管理規範使用前提 

當共通作業平臺本身或依附共通平臺之應用系統產生內容之應用需

求，且內容管理模組屬於共通平臺一部份，不獨立於平臺之外時，應遵循

本規範進行內容管理之設計與作業。由於內容本身經常牽連其他功能模組/

服務，並隨不同應用也會有不同的需求，本內容管理規範使用前提為： 

(1) 與內容相關但在共通作業平臺之其他的規範已有規範者，請參考該規

範，在此不重複共通作業平臺之其他規範； 

(2) 本規範基於應用之泛用性，若針對特定應用，除依循本規範外，另需

依特定應用的需求再做相關的規範。 

14.1.2. 需求 

整體而言，共通作業平臺本身的內容建構以及建置於作業平臺上之應

用系統的內容，構成一鬆偶合式(loosely coupled)的分散式內容管理系統。

此一鬆偶合式的分散式內容管理管理系統允許部分內容複製部建

(replication)以提昇內容的可獲性(availability)及效能(performance)。 

內容及內容管理的需求因應用層面(包含平臺本身及其應用)的不同而

異，然而粹取不同的應用，其共通的需求如下：  

(1) 獨立性(Independence)：其一，此一鬆偶合式的分散式內容管理系統在

作業及管理上必須保持其運作的獨立性；其二，內容儲存層(storage 

layer)與應用邏輯層(application logic layer)與內容表現層(content 

presentation layer)之間的獨立性。 

(2) 完整性(Integrity)：對一獨立的系統(平臺及其應用)其內容的異動必須保

證是由一正確的內容狀態(correct content state)轉移到另一正確的內容

狀態。 

(3) 一致性(Consistence)：對複製部建的內容必須保證其相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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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容性(Compatibility)：對同質性的內容，必須保證內容的相容性。 

(5) 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對異質性的內容，在需要相互運作的系統間，

必須保證內容的互通性。 

(6) 可用性(Usability)：必須保證內容在操作面與建構面的運用與再用的方

便性。 

(7) 效能(Performance)：必須保證內容作業及管理之效能。 

(8) 備份與復原(Backup & Recovery)：必須提供內容備份機制及內容復原機

制。 

(9) 其他不屬上述八項者。 

14.2. 目的 

內容管理規範目的在提供共通作業平臺及應用系統之(分散式)內容管

理規劃機制或原則的規範，旨在滿足以下內容管理的特性與需求： 

(1) 內容作業及管理之獨立性(Independence) 

(2) 內容之完整性(Integrity) 

(3) 內容之一致性(Consistency) 

(4) 內容之相容性(Compatibility) 

(5) 內容之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 

(6) 內容之可用性(Usability) 

(7) 內容作業及管理之效能(Performance) 

(8) 備份與復原(Backup & Recovery)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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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範圍 

本內容管理規範涵蓋共通作業平臺本身的內容的管理、應用系統的內

容的管理、應用系統的內容與作業平臺本身的內容相互作用的管理。共通

作業平臺本身的內容規劃建構、應用系統的內容規劃建構、以及平臺與應

用、應用與應用等相互之間的互動之內容管理的規劃建構必須依循本內容

管理規範。 

本內容管理規範為內容規劃建構之規範，適用範圍(一)所有內容建構層

次：基本資料型態、內容資料項、內容物件、內容文件等；(二)涵蓋內容之

整個生命週期：編輯、版控、登錄、索引、儲存、檢索、查詢、閱覽、傳

遞、管理、移除等。本內容管理規範並非(平臺或應用之)特定內容及其功能

的規劃，而是規劃平臺或應用之特定內容及其功能的規範。 

14.4. 名詞解釋 

(1) 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s) 

泛指以數位方式處理、儲存、表現之文件、程式、資料、訊息。 

(2) 格式化內容(structured content) 

數位內容的每一筆資料都可有格式化，亦即每一筆資料的每一個欄位

及其屬性，包括資料型態、長度都可以明確定義清楚者；例如：使用

者資料、數位內容的詮釋資料等。 

(3) 非格式化內容(non-structured content) 

數位內容的每一筆資料無法確定其格式，亦即每一筆資料的欄位及其

屬性，包括資料型態、長度沒有規則性無法明確定義者；例如：動、

靜態網頁、數位文件如公報、新聞等。 

(4) 服務平臺內容(platform content) 

泛指服務平臺本身的數位內容。服務平臺的內容只涵蓋(共通平臺及平

臺上的應用系統)系統層內容，不儲存應用系統的應用層內容。 

(5) 應用系統內容(application content) 

泛指服務服務平臺本身的數位內容。服務平臺內容只涵蓋系統層內

容，不儲存。 

(6) 系統層內容(system layer content) 

泛指服務平臺本身與架構於平臺上的應用系統的數位內容中屬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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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者：例如：使用者、機關、服務內容、服務目錄、權限、…等等。 

(7) 應用層內容(application layer content) 

泛指架構於服務平臺或應用系統上屬應用層面的數位內容，包括但不

限於服務內容與應用內容文件。 

(8) 服務內容(service content) 

泛指架構於服務平臺或應用系統上屬應用層面具有程式功能性的數位

內容。 

(9) 內容物件(content object) 

數位內容中具有(包括但不限於)具體的屬性與行為的內容集成(content 

aggregate)，例如：公報、公報的附件、新聞、新聞的圖片、機關、使

用者、…等等。一個內容物件必須賦予一個唯一識別碼。 

(10) 應用內容文件(application content document) 

泛指架構於平臺上的應用系統的數位內容文件，簡稱「內容文件」或

「文件」。「文件」在應用系統中具有實質功能性意涵且經常是應用系

統的主題/主體標的物件；例如：網頁之於網站、公報文件之於公報應

用系統、戶籍謄本之於戶籍相關應用系統。「內容文件」必為「內容物

件」，反之未必。 

(11) 內容交換格式(content exchange format) 

數位內容之文件、物件或資料項，在應用系統與共通平臺、應用系統

與應用系統之間跨系統的內容(文件、物件或資料項)交換所定義的格

式。 

(12) 完整性限制條件(integrity constraints) 

完整性限制條件宣告數位內容的資料項其內含值的完整性。完整性限

制條件可對單一個或多個資料項做宣告。對單一個或多個資料項可宣

告一個或多個完整性限制條件。 

(13) 內容完整性(content integrity) 

對某一數位內容的資料項其內含值的正確性是滿足該資料項之所有完

整性限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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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內容正確性(content correctness) 

對一數位內容系統的所有資料項都具有內容完整性；此時，稱該數位

內容系統的內容狀態具有內容正確性，或簡稱內容正確狀態(correct 

content state)。 

(15) 內容複製部建(content replication) 

對某一數位內容複製且置於不同地(site)或不同系統(system)中。複製部

建可以是但不只是備份。內容複製部建經常用於提昇內容可獲率

(content availability)及內容服務的系統效能，所付出的代價為保持內容

一致性的額外成本(overhead)。 

(16) 內容一致性(content consistency) 

對複製部建部份或全部，分散於不同地(site)或不同系統(system)的數位

內容，對其所複製部建的內容必須保持相同一致。 

(17) 內容同步(content synchronization) 

對分散於不同地(site)或不同系統(system)但內容必須相同的數位內

容，保持其內容一致性的要求、方法或且機制。 

(18) 內容分類(content taxonomy) 

對於數位內容賦予歸類，分類經常以分類樹(taxonomy tree)的方式組織

歸類。數位內容分類經常具有多面向/維度；亦即，多種分類樹。 

(19) 內容特徵向量(content feature vector) 

對於大量的數位內容，以一簡單的方式來代表一數位內容集合之特徵。 

14.5. 原則 

內容管理原則上的議題，以政策(policy)方式規範之： 

(1) 【必須】共通平臺與參與共通平臺運作之應用系統之內容管理規劃與

建構必須依循本內容管理規範。 

(2) 【應該】採用內容相關標準以符合國際通用標準為原則。 

(3) 【應該】採用 COTS (Commercial-Off-The-Shelf)系統實現內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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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支援 XML/HTML 及其他文件格式之文件庫管理系統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 

14.6. 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圖 14-1：相關文件導引示意圖 

 平臺_內容管理系統規劃報告_v1.05 

該報告所提供的綜合業務功能，系統要求和一個完整的內容管理系統

在傳統的系統解決方案。在報告中提及的功能要求規定是內容管理服務需

求的主要來源。系統需求不符合內容管理功能或服務範圍不包括在此指引。 

14.7. 基本規範 

本節針對本內容管理八項需求(§14.1.2)訂定規範。不屬上述前八項需求

者則歸納入第九項其他。規範層次分大項及小項層次。必要性等級分【必

須】【應該】【建議】【選擇】四種。規範項目之必要性時而有其前題；亦即，

某特定前題下，必要性可能由相對低必要性的大項下在細項中轉為高必要

性。 

14.7.1. 獨立性(Independence) 

14.7.1.1. 必要性等級 

此規範等級屬於【應該】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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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2. 規範 

 作業及管理的獨立性： 

 【應該】內容作業前臺(operation)與內容管理後臺(staging)應該彼

此獨立運作。作業前臺內容與管理後臺內容的關聯依循§14.7.3 一

致性(Consistency)的規範。 

 【應該】共通平臺及參與共通平臺運作之應用系統的內容之間應

該具有獨立性；亦即，各自的內容以可獨立運作且各自管理其內

容為原則。 

 【應該】應用內容應該只儲存於應用系統；共通平臺的內容應該

只涵蓋系統內容，不儲存應用內容。 

 儲存與應用邏輯的獨立性： 

 【應該】 (或稱資料獨立性)內容儲存結構的異動對牽動應用邏輯

的異動應降至零或最低。 

 【建議】使用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儲存格式化內容及其存取與

管理功能以隔絕應用邏輯與內容的依賴性。 

 【建議】使用文件庫管理系統儲存非格式化內容及其存取與管理

功能以隔絕應用邏輯與內容的依賴性。 

14.7.2. 完整性(Integrity) 

14.7.2.1. 必要性等級 

此規範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4.7.2.2. 規範 

【必須】內容管理必須製定完整性政策(content integrity policy)，並建

立機制確保遵守完整性限制條件的要求。 

【應該】內容應該給予正規化(normalization)以保持內容資料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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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內容資料項正規化：對於使用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儲存格

式化內容，資料庫的綱要(schema)必須給予正規化；設計關聯式資料庫

的架構應該符合 Third Normal Form (3NF)以上。 

 【應該】內容物件正規化：內容物件應該建立內容物件類別(class)，類

別階層(class hierarchy)及繼承(inheritance)關係。 

 【應該】內容文件正規化： 

 【應該】XML 文件應該是 well-formed 

 【應該】XML 文件應該是 validated 

 【應該】XML 文件應該以定義 entity 給予 XML 文件的模組化

(modularization)。 

 【建議】HTML 文件建議適當分段地(fragmented)模組化且以連結

(links)整合模組化的 HTML 文件。 

 【應該】服務內容正規化：服務內容由內容物件及內容文件所組成，

比照上兩子項規範。 

 【應該】對於使用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儲存格式化內容(或使用

文件庫管理系統儲存非格式化內容)之完整性限制條件應該運用關

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或文件庫管理系統)所提供之機制宣告及確

保完整性限制條件的符合。 

 【應該】對於無法由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或文件庫管理系統)

所提供的機制和功能實現確保完整性限制條件的情形，應該需由

應用邏輯實現確保完整性限制條件的符合。 

14.7.3. 一致性(Consistency) 

14.7.3.1. 必要性等級 

此規範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改版建置與服務平臺功能整合委外服務案後續擴充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作業規範 

 

  14-9 

14.7.3.2. 規範 

【應該】內容管理應該制定內容複製部建的政策。對複製部建的內容

應該提供內容資料同步服務。 

【應該】平臺內容管理應該提供內容資料同步服務確保複製部建內容

的一致性。 

【應該】內容資料同步服務一致性的維持應該提供主動式即時性機制

或且主動式週期性機制或且手動式即時性機制。 

 【必須】即時性的內容資料同步服務必須在交易內完成複製部建內容

的資料同步。 

 【建議】週期性的內容資料同步服務依內容異動程度與時效採用差異

更新(incremental update)或覆蓋(overwrite)。異動比率低者建議採用差異

更新。 

 【選擇】覆蓋式的內容資料同步服務可視需要選擇以數位內容部建系

統(contents distribution/publishing system)實現。 

 【建議】對於使用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的格式化內容(或使用文件庫

管理系統的非格式化內容)，其內容複製部建應採用關聯式資料庫管理

系統(或文件庫管理系統)所提供的複製部建服務及功能實現內容一致

性的確保。 

 【應該】對於無法由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或文件庫管理系統)所提供

的複製部建服務機制和功能實現確保內容一致性的情形，需由應用邏

輯實現內容一致性的確保。 

14.7.4. 相容性(Compatibility) 

14.7.4.1. 必要性等級 

此規範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4.7.4.2. 規範 

 【必須】在相同的系統中，具有同質性的內容物件，其內容建構(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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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資料項的資料型態及資料結構)必須相同。 

 【應該】在相同的系統中，具有同質性的內容物件，應該屬於相同內

容類別(class)。屬不同類別時，應建立類別繼承使之相容或應該提供轉

換功能使之相容。 

 【應該】在不同的系統中，具有同質性的內容物件，其內容建構應該

相同。當同質性的內容物件在不同的系統中，其內容建構不同時，跨

系統間的相容性依循§14.7.5 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的規範1。 

 【建議】內容資料項基本型態建議採用符合 SQL 標準的資料型態(SQL 

data type)為基礎。 

14.7.5. 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 

14.7.5.1. 必要性等級 

此規範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4.7.5.2. 規範 

 【必須】定義內容交換格式，支援跨系統異質性內容文件、內容物件

或資料項的傳遞、接收、轉換。 

 【必須】提供跨系統的傳遞、接收、轉換異/同質性內容文件、內容物

件或資料項的功能協定。 

 【建議】內容交換格式制定建議以 XML 為優先選擇標準。 

 【建議】內容交換協定制定建議以 SOAP 為優先選擇標準。 

 【應該】若自訂內容交換協定，則 

 【應該】以 TCP/IP 為建構基準。 

 【必須】驗證自定協定之正確性與可靠性。 

                                           
1舉例說明：公文系統中的公報文件與公報系統中的公報文件是同質性的內容物件/文件，但其內容建構不同，跨

公文系統與公報系統間的公報文件之相容性依循§14.7.5 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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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6. 可用性(Usability)  

14.7.6.1. 必要性等級 

此規範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4.7.6.2. 規範 

 內容建構： 

 【應該】內容應該格式化/物件化/文件化。 

 【必須】一個內容物件/文件必須賦予一個唯一識別碼。 

 【應該】此唯一識別碼之編碼原則應該符合 OID 編碼原則。 

 【建議】內容文件建議以 XML/HTML/XHTML 為優先選擇標準。 

 【應該】以 XML/HTML/XHTML 建構的內容文件應該允許內

容文件建構者提供對內與對外連結。 

 【應該】所有 XML 內容文件應該註明 namespace，namespace

管理者應該提供 namespace 文件說明該 namespace 之使用。 

 【應該】內容文件應該對編碼(encoding)、樣式(style)做規範。 

 【建議】格式化內容建構建議優先採用符合 SQL 2003 之關聯式資

料庫管理系統。 

 【建議】非格式化之內容文件建構建議採用文件庫管理系統。 

 內容分類： 

 【應該】內容物件分類：內容物件應該建立內容物件類別，類別

階層及繼承關係。 

 【應該】內容文件分類： 

 【應該】內容文件分類應該應該提供多維度、階層式分類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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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內容文件分類應該著錄在內容文件的詮釋資料。 

 內容呈現： 

 【應該】內容資料/文件應該與呈現及使用裝置分隔以滿足包容呈

現及使用的多樣性。 

 內容使用： 

 【應該】內容資料/文件的取用應該提供多維度的查詢檢索。內容

文件應該提供全文檢索。 

 【應該】內容資料/文件的取用應該有存取控制(access control)。 

 【應該】內容資料/文件的取用應該有稽核(audit)。 

 內容維護： 

 【應該】內容管理應該提供內容資料項/內容物件/內容文件之新

增、修改、歸檔、移除等維護功能機制。 

14.7.7. 效能(Performance)  

14.7.7.1. 必要性等級 

此規範等級屬於【應該】的等級。 

14.7.7.2. 規範 

 【應該】建立效能評估機制。 

 【應該】內容資料/文件應該建立適當索引以提高取用內容的效率。 

 【建議】選用之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或文件庫管理系統)應該提

供多種索引方式以滿足範圍查詢(range query)、定值查詢(exact 

query)、以及全文檢索的需求。 

 【建議】大量內容文件分類或相似性比對，建議使用內容特徵向量加

速分類比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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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內容資料/物件/文件可以複製部建以提高取用內容資料/物件/

文件的可獲性及效能。 

 【選擇】內容資料/物件/文件可考量逆正規化(denormalization)以提高取

用內容的效率。 

 【必須】逆正規化必須評估檢核與建立內容資料/物件/文件更新異

動時完整性與一致性的確保。 

14.7.8. 備份與復原(Backup & Recovery)  

14.7.8.1. 必要性等級 

此規範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4.7.8.2. 規範 

 【必須】內容管理必須制定內容備份政策與機制及內容復原機制。 

 【應該】內容管理應該制定內容文件歸檔(archive)政策與機制。 

 【建議】對於使用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的格式化內容，其備份與復

原應採用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所提供的內容備份機制及內容復原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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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對於無法由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所提供的備份與復原

功能的情形，需由應用邏輯實現內容備份與復原的確保。 

14.7.9. 其他(Others)  

14.7.9.1. 必要性等級 

不適於大項分級，直接參考小項分級。 

14.7.9.2. 規範 

 詮釋資料： 

 【必須】內容文件的建置作業必須依循詮釋資料規範，著錄詮釋

資料及分類，以提高應用內容文件的檢索、再用、整理與管理的

效能。 

 內容刊登發布： 

 【必須】內容刊登發佈必須制定刊登發佈機制且建置必須符合此

機制。內容刊登發佈必須稽核。 

 【建議】內容部建可以 COTS 數位內容部建系統 (contents 

distribution/publishing system)實現。 

 【建議】服務內容部建刊登建議採用 Web Services Description 

Language (WSDL) 及 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 (UDDI) and WebXML。 

 內容保全： 

 【應該】提供內容保全機制防止內容被竄改、破壞，確保內容完

整性。 

 【應該】內容的作業必須制訂稽核政策(audit policy)，以確保內容

作業/使用的正規性，並可適時調整稽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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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架構： 

 【應該】內容建置應該符合W3C架構原則(Architecture of the World 

Wide Web, First Edition, W3C Proposed Recommendation, 5 

November 2004)，參考http://www.w3.org/TR/webarch/。 

14.8. 內容管理的運作方法與程序 

14.8.1. 示意架構 

  

圖 14-2：內容管理示意架構 

http://www.w3.org/TR/web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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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內容管理系統功能表 

子系統 
項

次 
功能 描述 

內容收集 

 資料編輯服

務 

提供編輯介面以新增、刪除、修改、查詢內容 

 資料擷取服

務 

資料收集一致性的標準與程序 

 資料轉換服

務 

進行資料轉換到內容的程序 

 資料聚集服

務 

進行資料校訂、切割、與詮釋資料化 

內容管理 

 版本管理 對內容物之版本進行控制，確保版本一致性 

 內容審定 對審核過之內容物進行審定，審定通過後始為可

發佈之內容 

 組態設定 包含參數設定與排程管理 

 授權管理 指派使用者的角色並定義各角色之權限 

 作業規則管

理 

包含樣版、組件、詮釋資料、流程等作業規則管

理 

內容發佈  內容出版 以出版成不同型式出版物 

14.8.2. 運作程序 

14.8.2.1. 內容收集 

(1) 內容是從三個可能的來源(RSS 內容代理人(CA)，內容的作者及其他系

統到 CMS 的系統，每個不同的內容源使用不同的接口(即 Web 服務，

用戶界面和內容,agent)增加內容到 CMS。 

(2) 資料聚集服務把內容分為部件，如文字，圖像及元數據。 

(3) 如果內容需要資料轉換服務，內容被轉換後，然後添加到系統。 

(4) 對所提供的內容是由內容的作者或其他系統，內容可以被進行進一步

的修改通過資料編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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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2.2. 內容發佈 

有三個途徑,CM 能出版內容。 

(1) RSS:內容刊登用 RSS2.0 標準. 這是開放供公眾消費。 

(2) Pull: 用戶提供適當的授權,可以查閱和下載登記的資料。 

(3) Push: 其它系統通過服務界面接收內容當內容是準備出版或歸檔。 

14.8.3. 服務介接 

無 

14.9. 內容管理服務提供之功能服務 

14.9.1. 內容收集 

14.9.1.1. 資料編輯 

提供編輯內容的環境編寫資料。 

(1) 編輯介面 

為一共通性的使用者介面，用以編輯與上載內容資料，需能提供

四項功能： 

A. 新增：供機關作業人員載入內容物。需有標記註明該筆資料之狀

態，並予勾選為一新增資料。 

B. 刪除：當機關作業員編寫有誤，則予以刪除該筆資料。需有標記註

明該筆資料之狀態，並勾選為一刪除資料。 

C. 修改：當機關作業員編寫有誤或機關審核人員對機關作業員所新增

之資料不允通過，則予以修改該筆資料。需有標記註明該筆資料之

狀態，並勾選為一修改資料。 

D. 查詢：可供機關人員查詢資料內容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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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證授權 

對使用者進行身份授權(根據其 ID對應給予其作業權限)與身份認

證(ID/Password)，確認該使用者有權限能進行此項作業。 

14.9.1.2. 資料擷取 

獲取既有之儲存資料或非專為本內容管理系統編輯之資料，如聯播

(Syndication)、其它機關之來源檔案。 

內容增入通過內容代理人，如 RSS,必須履行下列準則 

(1) 機關資料查詢功能有關檔名的呈現  

(2) 機關抓取網址維護不會出現無關系統之功能畫面  

(3) 可設定每日截取時間 

(4) 整體 CMS 與機關間的資料傳輸之失敗紀錄與通知機制 

14.9.1.3. 資料轉換 

將外部非 XML 格式的來源內容轉換成內容管理系統格式，變更外部來

源的內容資訊格式與資訊結構，以符合內容管理系統所能接受的標準，這

個程序包含剔除內容資訊中不需被使用的資訊。 

14.9.1.4. 資料聚集 

資料聚集(Aggregate)之意義，乃因收集之內容來自外部不同的資源擷取

入或匯入內容管理系統，如文字內容、圖片、影音檔等產生相互對應關聯。

在聚集資訊中分為三個連續的程序： 

(1) 資料切割(Segment) 

將資料切割成內容組件適用之資訊區塊以增加使用與管理上的效益。 

(2) 資料詮釋資料化(Metatorial) 

將內容組件賦予詮釋資料(metadata)，以提供自動化的儲存、尋找與發

佈時的合併規則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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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 內容管理 

14.9.2.1. 內容物管理 

內容物管理係針對內容物於生命週期中之管理性質功能進行管理。包

括審定、選定刊登、儲存管理與存取結構管理。各細項功能說明如下： 

(1) 儲存管理 

可分為 4 項子功能，包含 1.儲存與提取、2.歸檔、3.永久刪除、4.

回復管理。 

A. 儲存與提取：指內容物經收集流程後，依據內容組件之特性儲存至

各種儲存庫；或內容物依照發佈之需求，至內容儲存庫提取相對映

之內容組件。 

B. 歸檔：指內容物存放於儲存庫之時間到達該內容規定之保存期限，

因此將內容物收集歸檔。 

C. 永久刪除：指將不適用之內容物或是過期之內容物(含已歸檔)，依

設定予以永久刪除。 

D. 回溯管理：指系統需要時可將內容予以回溯或復原 

(2) 內容審定： 

意義為內容領域主管機關對內容進行正確性與適切性之審視，目

的在確保內容物之品質。審定之行為者為領域內容管理者。 

A. 對正確性而言，審定作業著重於內容格式之正確而非內容意義之正

確性（由機關審核確保），其作業包括文字內容審核、圖片檢閱、

影音檔案試播與內容完整性檢視等。 

B. 對適切性而言，指主管機關審視內容是否適於發佈，並有審定之決

定權。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改版建置與服務平臺功能整合委外服務案後續擴充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作業規範 

 

  14-20 

(3) 選定刊登 

C. 選定內容：領域內容管理者以介面開啟已審定之內容，依據發佈之

條件(如發佈時間)判斷內容是否納入發佈排程。此功能可為自動化

作業亦可以手動控制。 

14.9.2.2. 維運管理 

維運管理係指系統營運過程中，為了解系統現況而執行之管理工作，

主要有稽核與統計報表兩類。 

(1) 稽核驗證 

A. 稽核：指定期或不定期檢驗系統中之作業是否符合預先之規定或原

則，藉由檢驗以提升系統上各種行為之適當性與正確性，例如職務

代理人代理職務是否合乎規則。稽核之先決條件為系統中之所有行

為需被忠實記錄存查。稽核之範圍與記錄之範圍由實際營運需求定

之。 

B. 驗證：經由排程設定，系統自動化進行連結之驗證。所謂連結之驗

證意指檢驗內容物中所用之連結或交互參照是否遺失或是失效。 

(2) 統計報表 

A. 統計：指營運過程中，為易於掌握營運狀況，定期或不定期計算彙

整各項統計數據，例如各機關申登公報之數量。功能深度可從基本

之資料庫查詢加總，至資料倉儲建立與線上分析，實際之範圍與深

度需由實際營運需求定之。 

B. 報表：產生報表之先決條件為所有作業需正確記錄留存並予以統

計。報表乃將統計之數字依據營運所需之格式呈現或列印。 

14.9.2.3. 排程管理 

排程設定。 

排程管理係依據作業需求設定事件排程，以背景程式執行於系統中，

藉由排程時間設定以觸發服務。內容管理系統包含之排程項目應包含以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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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1) 儲存管理排程 

(2) 發佈排程 

(3) 擷取排程 

14.9.3. 內容發佈 

14.9.3.1. 內容出版 

每種內容類型(即新聞,或活動)可經過 3 個頻道出版。 每個頻道可轉換

內容依據該提供的服務。 

(1) RSS 

內容發佈系統發佈聯播檔用 RSS 的格式準則· 未來不同的內容類型可

能需要 RSS 格式的延伸。 

(2) Pull 

部分內容可以分別下載通過 http 或 https 在其原來的格式。 整個內容

也可轉變為其他格式(html, text, xml, 短訊, Microsoft Word) 然後下載。 

(3) Push  

內容出版在其原來的格式，提交給的登記終點根據內容生命週期。 

14.10. 引用標準 

14.10.1. 採用的標準 

(1) XML 1.0 以上(含) http://www.xml.org/ 

(2) HTML 4.01 以上(含) 

(3) DOM  http://www.w3.org/DOM/ 

(4) HTTP 1.1 以上(含) 

(5) ISO SQL 1999 以上(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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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OAP 1.2 以上(含) 

(7) RSS 2.0 以上(含) 

以上標準版本需逐年檢視。 

14.10.2. 觀察中的標準 

近年來 XML 在與內容相關的標準中展現它的穿透力，其中兩項特別值

得觀察： 

(1) sXHTML  http://www.w3.org/MarkUp/ 

XHTML 為下一代的 HTML 標準，整合了 XML 與 HTML。 

(2) ISO SQL 2003 

SQL 2003 包含並延伸現行的 SQL1999 標準，其中涵蓋了整合

SQL/XML，可直接將原本表格式(tabular)化的 SQL 結果表達成 XML

文件。常用的 RDBMS 如 Oracle (10g), SQL Server 於 2004 年都陸續推

出符合或相容、相似於 SQL 2003 標準的系統。 

http://www.w3.org/Mar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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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平臺管理規範 

15.1. 前提 

15.1.1. 平臺管理使用前提 

服務平臺管理之各模組應用程式、伺服器及網路設備等均必須依循本

規範與平臺管理系統介接以達成平臺管理之目的。 

15.1.2. 需求 

為達到平臺管理之集中監控功能，其需求如下： 

(1) 平臺管理須能取得服務平臺各模組應用程式執行情況；例如交易紀

錄、交易狀態等。 

(2) 平臺管理須能取得服務平臺上硬體系統運作情況；例如網路狀況、伺

服器運作情況等。 

(3) 平臺管理須能對服務平臺各模組應用系統、伺服器及網路設備進行遠

端管理。 

15.2. 目的 

訂定管理需求的目的，是為了服務品質的掌握，降低投資的成本，簡

化系統管理的複雜性，並就有限的人力作可最佳化的派遣。透過本章提出

的管理項目要求，期望達成上述目標的資訊基礎建設管控。 

15.3. 範圍 

將依序針對中央監測管理、應用層監測管理、中間層監測管理、伺服

器監測管理、儲存系統與設備監測管理、網路監測管理、與基礎環境監測

管理提出基本的系統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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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名詞解釋 

(1) 中央監測管理 

從單一個控制平臺遠端偵測各層級元件的即時狀態，進行各層級元件

管理操控的工作，也可以收集各層級元件的使用歷史統計資料，進行

成長趨勢或服務品質分析。 

(2) 應用層監測管理 

取得各項功能模組執行狀態，及整體交易時間(response time)。 

(3) 中間層監測管理 

應用程式伺服器的執行狀態，包含資料庫連線、伺服器效能及伺服器

叢集狀態等。 

(4) 基礎環境監測管理 

基礎環境包含機房的空調、溼度及電源等監控。 

15.5. 原則 

(1) 平臺內部各模組應將有關交易紀錄、交易狀態等資料傳送至平臺管理。 

(2) 訊息傳輸應透過平臺管理模組所提供之標準介面進行上述資料傳送。 

(3) 平臺管理模組必須收集平臺伺服器、網路設備之即時狀況，以提供系

統監控功能。 

(4) 系統管理者必須透過平臺管理之管理介面對平臺各模組、伺服器及網

路設備等進行遠端管理及設定動作。 

15.6. 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與平臺管理總規範相關之參考文件，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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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相關規範文件導引示意圖 

(1) 共通作業平臺規劃報告 V1.04 

共通作業平臺規劃報告 V1.04 以技術性分析為主，主要目的在於提供

「電子化政府共通作業平臺建置維運」未來平臺建置方向的指引。其

中，第七章「系統管理需求」定義了平臺管理對於共通平臺各層、伺

服器、儲存系統與設備、網路設備等的基本系統管理需求。 

15.7. 基本規範 

15.7.1. 中央監測管理 

15.7.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5.7.1.2. 功能 

建置中央式的統籌性監控管理系統，也就是從單一個控制平臺，就可

從遠端偵測各層級元件的即時狀態，進行各層級元件管理操控的工作。這

個中央監測管理機制也可以收集各層級元件的使用歷史統計資料，進行成

長趨勢或服務品質分析。 

以下列出中央監控軟體的需求。 

(1) 規劃並提供一個整體解決方案，使維運可以容易的將內部軟硬體資源

整合到中央管理範疇內，可由單一點管理不同廠牌之系統，提高整體

資訊作業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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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控原理架構需要高度模組化的分成數個層次，每一個層次可以依需

要自行延展，並能夠統合成完整管理監控的目的。 

(3) 監控模式可以分為手動和自動。 

表 15-1：監控模式分類表 

手動模式 即時性（某一時間點）主動地資料收集 

自動模式 
自動化固定時間間隔就會收集一次資料，所

有版本可依時間排序條列 

(1) 當異常事件發生時，除了監控臺螢幕的顯示以外，可設定通知方式。

預警告知方式包括電子郵件，呼叫器，行動電話簡訊（SMS）等。 

(2) 監控管理介面要為 web 介面，使管理人員不受地域限制，只要有網路

連接就可監管系統狀態。 

(3) 具有邏輯判斷能力，可以針對每個事件定義觀察條件(經過一定的觀察

時間，持續發生 N 次後才真正發出簡訊)。 

(4) 可以依不同的事件類型，指定不同或多個預警告知接收人員。 

(5) 警訊內容，應告知發生之設備名稱或 IP、時間、事件說明等訊息內容。 

(6) 可定義每個事件之簡訊運作時間，系統可依各事件定義之運作時段判

斷是否該發出簡訊。 

(7) 提供預警記錄查詢瀏覽功能。 

(8) 本系統所有記錄皆須存放於資料庫中。 

(9) 提供管理報表種類：日報/週報/月報/年報/使用者自定時間區間之圖形

報表。 

(10) 可以在管理系統上顯示出重要線路或節點狀態、線路或節點可用率

(Availability)、線路使用率(Utilization)、節點反應時間(Response Time)

等等統計圖表，提供網管人員整個重要網路的目前狀況一覽。 

(11) 具備多個項目於同一圖形報表合併顯示功能, 方便分析多項資料間的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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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具備單一資料項目在不同時間區間之合併比較功能, 方便進行趨勢變

化比較。 

(13) 報表之項目名稱與說明文字皆必須可以中文顯示。 

(14) 可以由使用者選擇所要的監控項目並且設定成日報/週報/月報，系統可

定時自動以 E-mail 方式將報表傳送給指定人員。 

(15) 使用者所收到的 E-mail 報表內容必須是直接呈現出文字說明與圖形的

報表。 

(16) 提供資料庫資料自動整理功能，可定時自動刪除資料庫中指定時間以

前的歷史資料。 

(17) 具備使用者與群組的管理功能，包含新增、刪除、更改使用者與群組

資料。 

(18) 可以依照群組的不同設定不同使用權限。 

(19) 使用權限可依照針對每個系統功能定義，包括禁止使用或只開放新增/

刪除/更改/查詢等等使用權限。 

15.7.2. 應用層監測管理 

15.7.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5.7.2.2. 功能 

(1) 監測各項功能模組執行(開啟/關閉)狀態，以及相關作業系統程序的執

行狀態。 

(2) 查詢某時段平均與最高整體交易時間(response time)，整體交易時間組

成的各組成元件模組亦能得知花費時間。 

A.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模組 

(A) 檢視平均呼叫機關 web services 回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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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檢視最長呼叫機關 web services 回應時間。 

(C) 檢視平均被機關呼叫 web services 回應時間。 

(D) 檢視最長被機關呼叫 web services 回應時間。 

B. 整合服務模組 

(A) 檢視平均啟動服務交易時間。 

(B) 檢視平均單元業務完成時間。 

(C) 檢視最長啟動服務交易時間。 

(D) 檢視最長單元業務完成時間。 

C. 電子支付模組 

(A) 檢視線上回覆使用者之平均電子支付時間，此時間之偵測定

義為從使用者提交服務，到使用者得到交易結果之時間間隔。 

D. 檢視透過即時（online）網路向信用卡網路作業中心（金融訊息交

換中心），請求信用卡授權之平均時間，此時間之偵測為自電子支

付模組送出請求訊息，到電子支付模組接受回覆訊息之時間間隔。 

E. 檢視平均帳務查詢時間，此時間之偵測定義為自操作人員提交查詢

請求，到操作人員得到查詢結果之時間間隔。 

(A) 檢視最長帳務查詢時間，此時間之偵測定義為自操作人員提

交查詢請求，到操作人員得到查詢結果之時間間隔。 

(B) 檢視各類統計報表之平均產製時間。 

(C) 檢視各類統計報表之最長產製時間。 

(D) 檢視每筆帳務退費之平均完成時間。 

(E) 檢視每筆帳務退費之最長完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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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檢視每筆帳務撥款之平均完成時間。 

(G) 檢視每筆帳務撥款之最長完成時間。 

(H) 檢視每筆稽核資料之平均產製時間。 

(I) 檢視每筆稽核資料之最長產製時間。 

(J) 檢視對帳資料之平均產製時間。 

(K) 檢視對帳資料之最長產製時間。 

F. 授權管理模組 

(A) 檢視平均授權處理時間。 

(B) 檢視最長授權處理時間。 

G. 安全認證模組 

(A) 檢視平均認證處理時間。 

(B) 檢視最長認證處理時間。 

(C) 檢視使用者平均登入時間。 

(D) 檢視使用者最長登入時間。 

(E) 檢視平均簽章檢驗時間。 

(F) 檢視平均數位簽章時間。 

(G) 檢視平均加密時間。 

(H) 檢視平均解密時間。 

(I) 檢視平均存取憑證管理中心公鑰資訊時間。 

(J) 檢視平均至憑證管理中心驗證數位憑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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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目錄服務模組 

(A) 檢視平均目錄交換時間。 

(B) 檢視最長目錄交換時間。 

I.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模組 

(A) 檢視平均呼叫平臺 web services 回應時間。 

(B) 檢視最長呼叫平臺 web services 回應時間。 

(C) 檢視平均被平臺呼叫 web services 回應時間。 

(D) 檢視最長被平臺呼叫 web services 回應時間。 

(3) 各項功能模組即時使用流量(real time workload)及個別內容。 

A.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模組：進行中的 web services 呼叫。 

B. 整合服務模組：進行中的未完成服務、狀態、已執行時間。 

C. 電子支付模組 

(A) 檢視線上使用者使用信用卡支付工具的案件數量。 

(B) 檢視線上使用者使用金融帳戶轉帳支付工具的案件數量。 

(C) 檢視線上使用者使用 IC 金融卡轉帳支付工具的案件數量。 

(D) 檢視目前線上帳務操作人員執行帳務查詢的案件數量。 

D. 授權管理模組：進行中的權限查詢數量。 

E. 安全認證模組：進行中的認證處理數量。 

F. 目錄服務模組 

(A) 進行中的目錄查詢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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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行中的目錄更動數量。 

(4) 各項功能模組的使用記錄、錯誤記錄。記錄內容的詳細等級可調整，

等級由簡而繁可分錯誤、警告、詳細訊息類別。並可觀看記錄內容，

以及可設定保存期限。 

A.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模組： 

(A) 呼叫機關 web services 記錄包括：機關，狀態，方向（呼叫者、

被呼叫者）、日期等。 

B. 整合服務模組 

(A) 服務記錄包含：開始時間、結束時間、申請人、服務狀態、

服務內容。 

(B) 呼叫其他模組記錄，包括：呼叫模組對象（例如：資訊交換

基礎環境模組）、呼叫時間、狀態。 

C. 電子支付模組 

(A) 檢視日誌紀錄中的錯誤紀錄。 

(B) 檢視日誌紀錄中的帳務管理操作紀錄。 

D. 註冊服務模組 

(A) 檢視錯誤記錄，查詢條件可依機關、服務類別、日期時間、

動作、版本。 

(B) 檢視使用記錄，查詢條件可依機關、服務類別、日期時間、

動作、版本。 

E. 授權管理模組 

(A) 檢視錯誤訊息。 

(B) 檢視使用者使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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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安全認證模組 

(A) 檢視認證錯誤的紀錄。 

(B) 檢視認證錯誤再試（Retry）的紀錄。 

(C) 檢視紀錄中的登入使用者的紀錄及其使用的認證憑據。 

G. 目錄服務模組 

(A) 檢視錯誤訊息，查詢條件可包括機關、使用者、日期時間、

與執行動作等。 

(B) 檢視使用記錄，查詢條件可包括機關、使用者、日期時間、

與執行動作等。 

H.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模組 

(A) 呼叫平臺 web services 記錄包括：狀態，方向（呼叫者、被呼

叫者）、日期等。 

(5) 提供具備法律效力並經過機關加密的存查記錄，安全地儲存於資料庫

之功能。機密等級區分為查詢、查驗、申辦(異動)三種。並可設定保存

期限。 

A. 整合服務模組：服務記錄包含：開始時間、結束時間、申請人、服

務狀態、服務內容。 

B. 電子支付模組：電子支付交易憑證。 

C.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模組：保留查驗，申辦的存查記錄。 

(6) 提供管理者輸入各種條件、構面的報表(reporting)查詢與輸出。 

A.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模組：呼叫機關 web services 的數量，狀態，方

向（呼叫者、被呼叫者），日期等。 

B. 整合服務模組：檢視累計服務案件申請人、單元服務清單、數量、

截止日期、完成狀態（完成、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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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電子支付模組 

(A) 檢視每日、每月之累計電子支付金額。 

(B) 檢視每日、每月之累計電子支付案件數。 

(C) 檢視每日、每月之累計錯誤電子支付案件數。 

D. 註冊服務模組 

(A) 檢視服務檔案（Service Profile）的狀態、版本、數量。 

(B) 檢視物件識別碼（OID）的狀態、數量。 

E. 授權管理模組 

(A) 檢視物件群組與使用者角色關連性資訊。 

(B) 檢視物件與物件群組關連性資訊。 

(C) 檢視尖峰時段（8:30-17:30）請求授權處理服務的數量。 

(D) 檢視離峰時段平均請求授權處理服務的數量。 

(E) 檢視離峰時段最高請求授權處理服務的數量。 

F. 安全認證模組 

(A) 檢視尖峰時段（8:30-17:30）最高請求認證服務的數量。 

(B) 檢視尖峰時段（8:30-17:30）平均請求認證服務的數量。 

(C) 檢視離峰時段最高請求認證服務的數量。 

(D) 檢視離峰時段平均請求認證服務的數量。 

(E) 檢視每日、每月之認證失敗的數量，可依使用者名稱、時段、

或失敗次數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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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檢視每日、每月之加解密處理時間的趨勢圖。 

(G) 檢視每日、每月之加簽章與檢驗簽章處理時間的趨勢圖。 

(H) 使用者使用數位憑證次數的趨勢圖。 

(I) 使用者使用帳號密碼次數的趨勢圖。 

G. 目錄服務模組：檢視目錄交換日誌資訊。 

H.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模組 

(A) 檢視累計案件數 (依服務類別、機關)。 

(B) 呼叫平臺 web services 的數量、狀態、方向（呼叫者、被呼叫

者）與日期等。 

(7) 提供可設定警告、錯誤臨界點的功能。具備將此訊息輸出的能力，以

便和外界管理工具整合。 

A.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模組：區段時間內 web services 呼叫失敗累計次

數。 

B. 整合服務模組 

(A) 超過規定完成時間比例而未完成的服務發出警告訊息。 

(B) 超過規定完成時間而未完成的服務發出錯誤訊息。 

C. 電子支付模組 

(A) 當使用者申辦需付費的服務已達到服務完成期限的 90%，可

提示警告訊息給相關人員。 

(B) 當使用者申辦需付費的服務已超過服務完成期限，可提示錯

誤訊息給相關人員。並進入錯誤處理提升程序（escalation）。 

D. 授權管理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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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檢視物件群組與使用者角色關連性資訊。 

(B) 檢視物件與物件群組關連性資訊。 

(C) 單位時間發生授權服務失敗的比例。 

E. 安全認證模組 

(A) 某時段內同一使用者帳號認證失敗累積次數超過一定次數。 

(B) 單位時間發生認證服務失敗的比例。 

F. 目錄服務模組 

(A) 目錄交換失敗視為警告。 

(B) 同一對象之目錄交換失敗次數超過兩次視為錯誤。 

(C)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模組：區段時間內 web services 呼叫失敗

累計次數。 

(8) 各項功能模組延伸管理。 

A. 電子支付模組 

(A) 具備新增電子支付工具的功能。 

(B) 具備擴充與新的金融機構互通的功能。 

B. 註冊服務模組 

(A) 具備新增可註冊資料種類之能力。 

(B) 提供新增物件識別碼種類的功能。 

C. 授權管理模組：可新增授權查詢之模組。 

D. 安全認證模組：可延伸新的認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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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3. 中間層監測管理 

15.7.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5.7.3.2. 功能 

監測應用程式伺服器執行(開啟/關閉)狀態，以及相關作業系統程序的

執行狀態，包含如下： 

(1) 應用程式伺服器 

A. 提供檢視資料庫 Connection Pool。 

B. 提供檢視伺服器效能，如 CPU，記憶體使用狀況等。 

C. 提供檢視應用程式伺服器叢集各伺服器狀態。 

(2) 伺服器管理監測 

A. 作業系統上的程序與佔用的系統資源。 

B. 中央處理器使用率。 

C. 記憶體使用量。 

D. paging 率。 

E. 檔案系統使用狀態與剩餘可用空間。 

F. 叢集系統設定狀態，警告、錯誤訊息。 

G. 硬體周邊診斷工具。 

H. 核心（Kernel）閱讀與當機記錄（Crash Dump）分析工具。 

I. 修補程式（Patch）監測與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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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4. 儲存系統與設備監控管理 

15.7.4.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5.7.4.2. 功能 

(1) 磁碟空間使用量與成長率。 

(2) 備份工作的狀態。 

(3) 備份工作的歷史記錄。 

(4) 硬碟功能狀態與錯誤警示。 

(5) SAN 網路上的所有主機、交換器、及磁碟儲存系統 

(6) 儲域網路備份軟體 

15.7.5. 網路監測管理 

15.7.5.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5.7.5.2. 功能 

(1) 各網路元件的運作狀況。 

(2) 廣域、區域網路線路基本資料管理及細部維護。 

(3) 頻寬使用量，碰撞程度。 

(4) 網路骨幹、交換器、和路由器連結狀態與調整。 

(5) 針對網路各層級的流量分析與回應時間分析。 

(6) 網路相關設備異常問題統計、作業異常問題統計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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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以在管理系統上顯示出重要線路或節點狀態、線路或節點可用率

(Availability)、線路使用率(Utilization)、節點反應時間(Response Time)

等等統計圖表，提供網管人員整個重要網路的目前狀況一覽 

15.7.6. 網路線路組態管理 

15.7.6.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5.7.6.2. 功能 

(1) 提供廣域網路線路基本資料之新增、刪除、更改、查詢等維護功能。 

(2) 具備廣域網路線路資料管理功能，包含以下資料欄位： 

A. 線路號碼 / 類別 / 速率。線路連接端點。 

B. IP Address。 

C. 各連接端點之聯絡人 / 電話。 

D. 線路叫修電話備援線路號碼。 

(3) 具備區域網路網段資料管理功能，包含以下資料欄位： 

A. 子網路(subnet)編號 /子網路遮罩(subnet mask)。 

B. 使用單位。 

(4) 具備中文輸入及顯示之能力。 

(5) 建立廣域網路線路資料及區域網路網段資料之資料。 

(6) 資料儲存入組態管理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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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7. 網路設備 MIB 監控 

15.7.7.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建議」的等級。 

15.7.7.2. 功能 

(1) 提供透過 SNMP 直接監控收集該網路設備的 SNMP MIB-2 或是設備廠

商自訂之 Private MIB 的資料。 

(2) 提供針對監控收集的 MIB 資料提供運算處理功能，至少需具備兩項

MIB 資料相加、Availability 計算及 Utilization 計算功能供使用者依不同

的 MIB 資料型態設定使用。 

(3) 提供節點回應時間(Response time)及節點狀態監控功能。 

(4) 可針對每個監控的 MIB 項目設定監控間隔時間。 

(5) 可針對每個監控的 MIB 項目設定臨界值，並且可以產生問題單與發出

警訊，警訊必須透過中央監測管理系統智慧型預警系統處理。 

(6) 可針對線路頻寬使用率之每日指定時段(例如每日上班時段 8:00-18:00)

作監控統計範圍，並且可以設定連續 N 日該時段平均使用率超過臨界

值時可透過中央監測管理系統智慧型預警系統處理。 

(7) 可監控線路斷線及廣域網路設備故障，並可透過中央監測管理系統智

慧型預警系統處理。 

(8) 可對廣域網路線路設定連續 T 時間之線路頻寬使用率都達到臨界值

時，可透過中央監測管理系統智慧型預警系統處理。 

(9) 所有監控資料可自動存入中央監測管理系統資料庫中。 

15.7.8. 基礎環境監測管理 

15.7.8.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建議」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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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8.2. 功能 

(1) 監控與調整機房溫度 

(2) 監控可使用的與使用中的空調供應器 

(3) 監控與調整機房溼度 

(4) 監控可使用的與使用中的溼度調節器 

(5) 監控可使用的與使用中的電源供應器 

(6) 可手動切換電源供應器 

15.7.9. 平臺模組系統管理 

15.7.9.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要」的等級。 

15.7.9.2. 功能 

在平臺整體架構中，各模組皆有其重要的資訊需加以管理，而此平臺

模組系統管理即扮演系統中資訊管理的核心，主要負責系統資訊、系統訊

息與系統組態之管理，說明如下： 

(1) 系統資料部分則包括服務等註冊資料、權限資料、帳務資料、目錄註

冊資料、整合服務工作清單項目資料之管理。 

(2) 系統訊息部分包括服務進行之交易程序相關的狀態、紀錄或稽核等資

料。 

(3) 系統組態部分則在負責集中管理各模組、伺服物及資料庫之組態設定

值，並負責異動後之重新載入至系統中之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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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平臺管理運作方法與程序 

15.8.1. 平臺管理系統架構 

為了達到對服務平臺，包含平臺各模組、應用伺服器、伺服器作業系

統、儲存設備、網路設備及機房等的集中監測及管理，所規劃及建置之平

臺管理系統應具備功能模組化、高度建置彈性與高重複可用性，建置的中

央監控系統也必須支援開放性且主流的技術標準，並且在架構上要以易於

整合新監控標的等為目標，為達成此目標規劃之平臺管理系統架構如下圖

所示： 

  

圖 15-2：平臺管理系統架構圖 

(1) 管理代理者層：監視標的可能為從最底下的基礎環境、網路元件（交

換器、路由器等）、資料庫、伺服器與叢集機制、甚或到最上面的應用

層（服務平臺）。中央監控軟體透過適當的管理代理程式，將該監視標

的的即時健康狀態或效能訊息藉由 SNMP 或管理中間層提供的 API 忠

實地傳遞到管理中間層。 

(2) 管理中心層：藉由 SNMP 通訊協定收集整理收到的管理資料，並且能

夠妥善的保存。管理中心層也提供可呼叫的 API，使管理表達層或外部

系統可再利用管理資料。 

(3) 管理表達層：提供圖形使用者介面，讓系統管理者可以自由瀏覽管理

中心層的管理資料，。管理表達層也提供可呼叫的 API，使使用者開發

自我表達的展現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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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 事件預警通知 

提供平臺內各模組、伺服器與網路層於臨界值發生時能預警通知功

能，透過此功能判斷事件的種類與所判斷出被通知者是誰，透過 SMTP /SMS 

發出警告。事件通知功能如下圖所示： 

  

圖 15-3：事件預警通知示意圖 

(1) 透過通知設定功能設定警告、錯誤臨界點、事件通知方式，包括電子

郵件（SMTP）及行動電話簡訊（SMS），以及簡訊通知之運作時間。 

(2) 平臺各模組或伺服器、網路設備等之監測值達設定臨界值時將警訊內

容傳送至平臺管理。 

(3) 當接收到事件警訊，預警通知功能會先將警訊內容記錄在資料庫中，

再依事件定義觀察條件判斷是否應發送出預警通知。 

(4) 預警通知可依不同的事件類型，及不同發送方式將警訊發送至指定之

預警接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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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平臺管理提供之功能服務 

15.9.1. 系統監測 

15.9.1.1. 應用層監測 

應用層監測乃指對共同平臺上的各模組所發展的應用程式進行各項服

務時所產生的日誌/錯誤 訊息以及花費時間等需要被記錄的資訊進行監測

動作，透過平臺模組所提供的監測介面，即可將 log 傳送到平臺管理模組伺

服器，並寫入 log 資料庫，以供日後報表的查詢與日、月、年報產生。 

15.9.1.2. 中間層監測 

中間層指使用於共同平臺上的應用伺服軟體，例如資料庫系統。中間

層監測可以針對資料庫系統進行像是 Connection Pool 監測，以便當連線數

量過多時，能讓維運人員進行記錄並進行後續問題處理。 

15.9.1.3. 伺服器監測 

伺服器泛指於服務平臺中使用到的伺服器主機上的作業系統，伺服器

監測可對這些作業系統進行監測，並在中央監測畫面中隨時顯示出系統健

康狀況，這部份所收集的 log 亦將存入資料庫之中，同時也可對系統事件

和效能、建立回應事件的複雜規則、產生自訂報告。 

15.9.1.4. 網路層監測 

網路層監測可以即時對平臺內部網路狀況進行監測，並可即時顯示異

常狀況於中央監測伺服器之中，同時也可提供一個整合的工具，讓網路管

理員能控制與管理多個網路系統和應用程式。該管理工具提供了故障與問

題管理、效能管理、配置與變更管理、統計管理及安全性管理等功能。 

15.9.1.5. 儲存系統監測 

對平臺使用的儲存設備進行備份與管理監測工作。 

15.9.2. 平臺管理入口 

平臺管理入口主要為提供在共同作業平臺 Intranet 環境中讓維運人員

可以透過此入口，依其登入時的權限看到所能使用管理工能，這些功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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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各模組提供的管理功能與管理其他各層之管理工具，以便對各系統進行

各項管理。各模組系統提供的管理供能儘限於 Intranet 的共同作業平臺維運

人員使用。平臺管理入口依其角色可分為：平臺管理人員、維運人員、營

運中心主任、客服人員、資安稽核人員。只有營運中心主任可使用各項管

理功能，平臺管理人員使用大部份的平臺內的軟體功能，維運則是偏重於

系統與網路的管理。 

15.9.3. 事件預警通知 

提供平臺內各模組、伺服器及網路層於臨界值發生時能預警通知功

能，透過此功能判斷事件的種類與所判斷出被通知者是誰，透過 SMTP /SMS 

發出警告。 

15.10. 引用標準 

15.10.1. 採用的標準 

(1) HTML 4.01 以上(含) 

(2) SNMP 

(3) HTTPS 採用 HTTP 1.1以上(含)與 SSL 3.0以上(含)之標準（Session Key

長度 128 位元以上(含)） 

(4) SOAP 1.2 

15.11. 訊息標準 

本標準規範以一般 Web Services 做為平臺管理的訊息標準，作業平臺

必須支援標準如下： 

表 15-2：平臺管理的訊息標準彙整表 

目標 Web Services 運作模式的標準 

伺服器及網路設備資訊 SNMP MIB-2 

各模組與平臺管理的傳輸協定 SOAP 1.2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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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訊息發報規範 

16.1. 前提 

16.1.1. 訊息發報建置前提 

政府服務由被動式的服務改為主動式的服務，提供民眾訂閱政府的訊

息(如民眾個人及公眾訊息、政府公務訊息等)後，主動發送訊息給民眾，訊

息閘道提供此規範給不同的後端訊息服務來源及前端不同的訊息發布通道

遵循。 

16.1.2. 需求 

為提供訂閱訊息，並主動發送訊息給民眾，其需求如下： 

(1) 收集與匯整後端訊息服務來源提供之訊息，分析並轉換為標準格式。 

(2) 提供訊息服務來源及前端訊息發布通道之註冊管理介面。 

(3) 確保個人敏感性訊息之機密與安全性。 

(4) 整合共通作業平臺認證及其他前端訊息發布通道之認證機制。 

(5) 提供使用者對前端訊息發布通道發布設定之介面。 

(6) 提供訊息收集歷程紀錄作為系統狀態日後追蹤參考。 

(7) 提供訊息發布紀錄作為系統狀態日後追蹤參考。 

16.2. 目的 

訊息閘道之目的主要為匯整後端訊息來源提供之各類訊息，並結合認

證授權來提供民眾整合的政府服務訊息之訂閱與發布功能。 

16.3. 範圍 

「訊息發報」除針對訊息發報中各子模組應提供的功能與介面訂定規

範外，亦訂定與後端訊息服務來源及前端訊息發布通道之訊息交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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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名詞解釋 

(1) 訊息拆装 (Diassembler) 

(2) 訊息分解(Diassemble) 

(3) 訊息彙整(Aggreation) 

(4) 訊息服務來源 

(5) 後端訊息提供機關/廠商(如：e 管家、e 公務) 。 

(6) 訊息發布通道 (Message Dispatch Channel) 

(7) 前端訊息發布通道如 MSN、Yahoo Widget 等。 

16.5. 原則 

(1) 訊息格式須為 XML 格式。 

(2) 個人敏感性資料須以 SSL 或其他加密技術，確保通訊過程不會中途被

攔截，只有通訊的兩端可以解讀文件其中的內容。 

(3) 認證授權須整合共通平臺認證授權及訊息發布通道之認證授權 

16.6. 相關規範文件導引 

與平臺管理總規範相關之參考文件，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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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相關規範文件導引示意圖 

16.7. 基本規範 

依據訊息閘道的需求及目的，其所具備的功能在概念上可以圖 8-2：既

有系統轉接介面架構示意圖表示，說明於後： 

 

圖 16-2：訊息發報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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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管理模組」屬於整合的層次，提供其餘各模組中所需的管理功

能需求，但為避免各模組之使用者介面歧異過大，統一由管理模組呈現管

理功能。除非有特別標示，否則管理功能之使用對象為「訊息發報之系統

管理員」。 

16.7.1. 訊息服務分類原則 

16.7.1.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6.7.1.2. 功能 

每個後端訊息服務來源及為一分類。而每個後端訊息來源可再將細分

成子訊息分類，不同後端訊息來源之子訊息分類可重複。 

如 e 管家及為一訊息服務分類，而 e 管家可再將訊息服務分為公眾訊息

及個人訊息，而公眾訊息及個人訊息下再以服務類別進行歸類。 

個人服務類別如停車費、交通服務、電話費、水費、電費、停車費、

稅務相關、個人資產等類別，依照…訂定之。 

公眾訊息服務類別如就業、政府、勞健保、停車費、電費、交通服務、

衛生醫療、稅務相關等類別，依照…訂定之。 

16.7.2. 服務安全等級 

16.7.2.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6.7.2.2. 功能 

16.7.2.2.1. 認證授權 

(1) 透過作業平臺認證授權、訊息與傳輸安全機制提供服務安全。 

(2) 結合前端訊息通道之認證授權提供服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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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保服務需求者都是經過認證、授權的合法程序。 

關於服務安全機制參照「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規範」，作為「訊息發報」

的安全性策略。 

16.7.2.2.2. 訊息傳輸安全性 

(1) 針對使用 HTTP 協定者採取 SSL 標準。 

(2) 傳統 FTP 協定不可用於具機密性資訊之傳輸。若必須提供 FTP 協定做

為具機密性資訊之傳輸，則需採用 secure FTP 或將傳送之資料以憑證

加密加簽。 

16.7.2.2.3. 訊息機密性 

個人機密性訊息內容採用數位憑證加密技術。 

16.7.2.2.4. 文件完整性 

個人機密性訊息內容採用數位憑證簽章。 

16.7.3. 訊息收集原則 

16.7.3.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6.7.3.2. 功能 

16.7.3.2.1. 訊息 XML Schema 驗證機制 

(1) 根據排定之訊息收集時程或後端訊息服務來源主動通知啟動訊息收集

模組。 

(2) 透過 RSS、FTP、或 Web Service 去收集訊息 

(3) 訊息服務來源的訊息格式需為 XML 格式。 

(4) 依照訊息服務來源於訊息服務管理中設定之 XML Schema 驗證訊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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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正確性。 

 

 

16.7.4. 訊息彙整分派原則 

16.7.4.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6.7.4.2. 功能 

(1) 訊息拆分：將訊息服務來源傳送的訊息中之 Body 依照訊息服務管

理中訂定的訊息格式拆解出來。 

(2) 訊息分類：將拆解出來之訊息依照訊息服務管理中訂定的子服務類

別將訊息分類。 

(3) 訊息彙整及組合：將訊息依照訊息分類、使用者及使用者訂閱之前

端訊息通道將訊息彙整及組合 

(4) 訊息儲存：將彙整及組合之結果儲存至資料庫。 

(5) 處理訊息發布時的訊息排程(Queuing)。 

16.7.5. 訊息服務管理原則 

16.7.5.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應該」的等級。 

16.7.5.2. 功能 

(1) 提供後端訊息來源註冊其訊息格式、訊息子服務分類、訊息收集

參數(包含收集時間、及周期)、訊息彙整分派規則。 

(2) 設定訊息傳遞之標準及憑證 

後端訊息

服務來源 

 

訊息收集

模組 

 

排定時程或

主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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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定網路層之安全設定(包含與訊息閘道以及與後端訊息來源或

前端訊息通道之間網路層之設定，例如：IP 設定、網路區段遮

罩、連線數量、連線時間)應該視建置單位所採用方案，整合

至 LI 系統中。 

(4) 提供前端訊息通道之新增修改及刪除。新增前端訊息通道時，需

設定訊息發布規則、訊息發布時間、前端之訊息格式及發布介

面，訊息發布閘道支援 RSS、FTP 及 Web Service 之發布介面。 

16.7.6. 訊息服務訂閱原則 

16.7.6.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6.7.6.2. 功能 

(1) 透過作業平臺認證授權、訊息與傳輸安全機制提供服務安全。 

(2) 確保服務需求者都是經過認證、授權的合法程序。 

(3) 將共通作業平臺之帳號及前端訊息通道之帳號對應記錄於資料庫。 

16.7.7. 訊息發布管道 

16.7.7.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必須」的等級。 

16.7.7.2. 功能 

(1) 依照訊息管理模組中註冊之訊息發布規則及訊息發布時間將訊

息透過前端訊息通道之發布介面發布出去。 

(2) 處理訊息發布時的訊息排程(Queuing)需參照使用者發布訊息設

定及前端訊息通道之訊息發布時間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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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 訊息閘道例外處理 

16.7.8.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應該」的等級。 

16.7.8.2. 功能 

例外處理模組具備下列服務功能： 

(1) 必須能夠包裝例外訊息。 

(2) 必須紀錄例外訊息；記錄資料建議包含：例外狀況代號、例外訊息、

例外原因、例外時間、處理狀態等資料。 

16.7.9. 訊息閘道統計 

16.7.9.1. 必要性等級 

此功能等級屬於「應該」的等級。 

16.7.9.2. 統計功能 

統計各訊息發布通道之訊息服務數目及使用者訂閱數。 

16.8. 訊息閘道運作方法與程序 

16.8.1. 訊息閘道運作程序 

16.8.2. 溝通的對象 

後端訊息服務來源註冊之方法與程序由訊息閘道業務權責機關自行決

定，惟後端訊息服務來源需提供傳送訊息 XML Body 內之訊息格式、訊息

子服務分類、訊息收集參數(包含收集時間、及周期)及訊息彙整分派規則，

並由訊息閘道之系統管理員設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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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 後端訊息來源 

16.8.3.1. 資訊收集 

(1) 經由 RSS、FTP 及 Web Service 接收訊息來源。格式為符合 XML 標

準，訊息標準格式需參照總規範中的應用訊息規範 

(2) 資訊內容的種類 

Text：純文字格式 

16.8.3.2. 溝通的通訊協定標準 

(1) HTTP 

A. 最常用的通訊協定。 

B. 具有同步的特性。 

C. 適用於安全等級較低的資訊傳輸。 

(2) HTTPS 

A. 具有同步的特性。 

B. 適用於安全等級較高的資訊傳輸。 

(3) FTP/SFTP 

A. 檔案傳輸通訊協定。 

B. 具有同步的特性。 

適用於安全等級較低的大型檔案。 

16.8.3.1. 溝通的時機 

(1) 須於訊息服務管理模組設定訊息收集參數(包含收集時間、周期、

及訊息傳遞之標準及憑證)。訊息收集模組會根據設定之收集方式

(主動或被動)來收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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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動則為後端訊息服務模組有新訊息時主動發送新訊息通知至訊

息閘道啟動訊息收集模組。 

(3) 被動則為根據訊息服務管理模組設定訊息收集時間及周期，定時去

收集訊息。 

16.8.3.2. 溝通的前置作業 

(1) 若後端訊息服務欲提供使用者個人機密訊息，則後端訊息服務機關

必須向政府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機關憑證及伺服器應用軟體憑證。 

(2) 必須與訊息閘道或其他機關建立服務協議，如業務流程、資料、訊

息、授權及稽核制度等相關事務。 

(3) 管理者須於管理中心輸入後端訊息服務基本資料，並提供訊息傳遞

之標準及憑證 

16.8.3.3. 溝通的訊息處理方式 

詳細步驟如下： 

(1) 後端訊息服務將訊息包裝成 SOAP 格式的資料。 

(2) 若後端訊息服務於訊息服務管理中將訊息收集設定為主動，則後端

訊息服務利用 SOAP 文件呼叫訊息閘道收集模組的服務執行訊息收

集。 

(3) 若後端訊息服務於訊息服務管理中將訊息收集設定為被動，則訊息

閘道收集模組利用 SOAP 文件呼叫後端訊息服務的服務，執行訊息

收集。 

16.8.3.4. 溝通機制 

訊息閘道與後端訊息服務的溝通機制，依照 RSS、FTP 及 Web Service

之溝通方式，可以區分成 3 種傳輸模式，如下表所示。每一個後端訊息服

務在註冊時皆可被歸類成為其中一種傳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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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訊息閘道與後端訊息服務的溝通機制表 

       傳輸方式 

 

服務供需關係 

RSS FTP Web Service(同

步) 

主動方式 後端訊息服務要

求(Invoke)訊息

閘道所提供之訊

息收集服務。 

[詳細步驟] 

1. 後端訊息服

務送出通知

訊息至訊息

閘道。 

2. 訊息閘道收

到通知訊息

並馬上回覆

回條

(Acknowledge

)。 

3. 後端訊息服

務接收回條

(Acknowledge

)。 

4. 訊息閘道透

過 RSS 取得

訊息。 

後端訊息服務要

求(Invoke)訊息

閘道所提供之訊

息收集服務。 

[詳細步驟] 

1. 後端訊息服

務送出通知

訊息至訊息

閘道。 

2. 訊息閘道收

到通知訊息

並馬上回覆

回條

(Acknowledge

)。 

3. 後端訊息服

務接收回條

(Acknowledge

)。 

4. 訊息閘道透

過 FTP 取得

訊息。 

後端訊息服務要

求(Invoke)訊息

閘道所提供之訊

息收集服務。 

[詳細步驟] 

1. 後端訊息服

務送出通知

訊息至訊息

閘道。 

2. 訊息閘道收

到通知訊息

並馬上回覆

回條

(Acknowledge

)。 

3. 後端訊息服

務接收回條

(Acknowledge

)。 

4. 訊息閘道透

過 Web 

Service 取得

訊息。 

被動方式 訊息閘道依照設

定之時程及周期

要求(Invoke)後

端訊息來源提供

訊息。 

[詳細步驟] 

1. 訊息閘道送

出通知訊息

至後端訊息

來源。 

2. 後端訊息來

源收到通知

訊息閘道依照設

定之時程及周期

要求(Invoke)後

端訊息來源提供

訊息。 

 [詳細步驟] 

1. 訊息閘道送

出通知訊息

至後端訊息

來源。 

2. 後端訊息來

源收到通知

訊息閘道依照設

定之時程及周期

要求(Invoke)後

端訊息來源提供

訊息。 

 [詳細步驟] 

1. 訊息閘道送

出通知訊息

至後端訊息

來源。 

2. 後端訊息來

源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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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輸方式 

 

服務供需關係 

RSS FTP Web Service(同

步) 

訊息並馬上

回覆回條

(Acknowledge

)。 

3. 訊息閘道服

務接收回條

(Acknowledge

)。 

4. 訊息閘道透

過 RSS 取得

訊息。 

訊息並馬上

回覆回條

(Acknowledge

)。 

3. 訊息閘道服

務接收回條

(Acknowledge

)。 

4. 訊息閘道透

過 FTP 取得

訊息。 

訊息並馬上

回覆回條

(Acknowledge

)。 

3. 訊息閘道服

務接收回條

(Acknowledge

)。 

4. 訊息閘道透

過 Web 

Service 取得

訊息。 

建議傳遞個人機密性資料時，訊息閘道以 FTP 與後端資料來源傳送訊息需

使用憑證相互認證，並以專線連結，確保兩端訊息傳遞之不可否認性。 

16.8.3.5. 溝通失敗時處理機制 

(1) 正常維護的斷線 

A. 改以其他的電子媒介（如磁片、光碟、MO 等）或紙本，搭配人工

作業處理業務流程。 

B. 暫停目前失敗的流程作業，並手動設定重試時間及次數。 

(2) 非正常的斷線 

A. 訊息傳送與接收端需協議傳輸的逾時（timeout）時間與重新傳輸

(retry)次數。 

B. 改以其他的電子媒介（如磁片、光碟、MO 等）或紙本，搭配人工

作業處理業務流程。 

C. 暫停目前失敗的流程作業，並手動設定重試時間及次數。 

(3) 短暫性的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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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重新呼叫，訊息傳送與接收端需協議傳輸的逾時（timeout）時間與

重新傳輸(retry)次數。 

B. 依整合服務中服務流程例外處理機制處理。 

16.8.3.6. 溝通的訊息格式 

(1) 必須符合 XML 標準。 

(2) 個人機密性資料必須加密加簽。 

(3) 訊息格式須符合 SOAP 的標準，並由訊息閘道業務權責配合訊息標準

的演進，逐年檢討修正規範內容。 

16.8.4. 訊息註冊服務  

訊息註冊服務為提供使用者單一的入口以連接到各個後端訊息來源定

閱其訊息服務，並在此入口進行身分驗證及帳號對應。 

 使用者由訊息閘道前段使用者程式取得各個發布管道之應用程式 

 接受到註冊與訂閱需求後，將訂閱資訊寫入訊息閘道平臺後端之儲存

庫，呼叫單一簽入進行認證與授權作業。 

 驗證身份後，訊息閘道即進行相關訊息服務之訂閱與管理處理作業：

登入訂閱介面時，給予認證識別碼，並將訂閱資訊寫入訊息閘道平臺

後端之儲存庫；資料異動作業時，更新後端儲存庫之註冊資訊； 

16.8.5. 訊息發布服務 

 透過訊息發布服務，將訊息發送至介接訊息發布管道之後端伺服器。

再透過各個發布管道發送至使用者端。 

 訊息閘道傳遞訊息至前端訊息通道時需經過身份認證。 

 建議訊息閘道與前端使用者介面間之訊息傳遞，應提供以 SSL至少 128 

bit 加密或其他更高安全性之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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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訊息閘道提供之功能服務 

16.9.1. 資料收集 

資料訊息交換介面及收集 

(1) 支援標準 XML 訊息格式。 

(2) 可設定排程並可透過排程定時自訊息來源收取新通知訊息。 

(3) 針對敏感性資料，提供了加密功能，以保護資料安全。 

(4) 提供訊息收集歷程紀錄作為系統狀態日後追蹤參考。 

(5) 支援 RSS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資訊服務，可取得符合 RSS 規

範所分發和匯集的 XML 格式訊息。 

(6) 具備 XML Schema 驗證機制，可驗證的屬性欄位確認訊息格式正確性。 

16.9.2. 資料匯整與分派 

彙整、分類及發布 

(1) 提供訊息拆装 (Diassembler) 功能，將收到訊息分解(Diassemble)為一

個或多個訊息以便内部訊息處理引擎對每個訊息進行處理。 

(2) 提供訊息分類功能，根據訊息類別有效地將訊息分類歸檔與儲存在訊

息平臺主機上。 

(3) 提供訊息彙整(Aggreation)功能可彙整同類別屬性訊息一起發布。 

(4) 根據訊息管理規則將收到之訊息組合成訊息發布所須格式以準備發

布。 

派送至訊息發布通道 

提供訊息傳送流程(Orchestration Service)設定，將訊息派送到前端訊息

發布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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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3. 訊息服務管理  

(1) 提供後端訊息來源註冊其訊息格式、訊息子服務分類、訊息收集參數(包

含收集時間、及周期)、訊息彙整分派規則、訊息傳遞之標準及憑證、

及網路層之安全設定。 

(2) 提供前端訊息通道之新增修改及刪除。前端發布訊息通道需設定訊息

發布規則、訊息發布時間、前端之訊息格式及發布介面，訊息發布閘

道支援 RSS、FTP 及 Web Service 之發布介面。 

(3) 訊息服務維護管理 

A. 提供後端訊息服務註冊(register) 

B.  條列目前所有已註冊的後端訊息服務以方便管理。 

C. 提供各後端訊息服務之檢視及修改。 

D. 提供前端訊息發布通道註冊(register) 

E. 條列目前所有已註冊的前端訊息發布通道以方便管理。 

F. 提供各前端訊息發布通道之檢視及修改。 

(4) 訊息服務訂閱統計 

A. 統計各訊息發布通道(說明如下述)之訊息服務數目及使用者訂閱

數。 

16.9.4. 認證授權  

(1) 透過訊息平臺業者認證授權機制以使用訊息平臺業者之服務。 

(2) 整合 E政府服務平臺 SSO與前端訊息發布通道之認證以提供訊息發布

服務。 

16.9.5. 訊息服務訂閱 

(1) 訊息閘道提供訂閱介面之單一訂閱入口，提供使用者身分驗證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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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合前端訊息發布通道及後端服務訊息來源之訂閱介面。 

16.9.6. 訊息發布通道  

(1) 若前端訊息發布通道為一訊息發布業者：透過前端訊息發布通道提供

之介面，將訊息發送至前端訊息發布服務，再藉由前端訊息發布服務

將訊息傳送至使用者端的應用程式。 

(2) 若前端訊息發布通道為應用程式：則提供訊息通知之 Web Service，讓

使用者端的訊息通知應用程式可透過此Web Service取得使用者訂閱之

通知訊息。 

16.10. 引用標準 

(1) 採用的標準 

A. XML 1.0 以上(含) 

B. HTTP 1.1 以上(含) 

C. HTTPS 採用 HTTP 1.1 以上(含)與 SSL 3.0 以上(含)之標準（Session 

Key 長度 128 位元以上(含)） 

D. SOAP 1.2 以上(含) 

E. SMTP  

F. S/MIME V3 以上(含) 

G. FTP  

H. X.509 3.0 以上(含) 

I. OASIS Web Services Security 1.0 以上(含) 

J. XML Encryption 

K. XML Digital Signature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改版建置與服務平臺功能整合委外服務案後續擴充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作業規範 

 

  16-17 

以上標準版本需逐年檢視。 

 

16.11. 訊息標準 

本標準規範以一般 Web Services 做為管理的訊息標準，必須支援標準

如下： 

表 16-2：訊息發報的訊息標準彙整表 

目標 Web Services 運作模式的標準 

模組與平臺管理的傳輸協定 SOAP 1.2 

HTTP 

訊息閘道與後端訊息服務的溝

通機制 

Web Service,HTTP, RSS,F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