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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文件目的 

本文件主要依據電子化政府服務平台規範之服務模組規範，撰寫認證

授權功能技術規範，以做為後續機關建置平台模組及延伸功能之技術依據。 

1.2. 適用範圍 

1.2.1. 適用原則 

本文件主要適用在服務平台進行本服務模組的高階設計時，可以作為

標準參考設計文件，包含技術標準原則，功能需求原則及訊息介面原則。 

1.2.2. 適用對象範圍 

本文件主要適用對象為系統規劃及設計人員,做為機關服務平台的服務

模組設計參考技術文件。 

1.3. 規範準則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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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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技術標準分類原則與採用版本 

將本規範遵循”總規範”之標準與版本，凡規範中所列標準，均須達於本

表中的最低版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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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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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509 v3 V  
SAML 2.0  V 
WSS 1.0 V  
XACML 2.0  V 
XKMS 2.0  V 
XML-Encryption - V  
XML-Digital 
Signature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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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N.1 - V  

 字集類 

表 1-4：字集類標準表 
標準 版本 採用 觀察中 

UTF-8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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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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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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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AP 1.2 V  

1.3.3. 規範導讀 

本節之技術規範導讀希望遵循總規範所定義的模組一般規範，提供建

置的模組功能技術規範對應，包含模組功能、模組設計、訊息流程及訊息

介面等技術規範，以簡單、有結構的方式來導引閱讀者有效地閱讀本規範

內容。 

 

圖 1-1：規範導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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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參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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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規範 

2.1. 模組功能需求 

依據總規範認證授權服務所規範的基本規範，本功能模組應具有：認

證、授權、訊息安全、授權資訊儲存管理等幾項需求，分析模組功能需求

應包含下列項目。 

2.1.1. 需求說明 

 認證：根據認證憑據（Credentials）(帳號/密碼、電子憑證)，確認服務

需求端身分後產生「認證符記」，作為單一簽入之基礎。 

 授權：根據「認證符記」與要求之服務產生「授權符記」，各外部系統

需接受(Trust)此「授權符記」並提供所需之服務。 

 訊息安全：提供進行安全性 SOAP 封包之封裝拆封服務。提供客戶端

安控元件，使得使用者可以使用 IC 卡完成單一簽入。 

 授權資訊儲存管理：提供多層次之委任授權管理機制。各機關人員可

依照本身所被指派之管理權限，再將權限下放至所屬機關或下屬機關

人員。 

2.1.2. 使用情境 
使用案例(Use Case)名稱 案例描述說明 

認證授權-認證 提供服務平台進行使用者身分認證並於

認證成功時發行「認證符記」Token1。 

認證授權-授權 提供服務平台進行使用者授權並於授權

成功時發行「授權符記」Token2。 

認證授權-訊息安全 

提供進行安全性 SOAP 封包之封裝拆封

服務。 
提供客戶端安控元件，使得使用者可以使

用 IC 卡完成單一簽入。 

認證授權-授權管理 提供多層次之委任授權管理機制。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改版建置與服務平台功能整合委外服務案後續擴充案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台認證授權與安全準則規範模組技術規範 

 

  6 

2.1.3. 所需角色 

角色 說明 

入口網站 (PT) 提供服務平台對外網站功能 

平台入口 (SE) 提供服務平台對外功能 

註冊服務(RS) 提供服務及人員註冊 

目錄服務(DS) 提供認證授權所需要存取之目錄資料 

平台管理(OM) 提供 LOG 記錄之模組及提供服務平台內

管理人員操作畫面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I3) 提供處理服務平台對外 LI 模組工作 

資料庫(AADB) 用於處理認證授權相關資料之資料庫 

帳號管理(AM) 提供帳號生命週期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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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情境案例圖 

I3

(f rom AA)

PT

(f rom AA)

SE

(f rom AA)

RS

(f rom AA)

DS

(f rom AA)

AADB

(f rom AA)

AM

(f rom AA)

認證

授權

授權管理功能

訊息安全

OM

(f rom AA)

 

圖 2-1：情境案例圖 

 

2.1.4.1. 認證授權-認證使用案例說明 

(1) 簡述 
提供服務平台進行使用者身分認證，並於認證成功時發行 Token1。 

(2) 前置條件 
使用者已於服務平台完成註冊，並提供正確之身分認證憑據；如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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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或是 X509 Credential。 

(3) 基礎流程 
以下所有流程皆需透過 OM 進行稽核紀錄 

A. 根據帳號密碼認證取得 Token1 

B. 根據 Token1 取得對應帳號及安全等級 

C. 根據 X509 Credential 認證取得 Token1 

D. 檢查 X509 Credential 是否正確，並傳回 Base64 encoded X509 憑證

及相關資訊 

E. 更新 Token1 生命週期 

(4) 選擇性流程 
無 

(5) 子流程 
無 

(6) 完成狀況 

A. 根據帳號密碼認證呼叫 AM 以確認帳號密碼狀態為合法可使用狀

態，再呼叫 DS 取得認證結果並產生 Token1 傳回 SE 並將 Token1
相關之資訊存於認證授權 DB 中 

B. 根據 Token1 於認證授權 DB 取得對應帳號及安全等級傳回給 SE 

C. 根據 X509 憑據認證呼叫 DS 取得認證結果並產生 Token1 傳回 SE
並將 Token1 相關之資訊存於認證授權 DB 中 

D. 檢查 X509 Credential 是否正確，並傳回 Base64 encoded X509 憑證

及相關資訊給 SE 

E. e. 更新記錄於 DB 之 Token1 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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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情境 
SE以及 OM透過認證使用案例進行使用者身分認證相關工作。 

2.1.4.2. 認證授權-授權使用案例說明 

(1) 簡述 
提供服務平台進行權限檢查，並於授權成功時發行 Token2。 

(2) 前置條件 
使用者已通過服務平台身分認證並取得 Token1，且指定之服務已於服

務平台註冊並完成相關之授權管理工作。 

(3) 基礎流程 
以下所有流程皆需透過 OM 進行稽核紀錄 

A. 根據 Token1 取得服務識別碼列表 

B. 根據 Token1 及服務識別碼取得 Token2 

C. 檢驗 Token1 有效性 

D. 檢驗 Token2 有效性 

E. 檢查使用者是否可以使用某物件 

(4) 選擇性流程 
無 

(5) 子流程 
無 

(6) 完成狀況 

A. 根據 Token1 取得之對應帳號呼叫 DS 取得服務識別碼列表 

B. 根據 Token1 取得之對應帳號及服務識別碼呼叫 DS 確定該使用者

有使用指定服務之權限以產生 Token2 XML 

C. 檢驗 DB 中指定 Token1 是否過期結果 

D. 檢驗 Token2 之有效時間以及簽章之正確性 

E. 根據帳號及物件識別碼呼叫 DS 檢查使用者是否可以使用某物件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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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情境 
SE 以及 OM 透過授權使用案例進行使用者授權相關工作。 

2.1.4.3. 認證授權-訊息安全使用案例說明 

(1) 簡述 
依據 I3 的要求，將傳入的 SOAP 封包依據 XML-Security 進行加密、簽

章、解密及驗證簽章的四種不同動作。 

(2) 前置條件 
Keystore 存有相對進行簽章私鑰，以及驗證時所信任的根憑證。 

(3) 基礎流程 
以下所有流程皆需透過 OM 進行稽核紀錄 

A. 加密及簽章：解析 SOAP 封包、進行簽章、進行加密 

B. 解密及驗證：解析 SOAP 封包、進行解密、驗證簽章憑證、驗證簽

章 

(4) 選擇性流程 
無 

(5) 子流程 
無 

(6) 完成狀況 

A. 加密及簽章：獲得加密和簽章後的 SOAP 封包 

B. 解密及驗證：獲得解密後得 SOAP 封包及驗證結果 

(7) 使用情境 

A. 加密：I3 傳送未加密資料，以對方公開金鑰或憑證加密後傳回 I3。 

B. 簽章：I3 傳迗原始資料，以服務平台私鑰簽章後傳回 I3。 

C. 加密及簽章：先進行簽章，再進行加密。 

D. 解密：I3 傳送密文資料，以服務平台私鑰解密後傳回 I3。 

E. 驗證簽章：I3 傳送簽章過資料，以對方公開金鑰或憑證驗證後，傳

回 I3。 

F. 解密及驗證簽章：先解密，再驗證其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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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4. 認證授權-授權管理功能使用案例說明 

(1) 簡述 
提供服務介接管理員、平台服務管理員及機關人員執行服務之委任授

權動作。包含一站式服務自定角色、群組及物件等之新增、修改與刪

除。 

(2) 前置條件 
服務介接管理員、平台服務管理員及受委任之各機關人員皆需登入服

務平台；平台服務管理員取得服務介接管理員之指派，可管理此服務；

各機關人員取得平台服務管理員之指派，對於某些功能物件具有「管

理」之權限； 

(3) 基礎流程 
以下所有流程皆需透過 OM 進行稽核紀錄 

A. 取得此人員在此服務下之所有角色 

B. 取得共通角色，回傳角色屬性 

C. 判斷此人是否具有輸入角色 

D. 查詢此角色在此服務下可使用那些物件 

E. 查詢此角色所產生之物件群組 

F. 查詢此角色以下二層之所有角色內容 

G. 找出與登入者同機關且身上已具有必要角色但不具有將指派之角

色的人員帳號 

H. 取得所有服務平台預設動作 

I. 新增服務平台動作 

J. 修改服務平台預設動作名稱 

K. 查詢可管理此服務之平台服務管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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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增可管理此服務之平台服務管理人員 

M. 刪除可管理此服務之平台服務管理人員 

N. 取得指定角色在服務識別碼底下所擁有之所有物件內容。如 token1
為 null 將不檢查此人員是否具指定角色。 

O. 取得所有平台服務管理人員 

P. 查詢此人所擁有之自定角色 

Q. 查詢此人所擁有之共通角色 

R. 由自定角色取得所屬之服務 

S. 取得所有一站式服務，回傳服務名稱及服務識別碼 

T. 取得一站式服務自定角色 

U. 取得一站式服務自定群組，回傳群組屬性 

V. 取得一站式服務物件 

W. 新增物件指派 

X. 新增一站式服務自定群組 

Y. 修改一站式服務群組中之物件指派 

Z. 刪除群組 

AA. 修改一站式服務自定群組 

BB. 新增指定角色下之一站式服務自定群組 

CC. 新增群組指派 

DD. 新增人員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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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修改角色之群組指派 

FF. 刪除角色 

GG. 移除角色指派 

HH. 取得此自定角色在指定服務下之群組 

II. 機關管理人員指派 

JJ. 取得所有機關管理人員 

KK. 取得此人員所有角色 

LL. 判斷此角色在此服務底下是否具有物件管理權限 

MM. 取得擁有此角色之人員帳號 

NN. 新增一站式服務自定角色 for 非平台服務管理人員 

OO. 修改一站式服務自定角色 

PP. 新增一站式服務自定角色 

QQ. 刪除物件 

RR. 修改物件 

SS. 修改一站式服務自定物件 

TT. 刪除一站式服務自定物件（指定名稱者皆刪除） 

UU. 新增一站式服務自定物件 

(4) 選擇性流程 
無 

(5) 子流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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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狀況 
服務介接管理員指派平台服務管理員執行最上層之服務權限管理，平

台服務管理員再透過授權管理機制授權與各機關人員執行同機關及下

屬機關之授權。 

(7) 使用情境 

A. 服務介接管理員透過 OM 之人機介面指派平台服務管理人員 

B. 平台服務管理員透過 SE 提供之人機介面，執行群組、物件及角色

之新增及物件、群組、角色、人員之指派動作。 

C. 各機關人員經由平台服務管理員之委任後，取得授權。透過 SE 提

供之人機介面進行自定群組、角色之新增及下屬機關人員之委任授

權。 

2.2. 模組設計 

2.2.1. 模組功能及架構設計 

認證授權模組包含以下三大功能： 

 認證授權：主要提供符記(Token)為基礎之單一簽入、身份認證、權限

檢查及權限查詢。 

 單一簽入：使用者經過身分認證之後取得「認證符記」(Token1)
並以暫存記憶體形式儲存在使用者端以作為使用服務平台之服務

時之身分認證依據。在 Token1 有效期間且安全等級足夠之情況下

使用者不需再重新輸入密碼或是 IC 卡。並提供更新延長 Token1
生命週期功能。 

 身分認證：使用者透過入口網站對「身分認證」提出登入要求，

或是服務平台內其他模組呼叫「身分認證」功能時，提供身分認

證服務。使用者透過入口網站對「單一簽入服務」提出登入要求

時依照輸入之認證憑據（Credential）（包括帳號密碼，電子憑證）

使用此身分認證功能，透過 AM 確認帳號密碼狀態為合法可使用

狀態並透過 DS 取得認證所需資訊，如果檢查無誤便核發「認證符

記」(Toke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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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限檢查：服務平台內其他模組呼叫此「權限檢查」時進行「認

證符記」(Token1)時效性與合法性之檢驗，並根據「認證符記」

(Token1)以及服務識別碼檢查該使用者帳號在指定之一站式服務

或社群下的授權結果並回應「授權符記」(Token2)以完成授權動作。 

 權限查詢：服務平台內其他模組呼叫此「權限查詢」時進行「認

證符記」(Token1)時效性與合法性之檢驗並根據「認證符記」

(Token1)取得該使用者帳號在服務平台中被授權使用的服務識別

碼清單。 

 訊息安全：主要提供使用者使用 IC 卡登入所需要之客戶端安控元件。

以及提供訊息加/驗簽服務以完成 I3 安全性 SOAP 封包之封裝及拆封。 

 客戶端安控元件：使用者使用 IC 卡登入時產生 X509 Credential
所需要之客戶端安控元件。 

 與現行各 CA 之相容性及關聯：服務平台可以接受 GPKI(MOICA、
GCA、MOEACA、XCA、公務 CA)等政府憑證管理中心所發行之

憑證。使用者可使用憑證進行登入；而 GCA 所發之機關憑證將存

放於服務平台中提供與各機關通訊時加密驗簽之用。對於憑證之

有效性方面，認證授權模組會至各 CA 之儲存庫中取回所發行之

最新 CRL 進行比對。 

 安全性 SOAP 訊息封裝服務：提供 I3 進行安全性 SOAP 封包之封

裝服務，I3 提供欲加密資訊以及訊息接收方資訊，由訊息加密服

務使用接收方之電子憑證中之公開金鑰完成訊息加密。加密演算

法採 Triple DES CBC 112 bits 演算法。I3 提供欲加簽資訊由訊息加

簽服務使用服務平台私密金鑰完成訊息加簽產生訊息簽章。支援

X.509 V3 數位憑證來執行數位簽章。數位簽章演算法採 RSA 演算

法，其金鑰長度為 1024 bits，並配合雜湊函數 SHA-1 作訊息摘要。 

 安全性 SOAP 訊息拆封服務：LI 傳來之安全性 SOAP 封包透過本

功能使用服務平台私密金鑰解密。根據 SOAP 封包之訊息本文及

訊息簽章以及訊息傳送方資訊，再透過訊息驗簽服務，利用訊息

傳送方電子憑證中之公開金鑰完成訊息驗簽。 

 授權資訊儲存管理：主要提供 Role based 的委任授權管理機制；包含

角色管理、憑據等級管理、物件資源管理、人員授權管理、委任授權

機制、動作管理、服務授權資料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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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管理：一站式服務可自定其所需之角色，並為其分配所需之

權限，由角色來作整個系統之權限控管。經由此操作系統執行自

定角色之新增、移除、角色權限設定、角色互斥關係指定及角色

指派的動作。經由角色權限設定，可將物件群組指派給某一特定

角色，使得此角色擁有執行此群組內所有物件之權限。群組物件

指派的動作不限個數，即同一角色可同時持有數個物件群組。 

 憑據等級管理：經由此功能檢視此服務平台內之憑據等級。如某

等級以上之憑據可使用某服務。 

 物件資源管理：「物件」為一站式服務中最基礎之功能單位。透過

操作系統可執行物件之新增、修改、刪除及物件之指派。將數個

物件集合指派到一群組中。角色需透過群組指派才可使用此群組

中之物件功能，不可直接將物件直接指派給角色。透過操作系統

執行群組之新增，刪除，修改及包含物件的指派等功能。 

 人員授權管理：一站式服務之授權方式為以角色為主之多層次委

任授權架構。服務的註冊透過服務介接管理員註冊並指派平台服

務管理員，各服務的管理權限由平台服務管理員將權限經由角色

指派的方式下放至各機關。 

 委任授權機制：一站式服務經由服務介接管理員註冊進服務平台

後，可由平台服務管理員視需要在服務下自定角色、群組及物件

並設定其關聯性。機關人員需經由申請等步驟向平台服務管理員

申請使用及管理服務的權限。同樣的，機關人員亦可在受指派的

角色中再新增自定之角色及群組，並將平台服務管理員所授與之

權限視需要下放至所屬機關或下屬機關人員。 

 動作管理：服務平台在建置之初即需預先建置如使用、管理等預

設動作。如服務平台預設動作經各機關反應不足時，服務平台之

服務介接管理員可透過動作管理之操作介面進行服務平台動作之

新增之動作。一站式服務之所有物件上皆需帶有至少一個服務平

台上之動作，此動作代表被授權者可對授權標的物之權限及可行

使之行為。 

 服務授權資料匯出：提供服務授權資料匯出功能以便將指定服務

下之自訂角色，物件，物件群組，物件與物件群組之關聯性以及

角色與物件群組之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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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證
授
權

認證授權

單一簽入單一簽入 身分認證身分認證

權限查詢權限查詢 權限檢查權限檢查

授權資訊儲存管理

角色管理角色管理

人員授權管理人員授權管理
物件資源管理物件資源管理

憑據等級管理憑據等級管理

委任授權機制委任授權機制 動作管理動作管理

訊息加密訊息加密

訊息驗簽訊息驗簽

訊息安全

訊息解密訊息解密訊息加簽訊息加簽

客戶端安控元件客戶端安控元件

委任授權機制委任授權機制服務授權資料匯出服務授權資料匯出

 

圖 2-2：模組功能架構圖 

2.2.2. 模組系統流程（System Flow） 

說明本模組包含哪些系統流程項目 
模組系統流程名稱 描述說明 
認證授權 認證授權循序示意圖 
訊息安全 訊息安全循序示意圖 
授權資訊儲存管理 授權資訊儲存管理循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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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 認證授權 

 : OM/SE  : AA  : AM  : DS  : AADB  : OM

要求認證授權服務

進行身份檢查

發行認證授權符記(Token1/Token2)

確認帳號密碼狀態

透過OM進行稽核記錄

 

圖 2-3：認證授權模組認證授權循序示意圖 

2.2.2.2. 訊息安全 

 : I3  : AA  : OM

要求訊息安全服務

透過OM進行稽核記錄

 

圖 2-4：訊息安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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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T  : AA

使用客戶端安控元件

 

圖 2-5：訊息安全客戶端安控元件示意圖 

2.2.2.3. 授權資訊儲存管理 

 : OM/SE  : AA  : DS  : OM

要求授權管理服務

存取授權資訊

透過OM進行稽核記錄

 

圖 2-6：認證授權模組服務授權資訊儲存管理循序示意圖 

2.3. 外部介面關聯 

(1) 與平台入口之介面：提供平台入口認證授權、授權資訊儲存管理功能。 

(2) 與資訊交換基礎環境之介面：提供資訊交換基礎環境安全性 SOAP 訊

息封裝服務。 

(3) 與註冊服務之介面：要求註冊服務提供物件識別碼存取功能以完成授

權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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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目錄服務之介面：要求目錄服務提供認證授權及授權資訊儲存管理

所需要之目錄資料存取功能。 

(5) 與平台管理之介面：要求平台管理提供稽核紀錄管理功能。 

(6) 與入口網站之介面：提供入口網站客戶端安控元件。 

(7) 與帳號管理之介面：要求帳號管理提供帳號生命周期管理功能。 

與平台入口之介面
與資訊交換基礎環境之介面
與註冊服務之介面
與目錄服務之介面
與平台管理之介面
與入口網站之介面
與帳號管理之介面

目錄
服務

註冊
服務

資訊
交換
基礎
環境

平台管理

訊息安全

訊息解密

訊息加簽

認證授權

單一簽入 身分認證

權限查詢 權限檢查

平台
入口

訊息驗簽 訊息加密

客戶端安控元件

授權資訊儲存管理

角色管理憑據等級管理

動作管理

入口
網站

人員授權管理

物件資源管理

服務授權資料匯出

委任授權機制

帳號
管理

 

圖 2-7：模組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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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訊息與介面標準規範 

說明本模組以業務服務和技術規範的對應，所需的訊息流程及介面關

係 

3.1. 訊息與業務流程關聯 

說明本模組對應服務組合(SPP)的服務呼叫關聯性，包含 

(1) 本模組服務定義：Utility Services 

(2) 與業務服務對應的支援關係 

A. Solution：入口網服務(PT) 

B. Process Services：會員服務 

C. Capabilities：管理個人資料，身分轉換，憑證管理，單一簽入 

D. Core Services：用戶查詢，用戶管理， 授權，認證 

E.  Utility Services： 

(A) 本模組的服務： AA_認證授權，AA_授權管理，AA_訊息安

全 

(B) 呼叫本模組： SE_AAMediator，RS_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

I3_MessageExchange 

(C) 呼叫他模組： DS_認證授權 API 

F. Underlying Services：GP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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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_認證授權

AA_訊息安全

AA_授權管理

RS_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

RS_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

RS_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

DS_認證授權API
DS_註冊服務API

DS_目錄服務樹管理工具

RS_機關資訊查詢

DS_資料交換

EP_線上交易作業

EP_共同功能模組

OM_案號產生器

OM_事件預警通知

SI_ServiceFlowOrchestration

SE_RSMediator SE_AAMediatorSE_SIMediator

SE_OMMediator

LI_平台訊息交換

LI_介接閘道

I3_MessageExchange

GPKI GDS/XDS/MOEADS/人事行政局

認證授權用戶管理

單一簽入

用戶查詢

EP(電子付費服務)

管理個人資料 身分轉換 憑證管理

PT(會員服務)

LDAP Server (ADAM)

線上電子付費

RS_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

電子案號

AP

服務管控

EP_繳費管理作業

電子付費查詢

 
圖 3-1：服務組合(SPP)圖 

 

3.2. 訊息流程設計 

3.2.1. 訊息流程 

依據總規範所定義的訊息運作模式，依據不同目標使用不同之訊息

XML 標準。 
訊息流程 訊息 XML 
認證(憑證) X509 Credential 
授權符記 授權符記 Token2 
授權服務識別碼列表 服務識別碼列表 
授權功能列表 功能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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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認證(憑證) 訊息流程 

 : SE  : AA

X509 
Credential

Token1

 

圖 3-2：認證(憑證)訊息流程圖 

 

3.2.1.2. 授權符記訊息流程 

 : SE  : AA

授權符記
Token2

Token1, SID

 

圖 3-3：授權符記訊息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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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 服務識別碼列表訊息流程 

 : SE  : AA

服務識別碼
列表

Token1

 

圖 3-4：服務識別碼列表訊息流程圖 

3.2.1.4. 功能列表訊息流程 

 : SE  : AA

功能列表

Token1

 

圖 3-5：功能列表訊息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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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訊息 XML 設計 

說明本模組為何需要 XML 訊息，將 XML 訊息說明如後 
XML 訊息 說明 
X509 Credential 經過客戶端安控元件產生之結果(表 3-1~3-2) 
授權符記 Token2 經過服務平台簽章之授權結果(表 3-3~3-15) 
服務識別碼列表 授權可用服務識別碼列表(表 3-16~3-17) 
功能列表 授權可用功能列表(表 3-18~3-19) 

表 3-1：X509 Credential 
 
Credential 
 

X509 Credential 
 

├─    Context 受簽本文 
├─    X509Cert X509 憑證 BINARY STRING 

└─    DigitalSignatur
e 數位簽章 BINARY STRING 

表 3-2：X509 登入憑據(Credential) 
X509 登入憑據(Credential)    
功 能 說 
明 

用於使用者使用 X509 憑證登入時所需要產生送至平台入口(SE)之
訊息規格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Context R String 受簽本文 
X509Cert R String X509 憑證 
DigitalSignature R String 數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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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授權符記 Token2 

Token2  
    
├─ TokenInfo 符記資訊 

     |  ├─

── ID 符記單一識別碼 

     |  ├─

── SecureLevel 安全等級 

     |  └─ TimeStamp 時間戳記 
     |      |     
├─ issue_date 起始時間 

     |      |     
└─ expire_date 到期時間 

     |  └─

── HolderInfo 符記持有者資訊 

     |      |     
├─ Uid  身分證號 

     |      |     
├─ Account 帳號 

     |      |     
├─ SN  憑證序號 

     |      |     
├─ ISSUER 憑證發行 DN 

     |  └─

── SrvInfo 服務資訊 

     |            
├─── SID  服務識別碼 

     |            
├─── Roles 角色 

     |                    
└─── RoleOID 角色 OID 

     |            
└─── Objects 物件 

     |                    
└─── ObjectOID 物件 OID 

    └
─ Signature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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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edInfo 簽章資訊 

                  | 
├─ 

CanonicalizationMe
thod 正規化方法 

                  | 
├─ SignatureMethod 簽章方法 

                  | 
└─ Reference 參考項目 

                  |      
├─ DigestMethod 雜湊方法 

                  |      
└─ DigestValue 雜湊值 

               
└──  SignatureValue 簽章值 

              
├─ KeyInfo 憑證資訊 

                  | 
├─ X509Data X509 憑證 

     |                    
└─── 

X509Certific
ate X509 憑證 Base64 值 

(Legend：  表必要欄位且只出現一次; 表選擇性欄位;  LoopP 表多筆) 

表 3-4：授權符記(Token2) 
授權符記(Token2)    
功 能 說 
明 

用於認證授權服務(認證授權)將權限檢查結果送至平台入口(SE)之
訊息規格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TokenInfo R Aggregate 符記資訊 
Signature R Aggregate 簽章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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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TokenInfo 
TokenInfo 
功 能 說 

明 
符記相關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ID R String 符記單一識別碼 
SecureLevel R String 安全等級 
TimeStamp R Aggregate 時間戳記 
HolderInfo R Aggregate 符記持有者資訊 
SrvInfo  R Aggregate 服務資訊 

表 3-6：Signature 
Signature 
功 能 說 

明 
記錄簽章相關資訊與簽章值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SignedInfo R Aggregate 簽章資訊 
SignatureValue R String 簽章值 
KeyInfo R String 鍵值資訊 

表 3-7：Time Stamp 
TimeStamp 
功 能 說 

明 
記錄符記發放與過期時間的時間戳記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issue_date R String 符記發放時間 
expire_date R String 符記過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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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HolderInfo 
HolderInfo 
功 能 說 

明 
符記持有者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Uid R String 身分證號 
Account R String 帳號 
SN R String 憑證序號 
ISSUER R String 憑證發行 DN 

表 3-9：SrvInfo 
SrvInfo 
功 能 說 

明 
包括服務識別碼、角色與物件的服務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SID R String 服務識別碼 
Roles R Aggregate 角色 
Objects O Aggregate 物件 
 

表 3-10：Roles 
Roles 
功 能 說 

明 
角色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RoleOID R String 角色物件識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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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Objects 
Objects 
功 能 說 

明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ObjectOID O/Rep String 物件的物件識別碼 

表 3-12：SigndInfo 
SigndInfo 
功 能 說 

明 
包括正規化方法、簽章方法與雜湊的簽章相關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CanonicalizationMethod R String 正規化方法 
SignatureMethod R String 簽章方法 
Reference R Aggregate 參考項目 

表 3-13：Reference 
Reference 
功 能 說 

明 
記錄雜湊方法與雜湊值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DigestMethod R String 雜湊方法 
DigestValue R String 雜湊值 

表 3-14：KeyInfo 
Function 
功 能 說 

明 
鍵值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X509Data R String X509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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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X509Data 
Function 
功 能 說 

明 
X509 資料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X509Certificate R String X509 憑證 

表 3-16：服務識別碼列表 
 
SrvIDList 
 

 
 

└ 
─ SrvID 服務識別碼 

表 3-17：服務識別碼列表(SrvIDList) 
服務識別碼列表(SrvIDList)    
功 能 說 
明 

用於認證授權服務(認證授權)將服務識別碼清單送至平台入口(SE)
之訊息規格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SrvID R/Rep String 服務識別碼 

表 3-18：功能列表(FunctionList) 
 
FunctionList 
 

 
 

└ 
─ Function 功能 

             
├─ FunctionOID  功能 OID  

             
├─ FunctionName  功能名稱 

             
└─ FunctionURL 功能 URL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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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Function 
Function 
功 能 說 

明 
記錄功能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FunctionOID R String 功能物件識別碼 
FunctionName R String 功能名稱 
FunctionURL R String 功能 URL 位址 

3.3. 訊息介面標準 

認證授權功能模組為服務平台內部核心模組，所以聯外的模組為其他

核心模組，故介面可採用物件呼叫或是 Web Services 的呼叫方法。 

3.3.1. 訊息介面清單 

以下為認證授權功能模組訊息介面清單示意表： 
From/To 
Process 

Direc
tion 

Transpor
t  
Name 

Action
Type 
 

Interface 
Name 

Input/ Return 
Parameter 

平台入口

->認證授

權 

→

Req 
remoting Sync 平台入口要求/回應 

ICP_AA 
認證授權：(Input)
身分認證憑據 
授權資訊儲存管

理：(Input) 帳號

及授權管理資訊 

 

←

Rsp 
remoting Sync  認證授權：

(Return) 
Token1，授權符記

Token2， 授權服

務識別碼列表，授

權功能列表 
授權資訊儲存管

理：(Return)授權

管理管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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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交換

基礎環境

->認證授

權 

→

Req 
remoting Sync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要

求/回應 
ISoapSecurity 

訊息安全：(Input) 
SOAP 訊息  

 
←

Rsp 
remoting Sync  訊息安全：

(Return) SOAP 拆

封裝結果 
入口網站

->認證授

權 

→

Req 
remoting Sync 入口網站要求/回應 

AAAuthClient 
訊息安全：(Input) 
PIN Code 與受簽

本文 

 
←

Rsp 
remoting Sync  訊息安全：

(Return) 
X509Credent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