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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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訊息規範及各服務模

組所需之訊息，撰寫相關訊息技術規範，以做為各功能模組所需的訊息標

準之建置技術依據。 

1.2. 制定原則 

本文件主要適用在各服務模組所使用訊息流程的 XML 訊息的制定原

則。 

1.2.1. 技術原則(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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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Digital Signature 

(5) W3C XML Encryption 

(6) W3C SOAP 1.1 以上(含) 

(7) Web Services Security 1.0 以上(含) 

(8) W3C M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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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中標準： 

(1) W3C XML Digital Signature 

(2) W3C XML Encryption 

(3) Web Services Security 1.0 以上(含) 

(4) 以上標準版本需逐年檢視。 

1.2.2. 管理原則(Policy) 

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依據「電子化政府服務平台規範」之「應用訊息

規範」規定制訂以下管理原則： 

(1) 制訂 XML 綱要(XML Schema)時應遵循「應用訊息規範」與本標準之

規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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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須成立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研議小組，負責訊息標準相關事項的持續

監督與管理。 

(4) 統一管理 XML 綱要，並以資料字典統一管理 XML 綱要定義之元素

(Element)和命名空間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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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規範原則 

XML 具備元素(Element)與屬性(Attribute)的特性，本文件描述元素

(Element)或屬性(Attribute)時，會使用於[RFC2119]定義的關鍵術語進行

說明，並且於文中皆以粗斜體顯示，以明確定義元素與屬性在訊息交換標

準中的使用規範： 

 必須：表示於本文件中出現的元素/屬性定義「要求事項」要確實遵守。 

 應該：表示於本文件中出現的定義「要求事項」除非有特別的原因或

文件合法的理由說明，否則應遵守。 

 可以：也就是說於本文件中僅以選擇性的項目列出。 

1.2.4. XML 元素/屬性命名原則 

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XML Schema)的目的在於處理訊息交換的需求，

為因應我國情之需要，除了英文元素的使用外，亦可採用中文元素，但都

需遵守以下原則。 

英文元素/屬性命名原則 

(1) 英文元素/屬性必須為有意義的字串或字串的集合，例

如：＂<AgencyName>戶政司</AgencyName>＂。 

(2) 英文元素首字母必須大寫；英文屬性首字母必須小寫，例

如：＂<AgencyName zipCode=＂100＂>戶政司</AgencyName>＂。 

(3) 元素或屬性的簡寫/縮寫應該為一般政府機關、民眾或商業上普遍採用

之名稱，例如：＂<OID> 2.16.886.101.20003.20001.20033<OID>＂。 

(4) 在本文件中對元素/屬性皆會進行說明，作為未來以資料字典管理 XML 

Schema 與元素的建置基本單元。 

(5) 服務平台之 XML 資料交換文件，應該以英文元素/屬性命名為主；當有

特殊需求而需採用中文元素時，必須遵守[中文元素/屬性]命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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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元素/屬性命名原則 

(1) 服務平台以 XML 格式進行資料交換時，應該使用英文元素。 

(2) 中文元素/屬性的命名必須為有意義的詞彙(字 、詞的集合)。 

(3) 中文元素/屬性的命名字集範圍建議為「BIG5」、「BIG5E」與「UTF-8」，

且應該為常見字集，避免特殊字集或自造字的中文元素命名必須以向

ISO10646 登記的 CNS1164 字集為正式最終字元為限。由於元素並非資

料內容(例如：<姓名>、<身分證字號>等)，因此建議原則上應以系統

常見、易懂之字集為主，而且非必要盡量不要使用自造字作為元素名

稱。 

1.2.5. XML Schema 設計原則 

XML Schema 設計原則依據「電子化政府服務平台規範」中「應用訊息

規範」之「應用訊息的制訂原則」延伸。 

(1) 一份 XML Schema 必須依照 W3C XML Schema 的規定，並且必須是形式

合法的 XML 文件 (Well-Formed XML Documents)，而當 XML Schema

有交互參照時(例如 import 另一份 XML Schema)，也必須通過驗證。 

(2) 在一份 XML Schema 檔案中，英文元素/屬性與中文元素/屬性應該不要

混用(同時出現)。 

(3) 在 XML Schema 中如有需要自訂型式(Type)時(例如：simpleType、

complexType)，應該以英文(首字母小寫)命名：例如： 

<simpleType name=＂dateType＂> 

(4) 在不同份的 XML Schema 中，當對於同義的元素應該採用相同的名稱(繼

承其元素)，避免因名稱而造成多份 XML Schema 參照時，造成元素索

引的混淆。 

(5) 使用命名空間，並且每一份 XML Schema 的命名空間必須是能作為識別

並依「電子化政府服務平台規範」的命名規則命名。 

(6) W3C 的 XML Schema 的命名空間必須被保留(qualified)，並且前置字串

(prefix) 必須為＂xsd＂或＂xs＂，例如： 

xmlns:xsd="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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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前置字串應該為英文小寫。 

(8) 為避免當中文字碼 CNS11643 以 XML 元素表示，而字元長度不固定的問

題，當元素填入的值可能包含 BIG5 與 BIG5E 以外中文字時，應不限長

度。 

(9) XML Schema 的＂elementFormDefault＂ 必須設

為＂qualified＂，＂attributeFormDefault＂應該設

為＂unqualified＂。 

1.3. 適用範圍 

本案制定 XML 綱要訊息標準的範圍如下： 

(1) 服務平台互通性訊息 

訂定服務平台與既有系統之間以 Web Services 技術進行資料傳輸

之 SOAP 訊息格式，擴充 SOAP 訊息規格以滿足服務平台之資料交換

需求。 

(2) 服務平台服務訊息框架 

服務訊息框架為服務平台與既有系統提供之服務(網路服務)所提

供之統一訊息格式，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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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服務平台服務導向的服務組合訊息 

以服務導向設計服務平台之服務組合訊息，服務訊息所採用的

XML 的服務訊息格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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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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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訊息模組技術規範 
 

  6 

 

圖 1-1：規範導讀架構 

1.5. 參考文獻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台規範 v.4.02 

 平台_訊息交換標準_v1.06(原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_v1.06) 

 系統需求規範書_平台各模組功能增進(R2.3)_v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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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訊息架構說明 

2.1. 訊息架構說明 

應用訊息主要制定跨機關或跨系統間的標準訊息格式，應用於電子化

政府的線上服務,可利用線上服務應用系統的＂前端服務使用端＂發出服

務要求訊息，藉由 e 政府服務平台的＂中間服務平台端＂扮演訊息轉派及

流程彙整作業，整合到機關端的＂ 後端服務提供端＂回應服務訊息給需求

端。 所以應用訊息的制定可以依據使用機關、訊息規範及訊息種類分為含

下列三個主要象限及項目: 

(1) 應用訊息應用機關:  

A. 前端服務使用端: 創新 e化服務,資訊中介 

B. 中間服務平台端: 彙整服務訊息及派送 

C. 後端服務提供端:機關端既有系統 

(2) 應用訊息規範： 

A. 訊息標準：說明訊息採用 Web Services 的標準 

B. 訊息框架：說明訊息框架的訊息流程及訊息綱目。 

C. 訊息安全：說明訊息安全性 

D. 訊息介面：主要描述跨平台或跨系統的訊息標準 

(3) 應用訊息種類: 

A. 訊息標準：平台互通性訊息標準 

B. 訊息框架：平台服務訊息框架,機關服務訊息框架 

C. 訊息安全：跨機關訊息標準 

D. 訊息介面：服務組合訊息，既有系統標準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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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說明應用訊息的應用整體架構： 

 

圖 2-1：應用訊息的應用整體架構 

2.2. 文件架構說明 

(1) 服務平台互通性訊息 

將於第 3 章節說明互通性標準及訊息安全，可提供服務平台與既有

系統之間以 Web Services 技術進行資料傳輸之 SOAP 訊息格式，擴充

SOAP 訊息規格以滿足服務平台之資料交換需求。同時對訊息安全標準

的規範說明使用原則。同時也針對服務平台與既有系統轉接介面(I3-LI)
此互通性訊息標準說明。 

(1) 服務平台服務訊息框架 

將於第 4 章節說明平台服務訊息框架及機關服務訊息框架，可提供

前端應用系統與服務平台及既有系統提供之服務訊息互通框架之統一

訊息格式。 

(2) 服務平台服務導向的服務組合訊息 

以服務導向設計服務平台之服務組合訊息，服務訊息所採用的

XML 的服務訊息格式。並包含 LI 與 LS 間的既有系統標準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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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平台互通性訊息 

3.1. 整體概述 

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為服務平台所訂定之平台互通性訊息標準，定義

了標準化、可靠與安全的封裝訊息模組；涵蓋範圍包含服務平台互通性模

組、五大行政資訊系統訊息模組與電子支付模組，如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

源。所示。 

訊息標頭

安全訊息

可靠傳輸訊息

訊息流程

訊息路由資訊

服務訊息

SOAP標頭(Header)

SOAP信封

服務訊息框架

SOAP主體(Body)

訊息附件資訊

訊息標頭

安全訊息

可靠傳輸訊息

訊息流程

訊息路由資訊

服務訊息

SOAP標頭(Header)

SOAP信封

服務訊息框架

SOAP主體(Body)

訊息附件資訊

互通性
訊息模組

五大行政資訊系統
訊息模組

電子支付
訊息模組

服務訊息
框架模組

Use by

Use byReference by

 

圖 3-1：SOAP 訊息結構圖 

服務平台對外進行資料交換時以上圖所示之訊息結構組成 XML 訊息進

行資料交換；其中互通性模組，也就是 SOAP 標頭(SOAP Header)擴充的部

分在於確保服務平台與既有系統轉接界面端能安全並且順利地進行資料交

換；而 SOAP 本文(SOAP Body)的部分則是服務訊息的載具，承載實際交換

的服務內容、電子支付的訊息或服務執行結果等實際的服務執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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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SOAP標頭(SOAP Header)在國際標準WS-* 的持續演進和成熟的發

展中，建議研議可採用的標準，以持續性地針對政府資料標準基礎建設進

行追蹤與研訂。 

WS-* 架構標準如圖 3-2 所示，目前橘色區塊是平台互通訊息已採用的

標準，淺藍色區塊是建議可採用的標準，納入後可以對訊息標準的制定原

則和使用範圍更能廣泛的應用，深藍色區塊為觀察標準，可持續觀察其標

準訂定狀況與普及程度。 

 

圖 3-2：WS-* 架構標準 

3.2. SOAP 延伸架構 

現有 SOAP 訊息格式的延伸必須完成訊息的完整性、訊息的機密性傳

閱，以及單一訊息驗證。以下為必須達成的關鍵功能： 

(1) 以 SOAP 標準為基礎的延伸。 

(2) 單一文件模型。 

(3) 封裝 X.509 v3 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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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能力選取要數位簽署的訊息項目。具備彈性讓中介 (Intermediary) 

隨服務鏈將數位簽章加入 Header/Body 元素中。 

(5) 有能力消除「重新執行 (Replay)」的導因。 

(6) 採用 Triple-DES 加密訊息 (多重數位簽章/單一加密)。 

3.2.1. 假設前提 

此假設前提是針對 SOAP 訊息格式的必須達成的關鍵功能為限： 

(1) 取得包括有服務票證(ticket)或憑證(certificate)的有效安全性憑

證(token)的信任基礎結構。 

(2) Triple-DES 所需的 Out-Of-Band 金鑰交換模型。 

(3) 呼叫者和接收者之間關於訊息驗證和到期的 Out-Of-Band 時間同步

處理。 

(4) 授權驗證程序。 

3.2.2. 封裝規格 

服務平台互通性訊息模組(以下簡稱 cpML)依據 SOAP1.1 的訊息信封

(Envelope)進行訊息封裝(Message package)。SOAP1.1 是 W3C 已確認的標

準並且已被廣泛實作，隨著 SOAP 1.2 建議標準的日益成熟，未來亦須支援

W3C SOAP 1.2 規格，以滿足電子化政府提供民眾安全且多元化服務的需求。 

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顯示在cpML平台上使用標頭延伸的整體 SOAP 

訊息結構。訊息格式是以 2000 年 5 月 8 日的 W3C SOAP 1.1 規格為依

據 (http://www.w3.org/TR/soap11/)。 

因需要有訊息保護及適當的鏈結證明，故本規格會涵蓋並討論現有 

SOAP Header 之不同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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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P Envelope
SOAP Header

SOAP Body

Message Order Header

Message Header

Acknowledgement Header

Error Info Header

Security Header

Signed Payload

Manifest

 

圖 3-3：服務平台互通性訊息模組結構圖 

(1) 訊息標頭(MessageHeader)單元為必要元素，此元素主要放置一些共通

訊息(服務交易資訊、時間戳記等)的元素。 

(2) 安全性資訊 (Security Info) 單元為可選擇性元素，一種現有 SOAP 

Header 的延伸，透過訊息完整性、訊息機密性，以及單一訊息驗證來

提供品質保護。此種延伸也將安全性權杖與 SOAP 訊息相關聯。 

(3) 錯誤通知(ErrorInfo) 單元為可選擇性元素，錯誤通知(ErrorInfo)元

素為當既有系統轉接介面(Legacy Interface)在處理訊息時發生錯誤

情況，必須回報給訊息發送端(服務平台)。 

(4) 回條 (Acknowledgment) 單元為可選擇性元素，根據服務協定

(Service Agreement)中的設定，當訊息發送端需要訊息接收端在收到

服務請求訊息時，回覆一訊息回條，以滿足訊息發送端的需求(e.g.,

可靠性傳送)，則可利用回條元素(Acknowledgment)進行訊息回覆的通

知。 

(5) 訊息序列 (MessageOrder) 單元為可選擇性元素，訊息序列元素

(MessageOrder)提供訊息發送端可以將發送的訊息進行排序的動作，

以便讓訊息接收端能依照訊息順序進行處理。當有此訊息排列的需求

時，則訊息接收端一定要進行訊息重複性(Duplicate Elimination)的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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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件 (Manifest) 單元為可選擇性元素，當夾帶附件之訊息採用 MIME

附件封裝規格時，附件元素(Maiinfest)為該訊息之附件在 SOAP 標頭

做為參照之部分，以便在處理訊息時，可分辨出訊息中之每一則附件。 

(7) 已簽署的承載 (Signed Payload)單元為一種將進行數位簽署以求得訊

息完整性的指定元素。存在 SOAP Body 中的多個項目可分別由不同的

數位憑證個別進行數位簽署。 

3.2.3. 附件封裝規格 

跨機關訊息交換需附件夾檔時，附件封裝規格以 MTOM 或 Base64 

encoding 之方式實做。服務平台必須支援以上二種附件封裝規格，各機關

須自行訂定欲採用之附件封裝規格。 

 MTOM 

MTOM 在[SOAP1.2]中加以定義。由於 SOAP with Attachments（SwA）

和 Microsoft 的 DIME（Direct Internet Messaging Extensions，都

還沒有被業界廣泛採用，在 SOAP1.2 中 W3C 提出了以 MTOM（Message 

Transmission Optimization Mechanism）和 XOP（XML-Binary 

Optimized Packaging）做為進行 XML 二進位編碼之標準，如圖中 XOP

傳送過程進行序列化和反序列化作業。 MTOM 定義了「傳輸優化」特

性以便可以透過SOAP傳輸Binding優化訊息傳輸效能。MTOM使用 HTTP 

和 XOP 傳送 MIME 信封中的各個二進位資訊和 SOAP 訊息，以減少使

用頻寬和訊息編碼和解碼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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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TOM，二進位字元值會以 MIME 附件的方式傳送，而且這些值會

受到 SOAP 訊息內文的參考。通常來說，由於 XML 1.0 只允許特定的字元

範圍 (舉例而言，多半 < 0x20 的字元都不會被包含在 XML 文件中)，二

進位資料會透過 base64 編碼演算法轉為 ASCII 字元 (請參閱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se64)。而轉換後 base64 編碼資料會

比原始二進位資料還長大約百分之三十三。MTOM 其實就是另一種編碼演算

法，由於它不會帶來大小擴張的弊病，因此傳送資料大小比較小。唯有在

頻寬限制大到會影響訊息的時候，傳送大小才會是個問題。 

範例 

<getFileResponse> 

  <fileName>Winter.jpg</fileName> 

  <fileData> 

    <xop:Include href="cid:1.632536037467392@example.org" /> 

  </fileData> 
</getFileResponse> 

其中 cid:1.63253603746739  代表在 MIME 界限 

cid:1.63253603746739 包含來自伺服器的 winter.jpg 檔案的二進位資

料。 

另外藉由＂ Resource Representation SOAP Header Block” 的定義可以

解決送端和收端不一致的頻寬能力, 它可以使用 Base64-encode data 轉換

附件格式並於 SOAP  Header 進行 xmlmime:contentType 屬性定義。 

範例 

<soap:Envelope xmlns:soap='http://www.w3.org/2003/05/soap-envelope'  

               xmlns:rep='http://www.w3.org/2004/08/representation'  

               xmlns:xmlmime='http://www.w3.org/2004/11/xmlmime'> 

         <soap:Header> 

           <rep:Representation resource='http://example.org/me.jpg'> 

           <rep:Data xmlmime:contentType='image/jpeg'>/aWKKapGGyQ=</rep:Data> 

           </rep:Representation> 

         </soap:Header> 

</soap:Enve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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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訊息模組技術規範 
 

  15 

 Base64 encoding 

Base64 encoding 在[SOAP1.1]中加以定義。使用由[RFC 2045]定

義的 base64 演算法，服務提供端可運用 base 64 encoding 將附件嵌

入作為元素或屬性內容來傳送訊息；服務需求端再利用 base64 

decoding 將訊息內之附件取出。此法會產生較大之網路傳輸量，因此

其效能表現較 DIME 及 MIME 差。 

由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所示，在服務訊息框架中可將附件以

base64 encoding 的方式視為元素或屬性內容嵌入在

ServiceDetailInfo 的欄位內，應用系統間需自行定義對應之處理方

式。 

SOAP Envelope
SOAP Header

SOAP Body

Message Order Header

Message Header

Acknowledgement Header

Error Info Header

Security Header

Signed Payload

Base64 encoding data

 

圖 3-4：SOAP ENVELOPE WITH BASE64 ENCODING ATTACHMENT 
 

範例 

<picture xsi:type="SOAP-ENC:base64"> 

sU3yk3AI7s84Ia7j6xUl685PG4g.41j6xuL3So==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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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XML 前言(Prolog) 

 XML 宣告 

XML 宣告可以出現在 SOAP 訊息中，但如果 SOAP 訊息有宣告 XML

時，就必須包含版本(version)的宣告與編碼(encoding)的宣告，如下

表所示： 

表 3-1：XML 宣告範例表 

Content 

Type: text/xml; charset=＂UTF8＂ 

<? xml version=＂1.0＂ encoding=＂ UTF8＂ ?>    

 編碼宣告(encoding declaration) 

如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所述，當在 XML 的前言宣告編碼型態

時，在之前的例子中，charset 的型態為＂ UTF-8＂，因此 XML 的編碼

型態為＂ UTF-8＂。建議在 SOAP 訊息中以＂ UTF-8＂編碼。 

3.2.5. SOAP Envelope 延伸 

XML 文件中的 SOAP 訊息是由一個強制性的 SOAP Envelope、一個或

多個選用性的 SOAP Header，以及一個強制性的 SOAP Body 所構成。此 XML 

文件會在本規格接下來的章節參照成 SOAP 訊息。在此小節中所定義之元

素和屬性的命名空間識別項為 

"http://schemas.xmlsoap.org/soap/envelope/"。SOAP 訊息包含下列項

目： 

(1) Envelope 是代表訊息的 XML 文件最上方的元素。 

(2) Header 是一種不需要事先在溝通雙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以非集中化

的方式將功能加入 SOAP 訊息的標準機制。SOAP 會定義一些屬性，

用來指示誰該處理功能，以及它是屬於選用性還是強制性。 

(3) Body 是一種容器，裝有打算給訊息最終接收者的強制性資訊。 

 命名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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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平台互通性訊息模組(以下簡稱 cpML) 預設之命名空間與前

置字串宣告為： 

xmlns:cp=http://www.gov.tw/CP/envelope 

 SOAP Envelope 元素 

 元素名稱必須為「Envelope」。 

 元素必須呈現在 SOAP 訊息中。 

 元素可以包含命名空間宣告，以及額外屬性。如果有這類額外屬

性的話，則必須保留命名空間。同樣地，元素可以包含額外的子

元素。如果有這些元素，則必須保留命名空間，而且必須跟隨在 

SOAP Body 元素之後。 

 SOAP Header 元素 

 元素名稱必須為「Header」。 

 元素可以呈現在 SOAP 訊息中。如果有出現該元素，則必須是 

SOAP Envelope 元素後續第一個子元素。 

 元素可以包含一組每個都是 SOAP Header 元素後續子元素的 

Header 項目。所有 SOAP Header 元素的後續子元素都必須保留

命名空間。 

 SOAP Body 元素 

 項目名稱必須為「Body」。 

 項目必須呈現在 SOAP 訊息中，而且必須是 SOAP Envelope 元素

的後續子元素。它必須直接跟隨在 SOAP Header 元素之後 (如果

有的話)。否則它必須是 SOAP Envelope 元素後續第一個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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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可以包含一組每個都是 SOAP Body 元素後續子元素的 Body 

項目。SOAP Body 元素的後續子元素可以保留命名空間。SOAP 會

定義 SOAP Fault 元素，此可用來指出錯誤訊息。 

 SOAP 延伸 

藉由使用 SOAP 延伸模型，此規格乃設計用來互相組合以提供豐

富的訊息環境。 

所有即將加入目前 SOAP Header 的延伸將分成六類： 

 訊息標頭(MessageHeader)單元 

 安全性資訊 (Security Info) 單元 

 錯誤通知(ErrorInfo) 單元 

 回條 (Acknowledgment) 單元 

 訊息序列 (MessageOrder) 單元 

 附件 (Manifest) 單元 

3.3. 服務平台互通性訊息 (cpXML)延伸 SOAP 元素 

3.3.1. 訊息標頭單元 

(1) cpXML 中的所有 SOAP 訊息都必須使用 POST 命令經由 HTTP 通訊協

定傳輸。 

(2) 可以指定以供區別的連接埠。 

(3) Content-Type 必須設為 text/xml; charset=＂utf-8＂。(錯誤! 找

不到參照來源。) 

(4) SOAPAction 必須以空值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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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CPXML 訊息標頭圖 

訊息標頭(MessageHeader)元素為必要元素，必須放置在 SOAP 標頭

(SOAP Header)之中。此元素主要放置一些共通訊息的元素。該元素中所屬

的欄位與子元素分別描述如下。 

(1) 元素屬性 

A. ID 
訊息內容清單元素的識別碼，以便在該訊息中能利用此識別碼找到

此元素。 

(2) 子元素 

A. From 
每一個標頭元素包含一個 From 元素。記錄此訊息發送端的機關識

別碼，以機關在註冊服務中所代表的識別碼為主。 

B. To 
每一個標頭元素包含一個 To 元素。記錄此訊息接收端的機關識別

碼，以機關在註冊服務中所代表的識別碼為主。 

C. Service 
每一個標頭元素包含一個 Service 元素。記錄此服務請求訊息所請

求的服務項目，以服務簡歷(Service Profile)代碼為內容。 

D. ServiceAgreemen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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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標頭元素包含一個 ServiceAgreementID 元素。記錄此服務請

求訊息所對應的服務協定，以服務協定(Service Agreement)代碼為

內容。 

E. ConversationID 
每一個標頭元素包含一個 ConversationID 元素。記錄此次訊息所對

應的對話識別碼。每一次服務請求端與服務提供端為了完成某一項

服務請求，所進行的訊息交換過程稱之為一個對話。 

F. MessageInfo 

每一個標頭元素包含一個 MessageInfo 元素。此元素描述此訊息的

基本訊息，包含的資訊元素如下： 

(A) MessageID 
每一個 MessageInfo 元素包含一個 MessageID 元素。記錄此

次服務請求訊息的唯一識別碼。 

(B) Timestamp 
每一個 MessageInfo 元素包含一個 Timestamp 元素。記錄此次

訊息發送的時間。 

(C) RefToMessageID 
每一個 MessageInfo 元素包含零個或一個 RefToMessageID 元

素。當此為回應訊息，回應之前某一個訊息時，則此元素可

記錄該先前訊息的訊息代碼，若不是回應訊息，則此元素可

以不需存在。但是當此為錯誤訊息時，則此元素必須存在，

並且紀錄發生錯誤的訊息代碼。 

(D) TimeToLive 
每一個 MessageInfo 元素包含零個或一個 TimeToLive 元素。

此元素記錄此訊息的有效期限。 

(E) Version 

每一個 MessageInfo 元素包含一個 Version 元素。記錄此次

訊息遵循的版本編號。 

G. DuplicateElimination 
每一個標頭元素包含零個或一個 DuplicateElimination 元素。當

此元素出現時，則表示訊息接收端必須對此訊息做重複性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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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Description 
每一個標頭元素包含零個或多個 Description 元素。此元素主要可

以放入一些可讀性高的說明內容，以便將來系統管理者可以進行檢

視。 

(3) 範例 

3.3.2. 安全單元 

為了宣告 SOAP 訊息中的識別，將採用 WS-Security 的延伸。當 SOAP

訊息包含安全單元之訊息時，必須遵循以下事項： 

(1) cpXML 中的所有 SOAP 訊息的安全單元必須承載已簽署的安全性權杖 

(Security Token)。(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 

(2) 必須為 wsse:Security 元素設定 “soap:mustUnderstand="1"＂ 屬

性。(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 

(3) 為求訊息機密性，所有的 SOAP 訊息的安全單元都必須在 XML 

Encryption 模型之後使用 Triple-DES 進行簽署後再加密。 

 

 

<soap:Header> 

<cp:MessageHeader cp:id=＂…＂ soap:mustUnderstand=＂1＂> 

 <cp:From>2.16.886.101.20003.20022</ cp:From> 

 < cp:To>2.16.886.101.20003.20001.20033</ cp:To> 

 < cp:Service>SPID_987123654</ cp:Service> 

 < cp:ServiceAgreementID>SAID_123654789</ cp:ServiceAgreementID> 

 < cp:ConversationID>ConversationID_20030123</ cp:ConversationID> 

 < cp:MessageInfo> 

  < cp:MessageID>Message_00512</ cp:MessageID> 

  < cp:Timestamp>2001-12-17T09:30:47.0Z</ cp:Timestamp> 

  < cp:TimeToLive>2001-12-17T09:30:47.0Z</ cp:TimeToLive> 

  < cp:Version>1.0</ cp:Version> 

 </ cp:MessageInfo> 

 < cp:DuplicateElimination/> 

 < cp:Description>This is a sample message</ cp:Description> 

</cp:MessageHeader> 

</ soap: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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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服務平台互通性訊息之安全規格圖 

以下為 WS-Security 內之訊息安全性權杖 (Security Token) 必須符

合之規格： 

(1) 必須使用 X.509 二進位安全性權杖 (BinarySecurityToken)進行安

全性宣告。(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 

(2) 必須指定 ValueType=＂wsse:X509v3＂屬性。(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

源。) 

(3) 必須指定 EncodingType=＂wsse:Base64Binary＂。(錯誤! 找不到參

照來源。) 

<soap:Envelope 
   xmlns:soap="http://schemas.xmlsoap.org/soap/envelope/"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mlns:xsd="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soap:Header> 
    <wsu:Timestamp 
        xmlns:wsu="http://docs.oasis-open.org/wss/2004/01/oasis-200401-wss-wssecurity-utility-1.0.xsd"> 
  . . . 
  . . . 
  . . . 
    </wsu:Timestamp> 
    <wsse:Security soap:mustUnderstand="1" 
        xmlns:wsse="http://docs.oasis-open.org/wss/2004/01/oasis-200401-wss-wssecurity-secext-1.0.xsd"> 
      <wsse:BinarySecurityToken ValueType="wsse:X509v3" EncodingType="wsse:Base64Binary" 
          xmlns:wsu="http://docs.oasis-open.org/wss/2004/01/oasis-200401-wss-wssecurity-utility-1.0.xsd" 
          wsu:Id="SecurityToken-f6f96b4b-23c5-421e-92ff-f1050d531e82"> 
        MIIGkzCCBXugAwIBAgIK ... 39Vmjd20Lw== 
      </wsse:BinarySecurityToken> 
  . . . 
  . . . 
  . . . 
    </wsse:Security> 
  </soap:Header> 
  <soap:Body wsu:Id="Id-24cc3660-6f1a-41fe-a949-71d7ed9fc636" 
      xmlns:wsu="http://docs.oasis-open.org/wss/2004/01/oasis-200401-wss-wssecurity-utility-1.0.xsd"> 
    <PersonalHello xmlns="http://tempuri.org/" /> 
  </soap:Body> 
</soap:Enve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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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必須指定 wsu:Id 以作為安全性權杖參考之用。(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

源。) 

 

 

 

圖 3-7：服務平台互通性訊息之 BINARYSECURITYTOKEN 圖 

3.3.3. 錯誤通知(ErrorInfo)單元 

錯誤通知(ErrorInfo)元素為可以選擇性元素，必須放置在 SOAP 標頭

(SOAP Header)之中。 

錯誤通知(ErrorInfo)元素在處理訊息時發生錯誤情況，必須回報給訊

息發送端，則可利用此章節所描述之錯誤控制單元元素，進行錯誤訊息的

通知。需特別說明的是，此處所描述的錯誤情況為應用系統層面，而非 SOAP

訊息處理層面，因為 SOAP 訊息處理層面所發生的錯誤訊息會利用 SOAP 錯

誤訊息(Fault Message)進行回報訊息發送端的動作。 

錯誤訊息中的訊息標頭(MessageHeader)必須有 RefToMessageID 的元

素描述發生錯誤的訊息代碼。該元素中所屬的欄位與子元素分別描述如下。 

(1) 元素屬性 

A. ID 
錯誤通知元素的識別碼，以便在該訊息中能利用此識別碼找到此元

素。 

B. mustUnderstand 
此欄位值固定設定為『true』，代表此錯誤通知元素所描述的意義，

訊息接收端必須要解譯。 

C. highestSeverity 

紀錄在 ErrorInfo 所紀錄的錯誤元素中，嚴重性(severity)最高的

屬性。 

<wsse:BinarySecurityToken 
    ValueType="wsse:X509v3" 
    EncodingType="wsse:Base64Binary" 
    xmlns:wsu="http://docs.oasis-open.org/wss/2004/01/oasis-200401-wss-wssecurity-utility-1.0.xsd" 
    wsu:Id="SecurityToken-f6f96b4b-23c5-421e-92ff-f1050d531e82"> 
  MIIGkzCCBXugAwIBAgIK ... 39Vmjd20Lw== 
</wsse:BinarySecurity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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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子元素 

A. Error 
每一個錯誤通知元素(ErrorInfo)元素可以包含一個或多個錯誤

(Error)元素，以描述發生的錯誤資訊。錯誤(Error)元素的屬性如

下: 

(A) ID 
錯誤通知元素的識別碼，以便在該訊息中能利用此識別碼找

到此元素。 

(B) ErrorCode 
紀錄錯誤代碼，以說明錯誤情況。 

(C) Severity 
紀錄錯誤嚴重性，目前可用的元素值有兩種: 

a. Warning 

b. Error 

(D) Location 
紀錄錯誤發生處，可利用 XPoint 與 URI 的方式表達錯誤發生

處。 

(E) 每一個錯誤(Error)元素包含下列子元素: 

a. Description 

提供描述性文句說明錯誤情形。 

(3) 範例 

< soap:Header> 

<cp:ErrorInfo cp:id=＂…＂ soap:mustUnderstand=＂1＂  

cp:highestSeverity=＂Error＂> 

 < cp:Error cp:id=＂Sample_01＂ cp: errorCode=＂SecurityFailure＂  

cp:severity=＂Error＂  cp: location=＂URI_of_ds:Signature＂> 

  < cp:Description>This is a sample ErrorInfo Element</ cp:Description> 

 </ cp:Error> 

</ cp:ErrorInfo> 

</ soap: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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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回條單元(Acknowledgment) 

回條元素(Acknowledgment)為可選擇性元素，必須放置在 SOAP 標頭

(SOAP Header)之中。 

根據服務協定(Service Agreement)中的設定，當訊息發送端需要訊息

接收端在收到服務請求訊息時，回覆一訊息回條，以滿足訊息發送端的需

求(e.g., 可靠性傳送)，則可利用回條元素(Acknowledgment)進行訊息回

覆的通知。 

該元素中所屬的欄位與子元素分別描述如下： 

(1) 元素屬性 

A. ID 
回條元素的識別碼，以便在該訊息中能利用此識別碼找到此元素。 

B. mustUnderstand 

此欄位值固定設定為『true』，代表此回條元素所描述的意義，訊

息接收端必須要解譯。 

(2) 子元素 

A. Timestamp 
紀錄收到服務請求訊息的時間。 

B. RefToMessageID 

紀錄收到服務請求訊息的訊息代碼。 

C. From 

紀錄發送回條的機關識別碼。 

(3) 範例 
< soap:Header> 

< cp:Acknowledgment cp:id=＂…＂ soap:mustUnderstand=＂1＂> 

 < cp:Timestamp>2001-12-17T09:30:47.0Z</ cp:Timestamp> 

 < cp:RefToMessageID>Message_00512</ cp:RefToMessageID> 

< cp:From>GovOffice_013579</ cp:From> 

</ cp:Acknowledgment > 

< /soap: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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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訊息序列單元 

訊息序列元素(MessageOrder)為可選擇性元素，必須放置在 SOAP 標頭

(SOAP Header)之中。 

訊息序列元素(MessageOrder)提供訊息發送端可以將發送的訊息進行

排序的動作，以便讓訊息接收端能依照訊息順序進行處理。當有此訊息排

列的需求時，則訊息接收端一定要進行訊息重複性(Duplicate Elimination)

的檢查。 

該元素中所屬的欄位與子元素分別描述如下。 

(1) 元素屬性 

A. ID 
訊息序列元素的識別碼，以便在該訊息中能利用此識別碼找到此元

素。 

B. mustUnderstand 
此欄位值固定設定為『true』，代表此標頭元素所描述的意義，訊

息接收端必須要解譯，否則需發送錯誤訊息給訊息發送端。 

(2) 子元素 

A. SequenceNumber 
紀錄此訊息的順序編號，以便讓訊息接收端可以依據此元素進行排

序的動作。此元素值在同一個服務對話(Service Conversation)，

亦即同一個 ConversationID 內必須為唯一。 

SequenceNumber 元素包含一個屬性：Status，可以紀錄此訊息為第

一個訊息還是接續的訊息，有兩種欄位值可供設定： 

(A) Reset 
當發送的訊息是某一個服務對話(Service Conversation)的

第一個訊息時，則可利用此屬性值設定此訊息的順序為 1。 

(B) Continue 
當發送訊息不是第一個訊息時，則可利用此屬性值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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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範例 

3.3.6. 附件單元(Manifest) 

附件元素(Mainfest)為可選擇性元素，必須放置在 SOAP 標頭(SOAP 

Header)之中。 

當夾帶附件之訊息採用 MIME 附件封裝規格時，附件元素(Maiinfest)

為該訊息之附件在 SOAP 標頭做為參照之部分，以便在處理訊息時，可分辨

出訊息中之每一則附件。 

該元素中所屬的欄位與子元素分別描述如下： 

(1) 元素屬性 

A. ID 
附件元素的識別碼，以便在該訊息中能利用此識別碼找到此元素。 

B. mustUnderstand 
此欄位值固定設定為『true』，代表此標頭元素所描述的意義，訊息

接收端必須要解譯，否則需發送錯誤訊息給訊息發送端。 

(2) 子元素 

A. Reference 
記錄附件之相對應參照。建議參考 xlink 方式做附件之相對應參照。 

< soap:Header> 

< cp:MessageOrder  cp:id=＂…＂ soap:mustUnderstand=＂1＂> 

 < cp:SequenceNumber cp:status=＂continue＂> 

  00000010 

</ cp: SequenceNumber > 

</ cp:MessageOrder > 

</ soap: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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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範例 

3.3.7. 服務訊息處理 

為了防止入侵者「重新執行」訊息導致 DOS (Denial of Services)，

必須為所有處理 cpXML 訊息的中介或端點安置快取或記錄機制。 

時間戳記(TimeStamp)尤其可用於緩和攻擊。必須使用已簽署的時間戳

記作為追蹤訊息。從特定的服務快取最近的時間戳記。時間戳記必須快取

至少 5 分鐘來偵測重新執行，而超過五分種的該個時間戳記必須在互動的

狀況下拒絕。 

< soap:Header> 

< cp:Manifest  cp:id=＂…＂ soap:mustUnderstand=＂1＂> 

< cp:Reference> “cid:payload_1＂</ cp:Reference> 
. 
. 
. 

</ cp:MessageOrder > 

</ soap: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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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平台服務訊息框架 

4.1. 整體概述 

服務訊息框架為服務平台與創新服務及既有系統提供之服務(網路服

務)所提供之統一訊息格式，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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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訊息框

架與 SOAP 封裝之圖示如下： 

SOAP 信封

SOAP 標頭(Header)

SOAP 主體(Body)

作業平台服務框架 XML訊息
(http://www.gov.tw/CP/cps_definition)

服務XML訊息

作業平台服務
訊息框架

XML Schema

服務訊息
XML Schema

各機關專屬欄位
XML Schema

共通欄位定義
XML Schema

Reference by

Reference by

Reference by

Use by

Use by

 

圖 4-1：服務平台服務訊息框架與 SOAP 封裝結構圖 

其中服務平台服務訊息框架主要有六類，第一類為 IS(創新服務，以下

簡稱 IS)對 SE(平台入口, 以下簡稱 SE) 之服務要求訊息, 第二類為 SE 對

IS 之服務回應訊息，第三類為I3(資訊交換基礎環境，以下簡稱I3)對LI(既

有系統轉接介面，以下簡稱 LI)之服務要求訊息，第四類為 LI 對 I3 之服務

回應訊息，第五類為 LI 對 I3 之服務要求訊息，第六類為 I3 對 LI 之服務

回應訊息，整理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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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服務平台服務訊息框架之實例(INSTANCE)類別表 

類別 訊息交易模式 元素名稱(置於 SOAP 

Body 之根元素) 

第一類 IS對 SE 之服務要求訊息 CPSecuredPortalReq 

第二類 SE 對 IS 之服務回應訊息 CPSecuredPortalRsp 

第三類 I3 對 LI 之服務要求訊息 LIServiceReqMsg  

第四類 LI 對 I3 之服務回應訊息 LIServiceRspMsg 

第五類 LI 對 I3 之服務要求訊息 I3ServiceReqMsg 

第六類 I3 對 LI 之服務回應訊息 I3ServiceRspMsg  

依據服務訊息服務平台服務訊息框架 XML Schema 之實例 XML 圖示如

下，創新服務對平台服務訊息及平台對機關端服務訊息框架 XML Schema 可

以產製的 XML 訊息(如上表所述)。 

 

圖 4-2：服務平台服務訊息框架之實例 XML 圖 

機關服務訊息框架主要有八類，第一類為 I3(資訊交換基礎環境，以下

簡稱 I3)對 LI(既有系統轉接介面，以下簡稱 LI)之服務要求訊息，第二類

為 LI 對 I3 之服務回應訊息，第三類為 LI 對 I3 之服務要求訊息，第四類

為 I3 對 LI 之服務回應訊息，第五類為 LS(既有系統，以下簡稱 LS)對 LI

之服務要求訊息，第六類為 LI 對 LS 之服務回應, 第七類為 LI 對 LS 之服

務要求訊息，第八類為 LS 對 LI 之服務回應訊息，整理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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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機關服務訊息框架之實例(INSTANCE)類別表 

類別 訊息流程 訊息 XML 

第一類 I3 對 LI 服務要求訊息 LIServiceReqMsg 

第二類 LI 對 I3 服務回應訊息 LIServiceRspMsg 

第三類 LI 對 I3 服務要求訊息 I3ServiceReqMsg 

第四類 I3 對 LI 服務回應訊息 I3ServiceRspMsg 

第五類 LS 對 LI 服務要求訊息 LISServiceReqMsg 

第六類 LI 對 LS 服務回應訊息 LISServiceRspMsg 

第七類 LI 對 LS 服務要求訊息 LSServiceReqMsg 

第八類 LS 對 LI 服務回應訊息 LSServiceRspMsg 

4.2. 訊息框架流程 

創新服務與服務平台的服務交談時使用之 XML 訊息如下表所示，主要

依據服務提供端為平台入口(SE)，服務要求端為創新服務(IS)時說明同步

交談之訊息使用時機。 

表 4-3：創新服務與平台端服務訊息框架使用時機表 

交談(傳輸)模式 

服務供需關係 

同步 

送出：CPSecuredPortalReq 服務要求端：IS 

服務提供端：SE 回覆：CPSecuredPortalRsp 

服務訊息框架使用時機之圖示說明如下： 

 

圖 4-3：同步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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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服務平台與機關端之服務交談時使用之 XML 訊息如下表所示，主要

依據服務提供端為服務平台之交換基礎環境(I3)，服務要求端為既有系統

轉接介面(LI)時，或服務提供端為既有系統轉接介面(LI)，而服務要求端

為資訊交換基礎環境(I3)時，說明同步、非同步與雙向或單向交談之訊息

使用時機。 

表 4-4：平台與機關端服務訊息框架使用時機表 

交談

(傳輸)

模式 

服務供

需關係 

單向同步 雙向同步 雙向非同步 

送出：

LIServiceReqMsg

送出：

LIServiceReqMsg

送出：

LIServiceReqMsg

Acknowledge 

服務要

求端：

I3 

服務提

供端：

LI 

回覆：

Acknowledge 

回覆：

LIServiceRspMsg

回覆： 

Acknowledge  

LIServiceRspMsg

送出：

I3ServiceReqMsg

送出：

I3ServiceReqMsg

送出：

I3ServiceReqMsg

Acknowledge 

服務要

求端：

LI 

服務提

供端：

I3 

 

回覆：

Acknowledge 

回覆：

I3ServiceRspMsg

回覆： 

Acknowledge 

I3ServiceRspMsg

服務訊息框架使用時機之圖示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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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同步交談
(One Action Synchronous)

Request : LIServiceReqMsg

Acknowledge

服務要求端
I3

服務提供端
(LI)

同一個連結
(Connection)

Request : I3ServiceReqMsg

Acknowledge

服務提供端
I3

服務要求端
(LI)

同一個連結
(Connection)

 

圖 4-4：平台與機關端單向同步交談 

雙向同步交談
(One Action Synchronous)

Request : LIServiceReqMsg

Response : LIServiceRspMsg

服務要求端
I3

服務提供端
(LI)

同一個連結
(Connection)

Request : I3ServiceReqMsg

Response : I3ServiceRspMsg

服務提供端
I3

服務要求端
(LI)

同一個連結
(Connection)

 

圖 4-5：平台與機關端雙向同步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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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非同步交談
(One Action Synchronous)

Request : LIServiceReqMsg

Response : LIServiceRspMsg

服務要求端
I3

服務提供端
(LI)

同一個連結
(Connection)

Request : I3ServiceReqMsg

Response : I3ServiceRspMsg

服務提供端
I3

服務要求端
(LI)

Acknowledge

Acknowledge
同一個連結
(Connection)

不同一個連結
(Connection)

Acknowledge

Acknowledge

同一個連結
(Connection)

同一個連結
(Connection)

不同一個連結
(Connection)

 

圖 4-6：平台與機關端雙向非同步交談 

與機關端之服務交談時使用之 XML 訊息如下表所示，主要依據服務提

供端為既有系統(LS)，服務要求端為既有系統轉接介面(LI)時，或服務提

供端為既有系統轉接介面(LI)，而服務要求端為既有系統(LS)時，說明同

步、非同步與雙向或單向交談之訊息使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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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機關端服務訊息框架使用時機表 

交談

(傳輸)

模式 

服務供

需關係 

單向同步 雙向同步 雙向非同步 

送出：

LSServiceReqMsg

送出：

LSServiceReqMsg

送出：

LSServiceReqMsg

Acknowledge 

服務要

求端：

LI 

服務提

供端：

LS 

回覆：

Acknowledge 

回覆：

LSServiceRspMsg

回覆： 

Acknowledge  

LSServiceRspMsg

送出：

LLServiceReqMsg

送出：

LIServiceReqMsg

送出：

LIServiceReqMsg

Acknowledge 

服務要

求端： 

LS 

服務提

供端： 

LI 

 

回覆：

Acknowledge 

回覆：

LIServiceRspMsg

回覆： 

Acknowledge 

LIServiceRspMsg

 

 

圖 4-7：機關端單向同步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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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機關端雙向同步交談 

 

圖 4-9：機關端雙向非同步交談 

4.3. 訊息框架命名空間 

茲將服務平台服務訊息框架之基本資料整理表示如表 4-6，細節(欄位

定義與 XML Schema)於後段規範中做細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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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服務平台服務訊息框架基本資料表 
資訊系統 

(辨識名稱) 

前置字串

(Prefix) 

命名空間(Namespace) 

(各行政系統網址) 
(檔案名稱)Schema file

服務訊息框架 

(CPS-Definition)
cps 

http://www.gov.tw/CP/cps_defini

tion (無) 

CP-Service-Definition-

1.0.4.xsd 

4.4. 訊息框架 XML 綱目說明 

茲將服務訊息框架 XML 應用訊息表列說明如下。 

表 4-7：服務平台服務訊息框架 XML 訊息 
XML 訊息 說明 

CPSecuredPortalReq 服務請求訊息，用以啟動服務流程 

CPSecuredPortalRsp 服務請求結果及查詢資訊結果訊息 

LIServiceReqMsg 
將機關服務請求訊息傳送至 I3(同步/非同步)，向 LI 提

出服務請求 

LIServiceRspMsg 
I3 將同步或非同步服務請求的執行結果，透過以

LIServiceRspMsg 的 XML document 回覆至 SI 

I3ServiceReqMsg 
服務請求訊息透過 I3 傳送至 SI(同步/非同步)，向平台

提出服務請求。 

I3ServiceRspMsg 
SI 將 I3ServiceReqMsg 服務請求的執行結果，透過以

I3ServiceRspMsg 的 XML document 回覆 LI 

表 4-8：機關服務訊息框架 XML 訊息 
XML 訊息 說明 

LIServiceReqMsg I3 以 LIServiceReqMsg 的 XML document，將機關服務請求

訊息傳送至 LI(同步/非同步)，提出服務請求 

LIServiceRspMsg L I 將同步或非同步服務請求的執行結果，透過以

LIServiceRspMsg 的 XML document 回覆至 I3。 

I3ServiceReqMsg LI以I3ServiceReqMsg 的XML document 將服務請求訊息傳

送至 I3(同步/非同步)，向平台提出服務請求。 

I3ServiceRspMsg I3 將 I3ServiceReqMsg 服務請求的執行結果，透過以

I3ServiceRspMsg 的 XML document 回覆至 LI 

LISServiceReqMsg LS 以 LISServiceReqMsg 的 XML document，將機關服務請求

訊息傳送至 LI(同步/非同步)，提出服務請求 

LISServiceRspMsg LI 將同步或非同步服務請求的執行結果，透過以

LISServiceRspMsg 的 XML document 回覆至 LS。 

LSServiceReqMsg LI以LSServiceReqMsg 的XML document 將服務請求訊息傳

送至 LS(同步/非同步)，向平台提出服務請求。 

LSServiceRspMsg LS 將 LSServiceReqMsg 服務請求的執行結果，透過以

LSServiceRspMsg 的 XML document 回覆至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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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務平台服務導向的服務組合訊息 

5.1. 業務服務架構(Business Services Architecture, BSA)概述 

政府服務平台設計是以服務導向方式設計，並以使用者和應用系統的

觀點來提出服務。故將服務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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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服務架構表 

服務架構層 說明 
Solution 方案層:主要提供應用系統讓使用者操作平台的

相關服務介面 
Process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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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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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提供平台的核心服務訊息介

面給上層服務呼叫使用 
Utility Services 公用服務層: 主要為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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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為後端既有系統 

5.2. 服務組合(Services  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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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組合將依據服務平台的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進行分析後服務組合

清單及相關的核心服務列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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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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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介接服務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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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機關端通知訊息給訂閱者,包含公眾

及個人訊息 

以下章節將對各服務組合項目進行細部說明。 

5.2.1. 入口網會員服務 

入口網會員服務的服務對應表如下： 

表 5-3：入口網會員服務關聯表 

服務架構層 說明 

Solution 入口網會員服務 

Process Services 無 

Capability 管理個人資料,身分轉換,憑證管理,單一簽

入 

Core Services 用戶管理,認證授權,用戶查詢 

Utility Services 平台入口服務,認證授權服務,註冊服務服

務,目錄服務 

Underline Services GPKI,GDS/XDS/MOEADS/人事行政局 

入口網會員服務的服務相依性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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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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_機關資訊查詢

DS_資料交換

OM_事件預警通知

SE_RSMediator SE_AAMed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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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理個人資料 身分轉換 憑證管理

PT(會員服務)

LDAP Server (ADAM)

RS_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

 

圖 5-1：入口網會員服務相依圖 

入口網會員服務的對外服務說明表如下： 

服務名稱: 業務服務名稱:認證授權 

技術服務名稱: SE_ AAMediator.asmx 

服務路徑 http://se.cp.gov.tw/SEWebApplication/SE_

AAMediator.asmx 

功能描述 認證授權相關功能之對外介面 

服務詳細規格 請參照附錄 

 

服務名稱: 業務服務名稱:用戶管理 

技術服務名稱: SE_ RSMediator.asmx 

服務路徑 http://se.cp.gov.tw/SEWebApplication/SE_

RSMediator.asmx 

功能描述 使用者用戶管理相關功能之對外介面 

服務詳細規格 請參照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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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訊息模組技術規範 
 

  41 

服務名稱: 業務服務名稱:用戶查詢 

技術服務名稱: SE_ RSMediator.asmx 

服務路徑 http://se.cp.gov.tw/SEWebApplication/SE_ 

RSMediator.asmx 

功能描述 使用者用戶查詢相關功能之對外介面 

服務詳細規格 請參照附錄 

5.2.2. 電子付費服務 

電子付費服務的服務關聯表如下： 

表 5-4：電子付費服務關聯表 

服務架構層 說明 

Solution 電子付費服務 

Process Services 無 

Capability 線上電子付費,電子付費查詢 

Core Services 認證授權,電子案號 

Utility Services 電子付費服務,認證授權服務 

Underline Services 電子付費繳費管理 

電子付費服務的服務相依性圖如下： 

 

圖 5-2：電子付費服務相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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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付費服務的對外服務說明表如下： 

服務名稱: 業務服務名稱:認證授權 

技術服務名稱: SE_ AAMediator.asmx 

服務路徑 http://se.cp.gov.tw/SEWebApplication/SE_

AAMediator.asmx 

功能描述 認證授權相關功能之對外介面 

服務詳細規格 請參照附錄 

 

服務名稱: 業務服務名稱:電子案號 

技術服務名稱: SE_ OMMediator.asmx 

服務路徑 http://se.cp.gov.tw/SEWebApplication/SE_

OMMediator.asmx 

功能描述 電子暗號管理相關功能之對外介面 

服務詳細規格 請參照附錄 

5.2.3. 創新 e 化服務整合 

創新 e化服務整合的服務關聯表如下： 

表 5-5：創新 E 化服務關聯表 

服務架構層 說明 

Solution 創新 e化服務整合 

Process Services 無 

Capability 無 

Core Services 服務管控,認證授權 

Utility Services 平台入口服務,認證授權服務,整合服務,

資訊基礎交換服務 

Underline Services 既有服務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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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e化服務相依性圖如下： 

AA_認證授權

AA_訊息安全

AA_授權管理

DS_認證授權API

DS_資料交換

OM_事件預警通知

SI_ServiceFlowMonitor

SE_AAMediatorSE_SIMediator

LI_平台訊息交換

LI_對外訊息閘道

I3_MessageExchange

GPKI

認證授權

SE 創新服務

RS_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

SI_ServiceFlowExecute SI_ServiceQueryStatus

服務管控

GDS/XDS/MOEADS/人事行政局

LDAP Server (ADAM)

 

圖 5-3：創新 E 化服務相依圖 

創新 e化服務的對外服務說明表如下： 

服務名稱: 業務服務名稱:認證授權 

技術服務名稱: SE_ AAMediator.asmx 

服務路徑 http://se.cp.gov.tw/SEWebApplication/SE_

AAMediator.asmx 

功能描述 認證授權相關功能之對外介面 

服務詳細規格 請參照附錄 

 

服務名稱: 業務服務名稱:服務管控 

技術服務名稱: SE_ SIMediator.asmx 

服務路徑 http://se.cp.gov.tw/SEWebApplication/SE_

SIediator.asmx 

功能描述 流程整合(一站式服務)相關功能之對外介面 

服務詳細規格 請參照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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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內容管理服務 

內容服務的服務關聯表如下： 

表 5-6：內容管理服務關聯表 

服務架構層 說明 

Solution 內容管理服務 

Process Services 網路託播 

Capability 單一簽入,上稿,發佈 

Core Services 認證授權,Content Pull, 內容管理,內

容審查 

Utility Services 認證授權服務,整合服務,內容管理服務 

Underline Services 無 

內容服務相依性圖如下： 

 

圖 5-4：內容管理服務相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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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平台介接服務申請 

平台介接服務的服務關聯表如下： 

表 5-7：平台介接服務服務關聯表 

服務架構層 說明 

Solution 平台介接服務設定 

Process Services 介接服務申請 

Capability 服務註冊,服務設定,服務授權管理,單一

簽入 

Core Services  

Utility Services 認證授權服務,整合服務,內容管理服務 

Underline Services 無 

平台介接服務相依性圖如下： 

AA_認證授權

AA_訊息安全

RS_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

RS_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

DS_認證授權API

DS_註冊服務API

RS_法人資訊管理

RS_機關資訊查詢

EP_共同功能模組
SE_RSMediator SE_AAMediator

LI_平台訊息交換

LI_介接閘道

I3_MessageExchange

OM

GPKI

服務註冊
服務設定

單一簽入

介接服務申請

LDAP Server (ADAM)

會員服務-密碼重設

身分審查

重設密碼
服務授權管理

OM_事件預警通知

OM_平台管理入口

SI_ServiceFlowMonitorDS_資料交換

AA_授權管理

RS_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

EP服務管理
服務管理

服務查詢

EP服務查詢

用戶查詢 用戶管理
認證授權

SE (GUI)

GDS/XDS/MOEADS/人事行政局

 

圖 5-5：平台介接服務服務相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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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既有系統流程管理 

既有系統流程管理服務關聯表如下： 

表 5-8：既有系統流程服務關聯表 

服務架構層 說明 

Solution 既有系統流程管理 

Process Services 訊息交換,介接閘道,運作追蹤 

Capability 無 

Core Services 訊息傳送,資料轉換 

Utility Services 既有系統轉接介面 

Underline Services I3_訊息交換,LS_後端系統 

 

I3_訊息交換

OMLI 平台

LI_中文轉碼

LI_資料存取

LI_加密加簽

LI_訊息轉換

LS_後端系統

LS_訊息閘道

LI_對外訊息閘道

LI_訊息紀錄

LI_訊息通知

LI_對內訊息閘道

 

圖 5-6：既有系統流程服務相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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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訊息發報服務 

訊息發報服務關聯表如下： 

表 5-9：訊息發布服務關聯表 

服務架構層 說明 
Solution 訊息發報(MM) 
Process Services 訊息發布 
Capability 訊息匯集、訊息發送 
Core Services 訊息收集、訊息彙整、訊息訂閱、訊息發布、

認證、用戶管理、用戶查詢 
Utility Services MM_MessageReady、

MM_MessagerMapper、MM_使用者訂閱、

MP_MsgDataWS、MM_AlertSender 
Underline Services GPKI、e 管家訊息來源 

AA_認證授權

Core
Services

Utility
Services

Underlying
Services

Capabilities

Process
Services

Solution

RS_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

RS_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

DS_註冊服務API

RS_法人資訊管理

RS_機關資訊查詢

SE_AAMediator

GPKI

MM

單一簽入
訊息匯集

MM_使用者訂閱

MM_MessageReady

MM_MessageMapper

訊息發布

用戶查詢 用戶管理 認證
訊息收集

訊息彙整

SE_RSMediator

訊息發送

訊息發布

訊息訂閱

MM_AlertSender

MM_MsgDataWS

e管家訊息來源GDS/XDS/MOEADS/人事行政局 LDAP Server (ADAM)

DS_認證授權API

RS_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

AA_授權管理

DS_資料交換

OM_事件預警通知

 

圖 5-7：訊息發報服務相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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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既有機關系統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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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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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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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機關系統訊息

架構說明如下。 

 

圖 5-8：既有機關系統訊息架構 

5.3.1. 訊息主要原則與傳輸流程 

既有機關系統介接訊息開發標準為求簡化平台端介接流程，規劃透過

一致之 Schema 及跨平台標準 WSDL 來統一交換介面。因此既有機關系統訊

息開發標準具有以下原則: 

訊息處理介

面 

主要原則 

可支援任何型式之 Client 程式 

遵循 WSDL 以參數將必要資料傳給 Receiver 訊息發出端 

需描述 Req Rsp 

接收 Web Services 型式訊息 訊息接收端 

以 LI-LS 遵循訊息標準回傳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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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做上透過ＷＳＤＬ規劃以下介面標準: 

介面類別 介面標準 

String MessageBrokerReq(String) 

String MessageBrokerRsp(String) 

String MessageBrokerReqAttachment (String) 
web methods 

String MessageBrokerRspAttachement (String) 

Request –XML 格式 message 

type  

 

Response –XML 格式 

根據既有機關系統訊息介面標準，訊息傳遞流程介接情境分為單向同

步、雙向同步、雙向非同步分別說明如下： 

 

圖 5-9：訊息流程–單向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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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訊息流程–雙向同步 

 

圖 5-11：訊息流程–雙向同步 LI 到 LS 

 

圖 5-12：訊息流程–雙向同步 LS 到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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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機關內部訊息結構 

既有機關系統訊息是以 SOAP 封包與其所包含的應用訊息組成，其主要

的訊息結構如下： 

 

圖 5-13：SOAP 主要訊息結構 

 訊息標頭(MessageHeader):必要 

 安全性資訊 (Security Info):選擇 

 錯誤通知(ErrorInfo):選擇 

 回條 (Acknowledgment) :選擇 

 訊息序列 (MessageOrder) :選擇 

 已簽署的承載 (Signed Payload) :為一種將進行數位簽署以求得訊息

完整性的指定元素。 

根據既有系統提供服務所需的訊息資料交換需求，將其中交換訊息內

容的 XML 綱目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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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服務平台服務訊息框架之基本資料整理表示如下，包含命名空間

及細節(欄位定義與 XML Schema)於後段規範中做細部說明。 

表 5-10：服務平台服務訊息框架基本資料表 

資訊系統 

(辨識名稱) 

前置字

串

(Prefi

x) 

命名空間(Namespace)

(各行政系統網址) 
(檔案名稱)Schema file

服務訊息框架 

(LILS-Definiti

on) 

cps 

http://www.gov.tw/CP/LILS_de

finition 
LI-Service-Definition-

1.0.4.xsd 

訊息要求(Request)訊息欄位說明 

Param Name Type Description 

MessageID 必要 LI – LS 交換之 Message ID 

(Unique ID, 每次 LI-LS 交換時產生) 

RefToMessageID 必要 紀錄收到服務請求訊息的訊息代碼 

CommunicationType 必要 單向或雙向 

1 為單向 (Request-Ack) 

2 為雙向 (Request-Response) 

Description 必要 每一個標頭元素包含零個或多個

Description 元素。此元素主要可以放入一

些可讀性高的說明內容，以便將來系統管

理者可以進行檢視 

Platform 必要 指出來源或目的地之平台 

ServiceAgreementID 必要 紀錄此服務請求訊息所對應的服務協定，

以服務協定(Service Agreement)代碼為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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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必要 可以紀錄此訊息為第一個訊息還是接續的

訊息，有兩種欄位值可供設定： 

Reset:當發送的訊息是某一個服務對話

(Service Conversation)的第一個訊息

時，則可利用此屬性值設定此訊息的順序

為 1。 

Continue:當發送訊息不是第一個訊息

時，則可利用此屬性值代表。 

MessageBody 必要 訊息內容 

AttachmentContentType 選擇 附檔類型(如: image/png…) 

AttachmentData 選擇 附檔內容 

訊息要求範例說明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equestMessage xmlns="http://www.gov.tw/CP/LILS_definition"> 

 <MessageID>1234567</MessageID> 

 <RefToMessageID>12345</RefToMessageID> 

 <CommunicationType>2</CommunicationType> 

 <Description>Testing message</Description> 

 <Platform>eGov</Platform> 

 <ServiceAgreementID>1</ServiceAgreementID> 

 <SequenceNumber>0000001</SequenceNumber> 

 <Status>Continue</Status> 

 <MessageBody>LI Request Samples</MessageBody> 

        <AttachmentContentType>image/png</AttachmentContentType>  

        <AttachmentData> 

        <xop:Include href="cid:1.632536037467392@example.org" /> 

        </AttachmentData> 

</Request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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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回應(Response)訊息欄位說明： 

Param Name Type Description 

MessageID 必要 LI – LS 交換之 Message ID 

(Unique ID, 每次 LI-LS 交換時產生) 

RefToMessageID 必要 紀錄收到服務請求訊息的訊息代碼 

CommunicationType 必要 單向或雙向 

1 為單向 (Request-Ack) 

2 為雙向 (Request-Response) 

ResponseType 必要 Respones 或 Ack 

ErrorCode 必要 紀錄錯誤嚴重性，目前可用的元素值有兩種: 

1.Warning 2.Error 

Severity 必要 紀錄錯誤代碼，以說明錯誤情況。 

Description 必要 每一個標頭元素包含零個或多個 Description

元素。此元素主要可以放入一些可讀性高的說

明內容，以便將來系統管理者可以進行檢視 

Platform 必要 指出來源或目的地之平台 

ServiceAgreementID 必要 紀錄此服務請求訊息所對應的服務協定，以服

務協定(Service Agreement)代碼為內容。 

Status 必要 可以紀錄此訊息為第一個訊息還是接續的訊

息，有兩種欄位值可供設定： 

Reset:當發送的訊息是某一個服務對話

(Service Conversation)的第一個訊息時，則

可利用此屬性值設定此訊息的順序為 1。 

Continue:當發送訊息不是第一個訊息時，則可

利用此屬性值代表。 

MessageBody 必要 訊息內容 

AttachmentContentType 選擇 附檔類型(如: image/png…) 

AttachmentData 選擇 附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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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回應範例說明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esponseMessage xmlns="http://www.gov.tw/CP/LILS_definition"> 

 <MessageID>1234567</MessageID> 

 <RefToMessageID>12345</RefToMessageID> 

 <CommunicationType>1</CommunicationType> 

 <ResponseType>Response</ResponseType> 

 <ErrorCode>0</ErrorCode> 

 <Severity>Warning</Severity> 

 <Description>Testing message</Description> 

 <Platform>eGov</Platform> 

 <ServiceAgreementID>1</ServiceAgreementID> 

 <SequenceNumber>0000001</SequenceNumber> 

 <Status>Continue</Status> 

 <MessageBody>LI Response Samples</MessageBody> 

 <AttachmentContentType>image/png</AttachmentContentType>  

        <AttachmentData> 

        <xop:Include href="cid:1.632536037467392@example.org" /> 

        </AttachmentData> 

</ResponseMessage> 

5.4. 訊息框架 XML 綱目說明 

茲將服務平台各功能系統模組 XML 應用訊息表列說明如下。 

表 5-11：證授權模組(AA)XML 訊息 

XML 訊息 說明 

X509 Credential 經過客戶端安控元件產生之結果 

授權符記 Token2 經過平台簽章之授權結果 

服務 ID 列表 授權可用服務 ID 列表 

功能列表 授權可用功能列表 

表 5-12：註冊服務模組(RS)XML 訊息 
XML 訊息 說明 

PersonProfile 自然人及公務人員資訊 

CorporationProfile 法人資訊 

GovOrgProfile 機關資訊 

GroupNewsProfile 社群資訊 

eGovServiceProfile 業務單元/複合服務之服務檔案 

PublicServiceProfile 一站式服務之服務檔案 

AgreementProfile 服務協議之服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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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內容管理模組(CM)XML 訊息 

XML 訊息 說明 

ContentCreationRequest 
Message for content creation and 

modification. 

ContentRequest Message for content query. 

ContentResponse Content message. 

ContentFlowRequest 
Message for managing content publishing 

lifecycle. 

表 5-14：平台入口模組(SE)XML 訊息 

XML 訊息 說明 

CPSecuredPortalReq 服務請求訊息，用以啟動服務流程 

CPSecuredPortalRsp 服務請求結果及查詢資訊結果訊息 

ExeStatus 服務執行進度與結果訊息 

表 5-15：整合服務模組(SI)XML 訊息 

XML 訊息 說明 

CPSecuredPortalReq 服務請求訊息，用以啟動服務流程 

CPSecuredPortalRsp 服務請求結果及查詢資訊結果訊息 

ExeStatus 服務執行進度與結果訊息 

I3ServiceReqMsg 
服務請求訊息透過 I3 傳送至 SI(同步/非同步)，

向平台提出服務請求。 

I3ServiceRspMsg 
SI 將 I3ServiceReqMsg 服務請求的執行結果，透

過以 I3ServiceRspMsg 的 XML document 回覆 LI 

表 5-16：資訊基礎交換環境(I3)XML 訊息 

XML 訊息 說明 

LIServiceReqMsg 
將機關服務請求訊息傳送至 I3(同步/非同步)，

向 LI 提出服務請求 

LIServiceRspMsg 
I3 將同步或非同步服務請求的執行結果，透過以

LIServiceRspMsg 的 XML document 回覆至 SI 

I3ServiceReqMsg 
服務請求訊息透過 I3 傳送至 SI(同步/非同步)，

向平台提出服務請求。 

I3ServiceRspMsg 
SI 將 I3ServiceReqMsg 服務請求的執行結果，透

過以 I3ServiceRspMsg 的 XML document 回覆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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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目錄服務模組(DS)XML 訊息 

XML 訊息 說明 

授權物件 授權資料存取之物件(表 3.1-3.4) 

註冊服務物件 註冊服務資料存取之物件(表 3.5-3.9) 

表 5-18：既有系統轉接介面(LI)XML 訊息 

XML 訊息 說明 

LIServiceReqMsg 
將機關服務請求訊息傳送至 I3(同步/非同步)，

向 LI 提出服務請求 

LIServiceRspMsg 
I3 將同步或非同步服務請求的執行結果，透過以

LIServiceRspMsg 的 XML document 回覆至 SI 

I3ServiceReqMsg 
服務請求訊息透過 I3 傳送至 SI(同步/非同步)，

向平台提出服務請求。 

I3ServiceRspMsg 
SI 將 I3ServiceReqMsg 服務請求的執行結果，透

過以 I3ServiceRspMsg 的 XML document 回覆 LI 

表 5-19：訊息發報服務(MP)XML 訊息 

XML 訊息 說明 
GetMessageReq 使用者端訊息通知軟體將服務請求訊息傳送至

訊息發報模組以啟動服務流程 
GetMessageRsp 訊息發報模組將使用者訊息回覆給使用者端訊

息通知軟體 
ValidateUserReq 使用者端訊息通知軟體將使用者帳號密碼送給

訊息發報模組進行身分驗證 
ValidateUserRsp 訊息發報模組回覆驗證結果給使用者端訊息通

知軟體 
DistributeMessageReq 訊息發報模組將訊息發送給其他訊息發布系統 
DistributeMessageRsp 其他訊息發布系統回覆訊息給訊息發報模組 
Emsg-exchange-protocol 訊息來源送出訊息資訊給訊息發報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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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錄 一 服務介面描述 

介面名稱 AAMediator.asmx 

系統描述 認證授權相關功能之對外介面 

功能名稱 (Web 

Method) 

參數說明 回傳值 功能描述 

string AuthHandler(string 

Token1, string SID) 
 認證資訊 Token1 

 服務代碼 SID 

Token2 授權資訊 取得使用者之服務授權資

訊 

string 

AuthHandler2(string 

Token1, string SID) 

 認證資訊 Token1 

 服務代碼 SID 

Token22 授權資訊(含憑

證資訊) 

取得使用者之服務授權資

訊 

string 

GetAvailableServices 

(string Token1) 

 認證資訊 Token1 個人有效服務清單 取得有效之服務清單 

string GetCertInfo 

(string Token1) 
 認證資訊 Token1 憑證資訊 取得憑證資訊 

string GetAuthObjects 

(string Token1, string 

SID, string 

GetMessageType) 

 認證資訊 Token1 

 服務代碼 SID 

 取得訊息種類

GetMessageType-Both:全

取/Role:只取角色清單

/Object:只取物件清單 

物件授權清單 查詢使用者之服務授權物件資

訊 

string GetServiceAuthList 

(string SID) 
 服務代碼 服務授權清單 查詢服務授權清單 

string LoginHandler 

(string account, string 

pwd) 

 使用者帳號 

 使用者密碼 

認證資訊 Token1 帳號密碼登入功能 

string LogoutHandler 

(string Token1) 
 認證資訊 Token1 Token1 廢止是否成功 登出功能 

string QueryFunctionList 

(string Token1) 
 認證資訊 Token1 個人授權功能清單 取得授權功能清單 

string 

TIAuthHandler(string 

Token1, string SID) 

 認證資訊 Token1 

 服務代碼 SID 

認證資訊 Token1 取得使用者之服務授權資

訊 

Ps:本功能應可廢棄 

string ValidateToken1 

(string Token1) 
 認證資訊 Token1 Token1 驗證結果 驗證 Token1 之有效性 

string X509Handler(string 

Nonce,string 

X509Credential,string 

DigestValue) 

 名稱(NO),身份證字號 

 X509憑證HEX Code 

 與X509憑證成對之私鑰對

Noce做的Digest Value Hex 

Code 

認證資訊 Token1 憑證登入服務 

Ps:必須搭配 CHT ActiveX 

元件 

CPWSResponse 

QueryRolesWS(string 

Account, RoleSelected 

Selected) 

 帳號 

 使用者機關角色 

使用者角色(物件型態） 查詢使用者角色(PI 管理

者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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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WSResponse 

UnLockPasswordWS(string 

Account) 

 帳號 密碼解鎖結果 使用者密碼解鎖(PI 管理

者專用) 

 

介面名稱 OMMediator.asmx 

系統描述 平台管理相關功能之對外介面 

功能名稱 (Web 

Method) 

參數說明 回傳值 功能描述 

string GetTicketNo(string 

SID) 
 服務代碼 SID 電子案號 Ticket Number 取得電子案號 

 

介面名稱 RSMediator.asmx 

系統描述 註冊服務相關功能之對外介面 

功能名稱 (Web 

Method) 

參數說明 回傳值 功能描述 

string 

GetUserAccount(string 

Token1) 

 認證資訊 Token1 使用者帳號 以 Token1 查詢使用者

帳號 

string GetAllServices()  無 一站服務與既有服務之服務

清單 

取得所有之一站服務

與既有服務之服務清

單，內容包含所有公開

服務的 SID、服務名

稱、URL 及付款資訊 

string 

GetUserProfile(string 

Token1) 

 認證資訊 Token1 

 

使用者基本資料 取得使用者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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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名稱 SIMediator.asmx 

系統描述 整合服務相關功能之對外介面 

功能名稱 (Web 

Method) 

參數說明 回傳值 功能描述 

string 

GetExeStatus(string 

ticketNo) 

 電子案號 案件執行狀態 取得該電子案號之案

件執行狀態 

string 

RequestHandler(string 

SID, string InputData, 

string Token2, string 

TicketNo) 

 服務代碼 SID 

 服務請求資訊 

 授權資訊 Token2 

 電子案號 

服務請求結果 啟動服務流程(含電子

案號) 

string 

RequestHandler2(string 

SID, string InputData, 

string Token22, string 

TicketNo) 

 服務代碼 SID 

 服務請求資訊 

 授權資訊 Token22(含憑證

資訊) 

 電子案號 

服務請求結果 啟動服務流程(含電子

案號) 

string 

TIRequestHandler(string 

SID, string InputData, 

string Token2) 

 服務代碼 SID 

 服務請求資訊 

 授權資訊 Token2 

服務請求結果 啟動服務流程 

Ps:本功能應可廢棄 

 

介面名稱 UserInfoMediator.asmx 

系統描述 公務員資料查詢功能之對外介面 

功能名稱 (Web Method) 參數說明 回傳值 功能描述 

string QueryUserInfo(string token2, 

string account) 
 授權資訊 Token2 

 欲查詢公務員之帳號

使用者基本資料 取得某公務之基本

資料 – 包含中文

姓名，電子郵件，

身份證號碼 
string QueryUserInfoDetails(string 

token2, string account) 
 授權資訊 Token2 

 欲查詢公務員之帳號

使用者基本資料 取得某公務之基本

資料 – 包含中文

姓名，電子郵件，

身份證號碼，

OUOID, OUName 
string 

QueryUserInfoDetailsWithOUCode(string 

token2, string account) 

 授權資訊 Token2 

 欲查詢公務員之帳號

使用者基本資料 取得某公務之基本

資料 – 包含中文

姓名，電子郵件，

身份證號碼，

OUOID, OUName, 

OU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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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名稱 OAAMediator.asmx 

系統描述 認證授權相關功能之對外介面 

功能名稱 (Web 

Method) 

參數說明 回傳值 功能描述 

CPWSResponse 

AuthHandler(string 

Token1, string SID) 

 認證資訊 Token1 

 服務代碼 SID 

Token2 授權資訊（物件

型態） 

取得使用者之服務授權資

訊 

CPWSResponse 

AuthHandler2(string 

Token1, string SID) 

 認證資訊 Token1 

 服務代碼 SID 

Token22 授權資訊(含憑

證資訊) （物件型態）

取得使用者之服務授權資

訊 

CPWSResponse GetCertInfo 

(string Token1) 
 認證資訊 Token1 憑證資訊（物件型態） 取得憑證資訊 

CPWSResponse 

GetAuthObjects (string 

Token1, string SID, string 

GetMessageType) 

 認證資訊 Token1 

 服務代碼 SID 

 取得訊息種類

GetMessageType-Both:全

取/Role:只取角色清單

/Object:只取物件清單 

物件授權清單（物件型

態） 

查詢使用者之服務授權物件資

訊 

CPWSResponse 

GetServiceAuthList 

(string SID) 

 服務代碼 服務授權清單（物件型

態） 

查詢服務授權清單 

CPWSResponse 

LogoutHandler (string 

Token1) 

 認證資訊 Token1 Token1 廢止是否成功

（物件型態） 

登出功能 

 

介面名稱 
EXMediator.aspx 

系統描述 使用者異動檔之對外介面，注意此介面為網頁非 Web Services 

功能名稱 (Web 

Method) 

參數說明 回傳值 功能描述 

EXMediator.aspx  日期 會員異動檔 供外站查詢特定日期之使

用者異動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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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名稱 EXMediator.asmx 

系統描述 使用者異動檔之對外介面. (本功能已由 EXMediator.aspx 取代應可

廢止) 

功能名稱 (Web 

Method) 

參數說明 回傳值 功能描述 

User[] 

QueryModExport(string 

ModDate) 

 日期 會員異動檔 供外站查詢特定日期之會

員異動檔 

 

介面名稱 RSMediator.asmx 

系統描述 使用者異動檔之對外介面. (本功能已由 EXMediator.aspx 取代

應可廢止) 

功能名稱 (Web Method) 參數說明 回傳值 功能描述 

CPWSResponse 

UpdatePasswordWS(string 

UserID,string Name,string 

NewPassword) 

 使用者帳號 

 使用者姓名 

 新密碼 

密碼變更結果 變更使用者密碼(PI 管理

者專用) 

CPWSResponse 

DelUserProfileWS(string 

UserID,string Name) 

 使用者帳號 

 使用者姓名 

密碼變更結果 刪除使用者基本資訊(PI

管理者專用) 

CPWSResponse 

GetUserInfoWS(SearchEnum 

SearchType,string Keyword) 

 搜尋方式 

 搜尋條件 

使用者摘要資訊 搜尋會員回傳使用者摘

要資訊 

CPWSResponse 

PersonTypeTransferWS(string 

Token1,int form_id,ActionType 

action) 

 認證資訊 Token1 

 申請表代碼 

 執行作業(允許/退回) 

身份轉換申請結果 身份轉換 

CPWSResponse 

GetOUCodeByOUOIDWS(string 

OUOID) 

 OUOID OUCODE 以 OUCode 查詢 OUOID 

CPWSResponse 

GetOUCodeByOUOIDWS2(string 

OUOID) 

 OUOID OUCODE 以 OUCode 查詢 OUOID, 

當所查詢的機關 OUCODE

不存在時，會回傳上層機

關之 OUCODE 

CPWSResponse 

OfficerFormRegistryWS(string 

Token1,ApplyOfficerForm Form) 

 認證資訊 Token1 

 自轉公申請表 

自轉公申請結果 自然人轉公務人員申請

表註冊 

CPWSResponse 

QueryFormStatusListWS(string 

Token1,string OUOID,byte 

status_id) 

 認證資訊 Token1 

 OUOID 

 狀態代碼(1:申請,2:核

可,3:退回) 

身份轉換申辦狀態 查詢身份轉換申辦狀態

清單 

CPWSResponse 

FormHistoryListWS(string 

Token1,int form_id) 

 認證資訊 Token1 

 申請表代碼 

申辦歷程記錄 查詢申辦歷程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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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WSResponse 

QueryOfficerFormWS(string 

Token1,int form_id) 

 認證資訊 Token1 

 申請表代碼 

單筆申請表資訊 查詢單筆申請表資訊 

CPWSResponse 

QueryUserInfoWS(string 

Token1,string Account) 

 認證資訊 Token1 

 帳號 

使用者基本資訊 查詢使用者基本資訊 

CPWSResponse 

QueryOUUsersWS(string 

Token1,string OUOID) 

 認證資訊 Token1 

 OUOID 

機關使用者摘要資訊 查詢機關使用者摘要資

訊 

CPWSResponse 

Natural2ServantCheckWS(string 

Account) 

 帳號 會員自轉公狀態 自然人轉換公務人員狀

態檢查 

CPWSResponse 

Servant2ServantCheckWS(string 

Account) 

 帳號 會員公轉公狀態 公務人員轉換公務人員

狀態檢查 

CPWSResponse 

GetGovUserInfoListWS(string 

Account) 

 帳號 公務人員屬性資料清

單 

查詢公務人員屬性資料

清單 

 

介面名稱 RSMediator.asmx 

系統描述 認證授權相關功能之對外介面 

功能名稱 (Web 

Method) 

參數說明 回傳值 功能描述 

string 

GetUserTypeWS(string 

Account) 

 帳號 帳號種類 查詢使用者是否已註冊及

其具有之使用者種類 

string 

AddUserProfileWS(string 

UserProfileStr) 

 新增會員基本資料 會員註冊結果 自然人與公務人員會員註

冊 

public string 

ModifyUserProfileWS(string 

Token1, string 

UserProfileStr) 

 認證資訊 Token1 

 會員基本資料 

會員基本資料修改結果 自然人與公務人員基本資

料修改 

string 

QueryUserProfileWS(string 

Token1) 

 認證資訊 Token1 會員基本資料 查詢自然人與公務人員基

本資料 

string 

DelUserProfileWS(string 

Token1) 

 認證資訊 Token1 刪除結果 刪除某使用者基本資訊 

string 

UpdatePasswordWS(string 

Token1, string OldPassword, 

string NewPassword) 

 認證資訊 Token1 

 舊密碼 

 新密碼 

密碼變更結果 變更使用者密碼 

string 

UpdateUserCertWS(string 

Token1,string 

xmlCredentialStr) 

 認證資訊 Token1 

 憑證資訊 

憑證匯入結果 匯入使用者的憑證 

string 

AddSignedAgmWS(string 

Token1,string ServiceID) 

 認證資訊 Token1 

 服務代碼 

簽署結果 使用者簽署隱私性資訊同

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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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WSResponse 

ServiceSignedListWS(string 

Token1) 

 認證資訊 Token1 隱私性資訊同意書列表 查詢使用者已簽署隱私性

資訊同意書列表 

CPWSResponse 

DelSignedAgmWS(string 

Token1,string ServiceID) 

 認證資訊 Token1 

 服務代碼 

撤銷結果 撤銷使用者簽署隱私性資

訊同意書 

string 

QueryUserProfile(string 

UserID) 

 帳號 使用者基本資訊 公報系統專用查詢公務員

使用者基本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