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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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註冊

服務功能技術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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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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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 1.1 V - 
SOAP 1.2 V - 
WSD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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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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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規範導讀示意圖 

 

1.4. 參考文獻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台規範 v.4.02 

 平台_公開資訊註冊服務系統規劃報告_v1.01 

 共通作業平台規劃報告 1.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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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規範 

2.1. 模組功能需求 

說明依據總規範註冊服務所規範的基本規範，本功能模組應具有：物

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機關資訊註冊與管理、社

群資訊註冊與管理及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等幾項需求。 

2.1.1. 需求說明 

 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所有欲註冊至平台上之物件包括使用者資

訊、服務資訊、社群資訊及機關資訊等，都需依據平台上規定之物件

識別碼（OID）編碼規則，賦予其唯一的物件識別碼作為其身份之識別

與管理之用。物件識別碼的產生、維護及管理都是由註冊服務模組來

負責。 

 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使用者為執行平台各項業務服務或各機關內

部應用系統之人員，包括一般民眾、法人以及公務人員。使用者乃是

平台上的使用個體，在使用平台所提供的服務前，需先至平台註冊其

使用者資訊，同時也可透過平台來進行使用者基本資訊的維護。 

 機關資訊註冊與管理：機關資訊之註冊應由機關資訊人員先行至政府

目錄服務（GDS）之管理機關申請註冊 OID 及其機關資訊，再由目錄

服務將GDS內之機關資訊及其OID以同步機制或手動方式匯至平台的

目錄服務伺服器內儲存。機關資訊人員可透過平台來進行機關基本資

訊的維護。 

 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建立社群服務，用以促進

資訊意見之交流，並將社群分為公務人員社群與一般民眾社群等兩種

主要社群。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模組即是負責提供平台上之社群資訊

註冊與管理之功能。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指的是對於該業務服務之

服務檔案（Service Profile）的註冊與管理，而非服務內容詮釋資料。

平台上的業務服務包括業務單元服務、業務複合服務及一站式服務三

類。註冊服務提供業務服務註冊之功能，供該機關之機關資訊人員將

服務檔案（服務名稱、服務描述、服務類別、服務提供機關、服務授

權使用之所有角色、業務服務之物件識別碼、使用服務是否需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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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方式資訊，以及申辦此服務時所需填寫之表單欄位資訊、服務協

議、服務執行流程及服務狀態等資訊）透過目錄服務所提供之介面儲

存至目錄服務伺服器內，以供民眾或機關使用；同時機關資訊人員也

可透過平台之註冊服務來進行服務內容的管理。 

2.1.2. 使用情境 
使用案例(Use Case)名稱 案例描述說明 
註冊服務-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

理 產生平台各類物件識別碼。 

註冊服務-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

理 註冊、維護及管理使用者資訊。 

註冊服務-機關資訊註冊與管理 查詢機關資訊。 

註冊服務-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 註冊、維護及管理社群資訊。 

註冊服務-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 註冊、維護及管理服務資訊。 

2.1.3. 所需角色 

角色 說明 

平台入口(SE) 提供平台對外功能之模組 

認證授權(AA) 處理認證及授權管理作業之模組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I3) 處理平台對外部服務介接工作之模組 

整合服務(SI) 處理服務流程作業之模組 

平台管理(OM) 負責平台稽核記錄及提供平台管理人員

管理作業功能之模組 

目錄服務(DS) 負責存取平台註冊資訊之模組 

電子支付(EP) 處理平台服務付費作業之模組 

帳號管理(AM) 處理帳號安全與生命週期管理之模組 

註冊服務資料庫

(RSDB) 
用於儲存物件識別碼編碼資訊之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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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情境案例圖 

SE

SI

I3

RSDB
AA

DS

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

機關資訊註冊與管理

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

OM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

EP

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

AM

 

圖 2-1：情境案例圖 

 

2.1.4.1. 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使用案例說明 

(1) 簡述 
依據物件識別碼種類及平台物件識別碼編碼規則，產生物件識別碼。 

(2) 前置條件 
已知需取得之物件識別碼種類。 

(3) 基礎流程 

A. 系統檢查物件識別碼種類是否正確。 

B. 系統取得該物件識別碼種類之流水號目前計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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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產生該種類之物件識別碼，並更新資料庫內流水號計數值，及將該

物件識別碼寫入目錄服務。 

D. 記錄此動作至日誌。 

(4) 選擇性流程 
無。 

(5) 子流程 
無。 

(6) 完成狀況 
產生該種類之物件識別碼給需求端。 

(7) 使用情境 
使用者資訊註冊、業務服務註冊、產生平台角色、物件及物件群組時，

需呼叫此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功能取得該物件種類之物件識別碼。 
 

2.1.4.2. 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使用案例說明 

(1) 簡述 

A. 提供使用者將其個人基本資訊註冊至平台上。 

B. 提供使用者對於其已註冊至平台之基本資訊，執行修改、刪除、查

詢等作業。 

(2) 前置條件 

A. 執行使用者資訊註冊作業時，該使用者所選擇的帳號需未被註冊

過。 

B. 執行使用者資訊管理作業前，需先通過認證及獲得此管理作業之授

權。 

C. 執行使用者資訊管理作業前，該使用者資訊需已註冊至平台。 

(3) 基礎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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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者資訊註冊 

(A) 平台接收到使用者資訊註冊之請求訊息。 

(B) 呼叫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功能取得該使用者之物件識別

碼。 

(C) 檢查使用者註冊資訊是否正確。 

(D) 儲存此使用者資訊至平台，包括使用者帳號、密碼、物件識

別碼、電子信箱、身分證字號、姓名等資訊。 

(E) 記錄此註冊動作至日誌。 

(F) 回傳成功訊息。 

B. 使用者資訊管理 

(A) 平台接收到使用者資訊管理之請求訊息。 

(B) 將平台之該筆使用者資訊進行更新、刪除、查詢等作業。 

a. 若為使用者資訊刪除或更新密碼作業，需更新此帳號/密碼

/狀態相關資訊。 

(C) 記錄此管理動作至日誌。 

(D) 回傳成功訊息。 

(4) 選擇性流程 
無。 

(5) 子流程 
無。 

(6) 完成狀況 

A. 使用者資訊成功被儲存至平台儲存庫中，並回傳成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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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者資訊管理作業 

(A) 使用者資訊查詢時，成功回傳該筆使用者資訊。 

(B) 使用者資訊修改時，該筆異動之使用者資訊成功被更新至平

台儲存庫。 

(C) 使用者資訊刪除時，該筆使用者資訊成功於平台儲存庫中刪

除，及刪除該使用者授權資訊。 

(7) 使用情境 
無。 

2.1.4.3. 機關資訊註冊與管理使用案例說明 

(1) 簡述 
提供機關資訊之查詢功能。 

(2) 前置條件 
機關資訊需已存在於平台儲存庫。 

(3) 基礎流程 

A. 平台接收到機關資訊查詢之請求訊息及欲查詢之機關 OID。 

B. 依據該機關 OID 至平台儲存庫查詢該筆機關資訊。 

C. 記錄此查詢動作至日誌。 

D. 回傳該筆機關資訊及成功之訊息。 

(4) 選擇性流程 
無。 

(5) 子流程 
無。 

(6) 完成狀況 
成功回傳該筆機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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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情境 
無。 

2.1.4.4. 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使用案例說明 

(1) 簡述 

A. 提供社群管理者將社群資訊註冊至平台上。 

B. 提供社群管理者進行社群資訊之維護管理功能，包括社群之關閉、

開放、刪除、修改及社群成員等功能。 

(2) 前置條件 
執行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作業前，需先通過認證及獲得此作業之授

權。 

(3) 基礎流程 

A.  社群資訊註冊 

(A) 平台接收到社群資訊註冊之請求訊息。 

(B) 呼叫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功能取得該社群之物件識別碼。 

(C) 檢查社群資訊是否正確。 

(D) 儲存此社群資訊至平台，包括社群名稱、社群描述、社群狀

態、社群管理者等資訊。 

(E) 記錄此註冊動作至日誌。 

(F) 回傳成功訊息。 

B. 社群資訊管理 

(A) 平台接收到社群資訊管理之請求訊息。 

(B) 將平台之該筆社群資訊進行更新、刪除、社群狀態修改、查

詢或社群成員異動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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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記錄此管理動作至日誌。 

(D) 回傳成功訊息。 

(4) 選擇性流程 
無。 

(5) 子流程 
無。 

(6) 完成狀況 

A. 社群資訊成功被儲存至平台儲存庫中，並回傳成功結果。 

B. 社群資訊管理作業 

(A) 社群資訊查詢時，成功回傳該筆社群資訊。 

(B) 社群資訊修改時，該筆異動之社群資訊成功被更新至平台儲

存庫。 

(C) 社群資訊刪除時，該筆社群資訊成功於平台儲存庫中刪除，

及刪除該使用者授權資訊。 

(7) 使用情境 
無 

2.1.4.5.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使用案例說明 

(1) 簡述 

A. 提供服務管理者將業務服務資訊註冊至平台上，以供民眾或機關使

用。 

B. 提供服務管理者進行服務資訊之維護管理功能，包括服務修改、服

務查詢、服務生命週期管理等功能。 

(2) 前置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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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業務服務註冊 

(A) 此業務服務未曾被註冊過或該服務已被廢止。 

(B) 執行業務服務註冊作業前，需先通過認證及獲得此作業之授

權。 

(C) 註冊業務複合服務時，該服務所屬之業務單元服務需已被註

冊至平台上，且狀態為啟用中。 

(D) 註冊一站式服務時，該服務所屬之業務單元服務、業務複合

服務需已被註冊至平台上，且狀態為啟用中。 

B. 業務服務管理 

(A) 執行業務服務管理作業前，需先通過認證及獲得此作業之授

權。 

(B) 所需維護管理之業務服務，需已被註冊至平台，且未被廢止。 

(C) 修改業務服務時，需先停用該業務服務。 

(D) 再啟用業務複合服務時，其所屬之業務單元服務狀態需為啟

用中。 

(E) 再啟用一站式服務時，其所屬之業務單元服務、業務複合服

務狀態需為啟用中。 

(F) 暫停業務單元服務時，涵蓋此業務單元服務之業務複合服務

及一站式服務其狀態需為暫停或廢止中。 

(G) 暫停業務複合服務時，涵蓋此業務複合服務之一站式服務其

狀態需為暫停或廢止中。 

(3) 基礎流程 

A.  業務服務註冊 

(A) 平台接收到業務服務註冊之請求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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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呼叫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功能取得該服務之物件識別碼。 

(C) 檢查服務資訊是否正確。 

(D) 若為業務複合服務註冊或一站式服務註冊，檢查其所屬之業

務單元服務/業務複合服務狀態是否為啟用中。 

(E) 儲存此服務資訊至平台，包括服務名稱、服務描述、服務狀

態、服務位址等資訊。 

(F) 記錄此註冊動作至日誌。 

(G) 回傳成功訊息。 

B. 業務服務管理 

(A) 平台接收到業務服務管理之請求訊息。 

(B) 若為服務生命週期管理需求，則檢查相關服務狀態條件是否

正確。 

(C) 將平台之該筆服務資訊進行更新、狀態修改、查詢等作業。 

(D) 記錄此管理動作至日誌。 

(E) 回傳成功訊息。 

(4) 選擇性流程 
無。 

(5) 子流程 
無。 

(6) 完成狀況 

A. 業務服務資訊成功被儲存至平台儲存庫中，並回傳成功結果。 

B. 業務服務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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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服務資訊修改時，該筆異動之服務資訊成功被更新至平台儲

存庫。 

(B) 服務生命週期管理時，該服務狀態成功被更新至平台儲存庫。 

(C) 服務資訊查詢時，成功回傳該筆服務資訊。 

(7) 使用情境 
無 

2.2. 模組設計 

2.2.1. 模組功能及架構設計 

註冊服務模組包含以下五大功能： 

 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 

 物件識別碼註冊 
提供依照物件識別碼(OID)編碼規則自動產生物件識別碼流水號

或產生固定的物件識別碼之功能。物件識別碼註冊功能所產生的

OID 種類包括使用者 OID、業務服務 OID、社群 OID、角色 OID、

物件 OID 及物件群組 OID 等 OID，其中並不包括產生機關之 OID
（政府機關/單位之 OID 及其相關資訊由目錄服務模組自 GDS 內

匯入平台，因此機關資訊之註冊應由該機關資訊人員先行至 GDS
之管理機關先行註冊其機關資訊及其 OID）。 

 物件識別碼管理 
提供物件識別碼管理功能，供平台的管理人員利用此功能來檢視

物件識別碼之狀態，包括目前物件識別碼流水號最大值及各類物

件識別碼已編碼數量等。管理人員使用此管理功能時，需先通過

認證與授權之機制，確認其有執行物件識別碼管理功能之權限。 

 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 

 使用者資訊註冊 
提供一般民眾、公務人員及法人之註冊功能，使其可將使用者之

基本資訊註冊至平台上，使用平台提供之功能服務。平台上註冊

之使用者資訊包含：使用者帳號、密碼、姓名(或公司名稱)、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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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字號(或統一編號)、地址、聯絡電話、E-Mail、使用者物件識別

碼及使用者憑證資訊等。 

 使用者資訊管理 
使用者可以透過使用者資訊管理功能維護管理其個人已註冊之基

本資訊，使用者資訊管理包括以下功能： 

 使用者資訊查詢 ：提供依據註冊資訊的擁有者對於資訊的公

開程度，查詢使用者基本資訊之功能。 

 使用者資訊修改：提供使用者或平台管理人員對於已註冊至

平台之使用者資訊進行維護管理。 

 使用者資訊刪除：提供刪除平台已註冊之使用者資訊。 

 機關資訊註冊與管理 

 機關資訊註冊 
機關資訊之註冊程序是由目錄服務以同步機制或手動方式自政府

目錄服務（GDS）內複製至平台上，因此機關資訊人員欲註冊其

機關資訊時，應先行至政府目錄服務之管理機關申請註冊其機關

物件識別碼及機關資訊，待其成功的將機關資訊註冊至政府目錄

服務內時，再將該機關資訊匯入至平台儲存庫，完成該機關資訊

之註冊作業。 

 機關資訊管理 
提供機關資訊之查詢功能。由於機關資訊是由政府目錄服務

（GDS）匯入至平台(採用同步或手動機制)，因此機關資訊管理功

能，只需提供查詢機關資訊之功能。平台上儲存之機關資訊包含：

機關中文名稱、描述、英文名稱、機關業務種類、機關網址、地

址、聯絡電話、傳真、E-Mail 及機關物件識別碼等。 

 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 

 社群資訊註冊 
提供社群主管機關或社群管理人員註冊其社群資訊至平台上，供

社群成員進行資訊意見之交流。平台上註冊之社群資訊包含：社

群名稱、描述、社群種類、社群狀態、社群管理人員及社群物件

識別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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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資訊管理 
提供社群資訊之管理功能。社群主管機關或社群管理人員可透過

社群資訊管理功能進行對已註冊之之社群資訊維護管理作業，社

群資訊管理包括以下功能： 

 社群資訊異動：變更已定義之社群資訊屬性資料及角色。 

 社群關閉：將社群狀態改為關閉。 

 社群開放：將社群狀態改為開放。 

 社群成員之維護管理：維護管理該社群之成員，新增或移除

社群成員。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 

 業務服務註冊 

 提供業務單元服務、業務複合服務、一站式服務及服務協議

(Service Agreement)等服務資訊之註冊功能，並依照處理程序

完成業務服務之註冊動作。處理程序為：管理人員由平台入

口服務所提供之介面將服務之相關資訊送至註冊服務，註冊

服務模組接收到此服務之註冊資訊後，會產生代表此服務之

物件識別碼，再將該物件識別碼與服務相關資訊整合成服務

檔案（Service Profile）並透過目錄服務所提供之介面儲存至

平台的目錄服務伺服器內，同時將部分資訊（如稽核日誌、 
OID 編號等資訊）存入註冊服務儲存庫中完成註冊程序，並

完成結果。平台上註冊之服務檔案（Service Profile）資訊包

含：服務名稱、服務描述、服務類別、服務提供機關、業務

服務物件識別碼、付費資訊、業務單元服務資訊（若該服務

為業務複合服務或一站式服務）及服務狀態等。 

 業務單元服務、業務複合服務在註冊後需經過協議之程序，

由服務的提供機關、服務的需求機關及平台管理機關以開會

或書面方式來決定服務協議，並由平台之管理人員將該服務

協議註冊至平台上，完成服務之授權作業。平台上註冊之服

務協議資訊包含：服務提供機關資訊、服務需求機關資訊、

服務協議有效之起始時間及終止時間、服務之開始服務時間

及停止服務時間、服務協議狀態、服務之 WSDL 資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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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時所需掌握的其他資訊(例：服務供需雙方交換資料時是

否 需建立 SSL 連線、服務之供需雙方交換訊息時是否需使用

簽章、加解密等資訊)。 

 業務服務管理 
服務註冊後，平台的管理人員可以透過業務服務管理功能維護管

理平台的業務服務資訊，包括服務資訊的查詢、修改及生命週期

管理(停用、再啟用及廢止)。業務服務之管理包括以下功能： 

 業務服務查詢：透過業務服務管理介面，查詢業務服務資訊。 

 業務服務修改：透過業務服務管理介面，修改業務服務資訊。

業務服務修改可分以下為三種情況： 

 業務單元服務修改：需先停用包含此業務單元服務的業

務複合服務及一站式服務，然後才可停用此業務單元服

務，接著才進行業務單元服務之修改作業。 

 業務複合服務修改：需先停用包含此業務複合服務的一

站式服務，然後才可停用此業務複合服務，接著才進行

業務複合服務之修改作業。 

 一站式服務修改：直接停用此一站式服務，然後進行一

站式服務之修改作業。 

 業務服務停用：透過業務服務管理介面，將業務服務之服務

狀態設定成停用。業務服務停用可分以下三種情況： 

 業務單元服務停用：需先停用包含此業務單元服務的業

務複合服務及一站式服務，然後才停用此業務單元服務。 

 業務複合服務停用：需先停用包含此業務複合服務之一

站式服務，然後才停用此業務複合服務。 

 一站式服務停用：直接停用此一站式服務。 

 業務服務再啟用：透過業務服務管理介面，將業務服務之服

務狀態設定成啟用。業務服務啟用可分以下為三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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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單元服務再啟用：可直接啟用業務單元服務。 

 業務複合服務再啟用：需先啟動此業務複合服務所包含

的業務單元服務，接著才可啟用此業務複合服務。 

 一站式服務再啟用：需先啟動此一站式服務所包含的業

務單元服務及業務複合服務，接著才可啟用此一站式服

務。 

 業務服務廢止：透過業務服務管理介面，將業務服務之服務

狀態設定成廢止。業務服務廢止可分以下為三種情況： 

 業務單元服務廢止：需先廢止包含此業務單元服務的業

務複合服務及一站式服務，然後才可廢止此業務單元服

務。 

 業務複合服務廢止：需先廢止包含此業務複合服務的一

站式服務，然後才可廢止此業務複合服務。 

 一站式服務廢止：直接廢止此一站式服務。 

註
冊
服
務

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

物件識別碼註冊物件識別碼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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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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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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 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循序示意圖 
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 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循序示意圖 
機關資訊查詢 機關資訊查詢循序示意圖 
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 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循序示意圖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循序示意圖 

2.2.2.1. 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 

 : OM  : AA/RS  : RS  : DS  : RSDB  : OM

要求取得物件識別碼

儲存該物件識別碼

取得該物件識別碼種類之流水號最大值

要求檢視物件識別碼編碼狀態

查詢物件識別碼編碼數量

記錄稽核日誌

記錄稽核日誌

依照編碼規則產生物件識別碼

 

圖 2-3：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循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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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 

 : SE  : RS  : DS  : AM  : OM

使用者資訊註冊要求

取得使用者物件識別碼

檢查註冊資訊正確性

儲存使用者註冊資訊

記錄稽核日誌

使用者資訊管理要求

檢查輸入資訊正確性

查詢/更新/刪除使用者資訊

記錄稽核日誌

更新帳號/密碼/狀態資訊

 

圖 2-4：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循序示意圖 

2.2.2.3. 機關資訊查詢 

 : SE  : RS  : DS  : OM

機關資訊查詢要求

記錄稽核日誌

查詢機關資訊

 

圖 2-5：機關資訊查詢循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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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 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 

 : SE  : RS  : DS  : OM

社群資訊註冊要求

檢查註冊資訊正確性

取得社群物件識別碼

社群資訊管理要求

檢查輸入資訊正確性

儲存社群註冊資訊

查詢/更新/刪除社群資訊

記錄稽核日誌

記錄稽核日誌

 

圖 2-6：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循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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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 

 : SE  : RS  : DS  : OM : SE/SI/I3/EP

服務註冊要求

檢查註冊資訊正確性

取得服務物件識別碼

檢查輸入資訊正確性

儲存服務註冊資訊

查詢/更新服務資訊

記錄稽核日誌

記錄稽核日誌

檢查註冊條件是否成立

服務管理要求

服務異動時檢查異動條件是否成立

 

圖 2-7：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循序示意圖 

2.3. 外部介面關聯 

 與認證授權之介面：提供取得平台角色、物件、物件群組及平台動作

等物件識別碼之功能。 

 與平台入口服務之介面：提供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機關資訊查詢、

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及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功能，以完成平台各類資

訊物件之註冊與管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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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整合服務之介面：提供查詢服務及服務協議資訊之功能。 

 與資訊交換基礎環境之介面：提供查詢服務及服務協議資訊之功能。 

 與電子支付之介面：提供修改及查詢服務付費資訊之功能。 

 與目錄服務之介面：要求平台註冊資訊之存取功能，以完成平台各類

資訊物件之註冊與管理作業。 

 與平台管理之介面：要求記錄稽核日誌之功能。同時提供平台管理檢

視物件識別碼編碼狀態之功能。 

 與帳號管理之介面：使用者資訊異動時，要求更新使用者帳號/密碼/
狀態資訊。 

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

物件識別碼註冊物件識別碼註冊

物件識別碼管理物件識別碼管理

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

使用者資訊註冊使用者資訊註冊

使用者資訊管理使用者資訊管理

機關資訊註冊與管理

機關資訊查詢機關資訊查詢

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

社群資訊註冊社群資訊註冊

社群資訊管理社群資訊管理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

業務服務註冊業務服務註冊

業務服務管理業務服務管理

平台入口服務

認證授權

整合服務

資訊交換

基礎環境

電子支付

目錄服務

平台管理

需求/提供

服務需求

服務提供

帳號管理

註
冊
服
務

 

圖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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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模組服務定義: Utility Services 

 與業務服務對應的支援關係 

 Solution：AP、PT(會員服務)、EP(電子付費服務) 

 Process Services：無 

 Capabilities：管理個人資料、身分轉換、憑證管理、單一簽入、線

上電子付費 

 Core Services：服務管控、用戶查詢、用戶管理 

  Utility Services： 

 本模組的服務：RS_物件識別碼註冊與管理、RS_使用者資訊

註冊與管理、RS_機關資訊查詢、RS_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

RS_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 

 呼叫本模組：SE_RSMediator、I3_MessageExchange、
SI_ServiceFlowOrchestration、AA_授權管理、EP_共同功能模

組 

 呼叫他模組:：DS_註冊服務 API、AA_認證授權 

  Underlying Services：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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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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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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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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電子付費

AM_帳號生命週期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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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如下： 
訊息流程 訊息 XML 
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 PersonProfile 

CorporationProfile 
機關資訊查詢 GovOrgProfile 
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 GroupNewsProfile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 eGovServiceProfile 

PublicServiceProfile 
Agreement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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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訊息流程 

 : SE  : RS  : DS

自然人/公務人員資訊註冊/修改
自然人/公務人員資訊儲存/更新

法人資訊註冊/修改

PersonProfile
XML 訊息

PersonProfile
XML 訊息

CorporationProfile
XML 訊息

法人資訊儲存/更新

CorporationProfile
XML 訊息

使用者資訊查詢
使用者資訊查詢

使用者帳號
使用者帳號

使用者資訊回覆訊息
使用者資訊回覆訊息

PersonProfile
CorporationProfile
XML 訊息

PersonProfile
CorporationProfile
XML 訊息

 

圖 3-2：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理訊息流程圖 

3.2.1.2. 機關資訊查詢訊息流程 

 : SE  : RS  : DS

機關資訊查詢

機關資訊查詢

機關資訊回覆訊息

機關物件識別碼

機關物件識別碼

GovOrgProfile
XML 訊息

機關資訊回覆訊息

GovOrgProfile
XML 訊息

 

圖 3-3：機關資訊查詢訊息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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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 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訊息流程 

 : SE  : RS  : DS

GroupNewsProfile
XML 訊息

社群資訊註冊/修改
社群資訊儲存/更新

GroupNewsProfile
XML 訊息

社群資訊查詢
社群資訊查詢

社群資訊回覆訊息
社群資訊回覆訊息

社群識別碼
社群識別碼

GroupNewsProfile
XML 訊息GroupNewsProfile

XML 訊息

 

圖 3-4：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訊息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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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4.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訊息流程 

 : SE/SI/I3/EP  : RS  : DS

eGovServiceProfile
XML 訊息

PublicServiceProfile
XML 訊息

業務單元/複合服務註冊/修改

一站式服務註冊/修改

業務單元/複合服務資訊儲存/更新

一站式服務資訊儲存/更新

eGovServiceProfile
XML 訊息

PublicServiceProfile
XML 訊息

服務協議註冊/修改
服務協議資訊儲存/更新

AgreementProfile
XML 訊息

AgreementProfile
XML 訊息

服務資訊查詢
服務資訊查詢

服務資訊回覆訊息

服務識別碼
服務識別碼

服務資訊回覆訊息
eGovServiceProfile
PublicServiceProfile
AgreementProfile
XML 訊息

eGovServiceProfile
PublicServiceProfile
AgreementProfile
XML 訊息

 

圖 3-3：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訊息流程圖 

3.2.2. 訊息 XML 設計 

說明本模組為何需要 XML 訊息，將 XML 訊息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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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PersonProfilel XML Schema 

Person 自然人及公務人員資訊 

├─  Account 帳號 
├─  UserPassword 密碼 
├─  NickName 暱稱 
├─  Name 中文姓名 
├─  EnglishName 英文姓名 
├─  UID 身分證字號 
├─  Gender 性別 
├─  Birthday 生日 
├─  BusinessCategory 職業 
├─  EduBackground 學歷 
├─  Title 職稱 
├─  PostalAddress 居住地址 
├─  PostalCode 郵遞區號 
├─  EnglishPostalAddress 英文地址 
├─  RegisteredAddress 戶籍地址 
├─  HomePhone 聯絡電話 
├─  TelephoneNumber 公司電話 
├─  Mobile 行動電話 
├─  Mail 電子郵件信箱 
├─  Pager 呼叫器號碼 
├─  FacsimileTelephoneNumber 傳真號碼 
├─  IsCertificated 是否具備憑證 
├─  SubjectName 憑證主旨名稱 
├─  OID 人員 OID 
├─  Type 身分別 
├─  OUOID 所屬機關代碼  
└─  UserCertificate 憑證 
└─  UserCertificate 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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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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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PersonProfilel XML Schema 欄位說明 
自然人或公務人員資訊 XML Schema 欄位說明 
功 能 說 
明 

人員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Account R string 帳號 
UserPassword R string 密碼 
NickName R string 暱稱 
Name R string 中文姓名 
EnglishName R string 英文姓名 
UID R string 身分證字號 
Gender R string 性別 
Birthday R string 生日 
BusinessCategory R string 職業 
EduBackground R string 學歷 
Title R string 職稱 
PostalAddress R string 居住地址 
PostalCode R string 郵遞區號 
EnglishPostalAddres
s 

R string 
英文地址 

RegisteredAddress R string 戶籍地址 
HomePhone R string 聯絡電話 
TelephoneNumber R string 公司電話 
Mobile R string 行動電話 
Mail R string 電子郵件信箱 
Pager R string 呼叫器號碼 
FacsimileTelephone
Number 

R string 
傳真號碼 

IsCertificated R string 是否具備憑證 
SubjectName R string 憑證主旨名稱 
OID R string 人員 OID 
Type R string 身分別 
OUOID R string 所屬機關代碼  
UserCertificate R string 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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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CorporationProfile XML Schema 

Corporation 法人資訊 

├─  Account 帳號 
├─  UserPassword 密碼 
├─  Name 公司或組織名稱 
├─  EnglishName 英文名稱 
├─  Manager 負責人 
├─  UID 統一編號 
├─  PostAddress 地址 
├─  TelephoneNumber 電話 

├─  FacsimileTelephone
Number 

傳真 

├─  URL 網址 
├─  ManagerOID 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  ManagerAddress 負責人居住住址 
├─  PostalCode 負責人郵遞區號 
├─  HomePhone 負責人住家電話  
├─  Mobile 負責人行動電話號碼 
├─  Mail 負責人電子郵件信箱 
├─  Pager 負責人呼叫器號碼 
├─  IsCertificated 負責人是否具備憑證 
├─  SubjectName 負責人憑證主旨名稱 
├─  OID 法人物件識別碼 
├─  Type 身分別(固定為法人) 
└─  UserCertificate 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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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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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CorporationProfile XML Schema 欄位說明 
法人資訊 XML Schema 欄位說明 
功 能 說 
明 

法人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Account R string 帳號 
UserPassword R string 密碼 
Name R string 公司或組織名稱 
EnglishName R string 英文名稱 
Manager R string 負責人 
UID R string 統一編號 
PostAddress R string 地址 
TelephoneNumber R string 電話 
FacsimileTelephoneN
umber 

R string 傳真 

URL R string 網址 
ManagerOID R string 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ManagerAddress R string 負責人居住住址 
PostalCode R string 負責人郵遞區號 
HomePhone R string 負責人住家電話  
Mobile R string 負責人行動電話號碼 
Mail R string 負責人電子郵件信箱 
Pager R string 負責人呼叫器號碼 
IsCertificated R string 負責人是否具備憑證 
SubjectName R string 負責人憑證主旨名稱 
OID R string 法人物件識別碼 
Type R string 身分別(固定為法人) 
UserCertificate R string 是否具備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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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GovOrgProfile XML Schema 

GovOrg 機關資訊 

├─  Name 機關名稱 
├─  Description 機關敘述 
├─  EnglishName 機關英文名稱 
├─  OrganizationalCode 機關代碼 
├─  BusinessCategory 機關業務執掌 
├─  Administrator 機關目錄管理聯絡人 
├─  URL 網址 
├─  PostalCode 郵遞區號 
├─  PostAddress 郵遞位址 
├─  EnglishPostalAddress 英文郵遞位址 
├─  TelephoneNumber 機關電話號碼 
├─  FacsimileTelephoneNumber 機關傳真號碼 
├─  Mail 機關電子郵件信箱 
├─  PostOfficeBox 機關信箱 
└─  OID 機關物件識別碼 
(Legend:  表必要欄位且只出現一次; 表選擇性欄位;  LoopP 表多筆) 
 

表 3-6：GovOrgProfile XML Schema 欄位說明 
機關資訊 XML Schema 欄位說明 
功 能 說 
明 

機關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Name R string 機關名稱 
Description R string 機關敘述 
EnglishName R string 機關英文名稱 
OrganizationalCode R string 機關代碼 
BusinessCategory R string 機關業務執掌 
Administrator R string 機關目錄管理聯絡人 
URL R string 網址 
PostalCode R string 郵遞區號 
PostAddress R string 郵遞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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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PostalAddress R string 英文郵遞位址 
TelephoneNumber R string 機關電話號碼 
FacsimileTelephoneNum
ber 

R string 機關傳真號碼 

Mail R string 機關電子郵件信箱 
PostOfficeBox R string 機關信箱 
OID R string 機關物件識別碼 
 

表 3-7：GroupNewsProfile XML Schema 

GroupNews 社群資訊 

├─  Name 社群名稱 
├─  EnglishName 社群英文名稱 
├─  Type 社群對象 
├─  ClassDN 社群類別。 
├─  Description 社群描述 
├─  URL 社群網址 
├─  State 社群開放狀態 
├─  AdminAccount 社群管理者帳號 
├─  CreatorAccount 社群建立者帳號 
├─  OUOID 機關物件識別碼 
└─  OID 社群物件識別碼 
(Legend:  表必要欄位且只出現一次; 表選擇性欄位;  LoopP 表多筆) 
 

表 3-8：GroupNewsProfile XML Schema 欄位說明 
社群資訊 XML Schema 欄位說明 
功 能 說 
明 

社群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Name R string 社群名稱 
EnglishName R string 社群英文名稱 
Type R string 社群對象 
ClassDN R string 所屬類別 
Description R string 社群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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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R string 社群網址 
State R string 社群開放狀態 
AdminAccount R string 社群管理者帳號 
CreatorAccount R string 社群建立者帳號 
OUOID R string 機關物件識別碼 
OID R string 社群物件識別碼 
UserCertificate R string 社群名稱 
 

表 3-9：eGovServiceProfile XML Schema 

eGovServiceProfileData 業務單元/複合服務之服務檔案 

├─  ServiceID 服務之唯一識別碼 
├─  OID 服務之物件識別碼 
├─  Name 服務名稱 
├─  Description 服務描述 
├─  Version 服務版本 
├─  Edition 服務版次 
├─  IsAddVersion 是否累計版次 
├─  State 服務狀態 
├─  IsSync 是否為同步服務 
├─  ServiceReturnCode 服務回傳訊息 

└ ─

 
ReturnCodePair  

├ ─

 
StatusCode 回傳狀態碼 

└ ─

 
StatusDescription 回傳狀態描述 

├─  ServiceUrl 服務被呼叫的位址 
├─  FormContent 存取服務所需表單欄位的 XML 檔 
├─  WSDLUrl 存放服務之 WSDL 文件的位址 

├─  XMLSchemaUrl 
存放服務之 XML Schema 文件的

XSD 檔 
├─  Fee 服務付費資訊 

├─  IsNeededFee 申請服務是否需付費 
├─  OrgAccount 機關帳號 
├─  OrgPassword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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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BusinessID 業務代碼 
├─  Policy 服務政策 

├─  PolicyID 服務政策的唯一識別碼 
          
├─  RetryCount 服務無回應時可 Retry 的次數 

├─  RetryInterval 服務無回應時 Retry 的時間間隔 
├─  RequestMessage 請求訊息 

├─  AuthorizationRequired 請求訊息是否需要授權 
                
├─  EncryptionAlgorithm 請求訊息所使用的加密演算法名稱 

                
├─  SignatureAlgorithm 

請求訊息所使用的電子簽章演算法

名稱 
                
├─  LegacyCert 請求訊息的加密憑證名稱 

                
├─  PlatFormCert 請求訊息的簽章憑證名稱 

                
├─  AttatchmentRequired 請求訊息是否有附件 

                
├─  ChineseEncoding 請求訊息的中文編碼方式 

├─  ResponseMessage 回覆訊息 
├─  AuthorizationRequired 回覆訊息是否需要授權 

                
├─  EncryptionAlgorithm 回覆訊息所使用的加密演算法名稱 

                
├─  SignatureAlgorithm 

回覆訊息所使用的電子簽章演算法

名稱 
                
├─  LegacyCert 回覆訊息的加密憑證名稱 

                
├─  PlatFormCert 回覆訊息的簽章憑證名稱 

                
├─  AttatchmentRequired 回覆訊息是否有附件 

                
└─  ChineseEncoding 回覆訊息的中文編碼方式 

└─  Protocol 服務通訊時所使用的傳輸協定 
├─  IsComposition 是否為複合服務 
├─  ServiceComposition  

├─  ParentServiceID  此複合服務之唯一識別碼 
          
└─  ChindServices 所包含之單元服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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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dServiceID 單元服務之唯一識別碼 

                
├─  ContactID 單元服務之聯絡人身分證字號 

                
├─  ContactName 單元服務之聯絡人姓名 

                
├─  ContactMail 單元服務之聯絡人電子郵件 

                
├─  ContactMobile 單元服務之聯絡人手機 

                
└─  Fee  服務付費資訊 

├─  IsNeededFee 申請服務是否需付費 
├─  OrgAccount 機關帳號 
├─  OrgPassword 密碼 
└─  OrgBusinessID 業務代碼 

├─  OperationBag 服務運作資訊 
├─  ServiceID 服務之唯一識別碼 
├─  Operations 服務運作資訊 
└─  Operation  

├─  OperationID 服務運作的唯一識別碼 
                 
├─  Name 服務運作名稱 

└─  Description 服務運作描述 
├─  CategoryList 服務分類資訊 
        └
─  ServiceCategory  

               
├─  ServiceID 服務之唯一識別碼 

               
├─  TreeID 分類樹之物件識別碼 

               
└─  NodeID 分類項之物件識別碼 

├─  BusinessEntityOID 提供此服務的機關 OID 
├─  BusinessEntityName 提供此服務的機關名稱 
├─  ContactID 服務聯絡人身分證字號 
├─  ContactName 服務聯絡人姓名 
├─  ContactMail 服務聯絡人電子郵件 
├─  ContacPhone 服務聯絡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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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Mobile 服務聯絡人手機 
├─  CreateAccount 建置服務的人員帳號 
├─  LastUpdateUserAccount 最後異動人員帳號 
└─  LastUpdateTime 最後異動時間 
(Legend:  表必要欄位且只出現一次; 表選擇性欄位;  LoopP 表多筆) 
 

表 3-10：eGovServiceProfile XML Schema 欄位說明 
業務單元/複合服務 XML Schema 欄位說明 
功 能 說 
明 

業務單元/複合服務之服務檔案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ServiceID R string 服務之唯一識別碼 
OID R string 服務之物件識別碼 
Name R string 服務名稱 
Description R string 服務描述 
Version R int 服務版本 
Edition R int 服務版次 
IsAddVersion R string 是否累計版次 
State R string 服務狀態 
IsSync R string 是否為同步服務 
ServiceReturnCode R Aggregate 服務的回傳訊息 
ServiceUrl R string 服務被呼叫的位址 
FormContent R string 存取服務所需表單欄位的 XML 檔 
WSDLUrl R string 存放服務之 WSDL 文件的位址 
XMLSchemaUrl R string 存放服務之 XML Schema 文件的 XSD

檔 
Fee R Aggregate 服務付費資訊 
Policy R Aggregate 服務政策 
IsComposition R string 是否為複合服務 
ServiceComposition R Aggregate 複合服務 
OperationBag R Aggregate 服務運作資訊 
CategoryList R Aggregate 服務分類資訊 
BusinessEntityOID R string 提供此服務的機關 OID 
BusinessEntityName R string 提供此服務的機關名稱 
ContactID R string 服務聯絡人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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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Name R string 服務聯絡人姓名 
ContactMail R string 服務聯絡人電子郵件 
ContactPhone R string 服務聯絡人電話 
ContactMobile R string 服務聯絡人手機 
CreatorAccount R string 建置服務的人員帳號 
LastUpdateUserAcco
unt 

R string 最後異動人員帳號 

LastUpdateTime R string 最後異動時間 
 

表 3-11：PublicServiceProfile XML Schema 

PublicServiceProfileData 一站式服務之服務檔案 

├─  ServiceID 服務之唯一識別碼 
├─  OID 服務之物件識別碼 
├─  Name 服務名稱 
├─  Description 服務描述 
├─  Version 服務版本 
├─  Edition 服務版次 
├─  IsAddVersion 是否累計版次 
├─  State 服務狀態 
├─  IsSync 是否為同步服務 
├─  ServiceReturnCode 服務回傳訊息 

└─  ReturnCodePair  
├─ StatusCode 回傳狀態碼 
└─ StatusDescription 回傳狀態描述 

├─  ProcessID 服務的流程代碼 
├─  IsCertificated 服務是否需要憑證 
├─  FormXMLUrl 表單欄位的 XML 檔 
├─  FormXSLUrl 表單欄位的 XSL 檔 
├─  ServiceHelpUrl 服務之輔助說明文件的位址 
├─  ServiceUrl 服務之 URI 位址 
├─  SEUrl 平台入口服務之 URI 位址 
├─  Fee 服務付費資訊 

├─  IsNeededFee 申請服務是否需付費 
├─  OrgAccount 機關帳號 
├─  OrgPassword 密碼 
└─  OrgBusinessID 業務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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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Composition  
├─  ParentServiceID  此一站式服務之唯一識別碼 

          ├
─  ChindServices 所包含之業務單元服務資訊 

├─  ChildServiceID 業務單元服務之唯一識別碼 
├─  ContactID 業務單元服務之聯絡人身分證字號 
├─  ContactName 業務單元服務之聯絡人姓名 
├─  ContactMail 業務單元服務之聯絡人電子郵件 
├─  ContactMobile 業務單元服務之聯絡人手機 
└─  Fee  服務付費資訊 

├─  IsNeededFee 申請服務是否需付費 
├─  OrgAccount 機關帳號 
├─  OrgPassword 密碼 
└─  OrgBusinessID 業務代碼 

├─  CategoryList 服務分類資訊 
          └─  ServiceCategory  
                 
├─  ServiceID  

                 
├─  TreeID 分類樹之識別碼 

                 
└─  NodeID 分類項之識別碼 

├─  ActorList 授權資訊 
├─  Actor  

                 
├─  ActorOID 可使用此服務之角色 OID 

                 
└─  ActorName 可使用此服務之角色名稱 

├─  BusinessEntityOID 提供此服務的機關 OID 
├─  BusinessEntityName 提供此服務的機關名稱 
├─  ContactID 服務聯絡人身分證字號 
├─  ContactName 服務聯絡人姓名 
├─  ContactMail 服務聯絡人電子郵件 
├─  ContacPhone 服務聯絡人電話 
├─  ContactMobile 服務聯絡人手機 
├─  CreatorAccount 建置公開服務的人員帳號 
├─  LastUpdateUserAccount 最後異動人員帳號 
├─  LastUpdateTime 最後異動時間 
(Legend:  表必要欄位且只出現一次; 表選擇性欄位;  LoopP 表多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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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PublicServiceProfile XML Schema 欄位說明 
一站式服務 XML Schema 欄位說明 
功 能 說 
明 

一站式服務之服務檔案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ServiceID R string 公開服務之唯一識別碼 
OID R string 公開服務之物件識別碼 
Name R string 服務名稱 
Description R string 服務描述 
Version R int 服務版本 
Edition R int 服務版次 
IsAddVersion R string 是否累計版次 
State R string 服務狀態 
IsSync R string 是否為同步服務 
ServiceReturnCode R Aggregate 公開服務的回傳訊息 
ProcessID R string 啟動 SI 中相對應之公開服務的流程代

碼 
IsCertificated R string 此公開服務是否需要憑證 
FormXMLUrl R string 表單欄位的 XML 檔 
FormXSLUrl R string 表單欄位的 XSL 檔 
ServiceHelpUrl R string 存放公開服務之輔助說明文件的位址 
ServiceUrl R string 此公開服務之 URI 位址 
SEUrl R string 入口服務之 URI 位址 
Fee R Aggregate 服務付費資訊 
BusinessEntityOID R string 提供此公開服務的機關 OID 
BusinessEntityName R string 提供此公開服務的機關名稱 
ContactID R string 服務聯絡人身分證字號 
ContactName R string 服務聯絡人姓名 
ContactMail R string 服務聯絡人電子郵件 
ContactPhone R string 服務聯絡人電話 
ContactMobile R string 服務聯絡人手機 
ServiceComposition R Aggregate 複合服務 
CategoryList R Aggregate 服務分類資訊 
ActorList R Aggregate 授權資訊 
CreatorAccount R string 建置公開服務的人員帳號 
LastUpdateUserAccou
nt 

R string 最後異動人員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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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UpdateTime R string 最後異動時間 
 

表 3-13：AgreementProfile XML Schema 

Agreement 服務協議之服務檔案 

├─  AgreementID 服務協議之唯一識別碼 
├─  OID 服務協議之物件識別碼 
├─  MsgVersion 服務協議之版本 
├─  ServiceID 服務協議中所指定服務之識別碼 
├─  StartTime 服務協議之使用起始日 
├─  EndTime 服務協議之使用終止日 
├─  ServiceStartTime 服務可用起始時間 
├─  ServiceEndTime 服務暫停服務時間 
├─  Invocation 服務協議可被使用的次數 
├─  ConcurrentConversations 服務協議可被使用的個數 
├─  Location WSDL 所在的位址 
├─  State 服務協議狀態 
├─  IsSync 是否為同步服務 
├─  ServiceDescription 服務描述 
          └
─  Service  

                 
├─  

ServiceID 服務協議中所指定服務之識別碼 

                 
├─  

ServiceOID 服務協議中所指定服務之物件識別

碼 
                 
├─  

ProviderOID 服務協議提供者之物件識別碼 

                 
├─  

ProviderName 服務協議提供者之名稱 

                 
├─  

RequerterOID 服務協議使用者之物件識別碼 

                 
└─  

RequesterName 服務協議使用者之名稱 

├─  WSDL  
          └
─  Location WSDL 所在的位址 

├─  ReliableMessage 服務無回應時的訊息 
├─  RetryCount 服務無回應時可 Retry 的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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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etryInterval 服務無回應時 Retry 的時間間隔 

├─  RequestMessage 請求訊息 
├─  Security  

                 
├─  AuthorizationRequired 請求訊息是否需要授權 

                 
├─  ChineseEncoding 請求訊息的中文編碼方式 

                 
├─  Signature 簽章資訊 

├─  
Algorithm 請求訊息所使用的電子簽章演算法

名稱 

└─  
Certificate 請求訊息所使用的電子簽章憑證名

稱 
                 
├─  Encryption 加密資訊 

├─  Algorithm 請求訊息所使用的加密演算法名稱 
└─  Certificate 請求訊息所使用的加密憑證名稱 

└─  AttachmentRequired 請求訊息是否有附件 
├─  ResponseMessage 回覆訊息 

├─  Security 安全 
                  
├─  AuthorizationRequired 回覆訊息是否需要授權 

                  
├─  ChineseEncoding 回覆訊息的中文編碼方式 

                  
├─  Signature 簽章 

├─  
Algorithm 回覆訊息所使用的電子簽章演算法

名稱 

└─  
Certificate 回覆訊息所使用的電子簽章憑證名

稱 
                  
├─  Encryption 加密 

├─  Algorithm 回覆訊息所使用的加密演算法名稱 
└─  Certificate 回覆訊息所使用的加密憑證名稱 

└─  AttachmentRequired 回覆訊息是否有附件 
├─  TransportChannel 服務通訊時所使用的傳輸協定 
├─  CreatorAccount 服務協議建置人帳號 
├─  LastUpdateUserAccount 最後異動人員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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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服務模組技術規範 

 

  45 

├─  LastUpdateTime 最後異動時間 
(Legend:  表必要欄位且只出現一次; 表選擇性欄位;  LoopP 表多筆) 
 

表 3-14：AgreementProfile XML Schema 欄位說明 
服務協議 XML Schema 欄位說明 
功 能 說 
明 

服務協議之服務檔案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AgreementID R string 服務協議之唯一識別碼 
OID R string 服務協議之物件識別碼 
MsgVersion R string 服務協議之版本 
StartTime R string 服務協議之使用起始日 
EndTime R string 服務協議之使用終止日 
ServiceStartTime R int 服務可用起始時間 
ServiceEndTime R int 服務暫停服務時間 
Invocation R string 服務協議可被使用的次數 
ConcurrentConversation
s 

R string 服務協議可被使用的個數 

Location R string WSDL 所在的位址 
State R Aggregate 服務協議狀態 
IsSync R string 是否為同步服務 
ServiceDescription R Aggregate 服務描述 
WSDL R Aggregate WSDL 資訊 
ReliableMessage R Aggregate 服務無回應時的訊息 
RequestMessage R Aggregate 請求訊息 
ResponseMessage R Aggregate 回覆訊息 
TransportChannel R string 服務通訊時所使用的傳輸協定 
CreatorAccount R string 服務協議建置人帳號 
LastUpdateUserAccount R string 最後異動人員帳號 
LastUpdateTime R string 最後異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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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服務模組技術規範 

 

  46 

表 3-15：組合資料元規格說明 
組合資料元(Aggregate)規格說明 
ServiceReturnCode 
功 能 說 

明 
服務回傳訊息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ReturnCodePair O/Rep Aggregate 回傳碼 
 
Fee 
功 能 說 

明 
服務付費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IsNeededFee R string 申請服務是否需付費 
OrgAccount R string 機關帳號 
OrgPassword R string 密碼 
OrgBusinessID R string 業務代碼 
 
Policy 
功 能 說 

明 
服務政策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PolicyID R string 服務政策的唯一識別碼 
RetryCount R string 服務無回應時可 Retry 的次數 
RetryInterval R string 服務無回應時 Retry 的時間間隔 
RequestMessage R Aggregate 請求訊息 
ResponseMessage R Aggregate 回覆訊息 
Protocol R string 服務通訊時所使用的傳輸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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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Composition 
功 能 說 

明 
複合服務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ParentServiceID R  父服務識別碼 
ChildServices R/Rep Aggregate 所包含之業務單元服務資訊 
 
OperationBag 
功 能 說 

明 
服務運作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ServiceID R  服務識別碼 
Operations R Aggregate 運作資訊 
 
CategoryList 
功 能 說 

明 
服務分類資訊列表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ServiceCategory R/Rep Aggregate 服務分類資訊 
 
ActorList 
功 能 說 

明 
授權資訊列表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Actor R/Rep Aggregate 授權資訊 
 
ServiceDescription 
功 能 說 

明 
服務描述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Service R Aggregate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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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DL 
功 能 說 

明 
WSDL 相關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Location R string WSDL 所在的位址 
 
ReliableMessage 
功 能 說 

明 
服務無回應時的訊息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RetryCount R string 服務無回應時可 Retry 的次數 
RetryInterval R string 服務無回應時 Retry 的時間間隔 
 
Agreement->RequestMessage 
功 能 說 

明 
協議的請求訊息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Security R Aggregate 安全相關訊息 
AttachmentRequired R string 請求訊息是否有附件 
 
Agreement->ResponseMessage 
功 能 說 

明 
協議的回覆訊息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Security R Aggregate 安全相關訊息 
AttachmentRequired R string 請求訊息是否有附件 
 
 
ReturnCodePair 
功 能 說 

明 
回傳碼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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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服務模組技術規範 

 

  49 

StatusCode R string 回傳狀態碼 
StatusDescription R string 回傳狀態描述 
 
eGovServiceProfileData->Policy->RequestMessage 
功 能 說 

明 
政策的請求訊息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AuthorizationRequired R string 回覆訊息是否需要授權 
EncryptionAlgorithm R string 回覆訊息所使用的加密演算法名稱 
SignatureAlgorithm R string 回覆訊息所使用的電子簽章演算法

名稱 
LegacyCert R string 回覆訊息的加密憑證名稱 
PlatformCert R string 回覆訊息的簽章憑證名稱 
AttachmentRequired R string 回覆訊息是否有附件 
ChineseEncoding R string 回覆訊息的中文編碼方式 
 
eGovServiceProfileData->Policy->ResponseMessage 
功 能 說 

明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AuthorizationRequired R string 回覆訊息是否需要授權 
EncryptionAlgorithm R string 回覆訊息所使用的加密演算法名稱 
SignatureAlgorithm R string 回覆訊息所使用的電子簽章演算法

名稱 
LegacyCert R string 回覆訊息的加密憑證名稱 
PlatformCert R string 回覆訊息的簽章憑證名稱 
AttachmentRequired R string 回覆訊息是否有附件 
ChineseEncoding R string 回覆訊息的中文編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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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Services 
功 能 說 

明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ChildServiceID R string 業務單元服務之唯一識別碼 
ContactID R string 業務單元服務之聯絡人身分證字號 
ContactName R string 業務單元服務之聯絡人姓名 
ContactMail R string 業務單元服務之聯絡人電子郵件 
ContactMobile R string 業務單元服務之聯絡人手機 
Fee R Aggregate 付費資訊 
 
Operations 
功 能 說 

明 
運作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Operation R/Rep Aggregate 一個運作資訊 
 
ServiceCategory 
功 能 說 

明 
服務分類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ServiceOID R string 服務之物件識別碼 
TreeOID R string 分類樹之物件識別碼 
NodeOID R string 分類項之物件識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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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功 能 說 

明 
服務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ServiceID R string 服務協議中所指定服務之識別碼 
ServiceOID R string 服務協議中所指定服務之物件識別

碼 
ProviderOID R string 服務協議提供者之物件識別碼 
ProviderName R string 服務協議提供者之名稱 
RequerterOID R string 服務協議使用者之物件識別碼 
RequesterName R string 服務型定使用者之名稱 
 
Security 
功 能 說 

明 
安全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AuthorizationRequired R string 訊息是否需要授權 
Algorithm R string 訊息所使用的電子簽章演算法名稱 
Signature R Aggregate 訊息所使用的電子簽章資訊 
Encryption R Aggregate 訊息的加密資訊 
 
Operation 
功 能 說 

明 
服務運作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OperationID R string 服務運作的唯一識別碼 
Name R string 服務運作名稱 
Description R string 服務運作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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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 
功 能 說 

明 
電子簽章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Algorithm R string 訊息所使用的電子簽章演算法名稱 
Certificate R string 訊息所使用的電子簽章憑證名稱 
 
Encryption 
功 能 說 

明 
加密演算法資訊 

實際應用 
資料元內容說明 R/O Data Type 備 註 

Algorithm R string 訊息所使用的加密演算法名稱 
Certificate R string 訊息所使用的加密憑證名稱 

3.3. 訊息介面標準 

註冊服務功能模組為平台內部核心模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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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註冊服務功能模組訊息介面清單示意表： 
From/To 
Process 

Directio
n 

Transpo
rt  
Name 

Actio
n 
Type

Interface 
Name 

Input/ Return 
Parameter 

→Req remoting Sync 取得物件識別碼要求

/回應 
 物件識別碼種類 

認證授權 
註冊服務 ←Rsp remoting Sync  

 物件識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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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 remoting Sync 註冊與管理作業要求

/回應 
 使用者資訊註冊與管

理：  

 PersonProfile 
 CorporationProfile

 社群資訊註冊與管理：

 GroupNewsProfile

 業務服務註冊與管理：

 eGovServiceProfil
e 

 PublicServiceProfi
le 

 AgreementProfile平台入口服

務 
註冊服務 

←Rsp remoting Sync  
 使用者資訊查詢：  

 PersonProfile 
 CorporationProfile

 機關資訊查詢： 

 GovOrgProfile 

 社群資訊查詢： 

 GroupNewsProfile

 服務資訊查詢： 

 eGovServiceProfil
e 

 PublicServiceProfi
le 

 AgreementProfile
整合服務/資
訊交換基礎

→Req remoting Sync 服務資訊查詢要求/
回應 

 服務識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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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服務模組技術規範 

 

  54 

環境/電子支

付 
註冊服務 

←Rsp remoting Sync  
 服務資訊查詢： 

 eGovServiceProfil
e 

 PublicServiceProfi
le 

 AgreementProfile
→Req remoting Sync 檢視物件識別碼編碼

數量要求/回應 
 欲檢視之物件識別碼種

類 
平台管理 
註冊服務 

←Rsp remoting Sync  
 物件識別碼編碼數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