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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個人資料保護因應個人資料保護因應個人資料保護因應個人資料保護
相關介接介面變更說明相關介接介面變更說明相關介接介面變更說明相關介接介面變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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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0  預先執行期預先執行期預先執行期預先執行期

(機關已可介接機關已可介接機關已可介接機關已可介接)
Phase-II  

個資全面控管個資全面控管個資全面控管個資全面控管

Phase-I  緩衝期緩衝期緩衝期緩衝期

(新舊併存新舊併存新舊併存新舊併存)

時程時程時程時程

3月月月月 4月月月月 5月月月月 6月月月月 7月月月月 8月月月月 9月月月月10月月月月 11月月月月12月月月月

3.平臺預設公務帳號平臺預設公務帳號平臺預設公務帳號平臺預設公務帳號

更名更名更名更名

2. 介接程式傳輸內容介接程式傳輸內容介接程式傳輸內容介接程式傳輸內容
去除個人資料去除個人資料去除個人資料去除個人資料

介接機關修改 介接機關上線

GSP新功
能上線

GSP關閉
舊功能

GSP開放使
用者更改帳
號名稱

102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101年年年年

GSP彙整機關意見 & 
提供介接規格

9/27 12/30
1.平臺個資欄位平臺個資欄位平臺個資欄位平臺個資欄位

減量相容減量相容減量相容減量相容 介接機關修改 & 上線
GSP刪除欄
位資料

介接機關修改 & 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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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平臺個資欄位減量相容平臺個資欄位減量相容平臺個資欄位減量相容平臺個資欄位減量相容

� 法源依據法源依據法源依據法源依據
� 最小蒐集原則最小蒐集原則最小蒐集原則最小蒐集原則

� 影響介接機關
� 各SSO介接機關 (GSN教育訓練網站、 e管家、政府網站交流平臺、政府e公務、

人事行政總局公務福利e化平臺、基層公文、基隆市政府及其他使用下列欄位之資訊
系統)

� 影響事項
� 平臺減量欄位：英文地址英文地址英文地址英文地址、、、、職業類別職業類別職業類別職業類別、、、、傳真傳真傳真傳真、、、、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使用

者無法再填)
� 舊介接機關: 仍可呼叫，但將傳回空字串
� 新介接機關: 無法再申請此欄位

� 介接機關需配合
� 檢視系統是否取用以上欄位, 確認可處理空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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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Web Services Method
修
改
停
用
主要傳入 主要傳回 新機制說明 / 介接機關評估方式

SEWebAp
plication

AAMediator.asmx TIAuthHandler VVVV token1, SID token2, 
****UserProfileUserProfileUserProfileUserProfile

UserProfileUserProfileUserProfileUserProfile區段區段區段區段包含大量個資，將刪除此區段，其其其其
餘內容不變餘內容不變餘內容不變餘內容不變. 若介接機關系統有使用此Web Service
傳回之UserProfile區段內個資，請改接下述介面.  附
錄2為可能有引用之機關系統以供參考

AuthHandler VVVV
AuthHandler2 

VVVV

ValidateToken1 
VVVV

token1 token1驗證結果,
****身份證號身份證號身份證號身份證號

「身份證號身份證號身份證號身份證號」將更換為「使用者帳號使用者帳號使用者帳號使用者帳號」若介接機關
系統有使用此Web Service傳回之身份證號，請改接
下述介面

RSMediator.asmx GetUserProfile
VVVV

token1 ****UserProfileUserProfileUserProfileUserProfile *此Web Service將停用，介接機關如有使用到請改
接下述介面

� 目前已因應法規提供新版Web Service，如有個資請改用此Web Services

Path Web Services Method 傳入 傳回
GSP2WS RSMediator01.asmx GetProfileColumns token1, SID 依SID提供對應的個資欄位組合

� 法源依據
� 最小蒐集原則 / 善盡個資保管責任

� 影響介接機關
� 各SSO介接機關
� 一站服務資訊請求端

� 影響事項
� 以下五個Web Service因提供多項個資欄位，不符合新個資法最小蒐集原
則，且較無嚴格管制，因此GSP將對規格做修改或停用

2. 介接程式傳輸內容去除個人資料介接程式傳輸內容去除個人資料介接程式傳輸內容去除個人資料介接程式傳輸內容去除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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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修改修改修改: TIAuthHandler, AuthHandler, 
AuthHandler2 WS介面介面介面介面

WSDL URL https://www.cp.gov.tw/SEWebApplication/AAMediator.asmx?WSDL

Operation TIAuthHandler、AuthHandler、AuthHandler2

調整說明 1. 此三個方法之呼叫方式/介面不變

2. 呼叫成功時，回傳之結果為一XML字串，此XML字串中，原本部
分情境下會帶有<UserProfile>元素及子節點(內含個人資料)，經調
整後，<UserProfile>節點及其子節點將一併移除。

回傳結果範例

(修改前)

回傳結果範例

(修改後)

UserProfile元素及元素及元素及元素及

子元素將刪除子元素將刪除子元素將刪除子元素將刪除

詳見附檔詳見附檔詳見附檔詳見附檔: TIAuthHandler_Resp_Old_CPWS.xml

詳見附檔詳見附檔詳見附檔詳見附檔: TIAuthHandler_Resp_New_CPWS.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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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修改修改修改: ValidateToken1 WS介面介面介面介面

WSDL URL https://www.cp.gov.tw/SEWebApplication/AAMediator.asmx?WSDL

Operation ValidateToken1

調整說明 1. 此方法之呼叫方式/介面不變

2. 呼叫成功時，回傳之結果為一XML字串，此XML字串中之<UID>
元素原本是代入「身份證字號」，修改後將改使用「帳號」帶入

回傳結果範例

(修改前)

<CPWSResponse>

<Code>0</Code>

<Message>正確</Message>

<Result>

<SecureLevel>1</SecureLevel>

<UID>A145081571</UID>

</Result>

</CPWSResponse>

回傳結果範例

(修改後)

<CPWSResponse>

<Code>0</Code>

<Message>正確</Message>

<Result>

<SecureLevel>1</SecureLevel>

<Account>HappyMan</Account>

</Result>

</CPWSResponse>

UID元素內含值改為元素內含值改為元素內含值改為元素內含值改為「「「「帳號帳號帳號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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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修改修改修改: GetProfileColumns WS介面介面介面介面

WSDL URL https://www.cp.gov.tw/GSP2WS/RSMediator01.asmx?WSDL

Operation GetProfileColumns

調整說明 1. 此方法之呼叫方式/介面不變

2. 增加可申請查詢之欄位

1. oldAccount (舊帳號名稱)

2. renameDateTime (帳號更名時間，格式為 yyyymmdd HH:MM)

(西元年月日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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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平臺預設公務帳號更名平臺預設公務帳號更名平臺預設公務帳號更名平臺預設公務帳號更名(1/2)

� 緣由緣由緣由緣由
� 早期因便利公務員，平臺提供預設帳號，並採“身份證字
號”做為帳號名稱 (如下圖)

� 因應新個資法，顧及減少使用者個資曝露範圍，平臺將
提供使用者將預設帳號，更名為 “非身份證字號”

預設預設預設預設公務員帳號公務員帳號公務員帳號公務員帳號

帳號: A12345678
身份證字號: A12345678

姓名: 詹姆士

電話: 02-2345-6789

……

一般公務員帳號一般公務員帳號一般公務員帳號一般公務員帳號

帳號: James

身份證字號: A12345678

姓名: 詹姆士

電話: 02-2345-6789

……

更改為更改為更改為更改為James2

舊帳號名稱：

新帳號名稱：

舊帳號名稱：

新帳號名稱：
A12345678

James2

G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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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平臺預設公務帳號更名平臺預設公務帳號更名平臺預設公務帳號更名平臺預設公務帳號更名(2/2)

� 影響機關範圍
� 各SSO介接機關

� 介接機關需配合
� 少部分SSO介接機關系統需依帳號判斷 “是否為同
一人來訪”，使用者更名後，介接機關系統即會判
別為新使用者

� 請檢視是否有以帳號帳號帳號帳號作為鍵值儲存個人化或權限
資料，評估衝擊後決定是否修改

� GSP提供更名前後對映之Web Service供機關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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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評估方式影響評估方式影響評估方式影響評估方式

� Type 1: 不受影響不受影響不受影響不受影響
� Case 1: 本介接機關 未儲存未儲存未儲存未儲存 個人化資訊

� Case 2: 本介接機關個人化資訊並非以帳號欄位並非以帳號欄位並非以帳號欄位並非以帳號欄位以當key串接 (Ex: 
以憑證序號, 身份證字號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 Type 2: 有影響有影響有影響有影響, 但自行評估不需調整系統但自行評估不需調整系統但自行評估不需調整系統但自行評估不需調整系統
� 個人化資料不重要(Ex: 造訪次數, …)
� 很少預設公務帳號(身份證字號為帳號者)使用者。
�介接機關系統自行評估影響不大者，即不需更改，則使用者更名
後的帳號通常機關系統之判別邏輯一般會辦識為一個新使用者

� Type 3: 需調整系統需調整系統需調整系統需調整系統
� 介接機關程式修改方式 請依貴機關實際系統邏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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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參考影響參考影響參考影響參考(此頁為動畫此頁為動畫此頁為動畫此頁為動畫)

GSP

介接機關取得登入者個資介接機關取得登入者個資介接機關取得登入者個資介接機關取得登入者個資

介接機關系統介接機關系統介接機關系統介接機關系統

操作行為操作行為操作行為操作行為

訂閱的服務訂閱的服務訂閱的服務訂閱的服務

權限設定權限設定權限設定權限設定

福利點數福利點數福利點數福利點數

……

帳號帳號帳號帳號 = A12345678

[A12345678, 訂閱的服務訂閱的服務訂閱的服務訂閱的服務, 權限權限權限權限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福利點數福利點數福利點數福利點數]

預設預設預設預設公務員帳號公務員帳號公務員帳號公務員帳號

帳號: A12345678
身份證字號: A12345678
姓名: 詹姆士

電話: 02-2345-6789

……

����改為改為改為改為 james2

���� 查無查無查無查無 james2的個人化資訊的個人化資訊的個人化資訊的個人化資訊，，，，
視為新使用者視為新使用者視為新使用者視為新使用者

帳號帳號帳號帳號 = jame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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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帳號更名帳號更名帳號更名帳號更名、、、、刪除異動檔介面刪除異動檔介面刪除異動檔介面刪除異動檔介面

� 功能說明
� 提供特定日期之帳號更名及帳號刪除之異動資料檔(csv格式)下載

� 介面位置
� https://www.cp.gov.tw/GSP2WS/ExportAccountChanged.aspx?date=yyyymmdd

� 安全控管: 授權有申請之來源端IP存取
� 輸入參數說明

� date: 異動日期，使用 yyyymmdd (西元年月日)做為查詢字串
� 輸出檔案格式

� CSV
� 第一列為欄位名稱，欄位分別為 oldAccount、newAccount

� 範例

第一列為欄位名稱第一列為欄位名稱第一列為欄位名稱第一列為欄位名稱
, 其餘下列皆為異其餘下列皆為異其餘下列皆為異其餘下列皆為異
動內容動內容動內容動內容

「「「「帳號更名帳號更名帳號更名帳號更名」」」」1,2欄皆有欄皆有欄皆有欄皆有
值值值值，，，，分別為分別為分別為分別為「「「「更名前帳號更名前帳號更名前帳號更名前帳號
」」」」及及及及「「「「更名後帳號更名後帳號更名後帳號更名後帳號」」」」

「「「「帳號刪除帳號刪除帳號刪除帳號刪除」」」」第第第第1欄欄欄欄
有值有值有值有值(代表刪除之帳代表刪除之帳代表刪除之帳代表刪除之帳
號號號號)，，，，第第第第2欄留空欄留空欄留空欄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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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相關資訊支援窗口介接相關資訊支援窗口介接相關資訊支援窗口介接相關資訊支援窗口

�服務介接組

�劉曉雯

�3343-6946

�wen_liu@mail.gsp.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