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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1. 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以下簡稱 GSP)自民國九十三年開始對外服務，其

目的為建構以 Web Services 技術為基礎的服務平臺，整合政府資訊服務資

源，協同各級機關，突破現有作業瓶頸，推動跨機關創新 e 化服務。GSP 扮

演著提供機關共用服務(如：單一登入、認證、授權、電子付費、目錄交換、

資訊中介…等)、促成各機關資訊交換的角色。於促成機關間資訊交換功能

而言，機關可透過建置符合 GSP 規範的既有系統轉接介面(以下簡稱 LI)，

一方面介接機關內部既有系統(以下簡稱 LS)、一方面則介接至 GSP 之資訊

交換基礎環境(以下簡稱 I3)，透過此種方式將機關的服務透過 GSP 提供予

其它介接機關應用系統(以下簡稱 APP)使用。其架構示意如下圖： 

 

圖 1.1-1 一站式服務類創新 e化服務與 GSP介接架構 

透過 GSP 歷年來的營運及系統介接輔導經驗，本團隊經由各介接機關之意

見回饋得知目前 I3 與 LI 系統介接所依據的「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於實作上

有相當的困難點，造成機關建置 LI 所需時間及成本過高。為便利機關運用 GSP

機制，本團隊因而制定本「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以降低 LI 與 I3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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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門檻。 

1.2.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團隊係透過檢討現行「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不合宜處，並依此制

定「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本文件之目的如下： 

� 說明 GSP I3與機關 LI 之介接架構，包含 GSP如何同時支援既

有的「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及「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

準」。 

� 提供介接機關遵循之介接規格說明，包含 I3及 LI 需提供的Web 

Services介面、訊息標準、服務呼叫模式、通訊層安全機制及

訊息層安全機制。 

� 說明各安全機制之運用時機，以確保機敏程度不同的資料皆能

經適當的安全機制防護以確保資安無虞。 

� 提供 Java及.Net介接範例程式碼說明以供機關參考實作方法。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之制定目的如下： 

� 提供另一種 I3-LI 介接方式供介接機關選擇。 

� 縮短 LI 建置所需之時間及成本。 

� 降低 LI 建置之技術門檻，提高機關將服務介接於 GSP之意願

並擴大廠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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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適用對象及適用對象及適用對象及適用對象及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本文件適用於既有系統轉接介面(LI)之開發與建置機關單位，主要針

對「I3-LI 間之訊息交換方式」進行規範，亦即影響 LI 之聯外模組實作方

式，而不影響 LI 整體之模組架構規範（包含：聯內模組、中文碼轉換模組、

例外處理模組、記錄存查模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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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架構架構架構架構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2.1. 介接架構介接架構介接架構介接架構 

Web Services的技術及開發工具於「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發展初期尚

不成熟，因此在 I3(資訊交換基礎環境)-LI(既有系統轉接介面)之介接解決方

案中，分別採用.Net及 Java技術開發符合「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之.Net I3

及 Java I3雙通道，使其分別與使用.Net及 Java開發的 LI 介接，以降低發

生互通(Interoperability)問題的可能性。因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的運

作須在不影響現有已介接機關服務原則下進行，因此於實作上採用於平臺

上增建模組方式以處理「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並維持既有.Net I3

及 Java I3的運作以兼容現有介接方式。 

Web Servies為一可跨不同程式語言進行系統間互通的技術，隨著 Web 

Services標準及開發工具的日趨成熟，目前使用不同程式語言開發出的 Web 

Services其互通性疑慮已大幅降低，因此，本團隊使用 WSDL(Web Services 

Description Language)此機械可讀語言(Machine-Readable)來完全描述簡化

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包含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端及機關系統端所需提

供的介面)，並使用.Net技術開發新 I3 模組，在依循 Web Services標準及使

用 WSDL規範雙方所提供的介面規格前提下，新 I3 應可與使用任可程式語

言開發出的新 LI 介接互通。整體介接架構示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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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I3-LI介接簡化整體架構示意 

由上圖可知，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可同時支援「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

及「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 

2.2. 模組架構模組架構模組架構模組架構 

新 I3 模組之功能架構如下： 

 

圖 2.2-1 新 I3 模組功能架構 

各功能區塊說明如下： 

(A) 服務資料格式轉換 

� 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內部使用資料格式轉換成電子化政

府服務平臺外部接收端所訂定的接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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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外部傳送的資料格式轉換成電

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內部使用資料格式 

(B) 服務交談 

� 處理服務在執行階段的訊息排程(Queuing) 

� 交談模式分為同步(synchronous)與非同步(asynchronous)

二類型來分別執行與管理 

(C) 連外通訊 

� 封裝向外傳輸的資料 

� 解封裝由外部收到的資料並檢查訊息格式 

� 依規定的通訊協定標準呼叫新 LI 

� 接收新 LI 外部呼叫 

� 提供可靠性訊息傳輸機制 

� 提供訊息傳輸安全機制 

� 新 I3-新 LI 間之呼叫關係需符合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標

準規範 

(D) 監控 

� 對服務的執行階段資訊交換進行監控 

� 透過監控機制瞭解各個資訊交換與執行中的狀況 

(E) 存查 

� 記錄服務使用的資訊。如服務名稱、啓動時間、啓動者、

執行結果等資訊，以備日後追蹤與稽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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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服務安全 

� 確保服務需求者都是經過認證、授權的合法程序 

� 透過作業平臺認證授權、訊息與傳輸安全機制提供服務安

全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係針對原有 I3-LI 間之訊息交換介

面及安全機制進行改善，此部分主要影響到 LI「聯外模組」之實作方式，

並不影響到原有之 LI 整體架構調整。下圖為 LI 之參考功能架構： 

 

圖 2.2-2 LI參考功能架構 

上述功能架構中，各區塊之功能簡述如下： 

(A) 聯內模組 

� 中文碼轉換模組 

� 提供平臺與既有系統間所需的中文碼轉換 

� 平臺所使用的編碼為 CNS1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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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存取服務模組 

與既有系統之間的整合可以採用以下方式： 

� 以 Web Services形式溝通 

� 以 API 方式介接 

� 傳送指令及參數的方式與既有系統整合 

� 透過資料庫 driver存取既有系統資料 

� 其它整合方式 

(B) 聯外模組 

� 訊息傳送模組 

� 使用 Web Services 與平臺的 I3 進行資料交換，並遵

循「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之規範 

� 提供服務訊息佇列處理功能 

� 提供可靠性訊息傳送功能 

� 支援同步或非同步訊息的傳遞 

� 支援 HTTP或 HTTPS或 HTTPS with Client 

Certificates方式連線 

� 訊息轉換模組 

�  提供透過平臺傳送之服務訊息與既有系統間資料格

式的轉換 

� 加密及加簽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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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訊息層的加/解密、簽/驗章功能 

(C) 管理模組 

� 監控服務模組 

� 提供管理介面所需之監控資料 

� 記錄服務模組 

� 訊息收送日誌 

� 訊息處理成功/失敗記錄 

� 例外處理模組 

� 提供例外狀況的處理能力 

� 通知服務模組 

� 提供訊息發送通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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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介接規格介接規格介接規格介接規格 

3.1. 採用標準採用標準採用標準採用標準 

GSP I3與機關 LI 間之訊息交換依循之標準如下： 

(A) HTTP 1.1 

(B) HTTPS採用 SSL 3.0 以上之標準 

(C) XML 1.0 

(D) XML Schema 1.0 

(E) Namespaces in XML 1.1 

(F) UTF-8 

(G) 中文標準交換碼(CNS 11643) 

(H) SOAP 1.1、SOAP 1.2 

(I) WSDL 1.1 

 

介接應用系統透過 GSP與機關 LI/LS 間交換之服務訊息，若有

end-to-end之訊息層安全需求，建議採下列標準針對 XML 服務訊息進

行加密、簽章： 

(A) W3C XML Signature 1.0（建議使用 SHA1雜湊演算法） 

(B) W3C XML Encryption 1.0（建議使用 Triple DES或 AES-128

以上之加密演算法） 

(C) W3C Exclusive XML Canonicalization 1.0 

以上標準版本需逐年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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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介面說明介面說明介面說明介面說明 

3.2.1. Web Services 介面定義介面定義介面定義介面定義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係基於 Web Services技術，因此可用

WSDL此 Web Services描述語言規範 GSP I3與機關 LI 間之訊息交換介面，

透過 WSDL規範，可明確精準的定義訊息介面，並有利於工具自動產出符

合介面之程式碼。依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設計，I3 須提供符合附

錄 6.2 I3 WSDL規範之介面，LI 則須依其提供服務的呼叫方式，提供符合

附錄 6.1 LI WSDL規範之部分或全部介面。I3、LI 之介面及其用途說明如

下表： 

表 3.2-1 Web Services介面定義 

提供

者 
呼叫

者 
介面名稱 輸入參數型

別(Schema) 
輸出參數型

別(Schema) 
介面用途說明 

LI I3 InvokeSync I3LIRequest
Msg 

LII3SyncRe
sponseMsg 

同步服務呼叫介

面 

供 I3 呼叫，以同

步方式提供服

務，在同一呼叫中

即會將服務的處

理結果傳回。 

LI I3 InvokeAsync I3LIRequest
Msg 

LII3AsyncR
esponseMsg 

非同步或通報服

務呼叫介面 

供 I3 呼叫，以非

同步方式提供服

務，在此次呼叫只

傳遞服務請求

(request)，並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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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者 
呼叫

者 
介面名稱 輸入參數型

別(Schema) 
輸出參數型

別(Schema) 
介面用途說明 

確認碼(Ack)。 

LI I3 PingLS 無 String 提供 LI 內部連接

的 LS 系統健康狀

況資訊以做為系

統維運時監測使

用。此為非必要性

介面，LI 可選擇性

實作。 

I3 LI Reply LII3Msg I3Response
Msg 

非同步服務處理

結果回傳介面 

LI 處理完非同步

的服務請求

(request)後，透過

此介面將處理結

果(response)傳遞

予 I3 

I3 LI Notify LII3Msg I3Response
Msg 

通報服務處理結

果回傳介面 

LI 處理完通報的

服務請求(request)
後，透過此介面將

處理結果

(response)傳遞予

I3 

下圖為 I3、LI 於同步、非同步、通報三種服務情境，系統間互動的循

序圖，開發人員由此可更瞭解 I3、LI 所需提供的介面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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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同步服務循序圖 

 

圖 3.2-2 非同步服務循序圖 

 

圖 3.2-3 通報服務循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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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訊息網要訊息網要訊息網要訊息網要(Schema) 

依 3.2.1節介面之定義，可得知主要使用的訊息格式共有

I3LIRequestMsg、LII3SyncResponseMsg、LII3AsyncResponseMsg、

I3ResponseMsg、LII3Msg 五種，訊息所依循的綱要(Schema)亦定義於附錄

6.1及 6.2的 WSDL描述檔中。下列使用視覺化的方式呈現分別定義於

http://www.gsp.gov.tw/gsp2/i3/Schema及

http://www.gsp.gov.tw/gsp2/li/Schema兩個命名空間(namespace)的五種主要

訊息綱要，以利開發人員理解： 

 

圖 3.2-4 訊息綱要結構圖(命名空間:http://www.gsp.gov.tw/gsp2/i3/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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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訊息綱要結構圖(命名空間:http://www.gsp.gov.tw/gsp2/li/Schema) 

訊息綱要中的各欄位說明如下： 

表 3.2-2 訊息綱要欄位定義 

編號 欄位名稱 中文名稱 資料型別 正規 

表示式 

最少出

現次數 

最多出

現次數 

說明 

1. TicketNo 電子案號 s:string [0-9]{8}_

[0-9]{7}_

[0-9]{6}_

[0-9]{4}  

1 1 由介接應用系統向

GSP取得的唯一識

別碼，用以啟動服務

並做為服務案件的

識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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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欄位名稱 中文名稱 資料型別 正規 

表示式 

最少出

現次數 

最多出

現次數 

說明 

2. AgreementId 服務協議

代碼 

s:string AGM[0-9

]{7}  

1 1 服務協議為服務供

需雙方事先協商的

結果，記載服務位

置、服務種類、傳輸

層安全機制、訊息層

安全機制、憑證資

訊、服務提供時間、

服務提供者、服務使

用者...等資訊。服務

協議代碼為服務協

議註冊於 GSP時所

得之一唯一識別

碼，LI 應依服務協議

之內容提供服務。 

3. ErrorCode 錯誤代碼 s:int [0] | 

[12][0-9]

{3}  

1 1 I3 及 LI 之實作，應

遵循 3.2.3節之規

範，依處理結果不同

提供對應的錯誤代

碼。大致可分為以下

三大類： 

0 : 處理正確 

1xxx：LI 端依處理結

果提供的錯誤碼：  

2xxx：I3 端依處理結

果提供的錯誤碼: 

4. ErrorDesc 錯誤描述 s:string 無 0 1 
若處理過程發生錯

誤（處理代碼不為

0），則需提供詳細的

錯誤描述訊息，錯誤

描述的方式亦規範

於 3.2.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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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欄位名稱 中文名稱 資料型別 正規 

表示式 

最少出

現次數 

最多出

現次數 

說明 

s1:Serializ

ableAny 

0 1 5. DetailInfo 服務訊息 

s2:AnyCo

ntent 

無 

0 1 

該欄位允許擁有 
0~無限個資料型別無限個資料型別無限個資料型別無限個資料型別

為為為為 s:any 的子元的子元的子元的子元

素素素素，這些子元素即用

來存放「服務訊服務訊服務訊服務訊

息息息息」。 

    
    

註：命名空間前置詞  

xmlns:s= "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 

xmlns:s1= "http://www.gsp.gov.tw/gsp2/i3/Schema" 

xmlns:s2="http://www.gsp.gov.tw/gsp2/li/Schema" 

服務提供端(LI/LS)應依服務特性，定義專屬於該服務的「服務訊息綱

要」，該綱要需規範服務請求(request)及回應(response)的訊息格式，以確保

服務訊息使用的各 XML 元素都定義在特定的命名空間內(namespace 

qualified)。本文件提供附錄 6.3公路監理服務的「服務訊息綱要」做為範例，

於該範例中，定義了服務要求的訊息格式(查詢條件：RA_Qry_Criteria)及服

務回應的訊息格式(查詢結果：RA_Qry_Result)，各服務提供端(LI/LS)之設

計人員可依此精神自行定義專屬於其服務的「服務訊息綱要」。 

3.2.3. 異常處理準則及錯誤碼規範異常處理準則及錯誤碼規範異常處理準則及錯誤碼規範異常處理準則及錯誤碼規範 

LI 依本交換標準提供的 Web Services介面，應處理所有的例外狀況應處理所有的例外狀況應處理所有的例外狀況應處理所有的例外狀況並

依本節之錯誤碼規範將擷取例外狀況以錯誤碼、錯誤描述的方式於回應訊

息參數（ErrorCode, ErrorDesc）內提供以回傳予 GSP I3，避免未經處理任

由程式拋出例外狀況（throw exception）。 

除正確處理成功使用 0 做為錯誤碼外，其餘的錯誤碼皆採四碼階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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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各碼位之階層關係為： 

表 3.2-3 錯誤碼階層 

碼位 第一碼 第二碼 第三、四碼 

碼位用途 用以區分錯

誤碼傳出系

統（不等同於

錯誤發生之

根源系統） 

1：LI 

2：I3 

錯誤高階分類 

 

錯誤細部分類 

為第二碼所表

示錯誤之細部

分類 

於採用錯誤碼時，應選擇符合且最細階層的錯誤碼應選擇符合且最細階層的錯誤碼應選擇符合且最細階層的錯誤碼應選擇符合且最細階層的錯誤碼，若細部錯誤碼不

適用時，才採用較高階層之錯誤碼。例如，若 I3 呼叫 LI 時 LI 存取內部資

料庫錯誤，則應使用 1302（資料庫存取的錯誤）而不可使用 1300（LI 或

LS 內部錯誤）或 1000（LI 回傳之錯誤）。 

LII3SyncResponseMsg、LII3AsyncResponseMsg、LII3Msg 三種訊息格

式內的 ErrorCode、ErrorDesc之值，應參照下表填入（註：此部分供 LI 使

用）。其中，ErrorCode欄位依下表選用適用之「錯誤碼」，ErrorDesc則依錯

誤碼對應的錯誤描述前置詞依下列格式填入： 

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細部訊息錯誤細部訊息錯誤細部訊息錯誤細部訊息（例如: ErrDB::DB Connection 

Timeout）。。。。錯誤細部訊息為各 LI 依所判斷到的錯誤或例外狀況，提供進一

步的錯誤根源以利後續障礙查測排除使用，錯誤訊息可包含錯誤原因、

exception名稱、exception 發生程式碼位置…等資訊。 

表 3.2-4 LI回傳錯誤碼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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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    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描述前置詞    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涵義涵義涵義涵義    使使使使用時機用時機用時機用時機    

0 N/A 成功 LI 成功接受 I3呼叫且處理成功 

1000 ErrLI 
LI 回傳之錯

誤 

於 LI 偵測到的錯誤或例外狀況，

且無法對應到更細部之錯誤類別

時 

1100 ErrClientCertificate 

平臺之用戶

端憑證驗證

失敗 

採 SSL 雙向認證時，若憑證認證是

由程式碼控管且驗證失敗，又無法

對應到更細部之錯誤類別時 

（註：若透過應用程式伺服器進行

客戶端憑證認證時，則不會用到此

類錯誤碼，而會由應用程式伺服器

直接傳回 HTTP 狀態碼 401 

Unauthorized） 

1101 ErrClientCertNotTrust 

平臺之用戶

端憑證不在

信任清單內 

平臺之用戶端憑證不在信任清單

內 

1102 ErrClientCertExpire 
平臺之用戶

端憑證過期 
平臺之用戶端憑證過期 

1103 ErrClientCertRevoke 

平臺之用戶

端憑證已被

徹銷 

平臺之用戶端憑證已被徹銷 

1200 ErrArgument 參數錯誤 
傳入參數錯誤且無法對應到更細

部之錯誤類別時 

1201 ErrTickidInvalid 
電子案號格

式錯誤 
電子案號參數不符規定格式時 

1202 ErrTicketidDuplicate 
電子案號重

覆 
電子案號重覆時 

1203 ErrAgreementId 
AgreementID

錯誤 

服務協議代碼非 LI所提供服務之

協議代碼時 

1204 ErrDetailInfo 
服務訊息格

式錯誤 

介接應用系統(APP)提交的服務要

求訊息不符合「服務訊息」綱要時 

1300 ErrInternal 
LI或LS內部

錯誤 

除參數問題外之其它錯誤或例外

狀況發生，且無法對應到更細部之

錯誤類別時 

1301 ErrFile 
檔案存取的

錯誤 
LI 存取檔案發生例外狀況時 

1302 ErrDB 資料庫存取 LI存取資料庫發生例外狀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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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    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描述前置詞    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涵義涵義涵義涵義    使使使使用時機用時機用時機用時機    

的錯誤 

1303 ErrModule 
模組存取的

錯誤 

LI 存取 LS 發生例外狀況（如, LS

連接不到、LS處理過程中發生例

外狀況）時，或 LI存取系統內其

它模組發生例外狀況時 

1304 ErrDecrypt 
服務訊息解

密錯誤 

採訊息層安全機制時，LI針對介

接應用系統(APP)提供的服務要求

訊息進行解密過程發生失敗時 

1305 ErrVerify 
服務訊息驗

簽錯誤 

採訊息層安全機制時，LI針對介

接應用系統(APP)提供的服務要求

訊息進行驗簽過程發生失敗時 

I3ResponseMsg訊息格式內的 ErrorCode、ErrorDesc之值，應參照下表

填入（註：此部分供 GSP I3使用）： 

表 3.2-5 I3回傳錯誤碼規範 
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    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描述前置詞    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涵義涵義涵義涵義    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    

0 無 成功 I3 成功接受 LI呼叫且處理成功 

2000 ErrI3 
I3 回傳之錯

誤 

於 I3 偵測到的錯誤或例外狀況，

且無法對應到更細部之錯誤類別

時 

2100 ErrClientCertificate 

LI 之用戶端

憑證驗證失

敗 

採 SSL 雙向認證時，若 LI使用之

用戶端憑證驗證失敗，且無法對應

到更細部之錯誤類別時 

2101 ErrClientCertNotTrust 

LI 之用戶端

憑證不在信

任清單內 

LI 之用戶端憑證不在信任清單內 

2102 ErrClientCertExpire 
LI 之用戶端

憑證過期 
LI 之用戶端憑證過期 

2103 ErrClientCertRevoke 

LI 之用戶端

憑證已被徹

銷 

LI 之用戶端憑證已被徹銷 

2200 ErrArgument 參數錯誤 
傳入參數錯誤且無法對應到更細

部之錯誤類別時 

2201 ErrTickidInvalid 電子案號格 電子案號參數不符規定格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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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    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描述前置詞錯誤描述前置詞    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錯誤碼涵義涵義涵義涵義    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    

式錯誤 

2202 ErrTicketidDuplicate 
電子案號重

覆 

LI 重覆回應同一電子案號的服務

執行結果時 

2203 ErrAgreementId 
AgreementID

錯誤 

服務協議代碼非註冊於平臺之服

務或服務協議代碼與電子案號對

應關係有問題時 

2204 ErrTicketidNotFound 

電子案號對

應不到對應

之服務啟動

記錄時 

電子案號對應不到對應之服務啟

動記錄時 

2300 ErrInternal 
平臺內部錯

誤 

除參數問題外之其它錯誤或例外

狀況發生，且無法對應到更細部之

錯誤類別時 

2301 ErrFile 
檔案存取的

錯誤 
I3 存取檔案發生例外狀況時 

2302 ErrDB 
資料庫存取

的錯誤 
I3 存取資料庫發生例外狀況時 

2303 ErrModule 
模組存取的

錯誤 

I3 存取平臺內部其它模組(如, 

SI, OM, RS, …等)發生例外狀況

時 

 

3.3. 安全機制安全機制安全機制安全機制 

下列兩圖示分別說明介接應用系統(APP)透過 GSP存取 LI/LS 服務時，

於「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及「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兩種情境

下，訊息交換的整體安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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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 end-to-end安全架構 

 

圖 3.3-7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 end-to-end安全架構 

上述三種安全機制說明如下： 

� 通道層安全：指 SOAP封包所用之傳輸通道的安全機制，以本

標準而言，使用之傳輸通道為 HTTP，可選用之傳輸通道安全

機制為 SSL及 SSL雙向認證，其作用範圍為 point-to-point，即

APP-SE及 I3-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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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層安全：針對介接應用系統與 LI/LS 間交換的「服務訊息」

區段，提供另一層的防護，以本標準而言，可視安全需求採 XML 

Encryption、XML Signature標準針對「服務訊息」進行加解密、

加驗簽處理，作用在 APP-LI/LS實際交換的訊息上，為一

end-to-end的安全機制。 

� 服務存取控制：指 APP透過 GSP使用服務時所用的認證、授

權機制。 

由上圖比較可得知，「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之安全機制與「跨

機關訊息交換標準」之安全機制差異如下： 

� 訊息層安全由 I3-LI 間的 point-to-point關係，改為 APP-LI/LS

間的 end-to-end關係，因此「服務訊息」於流經 GSP時可以加

密形式存在，訊息的機密性、完整性、不可否認性特質擴展為 

APP-LI/LS 間的關係。 

� 使用 SSL/TLS雙向認證機制，除提供通道層的安全性外，亦可

取代原 I3-LI 間之訊息加簽機制，以做為 I3-LI 間伺服器相互認

證之依據。 

因應服務之特性不同，所需之安全保護層級亦不同，以下表列簡化版

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於 end-to-end的應用情境之下，所有可運用的安全機

制，服務提供端(LI/LS)可依不同安全需求，選用最為適切的安全機制組合： 

表 3.3-6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安全機制 
作用方向 安全機

制類型 

安全機制 作用

範圍 

安全機制主要用途 必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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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方向 安全機

制類型 

安全機制 作用

範圍 

安全機制主要用途 必要

性 

APP->GSP 

SE 

point-

to- 

point 

服務存取認

證 

(Token1) 

服務

存取

控制 

服務存取認證 

 

用以確認服務使用單位的身份識別。 

必要 

APP->GSP 

SE 

point-

to- 

point 

服務存取授

權 

(Token2) 

服務

存取

控制 

服務存取授權 

 

依服務使用單位的身份識別可取得

服務存取授權狀(Token2)，依此授權

狀做為服務存取之依據，可避免服務

被未授權存取。 

必要 

APP->GSP 

SE 

point-

to- 

point 

SSL/TLS 傳輸

通道

層 

傳輸內容加密、Server 端認證 

 

作用於APP呼叫GSP SE Web Services

時的整個SOAP封包。亦可提供GSP SE

回傳封包之完整性及不可否認性。 

必要 

GSP I3->LI 選用 

LI->GSP I3 

point-

to- 

point 

SSL/TLS 傳輸

通道

層 

傳輸內容加密、Server 端認證 

 

作用於 GSP I3 呼叫 LI Web Services

時的整個SOAP封包或LI呼叫GSP I3 

Web Services 時的整個 SOAP 封包。

亦可提供Server端(視呼叫方向決定

I3 或 LI 何者扮演 Server 角色)回傳

封包之完整性及不可否認性。 

選用 

GSP I3->LI 選用 

LI->GSP I3 

point-

to- 

point 

SSL/TLS 雙

向認證 

(SSL/TLS 

with 

client 

certificat

e) 

傳輸

通道

層 

傳輸內容加密、Server 端認證、

Client 端認證 

 

作用於 GSP I3 呼叫 LI Web Services

時的整個SOAP封包或LI呼叫GSP I3 

Web Services 時的整個 SOAP 封包。

亦可提供封包之完整性及不可否認

性。 

選用 

GSP I3->LI point-

to- 

point 

限制特定

IP 存取 

傳輸

通道

層 

來源認證、存取限制 

 

LI 可透過防火牆之設定，限制只有特

定IP(GSP I3之 IP)可存取LI的特定

port，亦可限制 LI 對外連線只能存

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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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方向 安全機

制類型 

安全機制 作用

範圍 

安全機制主要用途 必要

性 

取特定的 IP 的特定 port。可防止 LI

伺服器被不當存取、攻擊並避免資料

外洩。 

APP->LI 選用 

LI->APP 

end-to 

-end 

XML 

Encryption 

服務

訊息

層 

確保「服務訊息」於 end-to-end 傳

送過程中的機密性 

 

若「服務訊息」之機敏性等級非常

高，採此安全機制可確保「服務訊息」

只有 APP 及 LI 可解密存取，「服務

訊息」於交換過程中行經的管道皆無

法窺探訊息內容。 

選用 

APP-LI 選用 

LI->APP 

end-to 

-end 

XML 

Signature 

服務

訊息

層 

確保「服務訊息」於 end-to-end 傳

送過程中的的完整性及不可否認性 

 

若「服務訊息」之完整性及不可否認

性等級非常高，採此安全機制可確保

「服務訊息」來源的不可否認性; 亦

可防止「服務訊息」於交換過程中，

被行經的管道篡改訊息的內容。 

選用 

說明: 

A. end-to-end 指 APP-LI 間的安全機制 

B. point-to-point 指 APP-SE 或 I3-LI 間的安全機制 

C. 服務訊息 之定義請參考 3.2.2 節 

下表為擷取美國國家標準及技術局(NIST)出版的 Web Services安全指

引(NIST Special Publication 800-95 Guide to Secure Web Services)，針對現行

Web Services所面對的主要安全威脅及用以防護的技術標準對應表，本文件

僅擷取與本標準相關之技術供讀者參考，由下表亦可得知本標準所採用之

技術組合，可降低除阻斷服務攻擊(DOS)外的所有主流 Web Services安全威

脅。阻斷服務攻擊(DOS)，則需由機關透過 IPS、IDS…等入侵偵測、防護

資安設備之導入以降低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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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7 Web Services安全威脅及對應防治技術標準 

  
XML 

Encryption 
XML 

Signature 
SSL/TLS 

SSL/TLS  
with client 
certificates 

Message Alternation 
(訊息竄改) 

  X X X 

Loss of 
Confidentiality 
(訊息窺探) 

X   X X 

Falsified messages 
(訊息偽造) 

  X X* X 

Man in the middle 
(中間人攻擊) 

X   X X 

Principal spoofing 
Forged claims 
(冒名寄送) 

X X X* X 

Replay of message 
(Replay攻擊) 

X X X X 

Replay of message 
parts 
(Replay攻擊 - 利
用部分舊訊息混雜

於新訊息中) 

  X X X 

Denial of service 
(阻斷服務攻擊) 

        

註:  
 * 只降低訊息提供端提供予訊息要求端的威脅，無法降低訊息要求端提

供予訊息提供端的威脅 

(* Threat mitigated only for provider messages to requester, not for requester 
messages to provider.) 

 

服務訊息服務訊息服務訊息服務訊息簽簽簽簽章特別說明章特別說明章特別說明章特別說明事項事項事項事項：XML 訊息簽章之原理係透過雜湊函數(Hash 

Function)製作出訊息摘要(Message Digest)再透過私鑰將訊息摘要加密。因

此，原始訊息若有些許變動，於驗簽時重新計算訊息摘要值時將會與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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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摘要不同，因而驗簽不通過。於程式實作上，因各種處理 XML 的 API

實作方式不同，部分 XML API 會於維持 XML 語義語義語義語義前提下更動輸出時的資

料格式格式格式格式（如, 去除元素間的空白、換行符號、將 XML 重新以較美觀的型式

排列呈現、調整命名空間的前置詞、引入其它命名空間的宣告…等），雖然

目前於 XML Signature的處理標準中，在加簽、驗簽前會先將訊息進行轉換

(Transform)、正規化(Canonicalization)後再進行處理，然而這些正規化方式

並無法完全處理部分 XML API 對 XML 訊息造成的變動(例如, 元素間的空

白、換行符號)，因而容易導致驗簽不通過的情形。因此，在實作上，建議

遵循下列原則以避免此種狀況發生： 

� 於訊息簽章完後再透過 XML Encryption施以訊息加密，透過加

密的方式可保留最原始的 XML 格式，而不致於在傳送/處理過

程中，原始資料受到格式上的影響。 

� 避免使用 XML API 的重新格式化功能，讓 XML 的格式能維持

原狀 

� 欲加簽之訊息，應先將元素間的空白、換行字元去除 

� 針對 XML 文件之子元素進行簽章，避免針對根元素(root 

Element) 進行簽章 

� XML 文件之各元素應明確歸屬於特定命名空間中(namespace 

qualify)  

� XML Signature的運算，參照資料(Reference)的轉換演算法

(Transform Algorithm)請選用 Enveloped Signature Transform方

法(http://www.w3.org/2000/09/xmldsig#enveloped-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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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edInfo的正規化演算法(CanonicalizationMethod 

Algorithm)，請使用 Exclusive XML Canonicalization方法

(http://www.w3.org/2001/10/xml-exc-c1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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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作方式實作方式實作方式實作方式及範例程式碼及範例程式碼及範例程式碼及範例程式碼    

本章說明之範例程式碼可至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營運中心網站下載，

網址為：http://www.gsp.gov.tw/index-download-8.htm。 

4.1. Top-Down 開發流程說明開發流程說明開發流程說明開發流程說明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在 I3-LI 的訊息介面上，採用 WSDL

規範了 I3、LI 端需提供的 Web Services 介面，因 WSDL 為一機器可讀

（machine readable）之介面描述語言，現行之 Web Services 開發工具可

經剖析 WSDL 檔案自動產生符合 Web Services 的 Server 端及 Client 端程

式碼供利用，此稱之為 Top-Down 的開發方式；而不需由開發人員從底層開

始撰寫符合所規範之 Web Services 介面程式碼。Top-Down 開發方式可大幅

減少開發人員所需之開發時間，並可避免系統介接時 Web Services 介面不

相容的問題。 

 

圖 4.1-1 Top-Down 開發流程 

上圖為整體開發流程之示意圖，共可區分為下列三大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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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1：LI 開發者透過程式碼產生工具，依 GSP提供的 WSDL

文件產生符合 I3-LI 間交換標準的程式介面，並提供了 XML 

Schema與程式語言間的繫結關係，使得程式設計師可在物件

(Object)的層級來處理訊息，而不需自行剖析 XML 訊息。以 Java

而言，可用 JDK 內建的 wsimport.exe 工具；以.Net而言，則可

使用內建的 wsdl.exe 工具來產生程式碼。所產生之程式碼，可

自動建立起 XML Schema與類別(Class)間的對應關係，以 Java

而言係透過 JDK內建之 xjc.exe以 JAXB(Java API for XML 

Binding)的方式對應；以.Net而言，則是透過.Net Framework內

建的 xsd.exe工具產生對應。 

� Step 2：LI 開發者針對介面進行實作，此部分主要係處理商業

邏輯，而非 I3-LI 的交換訊息格式；若要提供 APP-LI 間訊息層

的安全機制，則可於此進行 XML 加解密、加驗簽的處理。 

� Step 3：LI 開發人員將開發出來的 Web Services佈署於執行環

境，並於執行環境上設定通訊層的安全機制。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之 WSDL介面規格可於下列網址下

載： 

I3 WSDL：http://www.gsp.gov.tw/downloadfile/I3.WSDL 

LI WSDL：http://www.gsp.gov.tw/downloadfile/LI.WSDL 

4.2. Java 範例程式碼說明範例程式碼說明範例程式碼說明範例程式碼說明 

本節所用之 Java 範例程式係以 JAX-WS (Java API for XML Web 

Services )做為 Web Services 開發使用的 API。JAX-WS 為目前使用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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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 Web Services 的標準 API(JSR 224)，並於 Java SE 6 開始內建納入。

因 Java SE 已內建 JAX-WS，對於開發人員而言取得容易且使用者基礎較大，

因此本節主要將說明如何以 JAX-WS 開發符合「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

準」的 LI。開發人員若本身已熟悉其它 Java Web Services 開發框架，如

Apache Axis2(http://axis.apache.org/axis2/java/core/)，亦可自行研

究並選擇使用，只要開發出的 Web Services 符合本交換標準之介接規格，

皆可順利介接。 

4.2.1. 開發環境開發環境開發環境開發環境 

以下為本範例程式碼之開發環境說明，開發人員可參考利用。因開發

工具版本不斷變遷，故開發人員可選用其最熟悉且支援所定標準的版本使

用即可。 

表 4.2-1 Java範例開發環境 

項目 取得方法 用途說明 

JDK 7 

(註: JDK 6 以上即

內建 JAX-WS, 亦可

使用 JDK 6 開發) 

Oracle 網站免費下載

http://www.oracle.com/techn

etwork/java/javase/download

s/index.html 

1. 內建 wsimport 工具，

可依據 GSP 提供之 I3、LI 

WSDL 文件，產出符合交換

標準的 Web Services 程式

碼。包含：LI 端的伺服器

端程式碼及非同步回覆及

通報回覆 GSP I3 用的客戶

端程式碼 

2. 內建 JAX-WS 

API(javax.jws.*) 供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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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取得方法 用途說明 

Services 開發建置使用 

3. 內建 XML Signature 

API(javax.xml.crypto.d

sig.*) 供 XML 加驗簽用 

Apache 

Santuario 1.5 

(註：亦可自行選用

其它符合 XML 

Encryption 標準的

API) 

Apache Snatuario網站免費

下載 

http://santuario.apache.org/ 

XML Encryption API 

(org.apache.xml.securi

ty.encryption.*) 供 XML

加解密用 

Apach Tomcat 7 

(註：亦可自行選用

其它符合 Servlet 

規範的

Application 

Server；本範例之

Tomcat 安裝位置為

C:\Tomcat 7.0) 

Apache Tomcat網站免費下

載 

http://tomcat.apache.org/ 

做為應用程式伺服器，用

以佈署以 Servlet 形式存

在的 Web Services，並可

支援標準 J2EE 安全設

定，用以提供 SSL、SSL 雙

向認證的通道層安全機制 

java.net 

JAX-WS RI 2.2.5 

http://jax-ws.java.net/ 網站

免費下載最新版的

JAX-WS RI 

為了讓 Web Services 以

Servlet 形式佈署於

Tomcat 中，可利用該函式

庫中的

com.sun.xml.ws.trans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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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取得方法 用途說明 

rt.http.servlet.WSServ

let 做為 Web Services 的

統一進入點 

Eclipse Indigo 

（註：亦可選用其

它整合開發環境，

或使用文字編輯器

即可撰寫Java程式

碼） 

Eclipse網站免費下載 

http://www.eclipse.org/down

loads/ 

整合開發環境(IDE) 

4.2.2. LI 基本程式碼實作基本程式碼實作基本程式碼實作基本程式碼實作 

本節將說明如何實作最基本的 LI(無任何通訊層及訊息層的安全機

制)，並於其它小節說明如何由基本的 LI 進行擴充。 

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 產生產生產生產生 LI 端端端端 Web Services 程式碼程式碼程式碼程式碼 

(A) 先確認開發環境已安裝 JDK 1.6以上的版本，並在系統的

PATH環境變數中，將 JDK的 bin 資料加入(如, C:\Program 

Files\Java\jdk1.7.0_02\bin) 

(B) 於任意處建立一資料夾(本範例為 C:\JLICodeGen)，將 GSP提

供的 LI.wsdl 檔案置於該資料夾下，並於資料夾內再建立 src、

class兩個子資料夾 

(C) 於新建立的資料夾下執行下列指令以利用 JDK內建

wsimoprt.exe工具產生 LI 端 Web Services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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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LICodeGen>wsimport -keep -s src -d class LI.wsdl 
parsing WSDL... 
 
Generating code... 
 
Compiling code... 
 
C:\JLICodeGen> 

上列指命參數說明如下： 

-keep 保留 java程式碼 

-d    產生的 class檔案置放位置 

-s    產生的 java檔案置放位置 

(D) 若產生成功，則可於 src資料夾下面看到成功產生下列程式

碼： 

tw\gov\gsp\gsp2\li\InvokeAsync.java 
tw\gov\gsp\gsp2\li\InvokeAsyncResponse.java 
tw\gov\gsp\gsp2\li\InvokeSync.java 
tw\gov\gsp\gsp2\li\InvokeSyncResponse.java 
tw\gov\gsp\gsp2\li\LIAdapter.java 
tw\gov\gsp\gsp2\li\LIAdapterSoap.java (開發人員需實作之介開發人員需實作之介開發人員需實作之介開發人員需實作之介

面面面面) 
tw\gov\gsp\gsp2\li\ObjectFactory.java 
tw\gov\gsp\gsp2\li\PingLS.java 
tw\gov\gsp\gsp2\li\PingLSResponse.java 
tw\gov\gsp\gsp2\li\package-info.java 
tw\gov\gsp\gsp2\li\schema\AnyContent.java 
tw\gov\gsp\gsp2\li\schema\I3LIRequestMsg.java 
tw\gov\gsp\gsp2\li\schema\LII3AsyncResponseMsg.java 
tw\gov\gsp\gsp2\li\schema\LII3SyncResponseMsg.java 
tw\gov\gsp\gsp2\li\schema\ObjectFactory.java 
tw\gov\gsp\gsp2\li\schema\package-info.java 

 

(E) 上述自動產生的程式碼即可處理「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

標準」的訊息，後續開發人員只需實作 LIAdapterSoap.java所



100年度政府入口網與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功能強化暨維運委外服務案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說明文件 v1.0 

  35 

定義出的介面，並加入 LI 端特有的商邏邏輯程式即可。 

 

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 建立開發專案並匯入步驟一產生之程式碼建立開發專案並匯入步驟一產生之程式碼建立開發專案並匯入步驟一產生之程式碼建立開發專案並匯入步驟一產生之程式碼 

(A) 開啟 Eclipse IDE，並建立一 Dynamic Web Project（本範例將

project命名為 JAXWS_LI） 

(B) 將步驟一產生的程式碼匯入此 proejct： 

 

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 實作實作實作實作 LI Web Services 介面介面介面介面 

(A) 建立一個實作 LIAdapterSoap介面的類別

tw.gov.gsp.gsp2.li.LIAdapterSoapIm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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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 LIAdapterSoapImpl.java 程式碼上加入下列以底線標註的

程式碼： 

 
LIAdapterSoapImpl.java 

package tw.gov.gsp.gsp2.li; 

 

import javax.jws.WebService;  

 

import tw.gov.gsp.gsp2.li.schema.I3LIRequestMsg; 

import tw.gov.gsp.gsp2.li.schema.LII3AsyncResponseMsg; 

import tw.gov.gsp.gsp2.li.schema.LII3SyncResponse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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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dapterSoapImpl.java 
@WebService (endpointInterface = "tw.gov.gsp.gsp2.li.LIAdapterSoap" ,  

               targetNamespace = "http://www.gsp.gov.tw/gsp2/li" ,  

               portName = "LIAdapterSoap" ,  

               serviceName = "LIAdapter" )  

public class LIAdapterSoapImpl implements LIAdapterSoap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pingLS()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return null; 

 } 

 

 @Override  

 public LII3AsyncResponseMsg invokeAsync(I3LIRequestMsg re quest)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return null; 

 } 

 

 @Override  

 public LII3SyncResponseMsg invokeSync(I3LIRequestMsg requ est)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return null; 

 } 

}  

上列程式碼的@WebService標記，主要係透過

endpointInterface此屬性定義了這個 Web Services實作所遵循

的介面; 透過 targetNamespace、portName、serviceName屬性

設定讓此 Web Services對應的 WSDL與 GSP提供的 LI.wsdl

檔案完全一致。 

(C) 上述程式包含了三個方法(method)，分別說明如下： 

� public String ping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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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偵測並提供 LI 內部連結之 LS 系統健康狀況資訊，以利系

統維運使用。此為非必要性介面，開發人員可不實作。 

� public LII3SyncResponseMsg invokeSync(I3LIRequestMsg 

request) 

提供「同步呼叫模式」之服務介面，若 LI 於平臺上註冊為「同

步呼叫模式」則開發者需實作此介面，反之則不需。 

� public LII3AsyncResponseMsg invokeAsync(I3LIRequestMsg 

request) 

提供「非同步呼叫模式」之服務介面，若 LI 於平臺上註冊為「非

同步呼叫模式」則開發者需實作此介面，反之則不需。此模式下，

GSP透過呼叫此 LI 介面，將服務要求訊息提供予 LI，LI 需另外

透過呼叫 GSP I3所提供的 Web Services介面，非同步的將服務

執行的結果提供予 GSP I3。關於 LI 如何呼叫 GSP I3之實作方

式，將於下個步驟說明。 

上列自動產出之介面，訊息格式（I3LIRequestMsg、

LII3SyncResponseMsg、LII3AsyncResponseMsg）之說明及處理

原則可參考本文件第三章。 

於開發過程中，唯一需特別說明之處在於 I3LIRequestMsg、

LII3SyncResponseMsg皆內含一個型別為 AnyContent的

「detailInfo」的欄位，「detailInfo」內含一 List<Object> any欄位，

此部分對應到 APP端與 LI/LS 端實際交換的服務訊息， 

List<Object> any內的項目實際型別為 org.w3c.dom.Element，有

多種方法可取得其內容，方法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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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完整訊息序列化(Marshall)為 DOM 物件，再存取服

務訊息內容，例如： 

� 於欲序列化的訊息類別前增加＠XmlRootElement() 標

註(Annotation)，例如： 

I3LIRequestMsg.java  部分內容部分內容部分內容部分內容 
package tw.gov.gsp.gsp2.li.schema; 

 

import javax.xml.bind.annotation.XmlAccessType; 

import javax.xml.bind.annotation.XmlAccessorType; 

import javax.xml.bind.annotation.XmlElement; 

import javax.xml.bind.annotation.XmlRootElement; 

import javax.xml.bind.annotation.XmlType; 

 

@XmlRootElement() 

@XmlAccessorType (XmlAccessType. FIELD) 

@XmlType(name = "I3LIRequestMsg" , propOrder = { 

    "ticketNo" , 

    "agreementId" , 

    "detailInfo"  

}) 

public class I3LIRequestMsg { 

    //… 略… 

}  

�  將訊息物件序列化為 DOM 物件後，再進行操作，如： 

服務訊息取得方法服務訊息取得方法服務訊息取得方法服務訊息取得方法 --- 程式碼片段程式碼片段程式碼片段程式碼片段 
import javax.xml.bind.*; 

import tw.gov.gsp.gsp2.li.schema.*; 

import tw.gov.gsp.gsp2.li.*; 

import javax.xml.parsers.*; 

import javax.xml.transform.*; 

import java.io.*  

import org.w3c.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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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訊息取得方法服務訊息取得方法服務訊息取得方法服務訊息取得方法 --- 程式碼片段程式碼片段程式碼片段程式碼片段 
//… 略  … 
 

 /***  

  * 取出 I3LIRequestMsg 之DetailInfo 中的服務訊息 

  * @param requestMsg  

  * @param entryIndex 服務訊息Index  

  * @return DetailInfo 內的第 entryIndex 個元素; null 代表取得失敗 

  */    

public static Document getI3LIRequestMsgDetailEntry(I3LIRequestM sg requestMsg,  

int entryIndex) { 

  try {     

   JAXBContext context = 

          JAXBContext. newInstance(      

            tw.gov.gsp.gsp2.li.ObjectFactory. class 

               ); 

      Marshaller m = context.createMarshaller(); 

      

   DocumentBuilderFactory dbf = DocumentBuilderFact ory. newInstance(); 

   dbf.setNamespaceAware( true); 

   Document doc = dbf.newDocumentBuilder().newDocum ent(); 

   m.marshal(requestMsg, doc); 

      org.w3c.dom.Node n =  

doc.getElementsByTagNameNS( "http://www.gsp.gov.tw/gsp2/li/Schema" ,  

"DetailInfo" ).item(0).getChildNodes().item(entryIndex); 

      doc = dbf.newDocumentBuilder().parse( new  

ByteArrayInputStream( xmlToString(n).getBytes( "UTF-8" ))); 

      return doc; 

  } catch (Exception e) { 

   return null; 

  }       

 } 

 

 public static String xmlToString(Node node) { 

  try { 

   Source source = new DOMSource(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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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訊息取得方法服務訊息取得方法服務訊息取得方法服務訊息取得方法 --- 程式碼片段程式碼片段程式碼片段程式碼片段 
   StringWriter stringWriter = new StringWriter(); 

   Result result = new StreamResult(stringWriter); 

   TransformerFactory factory = TransformerFactory. newInstance();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 factory.newTransformer (); 

   transformer.transform(source, result); 

   return stringWriter.getBuffer().toString(); 

  } catch (TransformerConfiguration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Transformer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null; 

 } 

//… 略  … 

� 將 List<Object> any內的項目直接轉型(cast)為

org.w3c.dom.Element即可以 XML 方式存取。(註：

若服務訊息經加簽過，建議以 A 方法取值再驗簽，

以避免透過 JAXB 取值時，影響原始 XML 格式，而

導致驗簽不通過)。 

在回傳處理結果時，亦需將型別符合 org.w3c.dom.Element的物

件加入 List<Object> any中。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四四四四: 產生非同步呼叫產生非同步呼叫產生非同步呼叫產生非同步呼叫 GSP I3 之之之之 Client 端程式碼端程式碼端程式碼端程式碼（（（（非必要非必要非必要非必要）））） 

方法雷同本節步驟一說明之方法： 

(A) 於任意處建立一資料夾(本範例為 C:\JLICodeGen)，將 GSP提

供的 I3.wsdl檔案置於該資料夾下，並於資料夾內再建立 src、

class兩個子資料夾 

(B) 於新建立的資料夾下執行下列指令以利用 JDK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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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imoprt.exe工具產生可用來呼叫 I3 端 Web Services的程式

碼: 

 
C:\JLICodeGen>wsimport -keep -s src -d class I3.wsdl 
parsing WSDL... 
 
Generating code... 
 
Compiling code... 
 
C:\JLICodeGen> 

  

(C) 若產生成功，則可於 src資料夾下面看到成功產生下列程式

碼： 

tw\gov\gsp\gsp2\i3\AsyncService.java（用以取得呼叫 GSP I3之 proxy） 
tw\gov\gsp\gsp2\i3\AsyncServiceSoap.java 
tw\gov\gsp\gsp2\i3\Notify.java 
tw\gov\gsp\gsp2\i3\NotifyResponse.java 
tw\gov\gsp\gsp2\i3\ObjectFactory.java 
tw\gov\gsp\gsp2\i3\Reply.java 
tw\gov\gsp\gsp2\i3\ReplyResponse.java 
tw\gov\gsp\gsp2\i3\package-info.java 
tw\gov\gsp\gsp2\i3\schema\I3ResponseMsg.java 
tw\gov\gsp\gsp2\i3\schema\LII3Msg.java 
tw\gov\gsp\gsp2\i3\schema\ObjectFactory.java 
tw\gov\gsp\gsp2\i3\schema\SerializableAny.java 
tw\gov\gsp\gsp2\i3\schema\package-info.java 

(D) 依步驟二方式，將產出之程式碼匯入開發工具中 

(E) 開發人員可參考下列程式碼片段呼叫 GSP I3 

下列程式碼，主要透過 AsyncService class來取得呼叫 GSP I3

的 proxy，於設定 GSP I3之 URL 位置後，即可利用

AsyncServiceSoap對 GSP I3進行呼叫。開發者需依服務種類

的不同，非同步服務使用 reply、通報服務使用 notify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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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將處理結果回傳予 GSP I3。 

InvokeAsyncResponseClient.java (部分內容部分內容部分內容部分內容) 
 // 建立response message ( 開發人員自行依服務訊息處理結果，填入 response 內容)  

 LII3Msg response = new LII3Msg(); 

 response.setAgreementId(rspAgmID); 

     response.setTicketNo(request.getTicketNo()); 

     response.setErrorCode(errorCode); 

     response.setErrorDesc(errorDescription); 

     response.setDetailInfo(detail); 

 

     // 建立用以呼叫GSP I3 的 proxy  

 AsyncService i3Service = new AsyncService(); 

 AsyncServiceSoap i3 = i3Service.getAsyncServiceSoa p(); 

  

 // 設定 GSP I3 被呼叫的位置 

 Map<String, Object> ctxt = ((BindingProvider)i3 ). getRequestContext(); 

 ctxt.put(BindingProvider. ENDPOINT_ADDRESS_PROPERTY,  

" http://se.cp.gov.tw/gsp2i3ws/i3mediator.asmx " );   

      

 // 非同步呼叫 GSP I3 以回傳結果 - 雙向非同步時使用 

 I3ResponseMsg i3ResponseMsg = i3ResponseMsg = i3.r eply(response); 

      

 // 非同步呼叫 GSP I3 以回傳結果 – 搭配資料通報流程使用 

 //I3ResponseMsg i3ResponseMsg = i3ResponseMsg = i3. notify(response);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五五五五: 簡易執行簡易執行簡易執行簡易執行 Web Services 測試測試測試測試 

在此基本 Web Services實作中，開發人員可新增一個

tw.gov.gsp.gsp2.li.Driver class，用以做為執行此 Web Services的

程式進入點，此種方式僅做為快速測試使用，未來 Web Services

實際的佈署仍建議佈署於應用程式伺服器(Application Server)

上，以利運用 Java EE內建的安全機制。 

Driver.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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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java 
package tw.gov.gsp.gsp2.li; 

 

import javax.xml.ws.Endpoint; 

 

public class Drive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LIAdapterSoapImpl soap = new LIAdapterSoapImpl(); 

  Endpoint endpoint =  

Endpoint. publish( "http://localhost:8080/LIService" , soap); 

  System. out.println( "Web Services Started" ); 

 

 }  

}  

執行 tw.gov.gsp.gsp2.li.Driver class後，可用瀏覽器連至

http://localhost:8080/LIService 查看，即可看到此 Web Services

及其 WSDL資訊，並可自行撰寫 Client端程式亦或透過 XML 

Spy、soapUI等工具對 Web Services進行測試。 

 

4.2.3. 程式佈署程式佈署程式佈署程式佈署 

完成 LI 基本程式碼實作後，便可嘗試將 Web Services佈署於 Tomcat

中，因透過 JAX-WS開發出的 Web Services本身並非 Java Servlet，因此需

透過 com.sun.xml.ws.transport.http.servlet.WSServlet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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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sun.xml.ws.transport.http.servlet.WSServletContextListener來做為服務要

求(request)的進入點，並將服務要求分派予實作 Web Services的類別處理，

其餘之佈署方式與一般 Java Servlet、JSP之方式相同。 

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 至至至至 jax-ws.java.net 下載下載下載下載 JAX-WS RI 套件套件套件套件並並並並安裝安裝安裝安裝 

因 JDK內建的 JAX-WS並未將與 Servlet相關的程式碼一併梱綁入，因

此，開發人員需自行下載完整的 JAX-WS RI套件才可利用 Servlet來接聽

Web Services的要求訊息。目前最新版本可至 http://jax-ws.java.net/2.2.5/ 下

載，將下載完的 zip 檔 (本例為 JAXWS2.2.5-20110729.zip) 解壓縮後，將

/jaxws-ri/lib/ 目錄下除除除除 jaxb-xjc.jar 之外之外之外之外的所有 *.jar 檔案複製至

${Tomcat}/lib/ 下即可(註: 亦可置於 Web應用程式的 /WEB-INF/Lib/ 下)。 

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sun-jaxws.xml 檔案並指定檔案並指定檔案並指定檔案並指定 Web Services 的實作類別的實作類別的實作類別的實作類別 

將 LI.wsdl 複製至 WEB-INF/wsdl/ 下，並於 WEB-INF/ 下建立一

sun-jaxws.xml檔案，sun-jaxws.xml為 JAX-WS RI之佈署描述檔，其設定方

式可參考下列官方文件: 

http://jax-ws.java.net/nonav/2.2.5/docs/jaxws-war.html。以本範例而言，產出

之設定檔如下: 

 
WEB-INF/sun-jaxws.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endpoints version="2.0" xmlns="http://java.sun.com/xml/ns/jax-ws/ri/runtime"> 

  <endpoint implementation="tw.gov.gsp.gsp2.li.LIAdapterSoapImpl" 

     name="LIService"  

     wsdl = "WEB-INF/wsdl/LI.wsdl" 

          binding = "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soap/http" 

     url-pattern="/LI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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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NF/sun-jaxws.xml 
</endpoints> 

上列設定檔，透過 implementation屬性設定 Web Services的實作類別; 

wsdl屬性設定此 Web Services所遵循的 WSDL規範檔案位置; binding屬性

值則可指定 SOAP的版本，若不指定則預設為 SOAP 1.1 

(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soap/http)，或可自行指定使用 SOAP 1.2 

(http://www.w3.org/2003/05/soap/bindings/HTTP/); url-pattern屬性則用來設

定此 Web Services的進入點，url-pattern屬性值需與下步驟 web.xml設定中

的 url-pattern完全一致。 

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 建立標準的建立標準的建立標準的建立標準的 web.xml 佈署描述檔佈署描述檔佈署描述檔佈署描述檔，，，，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Web Services 服務請服務請服務請服務請

求之進入點求之進入點求之進入點求之進入點(WSServletContextListener、、、、WSServlet) 

於 WEB-INF/ 下建立 web.xml檔案，以本範例而言，產出之設定檔如

下: 

 
WEB-INF/web.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web-app xmlns="http://java.sun.com/xml/ns/javaee"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java.sun.com/xml/ns/javaee 

http://java.sun.com/xml/ns/javaee/web-app_3_0.xsd" 

  version="3.0" 

  metadata-complete="true">   

   

<listener> 

<listener-class>com.sun.xml.ws.transport.http.servlet.WSServletContextListener</listener-class> 

  </listener> 

<servlet> 

<servlet-name>LIService</servle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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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NF/web.xml 
<servlet-class>com.sun.xml.ws.transport.http.servlet.WSServlet</servlet-class> 

</servlet>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LIService</servlet-name> 

<url-pattern>/LIService</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web-app> 

由上列設定檔可知，針對/LIService的服務請求，會經由 WSServlet統

一處理，WSServlet及 WSServletContextListener又會依前一步驟設定的

sun-jaxws.xml將服務請求交由對應的 Web Services實作類別處理。 

步驟四步驟四步驟四步驟四: 將應用程式打包並佈署於應用程式伺服器將應用程式打包並佈署於應用程式伺服器將應用程式打包並佈署於應用程式伺服器將應用程式打包並佈署於應用程式伺服器 

在 eclipse專案上點選 export -> war file，將應用程式打包為

JAXWS_LI.war並將其複製於${Tomcat}/webapps/ 下即完成佈署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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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應用程式打包匯出為 WAR 檔 

後續可用瀏覽器連至 http://localhost/JAXWS_LI/LIService 查看即可驗

證 Web Services已成功佈署完成。 

上述所建立的 WAR 檔，其組成說明如下: 

WEB-INF/sun-jaxws.xml                                  JAX-WS RI 佈署描述檔 

WEB-INF/web.xml                                       Web 應用程式佈署描述檔 

WEB-INF/wsdl/LI.wsdl                                   WSDL 

WEB-INF/lib/*.*                                        使用到的函式庫 

WEB-INF/classes/tw/gov/gsp/gsp2/li/LIAdapterSoap.class       Web Services 介面 

WEB-INF/classes/tw/gov/gsp/gsp2/li/LIAdapterSoapImpl.class   Web Services 實作類別 

WEB-INF/classes/tw/gov/gsp/gsp2/li/*.class                  其它自動產生的程式碼 

WEB-INF/classes/tw/gov/gsp/gsp2/li/schema/*.class           其它自動產生的程式碼 

WEB-INF/classes/tw/gov/gsp/gsp2/i3/*.class                 其它自動產生的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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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NF/classes/tw/gov/gsp/gsp2/i3/schema/*.class          其它自動產生的程式碼 

 

本節所說明之步驟，為最基本的佈署設定及方法。若需額外的通道層

傳輸安全、認證機制，則可依標準的 web.xml設定方式或參考本文 4.2.4節

之說明進行即可。 

4.2.4. 通通通通道道道道層安全實作層安全實作層安全實作層安全實作 

有關通道層安全機制之適用時機及於本標準中扮演的角色可參照本標

準之「3.3節安全機制」說明。以下分別就 LI 扮演 Server端角色及 Client

端角色時之實作方式進行說明。 

4.2.4.1. LI 為為為為 Server 端時端時端時端時 

LI 為 Server端供 GSP I3呼叫時，SSL及 SSL雙向認證機制皆可運用應

用程式伺服器及 J2EE標準設定檔，透過設定的方式達成。本範例使用

Tomcat做為應用程式伺服器，Tomcat可透過設定選用 JSSE或APR做為SSL

的實作，因設定方式不盡相同，本範例僅採 JSSE之設定方式進行說明如下

(註：Tomcat安裝位置為 C:\Tomcat 7.0)： 

(A) SSL 通通通通道道道道層安全機制層安全機制層安全機制層安全機制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 將 C:\Tomcat 7.0\bin\ tcnative-1.dll 檔案刪除或移往它

處，Tomcat即會自動採用 JSSE做為 SSL的實作 

� 使用 JDK內建之 keytool.exe建立金鑰庫(keystore)並產生

金鑰對、憑證請求檔 

本範例假設金鑰庫檔案完整路徑為 C:\Tom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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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keystore\keystore，金鑰庫之密碼為 changeit，金鑰之

別名(alias)為 tomcat。範例命令如下，其中命令列所輸入

之參數值，視各介接機關不同請填入不同值： 

 
C:\>cd "Tomcat 7.0" 
C:\Tomcat 7.0>mkdir keystore 
C:\Tomcat 7.0>cd keystore 
 
(註：使用下列命令產生金鑰對) 
C:\Tomcat 7.0\keystore>keytool -genkey -keystore ./keystore -alias tomcat -keyalg RSA 
-keysize 2048 
輸入金鑰儲存庫密碼: 
重新輸入新密碼: 
您的名字與姓氏為何？ 
  [Unknown]:  jnli.cp.gov.tw 
您的組織單位名稱為何？ 
  [Unknown]:  CHT 
您的組織名稱為何？ 
  [Unknown]:  CHT 
您所在的城市或地區名稱為何？ 
  [Unknown]:  TAIPEI 
您所在的州及省份名稱為何？ 
  [Unknown]:  TAIWAN 
此單位的兩個字母國別代碼為何？ 
  [Unknown]:  TW 
CN=javali.cp.gov.tw, OU=CHT, O=CHT, L=TAIPEI, ST=TAIWAN, C=TW 正確嗎？ 
  [否]:  y 
 
輸入 <tomcat> 的金鑰密碼 
        (RETURN 如果和金鑰儲存庫密碼相同): 
 
(註：使用下列命令產生憑證請求檔 certreq.csr) 
C:\Tomcat 7.0\keystore>keytool -certreq -keyalg RSA -keysize 2048 -alias tomcat -file 
certreq.csr -keystore ./keystore 
輸入金鑰儲存庫密碼: 

� 將憑證請求檔(certreq.csr)上傳至憑證管理中心(CA)以簽

發憑證，並將簽發完之憑證匯入 

本範例將簽發之憑證儲存於 C:\Tomcat 

7.0\keystore\jnli.cp.gov.tw.cer。並將相關的上層憑證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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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複製至 C:\Tomcat 7.0\keystore\ (本範例之上層憑證為

grca.cer及 gca.cer，上層憑證視 CA 不同而不同)，並執行

下列指令匯入憑證： 

 
C:\Tomcat 7.0\keystore>keytool -import -alias grca -keystore ./keystore -trustcacerts -file 
grca.cer 

 
C:\Tomcat 7.0\keystore>keytool -import -alias gtestca -keystore ./keystore -trustcacerts 
-file gca.cer 

 
C:\Tomcat 7.0\keystore>keytool -import -alias tomcat -keystore ./keystore -trustcacerts 
-file jnli.cp.gov.tw.cer 

以上步驟已完成 SSL使用的金鑰對及憑證的產出及匯入

作業。 

� Tomcat SSL設定 

編輯 C:\Tomcat 7.0\conf\server.xml 設定檔，並調整連結器

(Connector)之設定後，即可完成 SSL設定，設定範例如下： 

 
C:\Tomcat 7.0\conf\server.xml (部分內容) 
<Connector port="80" protocol="HTTP/1.1"  

connectionTimeout="20000"  
redirectPort="443" /> 

 
<Connector port="443" protocol="HTTP/1.1" SSLEnabled="true" sslProtocol="TLS"  

maxThreads="150" scheme="https" secure="true" 
 keystoreFile="C:/Tomcat 7.0/keystore/keystore" keystorePass="changeit" 

keyAlias="tomcat" keyPass="changeit" 
 /> 

� 進行 web.xml 設定，強制 client端程式需以 SSL通訊 

開發人員可利用 J2EE之標準，於Web應用程式之web.xml

設定檔內透過<security-constrait>的設定強制使用 SSL通

訊，其中 url-pattern及 http-method視欲限定的 URL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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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範例如下： 

 
web.xml (部分內容) 
 <security-constraint> 
  <web-resource-collection> 
   <web-resource-name>LI </web-resource-name>    
   <url-pattern>/LIService</url-pattern> 
   <http-method>POST</http-method> 
   <http-method>GET</http-method> 
  </web-resource-collection> 
  <user-data-constraint> 
   <transport-guarantee>CONFIDENTIAL</transport-guarantee> 
  </user-data-constraint> 
 </security-constraint> 

 

(B) SSL 雙向認證雙向認證雙向認證雙向認證通道層通道層通道層通道層安全機制安全機制安全機制安全機制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 接續「SSL通道層安全機制設定」之說明 

� 建立憑證信任庫(truststore)，用以設定信任之 Client端憑

證 

本範例假設信任憑證庫檔案完整路徑為 C:\Tomcat 

7.0\truststore\truststore，信任憑證庫之密碼為 changeit，

client端使用的憑證為 clientcert.cer，此憑證之上層憑證為

grca.cer及 gca.cer，範例命令如下： 

 
C:\>cd "Tomcat 7.0" 
C:\Tomcat 7.0>mkdir truststore 
C:\Tomcat 7.0>cd truststore 
 
C:\Tomcat 7.0\truststore>keytool -import -alias client -keystore ./truststore -trustcacerts 
-file clientcert.cer 
 
C:\Tomcat 7.0\truststore>keytool -import -alias gtestca -keystore ./truststore -trustcacerts 
-file gtestca.cer  
 
C:\Tomcat 7.0\truststore>keytool -import -alias grca -keystore ./truststore -trustcac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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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grca.cer  

� Tomcat SSL設定，加入 clientAuth、truststoreFile參數 

編輯 C:\Tomcat 7.0\conf\server.xml 設定檔，並調整連結器

(Connector)之設定後，即可完成 SSL設定，設定範例如下： 

 
C:\Tomcat 7.0\conf\server.xml (部分內容) 
<Connector port="80" protocol="HTTP/1.1"  

connectionTimeout="20000"  
redirectPort="443" /> 

 
<Connector port="443" protocol="HTTP/1.1" SSLEnabled="true" sslProtocol="TLS"  

clientAuth="want"  
maxThreads="150" scheme="https" secure="true" 

 keystoreFile="C:/Tomcat 7.0/keystore/keystore" keystorePass="changeit" 
keyAlias="tomcat" keyPass="changeit" 

 truststoreFile="C:/Tomcat 7.0/truststore/truststore" truststorePass="changeit" 
trustMaxCertLength="5" /> 

� 於 Tomcat使用者資料庫建立安全角色及與 Client端憑證

之對應 

 
C:\Tomcat 7.0\conf\tomcat-users.xml (部分內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tomcat-users> 
  <!-- 新增一 secure 角色 --> 

<role rolename="secure"/> 
<!-- 建立使用者與角色之對應 --> 
<user username=" SERIALNUMBER=0000000010016524, CN=GSPI3_Client_Cert, 

OU=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O=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 C=TW "  
password="" roles="secure"/> 

</tomcat-users> 
 

註：上列 username屬性值，請填入信任的 Client端憑證之 DN，以 GSP I3呼

叫 LI 而言，LI 信任的憑證為 GSP I3的用戶端憑證。 

� 進行 web.xml 設定，強制 client端程式需以 SSL通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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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使用 client憑證做為認證方式 

開發人員可利用 J2EE之標準，於Web應用程式之web.xml

設定檔內透過<login-config>、<security-role>、

<security-constrait>的設定達成，範例如下： 

 
web.xml (部分內容) 
 <login-config> 
  <auth-method>CLIENT-CERT</auth-method> 
 </login-config> 
  
 <security-role> 
  <role-name>secure</role-name> 
 </security-role>  
 

<security-constraint> 
  <web-resource-collection> 
   <web-resource-name>LI </web-resource-name>    
   <url-pattern>/LIService</url-pattern> 
   <http-method>POST</http-method> 
   <http-method>GET</http-method> 
  </web-resource-collection> 
  <user-data-constraint> 
   <transport-guarantee>CONFIDENTIAL</transport-guarantee> 
  </user-data-constraint> 
 </security-constraint> 

4.2.4.2. LI 為為為為 Client 端時端時端時端時 

於雙向非同步及通報服務流程中，LI 需主動呼叫 I3 以完成非同步回

應，除 I3 需設定好「SSL或 SSL雙向認證通道層安全機制」外，LI 端程式

亦需於呼叫 I3 前指定信任 I3 之 SSL憑證並視情境設定 LI 本身的 client端

憑證，做法說明如下： 

� 使用 SSL與 I3 進行通訊 

1. 建立信任憑證庫(Trust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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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在於 LI 呼叫 I3 於建立 SSL通道時，I3(Server端)會提供其 SSL憑證供

LI 驗證，該憑證需事先匯入 LI 指定的信任憑證庫中。信任憑證庫的建立方式

可參考本文「4.2.3.1節」之說明，唯信任庫的位置及內含的憑證不同(需含信

任的 I3 SSL Server憑證)。 

2. 程式於呼叫 I3 前，加入使用的「信任憑證庫」位置 

接續「4.2.2 LI基本程式碼實作-步驟四: 產生非同步呼叫 GSP I3之 Client端程

式碼」，並於呼叫 I3 前加入下列程式碼即可。 

 
InvokeAsyncResponseClient.java (部分內容部分內容部分內容部分內容) 
// 指定Server 端SSL信任憑證庫 

System. getProperties().put(" javax.net.ssl.trustStore",  

"C:\\JavaLIClientConfig\\LItoI3SSL\\truststore"); 

System. getProperties().put("javax.net.ssl.trustStorePassword", "changei t"); 

 
//… 以下為呼叫 I3 Web Services 之程式碼 … 

� 使用 SSL雙向認證與 I3 進行通訊 

1. 接續上述「使用 SSL與 I3 進行通訊」之說明 

2. 建立 LI 使用的金鑰對、Client憑證及用以存放的金鑰庫(keystore) 

重點在於 LI 呼叫 I3 於建立 SSL通道時，一併提供 LI Client 端憑證供 I3 驗證

以達成 SSL雙向認證之機制。LI Client 端憑證、對應的金鑰對及金鑰庫的建

立方式可參考本文「4.2.3.1節」之說明，唯金鑰庫的位置及內含的憑證/金鑰

對不同(此處存放的是 LI Client 端憑證，非 LI Server SSL憑證)。 

註：因無法以別名(alias)指定使用金鑰庫內的特定憑證，故所建立的金鑰庫中所建立的金鑰庫中所建立的金鑰庫中所建立的金鑰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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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只能存放一個憑證務必只能存放一個憑證務必只能存放一個憑證務必只能存放一個憑證。 

3. 程式於呼叫 I3 前，加入存放 LI 端憑證/金鑰對的「金鑰庫」位置 

 
InvokeAsyncResponseClient.java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 指定LI 之Client 端憑證及金鑰對存放位置 

System.getProperties().put(" javax.net.ssl.keyStore", 

"C:\\JavaLIClientConfig\\LItoI3SSL\\keystore"); 

System.getProperties().put("javax.net.ssl.keyStoreP assword", "changeit"); 

 

// 指定Server 端SSL信任憑證庫 

System. getProperties().put( " javax.net.ssl.trustStore" ,  

"C:\\JavaLIClientConfig\\LItoI3SSL\\truststore"); 

System. getProperties().put("javax.net.ssl.trustStorePassword", "changei t"); 

 
//… 以下為呼叫 I3 Web Services 之程式碼 … 

 

4.2.5. 訊息層安全實作訊息層安全實作訊息層安全實作訊息層安全實作 

有關訊息層安全機制之適用時機及於本標準中扮演的角色可參照本標

準之「3.3節安全機制」說明。 

訊息層的安全主要是透過 XML Encryption、XML Signature 標準針對

「服務訊息」XML 進行加解密、加驗簽處理(服務訊息之定義，請見本說明

文件之 3.2.2 訊息綱要一節)。本範例使用 Apache Santuario 

(org.apache.xml.security.encryption.*) 提供的 XML Encryption API及 JDK內

建的 XML Signature API(javax.xml.crypto.dsig.*) 進行實作，開發人員可參

考「附錄 6.4 Java XML Security API範例」瞭解實作之方法，該範例之相關

檔案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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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SecurityAPI.java 

主要提供下列 4 個方法，各方法之輸入/輸出參數說明於程式註解中 

encryptXML : XML 加密函式 

decryptXML : XML 解密函式 

signXML : XML 加簽函式 

verifyXMLSig : XML 驗簽函式 

� XMLSecurityAPITest.java 

展示 XML SecurityAPI之四個主要方法的運用方式，使用 test.xml做為原

始 XML 文件，並對其進行加簽、加密後，再進行解密、驗簽的運算。 

� test.config.properties 

XMLSecurityAPITest.java所用到的設定檔，開發人員需準備好相關的金鑰

庫、憑證，並依實際狀況設定。 

� test.xml 

測試用的 XML 文件 

4.3. .Net 範例程式碼說明範例程式碼說明範例程式碼說明範例程式碼說明 

本節所用之.Net範例程式係以 Visual Studio 2010 Express開發工具以

「Add Service References」方式建立，若是 Visual Studio 2008以前版本，則

是稱作「Add Web References」。詳細之操作方式請參考微軟 MSDN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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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將參考加入 Web 服務」主題有詳細的操作說明。 

VS2010:  

http://msdn.microsoft.com/zh-tw/library/bb628649.aspx 

VS2008: 

http://msdn.microsoft.com/zh-tw/library/bb628649(v=vs.90).aspx 

4.3.1. 開發環境開發環境開發環境開發環境 

表 4.3-1 .Net範例開發環境 

項目 取得方法 用途說明 

IIS 內建於作業系統 做為應用程式伺服器，用

以佈署 Web Services，及

提供 SSL、SSL 雙向認證的

通道層安全機制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ULTIMATE/ 

PREMIUM/ 

PROFESSIONAL/ 

VS 2010 Express 

 

MSDN 訂閱下載 

VS 2010 Express可免費下

載，安裝並線上註冊後可免

費使用。 

其他版本可下載試用版. 

詳細資訊請參考： 

http://www.microsoft.com/ta

iwan/vstudio/2010/products/

整合開發環境(IDE) 

※安裝過程會自動檢查並

引導安裝必要之預先安裝

元件。 

CY8XP-83P66-WCF9D-G3P4

2-K2V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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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取得方法 用途說明 

default.aspx 

Windows SDK 免費下載 

http://www.microsoft.com/d

ownload/en/details.aspx?id=

8279 

若使用 Express 系列的開

發工具時建議安裝。 

※VS 2010 Express系列安裝光碟包含 Visual C#, Visual Basic, Visual 

C++及 Visual Web Developer四大項目，請至少安裝 Microsoft Visual Web 

Developer 2010以提供 I3 呼叫 LI 之 Web Service；若需使用到非同步方式回

傳訊息給 I3，則建議將 Visual C#/Visual Basic(視您熟悉的語言)先安裝好，

屆時將使用到。 

4.3.2. LI 基本程式碼實作基本程式碼實作基本程式碼實作基本程式碼實作 

本節將說明如何實作最基本的 LI(無任何通訊層及訊息層的安全機

制)，並於其它小節說明如何由基本的 LI 進行擴充。 

若覺得步驟一作法繁複，可直接從 Sample Code取得

LIAdapterInterfaces.cs檔，直接跳過步驟一。 

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 產生產生產生產生 LI 端端端端 Web Services 程式碼程式碼程式碼程式碼 

1. 先確認開發環境已安裝完成。 

2. 於任意處建立一資料夾(本範例為 C:\NLICodeGen)，將 GSP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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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wsdl 檔案置於該資料夾下。 

3. 開啟 Visual Studio命令提示字元視窗(或 Windows SDK Command 

Prompt)，於新建立的資料夾下執行下列指令(粗體字部份)以利用.Net 

Framework內建 wsdl.exe工具產生 LI 端 Web Services介面程式碼: 

 

Setting environment for using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x86 tools.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10.0\VC>cd \NLICodeGen 

C:\NLICodeGen>wsdl LI.wsdl /serverInterface 

Microsoft (R) Web 服務描述語言公用程式 

[Microsoft (R) .NET Framework, Version 4.0.30319.1]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寫入檔案 C:\NLICodeGen\LIAdapterInterfaces.cs。 

上列指令參數說明如下： 

/serverInterface 為 ASP.Net Web 服務的伺服器端實作產生介面。 

關於 WSDL.exe之詳細使用方法及參數說明，請參下列網址： 

http://msdn.microsoft.com/zh-tw/library/7h3ystb6(v=vs.100).aspx 

4. 若產生成功，則可於資料夾下面看到成功產生與*.wsdl同名之.cs檔： 

LIAdapterInterfaces.cs，上述自動產生的程式碼即可處理「簡化版之

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的訊息。 

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 建立開發專案並匯入步驟一產生之程式碼建立開發專案並匯入步驟一產生之程式碼建立開發專案並匯入步驟一產生之程式碼建立開發專案並匯入步驟一產生之程式碼 

1. 打開 VWD 2010 Express新增一個網站，在右上角搜尋”Web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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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選擇”ASP.NET Web服務”專案，在 Web位置選擇 HTTP，並指定

http://localhost/LIWebService，按「確定」建立 Web Service專案。如

下圖所示。 

 

2. 將 LIAdapterInterfaces.cs複製進此專案的 APP_Code資料夾。 

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 實作實作實作實作 LI Web Services 介面介面介面介面 

1. 在專案內新增一個 Adapter.asmx的新項目，在對應之類別(位於

APP_Code目錄，Adapter.cs)實作 LIAdapterInterfaces.cs所定義出的

介面(ILIAdapterSoap)。 

2. 依據原定義被呼叫方式(同步或非同步)於 InvokeSync或 InvokeAsync

加入 LI 端特有的商業邏輯及與 LS通訊之程式即可(請注意黃底粗體

紅字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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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er.cs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Web; 

using System.Web.Services; 

using System.Xml.Linq; 

using I3Mediator; 

using System.Xml; 

 

/// <summary> 

/// Adapter 的摘要描述 

/// </summary> 

[WebService(Namespace = "http://www.gsp.gov.tw/gsp2/li", Name = "LIAdapter", Description = "既有

系統服務介面")] 

[WebServiceBinding(ConformsTo = WsiProfiles.BasicProfile1_1)] 

public class Adapter : System.Web.Services.WebService, ILIAdapterSoapILIAdapterSoapILIAdapterSoapILIAdapterSoap 

{ 

    public Adapter() 

    { 

    } 

 

    public string PingLS()  

    { 

//此功能非必要 

        string result = "LI ok!!"; 

        return result; 

    } 

 

    public LII3AsyncResponseMsg InvokeAsyncInvokeAsyncInvokeAsyncInvokeAsync(I3LIRequestMsg request) 

    { 

        #region Check Client Certificate 

        //如有需要,請在此段佈署檢查用戶端憑證之功能 

        #endregion 

 

        #region Call LI by Async 

        //請在此段佈署LI之商業邏輯及非同步呼叫LS之功能 

        #end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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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er.cs 
 

        #region return LII3AsyncResponseMsg 

        //請在此段佈署LI回應資訊(非執行結果,所以沒有DetailInfo) 

        var ack = new LII3AsyncResponseMsg(); 

        ack.ErrorCode = 0; 

        ack.ErrorDesc = string.Empty; 

        #endregion 

 

        return ack; 

    } 

 

    public LII3SyncResponseMsg InvokeSInvokeSInvokeSInvokeSyncyncyncync(I3LIRequestMsg request) 

    { 

        #region Check Client Certificate 

        //如有需要,請在此段佈署檢查用戶端憑證之功能 

        #endregion 

 

        #region Call LI by Acsync 

        //請在此段佈署LI之商業邏輯及同步呼叫LS之功能 

        #endregion 

 

        #region return LII3SyncResponseMsg 

        //請在此段佈署LS執行結果 

 

        var returnDoc = new XmlDocument(); 

        returnDoc.Load(Server.MapPath("LIResultSample.xml")); //此為模擬LS要回給平台的資訊 

 

        var result = new LII3SyncResponseMsg(); 

        result.ErrorCode = 0; 

        result.ErrorDesc = string.Empty; 

        result.DetailInfo = new AnyContent(); 

        result.DetailInfo.Any = new System.Xml.XmlElement[1]; 

        result.DetailInfo.Any[0] = returnDoc.FirstChild as XmlElement; 

        #endregion 

 

        return result; 

    } 



100年度政府入口網與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功能強化暨維運委外服務案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說明文件 v1.0 

  64 

Adapter.cs 
} 

3. 上述程式包含了三個方法(method)，分別說明如下： 

� public String pingLS() 

用以偵測並提供 LI 內部連結之 LS 系統健康狀況資訊，以利系

統維運使用。此為非必要性介面，開發人員可不實作。 

� public LII3SyncResponseMsg InvokeSync(I3LIRequestMsg 

request) 

提供「同步呼叫模式」之服務介面，若 LI 於平臺上註冊為「同

步呼叫模式」則開發者需實作此介面，反之則不需。 

� public LII3AsyncResponseMsg InvokeAsync(I3LIRequestMsg 

request) 

提供「非同步呼叫模式」之服務介面，若 LI 於平臺上註冊為「非

同步呼叫模式」則開發者需實作此介面，反之則不需。此模式下，

GSP透過呼叫此 LI 介面，將服務要求訊息提供予 LI，LI 需另外

透過呼叫 GSP I3所提供的 Web Services介面，非同步的將服務

執行的結果提供予 GSP I3。關於 LI 如何呼叫 GSP I3之實作方

式，將於下個步驟說明。 

上列自動產出之介面，訊息格式（I3LIRequestMsg、

LII3SyncResponseMsg、LII3AsyncResponseMsg）之說明及處理

原則可參考本文件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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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開發過程中，唯一需特別說明之處在於 I3LIRequestMsg、

LII3SyncResponseMsg皆內含一個型別為 AnyContent的

「DetailInfo」的欄位，「DetailInfo」內含一 XmlElement[] any

欄位，此部分對應到APP端與 LI/LS 端實際交換的服務訊息， 

XmlElement[] any內的項目實際型別為

System.Xml.Element，可使用 XML 方式直接存取，若有 Xml 

Schema則可透過反序列化方式轉為物件再加以存取。回傳

時處理結果時，亦需將型別轉為 System.Xml.Element 的物

件加入 XmlElement[] any中。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四四四四: 產生非同步呼叫產生非同步呼叫產生非同步呼叫產生非同步呼叫 GSP I3 之之之之 Client 端程式碼端程式碼端程式碼端程式碼（（（（非必要非必要非必要非必要）））） 

1. 請使用 Microsoft Visual C# 2010 Express建立一個主控台應用程式：

 

2. 建立呼叫 I3 Web Service之 Proxy。於新建立的專案按右鍵選「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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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參考」，在位址輸入

「https://www.cp.gov.tw/GSP2I3WS/I3Mediator.asmx?WSDL」，按「移

至」，將「命名空間」設定為「I3Mediator」後按「確定」。 

 

3. 開發人員可參考下列程式碼片段呼叫 GSP I3 

下列程式碼，主要透過 I3Mediator.AsyncServiceSoapClient物件來取得

呼叫 GSP I3的 proxy，即可利用 AsyncServiceSoap對 GSP I3進行呼叫。開

發者需依服務種類的不同，非同步服務使用 reply、通報服務使用 notify 方

法（method）將處理結果回傳予 GSP I3。 

Program.cs (部分內容部分內容部分內容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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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cs (部分內容部分內容部分內容部分內容) 
var returnDoc = new XmlDocument(); 

returnDoc.Load("LIResultSample.xml");   //此為模擬LS要回給平台的資訊 

 

//建立 reply message (開發人員自行依服務訊息處理結果，填入 response 內容) 

var reply = new I3Mediator.LII3Msg(); 

reply.AgreementId = "AGM0000123AGM0000123AGM0000123AGM0000123";                //請填入實際值 

reply.TicketNo = "10000366_1010402_001101_610000366_1010402_001101_610000366_1010402_001101_610000366_1010402_001101_6831831831831";   //請填入實際值 

reply.ErrorCode = 0; 

reply.ErrorDesc = string.Empty; 

 

reply.DetailInfo = new I3Mediator.SerializableAny(); 

reply.DetailInfo.Any = new XmlElement[1]; 

reply.DetailInfo.Any[0] = returnDoc.FirstChild as XmlElement; 

 

//建立用以呼叫GSP I3 的 proxy 

var i3Proxy = new I3Mediator.AsyncServiceSoapClient("AsyncServiceSoapAsyncServiceSoapAsyncServiceSoapAsyncServiceSoap"); 

var i3result = i3Proxy.Reply(reply); 

我們是以「加入服務參考」的方式建立 Proxy，工具預設會使用 WCF

方式建立，並在 app.config的 system.serviceModel內自動建立定義參數。因

為 I3 同時支援 Soap 1.1及 Soap 1.2，因此我們會看到分別為

AsyncServiceSoap 及 AsyncServiceSoap12的兩組設定，在

AsyncServiceSoapClient建構子任意指定一組名稱即可。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五五五五: 簡易執行簡易執行簡易執行簡易執行 Web Services 測試測試測試測試 

在此基本 Web Services實作中，開發人員可直接以瀏覽器本機 asmx方

式直接快速測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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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程式佈署程式佈署程式佈署程式佈署 

完成 LI 基本程式碼實作後，可直接使用開發工具執行佈署的工作，或

以 Xcopy方式佈署在 IIS 之指定路徑(預設是 C:\Inetpub\wwwroot\)，使用網

際網路資訊服務(IIS)管理員將目錄設定為應用程式，即可使用。 

關於 ASP.NET使用 Xcopy佈署網站專案之逐步解說，請參考微軟

MSDN 內之說明： 

VS2010:  
http://msdn.microsoft.com/zh-tw/library/f735abw9(v=vs.100).aspx 
VS2008: 
http://msdn.microsoft.com/zh-tw/library/f735abw9(v=vs.90).aspx 

本節所說明之步驟，為最基本的佈署設定及方法。若需額外的通道層

傳輸安全、認證機制，請參考本文 4.3.5節之說明進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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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通道層安全實作通道層安全實作通道層安全實作通道層安全實作 

有關通道層安全機制之適用時機及於本標準中扮演的角色可參照本標

準之「3.3節安全機制」說明。以下分別就 LI 扮演 Server端角色及 Client

端角色時之實作方式進行說明。 

4.3.4.1. LI 為為為為 Server 端時端時端時端時 

LI 為 Server端供 GSP I3呼叫時，SSL及 SSL雙向認證機制皆可運用應

用 IIS 伺服器透過設定的方式達成。而關於憑證之存放與操作之部份，除了

以檔案格式由程式讀取外，較建議的方式是透過 Certificate Manager 

tool(Certmgr.exe)來存放憑證，再透過.net framework內建之 API 處理。 

� SSL 通通通通道道道道層安全機制層安全機制層安全機制層安全機制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在 IIS 中實作 SSL：請參考微軟官網相關 教學。 

如何在 IIS 中實作 SSL: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99875/zh-tw 

1. 啟動 [網際網路服務管理員 (ISM)]，以載入 「 網際網路資訊伺服器 」 嵌

入式管理單元的 Microsoft 管理主控台 (MMC)。 

按一下 [開始]->[所有程式]-> [系統管理工具]，然後按一下[網際網路資訊

服務 (IIS) 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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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想要安裝之憑證的網站(例：預設的網站)上按一下滑鼠右鍵，再按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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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 [目錄安全設定] 索引標籤，然後按一下 [安全通訊]內之[伺服器憑

證]，以啟動[ Web 伺服器憑證精靈] ，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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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取 [建立新的憑證]，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5. 選取 [準備要求，但於稍後傳送]，按一下 [下一步]。 

 

6. 輸入憑證的名稱及位元長度，按一下[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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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輸入您的公司資訊。按一下 [下一步]。 

 

8. 輸入做為一般名稱的 [完整格式的網域名稱 (FQDN)] 或 [伺服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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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正在建立將透過網際網路使用的憑證，最好使用 FQDN (比方說 

www.xx.gov.tw)。按一下 [下一步]。 

 

9. 輸入您的所在地資訊，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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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輸入儲存憑證資訊的路徑及檔案的名稱，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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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如果您輸入的任何項目以外預設位置及檔案名稱，請務必注意您選

擇的名稱和位置，因為您將需要存取這個檔案在稍後步驟中。 

11. 請確認您輸入的資訊，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以完成程序，並建立憑證要

求。 



100年度政府入口網與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功能強化暨維運委外服務案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說明文件 v1.0 

  77 

 

12. 按一下 [完成] 以結束伺服器憑證精靈。 



100年度政府入口網與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功能強化暨維運委外服務案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說明文件 v1.0 

  78 

 

13. 傳送申請檔案憑證管理中心送出申請，並取得回覆檔案(請依憑證管理機構

實際方式進行)。 

14. 匯入回覆檔案，至 IIS 憑證精靈，按下一步處理擱置的憑證要求，點選處

理攔置要求及安裝憑證，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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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按瀏覽選取回覆檔案之位置，按下一步。 

 

16. 指定 SSL連接埠(443)，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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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確認憑證詳細資訊內容是否正確，按下一步。 

 

18. 完成 SSL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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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98805 

� SSL 雙向認證雙向認證雙向認證雙向認證通道層通道層通道層通道層安全機制安全機制安全機制安全機制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cc737717(v=ws.10).aspx 

1. 接續「SSL通道層安全機制設定」之說明 

2. 在 [網際網路資訊服務(IIS)管理員] 中，依序展開本機電腦及 [網站] 資料

夾，並在要設定驗證的網站上按一下滑鼠右鍵，再按 [內容]，按一下 [目

錄安全設定] 索引標籤，然後在 [安全通訊] 區段中，按一下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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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安全通訊] 方塊中，勾選「必須使用安全通道(SSL)(R)」後，再點選[需

要用戶端憑證]或「接受用戶端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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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您允許用戶端憑證為非必要，或打算由程式自行判斷用戶端是否傳

送「用戶端憑證」，則可點選「接受用戶端憑證」，否則點選「需要用戶端

憑證」由 IIS 強制限定用戶端必需要有用戶端憑證是較適合之選項。 

4. 選擇用戶端憑證驗證方式：主要有兩種方式可供選擇，如欲使用 Windows 

IIS 內建的機制請跳至第 5 點，若欲使用程式實作客製化處理跳至第 6 點。 

5. 使用 Windows IIS內建機制驗證用戶端憑證： 

請參考 TechNet文件-啟用啟用啟用啟用 IIS 中的用戶端憑證中的用戶端憑證中的用戶端憑證中的用戶端憑證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cc727994(v=ws.10).aspx 

6. 使用程式實作客製化用戶端(I3)憑證判斷：請於 ASP.NET Web Service中使

用以下物件處理： 

HttpContext.Current .Request.ClientCertificate.IsPresent 

如果您的 IIS 安全設定為「接受用戶端憑證」，則可以此判斷用戶端憑證是

否存在。 

HttpContext.Current.Request.ClientCertificate 

取得物件擷取用戶端傳送之憑證，再依照憑證內含之屬性，判斷該憑證是

否為信任之憑證。 

詳細作法請參 MSDN 文件-HttpRequest.ClientCertificate 屬性 

http://msdn.microsoft.com/zh-tw/library/system.web.httprequest.clientcertificat

e(v=vs.80).aspx 

4.3.4.2. LI 為為為為 Client 端時端時端時端時 

於雙向非同步及通報服務流程中，LI 需主動呼叫 I3 以完成非同步回

應，除 I3 需設定好「SSL或 SSL雙向認證通道層安全機制」外，LI 端程式

亦需於呼叫 I3 前指定信任 I3 之 SSL憑證並視情境指定 I3 信任之 client端

憑證，做法說明如下： 



100年度政府入口網與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功能強化暨維運委外服務案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說明文件 v1.0 

  84 

� 使用 SSL與 I3 進行通訊 

於加入服務參考時指定 https為首之 WSDL 位置，建立的 proxy就會使用

SSL與 I3 進行通訊。 

� 使用 SSL雙向認證與 I3 進行通訊 

由於.net Framework 3.0以上引入了 WCF資料通訊的應用程式開發介面，

提供一個統一的程式開發模型，對於資料通訊提供了最有彈性的支援，因

此以下將以 WCF建立 LI 對 I3 Client的作法。 

1. 使用憑證管理工具(CertMgr.exe)將平台註冊(認可)之金鑰所對應之

密鑰(SubjectName=li01.gov.tw)存入 key Store CurrentUser區。 

作法請參考

http://msdn.microsoft.com/zh-tw/library/ms180963(v=vs.80).aspx 

2. 建立客製化 Proxy物件，並呼叫 I3 Web Service 

Programs.cs (部分內容部分內容部分內容部分內容) 
//建立Proxy by Endpoint 

var binding = new CustomBinding(); 

AsyncServiceSoapClient i3Proxy = null; 

 

//定義通訊層安全模式 

i3Proxy = new AsyncServiceSoapClient(binding, new EndpointAddress( 

   @"https://www.cp.gov.tw/GSP2I3WS/I3Mediator.asmx")); 

var element = new HttpsTransportBindingElement { RequireClientCertificate = true}; 

binding.Elements.Add(element); 

 

//指派Client Certificate,Find  by subject name 

i3Proxy.ClientCredentials.ClientCertificate.SetCertificate(i3Proxy.ClientCredentials.ClientCertificate.SetCertificate(i3Proxy.ClientCredentials.ClientCertificate.SetCertificate(i3Proxy.ClientCredentials.ClientCertificate.SetCertificate(StoreLocationStoreLocationStoreLocationStoreLocation.CurrentUser,.CurrentUser,.CurrentUser,.CurrentUser,    

                                                                                                                                                                                                                                                StoreNameStoreNameStoreNameStoreName.My,.My,.My,.My,    

                                                                                                                                                                                                                                                X509FindTypeX509FindTypeX509FindTypeX509FindType.FindBySubjectName,.FindBySubjectName,.FindBySubjectName,.FindBySubjectName,    



100年度政府入口網與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功能強化暨維運委外服務案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說明文件 v1.0 

  85 

Programs.cs (部分內容部分內容部分內容部分內容) 
                                                                                                                                                                                                                                                "li01.gov.tw""li01.gov.tw""li01.gov.tw""li01.gov.tw"););););    

var returnDoc = new XmlDocument(); 

returnDoc.Load("LIResultSample.xml");   //此為模擬LS要回給平台的資訊 

 

//建立reply message (開發人員自行依服務訊息處理結果，填入 response 內容) 

var reply = new I3Mediator.LII3Msg(); 

reply.AgreementId = "AGM0000123AGM0000123AGM0000123AGM0000123";                  //請填入實際值 

reply.TicketNo = "10000366_1010402_001101_683110000366_1010402_001101_683110000366_1010402_001101_683110000366_1010402_001101_6831";   //請填入實際值 

reply.ErrorCode = 0; 

reply.ErrorDesc = string.Empty; 

 

reply.DetailInfo = new I3Mediator.SerializableAny(); 

reply.DetailInfo.Any = new XmlElement[1]; 

reply.DetailInfo.Any[0] = returnDoc.FirstChild as XmlElement; 

 

//呼I叫DsGSP I3 的o proxy 

var i3result = i3Proxy.Reply(reply); 

 

4.3.5. 訊息層安全實作訊息層安全實作訊息層安全實作訊息層安全實作 

有關訊息層安全機制之適用時機及於本標準中扮演的角色可參照本標

準之「3.3節安全機制」說明。 

訊息層的安全主要是透過 XML Encryption、XML Signature 標準針對

「服務訊息」XML 進行加解密、加驗簽處理(服務訊息之定義，請見本說明

文件之 3.2.2 訊息綱要一節)。本範例使用.Net Framework內建提供的 XML 

Encryption API及XML Signature API(位於System.Security.Cryptography.Xml 

此命名空間) 進行實作，開發人員可參考「附錄 6.5 .Net XML Security API

範例」瞭解實作之方法，該範例之相關檔案說明如下: 

� XMLSecurityA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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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提供下列 4 個方法，各方法之輸入/輸出參數說明於程式註解中 

EncryptXML : XML 加密函式 

DecryptXML : XML 解密函式 

SignXML : XML 加簽函式 

VerifyXMLSig : XML 驗簽函式 

� XMLSecurityAPITest.cs 

展示 XML SecurityAPI之四個主要方法的運用方式，使用 test.xml做為原

始 XML 文件，並對其進行加簽、加密後，再進行解密、驗簽的運算。開

發人員需準備好相關的憑證及金鑰對(並將其匯入 Windows系統的金鑰庫

(KeyStore)內，並依金鑰對之姆指紋及憑證檔案之位置調整程式中讀取金

鑰及憑證的相關程式碼。 

� test.xml 

測試用的 XM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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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表 5-1 參考資源 

項目 取得方式 

跨機關訊息交換標

準 V1.06 
http://www.gsp.gov.tw/downloadfile/guidebook/RFP0015.pd
f 

W3C XML 
Encryption Syntax 
and Processing  

http://www.w3.org/TR/xmlenc-core/ 

W3C XML 
Signature Syntax 
and Processing  

http://www.w3.org/TR/xmldsig-core/ 

W3C Exclusive 
XML 
Canonicalization 

http://www.w3.org/TR/xml-exc-c14n/ 

Java XML Digital 
Signature 官方開

發指引 

http://docs.oracle.com/javase/6/docs/technotes/guides/securit
y/xmldsig/XMLDigitalSignature.html 

Apache XML 
Security – XML 
Encryption 範例程

式碼 

https://github.com/apache/santuario-java/tree/trunk/samples/
org/apache/xml/security/samples/encryption 

.NET XML 
Encryption and 
Digital Signatures
官方開發指引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229749.aspx 

Tomcat SSL 官方

設定指引 
http://tomcat.apache.org/tomcat-7.0-doc/ssl-howto.html 

JAX-WS RI應用程 http://jax-ws.java.net/nonav/2.2.5/docs/jaxws-w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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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取得方式 
式打包方式說明 

政府憑證管理中心

「Tomcat憑證請求

檔申請說明」 

http://gca.nat.gov.tw/download/GCA_TOMCAT_CSR.pdf 

政府憑證管理中心

「Tomcat 伺服器

SSL憑證申請及安

裝手冊」 

http://gca.nat.gov.tw/download/GCA_TOMCAT_CSR.pdf 

政府憑證管理中心

「IIS 7 SSL憑證請

求檔製作手冊」 

http://gca.nat.gov.tw/download/GCA_Windows2008IIS7_CS
R.pdf 

政府憑證管理中心

「IIS 7 SSL憑證安

裝手冊」 

http://gca.nat.gov.tw/download/GCA_Windows2008IIS7_CE
RT_INSTALL.pdf 

政府憑證管理中心

「IIS 6.0憑證請求

檔製作講義」 

http://gca.nat.gov.tw/download/GCA_Windows2003IIS_CSR
.pdf 

政府憑證管理中心

「IIS 5.0憑證請求

檔製作講義」 

http://gca.nat.gov.tw/download/GCA_Windows2000IIS_CSR
.pdf 

政府憑證管理中心

「IIS 伺服器憑證

安裝操作手冊」 

http://gca.nat.gov.tw/download/gca_ssl_cert_install_for_iis.p
d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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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6.1. LI WSDL 

LI.WSDL 
<wsdl:definitions xmlns:soap="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soap/" 

xmlns:tm="http://microsoft.com/wsdl/mime/textMatching/" 

xmlns:soapenc="http://schemas.xmlsoap.org/soap/encoding/" 

xmlns:mime="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mime/" 

xmlns:tns="http://www.gsp.gov.tw/gsp2/li" xmlns:s1="http://www.gsp.gov.tw/gsp2/li/Schema" 

xmlns:s="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xmlns:soap12="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soap12/" 

xmlns:http="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http/" 

xmlns:wsdl="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 

targetNamespace="http://www.gsp.gov.tw/gsp2/li"> 

 <wsdl:documentation xmlns:wsdl="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既有系統服務介面

</wsdl:documentation> 

 <wsdl:types> 

  <s:schema elementFormDefault="qualified" 

targetNamespace="http://www.gsp.gov.tw/gsp2/li"> 

   <s:import namespace="http://www.gsp.gov.tw/gsp2/li/Schema"/> 

   <s:element name="PingLS"> 

    <s:complexType/> 

   </s:element> 

   <s:element name="PingLSResponse"> 

    <s:complexType> 

     <s:sequence>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name="PingLSResult" 

type="s:string"/> 

     </s:sequence> 

    </s:complexType> 

   </s:element> 

   <s:element name="InvokeAsync"> 

    <s:complexType> 

     <s:sequence>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ref="s1:request"/> 

     </s: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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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WSDL 
    </s:complexType> 

   </s:element> 

   <s:element name="InvokeAsyncResponse"> 

    <s:complexType> 

     <s:sequence>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ref="s1:InvokeAsyncResult"/> 

     </s:sequence> 

    </s:complexType> 

   </s:element> 

   <s:element name="InvokeSync"> 

    <s:complexType> 

     <s:sequence>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ref="s1:request"/> 

     </s:sequence> 

    </s:complexType> 

   </s:element> 

   <s:element name="InvokeSyncResponse"> 

    <s:complexType> 

     <s:sequence>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ref="s1:InvokeSyncResult"/> 

     </s:sequence> 

    </s:complexType> 

   </s:element> 

  </s:schema> 

  <s:schema elementFormDefault="qualified" 

targetNamespace="http://www.gsp.gov.tw/gsp2/li/Schema"> 

   <s:element name="request" type="s1:I3LIRequestMsg"/> 

   <s:complexType name="I3LIRequestMsg"> 

    <s:sequence>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name="TicketNo" 

type="s:string"/>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name="AgreementId" 

type="s:string"/> 

     <s:element minOccurs="0" maxOccurs="1" name="DetailInfo" 

type="s1:Any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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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WSDL 
    </s:sequence> 

   </s:complexType> 

   <s:complexType name="AnyContent"> 

    <s:sequence> 

     <s:any minOccurs="0" maxOccurs="unbounded"/> 

    </s:sequence> 

   </s:complexType> 

   <s:element name="InvokeAsyncResult" type="s1:LII3AsyncResponseMsg"/> 

   <s:complexType name="LII3AsyncResponseMsg"> 

    <s:sequence>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name="ErrorCode" 

type="s:int"/> 

     <s:element minOccurs="0" maxOccurs="1" name="ErrorDesc" 

type="s:string"/> 

    </s:sequence> 

   </s:complexType> 

   <s:element name="InvokeSyncResult" type="s1:LII3SyncResponseMsg"/> 

   <s:complexType name="LII3SyncResponseMsg"> 

    <s:complexContent mixed="false"> 

     <s:extension base="s1:LII3AsyncResponseMsg"> 

      <s:sequence> 

       <s:element minOccurs="0" maxOccurs="1" name="DetailInfo" 

type="s1:AnyContent"/> 

      </s:sequence> 

     </s:extension> 

    </s:complexContent> 

   </s:complexType> 

  </s:schema> 

 </wsdl:types> 

 <wsdl:message name="PingLSSoapIn"> 

  <wsdl:part name="parameters" element="tns:PingLS"/> 

 </wsdl:message> 

 <wsdl:message name="PingLSSoapOut"> 

  <wsdl:part name="parameters" element="tns:PingLSResponse"/> 

 </wsdl:message> 

 <wsdl:message name="InvokeAsyncSoapIn"> 

  <wsdl:part name="parameters" element="tns:InvokeA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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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WSDL 
 </wsdl:message> 

 <wsdl:message name="InvokeAsyncSoapOut"> 

  <wsdl:part name="parameters" element="tns:InvokeAsyncResponse"/> 

 </wsdl:message> 

 <wsdl:message name="InvokeSyncSoapIn"> 

  <wsdl:part name="parameters" element="tns:InvokeSync"/> 

 </wsdl:message> 

 <wsdl:message name="InvokeSyncSoapOut"> 

  <wsdl:part name="parameters" element="tns:InvokeSyncResponse"/> 

 </wsdl:message> 

 <wsdl:portType name="LIAdapterSoap"> 

  <wsdl:operation name="PingLS"> 

   <wsdl:documentation xmlns:wsdl="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Test LS 

Response Only *Optional</wsdl:documentation> 

   <wsdl:input message="tns:PingLSSoapIn"/> 

   <wsdl:output message="tns:PingLSSoapOut"/> 

  </wsdl:operation> 

  <wsdl:operation name="InvokeAsync"> 

   <wsdl:documentation 

xmlns:wsdl="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Invoke_LI_Async_Service</wsdl:documentation> 

   <wsdl:input message="tns:InvokeAsyncSoapIn"/> 

   <wsdl:output message="tns:InvokeAsyncSoapOut"/> 

  </wsdl:operation> 

  <wsdl:operation name="InvokeSync"> 

   <wsdl:documentation 

xmlns:wsdl="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Invoke_LI_Sync_Service</wsdl:documentation> 

   <wsdl:input message="tns:InvokeSyncSoapIn"/> 

   <wsdl:output message="tns:InvokeSyncSoapOut"/> 

  </wsdl:operation> 

 </wsdl:portType> 

 <wsdl:binding name="LIAdapterSoap" type="tns:LIAdapterSoap"> 

  <soap:binding transport="http://schemas.xmlsoap.org/soap/http"/> 

  <wsdl:operation name="PingLS"> 

   <soap:operation soapAction="http://www.gsp.gov.tw/gsp2/li/PingLS" 

style="document"/> 

   <wsdl:input> 

    <soap:body use="literal"/> 



100年度政府入口網與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功能強化暨維運委外服務案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說明文件 v1.0 

  93 

LI.WSDL 
   </wsdl:input> 

   <wsdl:output> 

    <soap:body use="literal"/> 

   </wsdl:output> 

  </wsdl:operation> 

  <wsdl:operation name="InvokeAsync"> 

   <soap:operation soapAction="http://www.gsp.gov.tw/gsp2/li/InvokeAsync" 

style="document"/> 

   <wsdl:input> 

    <soap:body use="literal"/> 

   </wsdl:input> 

   <wsdl:output> 

    <soap:body use="literal"/> 

   </wsdl:output> 

  </wsdl:operation> 

  <wsdl:operation name="InvokeSync"> 

   <soap:operation soapAction="http://www.gsp.gov.tw/gsp2/li/InvokeSync" 

style="document"/> 

   <wsdl:input> 

    <soap:body use="literal"/> 

   </wsdl:input> 

   <wsdl:output> 

    <soap:body use="literal"/> 

   </wsdl:output> 

  </wsdl:operation> 

 </wsdl:binding> 

 <wsdl:service name="LIAdapter"> 

  <wsdl:documentation xmlns:wsdl="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既有系統服務介

面</wsdl:documentation> 

  <wsdl:port name="LIAdapterSoap" binding="tns:LIAdapterSoap"> 

   <soap:address location="http://li.cp.gov.tw/Adapter.asmx"/> 

  </wsdl:port> 

 </wsdl:service> 

</wsdl:defin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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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I3 WSDL 

I3.WSDL 
<wsdl:definitions xmlns:soap="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soap/" 

xmlns:tm="http://microsoft.com/wsdl/mime/textMatching/" 

xmlns:soapenc="http://schemas.xmlsoap.org/soap/encoding/" 

xmlns:mime="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mime/" 

xmlns:tns="http://www.gsp.gov.tw/gsp2/i3" xmlns:s1="http://www.gsp.gov.tw/gsp2/i3/Schema" 

xmlns:s="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xmlns:soap12="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soap12/" 

xmlns:http="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http/" 

xmlns:wsdl="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 

targetNamespace="http://www.gsp.gov.tw/gsp2/i3"> 

 <wsdl:documentation xmlns:wsdl="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e政府服務平臺二代

資訊交換基礎環境服務</wsdl:documentation> 

 <wsdl:types> 

  <s:schema elementFormDefault="qualified" 

targetNamespace="http://www.gsp.gov.tw/gsp2/i3"> 

   <s:import namespace="http://www.gsp.gov.tw/gsp2/i3/Schema"/> 

   <s:element name="Notify"> 

    <s:complexType> 

     <s:sequence>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ref="s1:notifyMsg"/> 

     </s:sequence> 

    </s:complexType> 

   </s:element> 

   <s:element name="NotifyResponse"> 

    <s:complexType> 

     <s:sequence>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ref="s1:NotifyResult"/> 

     </s:sequence> 

    </s:complexType> 

   </s:element> 

   <s:element name="Reply"> 

    <s:complex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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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equence>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ref="s1:replyMsg"/> 

     </s:sequence> 

    </s:complexType> 

   </s:element> 

   <s:element name="ReplyResponse"> 

    <s:complexType> 

     <s:sequence>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ref="s1:ReplyResult"/> 

     </s:sequence> 

    </s:complexType> 

   </s:element> 

  </s:schema> 

  <s:schema elementFormDefault="qualified" 

targetNamespace="http://www.gsp.gov.tw/gsp2/i3/Schema"> 

   <s:element name="notifyMsg" type="s1:LII3Msg"/> 

   <s:complexType name="LII3Msg"> 

    <s:sequence>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name="TicketNo" 

type="s:string"/>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name="AgreementId" 

type="s:string"/>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name="ErrorCode" 

type="s:int"/> 

     <s:element minOccurs="0" maxOccurs="1" name="ErrorDesc" 

type="s:string"/> 

     <s:element minOccurs="0" maxOccurs="1" name="DetailInfo" 

type="s1:SerializableAny"/> 

    </s:sequence> 

   </s:complexType> 

   <s:complexType name="SerializableAny"> 

    <s:sequence> 

     <s:any minOccurs="0" maxOccurs="unbounded"/> 

    </s:sequence> 

   </s:complexType> 

   <s:element name="NotifyResult" type="s1:I3Response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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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mplexType name="I3ResponseMsg"> 

    <s:sequence> 

     <s:element minOccurs="1" maxOccurs="1" name="ErrorCode" 

type="s:int"/> 

     <s:element minOccurs="0" maxOccurs="1" name="ErrorDesc" 

type="s:string"/> 

    </s:sequence> 

   </s:complexType> 

   <s:element name="replyMsg" type="s1:LII3Msg"/> 

   <s:element name="ReplyResult" type="s1:I3ResponseMsg"/> 

  </s:schema> 

 </wsdl:types> 

 <wsdl:message name="NotifySoapIn"> 

  <wsdl:part name="parameters" element="tns:Notify"/> 

 </wsdl:message> 

 <wsdl:message name="NotifySoapOut"> 

  <wsdl:part name="parameters" element="tns:NotifyResponse"/> 

 </wsdl:message> 

 <wsdl:message name="ReplySoapIn"> 

  <wsdl:part name="parameters" element="tns:Reply"/> 

 </wsdl:message> 

 <wsdl:message name="ReplySoapOut"> 

  <wsdl:part name="parameters" element="tns:ReplyResponse"/> 

 </wsdl:message> 

 <wsdl:portType name="AsyncServiceSoap"> 

  <wsdl:operation name="Notify"> 

   <wsdl:documentation xmlns:wsdl="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Notify 

Service Request</wsdl:documentation> 

   <wsdl:input message="tns:NotifySoapIn"/> 

   <wsdl:output message="tns:NotifySoapOut"/> 

  </wsdl:operation> 

  <wsdl:operation name="Reply"> 

   <wsdl:documentation xmlns:wsdl="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LI Async 

Reply</wsdl:documentation> 

   <wsdl:input message="tns:ReplySoapIn"/> 

   <wsdl:output message="tns:ReplySoapOut"/> 

  </wsdl: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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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dl:portType> 

 <wsdl:binding name="AsyncServiceSoap" type="tns:AsyncServiceSoap"> 

  <soap:binding transport="http://schemas.xmlsoap.org/soap/http"/> 

  <wsdl:operation name="Notify"> 

   <soap:operation soapAction="http://www.gsp.gov.tw/gsp2/i3/Notify" 

style="document"/> 

   <wsdl:input> 

    <soap:body use="literal"/> 

   </wsdl:input> 

   <wsdl:output> 

    <soap:body use="literal"/> 

   </wsdl:output> 

  </wsdl:operation> 

  <wsdl:operation name="Reply"> 

   <soap:operation soapAction="http://www.gsp.gov.tw/gsp2/i3/Reply" 

style="document"/> 

   <wsdl:input> 

    <soap:body use="literal"/> 

   </wsdl:input> 

   <wsdl:output> 

    <soap:body use="literal"/> 

   </wsdl:output> 

  </wsdl:operation> 

 </wsdl:binding> 

 <wsdl:service name="AsyncService"> 

  <wsdl:documentation xmlns:wsdl="http://schemas.xmlsoap.org/wsdl/">e政府服務平

臺二代資訊交換基礎環境服務</wsdl:documentation> 

  <wsdl:port name="AsyncServiceSoap" binding="tns:AsyncServiceSoap"> 

   <soap:address location="http://www.cp.gov.tw/gsp2i3ws/i3mediator.asmx"/> 

  </wsdl:port> 

 </wsdl:service> 

</wsdl:defin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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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服務訊息綱要範例服務訊息綱要範例服務訊息綱要範例服務訊息綱要範例(公路監理查詢服務公路監理查詢服務公路監理查詢服務公路監理查詢服務) 

IRRA_Definition.xsd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xsd:schema targetNamespace="http://www.gov.tw/CP/ir_definition" 

elementFormDefault="qualified" attributeFormDefault="unqualified" version="1.0" 

id="Gov-Mv" xmlns:ir="http://www.gov.tw/CP/ir_definition" 

xmlns:xsd="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xsd:annotation> 

  <xsd:documentation>IR</xsd:documentation> 

  <xsd:appinfo>IR</xsd:appinfo> 

 </xsd:annotation> 

 <xsd:element name="RA_Qry_Result"> 

  <xsd:complexType> 

   <xsd:sequence> 

    <!-- 資料類型: 查詢/查驗 --> 

    <xsd:element ref="ir:ServiceType" minOccurs="0"/> 

    <!-- 訊息 --> 

    <xsd:element ref="ir:Message" minOccurs="0"/> 

    <!-- 車號 --> 

    <xsd:element ref="ir:Plt-no" minOccurs="0"/> 

    <!-- 車主姓名--> 

    <xsd:element ref="ir:Owner-name" minOccurs="0"/> 

    <!-- 車主地址--> 

    <xsd:element ref="ir:Address" minOccurs="0"/> 

    <!-- 證號: 車主證號或統一編號 --> 

    <xsd:element ref="ir:Owner-no" minOccurs="0"/> 

    <!-- 廠牌 --> 

    <xsd:element ref="ir:Brand-name" minOccurs="0"/> 

    <!-- 出廠年月 --> 

    <xsd:element ref="ir:Op-date" minOccurs="0"/> 

    <!-- 牌照狀態 --> 

    <xsd:element ref="ir:Mob-ud-name" minOccurs="0"/> 

    <!-- 管轄所站 1 --> 

    <xsd:element ref="ir:Sprvsn-no" minOccurs="0"/> 

    <!-- 管轄所站 2 --> 

    <xsd:element ref="ir:Sprvsn-name" minOccurs="0"/> 

    <!-- 汽缸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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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sd:element ref="ir:Cyl-no" minOccurs="0"/> 

    <!-- 排氣量 --> 

    <xsd:element ref="ir:Cc" minOccurs="0"/> 

    <!-- 引擎號碼 --> 

    <xsd:element ref="ir:Engine-no" minOccurs="0"/> 

    <!-- 車身號碼 --> 

    <xsd:element ref="ir:Body-no" minOccurs="0"/> 

    <!-- 車主姓名 2--> 

    <xsd:element ref="ir:Name" minOccurs="0"/> 

    <!-- 生日 --> 

    <xsd:element ref="ir:Birthday" minOccurs="0"/> 

    <!-- 駕照種類 --> 

    <xsd:element ref="ir:LicenceType" minOccurs="0"/> 

    <!-- 駕照有效日期 --> 

    <xsd:element ref="ir:Val-dt" minOccurs="0"/> 

    <!-- 吊扣吊註銷註記 --> 

    <xsd:element ref="ir:Susp-code" minOccurs="0"/> 

    <!-- 吊扣吊註銷起日 --> 

    <xsd:element ref="ir:Spd-beg" minOccurs="0"/> 

    <!-- 吊扣吊註銷迄日 --> 

    <xsd:element ref="ir:Spd-end" minOccurs="0"/> 

    <!-- 吊扣吊註銷原因 --> 

    <xsd:element ref="ir:Susp-name" minOccurs="0"/> 

    <!-- 吊扣吊註銷文號 --> 

    <xsd:element ref="ir:Spd-id" minOccurs="0"/> 

    <!-- 違規未結數 --> 

    <xsd:element ref="ir:Vil-no" minOccurs="0"/> 

    <!-- 持照條件--> 

    <xsd:element ref="ir:Lic-limit-name" minOccurs="0"/> 

    <!-- 證號 --> 

    <xsd:element ref="ir:Id-no" minOccurs="0"/>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RA_Qry_Criteria"> 

  <xsd:complexType> 

   <xsd: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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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共用參數, 必須的 --> 

    <!-- 機關代號 --> 

    <xsd:element ref="ir:Org-code"/> 

    <!-- 系統日期 --> 

    <xsd:element ref="ir:Sys-dt"/> 

    <!-- 系統時間 --> 

    <xsd:element ref="ir:Sys-tm"/> 

    <!--系統代號 --> 

    <xsd:element ref="ir:Sys-no"/> 

    <!-- 作業代碼 --> 

    <xsd:element ref="ir:Op-code"/> 

    <!-- 中文碼代號 --> 

    <xsd:element ref="ir:ProcessNoChinese"/> 

    <!-- 使用者帳號 --> 

    <xsd:element ref="ir:User-no"/> 

    <!-- 資料類型: 查詢/查驗 --> 

    <xsd:element ref="ir:ServiceType"/> 

    <!-- 監理作業中心 --> 

    <xsd:element ref="ir:Mgt-no"/> 

    <!-- 案號 --> 

    <xsd:element ref="ir:Serial-no"/> 

    <!--查詢非共用參數, 不同的查詢可能會使用不同的參數 --> 

    <!-- 車號 --> 

    <xsd:element ref="ir:Plt-no" minOccurs="0"/> 

    <!-- 證號 --> 

    <xsd:element ref="ir:Id-no" minOccurs="0"/> 

    <!-- 引擎號碼 --> 

    <xsd:element ref="ir:Engine-no" minOccurs="0"/> 

    <!-- 車身號碼 --> 

    <xsd:element ref="ir:Body-no" minOccurs="0"/>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xsd:element> 

 <!--公路監理專屬元素宣告--> 

 <xsd:element name="ServiceType">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100年度政府入口網與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功能強化暨維運委外服務案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說明文件 v1.0 

  101 

IRRA_Definition.xsd 
    <xsd:pattern value="[1|2]"/>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Message">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8"/>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Owner-no" type="ir:cidType"/> 

 <xsd:element name="Id-no" type="ir:cidType"/> 

 <xsd:element name="Address">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72"/>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Mgt-no">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pattern value="\d{1}"/>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Plt-no">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8"/>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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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sd:element name="Brand-name">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15"/>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Op-date">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pattern value="\d{4}"/>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Cyl-no">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pattern value="\d{2}"/>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Cc">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pattern value="\d{5}"/>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Engine-no">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20"/>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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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sd:element name="Org-code">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10"/>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Owner-name">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10"/>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Name">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6"/>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Mob-ud-name">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18"/>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Sys-dt" type="ir:ROCDateType7"/> 

 <xsd:element name="Sys-tm">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pattern value="\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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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Sys-no">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10"/>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Op-code">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6"/>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ProcessNoChinese">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1"/>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User-no">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10"/>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Body-no"> 

  <xsd:simpl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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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20"/>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LicenceType">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12"/>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Serial-no">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24"/>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Birthday" type="ir:ROCDateType6"/> 

 <xsd:element name="Val-dt" type="ir:ROCDateType7"/> 

 <xsd:element name="Spd-beg" type="ir:ROCDateType7"/> 

 <xsd:element name="Spd-end" type="ir:ROCDateType7"/> 

 <xsd:element name="Susp-code">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1"/>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Susp-name">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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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sd:maxLength value="18"/>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Spd-id">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18"/>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Vil-no">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pattern value="\d{4}"/>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Sprvsn-no">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12"/>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Sprvsn-name">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12"/>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Lic-limit-name"> 



100年度政府入口網與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功能強化暨維運委外服務案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說明文件 v1.0 

  107 

IRRA_Definition.xsd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32"/> 

    <xsd:minLength value="0"/>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通用型式(Type)宣告--> 

 <!--日期，民國年月日, 格式為  yyMMdd --> 

 <xsd:simpleType name="ROCDateType6">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6"/> 

   <xsd:minLength value="6"/> 

   <!--xsd:pattern 

value="([\-,0-9][0-9][1-9])((0[1-9])|(1[0-2]))((0[1-9])|([1-2][0-9])|(3[0-1]))"/-->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日期，民國年月日, 格式為  yyyMMdd --> 

 <xsd:simpleType name="ROCDateType7">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7"/> 

   <xsd:minLength value="7"/> 

   <!--xsd:pattern 

value="([\-,0-9][0-9][1-9])((0[1-9])|(1[0-2]))((0[1-9])|([1-2][0-9])|(3[0-1]))"/-->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 日期, 西元年月日, yyyyMMdd --> 

 <xsd:simpleType name="Dat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axLength value="8"/> 

   <xsd:minLength value="8"/> 

   <!--xsd:pattern 

value="([\-,0-9][0-9][1-9])((0[1-9])|(1[0-2]))((0[1-9])|([1-2][0-9])|(3[0-1]))"/-->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國民身分証証號--> 

 <xsd:simpleType name="cid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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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pattern value="[A-Z,a-z]\d{9}"/>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schema> 

6.4. Java XMLSecurityAPI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XMLSecurityAPI.java 
package tw.gov.gsp.gsp2; 

 

import org.w3c.dom.*; 

import java.io.*; 

import java.security.*; 

import java.security.cert.CertificateFactory; 

import java.security.cert.X509Certificate; 

import java.util.Collections; 

import javax.crypto.KeyGenerator; 

import javax.crypto.SecretKey; 

import javax.xml.crypto.dsig.CanonicalizationMethod; 

import javax.xml.crypto.dsig.DigestMethod; 

import javax.xml.crypto.dsig.Reference; 

import javax.xml.crypto.dsig.SignatureMethod; 

import javax.xml.crypto.dsig.SignedInfo; 

import javax.xml.crypto.dsig.XMLSignature; 

import javax.xml.crypto.dsig.XMLSignatureFactory; 

import javax.xml.crypto.dsig.dom.DOMSignContext; 

import javax.xml.crypto.dsig.dom.DOMValidateContext; 

import javax.xml.crypto.dsig.keyinfo.KeyInfo; 

import javax.xml.crypto.dsig.keyinfo.KeyInfoFactory; 

import javax.xml.crypto.dsig.spec.C14NMethodParameterSpec ; 

import javax.xml.crypto.dsig.spec.TransformParameterSpec;  

import org.apache.xml.security.encryption.EncryptedKey; 

import org.apache.xml.security.encryption.XMLCipher; 

import org.apache.xml.security.keys.content.X509Data; 

import org.apache.xml.security.utils.EncryptionCons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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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SecurityAPI.java 
/***  

 * 提供包裝過之 XML 加密、加簽、解密、驗簽函式 

 *  

 * 本 XML範例為展示 XML Encryption 及 XML Signature API 之使用方法，  

 * 僅做為開發人員參考，並非正式提供的函式元件庫。 

 * 若欲引用至正式環境使用，請務必依使用情境進行調整及並對例外狀況進行適當的處理 

 */  

public class XMLSecurityAPI { 

 

 /** {@link org.apache.commons.logging}  logging facility */  

 static org.apache.commons.logging.Log log =  

org.apache.commons.logging.LogFactory. getLog( 

XMLSecurityAPI. class.getName()); 

 

 static { 

  org.apache.xml.security.Init. init(); 

 } 

 

 /***  

  * 讀取憑證檔 

  * @param certificateFilePath 憑證檔所在路徑 

  * @return X509Certificate or null 代表取得失敗 

  */  

 public static X509Certificate loadX509CertificateFromFile( 

   String certificateFilePath) { 

  try { 

   CertificateFactory cf = CertificateFactory. getInstance( "X.509" );  

   return (X509Certificate) cf.generateCertificate( 

new FileInputStream(certificateFilePath)); 

  } catch (Exception ex) { 

   return null; 

  } 

 } 

 

 /***  

  * 由金鑰庫中讀取金鑰對 

  * @param keyStorePath 金鑰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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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keyStorePass 金鑰庫密碼 

  * @param keyAlias 金鑰別名 

  * @return 金鑰對 or null 代表取得失敗 

  */  

 public static KeyPair loadKeyPairFromKeyStore(String keyStorePat h, 

   String keyStorePass, String keyAlias) { 

  try { 

   // Load keystore  

   File file = new File(keyStorePath); 

   FileInputStream is = new FileInputStream(file); 

   KeyStore keystore =  

KeyStore. getInstance(KeyStore. getDefaultType()); 

   String password = keyStorePass; 

   keystore.load(is, password.toCharArray()); 

 

   // Get private key  

   Key key = keystore.getKey(keyAlias, keyStorePass .toCharArray());  

   if (key instanceof PrivateKey) { 

    // Get certificate of public key  

    java.security.cert.Certificate cert = keystore 

      .getCertificate(keyAlias); 

 

    // Get public key  

    PublicKey publicKey = cert.getPublicKey(); 

 

    // Return a key pair  

    is.close(); 

    return new KeyPair(publicKey, (PrivateKey) key); 

   } 

 

   is.close(); 

  } catch (java.security.cert.CertificateException e) { 

  } catch (NoSuchAlgorithmException e) { 

  } catch (FileNotFoundException e) { 

   // Keystore  does not exist  

  } catch (KeyStoreException e) { 

  } catch (IOException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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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tch (UnrecoverableKeyException e) { 

  } 

  return null; 

 } 

 

 /***  

  * 產生XML Encryption 用的 Session Key  

  * @param algorithm 加密演算法 

  * @param keySize 金鑰長度 

  * @return Session Key  

  * @throws Exception  

  */  

 private static SecretKey generateDataEncryptionKey(String algorit hm, 

   int keySize) throws Exception { 

 

  KeyGenerator keyGenerator = KeyGenerator. getInstance(algorithm); 

  keyGenerator.init(keySize); 

  return keyGenerator.generateKey(); 

 } 

 

 /***  

  * XML 加密函式 ( 使用AES 128做為加密演算法)  

  * @param doc 欲加密之XML Document  

  * @param elementToEncrypt Document 中欲加密的元素 

  * @param certificate 加密用的憑證(對方)  

  * @throws Exception  

  */  

 public static void encrptyXML(Document doc, Element elementToEncrypt,  

   X509Certificate certificate) throws Exception { 

 

  // 產生session key  

  Key symmetricKey = generateDataEncryptionKey( "AES" , 128); 

 

  // 設定使用 session key 進行對稱式加密 

  XMLCipher xmlCipher = XMLCipher. getInstance(XMLCipher. AES_128); 

  xmlCipher.init(XMLCipher. ENCRYPT_MODE, symmetric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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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public key 來加密 session key  

  XMLCipher keyCipher = XMLCipher. getInstance(XMLCipher. RSA_v1dot5); 

  keyCipher.init(XMLCipher. WRAP_MODE, certificate.getPublicKey()); 

  EncryptedKey encryptedKey = keyCipher.encryptKey( doc, symmetricKey);  

 

  // 加入使用的加密憑證資訊以便解密端用來尋找對應的解密用私鑰 

  org.apache.xml.security.keys.KeyInfo keyInfoCert =  

new org.apache.xml.security.keys.KeyInfo(doc); 

  X509Data x509Data = new X509Data(doc); 

  x509Data.addCertificate(certificate); 

  keyInfoCert.add(x509Data); 

  keyCipher.getEncryptedKey().setKeyInfo(keyInfoCer t); 

 

  org.apache.xml.security.keys.KeyInfo keyInfo =  

new org.apache.xml.security.keys.KeyInfo(doc); 

  keyInfo.add(encryptedKey); 

 

  xmlCipher.getEncryptedData().setKeyInfo(keyInfo);  

 

  /*  

   * doFinal - "true" below indicates that we want to encrypt element's  

   * content and not the element itself. Also, the doFinal method would  

   * modify the document by replacing the EncrypteD ata element for the  

   * data to be encrypted.  

   */  

  // xmlCipher.doFinal(doc, elementToEncrypt, true) / / 只 encrypt XML  

  // Element 的content  

  xmlCipher.doFinal(doc, elementToEncrypt, false); // encrypt 整個 XML 

  // Element  

 } 

 

 /***  

  * XML 解密函式 

  * @param doc 欲解密之XML Document  

  * @param privateKey 解密用的私鑰 ( 我方)  

  * @throws Exce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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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static void decryptXML(Document doc, PrivateKey privateKey) 

   throws Exception { 

 

  Element encryptedDataElement = (Element) doc.getE lementsByTagNameNS(  

    EncryptionConstants. EncryptionSpecNS, 

    EncryptionConstants. _TAG_ENCRYPTEDDATA).item(0); 

 

  XMLCipher xmlCipher = XMLCipher. getInstance(); 

 

  // 設定解密用的私鑰 

  xmlCipher.init(XMLCipher. DECRYPT_MODE, null); 

  xmlCipher.setKEK(privateKey); 

 

  // The following doFinal call replaces the encrypte d data with decrypted  

  // contents in the document.  

  xmlCipher.doFinal(doc, encryptedDataElement); 

 } 

 

 /***  

  * XML 加簽函式 

  * @param doc 欲加簽之XML Document  

  * @param elementIDToSign Document 中欲加簽之元素ID  

  * @param privateKey 加簽用的金鑰對(我方)  

  * @param cert 金鑰對對應之憑證(我方)  

  * @throws Exception  

  */  

 public static void signXML(Document doc, String elementIDToSign, 

   PrivateKey privateKey, X509Certificate cert) throws Exception { 

 

  // Create a DOM XMLSignatureFactory that will be us ed to generate the  

  // enveloped signature  

  XMLSignatureFactory fac = XMLSignatureFactory. getInstance( "DOM"); 

 

  if (elementIDToSign.isEmpty()) { 

   elementIDToSign = "" ; 

  } else { 

   elementIDToSign = "#"  + elementIDTo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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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eference Transform -> 使用 Enveloped Signature Transform  

  // http://www.w3.org/2000/09/xmldsig#enveloped-sign ature  

  Reference ref = fac.newReference(elementIDToSign,   

fac.newDigestMethod(DigestMethod. SHA1, null),  

Collections. singletonList( 

fac.newTransform(CanonicalizationMethod. ENVELOPED, 

        (TransformParameterSpec) null)), null, null); 

 

  //SignedInfo Canonicalization -> 採Exclusive XML Canonicalization 標準 

  SignedInfo si = fac 

    .newSignedInfo(fac.newCanonicalizationMethod( 

      CanonicalizationMethod. EXCLUSIVE, 

      (C14NMethodParameterSpec) null), fac 

      .newSignatureMethod(SignatureMethod. RSA_SHA1, null),  

      Collections. singletonList(ref)); 

 

  // 將公鑰資訊加入，以方便驗簽端使用參照 

  KeyInfoFactory kif = fac.getKeyInfoFactory(); 

  javax.xml.crypto.dsig.keyinfo.X509Data xd =  

kif.newX509Data(Collections. singletonList(cert)); 

 

  // Create a KeyInfo and add the KeyValue to it  

  KeyInfo ki = kif.newKeyInfo(Collections. singletonList(xd)); 

 

  // Create a DOMSignContext and specify the PrivateK ey and  

  // location of the resulting XMLSignature's parent element  

  DOMSignContext dsc = new DOMSignContext(privateKey, 

    doc.getDocumentElement()); 

 

  // Create the XMLSignature (but don't sign it yet)  

  XMLSignature signature = fac.newXMLSignature(si, ki); 

 

  // Marshal, generate (and sign) the enveloped signa ture  

  signature.sign(ds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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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XML 驗簽函式 

  * @param doc 欲驗簽之XML Document  

  * @param certificate 驗簽用的憑證(對方)  

  * @return 驗簽是否通過 

  * @throws Exception  

  */  

 public static boolean verifyXMLSig(Document doc, X509Certificate  

certificate) 

   throws Exception { 

 

  // Find Signature element  

  NodeList nl = doc.getElementsByTagNameNS(XMLSigna ture. XMLNS, 

    "Signature" ); 

  if (nl.getLength() == 0) { 

   return false; 

   // throw new Exception("Cannot find Signature eleme nt");  

  } 

 

  // Create a DOM XMLSignatureFactory that will be us ed to unmarshal  the  

  // document containing the XMLSignature  

  XMLSignatureFactory fac = XMLSignatureFactory. getInstance( "DOM"); 

 

  // 設定驗簽用的公鑰 

  DOMValidateContext valContext = new DOMValidateContext( 

    certificate.getPublicKey(), nl.item(0)); 

 

  // unmarshal  the XMLSignature  

  XMLSignature signature = fac.unmarshalXMLSignatur e(valContext); 

 

  // Validate the XMLSignature (generated above)  

  return signature.validate(valContex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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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Util.java 
package tw.gov.gsp.gsp2; 

 

import java.io.File; 

import java.io.FileInputStream; 

import java.io.FileOutputStream; 

import java.io.StringWriter; 

import javax.xml.transform.OutputKeys; 

import javax.xml.transform.Result; 

import javax.xml.transform.Source; 

import javax.xml.transform.Transformer; 

import javax.xml.transform.TransformerConfigurationExcept ion; 

import javax.xml.transform.TransformerException; 

import javax.xml.transform.TransformerFactory; 

import javax.xml.transform.dom.DOMSource; 

import javax.xml.transform.stream.StreamResult; 

import org.w3c.dom.Document; 

import org.w3c.dom.Node; 

 

public class XMLUtil { 

 

 /***  

  * 讀取XML檔案至 org.w3c.dom.Document  

  * @param fileName 檔案完整路徑 

  * @return XML Document  

  * @throws Exception  

  */  

 public static Document loadXMLDocumentFromFile(String fileName) 

   throws Exception { 

 

  //File file = new File(fileName);  

  javax.xml.parsers.DocumentBuilderFactory dbf =  

javax.xml.parsers.DocumentBuilderFactory. newInstance(); 

  dbf.setNamespaceAware( true); 

  javax.xml.parsers.DocumentBuilder db = dbf.newDoc umentBuilder(); 



100年度政府入口網與電子化政府服務平臺功能強化暨維運委外服務案 
簡化版之跨機關訊息交換標準說明文件 v1.0 

  117 

XMLUtil.java 
  Document document = db.parse( new FileInputStream(fileName)); 

   

  return document; 

 } 

  

 /***  

  * 將 org.w3c.dom.Document 輸出成檔案 

  * @param doc 欲輸出之 XML Document  

  * @param fileName 檔案完整路徑 

  * @throws Exception  

  */  

 public static void writeXMLDocumentToFile(Document doc, String fileNa me) 

   throws Exception { 

  File encryptionFile = new File(fileName); 

  FileOutputStream f = new FileOutputStream(encryptionFile); 

 

  TransformerFactory factory = TransformerFactory. newInstance();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 factory.newTransformer( ); 

  transformer.setOutputProperty(OutputKeys. OMIT_XML_DECLARATION,  

"yes" ); 

  DOMSource source = new DOMSource(doc); 

  StreamResult result = new StreamResult(f); 

  transformer.transform(source, result); 

  f.close(); 

 }  

  

 public static String xmlToString(Node node) { 

  try { 

   Source source = new DOMSource(node); 

   StringWriter stringWriter = new StringWriter(); 

   Result result = new StreamResult(stringWriter); 

   TransformerFactory factory = TransformerFactory. newInstance();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 factory.newTransformer (); 

   transformer.transform(source, result); 

   return stringWriter.getBuffer().toString(); 

  } catch (TransformerConfiguration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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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tch (Transformer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null; 

 }  

} 

 

 
XMLSecurityAPITest.java 
package tw.gov.gsp.gsp2; 

 

import java.security.KeyPair; 

import java.util.Properties; 

import java.security.cert.X509Certificate; 

import org.w3c.dom.Document; 

import org.w3c.dom.Element; 

 

/***  

 * 展示 API Security API 的使用方式 

 */  

public class XMLSecurityAPITest { 

 protected static boolean configReady = true;; 

 protected static KeyPair myDecryptKeyPair; 

 protected static KeyPair appDecryptKeyPair; 

 protected static KeyPair mySignKeyPair; 

 protected static X509Certificate mySignCert; 

 protected static X509Certificate appSignCert; 

 protected static X509Certificate appEncptCert; 

 

 static { 

  // 載入各項設定資料 

  Properties props = new Properties(); 

 

  try { 

   props.load(XMLSecurityAPITest. class.getClassLoader() 

     .getResourceAsStream( "test.config.proper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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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DecryptKeyPair = XMLSecurityAPI. loadKeyPairFromKeyStore( 

props.get( "keyStorePath" ).toString(),  

props.get( "keyStorePass" ).toString(), 

props.get( "keyAliasDecrypt" ).toString()); 

 

   mySignCert = XMLSecurityAPI. loadX509CertificateFromFile( 

props.get( "mySignCertPath" ).toString()); 

 

   mySignKeyPair = XMLSecurityAPI. loadKeyPairFromKeyStore( 

     props.get( "keyStorePath" ).toString(), 

     props.get( "keyStorePass" ).toString(), 

     props.get( "keyAliasSign" ).toString()); 

 

   appSignCert = XMLSecurityAPI. loadX509CertificateFromFile( 

props.get( "appSignCertPath" ).toString()); 

 

   appEncptCert = XMLSecurityAPI. loadX509CertificateFromFile( 

props.get( "appEncptCertPath" ).toString()); 

 

   appDecryptKeyPair = XMLSecurityAPI. loadKeyPairFromKeyStore( 

props.get( "appKeyStorePath" ).toString(), 

     props.get( "appKeyStorePass" ).toString(), 

props.get( "appKeyAliasDecrypt" ).toString()); 

 

   if ( myDecryptKeyPair == null || mySignCert == null 

    || mySignKeyPair == null || appSignCert == null 

    || appEncptCert == null  || appDecryptKeyPair == null) { 

    configReady = false; 

   } 

 

  } catch (Exception exception) { 

   configReady = false;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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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 configReady) { 

   System. err.println( "Config not ready" ); 

   return; 

  } 

 

  Document doc = 

    XMLUtil. loadXMLDocumentFromFile( "C:\\TestData\\test.xml" ); 

 

  // 以下模擬LI 將 XML 加簽，用的是 LI 端的 private key  

  XMLSecurityAPI. signXML(doc, "signed" , mySignKeyPair.getPrivate(), 

    mySignCert); 

  XMLUtil. writeXMLDocumentToFile(doc,  

"C:\\TestData\\test.signed.xml" ); 

 

  // 以下模擬LI 將 XML 加密，用的是 APP 端的 public key  

  XMLSecurityAPI. encrptyXML( 

    doc, 

    (Element)doc.getElementsByTagNameNS( "http://minchuan.co.cc" , 

    "root" ).item(0), appEncptCert); 

  XMLUtil. writeXMLDocumentToFile(doc, 

    "C:\\TestData\\test.signed.encrypted.xml" ); 

 

  // 以下模擬APP端將XML 解密，用的是APP端的 private key  

  XMLSecurityAPI. decryptXML(doc, appDecryptKeyPair.getPrivate()); 

  XMLUtil. writeXMLDocumentToFile(doc, 

"C:\\TestData\\test.decrypted.xml" ); 

 

  // 以下模擬APP端將XML 驗簽，用的是LI 端的 public key  

  if (XMLSecurityAPI. verifyXMLSig(doc, mySignCert)) { 

   System. out.println( "XML Signature validation pass!!" ); 

  } else { 

   System. out.println( "XML Signature validation fai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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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config.properties 
#LI 端 Key Store 位置、Key Store 密碼 

keyStorePath = C:/JavaLIConfig/XMLSecurity.jks  

keyStorePass = egov123  

 

#LI 接收APP訊息時，用來解密用的key (key alias)  

keyAliasDecrypt = 

b0785f8b032f378ae04f3494fc62ea4e_39fb10a3-469d-4627 -8c35-cfcc6246f6ab  

 

#LI 接收APP訊息時，用來驗簽的憑證  

appSignCertPath = C:/JavaLIConfig/OtherXMLSecuritySign.cer  

 

#用來針對回傳給APP訊息進行加密的憑證 

appEncptCertPath = C:/JavaLIConfig/OtherXMLSecurityEnc.cer  

 

#LI 回傳給APP訊息時，用來加簽用的 key (key alias)  

keyAliasSign = 

7d5df79904d28a86528d3f41143f7f2f_39fb10a3-469d-4627 -8c35-cfcc6246f6ab  

mySignCertPath = C:/JavaLIConfig/XMLSecuritySign.cer  

 

#以下為APP端的config , 為將 LI 傳過來的訊息解密，需要有APP的私鑰 

appKeyStorePath = C:/JavaLIConfig/XMLSecurity.jks  

appKeyStorePass = egov123  

appKeyAliasDecrypt = 
b0785f8b032f378ae04f3494fc62ea4e_39fb10a3-469d-4627 -8c35-cfcc6246f6ab  

 
test.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tmp:root 
xmlns:tmp="http://minchuan.co.cc" xmlns="http://minchuan.co.cc"><creditcard 
id="signed"><number>19834209</number><expiry>02/02/2002</expiry></cre
ditcard></tmp: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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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Net XMLSecurityAPI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XMLSecurityAPI.cs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Security.Cryptography; 

using System.Security.Cryptography.Xml; 

using System.Security.Cryptography.X509Certificates; 

using System.Xml; 

 

namespace tw.gov.gsp.gsp2 

{ 

    public class XMLSecurityAPI 

    { 

        /// <summary> 

        /// 使用憑證姆指紋(ThumbPrint)為索引值，自目前使用者帳號的金鑰庫(KeyStore) 

        /// 取得X509憑證(含私鑰)。參考範例來源: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system.security.cryptography.xml.x509issuerser

ial.aspx 

        /// </summary> 

        /// <param name="thumbPrint">憑證姆指紋。由數字及大寫英文字母組成，如: 

D86FD34667628B777071C3ADD62737521706D7EF</param> 

        /// <returns>X509憑證(含私鑰)</returns> 

        public static X509Certificate2 GetCertificateBythumbPrint(string thumbPrint) 

        { 

            // Check the args. 

            if (null == thumbPrint) 

                throw new ArgumentNullException("thumbPrint is null"); 

 

            // Load the certificate from the certificate store. 

            X509Certificate2 cert = null; 

            X509Store store = new X509Store("My", StoreLocation.CurrentUser); 

 

            try 

            { 

                // Open the store. 

                store.Open(OpenFlags.ReadOnly | OpenFlags.OpenExisting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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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et the certs from the store. 

                X509Certificate2Collection CertCol = store.Certificates; 

 

                // Find the certificate with the specified subject. 

                foreach (X509Certificate2 c in CertCol) 

                { 

                    if (c.Thumbprint == thumbPrint) 

                    { 

                        cert = c; 

                        break; 

                    } 

                } 

 

                // Throw an exception of the certificate was not found. 

                if (cert == null) 

                { 

                    throw new CryptographicException("The certificate could not be found."); 

                } 

            } 

            finally 

            { 

                // Close the store even if an exception was thrown. 

                store.Close(); 

            } 

            return cert; 

        } 

 

        /// <summary> 

        /// 使用憑證主體(Subject)名稱為索引值，自目前使用者帳號的金鑰庫(KeyStore) 

        /// 取得X509憑證(含私鑰)。參考範例來源: 

///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system.security.cryptography.xml.x509issuerserial.aspx 

        /// </summary> 

        /// <param name="CertificateSubject">憑證主體(Subject)名稱</param> 

        /// <returns>X509憑證(含私鑰)</returns> 

        public static X509Certificate2 GetCertificateBySubject(string Certificate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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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heck the args. 

            if (null == CertificateSubject) 

                throw new ArgumentNullException("CertificateSubject"); 

 

            // Load the certificate from the certificate store. 

            X509Certificate2 cert = null; 

 

            X509Store store = new X509Store("My", StoreLocation.CurrentUser); 

 

            try 

            { 

                // Open the store. 

                store.Open(OpenFlags.ReadOnly | OpenFlags.OpenExistingOnly); 

 

                // Get the certs from the store. 

                X509Certificate2Collection CertCol = store.Certificates; 

 

                // Find the certificate with the specified subject. 

                foreach (X509Certificate2 c in CertCol) 

                { 

                    if (c.Subject == CertificateSubject) 

                    { 

                        cert = c; 

                        break; 

                    } 

                } 

 

                // Throw an exception of the certificate was not found. 

                if (cert == null) 

                { 

                    throw new CryptographicException("The certificate could not be found."); 

                } 

            } 

            finally 

            { 

                // Close the store even if an exception was th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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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e.Close(); 

            } 

            return cert; 

        } 

 

        /// <summary> 

        /// XML加簽函式 

        /// 參考範例來源: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229745.aspx 

        /// </summary> 

        /// <param name="xmlDoc">欲加簽之XML Document</param> 

        /// <param name="Key">加簽用的金鑰對(我方)</param> 

        /// <param name="elementIDToSign">Document中欲加簽之元素ID</param> 

        public static void SignXml(XmlDocument xmlDoc, AsymmetricAlgorithm Key, String 

elementIDToSign = "") 

        { 

            // Check arguments. 

            if (xmlDoc == null) 

                throw new ArgumentException("xmlDoc"); 

            if (Key == null) 

                throw new ArgumentException("Key"); 

 

            // Create a SignedXml object. 

            SignedXml signedXml = new SignedXml(xmlDoc); 

 

            // Add the key to the SignedXml document. 

            signedXml.SigningKey = Key; 

 

            // Create a reference to be signed. 

            Reference reference = new Reference(); 

 

            if (elementIDToSign.Length == 0) 

                reference.Uri = ""; 

            else 

                reference.Uri = "#" + elementIDToSign; 

 

            // Add an enveloped transformation to the reference. 

            XmlDsigEnvelopedSignatureTransform env = new XmlDsigEnvelopedSignatureTrans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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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erence.AddTransform(env); 

 

            // Add the reference to the SignedXml object. 

            signedXml.AddReference(reference); 

 

            //SignedInfo Canonicalization ->採Exclusive XML Canonicalization 標準 

            signedXml.SignedInfo.CanonicalizationMethod = SignedXml.XmlDsigExcC14NTransformUrl; 

 

            // Compute the signature. 

            signedXml.ComputeSignature(); 

 

            // Get the XML representation of the signature and save 

            // it to an XmlElement object. 

            XmlElement xmlDigitalSignature = signedXml.GetXml(); 

 

            // Append the element to the XML document. 

            xmlDoc.DocumentElement.AppendChild(xmlDoc.ImportNode(xmlDigitalSignature, true)); 

        } 

 

        /// <summary> 

        /// XML驗簽函式 

        /// 參考範例來源: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229950.aspx 

        /// </summary> 

        /// <param name="Doc">欲驗簽之XML Document</param> 

        /// <param name="cert">驗簽用之公鑰(對方)</param> 

        /// <returns>驗簽是否通過</returns> 

        public static Boolean VerifyXmlSig(XmlDocument Doc, X509Certificate2 cert) 

        { 

            // Check arguments. 

            if (Doc == null) 

                throw new ArgumentException("Doc"); 

            if (cert == null) 

                throw new ArgumentException("Key"); 

 

            // Create a new SignedXml object and pass it 

            // the XML document class. 

            SignedXml signedXml = new SignedXml(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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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ind the "Signature" node and create a new XmlNodeList object. 

            XmlNodeList nodeList = Doc.GetElementsByTagName("Signature", 

"http://www.w3.org/2000/09/xmldsig#"); 

 

            // Throw an exception if no signature was found. 

            if (nodeList.Count <= 0) 

            { 

                throw new CryptographicException("Verification failed: No Signature was found in the 

document."); 

            } 

 

            // This example only supports one signature for 

            // the entire XML document.  Throw an exception  

            // if more than one signature was found. 

            if (nodeList.Count >= 2) 

            { 

                throw new CryptographicException("Verification failed: More than one signature was 

found for the document."); 

            } 

 

            // Load the first <signature> node.   

            signedXml.LoadXml((XmlElement)nodeList[0]); 

 

            // Check the signature and return the result. 

            return signedXml.CheckSignature(cert, true); 

        } 

 

        /// <summary> 

        /// XML 加密函式 (.Net 預設使用AES 128做為加密演算法) 

        /// 參考範例來源: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229744.aspx 

        /// </summary> 

        /// <param name="Doc">欲加密之XML Document</param> 

        /// <param name="ElementToEncrypt">Document中欲加密的元素</param> 

        /// <param name="Cert">加密用的憑證(對方)</param> 

        public static void EncryptXML(XmlDocument Doc, string ElementToEncrypt, X509Certificate2 

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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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heck the arguments.   

            if (Doc == null) 

                throw new ArgumentNullException("Doc"); 

            if (ElementToEncrypt == null) 

                throw new ArgumentNullException("ElementToEncrypt"); 

            if (Cert == null) 

                throw new ArgumentNullException("Cert"); 

 

            //////////////////////////////////////////////// 

            // Find the specified element in the XmlDocument 

            // object and create a new XmlElemnt object. 

            //////////////////////////////////////////////// 

 

            XmlElement elementToEncrypt = Doc.GetElementsByTagName(ElementToEncrypt)[0] as 

XmlElement; 

            // Throw an XmlException if the element was not found. 

            if (elementToEncrypt == null) 

            { 

                throw new XmlException("The specified element was not found"); 

 

            } 

 

            ////////////////////////////////////////////////// 

            // Create a new instance of the EncryptedXml class  

            // and use it to encrypt the XmlElement with the  

            // X.509 Certificate. 

            ////////////////////////////////////////////////// 

 

            EncryptedXml eXml = new EncryptedXml(); 

 

            // Encrypt the element. 

            EncryptedData edElement = eXml.Encrypt(elementToEncrypt, Cert); 

 

            //////////////////////////////////////////////////// 

            // Replace the element from the original XmlDocument 

            // object with the EncryptedData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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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cryptedXml.ReplaceElement(elementToEncrypt, edElement, false); 

        } 

 

        /// <summary> 

        /// XML解密函式 

        /// 參考範例來源: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229943.aspx 

        /// 註: .Net 會自動於目前使用者帳號的金鑰庫(KeyStore)取得對應的X509憑證(含私鑰)以進行解密 

        /// </summary> 

        /// <param name="Doc">欲解密之XML Document</param> 

        public static void DecryptXML(XmlDocument Doc) 

        { 

            // Check the arguments.   

            if (Doc == null) 

                throw new ArgumentNullException("Doc"); 

 

            // Create a new EncryptedXml object. 

            EncryptedXml exml = new EncryptedXml(Doc); 

            // Decrypt the XML document. 

            exml.DecryptDocument(); 

        } 

    } 

} 

 
XMLSecurityAPITest.cs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Security.Cryptography.X509Certificates; 

using System.Xml; 

 

namespace tw.gov.gsp.gsp2 

{ 

    class XMLSecurityAPI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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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try 

            { 

                //讀入LI加簽金鑰對 

                X509Certificate2 LISignKeyPair = 

XMLSecurityAPI.GetCertificateBythumbPrint("D86FD34667628B777071C3ADD62737521706D7EF"); 

                //讀入APP加密憑證檔 

                X509Certificate2 APPEncCert = new 

X509Certificate2(@"C:\dotNetXMLSecurity\APPEncryption.cer"); 

 

                //讀入XML原始文件 

                XmlDocument xmlDoc = new XmlDocument(); 

                xmlDoc.PreserveWhitespace = false; 

                xmlDoc.Load(@"C:\TestData\test.xml"); 

 

                // 以下模擬LI 將 XML 加簽，用的是 LI 端的 private key 

                XMLSecurityAPI.SignXml(xmlDoc, LISignKeyPair.PrivateKey, "signed"); 

                xmlDoc.Save(@"C:\TestData\test.signed.xml"); 

 

                // 以下模擬LI 將 XML 加密，用的是 APP 端的 public key 

                XMLSecurityAPI.EncryptXML(xmlDoc, "tmp:root", APPEncCert); 

                xmlDoc.Save(@"C:\TestData\test.signed.encrypted.xml"); 

 

                //讀入LI加簽憑證檔(用來驗簽用) 

                X509Certificate2 LISignCert = new 

X509Certificate2(@"C:\dotNetXMLSecurity\LISign.cer"); 

 

                // 以下模擬APP端將XML 解密，用的是APP端的 private key 

                // .Net 會自動於目前使用者帳號的金鑰庫(KeyStore)取得對應的X509憑證(含私鑰)進行解

密 

                XMLSecurityAPI.DecryptXML(xmlDoc); 

                xmlDoc.Save(@"C:\TestData\test.decrypted.xml"); 

 

                // 以下模擬APP端將XML 驗簽，用的是LI端的 public key 

                if (XMLSecurityAPI.VerifyXmlSig(xmlDoc, LISignCe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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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WriteLine("XML Signature validation pass!!"); 

                } 

                else 

                { 

                    Console.WriteLine("XML Signature validation fail!!"); 

                } 

            } 

            catch (Exception e) 

            { 

                Console.WriteLine(e.Message); 

            } 

        } 

    } 

} 

 
test.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tmp:root xmlns:tmp="http://minchuan.co.cc" 
xmlns="http://minchuan.co.cc"><creditcard 
id="signed"><number>19834209</number><expiry>02/02/2002</expiry></creditcard></tmp:root> 

 


